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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楚爾州長宣佈 JMA 無線公司在錫拉丘茲斥資 1 億美元的 5G 生產園區和全球新總部

第一階段工作竣工  

  
全球無線科技領袖正式開辦未來工廠和美國境內由美國專有的 5G 園區；承諾創造 200 

餘個新崗位 

 
紐約州對變革性項目的投資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劃，這項計劃是本地區的

全面戰略，用於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為幫助 5G 無線技術領袖 JMA 無限公司 (JMA Wireless) 新總部

在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正式開辦而訪問了該公司。JMA 公司將其業務遷

至毗鄰市中心的錫拉丘茲 (Syracuse) 東南門戶科特蘭大街 (Cortland Avenue)。全球 5G 

軟體技術創新公司將為此項多階段開展的項目中投資 1 億美元。龐大的園區佔據城市一

個街區，這裡目前是 JMA 的總部和未來工廠所在地。公司JMA 公司在這一廠址生產最

先進的 5G 設備，包括無線電通訊、嵌入式電線和毫米波產品。 

 
「JMA 公司在錫拉丘茲的擴建工作將創造數百個新崗位，還將把紐約州中部地區進一步

建設成為創新中心，」霍楚爾州長表示。「這筆數百萬美元投資驗證了針對地區開展的

變革性經濟發展戰略。透過採納能吸引發展企業來到我們社區的政策，我們將在紐約州

北部地區 (Upstate New York) 發展經濟勢頭，還將信守我們為創造崗位和技術未來所許

下的承諾。」  

  
JMA 公司首席執行官約翰．蒙扎琳谷亞 (John Mezzalingua ) 表示，「隨著我們把錫拉

丘茲打造成為全國 5G 中心，這是歷史性的一刻，也是重建美國在全球無線技術市場上

的領導力工作中的重要第一步。在我們為紐約州中部地區創造 200 多個崗位和投資 1 億

多美元期間，感謝霍楚爾州長的合作。」  

 
這項由紐約州支持的項目補充了市郡開展的工作，即從中心區向南區 (South Side) 建造

強健的技術走廊，讓紐約州中部地區成為 5G 和智能城市發展的中心。該項目預計能為

中心區旁的貧困街區創造 200 多個崗位。這些崗位從初級到高級工程類不等。為協助項

目開展，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 將從北部地區復興專案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中撥款 500 萬美元。 

 



此外，JMA 公司於 2017 年為把州外業務遷至利物浦 (Liverpool) 而投資 3,400 萬美元。

該公司在那裡超越了其許下的創造 145 個崗位的承諾，其不僅在該地創造了 200 多個新

崗位，還把完成投資承諾的時間縮短到預期的一半。  

  
帝國州發展公司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專員霍普．奈特 (Hope Knight) 表示，「在霍楚爾

州長的領導下，我們將繼續吸引 JMA 無線公司等全球創新公司，他們知道紐約州為支持

其發展能提供獨一無二的技術人才庫。這家無線技術領袖決定將其全球新總部建於錫拉

丘茲和在這裡開辦全國首個美國專有 5G 園區，這顯示出紐約州為未來創造崗位而集中

發展創新經濟。」  

  
這一標誌性項目對錫拉丘茲中心區正在進行的改革進一步提供了支持。紐約州中部地區

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Central New York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始

終關注錫拉丘茲市中心區的復興。工作內容包括重新開放歷史悠久的錫拉丘茲酒店 

(Hotel Syracuse)（現稱錫拉丘茲市中心區瑪瑞特酒店 (Marriott Syracuse 

Downtown)）；有助於前瞻性企業家發展創意的技術園區 (Tech Garden) 擴建工作；將

卓越大樓 (Excellus) 翻新成為多功能標誌塔 (Icon Tower)；重建標準報 (Post Standard) 

原址大樓；打造在線市場和在南沃倫街建造 (South Warren Street) TCG 玩家 (TCG 

Players) 軟體公司創新總部。錫拉丘茲還是 1,000 萬美元中心區復興專案 (Downtown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第五輪比賽獲勝方。  

  
州參議員瑞秋．梅 (Rachel May) 表示，「紐約州中部地區是居住、娛樂、養家和經商

的好地方。JMA 公司在錫拉丘茲成功開展的擴建工作和所做的投資是好消息，他們在這

裡穩穩扎根表明我們地區將有光明的未來。我期待能看到他們持續取得成功，也期待他

們能延續錫拉丘茲個紐約州中部地區的發展。」  

  
州參議員約翰．W．曼寧 (John W. Mannion) 表示，「投資、技術就業和社區復興一同

造就了錫拉丘茲和紐約州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獲得成功， JMA 公司的擴建工作使我們政府

