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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楚爾州長宣佈普拉格能源耗資 1.25 億美元於門羅郡建造的氫燃料電池創新中心正式開

放  

  

由紐約州贊助的計畫將會創造近 380 個新的工作崗位  

  
本輪投資完善了「五指湖加速發展 (Finger Lakes Forward)」計畫——本地區的全面戰略，

用於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日宣佈，替代能源技術領先提供商普拉格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Plug 

Power Inc.) 將在門羅郡 (Monroe County) 漢利艾塔鎮 (Town of Henrietta) 正式開放其耗資 1.25 

億美元的創新中心 (Innovation Center)。  

  

「在紐約州推動全州和美國朝向一個更加可持續的未來道路上，普拉格能源是一個關鍵

的合作夥伴」，霍楚爾州長說道。「最先進的創新中心將會幫助紐約州進一步佔據綠色

能源的領先地位。這一創新公司持續地投資於全州範圍內的擴張，用事實表明了他們創

造新的、環保的工作崗位，推動他們家鄉州經濟增長的決心。」  

  

伴隨著今日的宣佈，普拉格能源還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質子交換膜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PEM) 技術超級工廠，將會生產氫燃料電池堆和電解器。氫燃料電池堆將配備

於其 ProGen 氫燃料電池發動機，用於為各種電動汽車提供動力，包括物料搬運設備、公

路商用車隊車輛和無人機。電解器用於從可再生電中產生環保氫。帝國州開發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提供 1300 萬的精益求精稅收抵免 (Excelsior Tax Credits)，紐約電

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提供 5.1 兆瓦紐約再充電計畫 (ReCharge NY) 電力。在其支

持下，普拉格能源公司計劃透過位於約翰街 (John Street) 的設施提供至 377 個新的就業崗

位。門羅郡、羅切斯特電氣公司 (Rochester Gas and Electric) 和大羅切斯特地區經濟發展局 

(Greater Rochester Enterprise, GRE) 也對這個項目予以協助。  

  

普拉格電力公司執行總裁安迪．瑪什 (Andy Marsh) 表示，「我們很高興能夠歡迎貴賓們

來到紐約州門羅郡，參觀世界上第一座質子交換膜堆和電解器普拉格能源創新中心。這

一位於羅切斯特市的超級工廠將普拉格能源和本地區置於全球質子交換膜技術先鋒的地

位，從而在全球環保氫經濟中推動規模化和行業轉變進程。感謝霍楚爾州長，參議員查

克．舒默 (Chuck Schumer) 和柯爾斯頓．吉利布蘭德 (Kirsten Gillibrand)、衆議員喬．莫雷

勒 (Joe Morelle)、帝國州開發公司、紐約電力局、羅切斯特電氣公司、門羅郡和大羅切斯



特地區經濟發展局對我們的鼎力支持，使我們能夠在紐約羅切斯特市提供更多工作崗

位。」  

  

除了今天的公告之外，普拉格能源公司斥資 2.9 億美元於近期開工建設最先進的綠色氫燃

料生產設施和變電站，該專案位於傑納西郡 (Genesee County) 阿拉巴馬鎮 (Town of 

Alabama) 的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科技和先進製造業園區 (Science, Technology 

an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k, STAMP)。該公司是製造業園區的首個租戶，其同時也正

在園內資助建設一個 450 兆瓦的變電站，以支援其氫氣預測設施和科技和先進製造業園

區的未來增長機會。  

  

普拉格公司在 2019 年宣佈其在紐約州的擴建計畫，該公司將在羅切斯特伊士曼商業園 

(Eastman Business Park) 投資 370 萬美元修建膜電極組件設施，從而創造 80 多個新崗位。

該公司先前還在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公佈了擴建計畫，該計畫承諾將投資近 650 萬美

元在全州創造 180 多個崗位。  

  

