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2/10/27  凱西．霍楚爾州長 

 

 

美光與霍楚爾州長歡迎拜登總統訪問紐約州中部地區，這是對當地社區和勞動力做出承

諾的里程碑  

  

「社區投資框架協議」定義了美光與帝國州發展公司的合作夥伴關係，使紐約中部地區
和美國製造業的領先地位受益  

  

該州歷史悠久的「綠色芯片法案」、「聯邦芯片和科學法案」使投資成為可能  

  
  

紐約錫拉丘茲 (Syracuse)，2022 年 10 月 27 日 — 美光科技公司（納斯達克股票代

碼：MU），世界上最大的半導體公司之一，亦是唯一一間位於美國的記憶體製造商，凱

西．霍楚爾州長歡迎喬．拜登總統和其他聯邦、州和地方官員訪問紐約州中部地區，美

光計劃未來 20 多年在該地區投資高達 1000 億美元建設一間領先的記憶體巨型工廠。隨

著《社區投資協議框架》的簽署，美光將做出著其與帝國州發展公司制訂的初始社區和

勞動力承諾。該框架包括 5 億美元的綠色芯片社區投資基金，主要用於支援勞動力培

養、教育、社區資產和組織、提供經濟適用房，以及確保紐約中部地區勞動力擁有保持

半導體製造領先地位所需的高級技能的其他舉措。  

  
美光將向該基金投資 2.5 億美元，另外 1 億美元將來自紐約州，還有 1.5 億美元來自當

地、其他州和國家合作夥伴。該公司亦將建立一間社區顧問委員會，該委員會由 11 名

多元化的社區成員，以及來自地方和州政府以及美光的代表組成。委員會將確定基金投

資的優先事項順序和潛在領域。透過這種方法，美光和帝國州發展公司旨在更好地瞭解

和滿足紐約中部地區社區的需求，並在全地區進行有針對性的投資。霍楚爾州長、帝國

州發展公司執行長霍普．奈特 (Hope Knight) 和美光執行長桑傑．莫羅特拉 (Sanjay 

Mehrotra) 將與當地合作夥伴簽署社區投資框架協議，以支持與 ESD 合作在該地區的投

資。美光計劃在紐約建造一間巨型工廠，它將為紐約創造近 50,000 個工作崗位，其中包

括約 9,000 個美光高薪職位，這是國會和拜登政府兩黨合作通過《芯片和科學法案》共

同努力的結果。  

  
美光總裁兼執行長桑傑．梅赫羅特拉 (Sanjay Mehrotra) 表示：「我們很榮幸今天在紐

約中部接待拜登總統和許多傑出的領導人，這是美光新的領先巨型工廠的未來所在地，

它將在未來幾年推動美國的科技創新。」「為確保美國在半導體製造領域的領先地位、

激勵美國科技創新並確保經濟和國家安全，我們必須齊心協力，為未來培養和輸送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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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我們透過《社區投資框架協議》做出的承諾標誌著向紐約中部地區轉變邁出堅實的

一步。」  

  
霍楚爾州長表示，「美光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 1000 億美元投資確保奧內達加縣 

(Onondaga County) 和全州幾代紐約民眾在經濟方面擁有光明的未來，這一變革性專案

鞏固了紐約的製造業領先地位。除了近 50,000 個工作崗位外，還承諾為少數族裔和女性

擁有的企業和弱勢社區提供永續性和機會，該專案 5 億美元社區基金將透過對勞動力、

住房和基礎設施的投資，保持該地區長足發展。我很高興拜登總統能跟我們一起發出這

一千載難逢的公告，我期待與我們的地方、州和聯邦合作夥伴以及商業和勞工社區密切

合作，實現美國歷史上最大的經濟發展專案之一。」  

  
構建未來的勞動力  

傳統和非傳統的勞動力發展途徑對於訓練美國電晶體行業所需規模的勞動力至關重要。

未來的勞動力需要具有不同技能的天才工程師和科技人員來管理和操作最先進的潔淨室

設施，並開發先進的工程解決方案。美光致力於開發有效且創造性的解決方案，以擴大

勞動力隊伍，使所有人，特別是代表性不足和農村社區的個人能從事這些職業。  

  
根據美光與該地區領先的高等教育機構合作的戰畧，美光和奧農達加縣將共同投資 1000 

萬美元，其中美光將在 10 年內投資 500 萬美元，在奧農達加社區學院 (Onondaga 

Community College) 建造和裝備一間潔淨室，並支援該校科技課程的開發。這項投資將

讓學生有機會學習先進的製造方法和設備，讓他們為在美光的製造工廠內擔任技術員和

工程職位做好準備。  

  
美光還將尋求挖掘紐約中部的大量軍事人口，這是一個對壯大美國高科技製造業至關重

要的高技能人才庫。在與美光公司的協調和合作下，錫拉丘茲大學的德安尼洛 

(D‘Aniello) 退伍軍人和軍人家庭研究所 (Institute of Veteran and Military Families, IVMF) 

