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12 月 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啟動第三輪  76WEST 清潔能源競賽  (76WEST CLEAN ENERGY 

COMPETITION)  

  

清潔技術企業競爭六筆獎金，總額達  250 萬美元，在  2018 年  4 月  16  

日前接受申請   

  

競賽補充了『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  (Southern Tier Soaring)』計畫，  

該計畫是本地區的全面戰略，用於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第三輪  76West 清潔能源競賽從現在起接受清潔能源

企業報名。76West 是美國頂級規模的競賽，重點支持清潔能源企業和經濟發展並

予以扶持，並補充了『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計畫，該計畫是本地區的全面戰

略，用於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  

  

「76West 為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吸引創新企業和就業，並支持我們的

工作用於在紐約州各地建設清潔能源經濟，」州長葛謨表示。「第三輪競賽將支

持更多新興的清潔能源企業在紐約州南部地區發展業務，並與我們共同支持清潔

能源技術用於抗擊氣候變化。」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管理 76West 競賽，該競賽截至  2018 年 4 月 16 日接受報名。明年春

季將選出多達  20 家入圍決賽的企業，這些企業屆時將前往紐約州南部地區會見

導師，導師將為這些企業聯絡潛在的地方合作夥伴、業界領袖、潛在的資金源及

當地其他資源。入圍決賽的企業將向評委組做自我介紹，評委組將推薦六家優勝

企業，這些企業共將獲得  250 萬美元的獎金（1 份 100 萬美元的特等獎、1 份 50 

萬美元的獎金、4 份 25 萬美元的獎金）。優勝企業將於明年晚些時候公佈。  

  

作為獲取獎金的條件，各公司必須搬遷至紐約州南部地區，或與紐約州南部地區

建立直接聯繫，例如與紐約州南部地區創造就業的實體建立供應鏈關係或其他戰



 

 

略合作關係。如果各公司已存在於紐約州南部地區，則必須承諾在該地區顯著發

展業務和增加就業崗位。  

  

76West 支持葛謨州長設立『變革能源願景  (Reforming the Energy Vision)』戰略，

在紐約州南部地區利用經濟建設和培養創新的企業精神來建設更加清潔、更有適

應力並且價格低廉的能源系統。紐約州南部地區現已成為全國領先的企業和大學

所在地，刺激創新，引領全球研究。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透過 76 West 競賽為紐約州南部地區

的清潔能源創新提供激勵，此舉進一步展示了葛謨州長對在紐約州該地區擴大就

業和機會所做出的承諾。投資於可再生能源和其他清潔能源解決方案同樣確保了

未來紐約民眾能夠擁有更清潔的環境、更強勁的經濟。」   

  

此前幾屆 76West 競賽的優勝企業已經為該地區成效斐然的清潔科技生態系統做

出了貢獻，並籌集了  2,000 萬美元的私人資金用於實現後續發展並創造了新工作

崗位。往屆  76West 競賽的優勝企業近期取得的成就包括：  

  

米卡圖有限公司  (Micatu, Inc.)： 獲得 100 萬美元特等獎的公司  (2016)  

• 米卡圖有限公司製造光學傳感器用來提供高精度電壓讀數和電流讀數，  

令各公用事業公司減少用電量，進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該企業在  76West 競

賽中脫穎而出，此後在紐約州南部地區設立了首座製造廠並維持運營，向附近的

供應商採購的商品和服務的總金額目前已達到  43 萬美元。  

 

C4V 公司 (C4V)： 獲得 50 萬美元獎金的公司  (2016)  

• C4V 公司生產儲能電池供電信系統及其他需要長期儲存電能的行業使用，

從而幫助減少總用電成本。今年十月，葛謨州長宣佈三家企業將負責領導  

Imperium3 聯盟紐約州分會  (Imperium3 New York)， C4V 正是其中的一家企業，  

該聯盟的成員都是儲能企業，這些企業將在布魯姆郡  (Broome County) 恩迪科特

鄉 (Endicott) 休倫物業管理公司園區  (Huron Campus) 建立研發業務和生產業務。

該聯盟在今後五年將投資  1.3 億美元以上的資金，並創造至少  230 份新工作，  

基於紐約州的新法規制定儲能佈局目標和政策，從而為有利於全體紐約民眾的其

他儲能項目奠定基礎。  

  

