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3 年 2 月 6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宣佈 2024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計劃在紐約州中部地區增加就業和促進其經濟發

展的細節  

  
其中包括 8,000 多萬美元用於投資推動經濟發展、增加住房供應、支援高等教育  

  
還包括 4,500 萬美元用於支援行政和運營，透過新的半導體擴建、管理融合辦公室支援

美光公司的投資工作和其他半導體行業的發展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公佈了 2024 財政年度行政預算案計劃在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增加就業和促進其經濟發展的重要提案的細節。根據 2023 年州情諮文 (2023 

State of the State)，預算包括一項重大投資，用以增加住房供應並擴大該地區的經濟機

遇和創新發展。其中包括為奧農達加社區學院 (Onondaga Community College) 提供 

3,600 萬美元，為地方勞動力和經濟發展倡議投資 1,100 萬美元，為新第 15 區公共住房

專案 (Onondaga Community College) 提供 1,000 萬美元，以及用於州博覽會 (State 

Fair) 和地方公園提供 2,600 萬美元。霍楚爾州長還宣佈為州長半導體擴建、管理和融合

辦公室 (Governor's Office of Semiconductor Expansion, Management, and Integration, 

GO SEMI) 投資 4,500 萬美元，該辦公室將對美光公司 (Micron) 為在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新建超級工廠所作的 1,000 億美元歷史性投資提供行政和運營支援，

並為發展紐約的半導體產業而領導開展更廣泛範圍的工作。  

  
霍楚爾州長表示，「這些投資是建立在我們使錫拉丘茲 (Syracuse) 和紐約州中部地區更

加繁榮、更易生存和宜居的勢頭之上。對住房、教育和經濟發展有了新的、更深刻的承

諾，我們的預算將以美光公司投資為基礎，為更多的紐約居民創造機會，並且期待與地方

領導人合作，使紐約州中部地區的這一願景成為現實。」  

  
霍楚爾州長今天公佈的幾項預算提案與「2023 年州情諮文 (2023 State of the State)」中

公佈的經濟創新計劃 (Economic Innovation Plan) 保持一致，將會透過定向投資、商業支

援和其他針對高增長產業的計劃，擴大紐約州的經濟機遇和創新發展。州長的預算還包括

幾項投資高等教育和改善全州地方景點的舉措。對於紐約州中部地區，該計劃包括：  

  

• 1,000 萬美元用於錫拉丘茲新的第 15 區公共住房專案，該專案將支援為期 12 年

的專案前三期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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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萬美元為錫拉丘茲經濟發展公司 (Syracuse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創建循環貸款基金，以幫助中小型城市企業填補住房建設和修復以及

