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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楚爾州長宣佈極狼公司在莫郝卡山谷投資 10 億美元的先進碳化矽製造廠隆重開業   

   

這間全球最大的碳化矽製造廠將支持不斷增長的電動汽車、4G 和 5G 行動設備以及工業
市場   

   

新工廠是加強美國先進製造業和半導體供應鏈的重要一步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極狼公司 (Wolfspeed) 200 毫米碳化矽製造廠在馬西納米複合材

料中心 (Marcy Nanocenter) 隆重開業，該中心位於奧奈達郡 (Oneida County) 馬西鎮 (Marcy) 

的紐約州立大學理工學院校園內。極狼公司是全球碳化矽技術和生產領導者，承諾在新工

廠運營的頭八年創造 600 多個新工作崗位。此外，該公司將為紐約州立大學的學生提供實

習和研究職位，幫助推動紐約州立大學以製造業為導向的勞動力發展計劃。極狼公司正在

與該地區的教育和商業合作夥伴積極合作，為莫郝卡山谷 (Mohawk Valley) 的下一代高品

質、高技術工作（包括先進製造業的工作）建立強有力的渠道。  

   

「我們為這間新的晶片製造廠剪綵，即在兌現使紐約成為美國對企業和工人最友好州的承

諾，同時鞏固紐約作為國家半導體生產中心的地位，」霍楚爾州長表示。「像極狼公司

這樣的尖端行業雇主將為馬西這樣的社區帶來高薪工作和教育機會，從而推動紐約的未來

發展。本屆政府正全力以赴，為我們州的成功定位新興產業，感謝與極狼公司建立的這種

公私合作關係。」  

   

極狼公司執行長葛列格．洛 (Gregg Lowe) 表示，「極狼公司向莫郝卡山谷的戰略擴張開啓

了我們公司發展的下一篇章。當我們展望以能源效率和可持續性為基礎的技術未來時，對

碳化矽的需求是巨大的。我們非常幸運能來到莫郝卡山谷地區，這是一個人才濟濟、幹勁

十足、對未來充滿希望的地方。」  

   

極狼公司莫郝卡山谷製造廠的啓用正值全球半導體或「晶片」短缺的關鍵時刻，2019 冠

狀病毒病疫情加劇了這種短缺。極狼公司致力於在美國東海岸建立一條碳化矽走廊，以莫

郝卡山谷工廠及其在北卡羅來納州的總部和材料運營部門為基礎。  

   

莫郝卡山谷工廠將顯著提高極狼公司的產能，並支持半導體行業從矽到碳化矽的轉型。碳

化矽對於電動汽車、可再生能源、能源儲存以及工業應用的發展至關重要。該專案是紐約



作為國家半導體技術中心 (NSTC) 的主要樞紐和總部，如何協助各種規模的半導體公司，

特別是製造商的一個典型例子。在馬西施工建造期間，極狼公司能夠與紐約州研究、經濟

發展、技術工程與科技中心 (NY CREATES) 合作，在將工具和設備遷移到最近完工的工廠

之前，在奧爾巴尼奈米科技綜合園 (Albany Nanotech Complex) 運行其晶圓工藝和檢驗工

具，從而縮短了從工廠完工到晶片生產的時間。霍楚爾州長一直大力倡導將 NSTC 安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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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亦是

世界上最先進的園區之一。  

   

極狼公司專注莫郝卡山谷社區發展，與紐約州立大學理工學院建立了重要的合作夥伴關

係，將為學生拓展教育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機會。這包括一項為期 10 年的 200 萬美

元獎學金計畫，以及從 2020 年 8 月開始的 5 年期間，透過 150 萬美元基金創建兩個捐贈

教席。  

   

獎學金支援將有助於確保歷來服務不足或邊緣化社區的學生，以及那些有重大經濟需求的

學生，有更多機會獲得教育機會，使他們有能力成為未來高科技勞動力的一部分。目前在

紐約州立大學理工學院奧爾巴尼和尤蒂卡分校，已向有志從事半導體行業的學生提供了總

計 4.6 萬美元獎金。目前有 24 名學生獲得極狼公司獎學金資助。  

   