全球溫度調節公司  (Global Thermostat)： 獲得 25 萬美元獎金的公司  (2016)  

• 全球溫度調節公司直接採集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從而減少溫室氣體，然後

提純二氧化碳並將其銷售給有需求的工業公司用於製造目的。今年年初，該公司

透過著名的私人投資者籌集  2,000 萬美元資金，籌措投資總額因此達到  5,100  

萬美元。  

  

EthosGen 公司 (EthosGen)： 獲得 25 萬美元獎金的公司  (2017)  



 

 

• EthosGen 公司捕獲和轉變廢熱，將其轉化為在當地具有環境適應力的可

再生電力該公司在今年八月從競賽中取勝，隨後把整個研發業務從賓夕法尼亞州  

(Pennsylvania) 威克斯巴勒市  (Wilkes-Barre) 遷移至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 在紐約州

南部地區賓漢姆頓大學  (Binghamton University) 的孵化器。  

  

SolarKal 公司 (SolarKal)： 獲得 25 萬美元獎金的公司  (2017)  

• SolarKal 公司提供經紀服務，幫助企業簡化太陽能採購過程。該公司在紐

約州南部地區僱用直接經紀人，並被選中參與美國能源部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新能源計畫 (SunShot Initiative) 社區太陽能挑戰賽  (Solar in Your 

Community Challenge)，該計畫斥資  500 萬美元，目標是增加美國的太陽能使用

量。今後 18 個月，SolarKal 公司將著重為非營利機構和社區中心增加太陽能服

務。  

  

去年十月，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在紐約州南部地區設立了首個孵化器，  

用於支持 76West 競賽的優勝企業及其他清潔能源技術企業。紐約州南部地區清

潔能源孵化器  (Southern Tier Clean Energy Incubator) 為清潔能源技術企業提供空

間、技術支持以及協助，目前由賓漢姆頓大學管理，設在賓漢姆頓市  

(Binghamton) 中心區考夫曼紐約州南部地區孵化器  (Koffman Southern Tier 

Incubator) 大廈內。  

  

該孵化器補充了紐約州另外六個清潔能源孵化器，這些孵化器分別位於水牛城  

(Buffalo)、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錫拉丘茲市  (Syracuse)、奧爾巴尼市  

(Albany)、紐約市 (New York City)、長島地區  (Long Island)。從 2017 年 3 月 31 日

起，目前已有  163 家企業成為了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贊助的清潔能源孵化

器的客戶或孵化企業。這些公司自  2009 年來已經募集了超過  3.13 億美元私募投

資，僅在 2016 年間就募集了近  7,000 萬美元，比前一年的募集金額高出  32%。

此外，它們還在本州境內各地創造了  1,075 份清潔能源行業工作機會。  

  

這是 76West 競賽的第三年，這項斥資  2,000 萬美元的競賽和支持計畫由紐約州

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負責管理，設立於  2016 年，將舉辦至  2019 年。每年，各申

請企業將競爭  100 萬美元的特等獎、50 萬美元的獎金，以及四份  25 萬美元的獎

金。76West 競賽將透過區域溫室氣體倡議  (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

RGGI) 和清潔能源基金  (Clean Energy Fund, CEF) 提供 1,000 萬美元獎金，以及另

外 1,000 萬美元資金用於提供企業支持、行銷以及管理。  

  

紐約州能源和金融機構  (Energy and Finance for New York State) 主席理查德· 

考夫曼  (Richard Kauffman) 表示，「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76West 競賽支持有成

就的清潔能源企業家和有意向的初創企業加入紐約州南部地區的強大社區。這些

企業不僅開發清潔能源技術，還為地區帶來新經濟活力，直接幫助紐約州建設清



 

 

潔、有適應力並且價格低廉的能源體系，用於幫助全體紐約民眾抗擊氣候變

化。」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YSERDA)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艾麗西亞 ·巴頓  (Alicia 

