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2 月 2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  IEC 電子公司  (IEC ELECTRONICS) 將投資逾  2,000 萬美元給韋恩郡  

(WAYNE COUNTY) 的新製造廠   

  

這家電子製造解決方案公司將建造  15 萬平方英呎的新廠房，  

並創造超過  360 份新工作   

  

州政府對這家傳奇公司的投資完善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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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  IEC 電子公司 (IEC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將投資逾 

2,000 萬美元用於搬遷並在韋恩郡紐瓦克鄉  (Newark) 建造一座現代化新廠房。這家

電子製造解決方案供應商計劃在位於銀山科技園  (Silver Hill Technology Park) 15  

萬平方英呎的新廠房內創造多達  362 份新工作並保留  463 個崗位。這家公司曾考

慮搬遷到紐約州以外的地方，但因為州長和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 的支持而選擇留在該地區。 IEC 公司計劃在  2019 年中旬搬遷

並在新廠房開始運營。  

  

「紐約州將在企業持續擴張的過程中繼續與之合作，以確保為我們的社區留住高薪

工作，」州長葛謨表示。「紐約州投資於 IEC 電子公司在韋恩郡的擴張項目，  

從而留住這家老字號的社區企業，把那個支持創造數百份新工作，用來幫助該地區

繼續向前發展。」   

  

「IEC 公司不僅決定留在紐約州，還將實施大規模擴張並創造數百份受歡迎的工

作，這進一步證明了企業對紐約州北部地區經濟的信心，」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這意味著在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的中心地段保障  

463 個現有員工的工作，提供機會給  362 個新員工。我們的專項經濟戰略是有效

的，這創造企業發展、高薪工作，並為居民建設更強大的社區。」   

  

50 年來，IEC 電子公司始終給醫療、工業、航空航天以及國防部門的業界主導企

業提供解決方案。該公司為救生產品和任務關鍵型產品提供電子合同製造服務，  



 

 

例如印刷電路板組裝、線纜與線束組裝、精密金屬加工。該公司專門提供技術解決

方案，用於定制生產複雜的全系統組件、提供高級工程支持和尖端實驗室服務，  

包括減輕與偽造器件檢測技術相關的風險。  

  

帝國州發展公司透過『五指湖加速發展』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撥款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Grant) 提供多達 200 萬美元資金，並透過『精益求精工作計

畫 (Excelsior Jobs Program)』提供多達  300 萬美元資金用於換取  IEC 公司承諾創

造工作崗位。  

  

羅切斯特市電氣集團  (Rochester Gas & Electric, RG&E) 和紐約州電氣公司  (New 

York State Electric and Gas Corporation, NYSEG) 提供多達 67 萬美元的資金用於協

助該項目。韋恩郡也給該公司提供獎勵措施，大羅切斯特地區經濟發展局  (Greater 

Rochester Enterprise, GRE) 發揮重要作用，幫助這家公司留在五指湖地區。這個搬

遷項目的總成本約為  2,200 萬美元。  

  

IEC 電子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傑夫瑞  T. 施拉寶  (Jeffrey T. Schlarbaum) 表示，

「很高興我們在發展過程中繼續留在這個傑出的社區，並留在韋恩郡。 IEC 公司於 

1973 年在紐瓦克鄉落戶在一棟有  100 年歷史的前造紙廠建築內，這棟建築需要大

規模的資本投資用於提升到新水平。  因為建造這棟新建築，我們得以從零開始設

計一棟現代化的高科技廠房，這棟廠房能夠支持我們作為救生產品和任務關鍵型產

品電子製造設計與生產服務的美國領先供應商持續發展。我們與一些最具創新力的

全球領先企業合作，這些企業選擇把產品製造業務外包給美國，這個定制廠房將為

我們持續壯大的客戶群提供無與倫比的能力以滿足其製造需求。感謝葛謨州長和帝

國州發展公司提供支持和協助，我們因此得以再投資於紐約州北部地區，並鞏固  

IEC 公司作為紐瓦克鄉企業漫長而成功的歷史。」   

  

帝國州發展公司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專員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IEC 電子公司決定留在韋恩郡境內發展，而非搬遷到其他地方，這體現了

該地區的優勢和紐約州的戰略承諾，即促進適合企業發展的環境用來創造就業並保

留就業崗位。這是個精彩的故事，對於將繼續建設五指湖地區經濟的成千上萬個工

人們而言尤其如此。」   

  

五指湖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Finger Lake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FLRE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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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切斯特大  

商會  (Greater Rochester Chamber of Commerce) 會長兼首席執行官鮑勃 ·杜菲  

(Bob Duffy) 表示，「感謝葛謨州長持續設法支持紐約州北部地區，這將幫助這家

知名公司持續發展，從而確保該公司仍為本地區的經濟未來做出重要貢獻。支持  

IEC 電子公司這類企業是『五指湖加速發展』經濟建設計畫的重要內容，該計畫用

於在整個地區創造機會。」   



 

 

  

紐約州電氣公司和羅切斯特市電氣集團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卡爾  A. 泰勒  (Carl A. 