帝國州發展公司 (ESD) 提供了高達 5 億美元績效資本撥款，用於支付部分建造和裝修新設

施、購置和安裝設備的成本，以及《精益求精工作計劃 (Excelsior Jobs)》提供的 100 萬美

元的退稅額。紐約州立大學還承諾為紐約州立大學系統匹配極狼公司提供的與半導體相關

的研究經費，最高可達 500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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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狼公

司在馬西開設的碳化矽晶片廠將對莫郝卡山谷地區和紐約州帶來變革。從第一天起，極狼

公司就開始積極著手進行，在勞動力發展方面進行了大量投資，僱用紐約州立大學畢業

生，並回饋他們現在稱之為家的社區。我為我們共同建立的夥伴關係感到無比自豪，並對

極狼公司和該地區的未來，以及我們為發展紐約州的半導體產業所採取的行動感到興

奮。」  

   

紐約州勞工廳 (Department of Labor) 廳長羅伯特．芮登 (Roberta Reardon) 表示，「我祝賀極

狼公司取得這一里程碑成就，並感謝該公司成為莫郝卡山谷經濟機遇的引擎。勞工部很自

豪能夠繼續幫助極狼公司滿足其勞動力需求。無論是透過我們的紐約州職業資料庫 (New 

York State Job Bank)、職業招聘會，還是我們的許多其他資源，我們都將繼續致力於確保

企業與紐約州的高技能工人建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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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先進製造業和電力電子領域的先鋒作用感到自豪，我們吸引了最優秀、最聰明的教

師來到我們的校園，為學生提供研究機會，並開發和部署了新的勞動力發展計劃。極狼公

司的合作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果沒有凱西．霍楚爾州長、紐約州立大學理工學院和極

狼公司的領導，合作是不可能實現的。」  



  

紐約州研究、經濟發展、技術工程與科技中心總裁大衛．安德森 (David Anderson) 表示，

「今天在莫郝卡山谷舉辦的極狼公司工廠開業典禮是一個完美的典範，展示了紐約的公私

合作關係如何成功吸引投資、發展重要產業，並為紐約民眾創造就業機會。紐約州研究、

經濟發展、技術工程與科技中心是這一歷史性專案的關鍵合作夥伴，我們很高興極狼公司

在建造新工廠的同時，能夠利用奧爾巴尼奈米科技綜合園的世界級設施來完善其工藝和檢

驗工具，加快在馬西的生產時間。」  

   

紐約州立大學理工學院代理院長陶德．A．勞森 (Tod A. Laursen) 博士表示，「紐約州立大

學理工學院很榮幸能與凱西．霍楚爾州長一起祝賀極狼公司舉行其最先進的莫郝卡山谷工

廠剪綵。該工廠現在為我們地區、紐約州帶來了難以置信的希望，尤其是我們的畢業生，

他們為即將到來的前沿職業做好了充分的準備。感謝與極狼公司的合作，該公司投入 25 

萬美元設立極狼公司課程獎，為目標明確、以半導體為中心的課程提供助力，並為紐約州

立大學理工學院提供新的高科技設備；該公司投入 200 萬美元的獎學金計劃在十年內提供

獎學金機會，提升傳統上服務不足社區學生的入學機會；並提供 150 萬美元的資金，設立

約翰．愛德蒙 (John Edmond) 博士和約翰．帕爾莫爾 (John Palmour) 博士紐約州立大學理工

學院捐贈教席；所有這些都為紐約州立大學理工學院學生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機會的

持續擴大奠定了基礎。」  

  

州參議員約瑟夫．A．格裡夫 (Joseph A. Griffo) 表示，「極狼公司在紐約州立大學理工學

院馬西校園的馬西納米複合材料中心開業，是許多地方官員和經濟發展組織的前瞻性願景

和大量辛勤工作的結果。極狼公司將加強社區建設，為莫郝卡山谷和紐約州北部未來的經

濟增長和活力做出貢獻。」  

   

衆議員瑪麗安．布滕肖恩 (Marianne Buttenschon) 表示，「我很高興參加極狼公司莫郝卡山

谷工廠在馬西的盛大開業典禮。技術發展迅速，電腦晶片是許多工業和消費產品的重要組

成部分。我很自豪這個尖端製造廠在我們地區開業。很高興看到我們社區的工廠生產下一

代碳化矽產品。莫郝卡山谷為先進製造業提供了巨大的資源，包括附近的紐約州立大學理

工學院培訓的年輕科學家和工程師，以及在羅馬的美國空軍研究實驗室進行的先進研究，

這個社區代表了高科技製造業的理想生態系統。我期待這一領域的下一步發展。」  

  