將支援退伍軍人發展從事高級製造業崗位以及向美光公司和其他行業角色過渡所需的技

能。美光還將設立一個實習計畫，以幫助學生做好擔任工程師、科學家和電晶體行業其

他關鍵角色等全職職位的準備，並將招聘目標大幅度向退伍軍人和來自傳統上代表性不

足社區的學生傾斜。美光希望在 20 年的時間裡在紐約中部地區僱用超過 1500 名退伍軍

人，這與美光的退伍軍人招聘目標一致。  

  
此外，美光與當地工會簽訂了《專案勞動協定》，該協定為新巨型工廠建設過程中的勞

資合作和穩定建立了框架。該協定概述了軍人招聘、評估和退伍軍人就業中心 (Center 

for Military Recruitment, Assessment and Veterans Employment) 及其「頭盔到安全

帽」計畫的使用。它還要求承包商每在專案上投入一個小時，就要向學徒之路計畫（錫

拉丘茲建設的一部分）捐贈一美分，以提高少數族裔和女性在專案勞動力中的代表性。  

  
作為美光提高供應商多樣性承諾的一部分，美光將努力確保專案符合條件的建設支出的 

30% 和其符合條件的持續年度營運支出的 20% 被授予傳統上代表性不足的社區的個人

擁有的公司，優先考慮紐約州認證的少數族裔/女性擁有的企業和殘疾退伍軍人擁有的企



業。美光將鼓勵施工承包商和分包商使用錫拉丘茲建設作為第一來源模型，以確定弱勢

群體的招聘候選人。  

  
投資於 STEM 全民教育   

從 K-12 到中學後教育和訓練計畫的 STEM 教育對於建立技能型人才管道至關重要。美

光將投資於當地教育計畫，並為資源不足的年輕人從事 STEM 職業賦能，以支援建立一

個更多元化、更具包容性的科技產業。  

  
作為美光承諾的一部分，公司將在 10 年內對錫拉丘茲 STEAM 學校——該地區第一間

旨在綜合科學、科技、工程、藝術和數學領域的合作學校——以及該地區其他 K-12 計

畫投資 1000 萬美元，以幫助歷史上被邊緣化的學生，減少未來 STEM 職業的障礙。該

地區設施將在新興技術和藝術方面為社會經濟、種族和地理多樣性的學生提供前所未有

的機會。這項投資將成為該地區未來私人發展與合作的催化劑。  

  
其他美光社區承諾包括與錫拉丘茲大學合作，支援新的、多樣性的教師，他們的研究和

教學將透過該大學的未來教授獎學金計畫訓練未來的勞動力。美光還將繼續與克拉克

森、倫斯勒理工學院、康奈爾大學等地區大學合作，支援工程教育。強大的東北大學網

路將加強公司與羅徹斯特理工學院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的現有合作關

係，並進一步提高學生群體在整個工程和科學管道中的代表性。  

  
參與當地社區  

美光優先向團隊成員生活和工作的社區投資和提供資源。為了支援兒童保育和幼兒就緒

計畫，美光將對紐約中部基督教青年會 (YMCA) 進行 50 萬美元的初始投資。這項投資

旨在擴大該地區服務不足社區獲得優質兒童保育和早期學習的機會。美光將繼續與基督

教青年會和其他組織合作，以確定未來的投資，為兒童和家庭賦能，為所有人建立一個
公平包容的社區。  

  
Micron 將發起一項金額為 50 萬美元的科技博物館 (MOST) 贊助。美光基金將支援一個

長期的科技博物館展覽，讓學生及其家人提供親身瞭解電晶體及其常見應用。此外，美

光將免費為學生舉辦仲冬和春假科技博物館科學營，並舉辦 STEM 教育系列以及設計挑

戰，以鼓勵不斷學習。  

  
美光的工作重心更深入地延伸到社區基礎設施和服務，包括計畫與區域科技生態系統合

作，進行 1000 萬美元的風險投資，以支援和吸引新的企業到紐約中部。  

  
認識到在社區的持續和富有成效的參與對社會和創新型公司（如美光）的成功至關重

要，公司計畫每季度舉辦社區市政廳見面會，為讓克萊、錫拉丘茲和奧農達加縣社區成

員有機會就美光支援其需求的方式直接提出回饋。  

  