普拉格能源公司於 1997 年在奧爾巴尼郡 (Albany County) 成立，該公司為氫燃料電池技術

開創了首個具有商業意義的市場。該公司因此為電力交通工具部署了超過 3.8 萬個燃料電

池系統，這一規模領先全球。該公司也是液態氫的最大買家，其在北美建成氫氣高速公

路並投入運作。今年早些時候，普拉格能源公司宣佈與 SK 集團建立合作關係，旨在推動

氫能源成為亞洲市場的替代能源，後者是韓國的領先商業公司之一。兩家公司都希望透

過此次合作能在韓國和大亞洲市場建成氫能源電池系統、氫能源站和電解槽。普拉格能

源公司還與歐洲 (Europe) 第二大汽車生產商法國雷諾集團 (Groupe Renault of France) 合作，

旨在生產燃料電池驅動的商業卡車。  

  

帝國州開發公司運營長兼執行副總裁凱文．揚尼斯 (Kevin Younis) 表示，「透過我們對先

進製造業和可持續能源的支持，紐約州致力於打造綠色經濟。作爲我們於普拉格能源公

司持續合作的成果，這一創新公司已經能夠將其業務拓展至全州，發展新技術，增強創

造未來工作崗位的新能源發展倡議。」  

  

紐約電力管理局臨時局長兼執行長賈斯汀．E．德裡斯科爾 (Justin E. Driscoll) 表示，「透

過紐約再充電計畫，紐約電力局在五指湖 (Finger Lakes) 地區提供了成百上千的就業崗位

和數百萬美元的資本投資。電力管理局對普拉格能源公司位於漢利艾塔鎮的創新中心的

支持，是基於紐約電力管理局在全州範圍內支持各地的綠色氫生產商，創造了數百個額

外工作崗位的同時，也增加了公司環保氫的產出，助力紐約州的清潔能源經濟轉型。」  

  

紐約州領先全國的氣候議程是全國最宏偉的氣候和清潔能源計畫，該計畫提倡向清潔能

源進行公平有序的過渡，從而在紐約州在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的恢復過程中能創造崗位

和繼續發展綠色經濟。透過《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紐約州正走上一條實現其

強制目標的道路：實現整體經濟的碳中和，包括到 2040 年實現電力行業零排放，以及到 

2030 年實現 70% 的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它建立在紐約史無前例的增加清潔能源的投資基礎

上，其中包括在全州 91 個大型可再生能源專案中投入超過 210 億美元、68 億美元用於減



少建築物排放、18 億美元用於擴大太陽能專案、超過 10 億美元用於清潔交通計劃，以及

超過 12 億美元的紐約綠色銀行承諾。  

  

綜合起來，這些投資於 2019 年支援紐約的清潔能源行業提供超過 15 萬個工作崗位，分佈

式太陽能行業自 2011 年以來增長了 2,100%，以及到 2035 年開發 9,000 兆瓦的海上風電的

承諾。依據《氣候法案》，紐約州將在此基礎上繼續取得進步，並在 2050 年前使溫室氣

體排放量較 1990 年的水準減少 85%，同時確保至少 35%（目標為 40%）的清潔能源投資

產生的收益用於弱勢社區，並推動本州實現 2025 年能源效率目標，即減少現場能源消

耗，節省 185 萬億英熱單位的終端使用能源。  

  

美國參議員查爾斯．舒默 (Charles Schumer) 表示，「我非常高興，普拉格能源公司留意了

我的號召，使門羅郡成為其氫能源電池創新中心超級工廠的新址。羅切斯特發電站的人

員領導了先進的氫能源電池技術，現在他們能推動普拉格能源公司具有變革意義的清潔

能源技術獲得新成就。超過 380 個崗位將極大地推動羅切斯特發展，從而使該地區成為

全球綠色經濟中心。我從兩黨基礎設施法案 (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Bill) 中獲得的前所未

有的 95 億美元聯邦投資，用於擴展氫燃料電池產業，於此同時，今日超級工廠的開放時

機完美，能夠爲羅切斯特市帶來更多的工作崗位，爲普拉格能源公司帶來更多的利潤增

長，快速開啓 21 世紀氫經濟。」  

  

