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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楚爾州長宣佈康寧股份有限公司為擴大其在門羅郡的運營範圍而投資 1.39 億美元  

  
運營範圍擴大將為費爾伯特鄉和蓋茨鎮黃藻 270 多個新崗位，從而應對半導體市場不斷

增加的需求  

  
為紐約州投放的 500 萬美元投資補充了「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計畫 - 本地區的全面戰

略，用於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支持康寧股份有限公司 (Corning Incorporated) 為擴大其在紐

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的運營所作的投資。為滿足迅速發展的半導體市場的

需求，也為了支持此重要供應鏈不斷增加的穩定性，該公司將在門羅郡 (Monroe 

County) 兩個地點擴大運營範圍。康寧進行的擴展工作將為費爾伯特鄉 (Village of 

Fairport) 辦公地點創造 270 多個新崗位，預計此項工作將於 2024 年竣工。工作內容包

括擴建行政和生產設施，在附近修建開發和工程卓越中心 (Development and 

Engineering Center of Excellence)。此外，該公司還將在蓋茨鎮傑特觀景大道 (Jetview 

Drive) 上建造一棟激光光學器件生產新設施，該建築目標定於 2023 年竣工。  

  
「作為專業生產玻璃和陶瓷近 170 年的全球領軍公司，康寧向來都是紐約州製造業的重

要公司，」霍楚爾州長表示。「紐約在推動創新企業的發展方面持續作出承諾，這將使

社區得到發展，也能進一步鞏固紐約的全國半導體制造中心的地位，我很驕傲能在此之

際支持該公司在門羅郡的投資。」  

  
由於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被全球譽為光學、光子學和成像 (optics, photonics, and 

imaging, OPI) 之都，因此康寧選擇在此發展其高級光學業務。這裡不僅僅是 AIM 光子

檢測、組裝和包裝廠的所在地，還擁有羅切斯特大學光學研究所，羅切斯特理工學院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和超過 100 家光學、光子學和成像技術企業。本地

區擁有高技能勞動力隊伍、技術基地、支持網絡和資源，擁有 OPI 企業設立和成長的的

最佳環境。  

  
康寧作出投資的時候正值全球半導體或「晶片」短缺的關鍵時刻，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疫情加劇了這種短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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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寧公司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文戴爾．P．威克斯 (Wendell P. Weeks) 表示，「半導體幾

乎是如今我們所使用的一切技術的基礎，這其中有智能手機、汽車和家電等。康寧公司

推動半導體產業的發生已有 50 餘年。在我們對用戶需求增長做出回應之時，我們的擴

建工作將繼續使我們支持芯片製造的幾乎每一個過程。感謝霍楚爾州長的長期支持，感

謝她優先對半導體制造業進行投資和鞏固。」  

  
該公司總部位於紐約康寧，是一家在全州擁有 7,000 餘名員工，在全球擁有約 6.2 萬名

員工的大型企業。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 透過精益求精工作退稅額項目 

(Excelsior Jobs Tax Credit Program) 為康寧公司計劃中的擴建工作提供 500 萬美元，以

此來交換他們創造就業的承諾。門羅郡和大羅切斯特地區經濟發展局 (Greater 

Rochester Enterprise, GRE) 也支持這個項目。已為兩個設施的擴建工作投放 1.39 億美

元的項目總費用。  

  
帝國州發展公司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廳長霍普．奈特 (Hope Knight) 表示，「康寧公司

和五指湖地區在創新方面有密切的聯繫，最近這筆投資和擴建項目彰顯出該公司對紐約

州和門羅郡許下的歷史性承諾。康寧等公司看到了該地區在光學產業方面的優勢，也看

到了本州在半導體制造業方面的領導力。這一強大組合在高技能人才的支持下進一步推

動了技術生態系統的發展，從而帶來長期經濟發展和創造了機會。」  

  
參議員查克．舒默爾 (Chuck Schumer) 表示，「康寧公司創造的 270 個優薪新崗位和

作出的 1.39 億美元歷史性投資將為門羅郡帶來動力，使五指湖地區繼續穩定激光光學方

面的全球領導地位，同時還進一步鞏固了紐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New York) 的半導體

