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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楚爾州長宣佈新的團隊將指引本州打造全國領先的半導體研發和製造中心的戰略  

  
業界資深人士大衛．安德森和道格拉斯．格羅斯博士將領導開展工作，將全新國家半導

體技術中心的主要樞紐引進奧爾巴尼奈米科技綜合園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任命大衛．安德森 (David Anderson) 擔任紐約研究、經濟促

進、技術、工程和科學中心 (New York Center for Research, Economic Advancement,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NY CREATES) 總裁。安德森是一位擁有數十年

經驗的業界資深人士，他將與 NY CREATES 前總裁、前主席道格拉斯．格羅斯 

(Douglas Grose) 博士合作，共同領導本州的戰略，以確保獲得數十億美元的聯邦資金，

從而將奧爾巴尼奈米科技綜合園 (Albany Nanotech Complex) 構建成為一個主要研發中

心，以及擬議的國家半導體技術中心 (National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Center) 的總

部。  

  
「供應鏈問題和全球衝突持續影響微晶片的生產，紐約州隨時準備好帶頭振興國內的半導

體產業。」霍楚爾州長表示，「為持續推進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疫情後的經濟

復甦，我們正努力推動國家的創新經濟發展，而大衛．安德森和道格拉斯．格羅斯博士所

擁有的經驗和專長將對此發揮關鍵作用。我期待這些行業參與者能夠發揮帶路作用，同時

我們將繼續聚焦於發展這一關鍵行業，從而鞏固紐約州作為全國半導體製造中心的地

位。」  

  
大衛．安德森在加入 NY CREATES 之前，曾於近期擔任 SEMI 美洲分會的總裁，SEMI 

(Semiconductor Equipment and Materials International) 是全球領先的電子製造和設計供

應鏈行業協會。安德森憑藉其在半導體和微電子行業數十年的經驗，在多個協會和聯盟擔

任領導職位的履歷，以及在全球供應鏈問題上的專業知識，為這個全州性的組織帶來了亟

需的知識和技能，這些對於帶領組織開啓創新和成功的新篇章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安德森將在擔任總裁期間負責為該組織提供戰略領導，並監督一個目前在全州各地共有 

10 個站點的計畫組合，同時每年將透過目前的行業合作夥伴和州政府合作夥伴以及聯邦

政府的研究和經濟發展計畫支出超過 3.5 億美元。安德森還將專注於使奧爾巴尼奈米科技

綜合園做好準備滿足聯邦政府的需求，包括維護和發展行業夥伴關係，並推動新建最先進

無塵室的舉措。  

  



