
 

 

 
 

立即發表：  2018 年 12 月 1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已透過  2018 年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COUNCIL) 競賽發

放逾  7.63 億美元經濟與社區建設資金   

  

全部  10 個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REDC) 

均獲得撥款用於推動地方經濟發展並實施戰略增長計畫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哈得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麥可山谷地區  (Mohawk Valley)、紐約市  (New York City) 均獲得

『最佳地區  (Top Performers)』提名，這些地區共獲得  4.31 億美元撥款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共獲得  3.31 億美元的『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Council)』撥款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已透過第七輪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計畫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initiative) 提供逾 7.63 億美元的經濟與社區建設資

金。 

  

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成立於  2011 年，是州長為快速推動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提出

的核心策略，該策略利用基於社區的績效主導型經濟發展方式取代了州政府舊有的

自上而下的經濟發展方式。該計畫讓社區、商界、學術界領袖以及紐約州各地公眾

能夠按照各自地區的獨特優勢和資源制定戰略計畫，從而創造就業、改善生活質量

並發展經濟。更多關於  2018 年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撥款的資訊請見此處。 

  

「過去八年，我們准許各社區開展戰略投資來幫助發展地方經濟，並重振和發展其

特定區域，藉此實現願景來推動紐約州經濟發展，」州長葛謨表示。「地區經濟

的發展對於維持紐約州繁榮昌盛的經濟至關重要。我祝賀今年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競賽獎的全體獲獎者，並期待合作為後世民眾把紐約州建設得更加強大。」   

  

「我們授權給最了解各自社區的人員，藉此把紐約州的經濟發展戰略轉變成一種成

功且可持續的發展戰略 ,」副州長兼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主席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在發佈今天的公告時表示。「我們正在共同重建中心區、支持地方企業，

並迎接新居民和新遊客。我們正在利用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進程推動各地區的戰略

http://regionalcouncils.ny.gov/


 

 

經濟發展計畫，並作為中心區計畫  (Downtown Initiative) 與紐約州北部地區振興計

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的工作內容支持增長。我們關注勞動力發展和高

科技產業增長，從而增加新就業機會並鞏固整個紐約州的經濟。」   

 

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流程變革了紐約州政府制定的經濟發展方式，從而設立全州自

下而上的區域經濟發展框架，並精簡州政府撥款申請流程。該計畫自  2011 年起實

施，至今已撥款逾  61 億美元給  7,300 多個項目，這些項目預計將在全州各地創造

超過  23 萬個工作崗位並保留這些崗位。  

 

如今，第七輪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計畫已撥發逾  7.63 億美元的經濟與社區建設資

金： 

  

紐約州西部：  獲撥款的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 提供  6600 萬美元資金支持  118 個

項目   

五指湖地區：  獲撥款的最佳地區  | 提供  8650 萬美元資金支持  141 個項目  

紐約州南部地區：  獲撥款的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 提供 6540 萬美元資金支持  101 

個項目  

紐約州中部地區：  獲撥款的最佳地區  | 提供 8820 萬美元資金支持  91 個項目  

麥可山谷：  獲撥款的最佳地區  | 提供 8540 萬美元資金支持  77 個項目   

北部地區：  獲撥款的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 提供  6480 萬美元資金支持  70 個項目   

首府地區：  獲撥款的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 提供  6700 萬美元資金支持  95 個項目   

哈得遜鎮中部地區:獲撥款的最佳地區  | 提供 8710 萬美元資金支持  122 個項目   

紐約市：獲撥款的最佳地區  | 提供 8440 萬美元資金支持  137 個項目   

長島地區：獲撥款的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 提供  6830 萬美元資金支持  103 個項目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專員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在全州範圍內，社區仍積極參與各自的經濟

發展戰略，因此，我們看到了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  紐約州授權各地區創造自己

的成功方法，從而開展理性的戰略投資用來促進可持續經濟發展。」   

  

今年春季，葛謨州長啟動了第八輪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競賽和第三輪中心區復興計

畫  (Downtown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DRI)。中心區復興計畫斥資  1 億美元，是一

