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9 月 1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紐約本土種植  (GROW-NY)》食品和農業商業競賽第一輪選出  18 

名決賽選手   

  

競賽收到來自  23 個州和  16 個國家的申請   

  

食品和農業商業競賽由數項《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s)》進行撥款，包括《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CNY Rising)》計畫、《五指

湖加速發展  (Finger Lakes Forward)》計畫和《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  (Southern 

Tier Soaring)》計畫，這些都是為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而開展的區域全面戰略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紐約本土種植》食品創新和農業技術商業競賽第

一輪的 18 家公司。選手從申請參加項目的近  200 名初創企業中選出，該項目著

眼於加強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和紐約州

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新興的飲食和農業創新群發展。申請人來自  23 個不同的

州和 16 個國家。開展《紐約本土種植》計畫的地區包括紐約州北部地區  22 個郡

的廣闊區域，這裡有紐約的農場和數個重要城市中心，有羅切斯特  (Rochester)、

錫拉丘茲 (Syracuse)、伊薩卡 (Ithaca) 和賓厄姆頓 (Binghamton)。  

  

「《紐約本土種植》競賽已經吸引來眾多多元創新的企業家，他們著眼於為改變

紐約州享譽世界的食品和農業尋找新途徑，」葛謨州長表示。「我們透過《紐約

本土種植》等工作繼續推動地區經濟的發展，並促進這一重要產業在全州的增

長。」  

  

「紐約有著全球最好的食物產品。農業是我們全州經濟的重要內容，」副州長凱

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紐約本土種植》競賽繼續建立在我們對農業

的投資基礎上，其支持著發展未來產業的初創企業。我們承諾會為進一步鞏固經

濟發展而發展創新創意、促進就業增長、推廣我們的農場和當地產品。」   

  

入選的  10 名決賽選手有：   

  

•  農業之聲 (AgVoice) - 喬治亞洲諾克洛斯  (Norcross, Georgia)  

• 卡普拉-X 公司 (Capro-X) - 紐約州伊薩卡  (Ithaca, New York)  

•  康普萊克斯公司  (Combplex) - 紐約州伊薩卡   



 

 

• 德拉普科普特公司  (Dropcopter) - 紐約州錫拉丘茲  (Syracuse, New York)  

•  哈囉邁恩公司  (Halomine) - 紐約州伊薩卡   

•  健康食品公司  (Whole Healthy Food) - 紐約州伊薩卡  

•  獨立大麥及麥芽公司  (Independent Barley & Malt) - 密歇根州裡奇菲爾德  

(Litchfield, Michigan)  

•  家畜用水循環公司  (Livestock Water Recycling) - 加拿大亞伯達  (Alberta, 

Canada)  

•  努拉維恩公司  (Nuravine) - 紐約州紐約市  (New York City)  

• 純淨典範公司  (Paragon Pure) - 新澤西州普林斯頓  (Princeton, New Jersey)  

•  完美諾蘭格拉公司  (The Perfect Granola) - 紐約州維克多  (Victor)  

• 萊迪克塑膠公司  (Radical Plastics) 馬塞諸塞州貝弗利  (Beverly, 

Massachusetts)  

• 美國美食公司  (RealEats America) - 紐約州日內瓦  (Geneva)  

•  萊紐寶公司  (Re-Nuble) - 紐約州羅切斯特   

• 簡約美食公司  (Simply Good Jars) - 賓夕法尼亞州費城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 板岩手工食品  (Slate Craft Goods) - 馬塞諸塞州韋斯特伍德  (Westwood)  

• 提利特公司  (Tiliter) - 德國慕尼黑  (Munich, Germany)  

• 威寇得公司  (Varcode) - 伊利諾伊州內博威爾  (Naperville, Illinois)  

  

最近為每一家初創企業都分派了一名導師，他將幫助這些公司在當地建立人脈、

規劃當地出差行程，並使其商業定位更加精煉。決賽選手將於  2019 年 11 月 12 

日至 13 日的紐約本土種植食品和農業峰會  (Grow-NY Food and Ag Summit) 上向

《紐約本土種植》計畫評委展示其創意，峰會將在羅切斯特河畔會展中心  

(Rochester Riverside Convention Center) 召開。康奈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的地

區經濟發展中心  (Regional Economic Advancement) 將對競賽進行管理。   

  

康奈爾大學區域經濟發展中心執行主任湯姆·思科瑞威爾  (Tom Schryver) 表示，

「競賽獲獎選手將在紐約本土種植食品和農業峰會的閉幕盛大活動上進行宣佈。

每一家獲勝公司都將對我們北部地區的經濟產生巨大影響，它們不僅會得到獲獎

獎金的資助，還能獲得紐約州北部地區豐富的資源。」   

  

《紐約本土種植》是一項空前的商業競賽，其著眼於發展目前中部地區、五指湖

地區和紐約州南部地區的新興食品和農業創新群。這一競賽還將舉辦兩輪，每輪

有 300 萬美元的獎金頒發給  7 名獲勝者。這些獎金將根據企業的里程碑分階段發

放。這包括一個  100 萬美元的一等獎，兩個  50 萬美元和四個  25 萬美元的獎勵。

獲獎選手須承諾在指定地區運營至少一年，還必須同意參加一項普通股項目。   

  

《紐約本土種植》計畫最終在州長今年的《州情咨文  (State of the State)》演講中

宣佈，其建立在本州成功開展的其他競賽基礎上，如《43North》競賽、《智慧紐



 

