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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楚爾州長宣佈，普拉格能源公司在奧爾巴尼郡斥資 5,500 萬美元的生產設施舉行奠基

儀式  

  
該公司已承諾在斯林格蘭茲工廠創造 1,600 多個新的綠色工作崗位  

  
新的 35 萬平方英尺的工廠將擴大該公司的 GenDrive 氫燃料電池系統生產線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普拉格能源公司 (Plug Power) 最新製造工廠舉行奠基儀式，

該工廠位於奧爾巴尼郡 (Albany County) 斯林格蘭茲 (Slingerlands) 的維斯塔科技園 

(Vista Technology Campus)。該公司已承諾在其最新的首府地區工廠創造 1,633 個新工

作崗位，以補充紐約州在清潔、可再生和可持續能源領域的推進工作。新工廠的設立支援

該公司大幅擴展其 GenDrive 燃料電池系統生產線，該系統用於為電動汽車市場的電動機

提供動力。  

  
霍楚爾州長表示，「紐約州政府致力於積極尋求符合我們國家領先的清潔能源目標的經

濟發展機會。我們向清潔能源的轉型不僅有助於我們應對氣候變化和降低公用事業成本，

還將推動我們的經濟復蘇，創造良好的就業機會。我們非常感謝普拉格能源公司成為我們

的合作夥伴，共同致力於打造美國綠色能源發展中心。」  

  
這項 5,500 萬美元的投資用於建設和裝備普拉格能源公司 35 萬平方英尺的新工廠，從而

擴大 GenDrive 生產線的生產、倉儲和服務。GenDrive 生產線為現有電動卡車車隊提供

即插即用燃料電池解決方案。此外，該公司還承諾創造 1,633 個新工作崗位，並在奧爾

巴尼郡保留另外 701 個工作崗位，以支援其新的綠色能源生產需求。帝國州發展公司 

(ESD) 已同意提供高達 4,500 萬美元的基於績效的綠色精益求精工作退稅額 (Excelsior 

Jobs Tax Credit)，以鼓勵創造和保留綠色工作崗位。此外，紐約電力局 (NYPA) 董事會

將在本月晚些時候的公開會議上審查紐約電力局低成本「充電紐約」電力專案的電力分配

獎。  

  
普拉格能源公司執行長安迪．馬什 (Andy Marsh) 表示，「普拉格能源公司很榮幸能在紐

約州奧爾巴尼郡建立新的製造工廠，進一步擴大我們的綠色氫能源網路，我們公司在 25 

年前就在這裡成立了。我們很感謝我們的故鄉州紐約州在清潔、可再生和可持續能源倡議

方面發揮帶頭作用，並且普拉格能源公司的綠色氫能源解決方案可以在本州的全面脫碳戰

略中發揮如此重要的作用。我要感謝我們的當選官員和合作夥伴，包括霍楚爾州長、美國



參議院多數党領袖查理斯．舒默、眾議員保羅．通科、帝國州發展公司、紐約電力局和奧

爾巴尼郡，感謝他們的支持，幫助我們擴大在紐約的影響力，並在我們最新的首府地區創

造 1,600 多個新的綠色就業崗位。」  

  
帝國州發展公司代理主任暨總裁兼候任執行長奧佩．奈特 (Hope Knight) 表示，「紐約

州致力於打造可再生能源的未來，而綠色能源對實現這一目標至關重要。我們為普拉格能

源公司的擴張和承諾感到自豪，他們不僅致力於在全州創造高品質的綠色就業機會，而且

在我們繼續培育綠色經濟，為子孫後代建設一個更美好的紐約州的同時，他們也繼續致力

於帝國州的發展。」  

  
紐約電力局臨時總裁兼執行長賈斯汀．E．德里斯科爾 (Justin E. Driscoll) 表示，「隨

著紐約引領清潔能源經濟的發展，普拉格能源公司將繼續推動其在全州各地的綠色氫技術

的發展。普拉格能源公司在奧爾巴尼郡進一步擴張的決定創造了 1,600 多個就業崗位，

這是對該地區經濟的重大推動，也是本州在推進其大膽的氣候行動目標方面取得的勝

利。」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總裁兼執行長多利．M．哈里斯 (Doreen M. Harris) 表示，

「普拉格能源公司的最新戰略擴張表明，他們繼續發揮領導作用，致力於開發對清潔能源

轉型和應對氣候變化至關重要的技術。將在首府地區生產的創新燃料電池系統支援本州減

少運輸行業排放的努力，並推進霍楚爾州長提出的到本世紀中葉排放量減少 85% 的全國

領先目標。」  

  
普拉格能源公司斥資 1.25 億美元於近期在門羅郡 (Monroe County) 開設氫燃料電池創新

中心，該中心將創造 380 個工作崗位，還斥資 2.9 億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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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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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楚爾州長認識到綠色氫能對紐約州全面脫碳戰略的重要性，而普拉格能源公司的這項最

新投資是對這一認識的補充。霍楚爾州長在 2022 年州情諮文 (State of the State) 中宣

佈，本州將採取多項直接行動，支持綠色氫能的開發和社區投資，包括尋求聯邦資金以創

建一個綠色氫能中心，並將以生產和消費為重點的活動結合到單一的脫碳願景中。此外，

公共服務廳、紐約州環境保護廳和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將制定一個綠色氫能監管框

架，以衡量減排和健康效益，並將評估和制定規範和標準，以確保綠色氫倡議的安全運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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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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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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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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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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建立在紐約對不斷發展的清潔能

