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7 月 1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  HP 霍德公司  (HP HOOD) 擴張，在巴達維亞市  (BATAVIA) 創造  200 

多份工作  

 

該公司將投資  2 億多美元並在閒置的乳品廠創造  230 份工作  

  

『五指湖加速發展  (Finger Lakes Forward)』計畫對該項目提供支持，  

這是本地區成功的戰略計畫，旨在發展經濟並創造新機會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把美國奶農公司  (Dairy Farmers of America，DFA) 在

巴達維亞市杰納西谷農商企業園  (Genesee Valley Agri-Business Park) 內的原有工廠

賣給乳製品加工商  HP 霍德公司。這座工廠最初由穆勒 -夸克乳製品公司  (Muller-

Quaker) 建造用於加工酸奶，其後於  2016 年被美國奶農公司收購，美國奶農公司

是一家歸奶農所有的全國乳製品合作社。HP 霍德公司未來幾年將投資  2 億多美

元，並於今後五年在紐約州創造  230 份新工作。  

  

「本國首屈一指的這家乳製品企業做出的這項重要承諾將為社區注入新活力，進而

創造數百份工作並帶動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獲得新投資，」葛謨州長表示。

「農業和食品加工是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的重要經濟發展支柱，這筆最新投資

說明我們用於發展地區經濟的多方位戰略卓有成效。」  

  

美國奶農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瑞克 ·史密斯  (Rick Smith) 表示，「我們最初做出

收購該工廠的戰略決定，是因為該工廠位於本行業和本地區一處重要的奶站區域

內。我們最初的目標是確保這座工廠長期在乳製品領域內保持活躍。我們考察了十

多家乳製品公司以尋求機會，認為  HP 霍德公司非常適合服務於當地奶站和社

區。」  

  

HP 霍德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約翰  A. 卡尼布  (John A. Kaneb) 表示，「幸運的

是，我們增加產能的需求恰好與在大紐約州境內擴張的機會同步。我們得到杰納西

郡經濟發展中心  (Genesee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enter) 擁有豐富資源和

商業智慧的團隊的歡迎，期待成為當地社區有貢獻的成員以及首選僱主。」  

  

HP 霍德公司將改造  36.3 萬平方英呎閒置的現代化加工廠，用於生產保質期更長



的飲料。該公司還將建造一座  10 萬平方英呎的冷凍倉庫。HP 霍德公司計劃於今

年夏季動工建造這座工廠，並在  2019 年第二季度前投入運營。該工程將創造  524 

份工作，產生將近  2,600 萬美元的薪酬總額。HP 霍德公司在紐約州還有另外四座

生產廠，這些工廠生產液態乳製品和發酵乳製品，例如牛奶、奶油、茅屋芝士、酸

奶油。  

  

建議想咨詢就業機會的社區成員致電  1-800-428-6329。 

  

為支持該項目，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將提供高達 500 萬美

元的績效經濟求精計畫  (Excelsior Jobs Program) 退稅額，並從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

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提供 200 萬美元的資本撥款。杰納西郡經濟

發展中心理事會還將修改當前的試行計畫  (PILOT)，該計畫將在  10 年內為 HP 霍

德公司提供  700 多萬美元的減稅額，預計為該地區創造超過  3.3 億美元的總體經

濟效益。  

  

紐約州經濟發展聽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廳長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

示，「HP 霍德公司在巴達維亞州  (Batavia) 的新工廠將生產乳製品，從而支持當地

農民並幫助乳製品業持續發展和取得成功。」  

  

紐約州農業市場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廳長

理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紐約州乳製品社區正處於艱難時期，HP 

霍德公司收購這座工廠對該社區是個好消息。  這次擴張不僅意味著本州的奶農將

獲得又一個市場用於銷售其牛奶產品，還意味著一座閒置的工廠將恢復生產，這將

為全球消費者提供創新的乳製品，並利用投資和新工作支持地方經濟。」  

  