鑑於目前正處於把握聯邦機會的關鍵時刻，NY CREATES 還邀請了道格拉斯．格羅斯博

士來擔任顧問一職。格羅斯博士將專注於與新的和現有的合作夥伴協作，構建、指導和實

施必要的工作，以完成向美國商務部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提交國家半導體技

術中心 (NSTC) 和國家先進包裝製造計畫 (National Advanced Packaging Manufacturing 

Program, NAPMP) 的申請，這項計畫包括位於美國各地的研發地點，總部設在奧爾巴尼

奈米科技綜合園。格羅斯博士數十年的經驗、良好的人際關係以及對紐約州和全國半導體

生態系統的系統認識，使他成為了擔任這一重要職務的不二人選。  

  
NY CREATES 總裁大衛．安德森表示，「我很榮幸能夠在這個對於半導體行業而言挑戰

和機遇並存的時期加入霍楚爾州長和紐約州政府團隊。我們的組織處於助力國家發展的一

個重要位置之上。我的首要任務之一將是幫助奧爾巴尼奈米科技綜合園不斷發展並做好準

備，使其能夠作為國家半導體技術中心的一個組成部分來發揮作用。我期待 NY 

CREATES 透過與我們的行業、政府和學術界合作夥伴通力合作，在紐約州各地推動新

的創新型研發舉措並創造經濟機會。」  

  
道格拉斯．格羅斯博士表示，「國會正在審議的立法代表著聯邦將對美國國內的創新性

和創造力作出歷史性的投資，因此我們必須做好響應的準備。紐約州政府及其合作夥伴可

以憑藉其世界一流的基礎設施和在聯合研發和公私合作方面的成功經驗，而發揮一種帶頭

領導的作用，但我們深知，我們不能孤軍作戰。我期待能夠與我們廣大的聯盟戰友合作，

並建立新的夥伴關係，共同制定將提交給聯邦政府的提案，以確保獲得資金並將紐約州建

成國家半導體技術中心的一個主要樞紐。」  

  
為應對全球性半導體短缺問題，國會正在推進《美國創新與競爭法》(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USICA) 等多項立法，其中包括為價值 520 億美元的《為美國半導

體生產建立有效激勵措施法案》（Creating Helpful Incentives to Produce 

Semiconductors for America Act，亦稱為「晶片法案」(CHIPS Act)）提供全部資金。晶

片法案代表著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透過建立國家半導體技術中心，建設新的國內製造設

施，美國將有機會重新成為微電子研發、勞動力教育和培訓以及供應鏈轉型方面的全球領

導者。  

  
紐約州的基礎設施、勞動力和公私合作歷史，使其具備得天獨厚的優勢，能夠支援聯邦政

府集中精力進行半導體研發的承諾，同時，紐約州正在與來自業界、政府、學術界和國家

實驗室的廣大聯盟合作夥伴共同合作支援這項舉措。上個月，紐約州與來自近 20 個州的 

50 多個組織，包括艾司摩爾 (ASML)、微軟 (Microsoft)、應用材料 (Applied Materials)、

TEL、紐約州立大學 (SUNY)、麻省理工學院 (MIT)、霍華德大學 (Howard University)、

IBM 等，共同發起了美國半導體創新聯盟 (American Semiconductor Innovation 

Coalition, ASIC)，聯盟將透過其對於國家半導體技術中心的共同全國性願景，加快半導

體研發的步伐，擴大美國在半導體創新方面的優勢。  

  
紐約州的戰略核心是奧爾巴尼奈米科技綜合園，它是北美最先進的公有制 300 毫米半導

體研發設施，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園區之一。園區斥資 150 億美元打造而成，園區

內擁有應用材料、IBM 和 TEL 等租戶，以及包括 2,700 多名行業專家、員工、學生和教



職員工在內的勞動力隊伍。園區在管理包含全州和全美各地數以百計的企業和學術夥伴的

開放性研發聯盟方面有著成功的記錄。此外，園區還是實現半導體行業重大突破的所在

地，包括世界上第一個 7 奈米 (nm)、5 奈米和 2 奈米晶片技術、人工智慧硬體和積體光

子。目前世界上前三快的超級電腦中有兩台在運行中使用在奧爾巴尼奈米科技綜合園內開

發的技術。  

  
奧爾巴尼奈米科技綜合園及其合作夥伴對於紐約州半導體產業的建立和發展始終發揮著不

可或缺的作用，這使得本州擁有美國第三大半導體生態系統，包括 88 家半導體機構，約 

57 億美元的年工資影響，超過 34,000 個直接就業崗位，以及全球行業領導者，如格羅

方德 (GlobalFoundries)、沃孚 (Wolfspeed)、丹佛斯 (Danfoss) 和安森美 (onsemi)。帝

國州還擁有全國最全面的高等教育系統：紐約州立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SUNY)，以及兩所常春藤盟校和一個龐大的公立和私立院校網路，這些院校每年共有超

過 40,000 個 STEM 相關學位畢業（STEM 即科學 (Science)、技術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 和數學 (Mathematics)）。  

  
此外，紐約州還有多個園區已經為半導體行業的投資和新晶圓廠建設做好準備，這些園區

均擁有發達的基礎設施和充足的電力、供水和污水處理能力。這些園區包括紐約州中部地

區 (Central New York) 的白松科技園 (White Pine)，莫霍克谷 (Mohawk Valley) 的馬西奈

米中心 (Marcy Nanocenter)，以及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的科技先進製造

