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0 年 7 月 30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紐約 12 家公司為支持州內需求將開始生產與新型冠狀病毒有關的設備和供

給。  

  
向全州生產商獎勵 690 萬美元，從而方便州和地方政府，以及州內實體能夠更迅速更安

全地獲得挽救生命的醫療產品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今日宣佈紐約 12 家公司已獲得州政府支持，用於生產抗擊新型冠狀

病毒 (COVID-19) 所需的供給。雖然目前本州有美國 (United States) 最低的傳染率，為

可能出現的「第二波疫情」做好準備對於保護醫療保健必要人員和公眾來說至關重要。這

些撥款將有助於緩解因供應鏈而造成的產品短缺，這會導致不公平定價現象出現。這些公

司還將增加本州的生產能力，同時創造新崗位和市場機會。截至目前，已有 20 家符合要

求的紐約公司獲得超過 1,100 萬美元的撥款，它們將使用資金重組產品線，並為持續響

應和恢復工作而轉向生產重要的供給。  

  
「在大流行病期間，全國已認識到在美國本土沒有重要供給的供應鏈會造成我們在全球範

圍內搜尋挽救生命的產品，而這些產品主要在海外生產，」葛謨州長表示。「這樣的情

況不會再出現在紐約。我們將創造未來所需的基礎設施，透過支持地方公司向新生產領域

的轉型，我們將更好地掌控形勢、避免出現供需問題，並迅速以合理價格獲得所需物

品。」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 代理主任、總裁兼執行長候選人艾

瑞克·格特勒 (Eric Gertler) 表示，「很多全球最具創新能力的頂尖公司都在紐約州。帝國

州發展公司對這些企業的支持不僅響應了葛謨州長要求國內產業協助抗擊冠狀病毒的工

作，也彰顯了所做投資的效果，即鞏固紐約的生產行業，加深了可迅速適應新市場機會的

活力多元私營夥伴關係，並在我們全州重新開放和增長期間繼續保持實現精明增長的記

錄。」  

  
葛謨州長於 3 月要求位於紐約的各大公司重組產品線，以生產呼吸機、檢測工具和個人

防護設備等獲得批准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的重要供給，其中個人防護設備包括 N95 呼吸

器、外科口罩、一次性外科手套、罩衣、面罩和生物危害品袋。州長最近宣佈帝國州發展

公司已確定向 20 家公司進行州政府投資，以生產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的供給，其中 8 家公

司此前已獲得 400 萬美元在紐約州生產產品。  

  

https://esd.ny.gov/sourcing-covid-19-products-nys
https://health.ny.gov/press/releases/2020/docs/county_allocations.pdf
https://health.ny.gov/press/releases/2020/docs/county_allocations.pdf


 

 

關於今天公佈的 12 家公司更多資訊：  

  
CJ 設計公司 (CJ Designs)：紐約市克里斯蒂安·希裡亞諾 (Christian Siriano) 的一家公

司：獲得 352,590 美元  

為重返公共服務的非醫療人員生產口罩/面罩。CJ 設計公司向水牛城 (City of Buffalo) 提

供了 1 萬個統一定制口罩，又向北方大都會公司 (Metro North) 提供了 7,000 個統一定制

口罩。克里斯蒂安·希裡亞諾迅速調整了其曼哈頓設計與製造 (Manhattan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高定時尚工作室，從而向紐約州最大的兩個公共服務僱主提供符合要求的

面罩。他的公司為這一項目投資了 60 萬美元，這使他能夠保留 17 名員工，同時還在調

整其正常運營的時候推動了安全和經濟的恢復進程。克里斯蒂安是偉大紐約民眾敢於直面

挑戰，並支持紐約州社區福祉的典範。  

  
紐約市蒂拉特產業 (Dellet Industries): 獲得 85 萬美元  

為養老院和醫療保健機構生產專門定制的大型機構家具。除家具外，該公司還生產其他醫

療保健供給，如分隔房間的窗簾。其設施目前正在斥資 66.2 萬美元進行重組，從而能夠

安裝兩台全自動生產 MMM 級別 N95 呼吸器的機器和相關設備。這一耗資 220 萬美元的

項目將使該公司能夠每月生產 100 萬個 N95 呼吸器，並使 12 名休假的員工返工。該項

目由公司至少 30 萬美元的普通股和至少 50 萬美元的私人投資予以資助。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帝國生物診斷公司 (Empire Bio Diagnostics Corp)：獲得 50 

