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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谟

葛谟州長宣佈萊德斯特里餐飲公司 (LIDESTRI FOOD AND DRINK) 和 N.V. 作物公
司 (CROP'S N.V.) 在伊士曼商業公園 (EASTMAN BUSINESS PARK, EBP) 建立夥伴
關係

公司將在其佔地 6.5 萬平方英呎的新廠房生產即食食品
斥資 5,130 萬美元額項目將創造 120 多個崗位；數個崗位將提供給貧困人群
這筆州政府投資完善了「五指湖加速發展 (Finger Lakes Forward)」計畫——即本
地區的全面戰略，用於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

州長安德魯 M. 葛谟今日宣佈食品生產商萊德斯特里餐飲公司和比利時 (Belgium)
N.V. 作物公司在羅切斯特 (Rochester) 建立夥伴關係。在州政府的支持下，這兩家
成功公司將成立一家新公司，旨在在伊士曼商業公園其佔地 6.5 萬平方英呎的廠房
生產即食食品。這一合作關係將在未來五年的時間裡創造 123 個全職新崗位，
其中 900 個崗位屬於萊德斯特里公司位於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的兩個廠址。
除建造新設施外，這一斥資 5,130 萬美元的項目還將包括增添生產線、延伸圍欄、
升級公共設施。
「透過對創新項目和夥伴關係進行投資，我們促進了全州重要產業的發展，並為紐
約民眾創造了更多崗位，」州長葛謨表示。「這一全新合作關係將繼續發揮該地
區重要的農業資產作用，其建立在為地區制定的《五指湖加速發展》計畫基礎上，
從而振興社區並促進整個地區的經濟發展。」
「這一項目極大地擴大了萊德斯特里公司的生產運營，該公司位處羅切斯特不斷發
展的伊士曼商業公園內，」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宣佈羅切斯特的這
一項目是《州情咨文 (State of the State)》和編制預算的工作內容。「在州政府的
支持下，這一新設施將使食品產業和農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並為該地區創造新崗
位。這筆投資是州營和私營公司進行的項目之一，以確保五指湖能繼續成為農業的
先鋒。」
來自這一項目的 400 萬美元是透過《五指湖加速發展北部地區復興計畫 (Finger
Lakes Forward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發放的。《精益求精退稅計畫

(Excelsior Tax Credit Program)》也提供了 400 萬美元，旨在兌現其對創造崗位的承
諾。《北部地區復興計畫》的撥款保證了總額達 400 萬美元的撥款中有 100 萬美
元都與該地區的脫貧項目掛鉤。該公司需要僱傭 33 名滿足《羅切斯特-門羅脫貧
計畫 (Rochester-Monroe Anti-Poverty Initiative)》要求的人員。
萊德斯特里餐飲公司生產意大利麵配料、蘸料和辣番茄醬。該公司還為配料和蘸
料、油和醋、酒和有機產品提供私人貼標服務。該公司最初於 1975 年以坎提薩諾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Cantisano Foods, Inc.) 的名義成立。公司於 2003 年被萊德斯特
里家族收購時更名。該公司在門羅郡有兩處生產設備 (菲爾波特和希臘-伊士曼商
業公園 (Fairport and Greece-EBP))。更多關於萊德斯特里公司的資訊請見 此處。
N.V. 作物公司在歐洲生產和分發冷凍食 品。其生產單一水果、混合水果、濃湯、
果昔、麵包和水果自助餐；紅色水果、黃色水果、柑橘、外來水果、叢林水果和有
機水果等。該公司還提供單一蔬菜、蒸菜、炒蔬菜、烤蔬菜和生物產品。該公司於
1948 年成立，位於比利時。公司還在哥斯達黎加 (Costa Rica) 和智利 (Chile) 有廠
房。更多關於 N.V. 作物公司的資訊請見此處。
帝國州發展公司總裁，首席執行官兼總監霍華德·澤姆斯基 (Howard Zemsky) 說，
「萊德斯特里公司和 N.V. 作物公司等對伊士曼商業公園重新注入了活力。其令人
激動的合作是證明成功公司在五指湖地區發展具有好處的佐證。」
萊德斯特里餐飲公司聯合總裁約翰 C. 萊德斯特里 (John C. LiDestri) 表示，「我們
非常激動，因為我們從歐洲合作夥伴那裡引進了創新產品，這不僅能為家庭提供工
作，也能為家庭提供創新的流行健康選擇。」
五指湖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Finger Lake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副主席兼門羅社區學院 (Monroe Community College) 院長安妮·克瑞斯
(Anne Kress)、五指湖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兼大羅切斯特商會 (Greater
Rochester Chamber of Commerce) 會長鮑勃·杜菲 (Bob Duffy) 表示，「伊士曼商
業公園的振興，以及如萊德斯特里公司和 N.V. 作物公司這樣的成熟美國助力企
業，都是五指湖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和《五指湖加速發展計畫》的最優先項
目。透過這些努力，我們讓地區走上了正軌，並為公司提供了其擴大和發展所需要
的信息和支持，從而為未來創造了經濟機會。」
州參議員喬伊·羅巴奇 (Joe Robach) 表示，「萊德斯特里餐飲公司是伊士曼商業公
園轉型的催化劑，也是我們地區發展最快的企業之一。這一激動人心的合作關係能
創造更多崗位，從而振興伊士曼商業公園。作為五指湖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的
一員，我很自豪能看到州政府為這一項目的投資，且大量的稅收都回饋到了我們社
區中。」