所取得成功的縮影。作為 5G 中心，錫拉丘茲將成為全國發展無線技術的中心，還能為

南區新增數百個優質崗位。感謝霍楚爾州長、JMA 公司和地方政府合作夥伴共同成就了

這一成功項目。」  

  
眾議員帕梅拉．J．亨特 (Pamela J. Hunter) 表示，「紐約州中部地區將繼續成為未來

技術的創新中心。JMA 無線公司新中心將創造優薪崗位，還能為技術方面的經濟深入發

展奠定基礎。我期待能與霍楚爾州長共同在投資商合作沒從而為我們地區創造更多機

會。」  

  
眾議員威廉．麥格納瑞麗 (William Magnarelli) 表示，「JMA 公司對錫拉丘茲中心區的

承諾和對該地區的投資證明了紐約州中部地區能適應讓我們繼續處於技術產業前沿的經

濟發展。把紐約州中部地區打造成為 5G 中心是完成智能城市發展的舉措。」  

  
眾議員艾爾．思特普 (Al Stirpe) 表示，「我對 JMA 公司擁有所有的尊重和信心。自我

和 JMA 公司於 2013 年首次接觸後，該公司就一直超額完成在我們為其設定的目標，我



確定他們將依舊如此。錫拉丘茲市及其選民將成為 JMA 公司新建的 5G 生產園區受益

方。這將成為錫拉丘茲崛起 (Syracuse Surge) 的先鋒力量！」  

  
奧農達加郡 (Onondaga County) 郡長 J．萊恩．麥克馬洪二世 (J. Ryan McMahon, II) 

表示，「我們當地經濟的發展勢頭毋庸置疑。JMA 公司和其他公司將要創造的數百個新

崗位對於我們社區來說是令人激動的消息。感謝促成這一成就的所有的合作夥伴。」  

  
錫拉丘茲市長本．沃什 (Ben Walsh) 表示，「錫拉丘茲正在成為全球智能城市，JMA 公

司在南區新建的 5G 生產員完美的例證了本市的進步。這筆歷史性投資將對本市復興予

以支持，也將對推動新經濟實現包容性增長的戰略錫拉丘茲崛起予以補充。感謝霍楚爾

州長、帝國州發展公司和 JMA 公司等對錫拉丘茲和此項目投資的眾多合作夥伴，我期待

能繼續共同達成成就。」  

  
紐約州中部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副主席暨紐約州中部地區製造業協會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of Central New York) 會長暨執行長蘭迪沃．爾肯 

(Randy Wolken)，以及勒莫恩學院 (Le Moyne College) 校長琳達．勒穆拉 (Linda 

LeMura) 博士表示，「地區委員會為錫拉丘茲中心區的未來發展全力以赴。透過支持 

JMA 公司擴建等變革性項目的開展，我們進一步開展工作用來重振本地區，為千禧一

代、本地家庭和其他人員修建一個好去處，使其能夠充分體驗本地區的資源。」  

  
JMA 無線公司簡介 

JMA 公司於 2012 年成立，其旨在在向 5G 過渡的關鍵時期重建美國在無線技術中的領

導力。位於紐約錫拉丘茲的 JMA 公司建造了全球最先進且全部基於軟體的 5G 平台，其

設計、代碼和生產工作均在美國完成。JMA 公司最著名的是其名為 XRAN 的軟體改革技

術，該公司的先進技術將為企業，工作人員，最終將為消費者開啟創新和連結新時代。

如需瞭解更多資訊，請造訪 www.jmawireless.com。  

  
加快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今天的公告是對「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的補充，這是該地區產生強勁經濟增長和社區

發展的綜合藍圖。這項針對地區設計的方案關注使全球市場機遇實現資本化、加強培養

創業精神，並創造具有包容性的經濟。現在，該地區正在透過「紐約州北部振興計劃」

投資 5 億美元加速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州政府的 5 億美元投資將激勵私營企業投資超

過 25 億美元，該地區已提交的方案預計將創造多達 5,900 份新工作。更多資訊請見此

處。  

  
帝國州發展公司簡介  

帝國州發展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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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3A%2F%2Fwww.jmawireless.com%2F&data=05%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2c562b521dca4b39d7d208da70be0957%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46258753517290%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L1zXwQ%2BIgQ4HP871N2dZcZp%2B1Yz4b%2ByWo8UBItsAIIE%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esd.ny.gov%2Fcentral-ny-rising-uri&data=05%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2c562b521dca4b39d7d208da70be0957%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46258753517290%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jjw08qElQlvrpxcrq2TQur7nzN%2Fusfit1CorZPgepNk%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esd.ny.gov%2Fcentral-ny-rising-uri&data=05%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2c562b521dca4b39d7d208da70be0957%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46258753517290%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jjw08qElQlvrpxcrq2TQur7nzN%2Fusfit1CorZPgepNk%3D&reserved=0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3A%2F%2Fwww.esd.ny.gov%2F&data=05%7C01%7CViktoryia.Baum%40otda.ny.gov%7C2c562b521dca4b39d7d208da70be0957%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7946258753517290%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iXnRa7p37o1DtVB5okpT%2BxPe4dcRsCXjb3TwP4AjLvw%3D&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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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造訪網站 www.governor.ny.gov 瀏覽更多新聞 

紐約州 | 州長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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