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4 月 2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啟動第三輪斥資  1 億美元的中心區復興計畫  (DOWNTOWN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DRI) 

 
中心區復興計畫推動地方經濟，並改善中心區的生活質量  

 
紐約州將攜手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s，

REDC) 復興紐約州各地社區內指定的中心區  

 
第三輪計畫將投資於紐約州各地的另外  10 個中心區街區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啟動第三輪變革性的中心區復興計畫，撥款  1 億美元給紐

約州各地的另外  10 個中心區街區。這項卓有成效的投資如今進入第三個年頭，  

將推動地方經濟發展，並促進建設活躍的社區，用來在紐約州各地區提供更高的生

活質量。 

 
「我們已經親眼目睹了這些投資帶來的興奮及其具有的改造力——把中心區轉變成

其社區及周邊區域的經濟引擎，」州長葛謨表示。「新一輪撥款將為這些中心區

提供新的重建機會，用來迎合  21 世紀的需求，並推動發展以影響整個地區。」  

 
州長撥款 1 億美元設立的中心區復興計畫是個全面的多機構方法，用於把本州弱

勢、閒置或被遺忘的區域改造成適合生活、步行、並且有活力的街區。  

 
「中心區復興計畫給全州各地社區提供機會帶頭建設地方項目，這些項目將發展其

中心區並推動經濟，」副州長兼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主席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作為第  1、2 輪計畫的工作內容，我視察過多個獲得撥款的城

市，這些城市正在全速推進激動人心的計畫，這些計畫將改造其地區。作為這項計

畫的內容，我們目前倡導理性發展戰略和以公共交通為導向的發展，全州各地民眾

對公共交通的需求持續增加。第  3 輪中心區復興計畫的投資將為更多社區提供需

要的資源，從而建設這些協作創新項目。」  

 



 

 

完成申請過程並評估各中心區的變革潛力後，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將從其指定的十

個區域中各選出一個社區並發放  1,000 萬美元的撥款。第三輪申請的截止日期為  

2018 年  6 月  1 日。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將權衡八條標準用於選擇候選方：  

•  中心區應佈局緊湊，並且具備輪廓分明的邊界線；  

•  市政當局或中心區的服務區劃應具備足夠的規模以支持活躍並且全年運作的

中心區； 

•  中心區能夠利用此前的或催化未來的對街區及其周圍地區的公私投資；  

•  中心區內或附近地區近期或即將有新的就業崗位產生，可以把勞動者吸引到

中心區，支援重建與可持續增長；  

•  中心區必須是有吸引力的宜居社區，適合各個年齡層的多元化人口，包括現

有的居民、千禧世代、技術工人；  

•  市政當局應具備或有能力制定並執行政策，用來改善宜居性和生活質量，  

包括使用當地預留土地、當代區劃和泊車標準；制定街道規劃、能效項目、

環保工作、公共交通導向發展；  

•  市政當局應實施開放健全的社區參與過程，用於設立中心區復興願景以及項

目和計畫候選清單以納入中心區復興計畫戰略投資方案；  

•  市政當局已確立改造項目，這些項目只需在最初一兩年獲得中心區復興計畫

注資即可投入實施。  

 
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選定社區後，地方領導人員、利益相關方以及重要政府官員將

組成地方規劃委員會  (Local Planning Committee, LPC) 將成立，負責監督制定戰略

方案用來復興中心區。地方規劃委員會開展的工作得到了紐約州州務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State) 以及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  (New York State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 專家的支持。中心區復興計畫資金將用於實施地方規劃

委員會推薦的項目，並應補充中心區及其附近區域的額外公私投資並爭取這些投

資，從而鞏固區域委員會帶動的發展勢頭。  

 
紐約州州政府秘書長羅薩納·羅薩多  (Rossana Rosado) 表示，「葛謨州長設立的

中心區復興計畫體現了紐約州的社區精神。地方領導人員開展合作和創新，從而制

定計畫用來徹底變革其街區繁榮發展的方式。我很自豪推動這項重要的計畫進入第

三個年頭，並對即將舉辦的競賽滿懷期待。」  

 
沃倫郡經濟建設公司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EDC) Warren County)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兼格倫斯福爾斯市  (Glens Falls) 中心區復興計畫負責人愛德華·

