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佈：2022 年 11 月 17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宣佈第四輪「發展紐約 (GROW-NY)」食品和農業商業競賽的獲獎者

澳洲公司 ProAgni 獲得 100 萬美元大獎
在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舉行為期兩天的現場和虛擬推介競賽之後，八間初創公司獲得
超過 300 萬美元的獎金
比賽資金由北部地區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提供：紐約州中部地區
崛起計畫 (CNY Rising)、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計畫 (Finger Lakes Forward) 和紐約州南
部地區崛起計畫 (Southern Tier Soaring) —地區綜合經濟發展戰略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在此處檢視獲獎團隊的照片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澳洲拉文頓的 ProAgni 被確定為「發展紐約」商業競賽的
100 萬美元大獎得主，該競賽是一項食品和農業初創公司挑戰賽，專注於強化紐約州中部
地區 (Central New York)、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和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的新興食品、飲料和農業創新集群。如今，該計畫已經是第四次舉行，再次吸引了一群來
自全球的優秀初創企業和創業人才，在「發展紐約」峰會期間參加其業務發展加速器比賽
和為期兩天的推介比賽。ProAgni 是獲得獎金的八個決賽者之一。獲獎團隊必須承諾在紐
約州中部地區、五指湖地區或南部地區營運至少一年，同時向「發展紐約」提供每個實體
的少量股權投資。比賽資金由康奈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的地區經濟發展中心
(Center for Regional Economic Advancement) 管理，由本州的北部地區振興計畫提供。
霍楚爾州長表示，「祝賀所有參加第四輪「發展紐約」競賽的有遠見的企業家們。這場
競爭不僅有助於這些公司繼續創新，而且還吸引全球對我們享譽全球的食品和農業產業的
更多關注，進一步支援紐約州的區域經濟。隨著紐約繼續保持領先地位，我期待著今天的
獲獎者未來將在整個紐約州大施拳腳。」
ProAgni 的 ProTect 是一系列革命性的牲畜補充劑和飼料，可以在不使用抗生素的情況下
降低綿羊和牛的甲烷排放量，從而減少生產者的環境足跡，而不增加成本。

ProAgni 執行長兼聯合創始人拉克蘭．坎貝爾 (Lachlan Campbell) 表示，「我們很榮幸
能夠進入「發展紐約」獲獎者名單，並感謝紐約州、「發展紐約」以及食品和農業卓越中
心 (Center of Excellence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 的支援。我們很高興能夠擴大我們的
徹底改變牲畜的補充劑和飼料的使命，從而降低紐約州北部地區的甲烷排放，而獎金將有
助於進一步拓展業務。我們在整個計畫中獲得了令人驚歎的體驗，從我們的導師布拉德．
高斯洛浦 (Brad Gouthrope) 提供的指導和聯繫到我們能夠遇到的地區合作夥伴，再到我
們的競爭對手，他們的尖端工作和推介都非常鼓舞人心。」
總共有來自 52 個國家（包括新加坡、澳洲斯裡蘭卡）的 390 間創業公司提出了申請。在
美國，有來自 25 個州的初創企業參加，其中紐約州有 92 間初創企業參加。38% 的申請
者包括女性創始人，創紀錄的 75% 的申請者包括來自少數群體的創始人。20 名決賽入圍
者在比賽前獲得精心挑選的區域商業顧問的專門指導。被選為獲獎者的企業現在將立即開
始在紐約州執行他們的商業計畫，利用在競賽中建立的聯繫和獲得的區域知識。
超過 1200 人報名參加第四屆「發展紐約」峰會。20 名入圍者向一個由 6 名評審組成的
小組進行了備受期待的商業推介，這些評審反映了農業、食品生產和風險開發專業知識的
深度和廣度，他們聽取了每一次推介，並提出了探究性問題，然後進行討論以確定最佳獲
獎者。峰會的最後是頒獎典禮，2021 年「發展紐約」100 萬美元大獎得主 Every Body
Eat 的執行長兼聯合創始人崔什．托馬斯 (Trish Thomas) 宣佈了四位 25 萬美元獎項的得
主，理查德．鮑爾 (Richard Ball) 專員揭曉了兩位 50 萬美元獎項的得主以及 100 萬美元
獎項的得主。
農業和市場部專員理查德．A．鮑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發展紐約」競賽已成為
紐約州最優秀的年度傳統之一，該競賽的主要參與者是全州眾多多樣、創新、令人興奮的
農業和食品企業。我感謝霍楚爾州長對「發展紐約」競賽的持續支援，並向今年的所有獲
獎者和參與者表示祝賀。我期待著看到你們創造未來的科技和就業機會，同時繼續推動我
們當地的農民發展。」
其他得主包括：
500000 美元得主：- Craft Cannery（紐約卑爾根）- Craft Canner 將珍貴的食譜從您的廚
房帶到雜貨店的貨架上、餐館、農貿市場以及其他地方，專門從事醬汁、調味品、醃料等
的合約製造。
50 萬美元得主：Hempitecture（愛達荷州凱徹姆）- Hempitectures 的使命是創造健康、
節能的建築材料，透過捕獲二氧化碳和補充農田來對人類和地球產生積極影響。其生物基
隔熱材料使建築工程更永續、更健康、效能更高。
25 萬美元得主：Labby（麻塞諸塞州劍橋市）- Labby 的科技為奶牛場提供快速、準確和
經濟實惠的解決方案，利用 AI 實現的光學傳感技術進行生乳測試，讓您輕鬆地獲得即時
洞察。