項由社區推動的全面工作，分別撥款  1,000 萬美元給紐約州各地  10 個自治市用於

提升這些市中心區的城市活力。今年年初，全面評估各中心區的改革潛力後，各區

域經濟發展委員會推薦了其所在區域的最佳社區計畫。為指導使用  1,000 萬美元的

中心區復興計畫撥款，各自治市採用戰略投資計畫  (Strategic Investment Plan)，該

計畫確立符合其中心區具體復興願景的具體項目。  

 

透過中心區復興計畫獲得  1000 萬美元撥款的社區及其提交的申請書的完整列表請

見此處。 

https://www.ny.gov/programs/downtown-revitalization-initiative


 

 

  

在第八輪競賽期間，州機構負責人和紐約州議會  (New York State Legislature) 成員

組成的戰略實施評估小組  (Strategic Implementation Assessment Team, SIAT) 前往羅

馬市  (Rome)、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和白原市 (White Plains)，聆聽十個地區委員

會直接演示本年度提案，並評估這些地區的戰略計畫的實施情況。  

 

2018 年，全部  10 個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競爭『最佳地區』的提名。  五個『最佳

地區』將額外獲得高達  2,000 萬美元的帝國州發展公司補助金用於支持重點項目，

另外五個地區將獲得高達  1,000 萬美元的補助金。此外，各地區還將額外獲得高達  

7,500 萬美元的『精益求精工作計畫  (Excelsior Jobs Program)』退稅額，用於幫助

各地區吸引企業並發展企業規模。  

  

紐約州各地有超過  1,050 個項目，其中的重點項目共將透過下文概述的第八輪區域

經濟發展委員會競賽獲得  7.63 億美元獎金：  

  

紐約州西部：獲撥款的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  提供  6600 萬美元資金支持  118 個項

目   

  

羅西娜食品有限公司  (Rosina Food Product, Inc.) 將獲得帝國州發展公司提供的  

200 萬美元資金用於擴大其蛋白質產品業務。這個斥資  3,200 萬美元的項目包括建

造一座面積達  12 萬平方英呎的新工廠和生產各類肉製品的產線，從而使該公司當

前的產能翻倍，並把生產活動從州外遷往位於西塞尼卡鎮  (West Seneca) 的新工

廠。  這是紐約州西部地區保留羅西娜食品有限公司的潛在多階段總體計畫的第一

階段。  

  

豪普特曼-伍德沃醫學研究所  (Hauptman-Woodward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將獲得帝國州發展公司提供的  120 萬美元資金用於建設治療互動中心  (Center for 

Therapeutic Interactions)，該項目將圍繞低溫電顯微鏡技術  (Cryo-Electron 

Microscopy technology, Cryo-EM) 建造並運營一個新機構和研究中心，這將加快藥

物研發和疾病治療。  這個斥資  430 萬美元的項目包括室內拆建活動，以及按照特

定的設備規範建造成套研究設備。  該中心建成後將吸引生物醫學研發企業在低溫

電顯微鏡技術場館附近建立地區研究中心，並在多個層面創造相關就業機會。   

  

阿戈瑞美國水果有限公司  (AgriAmerica Fruit Products, LLC) 將獲得帝國州發展公

司提供的 49.86 萬美元資金，用於對弗里多尼亞鄉  (Fredonia) 此前關閉的葡萄汁生

產廠實施現代化改造，將其重新用作生產定制濃縮果汁的工廠。  肖托夸郡 

(Chautauqua County) 是本州最大規模的葡萄生產郡，也是全球最古老、最大規模

的康科特 (Concord) 葡萄指定產區。  這個斥資  240 萬美元的項目將幫助扭轉紐約

州西部地區葡萄種植業因當地加工廠近期關閉而蒙受的重大損失，並給超過  74 家



 

 

當地家庭農場種植的水果提供可持續的市場來恢復農場收入。  預計成果包括食品

加工、水果種植、分銷、建築及零售部門實現就業增長。  

  

五指湖：獲撥款的最佳地區  | 提供  8650 萬美元資金支持  141 個項目   

  

