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0 年 12 月 2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電動公交倡議，以促進清潔交通和建設更健康的社區  

  
1,600 多萬美元的大眾汽車公司結算資金和 5 家大型交通運營商提供的技術支持  

  
在全州範圍內提供另外 250 萬美元資金給減少排放量的校車 

  
面向弱勢社區擴大紐約充電就緒計畫，並增加購買綜合電動公交的選擇  

  
減少碳排放支持葛謨州長在《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中提出的領先全國的目標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了一系列在紐約州增加電動公車數量的舉措，這是紐約州緩

解氣候變化、創建更健康社區、改善空氣品質以及在服務不足的社區促進清潔交通的工作

的一部分。具體來說，這項工作包括 1,640 萬美元的激勵措施，鼓勵公共交通部門增加

使用電動巴士，以及 250 萬美元的激勵措施，鼓勵校車運營商採用更清潔、排放更低的

交通方式。這些措施將有助於在全州範圍內取消污染車輛的服務，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改善空氣品質，以支持葛謨州長在《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中提出的領先全國的清

潔能源目標和氣候目標。  

  
「大規模電氣化交通和校車是我們對抗氣候變化的重要措施，對於幫助我們實現創建更綠

色的紐約州的宏偉目標至關重要，」葛謨州長表示。「在我們努力進一步減少碳足跡的

同時，通過這些舉措，公交運營商現在將獲得所需的支持和資源以實現車隊的現代化、減

少排放，並確保服務不足的社區擁有更清潔的公共交通選擇。」  

  

根據紐約州卡車代金券獎勵計畫 (New York Truck Voucher Incentive Program, 

NYTVIP)，1,640 萬美元的大眾汽車公司 (Volkswagen) 和解資金將用於本州 5 家最大規

模的公共交通運營商——首府地區交通局 (Capital District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尼

亞加拉邊境交通局 (Niagara Frontier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羅切斯特 - 傑納西地區

交通局 (Rochester-Genesee Regional Transit Authority)、薩福克郡交通局 (Suffolk 

County Transportation) 和威徹斯特郡蜂線公交系統 (Westchester County Bee-Line Bus 

System)——葛謨州長在其 2020 年州情咨文演講稿 (2020 State of the State Address) 中

宣佈了一個目標，即推動其車隊截至 2035 年過渡至 100% 零排放的車隊。  

  
該計畫規定，購買零排放的新型全電動公交巴士的消費者可以獲得 100% 的車輛增量成

本補償，條件是這些巴士必須安置在公車站，或在弱勢社區半英里範圍內運營。這筆資金

https://www.nyserda.ny.gov/All-Programs/Programs/Truck-Voucher-Program
https://www.nyserda.ny.gov/All-Programs/Programs/Truck-Voucher-Program
https://www.nyserda.ny.gov/All-Programs/Programs/Truck-Voucher-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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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今年早些時候宣佈的擴大規模的紐約州卡車代金券獎勵計畫的基礎上。這些公交運

營商目前總共運營著 1,300 多輛公交。  

  
為了提供進一步的支持，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 和紐約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NYPA) 達成了一項協議，其中包括為一個新專案提供 100 多萬美元的資金，以幫助紐約

州北部地區和郊區的五家大型公交運營商制定過渡至全電動公交的計畫。通過該專案，紐

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和紐約電力局將與經過競爭性篩選並預審合格的承包商合作，研

究如何過渡到電動巴士車隊，並以成本效益高的方式安裝所需的充電站。研究領域包括可

能成為大型充電樞紐的公交運營設施和停車場、公共設施升級、基於線路的充電、為擴大

巴士里程而進行高速充電的需求、彈性規劃以及備用電源解決方案的需求。  

  
此外，還通過紐約州卡車代金券獎勵計畫向全州的校車運營商提供 250 萬美元資金，以

支持購買更清潔、污染更少的校車。這筆資金將幫助為在弱勢社區附近運營的全電動校車

提供高達 100% 的增量成本。該計畫通過由合格供應商提供的銷售點回扣，降低購買新

的、清潔的電動或替代燃料公車的成本。  

  
紐約州總務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General Services, NYS OGS) 也在 12 月 

