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2 月 1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海松汽車公司將擴大其在門羅郡的美國業務 

  
該商用燃料電池汽車公司將在哈尼奥伊福尔斯嚮建立 78,000 平方英尺的設施；將創造 

100 個新的就業機會  

  
這項投資補充了五指湖地區發展計畫——該地區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的綜合戰略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總部位於亞洲的地平線燃料電池科技公司 (Horizon fuel 

cell Technologies) 成立的燃料電池汽車公司海松汽車公司 (HYZON Motors) 將進一步擴

大在門羅郡 (Monroe County) 哈尼奥伊福尔斯嚮 (Honeoye Falls) 的業務，在未來三年內

創造 100 個新的就業崗位。新一代燃料電池重型車輛供應商將整修桂格會議塔樓路 

(Quaker Meeting House Road) 78,000 平方英尺的現有建築空間，該公司將在那裡為重

型和中型商用車輛製造下一代燃料電池。海松汽車公司於 2020 年首次在哈尼奥伊福尔斯

嚮建立其美國業務。該公司已開發出可提供 150kW 功率的氫燃料電池堆，並預計在 

2022 年推出 300kW 的燃料電池系統。  

 
「紐約州對科技和綠色能源產業的定向投資正在吸引新的企業進入紐約州，並為紐約民眾

創造更多的機會，」葛謨州長表示。「海松汽車公司决定在紐約州拓展其前瞻性的業

務，這表明我們的投資正在發揮作用。該公司的新燃料電池製造工廠將創造 100 個高品

質的高科技製造業工作崗位，加强地區和全州經濟，同時也推進我們州的綠色能源目

標。」  

  
「海松汽車公司的擴張不僅意味著門羅郡新增 100 個高科技製造業崗位，而且我們還在

投資未來的綠色經濟，」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通過帝國州發展公

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的支持，海松汽車公司將為重型和中型商用車製造下一

代氫燃料電池。紐約州很榮幸能與海松汽車公司這樣的公司合作，這些公司在我們努力的

基礎上保持本州的領先地位，加强我們的經濟，創造更清潔、更環保的疫情後的未來。」  

  
帝國州發展公司通過精益求精退稅額計畫 (Excelsior Tax Credit program) 提供高達 160 

萬美元的資金，幫助這家創新型公司實現快速增長。門羅郡和大羅切斯特地區經濟發展局 

(Greater Rochester Enterprise, GRE) 也支持這個項目。項目總成本估計接近 800 萬美

元。現時，翻新設施正在建設中，預計將於四月竣工。  

  



 

 

海松汽車公司製造的燃料電池結構緊湊、功能强大，特別適合長途和高利用率的返程陸運

拖車。最先進的燃料電池科技將為重型商用鑽井平臺提供動力，其效能和行駛里程將與傳

統柴油鑽井平臺匹敵。該公司最近還與法國石油公司道達爾 SE 公司 (Total SE) 建立了合

作關係。海松汽車公司最近還宣佈，計劃通過與空白資本公司脫碳化 + 收購公司 

(Decarbonization Plus Acquisition Corp) 合併上市，該交易對這家燃料電池卡車初創公司

的估值為 27 億美元。  

  
海松汽車公司執行長克雷格·奈特 (Craig Knight) 表示，「海松汽車公司很高興地宣佈，

我們計劃在羅切斯特地區 (Rochester) 建立重要的生產設施，由帝國州發展公司、門羅郡

和大羅切斯特地區經濟發展局 (Greater Rochester Enterprise) 提供大力支持。海松汽車

公司將製造行業領先的燃料電池系統，該系統已在國際重型卡車上得到驗證，並將為車隊

運營商提供零排放卡車的調試服務。」  

  
今天的公告補充了本州快速推進大型可再生能源項目發展的行動。隨著紐約州從 2019 冠

狀病毒病 (COVID-19) 疫情中恢復過來，在此過程中，葛謨州長領先全國的氣候議程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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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建立在紐約州不斷增加的清潔能源基礎上，包括為全州 91 個大型可再生能源所做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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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兆瓦的離岸風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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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終端使用中把現場能耗減少 185 萬億英制

熱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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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松汽車公司計劃在門羅郡建立先進的製造工廠，在五指湖地區新增高科技工作和清潔能

