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1 月 1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氫燃料電池能源提供商普拉格能源公司將在門羅郡修建新的創新中心  

  
耗資 1.25 億美元的項目將創造近 380 個新崗位；公司將在本州的支持下在漢利埃塔鎮修

建先進設施  

  
紐約州的投資為本地區的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全面策略「五指湖加速發展」計畫錦上添

花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替代能源技術領先提供商普拉格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Plug 

Power Inc.) 將在紐約州建造一所耗資 1.25 億美元的創新中心 (Innovation Center)， 該中

心將創造 377 個新崗位。該中心坐落於門羅郡 (Monroe County) 漢利埃塔鎮 (Town of 

Henrietta)，其將成為全球首個質子交換膜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PEM) 技術超

級電池工廠。該公司將用這座設施生產氫燃料電池堆和電解槽。燃料電池堆用於原始氫燃

料電池引擎中，該引擎用於對物料搬運設備和道路商業車隊等多種電動車輛，以及無人機

提供能源。 電解槽用於從可再生電力中產生環保氫。 這座位於約翰街 1025 號 (1025 

John Street) 的設施將從 2021 年第一季度開始改造工作，預計將從 2021 年年中起投入

生產。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 對該公司在擴大生產、持續投

資和崗位創造的決定上予以支持，前者將透過《精益求精退稅額項目 (Excelsior Tax 

Credits)》為這一重大項目提供 1,300 萬美元。門羅郡、羅切斯特電氣公司 (Rochester 

Gas and Electric) 和大羅切斯特地區經濟發展局 (Greater Rochester Enterprise, GRE) 也

對這個項目予以協助。  

  
「在推動本州和國家打造更清潔更環保的未來，以及鞏固地方經濟和創造崗位的工作上，

普拉格能源公司多年來一直都是重要的合作夥伴。」葛謨州長表示。「該公司在五指湖

地區 (Finger Lakes) 所做的持續投資和開展的擴建工作切實證明了他們對這項工作所許

下的承諾。這座先進的創新中心不僅將在紐約進一步建成一所卓越的綠色能源中心，創造

數百個崗位，還將在實現全國領先的氣候和清潔能源議程中的目標一事上發揮關鍵作

用。」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門羅郡的這所新創新中心印證了普拉格能源

公司所許下的承諾和取得的成功成就。這項投資將在該地區創造約 380 個崗位，還會繼

續在五指湖區和全州推動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紐約對於支持普拉格能源公司等能源公司表

示驕傲，這些公司建立在我們為增產可再生能源所做的工作基礎之上，為鞏固經濟、對抗

氣候變和和創造新機會而建設得更好、更清潔、更環保。」  



 

 

  
除今天的公告外，普魯格公司還在 2019 年宣佈其在紐約州的擴建計畫，該公司將在羅切

斯特伊士曼商業園 (Eastman Business Park) 投資 370 萬美元修建膜電極組件設施，從

而創造 80 多個新崗位。該公司先前還在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公佈了擴建計畫，該

計畫承諾將投資近 650 萬美元在全州創造 180 多個崗位。  

  
普拉格能源公司於 1997 年在奧爾巴尼郡 (Albany County) 成立，該公司為氫燃料電池技

術開創了首個具有商業意義的市場。該公司因此為電力交通工具部署了超過 3.8 萬個燃料

電池系統，這一規模領先全球。該公司也是液態氫的最大買家，其在北美建成氫氣高速公

路並投入運作。該公司近期還宣佈與 SK 集團建立合作關係，旨在推動氫能源成為亞洲市

場的替代能源，後者是韓國 (South Korean) 的領先商業公司之一。普拉格能源公司和 SK 

集團希望透過此次合作能在韓國和大亞洲市場建成氫能源電池系統、氫能源站和電解槽。

該公司還於歐洲 (Europe) 第二大汽車生產商法國雷諾集團 (Groupe Renault of France) 

合作，旨在生產燃料電池驅動的商業卡車。  

  
「在家鄉紐約州進行擴建，宣佈紐約羅切斯特是普拉格能源公司創新中心是全球首個質子

交換膜堆和電解槽所在地，對此我們感到激動，」普拉格能源公司首席執行官安迪·瑪什 

(Andy Marsh) 表示。「在考慮眾多優秀選擇後，沒有地方能在人才、當地供應商網和與

頂級研究機構的合作方面可以和羅切斯特相匹敵。在此決定下，我們將公司和本地區置於

全球質子交換膜技術先鋒的地位，從而推動規模和行業的轉變進程。十分感謝紐約州一直

以來的支持，其中包括葛謨州長、參議員查克·舒默 (Chuck Schumer)、眾議院議員喬伊·

莫雷勒 (Joe Morelle)，以及來自帝國州發展公司和大羅切斯特地區經濟發展局的大力支

持。」  

  
隨著紐約州從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中恢復過來，在此過程中，葛謨州長領先全國的綠色

能源議程是美國最激進的氣候和清潔能源計畫，它呼籲有序、公正地向清潔能源過渡、創

造就業機會，並繼續培育綠色經濟。通過《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 (Climate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Protection Act)》，紐約州正走上一條實現其強制目標的道

路：到 2040 年實現電力行業零排放，包括到 2030 年實現 70% 的可再生能源發電，並

實現經濟範圍的碳中和。其建立在紐約州不斷增加的清潔能源基礎上，包括為全州 67 個

大型可再生能源所做的 39 億美元投資、在紐約州清潔能源行業新增超過 15 萬個崗位、

承諾截至 2035 年開發 9,000 兆瓦的離岸風電，以及自 2011 年以來分佈性太陽能部門增

長 1,800%。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紐約州將鞏固這一進展，並到 2050 年把溫室氣體排