Barton) 表示，「葛謨州長設立諸如  76West 競賽等成功的計畫，藉此確立紐約州

在新興清潔能源創新經濟活動中的領先地位。76West 競賽已經把一些最炙手可熱

的清潔技術企業帶到了紐約州南部地區，我期待迎接下一批有前景的初創企業加

入該地區蓬勃發展的生態系統。」   

  

請瀏覽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網站 來了解更多關於  76West 競賽的資訊和申

請資訊，並查看往屆優勝企業的完整名單。  

  

加快「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   

  

今天發佈的公告補充了「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項目，該項目是該地區的全面發

展藍圖，旨在促進經濟強勁增長和社區健康發展。紐約州政府自  2012 年起已對

該地區投入了超過  46 億美元的資金，用於為方案奠定基礎，從而吸引人才隊

伍、發展商業並推動創新。如今，失業率已下降至大蕭條以來的最低水平；個人

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均已下降；企業正在選擇諸如賓漢姆頓市  (Binghamton)、 

約翰遜城 (Johnson City) 以及科寧市  (Corning) 這類地點作為發展和投資的目的

地。葛謨州長在  2015 年 12 月宣佈透過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提供  5 億美元

州政府投資，該地區目前正利用這筆資金加快推進「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  

州政府的 5 億美元投資將激勵私營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該地區已提交的方

案預計將創造多達  10,200 份新工作。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清潔能源基金簡介   

  

清潔能源基金為期  10 年、總額  53 億美元，是紐約州「能源願景改革」戰略的核

心組成部分，旨在為紐約全體民眾建立一套清潔、富有彈性、價格適宜的能源體

系。清潔能源基金的一項重點工作是為中低收入社區提供更多清潔能源機會和效

益，旨在兌現紐約州做出的承諾，用於加快利用清潔能源、實現能源創新，並推

動經濟發展，與此同時減少向地方納稅人征收的賦稅。該基金正在向紐約民眾兌

現承諾。紐約環保銀行  (NY Green Bank) 是清潔能源基金的關鍵組成部分，因為

投資 2.916 億美元給紐約州各地的清潔能源交易，比計畫提前一年創造了  270  

萬美元的淨正收入。紐約環保銀行創造高於支出的收益，從而把所得的淨正收入

再投資於未來的交易。該銀行斥資  10 億美元設立的紐約-太陽倡議  (NY-Sun 

initiative) 在五年時間內促使太陽能裝置的部署量增加了  800%，與此同時截至  

2025 年將把客戶征稅減少  15 億美元。清潔能源基金支持紐約州積極的清潔能源

標準 (Clean Energy Standard)，該標準要求紐約州到  2030 年前實現可再生資源發

電佔比達 50% 的目標。  

https://www.nyserda.ny.gov/All-Programs/Programs/76west


 

 

  

『能源願景改革  (Reforming the Energy Vision，REV)』  

  

『能源願景改革』是安德魯  M. 葛謨州長頒佈的引領氣候變化應對工作和發展紐約

經濟的一項戰略。『能源願景改革』旨在透過刺激諸如太陽能、風能和能源效率

的清潔技術的投資，並在  2030 年前實現可再生資源發電占比達  50%，從而為所

有紐約人建立一套更清潔、更具彈性、價格適宜的能源體系。能源願景改革已經

在整個州的太陽能市場促成近  800% 的增長率，參加節能計畫的  105,000 多個低

收入家庭為此永久性地削減了電費支出，並且在生產製造、工程、以及其他清潔

能源技術領域創造了成千上萬的工作職位。『能源願景改革』確保紐約州截至  

2030 年在全州範圍內減少  40% 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並實現國際認可的目標，  

即截至 2050 年把排放量減少  80%。如需瞭解更多有關能源願景改革的資訊，  

包括州長對清潔能源技術和創新領域的  50 億美元投資，請造訪 rev.ny.gov，並關

注我們的 Twitter、Facebook、LinkedIn 頁面 @Rev4NY。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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