梅森農場  (Mason Farms) 將獲得帝國州發展公司提供的  190 萬美元資金，用於建

造  9,360 平方英呎的甜玉米加工廠，每週生產多達  2 萬箱有機提傳統甜玉米。  

待採購的設備包括玉米切割、清潔、包裝、搬運設備、水處理與清洗設備，以及一

台新的甜玉米收割機。該項目的第  2 階段將包括梅森農場水果及農產品用加工包

裝系統和冷藏設備。  

  

韋恩郡  - 五指湖地區教育服務協作委員會  (Wayne-Finger Lakes Boards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al Services (BOCES)) 將獲得帝國州發展公司提供的  20.89 

萬美元資金，用於採購設備以幫助培訓職業技術  (P-TECH) 高中學生，使之在先進

製造業和資訊技術領域從事高需求的高薪工作。  

  

羅徹斯特理工學院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RIT) 將獲得帝國州發展公

司提供的 150 萬美元資金，用於翻修並升級其基因研究實驗室集群  (Genomics 

Research Lab Cluster)，這些實驗室集群將佔用羅徹斯特理工學院校區托馬斯  H.  

戈尼爾生命科學學院  (Thomas H. Gosnell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內的  8,000 平方

英呎空間。實驗室集群將支持教師加強生命科學領域的研究活動、提高該大學生命

科學學位課程的招生能力、為該地區和本州培養具備尖端技能組合的畢業生，並為

生命科學公司提供勞動力發展機會。  

  

紐約州南部地區：  獲撥款的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 提供  6540 萬美元資金支持  101 

個項目   

  

康寧社區學院  (Corning Community College) 將獲得帝國州發展公司提供的  100  

萬美元資金，與科學、技術、工程、藝術及數學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s and Math, STEAM) 領域的公私實體合作，提供新穎的勞動力培訓解決方案。

機電一體化系統課程將更新，這個多學科領域把電子與機械工程相結合，將滿足當

代用人單位的需求，並與地區委員會的工作保持一致，旨在支持紐約州南部地區持

續增長的特定產業的勞動力培養工作。  

  

布魯姆郡  (Broome County) 將獲得帝國州發展公司提供的  62 萬美元資金，用於建

造創新的現代化綜合體，該綜合體將提供各類資源來服務於地區退伍軍人，包括勞

動力培訓、轉入平民生活、身心健康服務。   

  

JD 糧倉有限公司  (JD Granary, LLC) 將獲得帝國州發展公司提供的  22.5 萬美元資

金，用於為其動物飼料加工廠建造經過認證的有機穀物儲存、研磨、碾磨、混合設



 

 

備。作為東北地區  (Northeast) 唯一通過非轉基因項目  (Non-GMO) 認證的動物飼料

加工廠，該公司將利用這次擴張滿足有機動物飼料持續增長的市場需求，並支持地

區優先工作，實現食品農業產業轉型。   

  

紐約州中部地區：  獲撥款的最佳地區  | 提供  8820 萬美元資金支持  91 個項目   

  

SAF GLAS 有限公司  (SAF GLAS, LLC.) 將獲得帝國州發展公司提供的  800 萬美元

資金，並將投資大約  5,900 萬美元資金把  EnergyGlass 在佛羅里達州  (Florida) 的製

造業務及研發業務遷至奧農達加郡  (Onondaga County) 詹姆斯維爾村  

(Jamesville)。 該項目將包括收購土地和現有廠房、翻修和新建、採購並安裝機械

設備。 該公司提供創新的專利玻璃技術，該技術把住宅和商業建築的窗口變成垂

直的『太陽能農場』，使這些結構能夠再利用生成的電力，從而實現自給自足並擺

脫依賴電網。  

  

沃爾匹製造美國有限公司  (Volpi Manufacturing USA, Inc.) 將獲得帝國州發展公司

提供的 32 萬美元資金，與此同時投資  190 萬美元拆除  1.4 萬平方英呎的現有廠

房，並代之以新淨化車間。  作為一家工程服務提供商、原始設備製造商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 OEM) 和光纖供應商，沃爾匹製造美國有限公司為西門子

公司  (Siemens)、奧托臨床診斷公司  (Ortho Clinical Diagnostics)、瑞士羅氏公司  

(Roche)、通用電氣公司  (GE)、美國偉倫公司  (Welch Allyn)、德國凱傑公司  

(Qiagen) 等客戶開發量身定做的解決方案。  

  