奧奈達郡 (Oneida County) 郡長小安東尼．J．皮森特 (Anthony J. Picente Jr.) 表示，「今天的

極狼公司開業典禮是 20 年辛勤工作和決心的結晶。感謝葛列格．洛及極狼公司團隊，你

們是如此出色的合作夥伴。從第一天起，我們就知道此合作是天作之合。極狼公司是推動

發展最快和最重要的技術之一——電動汽車的領導者，現在奧奈達郡和該地區正處於這一

變革性產業的中心。對奧奈達郡來說，最好的時光還尚未來臨。」  

   

尤蒂卡市長羅伯特．帕爾米里 (Robert Palmieri) 表示，「極狼公司的開業證明，只要我們

齊心協力，大尤蒂卡地區可做出偉大的成就。極狼公司是一個催化劑，它將改變我們市、

郡和州的面貌。這亦表明我們已經走了多遠，我們地區的未來還有多大的可能。我要感謝



霍楚爾州長對該專案的堅定支持，我期待與她合作，共建馬西納米複合材料中心幫助實現

的未來。」  

   

羅馬市市長傑奎琳 M. 伊佐 (Jacqueline M. Izzo) 表示，「今天，我們正式歡迎極狼公司加入

我們的社區，莫郝卡山谷迎來了當之無愧的勝利。經過數十年將我們地區打造成下一代晶

片開發領導者的場地準備和全球行銷，極狼公司製造廠將奠定莫郝卡山谷作為含碳化矽晶

圓先進製造領導者的地位。該公司已在紐約州立大學理工學院和 MVCC 做出獎學金和人

才渠道開發投資，這將為新莫郝卡山谷工廠帶來高科技就業機會。如果沒有霍楚爾州長、

帝國州發展公司、EDGE 以及我們的地方和州民選官員的支持，這是不可能實現的。他們

共同努力，使莫郝卡山谷的高科技走廊在未來幾十年持續增長，並加強我們地區吸引最優

秀和最聰明人才加入這些新興技術的能力。」  

  

莫郝卡山谷 EDGE 總裁兼執行長史蒂文．迪莫 (Steven DiMeo) 表示，「在過去十年中，紐

約州和我們當地的政府合作夥伴透過投資馬西納米複合材料中心和 I-90 創新走廊，堅定

地承諾進一步提升紐約州北部在半導體研究和製造領域的領導者地位。這些投資打造了一

個現成場地，再加上在紐約州立大學理工學院和莫郝卡山谷社區學院的強有力合作，創造

了優良的環境，這對於確保極狼公司入駐馬西納米複合材料中心至關重要。我們要感謝凱

西．霍楚爾州長和帝國州發展公司支援推進建設 I-90 半導體和先進電子走廊的計畫，該

走廊將連接首府地區與尤蒂卡羅馬和錫拉丘茲 MSA，這將得益於即將通過的支援半導體

和先進電子行業的聯邦立法。」  

   

霍楚爾州長從上任伊始就強調了確保紐約州在發展先進製造業強大生態系統中發揮作用的

重要性，紐約州在今年的州預算中承諾提供高達 2 億美元的資金，用於「紐約重點吸引高

科技就緒產業 (Focused Attraction of Shovel-Ready Tracts New York, FAST NY)」計劃。FAST 

NY 旨在啟動紐約基礎設施建設，以吸引高科技製造業，尤其是半導體製造業。   

   

此外，州長在州預算中承諾投資 3.5 億美元，以支援跨州機構和當局對勞動力發展的廣

泛、歷史性和協調性投資。紐約州戰略勞動力發展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Strategic 

Workforce Development)，帝國州發展公司的一個部門，將利用帝國州發展公司與僱主的關

係來幫助確定僱主的需求，制定量身定制的區域培訓策略，並支援訓練紐約民眾在需求領

域取得成功所需技能的計劃。   

   

該辦公室將與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s)、勞工廳、紐

約州立大學和紐約市立大學以及其他合作夥伴合作，以確保協調一致的培訓和勞動力戰

略。靈活的撥款和資本由紐約州戰略勞動力發展辦公室管理，將支援紐約州各地區的尖端

技能培訓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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