園 (Science & Technology 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k, STAMP)。為了吸引更多的晶

片生產入駐紐約州，霍楚爾州長近期推出了新的 FAST NY 計畫，該計畫為成長中的高科

技產業，特別是半導體製造業，提供了高達 2 億美元的資金。  

  
紐約州帝國州發展公司代理主任、總裁兼執行長候任人霍普．奈特 (Hope Knight) 表

示，「奧爾巴尼奈米科技綜合園所取得的突破性進展，證明了各級政府、學術界和私營

企業之間有著十分寶貴的合作夥伴關係。沒有其他地方比奧爾巴尼更適合作為國家半導體

技術中心的總部。我充滿信心，大衛．安德森和道格拉斯．格羅斯的這個團隊所擁有的知

識、專長和領導力能夠使 NY CREATES 繼續取得符合我們期望的卓越成就，特別是在我

們應對全球晶片短缺的這一時期。」  

  
紐約州立大學臨時校長黛博拉．F．斯坦利 (Deborah F. Stanley) 表示，「紐約州是一個

與眾不同的創新中心，它促進地區性和全國性的開創式公私夥伴關係，擴大教育機會，開

發為所有美國人日常生活提供動力的晶片。在紐約州政府的投資支援下，透過與業界和夥

伴大學的密切合作，我們得以擁有獨一無二的 300 毫米原型設計設施，使美國成為全球

半導體領導者所需的勞動力，以及培養下一代勞動者的學術項目。我想感謝霍楚爾州長組

建這個由大衛．安德森和道格拉斯．格羅斯擔綱的領導團隊，他們將使這項工作取得進一

步的發展，鞏固奧爾巴尼奈米科技綜合園作為國家半導體研發中心的地位。」  

  
參議員查克．舒默 (Chuck Schumer) 表示，「今天所宣佈的消息，即這些頂尖的行業領

袖將領導紐約州的半導體發展，驗證並支援了我的目標：使奧爾巴尼奈米科技綜合園成為

美國領先的晶片研發中心。當我在擬定《美國創新與競爭法》以及旨在創建國家半導體技

術中心的史無前例的 520 億美元全新聯邦半導體激勵措施時，我始終把我們的奈米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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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園作為優先考量。正因如此，我親自把商務部的雷蒙多 (Raimondo) 部長和格雷夫斯 

(Graves) 副部長帶到奧爾巴尼，親眼看看紐約州北部地區是多麼得天獨厚地適合領導美

國晶片產業的復興，增強美國在技術和製造業的領導地位，並為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新增無數的高薪就業機會。」  