美光的其他承諾  

在社區投資框架之外，美光將繼續評估其支援紐約中部地區培養下一代人才，加快服務

不足社區的經濟機會，支援該地區的基礎設施，以及建立多樣性的勞動力庫的方式。  



  
根據這一擴展承諾，美光將在專業研究學院 (College of Professional Studies) 成立錫拉

丘茲大學的未來就緒勞動力創新聯盟 (Future-Ready Workforce Innovation 

Consortium)。在與紐約州中部商業社區、工會、社區學院和紐約州及其他地方的四年制

機構合作的同時，美光將與錫拉丘茲大學合作實施多層面、包容性的方法，以發展勞動

力，提升能提和留住專業人才。未來就緒勞動力創新聯盟將為技能訓練、學術和合作計

畫打造一個生態系統，支持美光的勞動力和人才發展戰畧。  

  
隨著公司在該地區的發展，美光將繼續評估利用社區和少數族裔金融機構的機會。這包

括向紐約中部的少數族裔存款機構 (MDI) 存款 1000 萬美元。  

  
為了瞭解和應對與獲得可負擔住房相關的挑戰，霍楚爾州長宣佈，紐約州將與美光和地

方政府合作，牽頭開展一項舉措，進一步確定支援改善基礎設施、住房機會、社會和金

融包容性的政策，並確定錫拉丘茲地區將面臨的特殊和獨特的障礙。這些發現將為美光

作為一個堅定的社區合作夥伴所能利用的短期機會和長期戰畧奠定基礎。  

  
美光將透過公司最好的、面向初高中學生的免費 STEM 教育計畫——晶片營——進一步

集中精力在紐約中部服務不足的學生和 STEM 職業生涯之間架起橋樑。該計畫每週將惠

及約 70 至 100 名學生，讓他們有機會學習電晶體是如何製造的以及 STEM 技能如何轉

化為 Micron 職業。  

  
聯邦、州和地方領導人的評論  

以下是不同領導人對美光歷史性投資和公司社區工作的評論：  

  
參議員查爾斯．舒默 (Charles Schumer) 表示，「我們很高興歡迎拜登總統回到錫拉丘

茲！美光公司史無前例的 1000 億美元投資對紐約中部來說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它

將從根本上改變該地區，創造數以萬計的高薪製造業和工會建築工作崗位，加強我們的

國家安全，並為美國作為創新領導者的傳統注入新的活力。多虧了我們的 CHIPS 和科學

法案，以及美光等富有遠見的專案，製造業正在回到美國和紐約州北部等地。這是我們

的伊利運河 (Erie Canal) 時刻，它將補充紐約州北部從哈德遜河谷和首府地區到莫郝卡

山谷和羅賈斯特的電晶體走廊，以確保在紐約州北部建設未來。這一專案將成為一個國

家藍圖，說明對工人、社區和環境可持續發展的投資是什麼樣的——正是由於拜登總統

的領導，我們現在才能在紐約州北部建設美國的未來。」  

  
參議員克斯滕．吉爾布蘭德 (Kirsten Gillibrand) 表示：「過去幾年裏，美國消費者與

公司均感受到了過度依賴外國公司生產半導體和破壞美國供應鏈所帶來的嚴重經濟影

響。這就是我努力爭取通過 2022 年《晶片與科學法案》的原因，該法案為全美範圍內

的國內晶片產業建設提供數十億美元資助，並幫助鞏固美光將其園區搬至紐約州北部的

決策。 此筆巨額投資將在紐約中部地區產生連鎖反應，為我們州創造多達 5 萬個高薪工

作崗位。感謝拜登總統訪問錫拉丘茲慶祝這些投資的落實，幫助我們努力增强國家安

全、創造高薪就業機會以及為美國保持半導體科技領域的領導地位鋪平道路。 我期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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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美光和紐約中部地區合作，以確保我們的社區擁有完成此項重要工作所需的工具與訓

