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2 月 25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普拉格能源公司將投資 2.9 億美元在傑納西郡新建氫燃料生產設施和變電

站  

  
公司將在阿拉巴馬鎮的紐約州西部地區科技和先進製造業園區建設最先進的設施，創造 

68 個就業崗位  

  
州投資支持州長的綠色能源計畫，該計畫要求全州投入 290 億美元的綠色能源資金  

  
這些專案補充了本地區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的全面策略「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計畫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領先的替代能源科技提供商普拉格能源公司 (Plug 

Power) 將投資 2.9 億美元，在位於傑納西郡 (Genesee) 阿拉巴馬鎮 (Alabama) 的紐約

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科技和先進製造業園區 (Science, Technology an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k, STAMP) 建設最先進的綠色氫燃料生產設施和變電站。

普拉格能源公司項目是科技和先進製造業園區的第一個建設項目，將要求該公司出資建

設一座 450 兆瓦的變電站，以支持其擴建以及商業園區未來的增長機會。普拉格能源公

司還承諾在新的生產設施中創造 68 個工作崗位，每天將生產 45 噸綠色氫氣。該公司致

力於在紐約州開發其新的綠色氫燃料生產設施，這是紐約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NYPA)、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 和傑納西郡提供

的州和地方綜合激勵方案的結果。新設施預計將於今年夏季開工建設。  

  
「紐約州致力於將自己樹立為國家工作的領導者，朝著更可再生的未來，專注於卓越的

綠色能源，我們正在證明保護環境和鼓勵經濟增長並不是相互排斥的，」葛謨州長表

示。「我們非常自豪能再次與普拉格能源公司合作，並感謝該公司在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的持續投資，以及致力於創造高品質的綠色就業機會，因為我們致力於在許多紐

約民眾的經濟困難時期促進新的投資和就業增長。」  

  
「今天的公告不僅意味著傑納西郡有更多的先進製造業就業機會，而且我們還在為紐約

州更清潔、更綠色的未來投資，」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在紐約

州的支持下，領先的替代能源科技提供商普拉格能源公司將開發新的綠色氫燃料生產設

施。我們很自豪能與普拉格能源公司這樣的公司合作，這些公司正在我們的工作的基礎

上不斷發展，使本州保持領先地位，創造綠色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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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州的激勵措施直接支持州長雄心勃勃的綠色能源計畫，這是全國最積極的氣候和清潔

能源計畫，將刺激全州 290 多億美元的公共和私人投資，並創造 12,400 兆瓦的綠色能

源，足以為 600 萬戶家庭供電。這些投資不僅有助於本州向碳中和經濟轉型，實現《氣

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 (Climate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Protection Act)》的目

標，而且還將刺激經濟從冠狀病毒疫情中復蘇。  

  
紐約電力局的激勵措施將於下月獲得紐約電力局董事會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Board of Trustees) 的準予，這將是根據紐約電力局在十二月宣佈的新的綠色就業標準，

首個獲得經濟發展激勵措施準予的客戶。州長建議紐約電力局董事會批准這些激勵措

施：  

• 尼亞加拉電力項目 (Niagara Power Project) 分配的 10 MW 低成本水電。  

• 紐約州西部地區電力收益計畫 (Western New York Power Proceeds 

program) 撥發的 150 萬美元資金。  

• 紐約電力局將在能源市場上為普拉格能源公司採購 143 MW 的高負載因數

電源。  

帝國州發展公司將提供高達 200 萬美元的精益求精退稅額 (Excelsior Tax Credits)，以換

取創造就業機會的承諾。傑納西郡將提供額外的地方稅務優惠，等待傑納西郡經濟發展

中心 (Genesee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enter) 的各項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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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拉格能源公司的前瞻性創新和對紐約州的持續承諾有助於推進葛謨州長的清潔能源

願景。科技和先進製造業園區大型工廠的氫燃料製造設施將通過創造高品質、高科技的

製造業就業機會，加强紐約州的綠色經濟。」  

  
紐約電力局總裁兼執行長吉爾 C. 奎尼斯 (Gil C. Quiniones) 表示，「在州長的領導下，

本州的清潔能源經濟正在快速增長，而普拉格能源公司正抓住大量機會，讓綠色能源公

司在紐約州擴張和蓬勃發展。利用紐約電力局通過尼亞加拉電力項目提供的無碳水力發

電來吸引一家致力於開發燃料電池用綠色氫氣的公司，示範了我們應對氣候危機的渠

道。」  

  
普拉格能源公司的擴建項目是一項重點戰略的組成部分，該戰略旨在到 2022 年在北美

地區建設多達七個制氫工廠。今年一月，州長宣佈普拉格能源公司將在門羅郡 (Monroe) 