萬美元  

該公司是生產病毒運輸媒介 (Viral Transport Medium, VTM) 工具的生產商，用於在米尼

奧拉 (Mineola) 運輸新型冠狀病毒檢測樣本。該工具用於採集、保護和運輸樣本，其中包

括大量拭子、病毒、帶蓋和液體運輸媒介。該公司為設備投資了超過 200 萬美元，用於

增加該工具的生產量。這些塑料部件將由錫拉丘茲 (Syracuse) 附近的一家塑料注射模具

公司生產。帝國生物診斷公司是魯沃夫公司 (The Ruhof Corporation) 的合資企業，後者

已在醫療保健康業領導 40 餘年，從事為外科設備和儀器護理提供酶洗滌劑的業務。  

                       
麥可山谷地區 (Mohawk Valley) 環境複合材料公司 (Environmental Composites, 

ECI)：獲得 77.2259 萬美元  

該公司是生產高級紡織和過濾產品的生產商，其將生產 N95 呼吸器。環境複合材料公司

希望增加紐約州生產的個人防護設備供給、找到供應鏈瓶頸、制定出其他生產方案以迅速

增加本州 N95 呼吸器的國內生產量。環境複合材料公司將向生產 N95 呼吸器投資 

324.5036 萬美元，並以每月生產超過 600 萬件產品為目標而創造約 50 個崗位。環境複

合材料公司將於當地經銷商和紐約州合作，以對無法直接購買 N95 呼吸器的地方進行分

配。  

  
麥可山谷地區基尼西斯一次性產品有限責任公司 (Genesis Disposables LLC)：獲得 

13.5 萬美元  

30 餘年來為廣泛顧客生產一次性服飾和配件，其公司坐落於赫基默郡 (Herkimer County) 

的弗蘭克福特 (Frankfort)。他們將大量原材料迅速轉變為成品，從而創造高效的周轉時

間。公司的原始目標是生產醫院一次性服飾，後已擴展為生產維修和工業用產品，以及滿



 

 

足一次性市場特定需求的產品。基尼西斯一次性產品公司將投資 39 萬元生產 1 級和 2 級

隔離罩衣，並創造 20 個崗位。  

  
麥可山谷地區 HPK 工業公司 (HPK Industries)：獲得 100 萬美元  

該公司久負盛名，以先進技術生產優質的一次性服飾和配件，公司將生產 3 層外科口

罩、3 級防護罩衣和 2 級罩衣。HPK 工業公司是設計和生產醫療保健、製藥、科學、房

間清潔和工業安全方面防護服飾的領軍公司。目前 HPK 工業公司是紐約州個人防護設備

的提供商，該公司將投資 667.5 萬美元生產 100 萬件產品和創造 30 各崗位，為保證全州

的充足供應而擴大生產。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KSL 診斷股份有限公司 (KSL Diagnostics, 

Inc)：獲得 80 萬美元  

紐約州北部地區 (pharmaceutical) 的一家私營臨床實驗室。其項目包括擴大新型冠狀病

毒樣本採集材料的生產規模、增加診斷能力和檢測外展範圍。其檢測樣本採集工具將在紐

約州西部地區生產並分發給養老院、流動手術中心、醫院和全國實驗室，從而幫助滿足檢

測的重要需求。KSL 公司將投資 210 萬美元，並計劃再僱傭 36 名員工每週生產超過 1 

萬套檢測樣本工具，同時擴大其檢測能力。  

  
紐約市部件打印股份有限公司 (Print Parts, Inc)：獲得 67.9080 萬美元  

部件打印股份有限公司採用 3D 打印技術為其顧客指定高級製造方案。在帝國州發展公司

的幫助下，部件打印公司迅速對其現有的運營進行重組，並採購了數台數字光處理 

(Digital Light Processing, DLP) 全新打印機以為紐約市生產數萬件鼻咽 

(Nasopharyngeal, NP) 拭子。部件打印股份有限公司共投資至少 120 萬美元以加速完成

其在紐約市開展的項目，該公司在其曼哈頓總部生產了超過 70 萬件產品，創造了 4 個崗

位。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菲尼克斯公司 (Rheonix)：獲得 75 萬美元  