25 萬美元得主：Sweet Pea Plant-Based Kitchen（紐約州羅徹斯特市）- Sweet Pea 是
一種以植物為動力的廚房，它創造了健康的變革之路，結合了以植物為中心的膳食服務和
營養指導的益處，幫助人們維持健康的生活。
25 萬美元得主：Vivid Machines（加拿大多倫多）- Vivid X-Vision 系統捕捉每一種植物
從萌芽到收穫的可見和化學細節，以管理生長和預測產量，並提供早期診斷害蟲、疾病和
營養缺乏的手段。
25 萬美元得主：Zalliant（紐約州阿姆斯特丹）- Zalliant 的物聯網和人工智慧科技透過改
進決策和管理為農民提供價值和效率。
該競賽還為公眾投票選出的最傑出、最有前途的初創公司設立了「觀眾選擇」(Audience
Choice) 獎。紐約州奧德薩的 Seneca Farms Biochar 獲得了維格曼斯 (Wegmans) 贊助的
10000 美元獎金。
「發展紐約」競賽的評審員根據如下標準確定獎項歸屬：
•

初創公司商業模式的可行性
• 初創團隊的多樣性、品質、就緒性和完備性
• 初創公司為客戶提供的價值
• 這家初創企業提出的農業食品創新
初創公司可以為該地區帶來的就業增長和機會潛力
過去的「發展紐約」獎得主繼續籌集資金、擴張企業和繁榮發展。第一年的最高獎得主
RealEats 已經籌集了超過 2000 萬美元的額外資金，並與 GNC 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他
們最近在紐約州日內瓦開設了一個 80000 平方英尺的生產設施。SoFresh 是另一個第一
年的獲獎者，它已經創造了 330 萬美元，用於拓展新的食品市場。第三年大獎得主
Every Body Eat 進入了全國的全食量販店。其他得主擴大了客戶群，發展了戰略合作夥
伴關係，並繼續獲得資金。
「發展紐約」計畫總監珍．史密斯 (Jenn Smith) 表示，「『發展紐約』競賽的入圍者和
獲獎者在各個方面都繼續超越我們的預期，成功地利用了該地區的優勢，擴大了他們的企
業規模，增加了就業機會，吸引了投資，並加強了紐約作為全球農業食品領導者的角色。
我向今年的參賽者表示最熱烈的祝賀。」
所有得主都必須努力在「發展紐約」地區產生積極的經濟影響，該地區由 22 個縣組成，
這些縣擁有肥沃的農田、豐富的淡水，還有幾個崛起的都市，包括羅徹斯特
(Rochester)、錫拉丘茲 (Syracuse)、伊薩卡 (Ithaca)、日內瓦 (Geneva) 和賓漢姆頓
(Binghamton)。獲獎的企業將促進就業增長，與當地行業合作夥伴建立聯繫，並為繁榮的
經濟做出貢獻。

帝國州發展公司總裁、執行長兼專員霍普．奈特 (Hope Knight) 表示，「祝賀『發展紐
約』獎得主，以及這場獨特的農業商業競賽的所有第四輪參與者。我為紐約州在支援「發
展紐約」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感到自豪，因為這些創業公司繼續在五指湖地區、中部和南部
地區豐富的農業地區建立創業生態系統，推動創新經濟增長。」
紐約中部地區經濟發展委員會聯合主席蘭迪·沃爾肯（Randy Wolken）、紐約中部製造
商協會主席兼執行長、勒莫恩學院院長琳達．M．萊穆拉 (Linda M. LeMura) 表示，「我
們很高興向今天的所有獲獎者以及參加今年在錫拉丘茲市中心舉行的第四輪「發展紐約」
競賽的所有人表示祝賀。紐約州的農業和食品行業持續經歷前所未有的成長。「發展紐
約」競賽是對我們社區的又一項令人興奮的投資，它將進一步促進區域就業增長，並進一
步支援我們在紐約中部的農業基地，確保該地區繼續增長。
五指湖地區經濟發展聯合主席、大羅徹斯特商會總裁兼執行長鮑勃．杜飛 (Bob Duffy) 和
紐約州立大學熱內塞奧分校校長鄧尼斯．巴特爾斯 (Denise Battles) 表示，「我們為所
有參加這項創新競賽第四輪的人感到無比自豪。地區委員會專注於發展本州的農業和食品
行業。我們在「發展紐約」競賽中的持續投資正致力於將當地行業合作夥伴與這些企業家
的前沿思想聯繫起來，進一步支持我們多管齊下的方法，以創造繁榮的區域經濟。
南部地區經濟發展委員會聯合主席、斯凱勒縣經濟發展合夥公司 (Schuyler County
Partnership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SCOPED) 執行董事朱迪．麥金尼．切瑞
(Judy McKinney Cherry) 和紐約州立大學布魯姆社區學院 (Broome Community
College) 校長凱文．德拉姆 (Kevin Drumm) 表示，「我們謹向獲勝的團隊和第四輪「發
展紐約」競賽的所有參賽者表示誠摯的祝賀。創新和創業精神是我們經濟未來的關鍵。紐
約的農業產業是世界上最多元化和最負盛名的產業之一，這一舉措將紐約與其他州區分開
來，無疑為我們地區的持續經濟增長增添了活力。」
要瞭解更多有關「發展紐約」競賽的資訊，請訪問https://www.grow-ny.com。
要瞭解更多關於康奈爾大學區域經濟發展中心的資訊，請訪問：https://crea.cornell.edu.
加快實施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計畫
今天的公告補充了「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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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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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開展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計畫
今天發佈的公告補充了「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計畫，該計畫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藍圖，
旨在促進經濟強勁增長和社區健康發展。這項針對地區設計的計畫關注吸引人才隊伍、促
進企業發展並帶動創新。該地區目前正利用透過紐約州北部地區振興計畫提供 5 億美元
州政府投資，加快推進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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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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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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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