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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楚爾州長宣佈第 11 輪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計畫撥款逾 2,600 萬美元  

  

第二批獲批的獎金將對 27 個準備就緒的項目予以支持  

  

公告對本月初區域委員會專案發放的 5.49 億美元獎金予以補充  

  

可點擊此處查看截至目前完整的獲獎方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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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0 萬美元用於支援紐約州 (New York State) 各地的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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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0 萬美元的精益求精工作退稅額 (Excelsior Jobs Tax Credits)，以幫助這些地區吸引和

發展當地企業。  

  

「隨著我們繼續抗擊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的疫情，我的政府的首要工作是要確保

能平等地實現經濟復甦，」霍楚爾州長表示。「這筆資金支持的項目是基層部門團結的

工作結果，是與各級政府地方利益相關者、企業和非營利部門合作的結果。我對其帶來的

動態增長結果感到激動。我們州的經濟發展未來非常樂觀。」  

  

「帝國州開發公司為 27 個準備就緒的項目追加的資金彰顯了區域內廣泛的強項項目和行

業，同時也對它們予以支持。這些強項項目和行業將繼續為後代推動紐約的經濟發展，」

布萊恩．班傑明 (Brian Benjamin) 副州長表示。「我們將為全體紐約民眾在電池儲能、製

造業、精釀飲品、半導體和文化中心等行業創造崗位和機會。」  

  

「支持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推薦的這些項目能讓地區經濟實現重建和發展，」帝國州開

發公司代理廳長、總裁兼即將上任的首席執行官霍普．奈特 (Hope Knight) 表示。「透過

持續為準備就緒的項目作出戰略化投資，我們將為推動紐約州的經濟發展勢頭而重點促進

新發展機會的出現。」  

  

此撥款是繼州長本月初宣佈的第 11 輪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倡議，即為多個州機構計劃的 

764 個專案撥款 5.49 億美元做出的額外撥款，用以刺激紐約疫情後的經濟恢復。帝國州開

發公司普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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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ny.gov%2Fsites%2Fdefault%2Ffiles%2F2021-11%2FESDBatchAwardedProjects.pdf&data=04%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d96e6318bfa6493abe1d08d9caf5530b%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763977413915936%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sdata=dxpwb%2FQ9exvrhZyoRYm3Cez%2ByhhbBwOmhVCmk7g7CAM%3D&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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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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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薦了其作爲第二輪的優先項目。重點項目包括：  

  

• 哈德遜谷社區學院 (Hudson Valley Community College, HVCC) 航空維修技術學

校 (Aviation Maintenance Technician School, AMTS)（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獲得帝國州開發公司 25 萬美元資金：哈德遜谷社區學院將建立

經航空維修技術學院批准的全新聯邦航空部門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該部門將坐落於奧爾巴尼郡 (Albany County) 的奧爾巴

尼國際機場 (Albany International Airport)。哈德遜谷社區學院將使用先進的航

空裝備和物資對機身和動力裝置 (Airframe and Powerplant) 課程，以及依據聯

邦航空法規 (Federal Aviation Regulation, FAR) 第 147 條規定的航空維修技術

學校證書進行制定。該項目每年將為直接向航空維修培訓至少 40 名技師。  

  

• 交互技術公司 (Intertek)（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獲得帝國州

開發公司 49.86 萬美元資金：交互技術公司是在主要位於科特蘭 (Cortland) 

的保障、檢測、審查和認證方面的全球領先公司，該公司將建立一座以檢測

電池儲能系統為核心的新實驗室。這座新實驗室將對交互技術公司目前開展

的可再生能源和儲能服務進行拓展，並幫助加速把顧客的創新產品推向市

場。他們還將擴大環境監測能力方面的檢測，從而讓交互技術公司能夠支持

當地軍事和航空產業製造商發展。  

  

• 精確塑料聯盟公司 (Alliance Precision Plastics)（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獲得帝國州開發公司 100 萬美元資金和 75 萬美元精益求精工作退稅額：精

確塑料聯盟公司是一家塑料製品製造商，該公司將把其在羅切斯特市 (City 

of Rochester) 的已有製造設施整個在一個地點處。該項目內容有為適應擴大

工作的需要而翻新設施和購置機械設備。  

  

• 巧克力工廠擴展工作 (Chocolate Works Expansion)（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 

獲得帝國州開發公司 30 萬美元資金和 60 萬美元精益求精工作退稅額：巧克

力工廠是一家位於弗裡波特 (Freeport)，由退伍老兵所有的巧克力生產商，

該公司將投資購買包括巧克力球設備、 塗層生產線、爆米花機、冷卻設備

和額外儲物空間在內的新機械設備。這筆為生產所做的投資將使他們在全國

範圍內擴大分銷規模，還能為現有的勞動力增加員工。  

  

