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表： 2018 年 3 月 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為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提供 6,500 多萬美元的新紐
約寬帶計畫 (NEW NY BROADBAND PROGRAM) 第三輪撥款
33,193 住宅和企業將獲得高速互聯網

推進州長設立的目標，為紐約州全體民眾提供寬帶接入
第三輪撥款和人口普查區 (Census Block，CB) 數據請見此處
可搜索的郡市撥款資訊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提供 6,590 萬美元的新紐約寬帶計畫第三輪撥款給紐
約州北部地區。這些撥款將帶動超過 1.046 億美元的公私寬帶投資，並為該地區的
33,193 戶住宅及其他場所提供高速互聯網。這些撥款代表著第三輪同時也是最後
一輪計畫，從而兌現州長做出的承諾，在本州歷史上首次為紐約州全體民眾提供高
速互聯網。
「提供高速互聯網對紐約州居民和企業有著前所未有的作用，」 州長葛謨表示。
「我們利用州投資、私人資金和聯邦資金，把紐約州建設得更加強大、理性並且有
競爭力，紐約州必將引領全國成為首個實現全面連通寬帶的州。」
總體來說，10 個獲得撥款的項目將共同滿足紐約州北部地區未獲得寬帶服務的地
區的需求。將近 1,450 英哩的寬帶基礎設施將實施部署，從而為該地區的居民和公
司提供新經濟機會。新紐約寬帶計畫設立於 2015 年，紐約州北部地區 80% 的居
民（即超過 17.7 萬個地點）缺少寬帶。
今天公佈的地區撥款從屬於新紐約寬帶計畫第三輪共計 2.255 億美元的撥款。這筆
州投資將帶動第三輪共計 3.855 億美元的寬帶基礎設施投資，並支持為將近 12.9
萬個場所提供寬帶連接。這些撥款包括此前公佈的第三輪資金，以及紐約州為補充
計畫資金額外提供的 1,580 萬美元的撥款。

紐約州北部地區優先受益於第三輪寬帶擴建計 畫的鎮
克林頓郡 (Clinton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Peru

$7,415,138

$9,441,355

2,363

Plattsburgh

$7,095,114

$8,882,501

2,341

Schuyler Falls

$5,059,264

$6,336,655

1,668

Beekmantown

$3,848,915

$4,834,634

1,266

Saranac

$3,091,831

$4,465,509

1,252

Clinton

$1,562,913

$3,364,504

454

Ausable

$1,460,595

$2,293,173

396

Plattsburgh (city)

$1,163,677

$1,454,597

384

Ellenburg

$702,787

$1,600,523

246

Dannemora

$310,230

$514,104

508

埃塞克斯郡 (Essex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Minerva

$696,575

$879,955

412

Lewis

$640,023

$1,298,038

508

Willsboro

$544,227

$1,031,347

150

Jay

$474,415

$611,305

332

Elizabethtown

$374,857

$768,072

345

富蘭克林郡 (Franklin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Duane

$715,869

$1,374,947

223

Bombay

$691,191

$1,263,057

1,533

Fort Covington

$590,092

$1,172,372

235

Burke

$550,602

$1,095,013

176

Waverly

$521,452

$1,012,466

319

漢密爾頓郡 (Hamilton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Wells

$1,194,855

$1,501,459

574

Speculator (Village)