Taylor) 表示，「IEC 電子公司決定在韋恩郡投資，這對社區和本州而言是一次巨

大的勝利。紐約州電氣公司很高興與社區夥伴以及  IEC 電子公司共同參與這項協

同工作，用於幫助實現該項目。這次合作完美地體現了紐約州電氣公司和羅切斯特

市電氣集團的承諾，即為經濟基礎設施和企業能源效率提供經濟發展支持，這從屬

於總體全面工作，用於幫助社區吸引企業並留住這些企業，保留就業並予以發展用

於進一步鞏固本州的經濟。祝賀  IEC 電子公司，並祝願該公司繼續取得輝煌成

就。」  

  

參議員帕米拉·赫爾明  (Pamela Helming) 表示，「IEC 電子公司在紐瓦克鄉設立新

工廠，這對韋恩郡的民眾而言是個激動人心的時刻。感謝  IEC 公司對我們的社區

做出的承諾，以及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傑夫瑞 ·施拉寶 (Jeffrey Schlarbaum) 發揮領導

力。這次擴張將幫助創造數百份新的地方工作，並刺激我們地區實現經濟增長。  

這次擴張是私人部門企業最大程度發掘本地區潛力的範例。我很自豪代表韋恩郡 -

五指湖地區，我們在該地區的地方領導人員每天都設法創造一種環境，供創造就業

崗位的企業能夠發展並取得成功。我期待繼續與葛謨州長合作，支持地方經濟發展

工作。」  

  

眾議院議員羅伯特·奧克斯  (Robert Oaks) 表示，「IEC 公司承諾保留業務並加以

擴張，這對紐瓦克鄉、韋恩郡以及整個地區而言是個好消息。在銀山科技園斥資  

2,200 萬美元新建工廠，並計劃創造超過  350 個新工作崗位，這表明該公司對我們

地區做出的承諾。我們設法在本地區創造就業並擴大製造業務，我想感謝  IEC  

公司、帝國州發展公司以及韋恩郡經濟建設公司  (Wayne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開展各項工作用於實現該項目。」   

  

韋恩郡監事會  (Wayne County Supervisors Board) 主席史蒂夫·樂羅伊  (Steven 

Leroy) 表示，「我很高興 IEC 電子公司將繼續在韋恩郡發展業務。該公司已融入

社區結構之中。感謝  IEC 公司創造就業和可靠的機會，用於幫助我們地區繼續興

旺發展。」   

  

紐瓦克鄉鄉長喬納森·泰勒  (Jonathan Taylor) 表示，「我們很高興 IEC 公司這類全

球企業在紐瓦克鄉銀山科技園發展壯大。這些企業承諾在這裡建設現代化廠房，  

這將對我們社區以及整個五指湖地區產生深刻的影響。我們與  IEC 公司在本鄉擁

有共同的悠久歷史，我們很高興看到這次擴張將創造新就業崗位。感謝州長和各個

機構合作實現這次擴張。」   

  

韋恩郡工業發展局  (Wayne Count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gency) 首席執行官布

萊恩·匹森利  (Brian Pincelli) 表示，「IEC 電子公司的投資體現了其對韋恩郡的承



 

 

諾，並且證明我們地區擁有才華橫溢的人才隊伍。 IEC 公司 30 多年來始終是我們

社區的成員，我們很高興看到該公司發展並持續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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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rlbut) 表示，

「大羅切斯特地區經濟發展局團隊在過去數月與  IEC 電子公司的領導人員密切合

作，確保該公司獲得合適的資源用於發展其在紐約州大羅切斯特地區的業務。 IEC 

電子公司決定在韋恩郡創造  360 多份新工作並保留  463 份工作，聯繫地方合作夥

伴和地方人才隊伍對此發揮了重要作用。」   

  

IEC 電子公司在  2017 年被美國衛訊公司  (Viasat, Inc) 認定為年度供應商  (Supplier 

of the Year)，在 2015 年獲得哈里斯公司  (Harris Corporation) 頒發的供應商卓越獎  

(Supplier Excellence Award)。  如需了解更多與  IEC 電子公司有關的資訊，請點擊

此處。  

  

「五指湖加速發展  (Finger Lakes Forward)」的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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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ta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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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新就業機會。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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