巴塞繆羅  (Edward Bartholomew) 表示，「葛謨州長制定新穎的紐約州北部地區城

市政策，該政策提出了諸如中心區復興計畫和『重塑  (Restore)』等計畫，格倫斯

福爾斯市對此不勝感激。第一輪中心區復興計畫撥款開展各類項目用來為格倫斯福

爾斯市提供亟需的推動力，這些項目正在為格倫斯福爾斯市和沃倫郡創造活力、  

額外的資源、投資機會、發展機會。」  

 

https://www.dos.ny.gov/#_blank
https://www.dos.ny.gov/#_blank
http://www.nyshcr.org/#_blank
http://www.nyshcr.org/#_blank


 

 

奧斯威戈市  (Oswego) 市長小威廉姆  J. 巴羅  (William J. Barlow Jr.) 表示，「安德

魯·葛謨州長制定的中心區復興計畫為紐約州各地社區提供機會，用來重新設計其

中心區並加以徹底改造。中心區復興計畫對奧斯威戈市具有變革意義，並幫助我們

的社區準備好在今後繁榮發展。伴隨我們設法吸引千禧一代、創造就業並利用自然

資源，我們感謝葛謨州長繼續實施中心區復興計畫，並感謝他承諾為地方自治市提

供發展和變革所需的機會和資源。」  

 
科特蘭市  (Cortland) 市長布萊恩·托賓  (Brian Tobin) 表示，「科特蘭市正處在申請

第  2 輪中心區復興計畫撥款的規劃階段，我們為進展和成果感到感謝。為提出申

請，我們匯聚了社區內形形色色的民眾，用來幫助提出最佳構思。我們的地方規劃

委員會得到撥款後，獲得了紐約州和顧問提供的寶貴協助，從而持續開發潛在項目

並加以完善。該過程是個重要的機會，用來凝聚我們社區共同構想光明的未來，  

並增加資金以實現這個未來。葛謨州長准許紐約州北部地區的地方領導人員對未來

社區的發展做出重要的決策。」  

 
傑尼瓦市  (Geneva) 市長羅恩·阿爾科克  (Ron Alcock) 表示，「贏得中心區復興計

畫電動了公共基礎設施項目，這些項目著重為居民和遊客把中心區公共空間和湖畔

通道建設得安全、活躍且充滿活力。此外，因為中心區復興計畫，房主正在進一步

投資於其建築物和企業。中心區復興計畫支持的所有項目都成功推進了我們的全面

計畫提出的構想，即把傑尼瓦市建設得美觀、繁榮、平等、互通且可持續。」  

 
巴達維亞市  (Batavia) 臨時市政執行官馬特·沃斯  (Matt Worth) 表示，「中心區復

興計畫在巴達維亞市創造的經濟發展動力，是我在該市工作  31 年以來從未見到過

的。」 

 
韋斯特伯里鄉  (Westbury) 鄉長彼得  I. 卡瓦拉羅  (Peter I. Cavallaro) 表示，「我們

在  2016 年獲得的中心區復興計畫撥款在改善中心區和社區方面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力。其中一些項目正在建設，將為我們的中心區帶來新生機，並為企業、藝術、  

文化及住宅利益相關方帶來經濟動力。我們很自豪成為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首個

獲得中心區復興計畫撥款的社區，並且已經預見到了這筆撥款將對我們的社區產生

變革性的影響。要把我們的社區建設得更加可持續，並適應長島地區和全州的健康

發展和未來，中心區復興計畫概念是至關重要的。」  

 
蠔灣鎮  (Oyster Bay Town) 鎮長約瑟夫·薩拉蒂諾  (Joseph Saladino) 表示，「葛謨

州長提出的中心區復興計畫正在幫助把希克斯維爾村  (Hicksville) 改造成活躍的社

區。地方規劃委員會舉辦的公共座談會聽取了居民提出的激動人心的構想，以及關

於紐約州發放給蠔灣鎮的  1,000 萬美元中心區復興計畫資金可行用途的新穎的好主

意。希克斯維爾村完成建設後，將成為一座舉世矚目的村莊！我建議紐約州各地社

區申請這個變革性的撥款機會。」  

 
米德爾頓市  (Middletown) 約瑟夫·迪斯塔法諾  (Joseph DeStafano) 表示，「葛謨

州長提出的中心區復興計畫為米德爾頓市的商界提供重要的經濟支持，該商界正在



 

 

