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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公佈斥資 500 萬美元的 43NORTH 創業公司競賽產生 100 萬美元大獎得主 

 
Oncolinx 公司贏得  43North 競賽的  100 萬美元大獎  

 
HigherMe 公司獲得  60 萬美元亞軍獎  

 
全部  542 家參賽公司中入圍決賽前  8 名的公司獲獎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  Oncolinx 公司贏得 43North 競賽  100 萬美元大獎。

Oncolinx 公司與國家癌症研究所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合作開發新一代癌症療

法，該療法針對癌細胞，而不影響健康細胞，從而減少副作用並提高療效。  

 

43North 競賽連續第三年提供總額  500 萬美元的現金獎勵，此外還在水牛城  

(Buffalo) 免費提供為期  1 年的企業孵化器空間、顧問指導以及其他企業獎勵計畫。  

 

今晚的頒獎典禮由盧克·拉瑟勒  (Luke Russert) 主持，標誌著本屆競賽結束，隨後

將舉辦一整天的活動，43North 競賽的 10 個決賽隊回答著名專家評委組的提問並

遊說各自的商業構思。  

 
15 家決賽公司在昨天  43North 競賽的決賽輪次中競逐前  10 名的位置，葛謨州長

宣佈  2017 年將撥款 500 萬美元在紐約州西部地區繼續舉辦  43North 競賽。這筆撥

款將讓數百家參賽公司了解在水牛城地區建立公司帶來的優勢。  

 

州長公告的視訊發佈在  YouTube 此處，TV 質量 (h264、mp4) 格式請見此處。  

 

「43North 競賽證明了水牛城的復興，顯示了此地提供廣泛的機會和資源用來吸引

並支持全球新興人才，」葛謨州長表示。「祝賀  2016 年 43North 競賽的優勝者，

尤其是我們的大獎得主  Oncolinx 公司。我很榮幸歡迎又一批前途無量的企業家進

入水牛城新興創業公司的生態系統內。」  

 

「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43North 競賽及其吸引到的創業者已成為日常流傳的水牛

城新成功故事的重要篇章，」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事實證

明，該競賽能夠促進持續成功和創新，今天競賽的優勝者們正幫助實現我們對水牛

城的最終展望。」  

 

43North 競賽決賽輪次的遊說和隨後的頒獎典禮是第三屆年度  43North 競賽周活動

https://youtu.be/wQh3c2nw6y8
https://www.hightail.com/download/cUJVN3RXcWZubVVLSk5Vag


的高潮，43North 競賽周是為期八天的創新與創業精神慶祝活動，10 月 20 - 27 日

在水牛城舉辦，期間有各種事件、交流機會和活動。43North 競賽的決賽選手在週

四向來自世界各地的七位專家評委組成的小組展示了各自的遊說，這些專家評委包

括： 

 Zady and Foodspotting 聯合創始人蘇拉亞·達拉比 (Soraya Darabi) 

 Goldman Sachs 總經理托馬斯·林奇  (Thomas Lynch) 

 V2K Medical 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約翰  M. 麥克馬宏  (John M. MacMahon) 

 Base Ventures 創始人兼總經理埃里克·摩爾  (Erik Moore) 

 Blippar 聯合創始人安布瑞斯·米特拉 (Ambarish Mitra) 

 Starbucks 執行副總裁兼全球首席戰略官馬修·萊安  (Matthew Ryan) 

 Bausch + Lomb Rx、and Valeant Women’s Health 高級副總裁兼總經理特雷

西·瓦羅瑞 (Tracy Valorie) 

 
43North 競賽理事會主席比爾·馬喬  (Bill Maggio) 表示：「我們發起今年的競賽時，

把籌碼全都壓在了競賽申請者的質量上，今晚證明這是值得的。我想祝賀八位傑出

的優勝者，尤其是大獎得主  Oncolinx 公司。我期待迎接所有這些公司入駐水牛

城。」 

 

紐約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主席約翰  R. 科梅爾 (John R. Koelmel) 

表示：「43North 競賽迄今已舉辦三年，看到它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產生的影響力真

難以置信。紐約電力局有幸發揮重要作用繼續為該競賽提供資金，我們懷著激動的

心情期待見證這八家優勝公司在紐約州西部地區取得成功。」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霍華德·澤穆斯

基  (Howard Zemsky) 表示：「43North 競賽持續吸納頂尖人才進入紐約州西部地

區持續增長的創業公司社區。我要感謝葛謨州長發揮領導力讓今天成為對水牛城而

言又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  

 

紐約州西部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Western New York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副主席兼布法羅大學  (University at Buffalo) 校長薩迪什  K. 

特里帕蒂  (Satish K. Tripathi) 表示：「該競賽連續第三年向全國和全世界清楚地表

明水牛城向企業開放。由於葛謨州長的支持，43North 競賽讓水牛城成為創業公司

和創業者發展業務的目的地。我們歡迎今年的優勝公司入駐水牛城，並期待與這些

公司合作來幫助它們實現創業夢想。」  

 

紐約州西部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傑夫 ·貝爾特  (Jeff Belt) 表示：「43North 

競賽為紐約州西部地區蓬勃發展的創業公司生態系統增加了活力。我們熱切地想知

道今年的優勝者怎樣構建並延續這種成功局面。」  

 

43North 競賽的總決賽主持人盧克·拉瑟勒  (Luke Russert) 表示：「很高興為了這

麼有意義的事情再次來到水牛城，並親眼見證這座城市不可思議的轉變。43North 

競賽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已然提供很多機會幫助水牛城成為美國下一個最好的創



新中心。對皇後市  (Queen City) 而言這是個多麼重要的時刻！」  

 