一家因開展菲尼克斯新型冠狀病毒 TM Mdx 試驗而獲得食品與藥品監督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緊急使用授權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的分子診斷公

司，該公司在其菲尼克斯 MDxTM 環境工作站可當天獲得檢測結果。目前工作站和試驗

都在其伊薩卡 (Ithaca) 設施中進行。該系統要求接受最少的培訓即可使用，並可在有緊急

需求的重要地點馬上安裝。其非常適合在低到中生產量的實驗室中使用，從而為地方和地

區醫療網路、大型設施和醫院當天提供結果。在紐約州的支持下，菲尼克斯公司將於 

2020 第三季度生產 6,790 套檢測工具，以為紐約州的顧客滿足 16.296 萬次檢測（單

位），並創造 53 個新崗位。目前，本州有 14 個工作站投入使用，另有 6 個工作站將在

紐約進行部署。  

.  
紐約州西部第一沙克金有限責任公司 (Shatkin F.I.R.S.T, LLC)：獲得 67.5 萬美元  

位於伊利郡 (Erie County) 阿姆河斯特 (Amherst) 外的牙科和醫療供給公司。在帝國州發

展公司的幫助下，第一沙克金公司採購了生產 N95 呼吸器的機器，用於為醫療保健行業

的顧客生產數萬個 N95 呼吸器。截至目前，第一沙克金公司共投資超過 50 萬美元、僱



 

 

用至少 30 人、生產了 20 多萬個 N95 呼吸器，該公司近期有採購了第二胎機器用於生產

數百萬個 N95 呼吸器。  

  
紐約州西部地區美國斯大林公司 (Starline USA)：獲得 20 萬美元  

一家促銷產品行業的家族所有多代企業，該其業務包括眼罩和頭套等安全設備。美國斯大

林公司生產促銷產品的激光生產能力在新型冠狀病毒危機期間為生產面罩順利重組，該公

司還為促銷市場銷售與個人防護設備有關的產品。斯大林公司開發出的原型送往第三方機

構以按美國全國行業標準/國際安全設備協會 (American National Standards 

Institute/International Safety Equipment Association, ANSI/ISEA) 對面罩進行檢測，並確

保其面罩可在市場進行售賣。斯大林公司生產的面罩是用膠帶獨立包裝的可調整部件，其

有通風口，可進行清潔，為使用者提供面部的全面保護。項目總開支達 48.5 萬美元，該

公司還計劃生產 108 萬個面罩。  

  
紐約州西部地區您的首選服務公司 (You First Services)：獲得 25 萬美元  

您的首選服務公司位於伊利郡水牛城，是紐約成立 7 年的創業公司，專營空氣消毒和殺

菌系統。其特有的專利技術包括無菌空間 (SteriSpace)，這是由紐約州立大學研究基金會 

(SUNY Research Foundation) 和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校區 (SUNY Buffalo) 認證的控制傳

染性疾病和隔離病人的技術。經美國國防部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資助的

檢測表明，無菌空間能殺死 99.9999% 在空氣中傳播的生物污染物，其中包括非典型肺

炎 (SARS)、炭疽熱、流感、肺結核和冠狀病毒。在獲得紐約州資金之前，無菌空間技術

專注在美國國防部和聯邦應急管理部 (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 FEMA) 

部署的臨時避難所和偏遠戰地醫院中。在帝國州發展公司的新型冠狀病毒資金幫助下，您

的首選服務公司將能夠擴大其技術範圍，在以下地點永久安裝，如醫院的隔離室和控制

室，政府和大學醫務室及會議室等公共建築、學校、餐廳、邊境入境處和安保區、急救

室、ICU 病房、牙科辦公室和患者等待室。您的首選服務公司預計為現有設施安裝無菌空

間的開銷將達每處工作點 5 萬至 30 萬美元，這也取決於該設施的規模和複雜程度。您的

首選服務公司將投資超過 100 萬美元健康首批 5 個工作點，該公司還計劃在其現有 40 

名員工的基礎上再增加 20 名全職和兼職員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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