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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楚爾州長宣佈與加拿大公司 LI-CYCLE 達成協議，將在門羅縣創造近 270 個就業崗位  

  
這家可持續技術公司將進一步發展其在伊士曼商業園的美國業務；承諾創造近 270 個新

就業崗位  

  
Li Cycle 將通過帝國州發展公司的「精益求精」就業稅收抵免計劃獲得高達 1,350 萬美

元的州資金支持  

  
紐約州的投資補充了「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計劃」，該計劃為該地區的振興社區和發展

經濟的綜合戰略  

  
如需查看本工程渲染圖片，請點擊此處  

  
  
凱西．霍楚爾州長於今日宣佈，紐約州與加拿大鋰離子電池資源回收公司 Li-Cycle 達成

協議，將通過基於績效的「精益求精」就業稅收抵免計劃在門羅縣創造近 270 個就業崗

位。該公司將通過一個名為羅徹斯特樞紐 (Rochester Hub) 的新工廠擴大其在美國的業

務，該工廠目前正處於建設中，占地 41 英畝，該地塊先前被稱為南部伊士曼商業園 

(Eastman Business Park South)。此外，Li-Cycle 目前已在商業園區內運營的第一家美

國輻條工廠已經創造了超過 35 個就業崗位。最新的項目預計將創造多達 269 個新就業崗

位，在施工期間將創造 1,000 多個就業崗位。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 已同意為該項目提供高達 1,350 萬美元的「精益求精」就業計畫稅

收抵免，以此來換取創造就業機會的承諾。  

  
霍楚爾州長說道，「我們通過支持 Li-Cycle 的業務擴張，來為紐約的清潔技術經濟提供

動力，這不僅將增加鋰離子電池供應，還將使我們蓬勃發展的儲能產業生機勃勃。在州政

府的支持下，Li-Cycle 將為五指湖地區創造 260 多個新就業崗位，同時為我們的州清潔

能源部門提供支持。本屆政府致力於支持那些能夠持續促進州經濟增長，並為所有紐約民

眾創造一個更清潔、更能順應未來趨勢的項目。」  

  
2020 年 1 月，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 宣佈 Li-Cycle 將在紐

約州建立其在美國的第一家工廠，以利用全國範圍內穩健的鋰離子電池供應鏈。一旦 Li-

Cycle 開始履行新的就業承諾，帝國州發展公司 (ESD) 將「精益求精」就業稅收抵免計

畫 (Excelsior Jobs Tax Credit Program) 向其提供高達 1,350 萬美元的援助。門羅郡和大

https://gcc02.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3A%2F%2Fwww.governor.ny.gov%2Fsites%2Fdefault%2Ffiles%2F2022-11%2FLi-Cycle_Rochester_Hub_2_Warehouse_Construction_Site.pdf&data=05%7C01%7CRicardo.Pelaez%40otda.ny.gov%7C4356e8b1da8b4377080708dad3075f55%7Cf46cb8ea79004d108ceb80e8c1c81ee7%7C0%7C0%7C638054326132130994%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2FiW7TfhDx29CQnyZM3pn8qxRYsj1b65HGR3Mz%2BFxYTc%3D&reserved=0


羅切斯特地區經濟發展局 (Greater Rochester Enterprise, GRE) 也支持這個項目。Li-

Cycle 預計將於 2023 年分階段開始羅切斯特樞紐 (Rochester Hub) 工廠的調試。  

  
Li-Cycle 的「輻條」工廠和「樞紐」工廠的業務將互為補充。Li-Cycle 目前在美國設有幾

家輻條工廠，該工廠通過一種能產生最少量廢水和排放的專有工藝處理報廢電池和電池製

造廢料。Li-Cycle 的輻條工廠的主要產品是黑色物質，其中含有大量價值極高的關鍵金

屬，包括鋰、鈷和鎳。Li-Cycle 利用其專有技術，在「樞紐」中以環保可持續的方式將黑

色物質轉化為電池級材料。  

  
「輻條」工廠的運營每年可粉碎多達 5,000 噸的鋰離子電池。最終，「樞紐」工廠將從

其美國各地的「輻條」工廠接收黑色物質，並加工相當於每年約 225,000 輛電動汽車的

電池材料。在國內供應關鍵電池級材料將對美國的經濟、環境和國家安全產生重要影響。  

  
Li-Cycle 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阿賈．科查 (Ajay Kochhar) 表示，「非常榮幸能夠在

羅切斯特地區擴展和發展我們的輻條及樞紐工廠，同時也非常感謝帝國州發展公司 (ESD) 

的大力支持。Li-Cycle 的先發優勢使得我們能够持續擴大規模並為汽車製造商和生產商提

供關鍵電池材料，從而滿足國內的材料採購需求.我們的專利和可持續技術是一種經過驗

證的回收鋰離子電池的先進方式，將有助於加速清潔能源的轉型。」  

  
Li-Cycle 於 2016 年在加拿大安大略省 (Ontario) 成立，已經開發並驗證了一種獨特的工

藝，可以回收鋰離子電池中 95% 的材料，同時保持廢水不排放，實現公司的零廢物理

念。所有從鋰離子電池中回收的材料，要麼經過處理，可重複用於電池生產或用於其他用

途。  

  
Li-Cycle 的羅徹斯特「樞紐」項目建立在伊士曼商業園重生的成功故事之上，伊士曼商業

園目前運營著 114 家公司，共有 6,000 多名員工。伊士曼商業園 (EBP) 致力於發展可持

續能源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技術，包括卓越測試與商業化中心 (BEST Test and 

