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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全州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  (Minority and Women-Owned Business 

Enterprises，MWBE) 的利用率增至  25% 

 
頒發史上首個凱里·加貝  (Carey Gabay) 卓越創新獎  

 
啟動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導師-門生』(Mentor-Protégé) 計劃  

 
這些行動基於州長關於州政府合同承包實現平等機會的創紀錄承諾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  2015-16 財年參與州政府合同承包的少數族裔及婦女

企業的利用率增至  25%，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透過州政府合同爭取到大約  20 億

美元的資金。州長還宣佈頒發首個年度『凱里 ·加貝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卓越創新

獎』(Carey Gabay Excellence and Innovation Awards for Minority- and Women-Owned 

Business Enterprises)，該獎項用於表彰多家選定的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的創業精神

以及在州政府合同承包方面取得的成就。此外，州長還啟動全州『導師 -門生』計

劃用於鞏固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與總承包商的長期合作關係。  

 

「紐約在為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創造機會方面領先於全國，今年的論壇鞏固了這一

成就，」葛謨州長表示。「凱里·加貝 (Carey Gabay) 代表我們當中最優秀的人，

透過以他的名義命名這些獎項，我們繼續推進凱里  (Carey) 不懈推動的進步和傳

統，並慶祝我們強大且多元化的小企業社區取得的巨大成就。」  

 

「我在紐約州各地出差期間召集小型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開會，用來幫助確認有哪

些困難阻礙這些企業取得成功，」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在

紐約州，我們設置高標準並達成每年  20 億美元的州政府承包合同來為企業提供重

要幫助，我對此深感自豪。」  

 

今年有 2,200 家企業、企業家以及政府官員報名參加論壇，出席人數突破歷史記

錄，本論壇是紐約最盛大的年度商業活動。論壇主題『變革  2016』(Transformation 

2016) 旨在向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宣告需要準備哪些戰略和資源用來獲取州政府合

同。今年的論壇還將公佈史上首個全州『導師 -門生』計劃，並延續以往的傳統，

為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提供機會用來會見州政府機構的決策者，從而爭取州政府合

同提供的數十億美元的資金。  

 



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利用率  

 
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計劃取得成功的關鍵在於提高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在州政府合

同承包方面的利用率。葛謨州長設定全國最高的目標，把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的合

同率的定為  30%。在州長的領導下，該比例自  2011 年起幾乎每年都在增加。在最

近一個財政年，即  2015-16 財政年，參與州政府合同承包的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

的比率增長至  25%，共計大約  20 億美元  - 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在建築項目中的利

用率占將近  50%，在專業服務領域占  30%。  

 

凱里·加貝  (Carey Gabay) 卓越創新獎  

 
自  2013 年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論壇起，州政府表彰了多家選定的少數族裔及婦女

企業在紐約州合同承包方面發揮的創業精神和取得的成就。從今年起，這些獎項將

更名為『凱里·加貝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卓越創新獎』。凱里 ·加貝 (Carey Gabay) 

在  2015 年 9 月因槍支暴力不幸遇害，年僅  43 歲。他在去世前擔任葛謨州長的助

理法律顧問，以及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第一副法律顧

問。在紐約州任職期間，凱里  (Carey) 不知疲倦地確保州長的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

計劃取得成功。  

 

2016 年獲獎者：  

 
表彰為支持紐約州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計劃做出的卓越服務和宣傳  

  威廉  M. 克萊  (William M. Clay) 

獎勵作為紐約州認證的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展現的創業精神和取得的成就  

  E.史密斯承包商有限責任公司  (E. Smith Contractors, LLC) 

  EJ 建設集團有限公司  (EJ Construction Group, Inc.) 

  電氣施工顧問有限公司  (Electrical Construction Consulting, Inc.) 

  吉爾伯特國際集團  (Gilbert International Group) 

  博知營造商有限公司  (Knowledge Builders, Inc.) 

  金屬材料銷售有限公司  (Metal Sales Company, Inc.) 