練。」  

  
眾議員約翰．卡特科 (John Katko) 表示：「我很榮幸地歡迎美光公司來到紐約中部地

區投資建廠。美光 1000 億美元的投資將創造大量高薪工作崗位，刺激我們的區域經濟

發展，並使紐約中部地區變成半導體製造中心。這將徹底我們地區的經濟面貌，我很自

豪地能够以兩黨合作的方式實現此項投資的夢想。」  

  
CenterState CEO 總裁羅伯特．M．辛普森 (Robert M. Simpson) 表示：「紐約中部社

區繼續慶祝 美光宣佈在未來 20 年投資 1000 億美元並創造 9000 個直接就業崗位。然

而，仰賴於美光藉由社區投資框架做出的承諾，此項歷史性交易不僅對紐約中部地區所

有人都具有變革意義，而且樹立了全美經濟發展的新標準。美光的投資確保整個社區都

將有機會於現時與未來幾十年中受益。美光致力與當地合夥人合作，這是史無前例的，

將擴大就業準備計畫的惠及範圍，為我們最年輕的社區成員未來的職業生涯提供保證，

擴大創業和創新計畫範圍，並使 MWBE 供應商與該項目緊密相聯。當我們努力實現組

織的使命，創造一個促進企業繁榮以及所有人興旺發達的社區時，我們非常感謝 美光與

我們携手實現組織願景。」  

  
Onondaga Community College (奧農達加社區學院) 院長沃倫．希爾頓 (Warren 

Hilton) 博士表示：「我們很榮幸地歡迎拜登總統、美光執行長桑傑．梅赫羅特拉 

(Sanjay Mehrotra) 及其團隊，以及來自我們地區、紐約州和全美各地的當選領導人來到

奧農達加社區學院校園參加今天舉行的歷史性活動。我們很自豪成為 美光 1000 億美元

投資的教育合夥人之一，並期待在我們改造整個地區的過程中與他們密切合作。教育投

資項目將包括在我們校園裏建造一個高科技「潔淨室」，學生們可在此學習，並為未來

在半導體行業謀求有價值的職業做好準備。我們感謝凱西．霍楚爾州長、紐約州立大學

校長德博拉．斯坦利 (Deborah Stanley) 和奧農達加縣行政長官瑞安．麥克馬洪 (Ryan 

McMahon) 支援我們繼續改造校園，以滿足我們的勞動力合夥人的需求。奧農達加社區

學院於 60 年前在錫拉丘茲市中心一家廢棄的打字機工廠内成立，並招收學生開課。我

們很高興能參與到這個項目，該項目將在未來 60 年甚至更長時間内不斷促進我們地區

的發展。」  

  
錫拉丘茲大學 (Syracuse University) 校長肯特．西弗魯德 (Kent Syverud) 表示：「我

們的團隊正與 美光合作，擼起袖子開始工作。現時，我們已實施了一些舉措，其中包括

創建錫拉丘茲大學未來就緒勞動力創新聯盟 (Syracuse University Future-Ready 

Workforce Innovation Consortium)，努力增加 美光公司招聘的退伍軍人數目，以及追加

對未來教授獎學金計畫的投資。就個人而言，這些對我們的大學和社區而言都是絕佳機

會。綜上所述，這些代表了重新構想並重塑我們如何培養下一代領導者、創新者和顛覆

者的變革性、創新性方式。」  

  
利物浦中央學區學校總監丹尼爾·G·亨納 (Daniel G. Henner) 表示：「Micron 對紐約中

部地區社區的投資將為利物浦中央學區以及整個地區的學區提供眾多 K-12 年級學生的

教育機會。晶片營 (Chip Camp)、科技女孩 (Girls Going Tech) 和高科技業界職業 



(Careers in a High Tech World) 等項目將進一步夯實利物浦新引入的職業路徑，幫助學

生為未來的職業生涯做好準備。我們期待在未來幾年與 美光合作。」  

  
紐約州管路行業協會主席格雷格．蘭塞特 (Greg Lancette) 表示：「我代表紐約中北部

營造與建築行業委員會歡迎 美光來到紐約投資。美光的勞動力發展計畫將利用紐約民衆

的技能與勤奮天性，特別是來自服務不足社區的人，他們未來可能都需要踏入非傳統的

職業路徑。美光與我們當地工會訂立的專案勞工協定將支援少數民族、退伍軍人和女性

在專案勞動力中的占比，同時在整個專案期間確保我們地區才華橫溢的工會勞工的穩

定，並與之密切合作。從製定學徒計畫到有意地選擇承包商，美光正在展示其對我們社

區的承諾以及我們勞動力的巨大潜力。」  

  
有關更多資訊，請造訪如下網站，參閲《紐約社區與勞動力投資》概況：

Micron.com/NY。  

  
關於美光科技公司  

我們是創新記憶體與存儲解決方案的行業領導者，徹底改變了全世界利用資訊來豐富所
有人生活的方式。基於對客戶、科技領先地位以及卓越製造與運營的不懈關注，美光藉
由 Micron® 和 Crucial® 品牌提供豐富的高效能 DRAM、NAND 以及 NOR 記憶體與存

儲產品組合。每一天，我們員工所做的創新都在推動資料經濟發展以及人工智慧和 5G 

應用的進步，從而釋放如下領域的大量機會：從資料中心到智慧邊緣，以及整個使用者

端與行動使用者體驗。如需瞭解更多關於美光科技公司（納斯達克股票代碼：MU）的資

訊，請造訪 micron.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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