減少家庭鉛危害方面對合格承包商需求的關鍵缺口。  

• 500 萬美元投資於靈活融資專案 (Flexible Finance Program)，以支援錫拉丘茲市

的經濟發展。  

• 100 萬美元用於擴展成功的錫拉丘茲培養學徒計劃 (Syracuse Build Pathways to 

Apprenticeship)，以支援在錫拉丘茲市建立行業學徒制並擴展上班通勤車計劃 

(Vehicles to Work)。  

• 100 萬美元用於創建錫拉丘茲新興高科技職業橋樑專案 (Syracuse Surge High-

Tech Careers Bridge Program)，該專案將為錫拉丘茲市居民創造就業崗位，與與

半導體職業、eSOL 計劃和先進製造職業技能培訓聯繫起來。  

• 3,600 萬美元用於奧農達加社區學院，包括：  

-1,500 萬美元用於擴建衛生學院 (School of Health)。  

-500 萬美元投資建設一個 5,000 平方英尺的 ISO 5 級和 6 級無塵房間，用於

培訓半導體和微電子行業的學員。  

-300 萬美元投資建造一個開放式倉庫空間，用於應用工程、技術和勞動力教

育。  

-撥款 250 萬美元給科伊恩大廳 (Coyne Hall) 进行能源改造。  

-撥款 1,025 萬美元用於校園整體的各類改進。  

• 1,400 萬美元用於支援州遊樂場所維護和必要的基礎設施升級。  

• 700 萬美元用於在露營地建造兩個全新的舒適站，並對塞爾克海岸州立公園 

(Selkirk Shores State Park) 進行整體改造。  

• 500 萬美元用於改進格林湖州立公園 (Green Lakes State Park)。  

  
帝國州發展公司總裁兼執行長兼總經理霍普．奈特 (Hope Knight) 表示，「紐約為吸引

半導體行業進行了許多戰略性投資，這些投資加上紐約州綠色芯片計劃 (State's Green 

CHIPS program) 和《聯邦芯片和科學法案 (federal CHIPS and Science Act)》，將使我

們在建立半導體行業生態系統的過程中實現前所未有的發展，尤其是在紐約州中部地區。

對於霍楚爾州長致力於在紐約州發展這一重要產業，我表示讚賞。」  

  
美光公司全球運營執行副總裁馬尼什．巴提亞 (Manish Bhatia) 表示，「我們很榮幸能

與美光公司團隊以及地方社區和政府合作夥伴一起為推進該專案做出開拓工作。半導體行

業正在創造機會，開始在這一地區做出變革。我們相信美光公司選擇在紐約中部地區紮根

是一個很好的抉擇。」  

  
州參議員約翰．W．曼尼恩 (John W. Mannion) 表示，「在《綠色芯片立法》取得進展

的基礎上，我期待繼續與州長合作，對第 50 參議院選區需要的人力和物質基礎設施進行

正確的投資，以最大限度地提高 1,000 億美元的美光半導體製造專案的價值。我們需要

大量的州資源來擴大培訓專案的規模，同時支援幼稚園至 12 年級學校、社區學院和四年



制大學的勞動力管道。我致力於與州長和立法機關的同事們合作，將重要的州府資金納入

紐約州中部地區先進製造業的預算中，併為紐約州創造數萬個就業機會。」  

  
州參議員瑞秋．梅 (Rachel May) 表示，「由於美光公司準備在紐約州中部地區建立一個

全國領先的半導體工廠，預計雇傭數千名員工，我們必須為該地區準備好負擔得起的優質

住房，同時為公司提供必要的工具，以保證它可以造福該地區居民。感謝霍楚爾州長將這

些資金納入今年的預算以解決這些問題，確保美光的開發取得成功。」  

  
錫拉丘茲市市長本．瓦什 (Ben Walsh) 表示，「在霍楚爾州長有力的合作下，錫拉丘茲

市正在進入百年不遇的發展期。我們感謝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的行政預算中為住房、小企

業發展和就業準備提供資金。透過在這些領域的投資，我們可以增加舉措，確保錫拉丘茲

市和紐約州中部地區的增長是可持續的，可以為所有人創造機會。」  

  
州長半導體擴建、管理和融合辦公室和紐約新興的半導體行業  

霍楚爾州長還在《2023 年州情諮文》中公佈向州長半導體擴建、管理和融合辦公室投資 

4,500 萬美元，此前，美光將宣佈將歷史性地投資 1,000 億美元，選址紐約奧農達加縣 

(Onondaga County) 的克萊 (Clay) 作為其建造世界上最大的存儲器製造設施工廠駐點。

預計該項投資將為紐約州中部地區帶來多達 5 萬個就業崗位，這得益於州長在 2022 年簽

署的《聯邦芯片和科學法案》以及《紐約綠色芯片立法》。新辦公室將由帝國州發展公司

帶領，成員構成有來自各個部門和機構的專家，包括州務廳 (Department of State)、紐約

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勞工廳 (Department of Labor)、紐約州交通廳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環境保護廳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紐約創造生

產公司 (NY CREATES)、紐約州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住房與社區重建署

辦公室 (Office of Homes and Community Renewal)和紐約州立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州長半導體擴建、管理和融合辦公室將領導和集中完成美光公司的投資工作；為吸引半導

體行業及其供應鏈而制定推行各項政策；為地方、州、聯邦和私人合作夥伴協調勞動力發

展和社區投資；領導開展組建、吸引和留住所需的高技術人才勞動力的工作；以智能發展

原則為重點，支援整合發展。  

  
在美光公司發佈公告不久，霍楚爾州長宣佈，愛德華先進科技公司 (Edwards Vacuum)—

—一家總部位於英國的半導體行業真空和減排設備的全球領導者，將選址杰納西縣 

(Genesee) 的紐約州西部地區科技先進製造園 (Science & Technology 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k, STAMP)，作為公司投資 3.19 億美元的美國乾式泵製造設施的駐

點，預計創造多達 600 個就業機會。與美光公司和愛德華先進科技公司的協議將鞏固紐

約作為先進製造業中心和 21 世紀就業基地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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