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3 月 22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設立生命科學顧問委員會  (LIFE SCIENCE ADVISORY BOARD)  

  

行業專家將針對州政府致力於在紐約境內構建生機勃勃的生命科學生態系統一題

提出戰略建議   

  

利益攸關方的參與將促進生命科學行業、學術界和公共部門開展有益合作，形成

協同效應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設立一個生命科學顧問委員會，負責促進紐約州生

命科學行業的蓬勃發展。該委員會將由  15 名學術界、製藥行業、生物技術行業和

風險投資行業的頂級專家構成。該委員會將針對葛謨州長於  2016 年 12 月宣佈啟

動的斥資 6.2 億美元的生命科學倡議  (Life Science Initiative) 提供建議，刺激紐約州

實現世界一流的生命科學技術的密集型發展。  

  

「紐約州的生命科學行業正在經歷著前所未有地擴張——不斷創造就業、推出新的

科技成果和研究，並刺激我們的經濟發展，」葛謨州長表示。  「這一生命科學顧

問委員會將為紐約州提供寶貴建議，使得本州繼續在這一新興行業中佔據世界領先

的中心地位。」   

  

紐約州生命科學顧問委員會  (The New York State Life Science Advisory Board) 將為

州政府提供指導和建議，從而構建一個生機勃勃、永續發展的生命科學生態系統。

委員會還將促進生命科學行業、學術界和公共部門開展有益合作，形成協同效應。  

  

紐約州生命科學顧問委員會的成員包括：  

•  戴維·卡麥爾  (David Carmel)，阿塔拉生物療法公司  (Atara Biotherapeutics, 

Inc.) 免疫療法主任。  

•  盧梭·卡爾森  (Russell Carson)，威爾士、卡爾森、安德森和思拓維公司  

(Welsh, Carson, Anderson & Stowe) 聯合創始人兼總合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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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東尼·科爾斯  (Anthony Coles) 博士，由曼尼蒂療法公司  (Yumanity 

Therapeutics) 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  邁克爾·福利  (Michael Foley) 博士，三重機構治療發現學會  (Tri-Institutional 

Therapeutics Discovery Institute) 主任  

•  威廉·福特 (William Ford)，通用亞特蘭蒂斯公司  (General Atlantic, LLC) 首席

執行官  

•  瑪利亞·高斯琪  (Maria Gotsch)，紐約城市合夥基金  (Partnership Fund for New 

York City)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  凱雯  J. 霍博特  (Kevin J. Hobert)，關愛健康公司  (Carestream Health) 首席執

行官   

•  魯道夫·雷貝爾  (Rudolph Leibel) 博士，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克里斯托弗  J. 墨菲紀念館  (Christopher J. Murphy Memorial) 糖尿病學研究教

授   

•  賽摩爾·裡貝曼  (Seymour Liebman)，佳能美國公司  (Canon USA, Inc.) 執行副

總裁 

•  弗雷達·劉易斯-霍爾 (Freda Lewis-Hall) 博士，輝瑞製藥公司  (Pfizer) 首席醫

療官   

•  理查德·利夫頓  (Richard Lifton) 博士，洛克菲勒大學  (Rockefeller University) 

校長   

•  諾瑪·諾瓦克  (Norma Nowak) 博士，布法羅大學  (University at Buffalo) 紐約州

生物資訊和生命科學卓越研究中心  (New York State Center of Excellence in 

Bioinformatics and Life Sciences) 執行主任  

•  羅伯特·普瑞斯  (Robert Press) 博士，紐約大學  (New York University，NYU) 

朗格尼醫學中心  (Langone) 首席醫院運營官兼首席醫療官   

•  艾米·舒爾曼  (Amy Schulman)，波勒里斯合夥人公司  (Polaris Partners) 企業

合夥人  

•  克雷格 B. 湯姆遜 (Craig B. Thompson) 博士，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  羅伯特 G. 厄班  (Robert G. Urban) 博士，強生創新公司  (Johnson & Johnson 

Innovation) 全球主管  

  

紐約州生命科學倡議將透過提供稅收激勵、生物技術實驗室和創新空間補助金、新

興企業投資資本和私營合作專案的匹配資金等措施，加強本州的生命科學經濟的發

展。這些舉措將促進科學家們將其研究成果運用到新創企業之中，吸引新的風險投

資進入紐約州，引領下一代先進技術的蓬勃發展。此外，該倡議還將讓紐約州吸引

新興製造企業、推動區域經濟發展並創造數千份工作機會。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ESD)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專員霍

華德·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  「紐約積極致力於催生生命科學行業的

發展，利用新進投資和技術成就，創造  21 世紀的就業機會。」   



 

 

  

紐約州推出的耗資  6.2 億美元的生命科學投資包括：  

•  3.2 億美元資本專案：支持生物技術實驗室和創新領域的發展，為新創生命

科學公司提供運營支持和投資資本   

•  1 億美元可退還研發  (Research & Development，R&D) 退稅額：用於新設

生命科學公司，包括針對研發開支提供可退還退稅額   

•  擴大  1 億美元「精益求精工作計畫  (Excelsior Jobs Program)」退稅額的覆

蓋範圍：為生命科學行業提供，以刺激就業   

•  1 億美元私募投資：由紐約城市合夥基金募集，旨在分配給生命科學風險投

資基金 (Life Science Venture Capital Fund)  

  

生命科學部門涵蓋生物技術、製藥、生物醫學技術、生命系統技術領域，以及投入

主要精力開展不同階段的研發、技術轉讓與商業化工作的組織和機構。該部門內的

公司每天尋求醫藥領域新的突破性進展，這些進展有可能透過新療法或早期發現諸

如孤獨症和癌症等疾病來挽救生命。這些公司還在農業和環境生物技術領域取得重

要進展，幫助創造更加清潔可持續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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