美國參議員柯爾斯頓．基爾布蘭德 (Kirsten Gillibrand) 表示，「對於確保紐約維持其在綠

色技術中的領導地位而言，與清潔能源廠商達成合作關係至關重要。普拉格能源公司的

創新中心將會幫助保護我們的環境，促進能源獨立性，在門羅郡創造就業崗位。我期待

繼續與霍楚爾州長和其他領導人合作，促進紐約清潔能源的發展。」  

  

衆議員喬．莫雷勒 (Joe Morelle) 表示，「普拉格能源公司最新的項目將會繼續增進門羅郡

的未來，我感到十分激動。普拉格能源公司證明，對創新的投資能夠同時點亮我們的地

區經濟，創造高收入工作，助力紐約發展可持續能源的優先事項。感謝普拉格能源公司

實現了門羅郡的潛力，也歡迎其再次於我們地區進行擴建。」  

  

參議員派翠克．M．加利文 (Patrick M. Gallivan) 說，「五指湖地區一直以來於技術產業聯

繫緊密，普拉格能源公司決定在漢利艾塔鎮建設其創新中心就是一個最近的例子。該公

司對門羅郡的承諾，向外界發出了積極訊息：州北部經濟持續增長，製造業不斷地復

興，技術嫺熟的勞動力幫助企業取得成果。紐約必須繼續減稅，降低企業經營成本，鼓

勵更多此類項目，創造更多工作崗位。」  

  

眾議員哈利．布朗森 (Harry Bronson) 表示，「作爲衆議院經濟發展委員會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mittee) 的主席，我非常感謝安迪．瑪什和普拉格能源公司對我們地區所

做的承諾。該公司和霍楚爾州長今天發佈的公告表明羅切斯特地區擁有多元的高技能勞

動力和良好的經濟基礎，能夠在未來創造就業。我期待普拉格能源公司持續發展，並在

新的漢利艾塔鎮園區新增就業崗位。」  

  



門羅郡郡長亞當．貝羅 (Adam Bello) 表示，「門羅郡被譽爲啓動美國創新經濟的全國高

地。隨著普拉格能源公司的氫燃料電池創新中心啓動，我們對技術和清潔能源的大力支

援如今更進一步。這一新項目將會給我們的社區帶來數百個技術工作崗位，爲清潔能源

拓展更多機會，帶來一個更加可持續的未來。」  

  

漢利艾塔鎮鎮長史蒂芬．L．舒爾茨 (Stephen L. Schultz) 表示，「我們很高興，普拉格能

源公司選擇了漢利艾塔鎮作爲他們新設施的廠址，它沒有重新建立一個新的結構，而是

復興了現有的結構。他們位於羅切斯特理工學院 (RIT) 校園南部地區的諸多辦公園區，在

校園裏還有我們的多用途就業中心，隨著開發商們進入這一片區並帶來像普拉格能源一

樣的振奮人心的新公司，我們期望這一區域的就業增長能夠持續下去。這一增加令人更

加激動的事情是，它還是「綠色公司」數字增長的一部分，這些公司提出了將會幫助我

們解決氣候問題的解決方案。漢利艾塔鎮提出了許多綠色倡議，其得意之處在於，它不

僅爲羅切斯特理工學院校園內的格裡薩諾可持續發展協會 (Golisano Institute of 

Sustainability) 提供了場地，還是像普拉格能源一樣帶有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的令人振奮

的公司等的所在地。」  

  

紐約州電氣公司 (New York State Electric & Gas, NYSEG) 和羅切斯特電氣公司 (Rochester Gas 

and Electric Corporation, RG&E) 總裁兼執行長卡爾．A．泰勒 (Carl A. Taylor) 表示，「今天

是一個振奮人心的日子，因爲我們正式迎接普拉格能源公司進入大羅切斯特社區。羅切

斯特電氣公司很激動能成爲紐約州的戰略化夥伴，幫助紐約州解鎖清潔能源經濟，助力

羅切斯特成爲前沿地區。我們的基本價值觀之一就是要成為我們所服務社區的發展動

力，而這一計畫從重大資本投資、新崗位和為紐約打造跟清潔環境等多個層面支持著這

一價值觀。我們期待與經濟發展和社區合作夥伴一起使這一項目成為現實。」  

  