復興一個新區域用來吸引顧客和家庭。該計畫將幫助改造多個區域，這些區域將成

為居民和遊客的繁榮社區，與此同時為本市實現經濟建設。感謝葛謨州長提出重要

的構想，復興本州的中心區。」  

 
金斯頓郡  (Kingston) 郡長史蒂夫·諾布勒  (Steve Noble) 表示，「去年冬季完成中

心區復興計畫戰略規劃過程是個重要的機會，為我們的柵欄商業區  (Stockade 

Business District) 即將發生的變革奠定了基礎。由於紐約州提供的重要支持和葛謨

州長提出的全面構想，我們的『中心區』在兩年內將繁榮發展。葛謨州長承諾建設

金斯頓郡等城市，本州將因此變得更加強大，每個紐約民眾都能夠在這裡取得成

功。」 

 
奧尼昂塔市  (Oneonta) 市長蓋瑞·赫茲戈  (Gary Herzig) 表示，「葛謨州長提出的中

心區復興計畫發揮了重要作用，推動奧尼昂塔市經濟達到臨界點。該計畫匯聚大

學、商界以及非營利機構，合作建設更具活力的中心區和更強大的經濟。我們非常

感激獲得這次獨一無二的機會，用來扭轉五十年的衰退趨勢。」  

 
羅馬市  (Rome) 市長杰傑奎琳  M. 伊索  (Jacqueline M. Izzo) 表示，「很榮幸羅馬市

被指定為 2017 年中心區復興計畫獲撥款方。這對我們的中心區而言將是個變革性

的項目，不僅將創造機會供現有的企業獲得亟需的發展以增強其企業實力，還將帶

來高級製造、藝術與文化、娛樂、街景改造以及住宅樓領域的新機會。感謝葛謨州

長對我們社區作為中心區復興計畫優勝方展現出的信心，並期待在  2018 年動工建

設這些項目。」  

 
皇后區  (Queens) 區長梅琳達·卡茨  (Melinda Katz) 表示，「中心區復興計畫是個變

革項目，對基礎設施、住房以及零售機會提供重要投資以帶動新經濟增長並創造就

業，從而影響社區的發展軌跡。皇后區感謝葛謨州長和社區利益相關方持續合作，

為皇后區帶來未來的發展和繁榮。」  

布朗克斯市中心  (Bronx Civic Center) 第三大道商業發展區  (Third Avenue 

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 執行理事邁克爾·布拉迪  (Michael Brady) 表示，

「紐約州中心區復興計畫是個創新的經濟建設方法，為全州社區提供規劃資源和經

濟資源，用來實施高影響力措施，從而恢復中心區的活力。由於葛謨州長和地方在

任官員的支持，布朗克斯區已受益於這些資源；制定總體方案利用我們社區的能

源、歷史、文化，並為該方案提供配套資金用來建設對我們的街區有帶動作用的項

目。該計畫為我們的社區提供切實的資源和規劃工具，並且是實施基於社區的高影

響力項目的極佳途徑。」  

 
普拉茨堡市  (Plattsburgh) 市長克林·瑞德  (Colin Read) 表示，「普拉茨堡市非常感

激紐約州提供援助，創造我們無法依靠自身建設的項目。紐約州為我們提供了一個

構想，用來復興我們的中心區並創造一種生活質量以吸引積極生活的老年人和千禧

一代在中心區生活、工作、娛樂。若非州長提供支持和鼓勵，我們難以從新視角看



 

 

待已經習以為常的事物。這就是遠見卓識，我很高興這種遠見卓識不久將使得其他

人從遊客的角度審視我們的中心區。」  

 
沃特頓市  (Watertown) 市長小約瑟夫  M. 布特勒  (Joseph M. Butler Jr.) 表示，  

「中心區復興計畫將利用其資助的項目在近期刺激沃特頓市中心區獲得投資，該計

畫制定的戰略規劃將引導該市中心區在今後若干年實現發展。中心區復興計畫過程

令得民眾轉變了看法，全市和整個地區的民眾如今希望參與完善其中心區，並創造

曾經並不存在的明顯的自豪感。」  

 
埃爾麥拉市  (Elmira) 市長小丹尼爾·曼德爾  (Daniel Mandell, Jr.) 表示，「葛謨州長

公佈獲勝項目後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埃爾邁拉市已經從  1,000 萬美元的中心區復興