源行業的空前投資基礎之上，其中包括為全州 91 個大規模可再生能源項目投資超過 210 

億美元，為減少建築排放而投資 68 億美元，為加大太陽能規模而投資 18 億美元，為開

展清潔交通倡議而撥款超過 10 億美元，以及為履行紐約綠色銀行 (Green Bank) 承諾而

投資超過 12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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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氣候法》的指導下，紐約將繼往開來，到 2050 年實現令溫室氣體排放

量相較於 1990 年水平減少 85% 的減排目標，同時確保至少 35% 清潔能源投資（目標為 

40%）流向弱勢社區，並推動實現紐約州 2025 年能源效率目標，即減少 185 萬億英熱

單位的終端能源消耗。  

  
參議員查理斯．舒默 (Charles Schumer) 表示，「四年前，普拉格能源公司執行長安

迪．馬什 (Andy Marsh) 告訴我，如果他的燃料電池被納入聯邦投資稅收抵免，其公司將

快速發展。他是個言而有信的人。在投資稅收抵免的推動下，普拉格能源公司繼續迅猛增

長，已經創造數千個新工作崗位，未來還會創造更多工作崗位。我讚揚該公司、紐約州和

奧爾巴尼郡認識到，普拉格能源公司的未來應該就在首府地區，他們從這裡起步，並已發

展成為一個真正的經濟發電機。我迫不及待地想看到這棟新大樓擠滿員工。」  

  
參議員柯爾斯頓．基爾布蘭德 (Kirsten Gillibrand) 表示，「普拉格能源公司是尖端氫燃

料電池技術的先驅，像這樣的合作夥伴關係是確保紐約在綠色技術領域保持領先地位的關

鍵。這項投資將在奧爾巴尼郡創造或保留 2,300 多個就業崗位，並在關鍵時刻促進美國

的能源獨立。我期待繼續與霍楚爾州長和普拉格能源公司合作，為紐約和其他地方找到清

潔能源解決方案。」  

  
眾議員保羅．通科 (Paul Tonko) 表示，「透過我多年與普拉格能源公司的合作，我親眼

目睹，投資尖端清潔能源技術可以獲益良多，從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到確保美國的全球競

爭力，再到走向脫碳，均有涉及。我們的首府地區是一個創新中心，並且擁有強大的投

資，包括本公告中詳述的投資，我們有能力在發展未來清潔製造業方面引領全國。感謝普



拉格能源公司在我們地區的大膽投資，感謝霍楚爾州長在推動紐約州清潔能源和氣候行動

方面發揮的領導作用。」  

  
州參議員尼爾．佈雷斯林 (Neil Breslin) 表示，「普拉格能源公司在奧爾巴尼郡的製造工

廠的破土動工對首府地區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勝利，計劃提供數千個永久性就業機會。「綠

色氫」業務將幫助本州向前邁進，並實現其可再生和可持續能源目標。」  

  
衆議員派特裡夏．法伊 (Patricia Fahy) 表示，「在建設 21 世紀綠色經濟方面，紐約的

首府地區再次走在了前列。透過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公私合作，支持並進一步推動普拉

格能源公司在其新的燃料電池製造廠創造 1,600 多個新的綠色工作崗位，普拉格能源公

司正在體現製造業和綠色經濟的未來對紐約經濟的更廣泛意義。隨著我們尋求從主要以化

石燃料為動力的基礎設施轉型，普拉格能源公司等公司將在推動這一轉型中發揮關鍵作

用。我對普拉格能源公司在首府地區的投資表示讚賞，並期待著在未來幾年支持他們的工

作和發展。」  

  
衆議員約翰．T．麥克唐納三世 (John T. McDonald, III) 表示，「我很高興看到普拉格能

源公司最新的製造工廠今天在奧爾巴尼郡破土動工。這個新專案對我們當地的經濟和環境

來說是一項有利的舉措。它不僅將為首府地區帶來 1,000 多個新工作崗位，而且這項尖

端技術將有助於引領通往無碳未來的道路。」  

  

奧爾巴尼郡行政長官丹尼爾．P．麥考伊 (Daniel P. McCoy) 表示，「普拉格能源公司有

機會並提出在其他州擴展業務；然而，多虧了我們在該郡的努力和霍楚爾州長的努力，這

位氫燃料行業的領導者即將來到維斯塔科技園。這是奧爾巴尼郡最具變革性的投資之一，

到 2026 年將創造 1,600 多個薪資優厚的工作崗位，工資總額超過 3 億美元。這一突破性

專案建立在奧爾巴尼港和科伊曼斯港歷史性的海上風電專案的基礎上，這些專案使首府地

區成為國際公認的清潔能源製造中心。」  

  
伯利恒鎮 (Bethlehem Town) 鎮長大衛．范盧文 (David VanLuven) 表示，「未來是綠

色的，綠色的未來就在伯利恒。我們的規劃和工程團隊與新蘇格蘭鎮、奧爾巴尼郡和普拉

格能源公司的代表密切合作，將專案從概念快速高效地推進到施工階段。該專案證明了伯

利恒對商業友好的態度和對清潔能源的承諾，我們預計這只是未來更多綠色企業的開

始。」  

  
新蘇格蘭鎮鎮長道格拉斯．拉格朗日 (Douglas LaGrange) 表示，「新蘇格蘭鎮很高興

也很自豪能幫助推動普拉格能源公司這個令人興奮的新專案。我們與紐約州、奧爾巴尼

郡、普拉格能源公司，尤其是伯利恒鎮的合作令人難以置信。我們共同展示了各級政府如

何與私營部門攜手合作，能夠做一切必要的事情，為今天和未來帶來就業、新收入和清潔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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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國州發展公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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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州發展公司是紐約主要的經濟發展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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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紐約州地區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s)，以及推廣本州標誌性旅遊品牌「我愛紐約 (I LOVE NY)」的主

要行政部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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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