諾爾斯·卡澤諾維雅公司  (Knowles Cazenovia) 將獲得帝國州發展公司提供的  180 

萬美元資金，與此同時投資大約  900 萬美元擴建其在麥迪遜郡  (Madison County) 

卡澤諾威雅鄉  (Cazenovia) 的工廠的產能。  該項目包括翻修廠房，以及安裝新機械

設備。 諾爾斯·卡澤諾維雅公司將利用該項目在持續增長的射頻過濾市場上更好地

參與競爭，並滿足  5G 電子通訊技術和基礎設施所需的微電子零件持續增長的需

求。 

  

麥可山谷：  獲撥款的最佳地區  | 提供  8540 萬美元資金支持  77 個項目   

  

人類技術公司  (Human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 將獲得帝國州發展公司提供的  

193.5 萬美元資金，用於建造新物流設施，並為殘障人士創造新就業機會。   

  

帝國州溫室公司  (Empire State Greenhouses) 將獲得帝國州發展公司提供的  500 

萬美元資金，用於在科布爾斯基爾鄉  (Cobleskill) 建造斥資 7,000 萬美元的新溫室綜

合體，用於全年種植有機蔬菜。   

  

格里菲斯地方發展公司  (Griffiss Loc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將獲得帝國州發

展公司提供的  125 萬美元資金，用於建造現代化、多用途且設施豐富的住房和辦



 

 

公室，從而幫助格里菲斯商業技術園區  (Griffiss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Park)  

的高科技公司吸引年輕的專業人員。  

  

北部地區：獲撥款的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 提供  6480 萬美元資金支持  70個項目   

  

奧姆尼亞費特公司  (Omniafiltra) 將獲得帝國州發展公司提供的  11.4 萬美元資金用

於採購生產設備。  這個斥資 57 萬美元的項目將提高能源效率，並擴大該工廠的

產品能力範圍。   

  

迦太基地區醫院  (Carthage Area Hospital) 將獲得帝國州發展公司提供的  300 萬美

元資金，用於建造新醫療園區來整合其兩棟門診臨床大樓、行政大樓和醫院。   

這個斥資 6,500 萬美元的醫療村  (Medical Village) 是一站式醫療場所，提供各級醫

療護理服務，設計用於解決鄉村醫療面臨的重大難題。  迦太基地區醫院是為德拉

姆堡  (Fort Drum) 提供服務的幾家機構之一，德拉姆堡是紐約州最大規模的單一地

點用人單位。   

  

阿卡迪亞能源公司  (Acadia Energy) 將獲得帝國州發展公司提供的  41.5 萬美元資

金用於建設其斥資  410 萬美元的室內垂直農場，該農場將再利用帕蒂希爾能源綜

合體  (Paddy Hill Energy Complex) 產生的廢熱和二氧化碳來種植水培有機農作物。  

  

首府地區：獲撥款的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 提供  6700 萬美元資金支持  95個項目   

  

哈德遜谷社區學院  (Hudson Valley Community College, HVCC) 將獲得帝國州發展

公司提供的  20 萬美元資金，用於支持護理教育的替代方案。  哈德遜谷社區學院將

利用該項目翻修特洛伊市  (Troy) 主校區菲茨吉本斯健康技術中心  (Fitzgibbons 

Health Technology Center) 2,750 平方英呎的空間。哈德遜谷社區學院將給現有的

護理課程增加為期  12 個月的快速護理跟蹤課程  (ANT)，並每年增加招收  16 個學

生，這意味著其年度招生量  100 人增加  16% 的名額。該項目將培養更多護理學校

畢業生以解決首府地區熟練醫護人員短缺的問題，並且是經濟和社區的優先工作，

這是因為老齡化人口在全州缺少醫護人員的情況下需要獲得醫護服務。  

  