$254,047

$326,008

242

Long Lake

$139,703

$220,312

824

Lake Pleasant

$118,559

$156,483

145

Hope

$45,990

$67,569

280

傑斐遜郡 (Jefferson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Orleans

$2,125,298

$3,631,311

395

Clayton

$1,414,216

$2,499,416

705

Antwerp

$1,127,601

$2,362,600

359

Alexandria

$993,454

$1,714,268

298

Theresa

$688,197

$1,051,427

196

里維斯郡 (Lewis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Osceola

$359,410

$940,840

329

Diana

$70,088

$172,140

227

Croghan

$59,693

$140,879

223

Greig

$55,283

$81,597

347

Lewis

$40,343

$104,914

127

Pinckney

$39,375

$98,093

125

圣勞倫斯郡 (St. Lawrence County)
鎮

州撥款

撥款總額

面向的地點

Rossie

$2,117,829

$3,365,821

330

Fowler

$1,967,811

$3,224,994

462

Gouverneur

$1,794,825

$3,220,020

273

Parishville

$1,719,785

$3,431,479

499

De Kalb

$1,655,598

$2,905,820

383

Morristown

$1,147,058

$1,935,032

225

De Peyster

$848,035

$1,682,075

133

Hopkinton

$798,979

$1,064,277

456

Colton

$644,452

$1,494,379

464

Brasher

$620,314

$1,126,791

204

紐約州北部地區第三輪撥款
公司

個項目

州撥款

私人與聯邦出資額

撥款總額

Frontier Communications

1

$2,651,214

$662,804

$3,314,017

Hughes Network Systems,
LLC

2

$3,178,508

$2,576,858

$5,755,366

Mohawk Networks, LLC

1

$5,107,790

$5,632,270

$10,740,060

Slic Network Solutions

2

$8,506,625

$8,524,060

$17,030,686

TDS Telecom

1

$918,387

$306,129

$1,224,516

Verizon Communications

3

$45,577,493

$21,000,793

$66,578,286

Total

10

$65,940,017

$38,702,914

$104,642,931

更多與第三輪撥款相關的資訊，包括人口普查數據塊，請見 此處。 居民和企業主
可以從此處搜索第三輪郡市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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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紐約寬帶計畫率先實現全州寬帶連接，
確保全體居民和企業獲得高速互聯網服務。利用全部三輪計畫提供公私投資將支持
該地區和全州的新經濟增長和就業創造工作。」
帝國州發展公司創新與寬帶計畫執行副總裁傑弗里 ·諾德豪斯 (Jeffrey Nordhaus)
表示，「我們祝賀第三輪計畫的優勝方，並且高興地宣佈 40 多次新公私合作將為
本州所有未獲得寬帶服務的地區提供優質高速寬帶服務。這將實現州長設立的遠大
目標，為全體民眾在全州提供寬帶服務，並使紐約州成為全國首個實現全面寬帶連
接的州。」
國會議員保羅·唐科 (Paul Tonko) 表示，「寬帶互聯網接入提供機會，供學生跟進
家庭作業，供醫生和護士提供遠程醫療服務，供企業家和小型企業起家並蓬勃發
展。我始終努力為紐約州爭取寬帶資金，感謝葛謨州長支持這項工作，這將實現一
項重要的措施，用於從頭開始為數千戶住宅和企業增加提供寬帶服務。我們在這個
問題上有很多工作需要處理，包括 更新寬帶網，使之能夠精確體現我們地區各個社
區體驗到的速度水平和訪問級別。這是重要的第一步。」
國會女議員愛麗絲·史提法尼克 (Elise Stefanik) 表示，「寬帶互聯網對於在 21 世
紀經濟活動中取得成功是至關重要的，感謝這份公告確保本地區的家庭能夠獲得這
項亟需的資源。增加提供寬帶將增加我們地區的商業活動，並為我們的孩子增加教
育機會。我們必須在地方、州和聯邦層面上繼續合作，以確保紐約州北部地區的家
庭獲得需要的資源。」
新紐約寬帶計畫設立於 2015 年，當時紐約州 30% 的民眾，大約 242 萬個地點缺
少寬帶。這是八個紐約州北部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Upstat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轄區最亟待解決的問題，這些轄區只有 35% 的紐
約民眾擁有寬帶服務。因為該計畫第一輪撥款和本州開展的其他升級項目，寬帶接
入量增加了 220 多萬個地點，覆蓋紐約州 97% 的民眾。第二輪計畫提供的撥款隨
後把寬帶覆蓋量拓展至 8 萬多個地點，覆蓋紐約州 98% 的民眾。今天，伴隨公佈
第三輪計畫的撥款，該計畫實現了其在全州普及寬帶的使命，提供最後關鍵 資金以
確保紐約州全體民眾在 2018 年年底前獲得高速互聯網。
該計畫的目標是全州各地獲得至少每秒 100 兆的互聯網下載速度，並在最偏遠的
地區提供每秒 25 兆的互聯網下載速度。全面兌現公佈的承諾後，紐約州 99.9%
的民眾將獲得高速寬帶，其中將近 99% 的人將享受到每秒至少 100 兆的速度。

該計畫優先面向沒有寬帶服務的地區，分配的寬帶資金有將近 90% 發放給各類項
目用於滿足本州沒有寬帶服務的地區的需求，從而首次把這些地區銜接起來。
利用第一、二、三輪計畫，寬帶計畫辦公室 (Broadband Program Office) 目前透過
與 34 家企業開展公私合作，共撥款給 123 個項目。這些項目將在九個區域經濟發
展委員會區域部署寬帶，從而滿足紐約州北部地區和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所有沒
有或缺乏寬帶服務的郡的需求。這些項目共將滿足超過 25.4 萬個地點的需求，
並將部署超過 2.1 萬英哩的光纖。
聯邦通訊委員會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FCC)
在第三輪計畫中，某些獲得資助的項目還將獲得聯邦連接美國基金 (Connect
America Fund, CAF) 提供的多達 1.7 億美元的額外資金。因為葛謨州長、帝國州發
展公司和紐約州國會代表開展的工作，聯邦通訊委員會將把連接美國基金提供的這
些資金重新提供給紐約州。聯邦資金原本可能轉移給其他州，但如今將保留在紐約
州。
連接美國基金的資金由聯邦通訊委員會在 2015 年直接分配給弗萊森電訊公司
(Verizon Communications)，用於連接紐約州沒有寬帶服務的地區。弗萊森電訊公司
拒絕接受這項支持。但是，因為葛謨州長設立的寬帶計畫，以及紐約州與聯邦通訊
委員會開展的合作，弗萊森電訊公司將再次為本州沒有寬帶服務的地區部署新的高
速寬帶服務。利用該計畫的第三輪競爭性撥款過程，弗萊森電訊公司獲得了 4,560
萬美元的州撥款和連接美國基金提供的 650 萬美元補助金，用於滿足紐約州北部
地區未獲得寬帶服務的區域的需求。
因為該計畫競爭性的第三輪過程，弗萊森電訊公司將獲得撥款用於帶動 1.48 億美
元的全州新寬帶撥款，其中包括 8,530 萬美元的州撥款、1,850 萬美元的連接美國
基金支持和將近 4,500 萬美元的私人融資。這些項目將為纽约州北部地区 18,314
個場所提供光纖網絡，其中包括符合連接美國基金要求的轄區內的 7,767 個場所。
這包括此前公佈的資金，以及近期公佈的符合連接美國基金要求的轄區內的 另外
2,799 個場所。弗萊森電訊公司針對這些新增的住宅提出的優勝報價最初被認為成
本過高，但是紐約州成功協商，以更低的價格把該項目提供給弗萊森電訊公司。
這些額外的住宅補充了提供給弗萊森電訊公司的合同，這些住宅如今將獲得優質的
寬帶服務。
共計 11 家公司預計將獲得連接美國基金提供的 6,600 多萬美元的補助金，用於支
持全州 47,735 個場所。從家族式電話公司到美國知名的電信公司，紐約州支持與
各種規模的寬帶服務機構開展公私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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