建立價值 1.25 億美元的創新中心，創造 377 個新的就業機會。該設施將為其 ProGen 

氫燃料電池發動機製造氫燃料電池堆，用於為各種電動汽車提供動力，包括物料搬運設

備、公路商用車隊車輛和無人機。該公司還在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伊斯曼商業園 

(Eastman Business Park) 經營一家工廠，並將總部設在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普拉格能源公司執行長安迪·馬許 (Andy Marsh) 表示，「普拉格能源公司的未來應該圍

繞著建設綠色氫經濟。我們感謝家鄉紐約州支持積極的氣候和清潔能源倡議。而且，普

拉格能源公司的綠色氫氣解決方案可以對本州的環境和經濟環境產生積極影響。非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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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紐約州領導人的持續支持，包括參議員舒默 (Schumer)、葛謨州長，以及帝國州發展

公司、傑納西郡經濟發展中心，等等。」  

  
科技和先進製造業園區是一個占地 1,250 英畝的大型場地，位於紐約州北部地區最大規

模的人口、研究和勞動力培訓中心的核心。科技和先進製造業園區通過紐約州高速公路 

(New York State Thruway) 與紐約州高科技走廊相連，已完成所有場址級設計和工程，

以及所有場址級環境和區劃審批，以容納包括電晶體製造、可再生能源製造、生物製藥

製造和其他高容量產業在內的項目。這座大型水電站位於紐約市低成本水電站的戰略位

置，將由高容量、100% 可再生、可靠的電源供電。科技和先進製造業園區已被五指湖

地區經濟發展委員會 (Finger Lake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確認為

地區優先項目，並得到了地方、地區和州政府以及商業、大學和公用事業合作夥伴的支

持。  

  
傑納西郡經濟發展中心總裁兼執行長史蒂夫·海德 (Steve Hyde) 表示，「紐約州與阿拉

巴馬鎮傑納西郡和紐約電力管理局合作，投資於像科技和先進製造業園區這樣的大型場

地，已引起全球各地對科技和先進製造業園區和傑納西郡先進製造企業的極大興趣。科

技和先進製造業園區提出的這一發展項目的經濟效益也凸顯了該項目對紐約州在減緩氣

候變化方面的領導作用的貢獻，因為普拉格能源公司是製造清潔氫的國際領導者，可以

顯著减少空氣排放，並在此過程中為我們的社區和地區創造良好的薪酬就業機會。」  

  
尼亞加拉郡低成本水電分配給紐約電力局尼亞加拉電力專案半徑 30 英哩範圍內的公

司，或肖托夸郡 (Chautauqua) 境內的企業。這些水電關係到該地區數萬份現有崗位。

紐約電力局撥發的款項是通過出售紐約電力局尼亞加拉發電廠未使用的水電產生的淨收

益以及葛謨州長在 2012 年簽署成為法律的電力收益立法而實現的。  

  
阿拉巴馬鎮鎮長羅伯特·克羅森 (Robert Crossen) 表示，「各種先進製造業公司，包括

普拉格能源公司，對阿拉巴馬鎮和科技和先進製造業園區的興趣讓我深受鼓舞。我們非

常努力地為這個規模的項目提供合適的場地，我們期待著在我們的社區中實現發展和推

進這個項目的重要步驟。」  

  
大羅切斯特地區經濟發展局 (Greater Rochester Enterprise) 局長暨執行長麥特·赫布特 

(Matt Hurlbutt) 表示，「普拉格能源公司計劃在傑納西郡科技和先進製造業園區廠址建

立制氫設施，因為其獨特的基礎設施，包括低成本、清潔的水電站。這座新工廠所產生

的電力也將支持普拉格能源公司在紐約州羅切斯特市的千兆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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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區正在透過葛謨州長於 2015 年 12 月宣佈啟動

https://protect2.fireeye.com/v1/url?k=6af32128-3568181a-6af1d81d-000babd905ee-cca9c2bf42ee8a2f&q=1&e=868070bd-a634-4282-8ebb-1e5a6cee80bd&u=https%3A%2F%2Fwww.plugpower.com%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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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電力局簡介  

紐約州電力局是全國最大規模的州級公共電力組織，經營 16 個發電廠和 1,400 多英哩

的輸電線。紐約電力局生產的 80% 以上的電力屬於清潔的可再生水力發電。紐約州電力

局不使用稅款或州立稅收抵免。該局的營運資金是來自於銷售債券和主要透過銷售電力

的營收。如需更多資訊請造訪 www.nypa.gov，請關注我們的 Twitter、Facebook、

Instagram、Tumblr 和 LinkedIn 帳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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