殼族有限公司  (The Case Group, LLC) 將獲得帝國州發展公司提供的  50 萬美元資

金，用於支持在格林島鄉  (Green Island) 開展高級製造產品研發活動。因為這個斥

資  250 萬美元的項目，殼族有限公司將給擁有各類技能的人創造就業機會，並拓

展至定制木材、金屬及復合材料門窗和建築立面的新市場。  新設備使得新興技術

實現商業化，這些技術把復合材料、碳纖維材料和高級製造過程引入到窗戶行業。  

  

薩拉托加表演藝術中心  (Saratoga Performing Arts Center, SPAC) 將獲得帝國州發

展公司提供的  100 萬美元資金，以及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與古蹟保存辦公室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提供的 50 萬美元資金，用於



 

 

支持在薩拉托加斯普林斯市  (Saratoga Springs) 斥資  550 萬美元建設的薩拉托加表

演藝術中心改善項目  (SPAC Improvement Project)。薩拉托加表演藝術中心是纽约

州北部地区首屈一指的文化中心，每年吸引成千上萬個遊客和文化遊客前往該地

區。  擬議的項目包括更換現有的特許營業區和客用洗手間設施，並增設室內教室

和聚會空間以及綜合營銷活動。  

  

哈得遜鎮中部地區：獲撥款的最佳地區  | 提供  8710 萬美元資金支持  122 個項目   

  

奧蘭治郡社區學院協會有限公司  (Orange County Community College Association 

Inc.) 將獲得帝國州發展公司提供的  183.1 萬美元資金，用於投資於創新大道項目  

(Innovation Grand Street Project) 一期工程。該項目涉及整修紐堡市  (City of 

Newburgh) 歷史悠久的中心區街區內兩棟空置 /利用不足的建築。該項目將建造培

訓和規劃用場所，用於滿足對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的具體需求，並鼓勵該地區持

續發展的各個行業、合作夥伴以及地方企業的創業精神。  

  

探索中心  (The Center for Discovery, TCFD) 將獲得帝國州發展公司提供的  100  

萬美元資金，用於發展新的大腦與人體健康研究機構  (Research Institute for Brain 

and Body Health)。該項目從屬於  480 萬美元的投資，旨在把湯普森鎮  (Thompson) 

羅克希爾村  (Rock Hill) 空置的  16.4 萬平方英呎商業建築改造成現代化生物行為與

醫療場館，包括兒童專科醫院  (Children's Specialty Hospital) 和特殊教育學校課程。

六個實驗室將針對孤獨症譜系障礙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醫學弱點、阿爾

茲海默症 (Alzheimer's)、癡呆症以及其他慢性複雜病症開展突破性的研究。   

  

只有麵包烘培坊  (Bread Alone) 將獲得帝國州發展公司提供的  80 萬美元資金， 

用於擴建位於萊克卡特林村 (Lake Katrine) 的烘培坊。只有麵包烘培坊是一家通過

認證的、以價值觀為動力的有機烘培坊，自  1983 年起就在哈德遜谷地區  (Hudson 

Valley) 經營。該擴建項目將增建  1.5 萬平方英呎的空間，並使該烘培坊能夠向其持

續增加的客戶群銷售更多有機麵包。這個斥資  440 萬美元的擴建項目將推進只有

麵包烘培坊關於可持續經營的承諾，採用經過能源與環境設計先鋒獎  (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 認證的建築並加強使用可再生能源。  

  

紐約市：獲撥款的最佳地區  | 提供  8440 萬美元資金支持  137 個項目   

  

西奈山伊坎醫學院  (Icahn School of Medicine at Mount Sinai) 將獲得帝國州發展公

司提供的 200 萬美元資金，用於把  6.4 萬平方英呎的  12 層建築改造成乾實驗室，

該實驗室提供創業服務、計算研究，以及生命科學領域和資訊技術領域的新商業企

業空間。這個斥資  3,000 萬美元的項目將包括由生物之屋有限公司  (BIOHOUSE) 

運營的商業生命科學孵化器。  

  



 

 