杰納西郡經濟發展中心理事會會長保爾 ·巴塔格里亞  (Paul Battaglia) 表示，「從杰

納西郡和整個地區的立場出發，這是個極好的消息，我們非常感激  HP 霍德公司在

農商企業園提供這筆重要投資。  該項目是我們諸位經濟夥伴持續合作帶來的成

果，包括帝國州發展公司和五指湖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Finger Lake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各方設法幫助這座工廠恢復產能，並為居民創造

就業機會。」  

  

HP 霍德公司是一家有  170 年歷史的公司，每年創造  20 多億美元的營業額，總部

設在馬薩諸塞州  (Massachusetts) 林恩福爾德鎮  (Lynnfield)。 該公司在紐約州境內

有四座生產廠，分別位於弗農鎮  (Vernon)、傲農達加郡  (Oneida)、阿克波特鄉  

(Arkport)、拉法奇威爾村  (Lafargeville)。  

  

紐約州是本國一處主要的乳製品生產地，擁有將近  5,000 座乳牛場和  60 多萬頭乳

牛。紐約州的乳製品業是本州規模最大的農業部門。乳牛場大多都是家庭運作的企

業，支持本州農業經濟框架。乳製品社區帶來了  25 億美元的銷售額，2015 年紐



約州乳業聘用了接近  20,000 人。 

  

州參議員邁克爾  H. 蘭澤霍夫  (Michael H. Ranzenhofer) 表示，「乳製品業是我們

的地方經濟的重要推動力，杰納西郡如今將迎來一家最大品牌的乳製品企業，這將

創造數百份新工作。我感謝  HP 霍德公司把一座閒置的工廠改造成價值  2 億美元

的投資項目。」  

  

州眾議院多數黨領導人約瑟夫  D. 莫雷勒  (Joseph D. Morelle) 表示，「由於葛謨州

長持續發揮領導力和做出承諾，紐約州的農業和乳製品加工業經歷了空前規模的增

長。新的 HP 霍德公司工廠是我們社區內又一項激動人心的投資，將進一步帶動我

們的地區就業增長、為居民提供高薪工作、支持農業基地發展。」  

  

眾議員史蒂夫·哈維  (Steve Hawley) 表示，「紐約州的農牧業在本國極富盛名，本

國極具威望的乳製品公司提供這筆重要投資，說明我們正在杰納西郡創造世界頂級

的乳製品經濟與農業經濟。經濟發展對本州取得成功至關重要，這筆投資朝著推進

區域經濟和創造數百份地區工作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我要感謝州和地方的全體領導

人實現該項目，並期待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繼續成功發展。」  

  

HP 霍德公司簡介  

 

HP 霍德公司成立於  1846 年，是美國境內最大品牌的一家乳製品企業。HP 霍德公

司的全國品牌、超區域品牌以及特許經營產品系列包括  Hood、Crowley Foods、

Simply Smart Milk、Heluva Good!、LACTAID®、BAILEYS® 咖啡奶精、

HERSHEY®’S 牛奶和奶昔、Blue Diamond Almond Breeze®。 

  

『五指湖地區前進』   

  

今天發佈的公告完善了「五指湖的加速建設」計畫。該計畫是本地區的全面發展藍

圖，旨在促進經濟和社區得到強勁增長與發展。為了給該計畫奠定基礎，州政府自  

2012 年以來已經在該地區投資超過  34 億美元——投資於包括光電子業、農業和

食品生產、以及高級製造業在內的關鍵產業。如今，失業率已下降至大蕭條前的最

低水平；個人和企業所得稅均已下降；企業正選擇在諸如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巴達維亞鎮 (Batavia)、 卡南代瓜市  (Canandaigua) 這樣的地方進行發

展投資。  

  

如今，本地區正在透過葛謨州長於  2015 年 12 月宣佈啟動的『上州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所提供的 5 億美元州政府投資來推進『五指湖加

速發展』戰略。州政府的  5 億美元投資將鼓勵自營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的資金

以及該地區已經提交的預計提供最高達  8,200 個新職位的計畫。如需查看更多資

訊，請參考此處。  

http://regionalcouncils.ny.gov/content/finger-lak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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