• 沉睡谷公共資源 (Sleepy Hollow Commons)（哈德遜谷中部地區 (Mid-Hudson 

Region)）- 獲得帝國州開發公司 200 萬美元資金：沉睡谷公共資源將把通用

汽車公司 (General Motors) 舊址的東部地塊改造成為連通當地小路和交通的

重要公共用地，從而把隔絕的社區資源聯繫起來。該項目的這一工作階段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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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包括工程設計，對連接東部地塊和多功能水濱開發項目的行車/步行橋進

行建造審核，改善的公共交通的使用，發展無障礙就業中心，在風暴天氣中

令關鍵服務能靈活作出響應。  

  

• 蘭齊家庭與手工釀造工藝項目 (Lanzi Family & Artisanal Brew Works Project) 

（麥可山谷 (Mohawk Valley)）- 獲得帝國州開發公司 25 萬美元資金：蘭齊

家庭與手工釀造工藝項目是一項由阿姆斯特丹市 (City of Amsterdam) 水濱的

兩家成功私營企業家合作開展的項目。該項目計劃在該市查爾莫斯 

(Chalmers) 的水濱舊址修建一座佔地超過 9,000 平方英呎的啤酒廠和活動場

地。此外，該項目還將支持建設 5,000 多平方英呎的戶外活動場地，包括可

俯瞰麥可河 (Mohawk River) 和麥可山谷門戶觀景橋 (Mohawk Valley Gateway 

Overlook Bridge) 的房頂。  

  

• 合作工作室股份有限公司 (Collab Studio, Inc.)（紐約市）- 獲得帝國州開發公

司 160 萬美元資金：合作工作室股份有限公司為獨特產品、品牌商品和大規

模安裝工作進行設計、鍛造、編程和製作，同時還在工作中融入在職培訓內

容。合作工作室將購買佔地 9,000 平方英呎的照明產品製造/倉庫大樓並對其

進行翻新。該棟大樓將用作創新中心，並為布什維克 (Bushwick) 的低收入居

民、具有創造力的社區藝術家和科學家提供場地和資源。這座新設施還將透

過開展能接納 75 名學徒的項目來擴大合作工作室的學徒規模，也用於增加

勞動力發展機會。  

  

• ADK 門戶股份有限公司第二階段工作 (ADK Gateway, Inc. Phase II)（紐約州

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獲得帝國州開發公司 10.586 萬美元資金：ADK 

門戶股份有限公司將在北哈德遜 (North Hudson) 歷史悠久的前沿鎮 A 字建築 

(Frontier Town A-Frame) 中完成第二階段的翻新和建造工作。已規劃的改造

工作內容有修復停車場基礎設施，修復室外活動場地，安裝新屋頂。這一項

目將透過為遊覽阿迪朗達克 (Adirondack) 地區的遊客提供資源，從而推動地

區旅遊業的推廣工作和經濟發展工作。  

  

• 奧賽德半導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Odyssey Semiconductor Technologies, Inc.)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獲得帝國州開發公司 65 萬美元資金：

奧賽德半導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將透過購買安裝清潔室設備來提高設施生產

能力。該設施的升級改造工作內容包括半導體處理工具，這一工具將用於把

目前的生產能力從每月約 50 個晶片提升到每月約 500 個晶片。將這一新設

備調整為製造設施能為個人電子設備、電動車、太陽能逆變器、工業電動機

和智能電網配電等產品實現較高能源效力轉換。  

  

• 西班牙裔文化遺產機構 (Hispanic Heritage Cultural Institute)（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獲得帝國州開發公司 72.5 萬美元資金：西班牙裔文化

遺產委員會 (Hispanic Heritage Council) 將在尼亞加拉路 (Niagara Street) 和哈德



遜路 (Hudson Street) 插建一座佔地 3.2 萬平方英呎的建築，這棟樓將用於慶

祝該地區的西班牙藝術和文化，也將用作社區中心。這座多功能設施將包括

劇院和活動場地、課堂和學習實驗室、多媒體中心，以及西班牙裔文化遺產

委員會辦公室。文化機構是復興尼亞加拉路走廊的主要機構，其不僅將為西

班牙社區慶典活動吸引來遊客，還將成為吸引遊客前來水牛城 (City of 

Buffalo) 的新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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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制定了基於社區的自下而上方法，並針對州資源設立了競爭過

程，由此重新定義了紐約州對就業和經濟發展的投資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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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