皇后區聯盟  (Coalition for Queens, C4Q) 將獲得帝國州發展公司提供的  15 萬美元

資金以及勞工廳  (Department of Labor) 發放的 10 萬美元資金，用於完成斥資  75 萬

美元建設的項目，增設兩間教室和四個研討會空間和會議空間來擴大其未來勞動力

中心  (Center for the Future Workforce)。皇后區聯盟幫助低收入人群，尤其是沒有四

年制學位的人群，準備好從事軟件開發工作。科技公司僱用的工程師負責制定課

程，從而確保所有參與人員都能獲得相關的最新技能。皇后區聯盟還在培訓後三年

內提供就業安置和職業支持，以確保學員保住工作並實現職業發展。該項目到  

2020 年預計給  1,000 個低收入人員提供培訓。  

  

提升青少年機構  (Exalt Youth, Exalt) 將獲得帝國州發展公司提供的  17.5 萬美元資

金，用於擴張至曼哈頓下城區  (lower Manhattan) 的新場所。提升青少年機構是非營

利組織，目標是幫助受過庭審的高風險青少年（15-19 歲）克服就業障礙。該項目

為青少年匹配紐約州科技、金融服務、生命科學以及醫療護理等高增長部門的實習

職位。這個擴張項目斥資將近  88.7 萬美元，將幫助把每年服務於  1,000 個高風險

青少年的人員數量增加兩倍，並為提升青少年機構的畢業生提供就業機會和入讀大

學的機會。資金將用於實施翻修，包括三間新教室、一間圖書館和休息室、一間收

容中心，供項目參與者會見導師、參加就業課程、學習和社交。  

  

長島地區：獲撥款的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 提供  6830 萬美元資金支持  103 個項目   

  

霍夫斯特拉大學  (Hofstra University) 網絡安全創新與研究中心  (Cybersecurity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將獲得帝國州發展公司提供的  20 萬美元資金，

用於建設網絡安全創新與研究中心  (Cybersecurity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專注於向持續擴張且至關重要的網絡安全領域內的新一代高科技學生授

課。 

  

日出科學、技術、工程、藝術及數學工作室  (Sunrise Steam Shack) 將獲得帝國州

發展公司提供的  15 萬美元資金，用於在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建造現代化科

學、技術、工程、藝術及數學訓練營，用於向身患癌症的兒童及其兄弟姊妹傳授能

夠轉化成未來就業機會的寶貴科技技能。   

  

艾斯特拉住房基礎設施公司  (Estella Housing Infrastructure) 將獲得帝國州發展公

司提供的 100 萬美元資金，用於建造基礎設施以支持亨普斯特德鄉  (Hempstead) 

的經濟適用房以及商業空間多用途建設項目。  

  

2018 年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撥款的完整列表請見  www.regionalcouncils.ny.gov。 

  

八輪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競賽過後：  

http://www.regionalcouncils.ny.gov/


 

 

•  紐約州西部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提供了  5.532 億美元給  781 個項

目；   

•  五指湖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提供了  6.566 億美元給 856 個項目；   

•  紐約州南線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提供了  6.133 億美元給  655 個項

目；   

•  紐約州中部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提供了  7.036 億美元給  708 個項

目；   

•  麥可山谷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提供了  6.150 億美元給  640 個項目；  

•  紐約州北部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提供了  6.143 億美元給  607 個項

目；   

•  首府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提供了  5.889 億美元給  813 個項目；  

•  哈得遜中部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提供了 6.478 億美元給  809 個項

目；   

•  紐約市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提供了  5.496 億美元給  710 個項目；  

•  長島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提供了  6.391 億美元給  791 個項目； 

 

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簡介   

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計畫是葛謨州長設立的州政府投資與經濟建設方法的重要組成

部分。2011 年，葛謨州長設立了  10 個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用於為這些委員會

所在的區域制定長期經濟發展戰略計畫。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是公私合作機構，  

由當地專家和來自商界、學術界、當地政府以及非政府組織的利益相關人士組成。

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制定了基於社區的自下而上方法，並針對州資源設立了競爭過

程，由此重新定義了紐約州對就業和經濟發展的投資方式。  

 

八輪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流程過後，逾  61 億美元資金發放給了  7,300 多個創造就

業機會的項目和社區建設項目，這些項目符合各區域的戰略規劃，預計將創造並維

持超過 23 萬個工作崗位。欲了解更多關於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的資訊，請訪問  

www.regionalcouncils.n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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