製造中心地位。羅切斯特強大的勞動力獨一無二，其已為發展美國未來製造業做好準

備。康寧公司作出的這筆重大投資將推動門羅郡和美國在技術製造業方面的經濟發展，

對此我表示稱讚。羅切斯特無疑是光學產業方面的全球領袖，此次新開展的擴建工作將

在創造更多崗位，更好地保護美國供應鏈，加強未來全國的競爭力等方面奠定基礎。」  

  
參議員克斯汀．吉利布蘭德 (Kirstin Gillibrand) 表示，「這筆 1.39 億美元的投資對門

羅郡來說是激動人心的消息。由於全球市場緊缺芯片，因此康寧公司的擴建工作將創造

數百個崗位，並推動紐約半導體的生產。」  

  
喬．莫雷勒 (Joe Morelle) 代表表示，「光學和光子學產業對於維持我們地區在全球創

新市場上的領袖地位具有重要作用。感謝康寧公司選擇門羅郡進行擴建，這不僅能鞏固

不斷發展的高科技經濟發展，還能為當地創造數百個崗位。我對霍楚爾州長的領導力表

示稱讚，我也希望能繼續合作，從而創造崗位、壯大技術人才力量和發展地區經濟。」  

  
州參議員傑拉米．庫尼 (Jeremy Cooney) 表示，「我為康寧股份有限公司來到蓋茨鎮

而感到激動。作為全球創新公司，康寧公司將滿足半導體行業不斷增長的需求，還能促

進我們地區的經濟發展。感謝霍楚爾州長支持全球著名光學先鋒大羅切斯特地區創造更

多優薪崗位。」  



  
眾議員哈利．布朗森 (Harry Bronson) 表示，「我對康寧股份有限公司團隊對我們地區

所作的承諾表示稱讚。該公司和霍楚爾州長今天發佈的公告表明羅切斯特地區擁有多元

的高技能勞動力和良好的經濟基礎，能夠在未來創造就業。我期待看到康寧股份有限公

司的發展，也期待門羅郡的兩個廠房創造出新崗位。」  

  
眾議員簡．朗斯福德 (Jen Lunsford) 表示，「我們很驕傲能成為康寧公司其中一間一流

高級光學廠房的所在地。康寧公司在費爾伯特 (Fairport) 的辦公室開展重要工作，也為

我們能繼續引領光學行業而而為勞動力提供一流培訓。我們地區工人所擁有的獨一無二

的技能使這裡成為開展擴建工作的理想社區，感謝康寧公司也有同樣的認識。費爾伯特

的新崗位將為我們社區發展帶來更好的機會！」  

  
眾議員戴蒙德．米克斯 (Demond Meeks) 表示，「作為服務蓋茨鎮和羅切斯特市的州代

表，我感謝康寧股份有限公司為我們社區成員作出重要投資。其擴建工作再次肯定了我

們一直在頂尖創新和領導力方面的優勢。在我們復興城市之際，我們必須繼續為大羅切

斯特的人民創造優薪崗位和重要的職業。感謝康寧股份有限公司對我們的居民和後代家

庭所持續作出的承諾。」  

  
眾議員薩拉．克拉克 (Sarah Clark) 表示，「康寧公司對門羅郡的承諾是對我們地區優

勢的認可，對此我表示稱讚。大羅切斯特地區已準備好在旗艦高校和我們為組建人才方

面的投資幫助下支持此類發展工作。感謝霍楚爾州長和帝國州發展公司的領導和對我們

地方經濟發展的支持。」  

  
門羅郡郡長亞當．貝羅 (Adam Bello) 表示，「康寧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歷來擁有頂尖

創新技術和領導力的標誌性公司。康寧公司明確認識到在門羅郡發展其業務的好處，近

期這一地區被譽為發展全國創新經濟的最佳之地。我們地區享有盛譽的 19 所高校確保

能輸送所需的高技能人才，從而滿足現今光學、光子學和成像高技術企業的需求。感謝

康寧公司、凱西．霍楚爾州長和帝國州發展公司對我們地區持續作出的投資。」  

  
費爾伯特鄉鄉長朱莉．多瑪拉茨 (Julie Domaratz) 表示，「費爾伯特鄉為康寧公司選擇

在這裡擴大業務而感到激動。此項目將為我們社區創造新崗位和機會，還能支持本鄉願

景的實現，即把這裡建設成吸引人們來居住、工作和遊覽的崛起中的費爾伯特 (Fairport 

on the Rise)。」  

  
紐約州電氣公司 (New York State Electric and Gas, NYSEG) 和羅切斯特電氣公司 

(Rochester Gas and Electric, RG&E)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帕特里夏．尼爾森 (Patricia 

Nilsen) 表示，「很激動能透過支持康寧公司在門羅郡的擴建工作和為本地創造數百個崗

位來繼續與該公司長期合作。我們為我們所服務的紐約各社區鄭重許下承諾，在這裡居

住的高技能人才使這裡成為創新公司的首選之地。紐約州電氣公司、羅切斯特電氣公司

和我們的經濟發展團隊已經準備好對此類創新和發展予以支持。」  

  



大羅切斯特商會 (Chamber of Commerce)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五指湖地區經濟發展委

員會 (Finger Lake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聯合主席鮑勃．達菲 

(Bob Duffy) 表示，「無與倫比的人才、技術和資源共同使大羅切斯特/五指湖地區成為

光學、光子學和成像全球創新中心，這裡也是康寧公司擴大其頂尖業務的理想之地。感

謝康寧公司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文戴爾．P．威克斯及其團隊，感謝我們的政府和經濟發

展合作夥伴讓這兩個激動人心的項目取得成效。」  

  
大羅切斯特地區經濟發展局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馬特．赫爾巴特 (Matt Hurlbutt) 表示，

「由於康寧公司在半導體產業的光學項目方面有發展需求，因此該公司在紐約大羅切斯

特地區進行擴建。作為光學發展方面的全球先鋒，紐約羅切斯特市康寧公司為支持其商

業發展規劃而能招到所需高技能人才和開展光學培訓項目的最佳地。」  

  
如需瞭解更多關於康寧股份有限公司的資訊，請造訪：

https://www.corning.com/worldwide/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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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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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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