計畫資金獲得頗多的益處。目前，西水街多用途開發區項目  (West Water Street 

Mixed-Use Development) 正在建設，該項目將建造  50 多套市價公寓住宅，並為兩

家已公佈的租戶建設  1.67 萬平方英呎的零售空間和商業空間，包括拉貝拉聯合公

司  (LaBella Associates) 和自釀酒酒吧。中心區空置的和 /或利用不足的建築近期也

將實施改造。湖街人行天橋  (Lake Street Pedestrian Bridge) 也在設計階段。感謝葛

謨州長發揮帶頭作用，並感謝州務廳、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紐約州住房與社區重建廳以及紐約州交通廳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與埃爾邁拉市合作實施這些項目。」  

 
詹姆斯敦市  (Jamestown) 市長薩姆·特瑞斯  (Sam Teresi) 表示，「提供給詹姆斯敦

市的  1,000 萬美元中心區復興撥款已幫助該市中心商業區吸引到數百萬美元的公私

投資及非營利投資。這筆撥款將把我們的中心區復興工作提升到數十年未見的新高

度。今後幾年，中心區復興計畫吸引到的公私投資總額將達到數千萬美元。中心區

復興計畫將不會終結我們的中心商業區的發展，而會為本市的光明未來翻開重要的

新篇章。」  

 
奧利安市  (Olean) 市長威廉姆  J. 艾羅  (William J. Aiello) 表示，「奧利安市很高興

在  2017 年 9 月透過葛謨州長提出的中心區復興計畫獲得  1,000 萬美元資金。我們

的地方規劃委員會此後選出多個項目，這些項目融合中心區復興計畫資金和私人投

資。這些項目將把奧利安市建設成活躍的全季節中心區街區，該街區將為全體居民

以及大奧利安地區  (Greater Olean) 的民眾創造經濟機會並改善生活質量。」  

 
下列社區已透過前兩輪中心區復興計畫獲得  1,000 萬美元撥款：  

 
Capital Region 
City of Glens Falls 
City of Hudson 
 
Central NY 
City of Oswego 
City of Cortland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winning-projects-glens-falls-10-million-downtown-revitalization#_blank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city-hudson-10-million-capital-region-winner-second-round-downtown#_blank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winning-projects-oswegos-10-million-downtown-revitalization-initiative#_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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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ger Lakes 
City of Geneva 
City of Batavia 
 
Long Island 
Village of Westbury 
Hicksville (Town of Oyster Bay) 
 
Mid-Hudson 
City of Middletown 
City of Kingston 
 
Mohawk Valley 
City of Oneonta 
City of Rome 
 
New York City 
Jamaica, Queens 
Bronx Civic Center 
 
North Country 
City of Plattsburgh 
City of Watertown 
 
Southern Tier 
City of Elmira 
Village Watkins Glen 
 
Western NY 
City of Jamestown 
City of Olean 

 
更多與中心區復興計畫相關的資訊請見  www.ny.gov/dri。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退出訂閱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winning-projects-geneva-s-10-million-downtown-revitalization#_blank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city-batavia-10-million-finger-lakes-region-winner-second-round#_blank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westbury-receive-10-million-downtown-revitalization-initiative#_blank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hicksville-10-million-long-island-region-winner-second-round-downtown#_blank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middletown-receive-10-million-downtown-revitalization-initiative#_blank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city-kingston-10-million-mid-hudson-region-winner-second-round-0#_blank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winning-projects-oneontas-10-million-downtown-revitalization#_blank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city-rome-10-million-mohawk-valley-region-winner-second-round-downtown#_blank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winning-projects-jamaica-queens-10-million-downtown-revitalization#_blank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bronx-civic-center-10-million-new-york-city-region-winner-second-round#_blank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winning-projects-plattsburghs-10-million-downtown-revitalization#_blank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city-watertown-10-million-north-country-winner-second-round-downtown#_blank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winning-projects-elmiras-10-million-downtown-revitalization-initiative#_blank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village-watkins-glen-10-million-southern-tier-region-winner-second#_blank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winning-project-jamestown-10-million-downtown-revitalization#_blank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city-olean-10-million-western-new-york-region-winner-second-round#_blank
http://www.ny.gov/dri#_blank
http://www.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https://it.cwnls.com/app/itpage.nsf/unsubscribe.xsp?action=unsubscribe&id=1100PRES6D189064FFF7BD00852582790063519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