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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霍楚爾宣佈第 XI 輪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計畫撥款逾 8100 萬美元  

  

首批獲批資金包括 97 個可刺激紐約疫情後恢復工作的準備就緒項目  
  

查看此處，獲取迄今為止的獲撥款方完整名錄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日宣佈透過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計畫，已撥款逾 8100 萬美元用於支援紐約州 (New York State) 各地的 97 個優先項

目。今年，帝國州開發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 提供了 1.5 億美元的撥款資

金，以持續性和競爭性的方式支援申請者的及時需求。此外，各個地區的項目均有資格

獲得 7500 萬美元的「精益求精工作計畫 (Excelsior Jobs Program)」退稅額，以幫助這些地

區吸引和發展當地企業。  

  

州長霍楚爾表示：「疫情造成的損失觸及了全州各地和紐約的各個經濟部門，因此，我

們務必確保我們的復甦亦是如此。」「隨著我們在疫情中邁步前進，透過支援可能可以

加速新投資和促進各個社區經濟增長的準備就緒項目，我們正在使用滾動撥款程序來更

好地重建紐約州。」  

  

「透過協同、自下而上和區域性的經濟發展方法，選擇這些具有創新性、對其社區能夠

產生影響並可能對疫情帶來的積極變化的項目」，副州長班傑明 (Benjamin) 說道。「無

論是勞動力發展、旅遊、綠色投資還是國內製造業，我們都在努力推動紐約州強大而繁

榮的經濟。」  

  

ESD 撥款資金的申請將保持開放，並且正在持續審查申請，直至資金用完為止。擁有符

合州和地區經濟發展優先權的強大、已準備就緒的項目申請人可以透過整合融資申請進

行申請。  

  

帝國州開發公司代理主任、總裁兼執行長當選人奧佩．奈特表示：「冠狀病毒病 

(COVID) 疫情對我們州已經產生了毀滅性影響，這對於作為我們經濟基礎的相關企業和

組織而言更是如此。由最熟悉自身社區的人士組成的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s) 推薦了一系列創新項目，以幫助他們的地區重建，並創建

一個更加強大、明智的未來。」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ny.gov%2Fsites%2Fdefault%2Ffiles%2F2021-11%2FESDBatchAwardedProjects.pdf&data=04%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af0e8420e0304dee8cd308d9adf66dd2%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32096317565305%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RXgdHKSrDsN%2FSiPf0tQkUaCQgtqd7VxqJBPJ9dCYNQ4%3D&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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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些項目已準備就緒並且與每個地區的戰略計畫保持一致，因此各個區域委員會均

推薦了其作爲本輪的優先項目。重點項目包括：  

  

• 奧爾巴尼藥學院與健康科學學院 (Albany College of Pharmacy and Health 

Sciences)（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獲 175 萬美元的 ESD 補助金：奧爾

巴尼郡的奧爾巴尼藥學與健康科學學院將投資近 900 萬美元翻新實驗室空

間，以建立新的質量保證 / 質量控制以及細胞和基因療法實驗室。該項目

還將施行必要的建設和翻新，以安裝並支援斯塔克 (Stack) 家族生物製藥教

育和培訓中心 (Center for Biopharmaceut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CBET) 中高

度專業化的生物製藥實驗室設備的運行。該計畫將利用與行業、學術界和

政府機構的合作夥伴關係部署前沿的生物製藥製造技術，以支援當前和未

來的勞動力需求，同時促進經濟發展、社區外展和學生和執業專業人員的

參與。  

  

• 攝影風箏 (Fotokite) 擴建（紐約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Region)）- 獲 250 

萬美元的 ESD 補助金，250 萬美元的「精益求精工作計畫」退稅額：美國

視角機器人 (Perspective Robotics US, LLC) 將成為奧農達加郡 (Onondaga) 前

錫拉丘茲市發展中心 (Syracuse Development Center) 最大的首批租戶之一，該

中心自 1998 年以來一直空置，使得該公司有條件開發其全球生產中心。新

地址將包含最先進的製造設施以及公司的新實驗室和辦公空間。該公司將

投資逾 2100 萬美元，並創造和保留 200 多個就業機會。  

  

• 太陽能家庭工廠 (Solar Home Factory)（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獲 100 

萬美元 ESD 補助金，100 萬美元「精益求精工作計畫」退稅額：太陽能家

庭工廠將投資逾 2,100 萬美元，並在日內瓦 (Geneva)（安大略郡 (Ontario 

County)）建造一座佔地 108,000 平方英尺的新工廠，以製造太陽能、模組

化、淨零多戶住宅單元。模組化單元將交付給紐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New 

York) 的住宅項目，並在現場進行安裝。該公司將創造 107 個就業機會。  

  

• 紐約理工學院 (New York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YIT) 顯微鏡中心（長島地

區 (Long Island)）- 獲 105 萬美元 ESD 補助金：位於老韋斯特伯裡 (Old 

Westbury) 的紐約理工學院骨科學院正在創建一座顯微鏡創新中心，以推進

對神經退行性疾病、臨床抑鬱症等的研究和突破性治療，同時培訓診斷顯

微鏡、可視化和成像技術方面的工作人員。紐約理工學院將向顯微鏡創新

中心投資逾 1500 萬美元。   

  