 

約 (Genius NY)》、《點亮紐約 (Luminate NY)》和《76West》競賽。《紐約本土

種植》競賽的資金由與三個地區相關的《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提供，即

《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五指湖加速發展》計畫和《紐約州南部地區崛

起》計畫。要求獲勝者須在《紐約本土種植》計畫開展的地區內運營、增加就

業、與當地行業合作夥伴取得聯繫，並為紐約州北部地區經濟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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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克·格特勒  (Eric Gertler) 表示，「《紐約本土種植》商業競賽吸引了致力於發展

農業創新技術的全球初創企業和企業家人才，旨在創造就業並發展五指湖地區、

紐約中部地區和紐約南部地區的經濟發展。」   

  

紐約州農業廳  (State Agriculture) 廳長理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

「紐約州的農民、食品加工商和飲品釀造商種植和製造了全國最優質的食品和飲

品。本次競賽為我們的農業和食品業合作夥伴展示了新機會，並幫助他們拓展了

創新和成功路徑。」   

  

紐約州中部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Central New York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REDC)) 副主席暨紐約州中部地區製造業協會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of Central New York, MACNY) 會長暨執行長蘭迪·沃

爾肯  (Randy Wolken)，以及紐約州立大學奧斯威戈校區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Oswego) 校長黛博拉·史坦利  (Deborah Stanley) 表示，「紐約州是農業和

食物行業的全球領袖。這一開創性創新競賽展示了為我們社區所做的另一筆巨大

投資，其將促進地區就業的增長。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正在努力支持紐約州中部

地區的農業基地，從而確保該地區能繼續崛起。」   

  

五指湖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Finger Lake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副主席兼門羅社區大學  (Monroe Community College) 校長安妮·克里斯  (Anne 

Kress) 博士，五指湖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和大羅切斯特商會  (Greater 

Rochester Chamber of Commerce)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鮑勃·達飛  (Bob Duffy)  

表示，「我們很欣慰能對葛謨州長的《紐約本土種植》競賽予以支持，這一競賽

將把本地產業合作夥伴和導師與這些創新企業家聯繫起來。農業和食品業是推動

五指湖地區向前發展的關鍵，其將確保我們能推動和維持未來的地區繁榮經濟發

展。」  

  

南部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Southern Tie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副主席和賓厄姆頓大學  (Binghamton University) 校長哈維·斯坦格爾  

(Harvey Stenger)，南部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和斯凱勒郡經濟發展合作

機構  (Schuyler County Partnership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執行主任朱迪·  

麥克金妮·徹裡  (Judy McKinney Cherry) 表示，「為當地制定的《紐約州南部地區

崛起》和《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著眼於發展農業，這是因為這些計畫意識



 

 

到農業是在我們地區取得持續成功的關鍵。《紐約本土種植》競賽將對這些具有

前瞻想法的創新人士提供幫助，從而加強我們促進地區未來經濟發展的工作。」   

  

如需獲取《紐約本土種植》的更多資訊，請訪問  grow-ny.com。如果獲取康奈爾地

區經濟發展中心的更多資訊，請訪問  https://crea.cornell.edu。  

  

加快《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開展進程   

  

今天的公佈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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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政府自  2012 年起已對該地區投資了超

過 56 億美元來為該方案奠定基礎：利用全球市場機會、促進創業並建設包容性

的經濟。如今，失業率已下降至大蕭條  (Great Recession) 前的最低水平；個人和

企業所得稅均已下降；企業正選擇在諸如錫拉丘茲市、奧斯威戈市  (Oswego)、  

奧本市 (Auburn) 等地進行發展投資。   

  

葛謨州長在  2015 年 12 月宣佈透過《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提供  5 億美元

的州政府投資，該地區目前正利用這筆投資加快實施《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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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0 份新職缺。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加快實施《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計畫   

  

今天宣佈的消息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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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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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率已下降至大蕭條前的

最低水平；個人和企業所得稅也已調降；企業正選擇在諸如羅切斯特市、巴達維

亞鎮 (Batavia)、 卡南代瓜市  (Canandaigua) 等地發展和進行投資。   

  

如今，本地區透過葛謨州長於  2015 年 12 月宣佈啟動的《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

畫》所提供的  5 億美元州政府投資來加速推進《五指湖加速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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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新職缺。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加快開展《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計畫   

  

今天的公告補充了「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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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2 年以來，州政府已經在該地區投

入超過 62 億美元，這為該計畫奠定了基礎，吸引智慧型人才、發展企業並推動

創新。如今，失業率已下降至大蕭條以來的最低水平；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fcbdf45d-a09bcc63-fcbf0d68-000babda0031-bc3e3b3ff6b2cb08&q=1&u=http%3A%2F%2Fgrow-ny.com%2F#_blank
https://crea.cornell.edu/#_blank
https://esd.ny.gov/central-ny-rising-uri#_blank
https://esd.ny.gov/finger-lakes-forward-uri#_blank


 

 

均已下降；企業正在選擇諸如賓漢姆頓市  (Binghamton)、約翰遜城 (Johnson City) 

以及科寧市  (Corning) 這類地點作為發展和投資的目的地。葛謨州長在  2015 年 12 

月宣佈透過《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提供  5 億美元州政府投資，該地區目前

正利用這筆資金加快推進《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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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0 份新職缺。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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