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5 月 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啟動第六年大獲成功的  43NORTH 新創企業競賽  (43NORTH STARTUP 

COMPETITION)  

  

競賽吸引了全球一流的創業者在水牛城  (Buffalo) 發展業務   

  

獲勝新創企業將平分  500 萬美元的現金投資、免費孵化場地、指導，並使用  

43North 的  500 強投資商網絡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於今天宣佈第六年  43North 競賽現已開始接受報名。這一耗資  

500 萬美元的新創企業競賽旨在為水牛城吸引全球一流的創業者在這裡發展業務。

獲勝新創企業將獲得現金投資、免費孵化場地、指導和使用覆蓋北美  (North 

American) 500 多家投資商的 43North 網絡。43North 競賽舉辦頭五年期間為北美地

區，遠及台灣  (Taiwan)、以色列 (Israel) 的  44 家優勝新創企業頒發了獎金。   

  

「在過去的五年中，43North 競賽已為水牛城成功促進了優質新創企業的發展，  

在這裡他們可以發展業務，」葛謨州長表示。「透過這一獨特的競賽，我們將繼

續為這一地區帶來全球一流的人才和尖端商家，使他們能夠聯合為正在崛起的企業

家經濟做出貢獻。」   

  

「43North 商業規劃競賽目前帶來切實的就業增長，並提升水牛城在促進高新技術

創業公司發展方面的領先地位，」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 

「隨著競賽開展了六年，我們承諾會繼續為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吸

引來全球的尖端企業家，推動技術行業的進步，並鞏固地區經濟的發展。」   

  

自 43North 的 44 個投資公司在競賽中獲勝以來，其又獲得了  2.18 億美元的風險

投資，獲得  1,600 萬美元獎金，並為水牛城創造了  400 多個崗位。43North 的投資

也在女性創始人  (27%) 和有色人種創始人  (20%) 比例方面全國領先。   

  

近期 43North 的很多獲勝者都在水牛城取得成功並得到了發展。馬格努斯穆德公司  

(Magnusmode) 近期宣佈與水牛城奧依社兒童醫院  (Oishei Children's Hospital) 合

作，利用馬格努斯穆德公司應用程式幫助患有自閉症的年輕父母更好的在醫院中權

衡狀況。嗨操作公司  (HiOperator) 和閃亮充電公司  (SparkCharge) 已找到可以幫助

發展期企業的關鍵人才，入迷遊戲公司  (Immersed Games) 與紐約州西部地區學校

建立關係，以測試泰投在線  (Tyto Online) 教育視訊遊戲新產品。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a6d0bb67-faf35cbc-a6d24252-0cc47aa8c6e0-9db6164245885725&u=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c45bd1a5-987de606-c4592890-000babda0106-a724f41e970ab027&u=http://www.43north.org/


 

 

  

目前 43North 再次接受申請。43North 第六年競賽的獲勝者將獲得  100 萬美元的重

要投資或七筆  50 萬美元投資項目中的一筆。他們還有資格在  2020 年底平分 50 

萬美元的追加投資。除現金獎勵外，他們還將獲得一年的免費孵化場地，10 年免

交紐約州稅收，43North 的指導和支持項目，其中包括：   

•  一對一指導、研討會、數小時的咨詢時間；   

•  一名現場人才招聘官幫助其在水牛城莊大其團隊；   

•  發展商業的人脈；   

•  營銷和公關支持；   

•  投資商說明；   

•  來自技術星  (Techstars) 的額外指導，這是《技術星水牛城新創企業生態系

統發展 (Techstars Buffalo Startup Ecosystem Development)》新項目的內容，

也是 43North 的合作夥伴。   

  

在競賽中勝出的公司同意為  43North 分出 5% 的股本，首席執行官和至少半數員

工在水牛城駐地至少一年。查看完整條款和條件請點擊這裡。  

  

43North 申請人需回答約  40 道問題，並上傳一個  60 秒的視訊解釋其公司適合水

牛城的原因。申請費 100 美元，新創企業可透過  43north.org 於  7 月 8 日之前提

交申請。申請 6 月 12 日「優先截止日期」的公司可提前進入評審，並少交  50  

美元的申請費。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執行長兼專員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43North 在其第六年將繼續為紐約州西部地區

