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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環境第一公司  (ENVIRONMENT ONE CORPORATION) 將在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擴大製造業務  

 
這次擴張將在纽约州北部地区  (Upstate New York) 創造  80 份新工作  

 
新工廠將與  Eos 蓄能公司  (Eos Energy Storage) 合作，為公用事業公司生產超低

成本的  Eos Aurora® 安全電池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環境第一公司將創造  80 份新的高科技工作，用於在

首府地區擴大製造業務。環境第一公司（或稱  E/One）製造全地形  SEWERTM 

(ALL-TERRAIN SEWERTM) 系統以及大型渦輪發電機用關鍵輔助及監測設備，該公

司將投資 1,000 萬美元在其位於斯克內克塔迪縣  (Schenectady County) 尼什卡納鎮  

(Niskayuna) 境內現有的廠房旁邊新建一棟廠房。  

 

「紐約州正在迅速成為美國重要高科技創新中心之一，而  E/One 在首府地區振奮

人心的擴張計畫將延續這一勢頭，」葛謨州長表示。「這次理性投資將幫助創造

工作崗位、促進該重要製造領域實現創新，並持續發展該地區的經濟。」  

 

E/One 最近被首府地區商會  (Capital Region Chamber) 提名為年度最佳企業，是一

家多元化的高科技公司，專注於為電氣設施資產提供保護和性能優化。E/One 與  

Eos 蓄能公司建立了夥伴關係，E/One 成立於  2008 年，專注於交付電池蓄能解決

方案，用來為公用事業公司及其客戶提供安全可靠且成本領先的電力。Eos 蓄能公

司已經成為新興且快速發展的蓄能產業的領導者。  

 

「Eos 蓄能公司製造的兆瓦蓄能產品實際上可以定義電氣設施產業在今後  20 年的

投資週期，E/One 作為精益製造領域擁有優秀業績記錄的製造公司，將推動  Eos 

蓄能公司進一步在這個全球動態領域內競爭，」環境第一公司總裁艾瑞克·拉考珀

拉  (Eric LaCoppola) 表示。「我們感激葛謨州長和紐約州提供支持，並期待繼續在

纽约州北部地区實現增長。」  

 
E/One 將製造  Eos Aurora 系統，該系統由  Eos 蓄能公司的專利  Znyth®（鋅混合陰



極）電池技術提供技術支持，是首款固有安全、低成本且長續航時間的水溶液電

池。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 

Development Authority，NYSERDA) 與紐約州愛迪生聯合電力公司  (Con Edison of 

New York)、挪威船級社  (DNV GL)、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貝斯特測試與商業化

中心  (BEST Test & Commercialization Center) 紐約州電池與蓄能技術聯盟  (New 

York Battery and Energy Storage Technology consortium, NY BEST) 合作開展測試，

並與全球電力生產商  ENGIE 公司合作開展海外示範項目來共同支持  Eos 蓄能公司

開發產品。  

 

「我們很高興與  E/One 以及州長辦公室合作構建首府地區的製造能力，」Eos 蓄

能公司首席執行官邁克爾·奧斯特  (Michael Oster) 表示。「Eos Aurora 系統和 

Znyth 技術由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支持在紐約州境內開發，將幫助鞏固紐

約州的能源基礎設施並支持創造高科技工作。我們將合作幫助地方產業充分實現潛

力，並讓紐約州成為公用事業規模蓄能領域的全球領導者和領先製造商。」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是紐約州的主要經濟發展機構，現

已為  E/One 提供高達  125 萬美元基於績效的『精益求精工作計畫  (Excelsior Jobs 

Program)』退稅額，該退稅額直接關係到在今後五年創造  80 多份新工作和保留  

130 多份現有工作。斯克內克塔迪縣大都會區發展機構  (Schenectady County 

Metroplex Development Authority) 也將為新大樓提供付款代替稅  (Payment in Lieu of 

Taxes，PILOT) 協議。除了  E/One 對新工廠提供的  1,000 萬美元投資，Eos 蓄能公

司也計劃在今後五年投資  1,000 萬美元購買專用設備以支持生產高容量電池。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廳長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