大羅切斯特商會 (Greater Rochester Chamber of Commerce) 會長與執行長和五指湖區域經濟

發展理事會 (Finger Lake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聯合會長鮑勃．達菲 (Bob 

Duffy) 表示,「普拉格能源公司在我們大羅切斯特和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所

作出的對增長的承諾，代表我們地區證明，我們地區有豐富的人才資源、優良的基礎設

施、明智的投資。他們的氫燃料電池技術正在推進可再生能源的未來，我們很自豪能夠

爲這樣具有突破性的創新提供場地。感謝凱西．霍楚爾州長、帝國州發展公司、紐約電

力局和門羅郡郡長亞當．貝羅，同時也祝賀安迪．瑪什和普拉格能源公司團隊成功開放

這一引人矚目的設施。  

  

大羅切斯特地區經濟發展局局長兼首席執行官馬特．赫布特 (Matt Hurlbutt) 表示，「人

才、戰略經濟夥伴、以及快速連接和利用資產的能力，使得紐約大羅切斯特地區成爲派

克智慧公司 (Pack Smart) 擴建的明智選址。不計其數的經濟發展夥伴一同協作，確保派克

智慧公司能夠受到全方位的好處，助力其加速實現經濟增長計畫。」  

  

如需瞭解更多關於普拉格能源公司的資訊，請造訪https://www.plugpower.com/。  

  

加快實施五指湖加速發展計畫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plugpower.com%2F&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71f67106eda2426a453a08d9a60cf59a%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23396866470802%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1000&sdata=OQY94QflIVRUisDrpiWrjuZ2Dxuqe%2F5a%2FcVUj%2Fg1Wqo%3D&reserved=0


今天的公告補充了「五指湖加速發展」計畫，該計畫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藍圖，用於創

造強勁的經濟增長和社區發展。該計劃重點投資包括光電、農業和食品生產等關鍵產

業，以及高階製造業。如今，本地區正在透過紐約州北部地區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提供的 5 億美元州政府投資來加速推進五指湖加速發展計畫。州政

府的 5 億美元投資將激勵民間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該地區已提交的方案預計將創造

多達 8,200 份新崗位。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帝國州發展公司簡介  

帝國州發展公司 (ESD) 是紐約最主要的經濟發展機構 (www.esd.ny.gov)。帝國州發展公司

的使命是促進有活力、不斷發展的經濟，鼓勵創造新的就業和經濟機會，增加紐約州及

其轄下地方政府的收入並實現地方經濟穩定和多元化。透過貸款、撥款、退稅額和其他

形式的經濟援助，帝國州發展公司努力提高民間企業的投資，促進其成長，從而帶動創

造就業，並推動全紐約州經濟的繁榮發展。帝國州發展公司也是負責監管紐約州區域經

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及宣傳本州標誌性旅遊品牌「我愛

紐約 (I LOVE NEW YORK)」的主要行政機構。如需瞭解更多關於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和

帝國州發展公司的資訊，請造訪：www.regionalcouncils.ny.gov 和 www.esd.ny.gov。  

  

紐約電力局簡介  

紐約電力局是本國最大規模的州級公共電力組織，運營著 16 個發電廠和 1,400 多英裡的

輸電線。紐約州電力局生產的 80% 以上的電力屬於清潔的可再生水力發電。紐約州電力

局不使用稅款或州立稅收抵免。該局的營運資金是來自於銷售債券和主要透過銷售電力

的營收。如需瞭解更多資訊，請造訪 www.nypa.gov 並關注我們的 Twitter、Facebook、

Instagram、Tumblr 和 LinkedIn 帳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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