23 日發佈了一份資訊請求書 (Request for Information, RFI)，要求製造商和經銷商提供目

前市場上銷售的電動巴士和混合動力公交巴士的詳細資訊。資訊請求書的答覆截止日期是 

1 月 21 日，資訊請求書將用於為電動公共汽車和混合動力公共汽車設計招標方案，目標

是為交通機構提供為其車隊購買綠色車輛的選擇。全州各地的交通機構幫助紐約州總務辦

公室在資訊請求書發佈前敲定，並將參與評估收到的答覆，以確保最終採購的清潔公車滿

足其需求。  

  
紐約州卡車代金券獎勵計畫還為希望購買新型清潔電動汽車或給商用卡車改建動力裝置的

企業和市政當局提供資金。紐約州卡車代金券獎勵計畫由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與紐

約州交通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NYS DOT) 以及紐約州環境

保護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NYS DEC) 合作管

理。該專案的 6,340 萬美元資金中，有 5,340 萬美元資金由大眾汽車公司和解案的 1.277 

億美元聯邦撥款提供，這筆撥款由多機構紐約清潔交通計畫 (Clean Transportation NY 

plan) 撥發，還有大約 1,000 萬美元由撥發給紐約州交通廳的聯邦空氣品質改善資金提

供。更多資訊請訪問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網頁。除了紐約州卡車代金券獎勵計畫專

案，紐約州交通廳還提供了 700 萬美元的直接補助金，以促進紐約州北部地區交通車隊

的電氣化。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代理總裁兼執行長、氣候行動委員會 (Climate Action 

Council) 副主席多琳 M. 哈裡斯 (Doreen M. Harris) 表示，「通過與區域公交和校車車

隊運營商合作，我們正在從道路上清除污染車輛，並幫助社區消除碳排放帶來的健康風險

和環境風險。投資于全電動公車，並向公交當局提供技術援助，顯示了我們根據葛謨州長

的計畫作出的認真承諾，即為紐約州全體民眾提供清潔的交通選擇。」  

  

https://www.nyserda.ny.gov/About/Newsroom/2020-Announcements/2020-03-20-DEC-and-NYSERDA-Announce-24-Million-in-Volkswagen-Settlement
https://www.nyserda.ny.gov/ny/disadvantaged-communities
https://www.nyserda.ny.gov/All-Programs/Programs/Truck-Voucher-Program/For-Vehicle-Dealers
https://ogs.ny.gov/PROCUREMENT/BIDDOCUMENT/23229RFIBID
https://ogs.ny.gov/PROCUREMENT/BIDDOCUMENT/23229RFIBID
https://www.dec.ny.gov/docs/air_pdf/vwcleantransportplan19.pdf
https://www.dec.ny.gov/docs/air_pdf/vwcleantransportplan19.pdf
https://www.dec.ny.gov/docs/air_pdf/vwcleantransportplan19.pdf
https://www.nyserda.ny.gov/All-Programs/Programs/Truck-Voucher-Program


 

 

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廳長兼氣候行動委員會副主席巴茲爾·賽格斯 (Basil Seggos) 表示，

「通過葛謨州長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領導、紐約州持續的清潔能源投資和倡議以及氣候行

動委員會的工作，紐約州正在領導全國採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同時保護我們的社區和自