• 上游工作室 (Upriver Studios)（哈得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獲 500,000 

美元 ESD 補助金：上游工作室將在索格蒂斯鎮 (Saugerties) 為電影和電視製

作項目創建一個碳中和校區以及一系列更具競爭力的攝影棚，其擁有最先

進的設施，佔地達 101,000 平方英尺。該項目將使上游工作室能夠吸引和保



 

 

留主要網路影片，諸如，於今年 5 月簽署的為期一年的可再生合同，從而

為哈德遜谷中部地區 (Mid-Hudson Valley) 帶來數百個就業機會以及數百萬

美元的經濟影響。  

  

• 莫霍克山谷地區 (Mohawk Valley) HPK 工業公司 (HPK Industries) - 獲 200,000 

美元 ESD 補助金：HPK Industries 將購買新的機器和設備，以簡化運行和自

動化流程，使其位於赫基蒙郡 (Herkimer) 工廠的個人防護裝備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PPE) 生產能力提高一倍以上。隨著紐約州和美國公司

正在努力保護 PPE 產品供應鏈，該項目將滿足其不斷增長的需求。HPK 

Industries 將在該設施上投資逾 100 萬美元，並創造和保留 60 個就業機會。  

  

• 總督島氣候彈性加速中心 (Governors Island Climate Resiliency Accelerator)（紐

約市地區 (New York City Region)）- 獲 250 萬美元 ESD 補助金：總督島上的

歷史建築 301 將被改造成耗資 1335 萬美元的酪乳實驗室 (Buttermilk Labs)，

這是一個面向氣候變化企業、企業家和非營利組織的加速孵化中心。該項

目將為支援和擴大海上風電等綠色和藍色科技企業提供平台，是在島上建

立未來氣候解決方案中心的關鍵舉措。該項目預計將為加速器租戶公司創

造 150 個就業崗位。  

  

• OWD 場地開發 (OWD Site Development)（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 獲 250 萬美元 ESD 補助金：OWD 場地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將投資逾 1300 

萬美元，將一個破舊的製造廠重新開發成一個新的混合用途場地。該經認

證的歷史重建項目位於富蘭克林郡 (Franklin County) 塔珀湖鎮 (Tupper 

Lake)，將包括聯合辦公和培訓空間、商業空間和市價經濟適用公寓。   

  

• 改善托兒服務聯合醫療服務中心 (United Health Services Improving Access to 

Childcare)（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 獲 991,616 美元 ESD 補助金：聯合

醫療服務中心 (United Health Services, UHS) 將翻新布魯姆郡 (Broome County) 

的現有設施，為托兒服務提供一個全新且和合規的環境，為聯合醫療服務

中心員工和社區成員創造額外的高質量和便利的托兒服務場所。UHS 將投

資近 500 萬美元並創造 18 個新的就業機會。  

  

• 水牛城工作室 (Buffalo Studios)（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Region)） - 獲 200 萬美元 ESD 補助金：水牛城工作室將在伊利郡 (Erie 

County) 南水牛城 (South Buffalo) 創建好萊塢品質的電影製片廠，其中包括

支援電影、電視和遊戲行業的設施。該項目將允許在該場地中製作專題電

影和電視劇，同時進行後期製作、動畫、遊戲和行業技術開發。此外，水

牛城工作室將與水牛城大學 (University at Buffalo) 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在現

場建立一個衛星校園，為來自水牛城和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的大學生和居民提供教育和培訓機會。該項目還將包括建造一處現場托兒

設施。這個耗資 8000 萬美元的項目將創造 22 個新的就業機會。  



 

 

  

整合融資申請簡介         

整合融資申請的設立旨在於簡化和加快撥款申請流程。整合資金申請程式的流程標誌著

州政府資源的分配方式得到了根本轉變，減少官僚程序、提高效益，從爾滿足當地經濟

發展的需求。整合融資申請是獲取經濟發展融資的單一方式，此舉確保了申請人無須在

沒有任何協調機制的情況下，慢慢尋找多個機構和資源來獲得款項。如今，經濟發展項

目均使用整合資金申請程式作為支持機制，透過一次申請來使用多種州政府融資資源，

使得整個流程變得更快捷、更便利、更具效益。從此處瞭解更多有關整合融資申請的資

訊。  

  

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簡介   

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計畫是紐約州投資和經濟發展的關鍵組成部分。於 2011 年，成立了 

10 個區域委員會，為各個地區的經濟增長制定長期戰略計畫。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是公

私合作機構，由當地專家和來自商界、學術界、當地政府以及非政府組織的利益相關人

士組成。透過實施以社區為基礎、自下而上的方法並為州資源建立競爭性流程，區域委

員會重新定義了紐約投資就業和經濟增長的方式。造訪 regionalcouncils.ny.gov 瞭解更多資

訊。  

  

###  

  

 
可造訪網站 www.governor.ny.gov 瀏覽更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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