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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  DATTO 公司將在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中心區進行擴張，  

創造高達  200 份新工作機會 

 
「上州振興補助金  (Upstate Revitalization Grant)」斥資  210 萬美元支援頂級技術

銷售商拓展運營  

 
這筆投資補充了「五指湖地區崛起  (Finger Lakes Forward)」計劃——該地區成功

的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劃藍圖，用於發展經濟並創造新機會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  Datto Inc. 公司將在位於羅切斯特市中心區的大都

會大廈 (Metropolitan Building) 中拓展新的辦公空間，創造高達  200 份高科技領域

新工作機會。本次擴張後現已得到葛謨州長推出的「上州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給予的 210 萬美元資本補助金。擴張後，該公司的職工總

數將達到近  350 人。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Region) 現已迅速成長成為我國最先進的高科技創新中

心之一，我們必須繼續與能夠推動這一良好勢頭的企業保持合作，加大投資，」

葛謨州長表示。  「Datto 公司在紐約發展的最初幾年中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這

次擴張後，該公司將能在新建成的羅切斯特市中心創新區  (Rochester Downtown 

Innovation Zone) 的蓬勃發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並幫助範圍更廣的五指湖地區的經

濟發展再創新高。」  

 

Datto 公司由羅切斯特理工學院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RIT) 畢業生奧斯

汀·麥考德  (Austin McChord) 於 2007 年創立。該公司現已發展成為在備份和災難恢

復服務領域的全球領軍企業。該公司在  2014 年曾承諾在五年內在羅切斯特市創造  

77 份工作機會。然而，截至  2016 年末，該公司已經僱用了近  150 人——即其承

諾僱用人數的近兩倍。本次擴張則將更進一步，在工程和技術支援領域創造高達  

200 份新工作機會。  

 

該公司的卓越成就和擴張速度已經超出了其最初在羅切斯特理工學院  (RIT) 城市創

業中心 (Center for Urban Entrepreneurship) 設立的首個運營區的容納能力。為了適



應這種發展速度，公司現已選擇繼續在五指湖地區尋求發展，在位於羅切斯特市中

心創新區的大都會大廈（此前的大通大廈  (Chase Tower)）中拓展運營。  

 

Datto 公司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  (CEO) 奧斯汀·麥考德  (Austin McChord) 表示：

「能夠在與我聯繫密不可分的一座城市中見證  Datto 公司的迅猛發展，我感到妙不

可言。自 Datto 公司創立之初，我就一直致力於回饋於羅切斯特市，志在成為本市

的一名頂尖雇主。Datto 對羅切斯特做出的承諾，以及本地區培養的優秀技術人才

將繼續推動就業的增長。」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CEO 兼專員霍華德·澤穆斯

基  (Howard Zemsky) 表示：「葛謨州長在創新經濟領域所做出的努力正在為羅切

斯特市帶來真切的成果。Datto 公司的迅猛發展和與  RIT 的持續合作將能為羅切斯

特地區的居民提供更多新的優質工作機會。」  

 

五指湖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Finger Lake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聯合主席、韋格曼斯食品市場  (Wegman’s Food Markets) 首席執行官丹

尼·韋格曼  (Danny Wegman) 和門羅縣社區大學  (Monroe County Community 

College) 校長安妮·克雷斯  (Anne Kress) 表示：「Datto 公司-羅切斯特理工學院  

(RIT) 之間的合作將進一步推動我們靠辛勤勞動所換取的的良好經濟發展勢頭，將

本地區定位成為技術研發行業的全球領軍人。這次擴張不僅有利於羅切斯特市中心

區的經濟發展，還將為我們社區的居民提供優質的工作機會和職業前景。」  

 

羅切斯特理工學院校長  (RIT) 比爾·戴斯特勒  (Bill Destler) 表示：「我們對  Datto 

公司和我們的校友、該公司的創始人兼  CEO 奧斯汀·麥考德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十分

自豪。透過葛謨州長推出的『紐約新創企業  (START-UP NY)』計畫，Datto 公司在

發展過程中獲得了巨大的推動力。該計畫與  RIT 提出的支援本地區經濟發展的戰

略目標完美地結合了起來。Datto 公司在羅切斯特的創立與發展給予我們巨大機

會，使得我們得以在紐約上州  (Upstate New York) 留住優秀的畢業生，為  RIT 的學

生和畢業生提供更多的合作和就業機會。」  

 

嘉利那開發公司  (Gallin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總裁安德魯  R. 嘉利那  

(Andrew R. Gallina) 表示：「嘉利那開發公司樂見  Datto 公司在羅切斯特市大都會

大廈  (The Metropolitan) 拓展運營。Datto 公司對市中心區做出的承諾充分展示了本

社區對促進創新區  (Innovation Zone) 的發展所做出的努力，使得本市中心地帶能夠

增添幾百位職工。這隻年輕的高科技工人隊伍將給市中心區注入活力，為其他企業

效仿跟進鋪平了道路。我們還讚賞葛謨州長和紐約州經濟發展聽在促成  Datto 擴張

運營時所做出的努力。」  

 