源。該公司生產的下一代燃料電池為商用車提供動力，將有助於在整個地區和全州建設和

推進紐約州的綠色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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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松汽車公司

燃料電池製造技術在紐約州的擴張向市場發出了一個訊號，即在向清潔能源經濟轉型的過

程中，我們將認真支持和開發創新解決方案，以使交通運輸部門脫碳，該部門是溫室氣體

排放的主要貢獻者。在葛謨州長日益增長的清潔能源經濟的推動下，該項目為門羅郡帶來

了經濟和就業增長，我祝賀海松汽車公司實現這一里程碑。」  

  
州參議員薩姆拉 G. 布魯克 (Samra G. Brouk) 表示，「我們知道，對清潔科技的投資將



 

 

有助於推動我們在紐約州的發展。像海松汽車公司擴張這樣的項目將有助於我們地區的經

濟復蘇成為綠色經濟。」  

 
眾議員馬喬里·伯恩 (Marjorie Byrnes) 表示，「在任何領域，新工作都是受歡迎的。 在

疫情期間，在第 133 新增了 100 個高技能工作崗位，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好消息。 這家

公司現時開發的新一代燃料電池科技已經得到驗證並投入使用。這將有利於在地區和全州

範圍內推進綠色技術的工作。」  

  
門羅郡郡長亞當·貝羅 (Adam Bello) 表示，「我們感謝海松汽車公司决定擴大在哈尼奥伊

福尔斯嚮的燃料電池製造業務，並高興地看到他們將整修桂格會議塔樓路上超過 78,000 

平方英尺的建築空間，並創造多達 100 個新的就業機會。這一決定表明，對於尋求高技

能、專家勞動力和良好營商環境的高科技公司來說，我們地區持續具有吸引力。我還要感

謝安德魯·葛謨州長、帝國州發展公司、大羅切斯特地區經濟發展局和門羅郡工業發展局 

(County of Monro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gency) 為協助海松汽車公司實施擴張計畫

所做的工作。」  

  
哈尼奥伊福尔斯嚮鄉長裏克·米爾恩 (Rick Milne) 表示，「哈尼奥伊福尔斯嚮很高興成為

海松汽車公司的新世界總部和全球工程中心 (World Headquarters and Global 

Engineering Center)。 海松汽車公司將在桂格會議塔樓路收購和翻新一座 78,000 平方英

尺的建築，利用區域供應鏈和本地化生產，同時利用知識淵博、本地和經驗豐富的人員帶

來的優勢。在我們的社區創造多達 100 個新的科技工作崗位，不僅對本鄉，而且對羅徹

斯特/門羅郡地區也是巨大的利益。 該建設項目還加强了我們地區和紐約州的清潔綠色能

源倡議。 燃料電池的開發和製造屬於哈尼奥伊福尔斯嚮，我們很感謝海松汽車公司選擇

在我們社區設立其總部。」  

  
大羅切斯特地區經濟發展局局長暨執行長麥特·赫布特 (Matt Hurlbutt) 表示，「越來越多

的公司在紐約州大羅切斯特地區挖掘科技人才的深度和廣度，以支持從燃料電池開發到能

源存儲等一系列廣泛的能源創新，海松汽車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在羅徹斯特市 

(Rochester)，海松汽車公司可以獲得燃料電池開發和製造的專業知識，以支持商用車輛

的氫燃料電池生產。」  

  
有關海松汽車公司的更多資訊，請訪問 https://hyzonmotors.com/。  

  
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計畫 (Accele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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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區正在透過葛謨州長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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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1db6a645-422d9f54-1db45f70-000babd9fe9f-6134838a9530efbd&q=1&e=b24cbb9f-a1be-454e-925b-349ebca13c6b&u=https%3A%2F%2Fhyzonmotors.com%2F%23_blank
https://esd.ny.gov/finger-lakes-forward-uri#_blank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退出訂閱 

 

http://www.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ea7b00d0-b5e039c1-ea79f9e5-000babd9fe9f-884fb73e0cdaa2bd&q=1&e=b24cbb9f-a1be-454e-925b-349ebca13c6b&u=https%3A%2F%2Fit.cwnls.com%2Fapp%2Fitpage.nsf%2Funsubscribe.xsp%3Faction%3Dunsubscribe%26id%3D1100PRES2E8F7317B18369AF8525868000650FB6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