  
參議員柯爾斯頓．吉利布蘭德 (Kirsten Gillibrand) 表示，「NY CREATES 是一個世界

級的創新中心，它將在我們應對全球性半導體短缺的努力中發揮關鍵作用。祝賀大衛．安

德森獲得任命，我期待能夠與他共同努力加強國內製造業並支援紐約州的研發工作。」  

  
眾議員傑羅德．納德勒 (Jerrold Nadler) 表示，「我很高興霍楚爾州長將半導體的研

究、開發和生產放在優先地位。這些新的任命將確保紐約州能夠處於帶頭解決全球半導體

短缺問題的適當位置之上。我很自豪能夠支援《美國創新與競爭法》，該法案將幫助紐約

州和國家在技術和研發的方面保持全球領先地位。」  

  
眾議員卡羅琳．馬洛尼 (Carolyn Maloney) 表示，「祝賀大衛．安德森和道格拉斯．格

羅斯博士被任命為 NY CREATES 的領導者。他們所具備的豐富知識和敬業精神，將使紐

約州成為領先的半導體研發中心。在聯邦層面，我很自豪也很高興能透過聲援《美國競爭

法》(America COMPETES Act)，成為 NY CREATES 的一名合作夥伴，《美國競爭法》

是一個大膽的立法方案，它將對研究、創新和美國製造業進行必要的新投資。這個方案將

加快美國關鍵半導體晶片的生產，透過在國內製造更多商品來加強供應鏈，提高研究能力

以引領未來的技術發展，增強我們的全球競爭力，同時支援強有力的勞工標準和人權。」  

  
眾議員保羅．唐考 (Paul Tonko) 表示，「我們的首府地區是眾多開創性研究和製造中心

的所在地，這些中心將發揮關鍵作用，推動半導體行業發展至新的高度。我正在努力為這

個領域爭取聯邦投資，包括推進我們的《美國競爭法》（其中包括我的《微電子法》

(Micro Act)），以支援微電子的研發，並為歷史性的《美國晶片法案》提供重大資金。我

讚賞霍楚爾州長的果敢領導，同時期待與她並肩合作，確保獲得所需的資源，以使本地區

在半導體製造方面引領全國和世界。」  

  
眾議員喬．莫雷爾 (Joe Morelle) 表示，「紐約州一直是高科技創新領域的領導者，而 

NY CREATES 團隊將透過推動半導體和微電子行業的關鍵研發，幫助進一步鞏固這一傳

統優勢。我很自豪能夠被任命為會議委員會 (Conference Committee) 的成員，以推動聯

邦的《美國競爭法》和《美國創新與競爭法》，這些立法將利用這類資產為我們的國家經

濟創造效益。非常感謝霍楚爾州長與我們保持夥伴關係，同時也期待未來能夠繼續合作，

共同加強美國的全球競爭力，發展我們的經濟利益，並增強我們的勞動力。」  

  
眾議員賈馬爾．鮑曼 (Jamaal Bowman) 表示，「我認同霍楚爾州長的願景：使紐約州

成為國家的半導體創新中心。此外，我一直在國會為這一領域努力爭取真正具有公平性和

變革性的聯邦投資。我期待能夠與州長和她的新團隊合作，為社區創造亟需的就業機會，

充分釋放本州的高科技光彩，並讓每個紐約民眾在建設下一個經濟體的過程中擁有一席之

地。」  

  



州參議員奈爾．佈雷斯林 (Neil Breslin) 表示，「州長宣佈了將由大衛．安德森和道格拉

斯．格羅斯博士這兩位傑出的領導者來指引奧爾巴尼奈米科技綜合園的半導體戰略。奧爾

巴尼奈米科技綜合園正需要像安德森先生和格羅斯博士這樣的領導者，來帶領園區為紐約

州帶來更多的半導體業務，以及這一高技術性工作行業為本地區帶來的優勢。」  

  
州眾議員約翰．T．麥可唐納德三世 (John T. McDonald III) 表示，「祝賀新的領導團隊

將負責引領奧爾巴尼奈米科技綜合園。這些經驗豐富的領導者將確保奧爾巴尼奈米科技綜

合園繼續發展壯大，並始終處於新興產業和機會的最前沿。奧爾巴尼奈米科技綜合園源於 

20 多年前由州眾議院所支援的一個想法，它使本州經濟中的技術部門得到了發展，並帶

動了私營部門的投資和就業機會的創造，從而鞏固並擴大了我們首府地區的經濟。我相信

新的領導團隊是正確的組合。當前聯邦政府正在認識到我們的資產和優勢，我相信這將促

進為本地區和整個紐約州吸引更多的聯邦和私人投資。感謝霍楚爾州長繼續鞏固紐約州作

為半導體領域領導者的地位。」  

 
州眾議員派特裡夏．費 (Patricia Fahy) 表示，「紐約州和首府地區繼續鞏固其在人工智

慧和未來技術方面的全國領先地位。大衛．安德森和道格拉斯．格羅斯博士的任命進一步

深化了這項使命，並將有助於把奧爾巴尼奈米科技綜合園構建成為一個主要研發中心，以

及擬議的國家半導體技術中心的總部。結合昨天宣佈的重建沃茲沃斯實驗室 (Wadsworth 

Laboratory)，我們將充分做好準備對本州的哈裡曼辦公園區 (Harriman Office Campus) 

