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佈：2021 年 10 月 26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公佈全國領先的「天才紐約 (GENIUS NY)」商業競賽獲勝者

「天才紐約」計劃延續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Central New York Rising (CNY) Rising)」
計劃的進展，是本地區創造良好就業機會和吸引企業到紐約中部地區的全面性策略
北達科他州的 Airtonomy 團隊贏得 100 萬美元大獎
另外四隻入圍決賽的團隊各獲得 50 萬美元投資

州長凱西．霍楚爾今日宣佈來自北達科他州大福克斯市 (Grand Forks) 的 Airtonomy 贏得
「天才紐約」企業加速器第五輪競賽的 100 萬美元特等獎。為期一整年的「天才紐約」計
劃是全球最大規模的一項聚焦於無人化系統、交叉互連平台及其他科技領域的商業競賽。
來自德國漢堡的 Airial Robotics、來自波蘭克拉科夫的 CarScanner、來自紐約州羅徹斯特的
Circle Optics 以及來自瑞士日內瓦的 WindShape 在第五輪虛擬宣傳活動後各獲得 50 萬美元
投資。這些團隊將利用這筆投資繼續加速自身發展並拓展其在本地區的業務。紐約州截至
目前已在五輪比賽中投資 2500 萬美元給「天才紐約」計劃。「天才紐約」參賽企業須在
紐約州中部地區經營業務至少一年時間。
「「天才紐約」競賽吸引世界各地的新世代創新企業家來到紐約州中部地區，繼續改變著
本地區的發展風貌」，霍楚爾州長表示，「我們對無人機系統企業的持續投資有助於確
保紐約在這一重要行業保持領先地位，並為紐約中部地區帶來高品質的就業機會和經濟增
長。」
「天才紐約」計劃是由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科技園區 (Tech Garden) 的州中部 CEO 公司
(CenterState CEO) 孵化器負責管理，為參賽企業提供育成中心空間、企業資源、規劃以及
指導。自 2017 年來，「天才紐約」獲獎企業已籌集超過 7350 萬美元的後續資金，並在該
地區創造了 60 個就業崗位。《天才紐約》競賽的進展延續了旨在振興社區、刺激經濟發
展的獲獎地區策略規劃《紐約州中部崛起計畫 (CNY Rising)》所取得的成就。
大獎得主 Airtonomy 公司成立於 2018 年，擁有 25 名員工，該公司讓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自
動駕駛車輛或無人機統一收集資料。它讓複雜的飛行變得簡單，只需按下一個按鈕，就可

以讓風力技術員、保安或電力線路工安全、一致地操作無人機，並統一收集資料。這意味
著收集到的資料可以使用機器學習自動處理，並轉化為組織的可操作情報。
Airtonomy 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約書亞．R．瑞迪 (Joshua R.Riedy) 博士表示：
「Airtonomy 正在改變無人機系統的格局，很榮幸被選為 2021 年度「天才紐約」優勝者。
該獎項將推動 Airtonomy 的持續增長，並將雇傭當地人才，直接投資於無人機生態系統，
包括整個中部地區。「天才紐約」計劃，特別是參與其中的傑出人士和組織，令人難以置
信。我們與其他幾家初創公司獲得該地區的支持，並期待對該地區有所回報。「天才紐
約」計劃是初創公司成功所需的專業知識、人際網路和支持的典範。我們對其他入圍企業
非常瞭解，他們每個都很優秀，我們很自豪能與他們在一起。」
負責「天才紐約」計劃的州中部 CEO 公司總監卡拉．瓊斯 (Kara Jones) 表示：「決賽是
「天才紐約」參賽團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它提供初始投資，以加速其增長，並標誌著該
計劃第一階段的成功完成，這些團隊現在將開始本次比賽的第二階段，他們將利用從評委
那裡獲得的意見進入市場，與「天才紐約」團隊建立更牢固的合作關係，並專注於技術和
業務開發，在紐約中部地區招聘和設立總部和辦事處。每個團隊都將獲得導師和顧問的有
針對性的支持，並將有更多機會與投資者會面，以確保他們的成功。」
州中部 CEO 公司總裁羅伯特．辛普森 (Rob Simpson) 表示：「「天才紐約」計劃做出的投
資，加上各項資源和支援計劃，將加速這些極具潛力的無人機公司和我們地區的無人機行
業的增長。隨著他們在本地區開展業務，我們將提供有針對性的業務發展支援，讓他們能
夠利用這些投資，提升其技術和平臺，創造就業機會，並為我們在紐約州中部地區建立的
不斷增長的無人機生態系統做出貢獻。」
除了「天才紐約」加速器競賽以外，紐約州也聚焦於對紐約州中部和莫霍克山谷 (Mohawk
Valley) 地區和的無人機系統產業進行重要投資。2016 年，紐約州承諾以紐約州北部地區
復興計劃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URI) 的形式投資 3,000 萬美元，在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和羅馬市 (Rome) 之間建造一條 50 英哩的無人機試驗走廊。2020 年官方公佈了
天穹 (Skydome)，這是一套小型無人機系統 (Small Unmanned Aerial System, SUAS)，是位於
奧內達郡 (Oneida County) 羅馬市格里菲斯國際機場 (Griffiss International Airport) 的試驗和檢
測設施。今天，錫拉丘茲市和羅馬市之間第一條 50 英哩的無人駕駛交通管理走廊是測試
無人機系統平臺和創新的全球領導者。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營運長兼執行副廳長凱文．尤尼斯 (Kevin Younis) 表示。「天才紐約」
商業加速器競賽有助於推動紐約州中部地區的無人機系統行業的持續增長。祝賀所有將創
業理念帶到該地區的公司，他們可以利用紐約州無與倫比的無人機資產和基礎設施。」
州參議員雷切爾．梅 (Rachel May) 表示：「祝賀 Airtonomy 贏得今年「天才紐約」大賽的
大獎，並期待他們對我們地區和經濟進行投資。他們所代表的活力和創新對於繼續在紐約
州中部建立蓬勃發展的創業經濟至關重要。今年的每一位獲獎者都將協助本地經濟繁榮發
展，並留住所需人才，讓我們的地區變得更加強大。」