100 萬美元得主： 

 
Oncolinx 公司  

家鄉：Boston，MA，美國 

與美國國家癌症研究院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協作的 Oncolinx 公司正在開發靶

向癌症免疫療法：抗體藥物復合物  (antibody-drug conjugates，ADCs)。Oncolinx 公

司抗體藥物復合物  (ADCs) 承載著一種叫  Azonafide 的專利免疫激活藥物裝載，直

擊腫瘤。Oncolinx 的平台有 14 家業界領先的製藥公司與之合作，計畫在  2017 年

年中進入臨床試驗階段。  

 

二等獎  60 萬美元得主：  

 

HigherMe 公司  

家鄉：Boston，MA，美國 

HigherMe 公司幫助零售業者和鐘點工雇主更快地雇傭到更好的員工。我們提供一

套軟體，可以提高聘用效率，全部依賴於業界特定候選者網路。諸如  Dunkin' 

Donuts 和  Panera Bread 等大型公司非常信任我們，把我們視為公司運營中最重要

的部分：他們的人力資源。  

 

六個  50 萬美元得主：  

 
Asarasi 公司  

家鄉：Katonah，NY，美國 

Asarasi 公司開發出了全新的水源，幫助替換新鮮地下水的消費。我們的水資源取

自樹木，不會對地下水資源產生影響。這是可持續、可再生的資源。Asarasi 公司

是循環利用以及瓶裝生化純淨水的先行 ! 

 

Bounce Imaging 公司  

家鄉：Boston，MA，美國 

Bounce Imaging 公司的  360 度可拋型相機給予急救人員進入危險空間時至關重要

的智慧能力，以確保我們的安全。不管是回應槍擊事件的警察還是挖掘地震廢墟的

救援工作者，使用者可以在智慧型手機上獲取實時的  360/VR 視訊，從而可以看見

前方的危險。  

 

Formarum 公司  

家鄉：Richmond Hill，ON，加拿大 

Formarum 公司開發的渦輪機技術創造出了自行供電和獨立的設備，這些設備可以

毫不費力地安裝於管道中，摒棄了包括控制項面板、電纜和通訊模組在內的所有內

部元件。這一功能大大降低了前期成本，並且大幅簡化了採購和安裝過程。  

 
 



PathoVax 公司  

家鄉：Baltimore，MD，美國 

PathoVax 公司正在進行  RGVax 疫苗的商品化工作，這種疫苗成本低廉，可以預防

所有  HPV 相關的癌症。目前的疫苗主要針對性傳播類型，從而導致因涵蓋面不全

和社會歧視而接種人數過低。RGVax 的保護範圍包括所有致癌的  HPV 並且新增的

皮膚  HPV 保護效果把  RGVax 定位為兒童疫苗，接種效果出色。  

 

UltraCell Insulation 公司  

家鄉：Lewiston，NY，美國 

UltraCell Insulation 公司透過循環再利用的瓦楞紙製造高性能建築類絕緣材料。我

們的纖維素絕緣材料業界的競爭對手正面臨著新聞紙貨源減少的問題，因為讀者們

選擇綫上閱讀。相反，我們獨家專利、經過驗證的流程讓我們可以利用比傳統纖維

素成本更低的瓦楞紙來製造性能卓越的產品。  

 

WeDidIt 公司  

家鄉：Brooklyn，NY，美國 

WeDidIt 公司幫助非營利組織募集更多資金，並在綫上獲取新的捐贈者。軟體服務

免去了連線募捐過程，使捐贈研究簡單、有效。WeDidIt 平台彙總捐贈資料，以便

非營利組織可以自動處理各自預期的研究並啟動針對性較高的募捐活動。  

 

候補優勝者：  

 
Arthena 公司  

家鄉：New York，NY，美國 

Arthena 公司為您提供備選的評估課程，設置最高的門檻，但歷史回報也最高。我

們投資的項目是藝術市場上最具流動性的部門，從而催生巨大的不對稱增長。我們

的策略依賴於自動化以及資料驅動的結果。  

 

Wealth Factory 公司  

家鄉：Washington，D.C.，美國  

Wealth Factory 公司針對需要理財知識的志願者設計了理財知識教育科技類游戲，

利用  12 個互動式模組幫助使用者輕鬆從出生走向退休，超越了『個人理財共同和

新標準』。我們的手機游戲《Credit Stacker》教會人們如何管理並讀懂信用報告。  

 

『人民選擇獎  (People’s Choice Award)』  

43North 競賽還向 Wealth Factory 授予了『人民選擇獎』和  1 萬美元現金獎金。  

 

紐約電力局為今年的  43North 競賽提供了  600 萬美元資金。紐約電力局此前在  

2014 年為  43North 競賽提供了  540 萬美元資金，在  2015 年提供了 600 萬美元資

金。 

 

43North 競賽簡介 

43North 競賽是一項斥資  500 萬美元的創業公司競賽，向全世界一些最優秀的創業



者和創業公司提供現金獎勵。43North 競賽的優勝者還將在水牛城獲得一年期限的

免費企業孵化器空間、相關領域顧問提供的指導，並參與其他企業獎勵計畫，例如

『紐約升騰  (START-UP NY)』。43North 競賽利用安德魯·葛謨州長設立的『水牛

城十億 (Buffalo Billion)』計畫、紐約電力局的  600 萬美元撥款以及紐約州經濟發展

廳的  100 萬美元撥款運作。國家電力供應公司  (National Grid) 和其他幾個贊助方為

本屆競賽提供額外的支持。如需獲取贊助方的完整列表和  43North 競賽的更多資訊，

請訪問  www.43north.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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