紐約州對 Datto 公司擴張所發放的投資僅僅是葛謨州長所做努力中的一環，旨在促

進五指湖地區高科技行業的迅猛發展。此外，葛謨州長在《2017 州情咨文 (2017 

State of the State)》演講中還宣佈紐約州將耗資  1,000 萬美元在羅切斯特市設立一

項多年期光電子業風險挑戰賽  (Photonics Venture Challenge)。這項企業競爭賽將用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presents-19th-proposal-2017-state-state-new-10-million-photonics-venture


於支持新創企業，透過企業加速器專案促進這些快速發展的技術的商業化進程，並

將給予最具發展潛力的新創企業  100 萬美元的最高獎勵。目前，全球在光電子業

並沒有任何企業加速器專案。羅切斯特地區在設立這一全國乃至全球認可的專案方

面擁有獨特的地位。  

 

州眾議院多數黨領導人約瑟夫  D. 莫雷勒  (Joseph D. Morelle) 表示：「Datto 公司

是創新式公私部門合作的典範，展示了這種合作可以取得怎樣的成就。該公司取得

的迅猛發展和卓越成就及時地為羅切斯特市中心區的經濟發展注入了活力。然而，

如果沒有葛謨州長、RIT 和五指湖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的辛勤勞作的職工們所做出

的承諾和提供的支援，這一切都不會成為可能。」  

 

州參議員喬·羅巴赫  (Joe Robach) 表示：「對於羅切斯特地區和我們的經濟來說，

每份工作機會都是至關重要的。Datto, Inc. 公司將為本地勞動力提供  200 份薪資優

厚的工程和技術支援工作機會，這的確是值得慶祝的。Datto, Inc. 公司與 RIT 之間

的合作夥伴關係將能夠繼續為羅切斯特市中心區帶來有益的經濟發展，為本社區的

勤勞居民們提供工作機會和職業前景。」  

 

門羅縣  (Monroe County) 執行長官謝麗爾·迪諾福  (Cheryl Dinolfo) 表示：「Datto 

公司在羅切斯特市的擴張對我們的社區和優秀勞動力來說是一次絕佳的機會。看到

在本地創立的新興企業能夠得到蓬勃發展，成為高科技創新領域的領軍人，我們倍

感自豪。他們取得的成就提升了本地區的聲譽，日漸成為該領域的領軍人。」  

 

羅切斯特市市長拉福利·沃倫  (Lovely Warren) 表示：「自就職以來，葛謨州長就一

直堅定不移地致力於創造就業、改善上州地區的經濟發展。今天的聲明則再次兌現

了這一承諾。辛虧有了『上州振興計畫』的支援，本地區將新增  200 份高科技工

作機會。我期待著與葛謨州長保持合作，繼續在本市的每個角落創造就業，建設更

加安全、更具活力的街區，提供更好的教育機會。」  

 
Datto 公司為其遍佈全球的  8,000 多家合作夥伴提供一流的技術，包括提供具有專

利權的全天候技術服務（一年  365 天 /一週  7 天 /每天  24 小時）。專屬功能套件包

括：本地即時虛擬技術  (Instant Local Virtualization) 和非現場虛擬技術  (Off-site 

Virtualization)、截屏備份驗證  (Screenshot Backup Verification)、鏈表逆序技術  

(Inverse Chain Technology) 和端對端加密技術  (End-to-End Encryption)。  

 

本公司現已在全球設有  7 個辦公場所，擁有超過  700 名員工，包括其位於康涅狄

格州  (Connecticut) 諾沃克  (Norwalk) 的總部員工。Datto 公司還分別在羅切斯特

市、波士頓市  (Boston)、多倫多市  (Toronto)、倫敦市  (London)、悉尼市 (Sydney) 

和新加坡市  (Singapore) 設有辦公場所，並在康涅狄格州門羅市  (Monroe) 擁有一座

建造設施。  

 

Datto 公司正在各辦公場所（包括羅切斯特市辦公地址）積極招聘員工。如需更多

有關  Datto 公司及其職位招聘的資訊，請瀏覽：http://www.datto.com/careers。  

http://www.datto.com/careers


 

「五指湖加速發展  (Finger Lakes Forward)」的促進   

今天發佈的公告完善了「五指湖的加速建設」計畫。該計畫是本地區的全面發展藍

圖，旨在促進經濟和社區得到強勁增長與發展。自  2012 年起，州政府已對該地區

投入了超過  34 億美元的資金用於為該計劃奠定基礎，重點投資產業包括光電、農

業與食品生產、高級製造。如今，失業率已下降至大蕭條前的最低水平；個人和企

業所得稅均已下降；企業正選擇在諸如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巴達維亞鎮  

(Batavia)、  卡南代瓜市  (Canandaigua) 這樣的地方進行發展投資。如今，本地區正

在透過葛謨州長於  2015 年  12 月宣佈啟動的「上州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所提供的 5 億美元州政府投資來推進「五指湖加速發展」戰略。州政府

的  5 億美元投資將鼓勵自營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的資金以及該地區已經提交的

預計提供最高達  8,200 個新職位的計畫。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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