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2 年 6 月 16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宣佈 REALEATS 公司在安大略郡的新總部正式開幕  

  
新鮮餐食配送服務遷入位於傑尼瓦鎮的 80,000 平方英尺生產設施  

  
專案補充了「五指湖加速發展」計畫，這是本地區的全面戰略，旨在振興社區和發展經

濟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餐食配送服務公司 RealEats 位於安大略郡 (Ontario) 傑尼

瓦鎮 (Geneva) 蒙莫朗西路 (Montmorency Way) 1 號（5 號和 20 號公路）的 80,000 平

方英尺生產設施正式開幕。RealEats 原本坐落於當地的企業孵化器——傑尼瓦企業發展

中心 (Geneva Enterprise Development Center) 內。RealEats 目前在傑尼瓦的新地點共

有大約 160 名員工，並將在此生產和運輸充分烹製的、農場新鮮直供的客製化餐食。這

一擴張建立在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充滿活力的農業和食品加工業的基礎之上，它

是地區制定的「五指湖加速發展」(Finger Lakes Forward) 經濟發展計畫的核心組成部

分。  

  
「紐約州因擁有一些全球頂尖的食品而聞名於世，農業產業是我們全州經濟的一個重要組

成部分。」霍楚爾州長表示，「透過繼續加強對 RealEats 這類成功企業的投資，我們正

在支援那些專注於農業綜合企業行業未來發展的初創企業。我們致力於培養這些創新理

念，促進就業增長，進一步加強區域和全州經濟。」  

  
RealEats 成立於 2017 年，向美國大部分地區的家庭直接配送控制分量的、廚師烹飪的

健康餐食。RealEats 選擇了紐約州，特別是傑尼瓦，來進行業務擴張，因為這裡位於世

界聞名的五指湖農業區的中心位置。傑尼瓦也是康奈爾農業科技園 (Cornell AgriTech) 食

品與農業卓越中心 (Center of Excellence in Food and Agriculture) 的所在地，該設施首

屈一指地將多個合作夥伴聯合起來，共同促進紐約州農業和食品業的業務發展。  

  
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丹．懷斯 (Dan Wise) 表示，「我們無比幸運能夠在五指湖地區安

家，這裡有著非常多很棒的食物。我未曾想像，一個解決我的家庭晚餐難題的創意，有朝

一日會成為一項重要的公私合作夥伴關係，致力於為食品業打造一個更美好的未來。我們

衷心感謝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紐約州、安大略郡、傑尼瓦市、

康奈爾農業科技園的食品與農業卓越中心提供的巨大協助，以及我們的投資方：紐約州共

同退休基金 (New York State Common Retirement Fund)、Hamilton Lane 公司、Armory 



Square Ventures 公司、Excell Partners 公司以及健安喜公司 (GNC) 的大力支援，這些

對於我們的擴張而言至關重要。這項獨特的合作使得 RealEats 能夠在當地創造 160 個全

新的就業崗位，對我們的社區回報以大量的投資，並幫助全國各地的民眾享受健康食物所

帶來的營養益處。」  

  
帝國州發展公司此前已向 RealEats 提供了 50 萬美元的撥款，以支援其在傑尼瓦的持續

發展，並透過負責管理 FLXFWD 風險基金的 Excell Partners 進行了 245 萬美元的投

資，該基金由紐約州北部地區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提供支援。此

外，還透過基於績效的「精益求精就業稅收抵免計畫」(Excelsior Jobs Tax Credit 

Program) 提供高達 300 萬美元的資金，以換取創造就業崗位的承諾。RealEats 還在州

政府支援的「紐約種植」(Grow-NY) 食品和農業企業競賽中脫穎而出，成為第一輪 100 

萬美元的贏家，這項競賽致力於在紐約州的五指湖地區、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和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發展持久的農業食品行業創新集群。  