州參議員約翰．W．曼寧 (John W. Mannion) 表示：「紐約州中部有著悠久的創新歷史，像
Airtonomy 這樣的公司和所有的「天才紐約」參賽企業都在延續這一傳統。他們正在推動
未來的就業和經濟，我期待看到他們在我們的社區中成長。感謝霍楚爾州長對紐約企業家
和無人機行業的支持。」
州參議員阿爾．斯蒂爾佩 (Al Stirpe) 表示：「祝賀 2021 年「天才紐約」大賽的獲獎者，
尤其祝賀 Airtonomy 獲得大獎。這些公司將成為紐約州中部地區蓬勃發展的科技產業中受
歡迎的新成員。在過去的五年裡，「天才紐約」計劃一直在投資那些希望改變我們社區運
作方式的初創公司，並為它們聯系支援其成長的資源。我期待看到這些初創公司如何改變
我們地區和全球科技市場的未來。」
眾議員威廉．B．瑪格納瑞利 (William B. Magnarelli) 表示：「「天才紐約」大賽繼續幫助
紐約州中部地區保持其作為探索無人機系統和其他前沿技術的創新企業中心的地位。我期
待看到它與科技園和當地公司的合作，將專業知識和新想法帶到無人機系統行業的最前
沿。」
衆議員潘蜜拉．亨特 (Pamela Hunter) 表示：「與無人化系統相關的創新繼續加強紐約州中
部地區的經濟。霍楚爾州長最近頒發的獎項凸顯了我們當地公司的技術實力和勞動力發展
的持續潛力。祝賀所有入圍企業和 100 萬美元大獎得主 AIrtonomy。」
奧農達加郡 (Onondaga County) 行政長官瑞安．麥克馬洪 (Ryan McMahon) 表示：「我們非
常興奮能在錫拉丘茲市中心見證新興的無人機系統產業繼續增長。我代表奧農達加郡向這
些準備在紐約州中部地區紮根的創新公司表示祝賀和歡迎。我毫不懷疑，他們將繼續在我
們地區的整體經濟成功中發揮重要作用。」
錫拉丘茲市市長本．沃爾什 (Ben Walsh) 表示：「祝賀 Airtonomy，歡迎來到錫拉丘茲市和
紐約州中部地區正在發展的無人機系統技術生態系統。「天才紐約」大賽有助於擴展我們
的創業文化，推進錫拉丘茲市崛起計劃 (Syracuse Surge)——我們在新經濟中實現包容性增
長的戰略。感謝霍楚爾州長確保紐約州繼續投資於這一重要的經濟發展計劃。」
紐約州中部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副主席暨紐約州中部地區製造業協會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of Central New York, MACNY) 會長暨執行長蘭迪．沃爾肯 (Randy Wolken)，以及
紐約州立大學奧斯威戈校區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Oswego) 校長黛博拉．史坦利
(Deborah Stanley) 表示，祝賀「天才紐約」第五輪優勝者 Airtonomy。我們歡迎這些富有創
造力的企業家來到紐約州中部地區，致力於在本地發展創新業務，對此我們尤為自豪。透
過地區委員會「天才紐約」競賽的持續支持，隨著約州中部地區無人機行業不斷增長，我
們將確保紐約州仍處在此產業的灘頭堡地位，在未來數十年能為本地區的居民創造更多新
的機會和工作。」

「天才紐約」參賽團隊的商業計劃和宣傳活動由 UPS 負責飛行運營和安全的副總裁休斯
頓．米爾斯 (Houston Mills) 機長、Excell Partners首席執行官德蕾莎．馬祖洛 (Theresa
Mazzullo)、TCGplayer 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切迪．漢普森 (Chedy Hampson)、Cryomech 顧問
兼退休首席執行官凱利．威畢奇 (Clayton Besch)、紐約州經濟發展廳紐約辦事處主任克萊
頓．貝施 (Clayton Besch) 評判。
如需了解更多有關「天才紐約」的資訊，請按一下此處。
如需了解更多關於州中部 CEO 公司 (CenterState CEO) 的資訊，請造訪：
https://www.centerstateceo.com/about-us/partners-programs/tech-garden
加快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今天的公告是對「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的補充，這是該地區產生強勁經濟增長和社區發
展的綜合藍圖。這項針對地區設計的方案關注使全球市場機遇實現資本化、加強培養創業
精神，並創造具有包容性的經濟。現在，該地區正在透過「紐約州北部振興計劃」投資 5
億美元加速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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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0 份新工作。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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