進行轉型，並使首府地區成為國家的下一個研究中心。」  

  

州眾議員凱利．維爾納 (Carrie Woerner) 表示，「我熱烈歡迎大衛．安德森和道格拉

斯．格羅斯博士的加盟，他們將助力州政府在扶持紐約州半導體產業方面持續取得進展。

他們的知識和經驗將有助於推動這些專案和技術的發展，從而造福於半導體行業和本州民

眾。紐約州擁有實施尖端研究和開發所需的所有工具和資源，對於這種高水準領導力的承

諾將加強本州在這個關鍵發展領域的地位。」  

  

奧爾巴尼市長凱西．希恩 (Kathy Sheehan) 表示，「我想歡迎大衛．安德森和道格拉

斯．格羅斯博士作為新的領導者來帶頭將奧爾巴尼奈米科技綜合園構建成為一個主要研發

中心以及擬議的國家半導體技術中心的總部。大衛．安德森和道格拉斯．格羅斯博士是業

界公認的領導者，他們所帶來的必要知識和專長將帶領紐約研究、經濟促進、技術、工程

和科學中心開啓其創新和成功的新篇章。我讚賞霍楚爾州長任命這些卓有成就的戰略領導

者來引領這項激動人心的關鍵努力，以確保獲得數十億美元的聯邦資金，維持首府地區作

為主要的半導體研發中心的地位。」  

  
奧爾巴尼郡郡長丹尼爾．P．麥考伊 (Daniel P. McCoy) 表示，「簡而言之，在這個國

家，沒有其他地方比奧爾巴尼郡更適合建立國家半導體技術中心。我們已經做好準備，與

奧爾巴尼奈米科技綜合園、紐約州立大學理工學院奈米科學和工程學院以及眾多關鍵的行

業領導者合作，積極著手開展工作，確保美國能夠生產亟需的微晶片，進而降低許多消費

品的價格，幫助我們與中國競爭。霍楚爾州長組建了這個出色的團隊，他們所擁有的知識

和經驗有可能使紐約州成為整個半導體行業的中心，州長的這項成果值得我們稱讚。」  

  



在 SEMI 美洲分會任職期間，安德森負責加快行業標準、宣導、社區發展、展覽和計

畫，管理和培養與美國和全球各地的 SEMI 成員、當地協會以及行業、政府和學術界成

員之間的關係。他曾在快捷半導體公司 (Fairchild Semiconductor)、國家半導體公司 

(National Semiconductor)、半導體行業供應商協會 (Semiconductor Industry Suppliers 

Association) 和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 (SEMATECH) 擔任領導職務。安德森還曾擔任諾瓦

蒂科技公司 (Novati Technologies) 的執行長和董事長，並曾在開發代工廠 ATDF 和 

SVTC 科技公司擔任高管職務。安德森擁有普渡大學 (Purdue University) 的理學士和工

程碩士學位，以及納森學院 (Nasson College) 的 MBA 學位，並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進修了工業工程的博士學位。  

  
格羅斯博士曾擔任 NY CREATES 的前總裁、前主席，現以獨立締約人的身份加入組織，

任期為六個月。他在半導體和先進微電子領域擁有長達數十年的成功職業生涯。自 2006 

年至 2009 年，格羅斯博士在超微半導體公司 (Advanced Micro Devices) 擔任技術開

發、製造和供應鏈高級副總裁。任職期間，他幫助指導成立了位於紐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New York) 的格羅方德公司，該公司目前是第二大純半導體代工廠。他曾擔任

格羅方德的創始執行長，指導了公司在新加坡、德國和紐約州的前沿技術產能擴大。格羅

斯博士畢業於倫斯勒理工學院 (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擁有 MBA 學位以及材

料工程學的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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