示，「葛謨州長為新技術提供領導和支持，這持續鞏固了紐約州在高級製造領域

的全國主導地位，進而在纽约州北部地区創造新的高薪工作。紐約州擁有高技能勞

動力，並在今後幾十年內為製造企業提供最低稅率，因此非常適合  E/One 和  Eos 

蓄能公司，我們很自豪與這兩家公司合作實現這次擴張。」  

 

紐約州能源與金融機構  (Energy and Finance for New York State) 主席理查德·霍夫

曼  (Richard Kauffman) 表示，「根據葛謨州長提出的領先全國的『能源願景改革  

(Reforming the Energy Vision)』策略，紐約州啟動了一項最具宏大的工作，旨在構

建更清潔、更有適應力且價格適中的能源系統並創造環保工作。今日宣佈  Eos 蓄

能公司與 E/One 建立夥伴關係，在紐約州製造並組裝先進的電池蓄能技術，這將

鞏固我們在降低碳排放量和構建清潔能源經濟方面的領導地位。」  

 

斯克內克塔迪縣大都會區發展機構主席雷 ·吉倫  (Ray Gillen) 表示，「感謝葛謨州

長及其紐約州經濟發展廳團隊促成這次創新合作，E/One 和 Eos 蓄能公司將攜手

在尼什卡納鎮工廠開發製造新產品，從而為斯克內克塔迪縣創造  80 份新工作。」  

 

Eos 蓄能公司是紐約州貝斯特聯盟  (NY-BEST Consortium) 會員，成立於  2010 年，

目標是確立紐約州在蓄能技術領域的全球領先地位。紐約州貝斯特聯盟目前有  150 



多個會員，包括製造企業、學術機構、公用事業公司、技術與材料開發公司、初創

公司、政府實體、工程公司、系統集成商、終端用戶。其會員主要是位於紐約州境

內的實體。紐約州貝斯特聯盟為尋求援助用來在紐約州發展業務的蓄能領域相關公

司和組織提供專家資源，並充當建立強大蓄能『生態系統』的重要中間機構，涵蓋

蓄能產品的所有開發及使用階段。 

 

參議員喬治·阿米多瑞  (George Amedore) 表示，「E/One 是一家引領技術和創新

的強大公司。我很高興看到該公司在我們的社區內持續投資，並感謝該公司的領導

者們相信首府地區是繼續擴展業務和創造工作機會的好地方。」  

 

州眾議院議員菲爾·斯特克  (Phil Steck) 表示，「隨著我們向環保經濟過渡，在紐

約州，尤其是  110 號州議員選舉區  (110th Assembly District) 建立電池蓄能製造廠是

至關重要的。祝賀葛謨州長和環境第一公司在尼什卡納鎮和斯克內克塔迪縣成立新

生產廠。我每次開著雪佛蘭伏特汽車  (Chevy Volt) 離開車庫時都會考慮電池蓄

量。」 

 

州眾議院議員安吉洛·聖巴巴拉  (Angelo Santabarbara) 表示，「此類投資對持續振

興紐約州北部地區的社區而言至關重要。為企業提供所需的支持用來投資於  21 世

紀的技術，這對強化地區經濟而言非常重要，並將繼續創造更多新工作和在高科技

製造領域帶來新機會。」  

 

州眾議院女議員瑪莉·貝斯·沃爾什  (Mary Beth Walsh) 表示，「支持地方企業發展

和增長對我們州的整體經濟而言至關重要。我很高興環境第一公司在斯克內克塔迪

縣擴大業務，並感謝州長認可有必要提供投資用來支持首府地區製造業持續增長和

創造就業。」  

 

斯克內克塔迪縣議會  (Schenectady County Legislature) 主席安東尼·賈森斯奇  

(Anthony Jasenski) 表示，「在當代全球經濟中，E/One 可以選址在世界上任何地

點。我們很自豪該公司在斯克內克塔迪縣落戶。感謝  E/One 和葛謨州長為我們社

區提供這筆投資，這筆投資將創造 60 份新工作，並保障  E/One 在斯克內克塔迪縣

取得更長久的成功。」  

 

尼什卡納鎮鎮長喬伊·蘭德瑞  (Joe Landry) 表示，「我們與州政府以及大都會區密

切合作，支持環境第一公司的擴張計畫。我感謝葛謨州長和紐約州經濟發展廳為尼

什卡納鎮帶來  80 份新的技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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