  ProjectSpan 公司 (ProjectSpan) 

『導師-門生』計劃 

 

在今年的論壇上，州政府正式啟動首個史無前例的全州『導師 -門生』計劃。該計

劃由紐約州經濟發展廳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發展部  (Division of Minority and Women 

Business Development) 管理，將鞏固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與總承包商的長期關

係。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門生將透過該計劃獲得寶貴的技術培訓和經驗，從而做好

準備在州政府合同承包領域發揮日漸重要的作用，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以往在這些



領域未獲得足夠的重視。這項工作基於該部門的『供求』 (Supply & Demand) 計

劃，該計劃旨在為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在參與度較低的政府合同承包領域發現有重

要意義的機會。  

 

供求  

 
供求計劃幫助推動了今年的增長，利用定向外展向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通知對其利

用率較低的行業內有重要意義的機會。州政府透過該計劃在諸如這些領域發現了價

值數百萬美元的合同承包機會：廣告與營銷、金融服務、法律服務、信息技術服

務、一般商品、醫藥用品。  

 

資金與技術支持計劃  

 
在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論壇開幕會議期間，州長顧問阿方索  B. 戴維  (Alphonso B. 

David) 重點介紹了州政府制定的計劃，這些計劃用於鼓勵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獲

取認證，並為這些企業提供技術和資金支持。這些計劃為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提供

必要的幫助用來爭取更大的合同、促進創造就業崗位、進入新市場並強化我們的經

濟。 

 

『成功之橋貸款計劃』(Bridge to Success Loan Program)：2014 年  3 月，葛謨州長

啟動『成功之橋』貸款計劃，投入至少  2000 萬美元用於為紐約州認證的少數族裔

及婦女企業增加提供短期過渡貸款。州政府的投資目標是為符合條件的少數族裔及

婦女企業提供必要的短期支持，用來獲取高達  1 億美元金額的州政府合同。兩年

半之后，我們超越了該目標，83 份貸款共提供略高於  1300 萬美元的資金幫助紐

約州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爭取到金額高達  100,611,000 美元的合同。  

 

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投資基金：2015 年  5 月，葛謨州長設立價值  200 萬美元的少

數族裔及婦女企業投資基金，用來支持紐約州各地的創新活動、創造就業崗位以及

高成長性企業。該基金將幫助紐約州把因為支持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而獲得的收益

永久化，並將繼續鼓勵私營部門的多元化。  

 

迄今為止，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基金已投資於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的兩家公

司。 

 

2016 年  7 月，基金向維吉兒童有限公司  (Viggi Kids) 投放了  25 萬美元的資金，這

筆資金帶來了  41 萬美元的私人資本。維吉兒童有限公司是一家生產各種新款兒童

產品的公司，這些產品鼓勵孩子們從創意遊戲和主動探索中學習知識。維吉兒童有

限公司的產品用於幫助孩子們學習和探索世界，宣傳健康的行為並讚美讓我們每個

人成為獨立個體的與生俱來的性情。  

 

2016 年  2 月，基金投放  40 萬美元資金給  Splyce 有限公司 (Splyce, Inc.)，這筆資

金帶來了 51.5 萬美元的私人資本。Splyce 是一個持續增長並且富於競爭力的在線

http://esd.ny.gov/mwbe/businessdevelopment.html
http://esd.ny.gov/BusinessPrograms/Data/BridgetoSuccess/02242015_Bridge_to_Success_Flyer_new_branding.pdf
http://esd.ny.gov/MWBE/MWBEInvestmentFund.html


遊戲平台，遊戲迷可在該平台觀看、參與、了解專業電子競技團隊，並為這些團隊

加油。 

 

紐約州擔保債券援助計劃  (New York State Surety Bond Assistance Program)：2012 

年  2 月，葛謨州長啟動紐約州擔保債券援助計劃，該計劃提供技術和經濟援助用

來幫助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和小企業獲取擔保債券。自該計劃啟動時起，超過  445 

家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完成了債券準備工作培訓，並因紐約州提供的培訓、信貸引

導以及擔保債券抵押支持獲得了  6100 多萬美元的擔保債券授權。  

 

要了解更多與成為紐約州認證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有關的資訊，請訪問  

http://www.ny.gov/MWBECertification 或致電  (212) 803-2414。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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