吸引來全球的優質新創企業，在這裡競賽推動了創新和企業家發展。」   

  

43North 董事會主席埃裡克·裡奇  (Eric Reich) 表示，「沒有比現在更適合在水牛城

成立新創企業的時期了。比起從前，我們社區有更多成員作為投資商、員工、  

導師、客戶、供應商和服務供應商參與到新創企業中。如果你認為這是適合你的新

創企業發展的地方，那麼我們期待你的公司來申請，現在就來  43North 申請吧！」  

  

43North 競賽主席亞力克斯·格萊斯  (Alex Gress) 表示，「43North 在找尋全球一流

新創企業，其擁有傑出團隊、強大凝聚力和充足理由相信其能在水牛城發展其公

司。我們的現金投資能為這類公司錦上添花，而不是誘惑。這描述的是你嗎？覺得

你的新創企業應該在  10 月 30 日出現在 43North 決賽的舞台上？現在就是證實這

一切的時候。」   

  

參議員蒂姆·肯尼迪  (Tim Kennedy) 表示，「43North 新創企業競賽是眾多企業家一

生都在等待的機會，在這裡他們可以透過在創新城市中發展期商業而把其創意推動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b33e28dd-ef1dcf06-b33cd1e8-0cc47aa8c6e0-bb1e47894d626ce3&u=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f03f7898-ac194f3b-f03d81ad-000babda0106-4c35df7d5d9039ff&u=http://www.43north.org/terms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a08cb9c6-fcaf5e1d-a08e40f3-0cc47aa8c6e0-53259c3144c2b1cb&u=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063ea0e7-5a189744-063c59d2-000babda0106-0be03a113898f65c&u=https://www.43north.org/


 

 

到下一層面。每年我都對決賽選手的高水準印象深刻，其在我們地區投資的決心就

如紐約州想為他們投資的一樣。」   

  

州眾議會多數黨領導人克麗絲特爾·皮爾普斯 -斯托克斯  (Crystal Peoples-Stokes) 

表示，「43North 將繼續在為本地吸引來新商業和人才方面成為重要因素，這有助

推動我們當地經濟的發展。州長和帝國州發展公司對斥資  500 萬美元的新創企業

競賽予以支持，該競賽也為少數族裔和女性企業家提供了機會，使其宣傳其創意，

並得到讓其商業發展的關鍵資金。我等不及要在最新一輪中看到創新新企業和人才

為我們地區帶來的成果。」   

  

水牛城市長拜倫  W. 布朗  (Byron W. Brown) 表示，「感謝葛謨州長對這一商業發

展工作的持續支持，這一工作使水牛城走向了世界的新角落。我還想對艾利克斯·

格萊斯 (Alex Gress)、全體 43North 團隊和董事會表示誠摯的感謝，感謝他們對州

長《水牛城十億美元計畫  (Buffalo Billion Initiative)》這一工作部分的管理。截止目

前，44 個獲勝方中超過半數在水牛城駐地一年後還繼續留在這裡發展期商業，  

這一百分比每年還在增長。我很自豪的表示，這些新創企業已經創造了  400 多個

當地崗位。」   

  

與過去幾年相似，評審將以這一形式進行：   

•  第一輪對申請進行書面評審；   

•  半決賽採用直播視訊；   

•  競賽將於 10 月 30 日在施爾藝術表演中心  (Shea's Performing Arts Center)  

進行內容豐富的直播，該中心使水牛城擁有  3 千個座位的宏大劇院。   

  

43North 競賽簡介   

43North 競賽是一項初創企業競賽，每年投資  500 萬美元吸引高增長的初創企業入

駐水牛城並予以支持。43North 競賽的組合投資企業還搬遷到水牛城，在那裡免費

使用孵化器空間達一年、接受相關領域講師的指導，並參與其他企業獎勵計畫，  

例如『紐約新創企業』計畫。43North 競賽由安德魯·葛謨州長、帝國州發展公司以

及其他多個贊助方支持運作。如需更多有關  43North 競賽的資訊，請造訪  

http://www.43north.org。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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