Commercialization Center)、柯達電池組裝中心 (Kodak Cell Assembly Center) 和普拉格

能源公司 (Plug Power)。其他在伊士曼商業園 (EBP) 蓬勃發展的公司包括去年開設了世

界上最大的益生菌發酵工廠的杜邦公司 (DuPont)；L3 哈瑞斯公司 (L3 Harris) 和萊德斯特

里餐飲公司 (LiDestri Food & Drink)。  

  
帝國州發展公司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委員霍普．奈特 (Hope Knight) 表示，「我們對锂

回收公司在伊士曼商業園的鋰離子電池回收工廠的投資不僅代表了我們對該公司做出的持

續承諾，也代表了我們投資於可持續能源行業中更廣泛的經濟機會。這一前瞻性的項目將

為五指湖地區增加高品質的就業機會，並推動我們為將紐約州建立為能源儲存領域的世界

領導者而開展的工作。」  

  
州參議員傑裏米．庫尼 (Jeremy Cooney) 表示，「Li-Cycle 在羅徹斯特的伊士曼商業園

的擴張，對我們地區的經濟持續增長而言是一項重大投資。該項目在施工階段創造了 200 

多個長期、高薪、環保的就業崗位以及數千個其他就業崗位，確保了大羅徹斯特地區在技



術進步方面保持領先地位。感謝霍楚爾州長和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 對這些影響深遠的舉措的持續支持。」  

  
國會議員約書亞．詹森 (Joshua Jensen) 表示，「今天的宣佈就是表明我們的社區如何

在發展下一代經濟方面處於行業領先地位的又一例證。Li-Cycle 在伊士曼商業園和門羅縣

的投資不僅將為這個社區和州提供經濟機會，還將確保我們的商業和科技基礎設施能够在

其他企業决定是否投資羅切斯特作為其新業務開發點時能夠保持持續增長。」  

  
門羅縣行政長官亞當．貝洛 (Adam Bello) 表示，「隨著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越來越多地使

用鋰離子電池，Li-Cycle 為我們的居民創造數百個高薪工作崗位同時，提供了迫切需要的

服務。門羅縣很榮幸能與 Li-Cycle 合作，以幫助擴大其在門羅縣的業務，我們也非常感

謝凱西．霍楚爾的投入，助力 Li-Cycle 的進一步增長以及我們經濟的增強。」  

  
羅切斯特市市長馬利克．伊凡斯 (Malik Evans) 表示，「祝賀 Li-Cycle 在推動擴張工作

的過程中所取得的成就，感謝他們對羅切斯特的投資，這進一步證明了羅切斯特是 21 世

紀高科技就業增長的理想地點。我還要感謝凱西．霍楚爾州長和帝國州發展公司通過五指

湖地區加速發展計劃對羅切斯特市的經濟支持。我們將攜手共進，創造一個充滿希望的未

來城市。」  

  
希臘鎮鎮長比爾．賴利希 (Bill Reilich) 表示，「自 2019 年以來，希臘鎮一直與 Li-

Cycle 密切合作，為希臘鎮的伊士曼商業園引入了巨額投資。希臘新出台的經濟發展和創

新疊加方案為優先獲得地方準予鋪平了道路，而我的經濟發展團隊將與各級政府機构密切

合作，以確保獲得環境許可證並談判激勵措施。只有靠 Li-Cycle 自身的發展才能將這個

項目帶到我們國家。隨著 Li-Cycle 樞紐的建設，我的團隊每天都在監督項目完成進度。

門羅縣已經十多年沒有出現過如此規模的工業發展和投資了，我們正在努力確保抓住機

遇。如此規模的項目不僅在清潔能源領域創造了經濟重心和二次經濟增長.對於對當地經

濟十分重要的建築業和服務業而言，Li-Cycle 在希臘的投資也為它們打了一劑強心針。非

常迎歡 Li-Cycle 來到希臘的伊士曼商業園投資，也非常高興能夠看到項目的進展。」  

  
柯達執行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吉姆．科倫扎 (Jim Continenza) 表示，「很自豪可達能成為 

Li-Cycle 樞紐項目的一員，這表明了我們對電池和儲能技術以及可持續工藝的承諾。該樞

紐項目將受益於伊士曼商業園的大量資源，包括公用事業、鐵路、安保以及設施管理服

務.羅切斯特地區也將直接和間接受益於該項目創造的就業機會。此外，我們的環境也將

受益於 Li-Cycle 提供的專有材料回收服務。」  

  
大羅切斯特商會 (Greater Rochester Chamber of Commerce) 主席兼執行長、五指湖

地區經濟發展理事會 (Finger Lake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聯合

主席鮑勃．杜菲 (Bob Duffy) 表示，「Li-Cycle 在伊士曼商業園的擴張進一步證明，國際

商業創新在大羅徹斯特地區蓬勃發展，是我們地區一個出色的成功典範。由於這家偉大的

公司坐擁我們商界的人才、資源和支持，我們期待著他們取得更大的成功。感謝帝國州發

展公司、門羅縣以及 Li-Cycle 的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阿賈．科查 (Ajay Kochhar) 對

大羅徹斯特地區精心策劃的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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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Cycle 計劃在伊士曼商業園建立一個電池回收中心，這凸顯了紐約州羅徹斯特市該地

點有價值的基礎設施以及可用的電池和儲能技術。大羅切斯特地區經濟發展局協調了各種

重要的經濟發展資源，確保了 Li-Cycle 的重大投資，並為我們的社區創造了 220 個新就

業機會。」  

  
如需瞭解關於 Li-Cycle 的更多資訊，請造訪：https://li-cyc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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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點擊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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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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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