眾議員哈利·布朗森 (Harry Bronson) 表示,「我對約翰 C. 萊德斯特里及其在萊德斯
特里餐飲公司的團隊和比利時 N.V. 作物公司對我們地區的承諾表示稱讚。該公司
和葛謨州長今天發佈的公告表明羅切斯特地區擁有多元的高技能勞動力和良好的經
濟基礎，能夠在未來創造就業。我期待萊德斯特里公司持續發展，也期待其在羅切
斯特其擴建的廠區中新增就業崗位。」
門羅郡郡長雪麗爾·迪諾爾弗 (Cheryl Dinolfo) 表示，「幾十年來，萊德斯特里食品
公司都為門羅郡生產優質的食品產品，其產品被端上了家家戶戶的餐桌。門羅郡很
激動能成為一個提供支持的夥伴，從而支持萊德斯特里公司建立這一新的合作關係
並創造更多崗位。我想對萊德斯特里公司表示感謝，感 謝他們對在本地擴大商業範
圍的承諾，並為當地居民提供了數百份工作。」
大羅切斯特地區經濟發展局局長兼首席執行官馬特·赫布特 (Matt Hurlbutt) 表示，
「萊德斯特里食品公司認識到紐約羅切斯特的吳家資產，並利用這一資產對其快速
擴大企業的計畫予以支持，包括建立一支技術勞動力隊伍和完善其食品生產鏈。
此外，伊士曼商業公園平價的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使其擴大企業的計畫成為一個精
明的決定。」
伊士曼商業公園總裁和伊士曼柯達公司 (Kodak Company) 首席財政官大衛·布溫爾
克 (David Bullwinkle) 表示，「伊士曼商業公園的新企業為其發展持續做出貢獻。
今天在園區近 110 家公司的運作河新企業的強大勢頭推動下，我們努力在 2019
年引入更多企業。伊士曼商業公園的資源非常適合進行餐飲加工、生物製藥和進行
滾動式製造。」
本計畫奠基於羅切斯特市伊士曼商業公園獲得持續成功的基礎上。伊士曼商業園是
柯達公司在一個多世紀前開始製造膠片和相紙的地方，該商業園已實施改造用來幫
助該地區復興。如今，該商業園區支持著約 110 家企業，僱用 6,000 多人。除萊德
斯特里餐飲公司以外，安森美 (ON Semiconductor)、AIM 光子公司 (AIM
Photonics)、柯達、杜邦公司 (DuPont)、西格納化學公司 (SiGNa Chemistry)、哈里
斯 (Harris)、柯銳醫療 (Carestream)、哥倫比亞護理 (Columbia Care)、奧拓臨床診
斷 (Ortho Clinical Diagnostics)、愛心甜菜 (Love Beets) 和埃克斯特發展公司
(Acquest Development) 都位於伊士曼商業公園內。
加快實施『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計畫』
今天的公告補充了「五指湖加速發展」計畫，該計畫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藍圖，
用於創造強勁的經濟增長和社區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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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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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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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宣佈啟動的紐約州北部地區振興
計畫所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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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億美元投資將激勵私營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該地區已提交的方案預計將創造
多達 8,200 份新工作。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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