放量在 1990 年的基礎上減少 85%，同時還要實現清潔能源投資產生的 40% 的收益要惠

及弱勢社區，並推進實現本州設立的 2025 年節能目標，把現場能耗減少 185 立方米。  

  
帝國州發展公司代理主任、總裁兼執行長候選人艾瑞克·格特勒 (Eric Gertler) 表示，「在

葛謨州長的領導下，紐約透過為先進制造業和可持續發電，以及其他行業的投資來支持創

新公司的發展。在普拉格能源公司擴大運營範圍和發展新技術的過程中，帝國州發展公司

很驕傲能與其建立合作關係，這將推動五指湖地區經濟向前發展，鞏固本州對清潔能源承

諾，並為未來創造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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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ity) 代理總裁兼執行長多琳 M. 哈裡斯 (Doreen M. Harris) 表示，「普拉格能源公

司的超級電池工廠承諾是表明葛謨州長支持創新的鮮明例證。作為州長領先全國的清潔能

源和氣候計畫的內容，此舉能刺激綠色經濟的發展和創造就業。紐約州對普拉格能源公司

的支持將推動技術的發展，這將有助於本州有害氣體排放產業減少排放，從而為所有人帶

來更清新的空氣。」  

  
美國參議員查爾斯·舒默 (Charles Schumer) 表示，「普拉格能源公司留意我的號召，使

門羅郡成為其氫能源電池超級電池工廠的新址。羅切斯特發電站的人員領導了先進的氫能

源電池技術，現在他們能推動普拉格公司具有變革意義的清潔能源技術獲得新成就。 超

過 175 個崗位將極大地推動羅切斯特發展，從而使該地區成為全球綠色經濟中心。我對

葛謨州長表示感謝，也對紐約州支持普拉格公司在門羅郡建造最大的生產廠一事表示稱

讚，該公司是扎根於紐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NY) 的突出企業，僱有數百名紐約州工

人。」  

  
眾議員喬·莫雷勒 (Joe Morelle) 表示，「在我們豐富的燃料電池專業知識和生產技術幫助

下，羅切斯特將成為普拉格能源公司質子交換膜堆和電解槽超級電池工作的絕佳之地。我

們市歡迎長期予以支持的普拉格能源公司在這裡建造新廠。我們期待羅切斯特最優秀的人

才能在這上百個崗位上就職。我對普拉格能源公司和紐約州長表示感激，感謝州長長期致

力於發展羅切斯特的創新產業。」  

  
參議員派翠克 M. 加利文 (Patrick M. Gallivan) 表示，「普拉格能源公司決定在漢利埃塔

建造新的創新中心，這對門羅郡和五指湖區的居民來說都是好消息。在技術嫻熟的辛勤勞

動力幫助下，該地區作為技術中心的聲望將延續下去。普拉格公司所做的承諾和投資為我

們地區帶來了積極的訊息，其將有助於吸引想要開創或擴大運營的其他企業前來。」  

  
眾議員哈利·布朗森 (Harry Bronson) 表示，「感謝安迪·瑪什和普拉格能源公司對我們地

區所做的承諾。該公司和葛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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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眾議院經濟發展部門的主席，我期待

普拉格能源公司能在漢利埃塔新廠址有所發展，並創新更多新崗位。」  

  
門羅郡郡長亞當·貝羅 (Adam Bello) 表示，「門羅郡是普拉格能源公司建造新創新中心的

絕佳選擇，該中心將僱用技術嫻熟的當地勞動力，並延續我們地區作為先進技術、工程、

生產和可再生發電產業的領袖聲望。門羅郡承諾將打造可持續性更強、能源利用更高效的

社區。普拉格能源公司將鞏固這一承諾的實現。感謝葛謨州長和紐約州，以及門羅郡各方

對這一項目所做的重大投資。」  

  
大羅切斯特地區經濟發展局局長兼執行長馬特·赫布特 (Matt Hurlbutt) 表示，「普拉格能

源公司決定在紐約地區的大羅切斯特發展其能源電池和氫溶液，這將進一步加強我們社區

繁盛的能源創新生態系統的發展。優秀的人才勞動力擁有在能源電池和材料科學方面的卓

越技能，他們將和經濟發展合作夥伴方的傑出團隊一起讓紐約地區的大羅切斯特成為普拉

格能源公司擴建的精明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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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hester Gas and Electric Corporation, RG&E)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卡爾 A. 泰勒 

(Carl A. Taylor) 表示，「羅切斯特電氣公司很激動能成為這一計畫的戰略化夥伴，該計

畫將幫助羅切斯特成為紐約州實現清潔能源的前沿地區。我們的基本價值觀之一就是要成

為我們所服務社區的發展動力，而這一計畫從重大資本投資、新崗位和為紐約打造跟清潔

環境等多個層面支持著這一價值觀。 我們期待與經濟發展和社區合作夥伴一起使這一項

目成為現實。」  

  
如需獲取關於普拉格能源公司的更多訊息，請訪問 https://www.plugpower.com/。  

  
加快實施《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計畫 (Finger Lakes Forward)》  

今天宣佈的公告為「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計畫」錦上添花，這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藍圖，

用於實現穩健的經濟增長和社區發展。為替該計畫奠定基礎，州政府自 2012 年以來已經

在該地區投資超過 80.7 億美元，投資內容包括光電子業、農業和食品生產、以及高階製

造業在內的關鍵產業。如今，本地區透過葛謨州長於 2015 年 12 月宣佈啟動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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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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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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