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2 月 3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另外 5 家紐約公司生產 2019 冠狀病毒病相關設備和物資以滿足州內需求  

  
向州內生產商提供近 200 萬美元獎勵資金，以提高救生醫療產品的生產速度及產量，同

時創造更多工作崗位  

  
紐約州宣佈向 36 家紐約公司提供 2000 多萬美元的獎勵資金，用以生產關鍵物資；這些

公司一共能夠創造/保留 3,500 個工作崗位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另外 4 家紐約公司和一家之前曾接受州內支援資金的公司

將會收到近 200 萬美元的支援資金，用以生產必需物資以對抗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疫情。這些撥款將有助於緩解因供應鏈而造成的產品短缺，這會導致不公平

定價現象出現。這些公司還將增加本州的生產能力，同時創造新崗位和市場機會。截至目

前，已有 36 家符合要求的紐約公司獲得超過 2,000 多萬美元的撥款；這些公司將使用資

金重組產品線，並為持續響應和恢復工作而轉向生產重要物資。這 36 家公司一共能夠創

造和保留 3,500 個工作崗位。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給國家的醫療供應鏈造成嚴重影響，我們不得不與其他國家競

爭，高價購買這些救生產品。」葛謨州長表示。「我們亦得到了深刻的教訓，即這些資

源必須在美國生產，所以我們採取措施，建設紐約州所需的基礎設施，幫助我們應對未來

困境的同時亦能讓本地公司創造新的崗位。」  

  
「我們的國家在 2020 年初全球疫情爆發之際準備不足，而紐約州不得不到處尋找個人防

護設備。」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我們非常榮幸能夠支援國家生產

這些關鍵的醫療設備，這些設備不僅可以拯救生命，降低對海外產品的依賴，亦能保留本

地工作，支援紐約州內的公司。」  

  
葛謨州長於 3 月要求位於紐約的各大公司重組產品線，以生產獲得批准的 2019 冠狀病毒

病重要物資，如呼吸機、檢測工具和個人防護設備等。生產 N95 呼吸器、外科口罩、罩

衣、面罩等產品的公司。葛謨州長在 2020 年 7 月 30 日宣佈另外 12 家紐約公司已經獲

得州的支援資金，用於生產應對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的必要物資；在此之前，紐約州經

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亦於 2020 年 5 月 15 日宣佈 8 家公司獲得資金援

助。葛謨州長在 2020 年 10 月 23 日宣佈另有 8 家紐約公司獲得支援資金，能夠開始生

產冠狀病毒病相關設備與物資。這一計畫旨在確保紐約州的衛生設施在需要時能夠獲得個

人防護設備。  

https://esd.ny.gov/sourcing-covid-19-products-nys#_blank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12-new-york-companies-start-producing-covid-19-related-equipment-and#_blank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12-new-york-companies-start-producing-covid-19-related-equipment-and#_blank
https://esd.ny.gov/esd-media-center/press-releases/4-million-awarded-companies-covid-19-supplies
https://esd.ny.gov/esd-media-center/press-releases/4-million-awarded-companies-covid-19-supplies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eight-additional-new-york-companies-start-producing-covid-19-related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eight-additional-new-york-companies-start-producing-covid-19-related


 

 

  
為了加快國內生產關鍵醫療物資和設備的進度，同時降低對海外產品的依賴，葛謨州長提

出《醫療用品法》 (Medical Supplies Act)，優先購買美國製造的個人防護設備及醫療用

品，並納入州長的 2021 年重塑 | 重建 | 重生 (Reimagine | Rebuild | Renew) 議程。此項

新的政策有助創造及保留本地工作崗位，並確保這一領域以後能夠健康發展，實現自給自

足。  

  
帝國州發展公司代理主任、總裁兼執行長候選人埃裡克·格特勒 (Eric Gertler) 表示，「紐

約州擁有許多世界上最具創新力的公司。帝國州發展公司對這些業務的支持不僅滿足了州

長葛謨呼籲紐約各行業協助抗擊冠狀病毒的努力，而且還體現了為加強該州製造業以迅速

適應新的市場機遇並保持其記錄而進行的投資。隨著重建工作繼續推進，智能型發展亦會

繼續創下新高。」  

  
1 阿特黎爾 (1 Atelier) - 50 萬美元 - 紐約市 - 1 阿特黎爾是一家手袋製造商，位於紐約

市。三月份疫情襲擊本市時，公司執行長認為她應該幫助醫療社區獲得必要的個人防護設

備，同時讓公司的 60 名員工度過這一眾所周知的艱難時期。在支援資金的協助下，1 阿

特黎爾調整生產線，開始為醫療社區製造 N95 呼吸器，同時也有望在明年年初獲得美國

職業安全與健康機構 (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的許可。1 

阿特黎爾全力生產首批 25 萬個 N95 呼吸器。  

  
美國航空醫療保健有限責任公司 (Aero Healthcare US LLC) - 80 萬美元 - 哈德遜中部地

區 (Mid-Hudson) -航空醫療保健是一家全球性的醫療保健物資製造商及經銷商。公司將

會擴大現有的瓶裝洗手液工廠，並為公司的洗手液生產塑膠瓶和泵頭。本次設備升級亦包

括購買機械設備及原材料。在滿負荷運轉的情況下，航空醫療保健公司每週能夠生產 20 

萬瓶洗手液。公司還制定了大規模計畫，準備將洗手液的配料與攪拌流程搬到公司位於洛

克蘭郡 (Rockland County) 的工廠，本次提升產能是計畫第一期工程。這個項目將會投入 

210 萬美元和增加 10 個工作崗位，幫助工廠達到最大產能。  

  
ARX 科學股份有限公司 (ARX Sciences)- 20 萬美元 -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 ARX 科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9 年，總部位於紐約州西部。公司設研發和生

產體外診斷試劑。ARX 也銷售科學家和臨床研究人員使用的多種生化藥劑。公司順利申

請到 2019 冠狀病毒病撥款，用於生產病毒傳送培養基 (VTM)，公司將會生產 25 萬個檢

測劑，在其紐約州西部的工廠中增加 20 個新的工作崗位。  

  
波登製造公司 (Manufacturing Inc) - 4.6 萬美元 - 紐約市 - 波登製造公司生產一次性隔間

掛簾和醫用垃圾袋等醫院用品。公司收到撥款用於重組生產設備，生產 1 級一次性醫院

罩衣和一次性口罩。本次設備升級亦包括購買機械設備和原材料，以及招聘四名新員工。

本次約 16.6 萬美元的投資項目全面投入使用後，波登公司每週可以生產 365 個口罩和 

3,276 個罩衣，在首個 90 天生產期內的總產量達到 46,800 件。公司計畫以後繼續生產

罩衣和口罩。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outlines-2021-agenda-reimagine-rebuild-renew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outlines-2021-agenda-reimagine-rebuild-renew


 

 

創世紀一次性用品有限責任公司 (Genesis Disposables LLC) - 撥款：40 萬美元 - 麥可

山谷地區 (Mohawk Valley) - （二次撥款） - 創世紀一次性用品公司 30 多年來在其位於

紐約的法蘭克福工廠為各類客戶生產一次性服裝與配件。公司備有大量原材料，可以快速

轉為成品，實現極其高效的周轉時間。創世紀公司目前的製造工廠產能已滿，計畫搬遷至

面積更大的工廠，並購買機器和生產設備，提高產量。這個項目需要投資 680 萬美元，

將 1 級和 2 級隔離服的初始產能提高到每月 10 萬件，到 2021 年年底再提高到每月 25 

萬件，並在第一年裏增加 55 個工作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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