  
此外，州審計長湯瑪斯．P．迪納波利 (Thomas P. DiNapoli) 透過其州內私募股權投資計

畫 (In-State Private Equity Investment Program)，透過其合作夥伴 Armory Square 

Ventures 和 Hamilton Lane 公司向 RealEats 進行了五筆單獨的投資，投資金額總計 780 

萬美元。州養老基金已透過這項私募股權計畫向 500 多家公司進行了 16 億美元的投資，

自 2001 年以來產生了 10% 的內部回報率。紐約州共同退休基金與投資公司合作，對紐

約州的私營企業進行投資。  

  
帝國州發展公司主任、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霍普．奈特 (Hope Knight) 表示，「這家創新

企業在安大略郡的持續擴張是個非常好的消息，尤其是鑑於 RealEats 公司持續致力於在

其廚師烹飪的餐食中使用當地採購的食物，從而助力當地的農民。紐約州的農業產業是 

RealEats 成功的『秘訣』，也是我們全州經濟的『秘訣』，對於該公司來說，沒有其他

地方比美麗富饒的五指湖地區更適合強化其『根基』和『發展』其業務了。」  

  
州審計長湯瑪斯．P．迪納波利表示，「RealEats 是紐約本土的一個成功故事。它能夠

滿足消費者對於配送到府的、易於準備的健康晚餐選擇的日益增長的需求，這些餐食中許

多都是採用五指湖地區的新鮮食物來製作的。州養老基金已對 RealEats 進行了近 800 萬

美元的投資，因為該公司正在不斷產生成果，並且隨著線上餐食服務需求的增加而顯示出

巨大的潛力。我們非常自豪能夠幫助這家紐約企業進行擴張，並啓用一處新的設施。我們

正將養老金投資於本州的每個角落，同時產生堅實的投資回報，以便公務人員能夠安享有

保障的退休生活。」  

  
紐約州農業廳 (New York State Agriculture) 廳長理查德．A．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RealEats 是整個紐約州農業產業的多樣性和創造性的一個絕佳典範。隨著 

RealEats 繼續進行擴張和重塑，他們將在其餐食中使用紐約州的食品，幫助支援本州的

農民和生產者，彰顯本州最優秀的資源，對此我感到非常興奮。祝賀 RealEats 在傑尼瓦

這個食品研究和創新的中心盛大開幕，期待這一重要合作夥伴關係不斷向前邁進。」  

  