然資源。為了實現我們積極的氣候目標，我們必須繼續減少交通運輸部門的排放，這是最

大的排放源。今天的公告支持本州為實現這些目標所做的持續工作，即減少經濟各個部門

導致氣候變化的排放。」  

  
紐約州交通廳廳長瑪麗·特蕾絲·多明格茲 (Marie Therese Dominguez) 表示，「幫助紐

約州實現全國領先的溫室氣體排放目標的最有效策略之一，是對高品質、高頻率的公共交

通服務進行戰略投資。公共交通車隊的電氣化將鞏固這些系統每年幫助減少排放的 1,700 

多萬公噸的溫室氣體。」  

  
紐約電力局總裁既執行長吉爾 C. 基尼奧內斯 (Gil C. Quinones) 表示，「減少交通方面

的溫室氣體排放將需要全面的努力，而使公共交通電氣化是我們的活動的關鍵部分。公共

汽車交通為幫助降低溫室氣體排放提供了絕佳的機會，特別是在全州服務不足的社區。紐

約電力局很高興與姊妹機構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以及我們的其他夥伴合作，評估如

何以最佳方式有效地把更多的市政公車隊過渡至低至零碳排放的技術。」  

  
紐約州總務辦公室主任羅安 M. 迪斯提圖 (RoAnn M. Destito) 表示，「葛謨州長積極的

清潔能源和氣候議程正在引領全州社區走向可持續的未來。增加紐約州各地公交機構購買

電動公車和混合動力公車的機會，僅是紐約州總務辦公室熱情支持這些重要綠色舉措的方

式之一。」  

  
增加貧困社區的機會  

該公告基於今年本州清潔交通取得的額外進展，包括最近根據葛謨州長的紐約充電就緒計

畫 (Charge Ready Ny)，把在弱勢社區安裝的每個充電樁的退稅增加到 4,500 美元。該專

案支持公私雇主、建築業主、市政當局和非營利組織在公共停車場、工作場所和公寓樓或

共管公寓安裝二級充電站。2 級充電站每充一小時電可為汽車提供 25 英里的電力範圍，

通過這一返利，安裝者可以節省高達 80% 的典型安裝總成本。今年公佈的其他清潔交通

專案還包括 7.01 億美元的「準備就緒 (Make Ready)」計畫，其中 2.06 億美元資金專門

用於社會經濟地位較低和處境不利的社區的公平獲取和福利；以及直流電快速充電樁計畫

項下 1,100 萬美元的大眾汽車公司和解費，該計畫的目的是在紐約州北部地方的地區經

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地區建設本州的快速電動汽車

充電站網路，這些地區無法使用充電樁受到限制，可以改善在弱勢社區提供充電基礎設

施。  

  
清潔公共汽車的新興增長  

紐約州在實現脫碳運輸的道路上，一直在穩步增加全州範圍內的清潔公交車的數量。至

今，紐約州卡車代金券獎勵計畫已協助羅切斯特 - 傑納西地區交通局採購其 10 輛電動公

交中的 5 輛，而首府地區交通局已根據該專案採購了其 4 輛電動公交車中的 3 輛。其他

運輸運營商，包括湯普金斯郡統一區域運輸機構 (Tompkins Consolidated Area Transit) 

和紐新航港局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也通過該專案購買了電動巴

https://regionalcouncils.ny.gov/
https://regionalcouncils.ny.gov/
https://regionalcouncils.ny.gov/


 

 

士。 其他交通機構，包括尼亞加拉邊境交通局 (Niagara-Frontier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薩福克郡交通局和威徹斯特郡蜂線公交系統，正在購買電動公交車。  

  
紐約州為實現紐約交通業電氣化而進行了 10 億美元投資，這一內容是葛謨州長氣候和清

潔能源全面計畫的重要部分。透過減少碳排放來構建更清潔的空氣和更健康的社區，電動

汽車的使用不斷增長和必要基礎設施範圍擴大使包括低收入或弱勢地區的人員在內的全體

紐約民眾受益。透過電動汽車就緒計畫 (EV Make Ready)、紐約電動汽車變革計畫 

(EVolve NY) 和充電紐約計畫 (Charge NY) 等多個項目的開展，州政府正在迅速增加充電

站的數量，並將在 2021 年年底實現紐約州擁有至少 1 萬個充電樁的目標。超過 3.3 萬筆

清潔駕駛退款 (Drive Clean Rebates) 已幫助全州的居民購得電動汽車，從 2010 年起已

在全州範圍內售出超過 7.3 萬輛車。  

  
紐約州領先全國的氣候計畫  

隨著紐約州從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中恢復過來，在此過程中，葛謨州長領先全國的

氣候議程是美國最激進的氣候和清潔能源計畫，它呼籲有序、公正地向清潔能源過渡、創

造就業機會，並繼續培育綠色經濟。通過《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紐約州正走上

一條實現其強制目標的道路：到 2040 年實現電力行業零排放，包括到 2030 年實現 70% 

的可再生能源發電，並實現經濟範圍的碳中和。其建立在紐約州不斷增加的清潔能源基礎

上，包括為全州 67 個大型可再生能源所做的 39 億美元投資、在紐約州清潔能源行業新

增超過 15 萬個崗位、承諾截至 2035 年開發 9,000 多兆瓦的離岸風電，以及自 2011 年

以來分佈性太陽能部門增長 1,800%。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紐約州將鞏固這一進展，並

到 2050 年把溫室氣體排放量在 1990 年的基礎上減少 85%，同時還要實現清潔能源投資

產生的 40% 的收益要惠及弱勢社區，並推進實現本州設立的 2025 年節能目標，把現場

能耗減少 185 立方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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