州參議員帕梅拉．赫爾明 (Pamela Helming) 表示，「我們非常自豪 RealEats 能夠將總

部設在傑尼瓦和第 54 選區。RealEats 是一個建立在創新和合作之上的成功故事。感謝

丹．懷斯和 RealEats 團隊對五指湖地區的持續投資，尤其感謝你們對當地農民及其生產

的優質食物所作出的承諾。感謝傑尼瓦市、康奈爾農業科技園及食品與農業卓越中心、安

大略郡、帝國州發展公司以及為 RealEats 的發展和成功提供支援的所有人。五指湖地區

是當之無愧的食品、飲料和農業綜合企業的中心。讓我們保持勢頭，持續發展！」  

  
州眾議員傑夫．加拉罕 (Jeff Gallahan) 表示，「RealEats 的新總部是紐約州充滿活力的

農業綜合企業行業的一個最佳例證。RealEats 透過提供永續、健康的餐食選擇，展現了

農業經濟的多樣化性質。RealEats 不僅直接創造就業崗位，而且還透過向當地的農民採

購食物，支援整個五指湖地區的農業就業機會。RealEats 對傑尼瓦起到了重要的補充作

用，我確信，這個新總部將使他們能夠在安大略郡繼續發展並創造成功。」  

  
傑尼瓦鎮鎮長馬克．韋努蒂 (Mark Venuti) 表示，「當我們聽說 RealEats 需要更多的空

間，並且正在本鎮察看大型空置建築時，我們全力提供了支援。我們很希望這家持續發展

的企業能夠留在傑尼瓦，所以本鎮毫不猶豫地同意成為社區建設專項撥款 (Community 

Development Block Grant) 的申請人，以協助其獲得裝修經費。祝賀並歡迎 RealEats 來

到傑尼瓦鎮。」  

  
已退休的州參議員、五指湖地區定位組織 (LOCATE Finger Lakes) 主席邁克爾．諾左裡

奧 (Michael Nozzolio) 表示，「Real Eats 是一個真正的五指湖地區成功故事。公司富有

遠見的創始人、首席執行官丹．懷斯，透過與傑尼瓦市、安大略郡、紐約帝國州發展公

司、康奈爾農業科技園的食品與農業卓越中心以及充滿活力和多樣性的五指湖地區食品生

產生態系統建立重要的夥伴關係，建立起了一家極具創造力和創新性的公司。透過丹的主

動進取和辛勤工作，他和他的 Real Eats 團隊成功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客戶，生產了數百萬

份餐食，增加了超過 160 個就業崗位，並帶來了充滿活力的全新高科技方法，以便將五

指湖地區家庭農場所生產的健康食品，帶到全美國各地的餐桌之上。」  

  
五指湖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Finger Lake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聯合主席、大羅徹斯特商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鮑勃．杜飛 (Bob Duffy)，以及

紐約州立大學熱內塞奧分校註協鄧尼斯．巴特爾斯 (Denise Battles) 表示，「本委員會

認識到，農業和食品行業正在迅速發生變化，消費者需要健康、優質、當地種植的食品。

RealEats 是本委員會致力於支援的創新夥伴關係類型，未來數年，它將在這一關鍵行業

中持續創造就業崗位和發展機會。」  

  
康奈爾農業科技園紐約州食品與農業卓越中心執行主任凱薩琳．楊 (Catharine Young) 

表示，「RealEats 的創新能力和對卓越的承諾使得他們在市場上脫穎而出。他們已在美

國眾多地區的民眾餐桌上佔據了一席之地，為尋求健康食材、美味和便利的個人和家庭提

供了無數美味營養的餐食。RealEats 已成為五指湖地區的一個主要雇主，以及紐約州農

業食品系統的一個新興領導者，為就業和經濟增長提供動力，並促進本州的家庭農場。康

奈爾大學非常自豪能夠透過卓越中心、食品風險中心 (Food Venture Center) 和『紐約種



植』與他們合作，我們期待能夠繼續成為他們的一項資源。我們相信，隨著 RealEats 在

新的地點蓬勃發展，他們必將繼續取得巨大的成功。」  

  
Hamilton Lane 公司直接股權投資董事總經理大衛．赫爾格森 (David Helgerson) 表

示，「RealEats 是紐約州共同退休基金 (NYSCRF) 為紐約州北部地區的企業提供發展資

本支援的一個絕佳範例。Hamilton Lane 很高興能夠幫助 RealEats 進行持續擴張，並啓

用這處先進的食品生產設施，以支援更加永續的、當地採購的、有健康意識的食品偏好轉

型。」  

  
如需瞭解關於 RealEats 的更多資訊，請造訪：https://www.realeats.com/，或聯絡：

support@realeats.com  
  
加快實施五指湖加速發展計畫  

今天的公告補充了「五指湖加速發展」計畫，該計畫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藍圖，用於創造

強勁的經濟增長和社區發展。該計劃重點投資包括光電、農業和食品生產等關鍵產業，以

及高階製造業。如今，本地區正在透過紐約州北部地區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提供的 5 億美元州政府投資來加速推進五指湖加速發展計畫。州政府的 5 億美

元投資將激勵民間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該地區已提交的方案預計將創造多達 8,200 

份新崗位。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帝國州發展公司簡介  

帝國州發展公司 (ESD) 是紐約最主要的經濟發展機構 (www.esd.ny.go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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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監管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及宣傳本州標誌性旅遊品牌「我愛紐約 (I 

LOVE NEW YORK)」的主要行政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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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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