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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公佈全球最大規模的商業競賽『天才紐約  (GENIUS NY)』  

的 100 萬美元特等獎得主  

 

AutoModality 贏得『天才紐約』競賽的特等獎；另外五個入圍決賽的團隊共享發
放給即將在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運營的六家創新企業的  275 萬美元獎金  

 

『天才紐約』計畫鞏固了紐約州中部崛起  (Central New York (CNY) Rising) 計畫取
得的成就，該計畫是該地區獲獎的戰略方案，用於實現穩健的經濟增長和社區發展  

 

紐約州宣佈為  2018 年『天才紐約  II』撥款 500 萬美元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來自加利福尼亞州  (California) 的參賽隊 AutoModality 

贏得『天才紐約』100 萬美元特等獎。該計畫是全球最大規模的一項商業競賽，關

注無人化系統、互聯平台及其他技術領域。『天才紐約』是全年運作的企業加速

器，在昨晚舉辦的頂點  315 總決賽 (315 Finals) 上為六家入圍決賽的團隊提供了總

額為 275 萬美元的獎金，包括金額分別為  100 萬美元、60 萬美元、40 萬美元、

25 萬美元的獎金和投資。該計畫還為企業提供定期津貼、房屋、資源、規劃及人

脈，使之躋身於全球同類最大規模的競賽之列。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正迅速成為高科技工作和企業在我州境內蓬

勃發展的重要中心，」葛謨州長表示。「我們投資於這些科技類初創企業來投資於

該地區的未來，確保紐約州在為後世子孫發展創新經濟方面保持領先地位。」  

 

在本次賽事期間，各團隊向評委組和現場觀眾介紹自己的商業計畫。演示結束後，

全部六個參賽隊都獲得了六筆投資中的一筆。此外，今年初搬遷至紐約州中部地區

的團隊將利用這些投資繼續加快發展並拓展其在該地區的業務。紐約州將提供  500 

萬美元資金用於支持  2018 年第二輪商業加速器，稱作『天才紐約  II』。『天才紐

約 II』從  2017 年 6 月起在三個月內接受申請。  

 

「『天才紐約』競賽證明了紐約州中部地區正在崛起，在該地區創造高薪工作和經



濟機會，」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ESD) 總裁、首席執行

官兼廳長霍華德·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我們堅定支持成功的經濟發

展計畫，因此在  2018 年設立第二輪競賽用於鞏固該發展勢頭並吸引更多科技創新

和企業家精神。」  

 

今晚的特等獎  100 萬美元頒給了  AutoModality，該團隊來自加利福尼亞州，專注於

製造自主移動系統，用於感應、探索、分析我們周圍的環境。該公司目前專注於檢

驗農業資產和基礎設施資產。  

 

AutoModality 首席執行官丹·漢娜吉 (Dan Hennage) 表示，「AutoModality 祝賀另

外幾家公司提出傑出的商業計畫，我們很榮幸在這麼多有才華和奉獻精神的企業家

中脫穎而出成為第一名。我們還要感謝  AutoModality 全體團隊成員，該團隊今晚

未到場共享我們的願景，即製造優質產品和幫助公司實現今天的成就。

AutoModality 期待在紐約州中部地區發展我們的業務，並為該地區無人機系統的世

界頂級生態系統做出貢獻。」  

 

Ascent Aerosystems 獲得了 60 萬美元的亞軍獎金；OmniMesh 獲得季軍，獎金為  

40 萬美元；三個入圍決賽的團隊  Akrobotix、EZ3D、SkyOp 分別獲得  25 萬美元的

獎金。Ascent Aerospace 在賽事期間還透過現場投票被提名為最受大眾喜愛的團

隊。  

 

「該賽事完美地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地區獲獎的紐約州北部復興計畫方案確立的戰略

和投資，該賽事已經為該地區帶來了效益，」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理事里什·托比 (Rich Tobe) 表示。「紐約州中部崛起計畫關注發展

無人機系統產業，並利用我們提供給薩博集團  (SAAB) 的投資發展世界領先的無人

機系統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UAS) 交通管理系統，『天才紐約』競賽吸引

到紐約州中部地區的公司和企業家正逐漸成為該地區快速發展的無人機系統創新與

進步的支柱。」  

 

NUAIR 聯盟  (NUAIR Alliance) 執行理事兼總顧問兼大賽評委勞倫斯·布瑞克 

(Lawrence Brinker) 表示，「『天才紐約』競賽的六個團隊都提出了卓越的方案，

這使得評委難以決定如何分配獎金。這些團隊都必定能夠對該地區的無人機系統產

業帶來積極的影響。我期待與這些公司合作，並為之提供  NUAIR 聯盟的資源用於

促進其發展。」  

 

CenterState CEO 總裁羅博·辛普森 (Rob Simpson) 表示，「『天才紐約』計畫提

供切實的投資和有規劃的資源用於支持這些具備極大發展潛力的無人機系統公司。

這些團隊現在將獲得這筆投資，並設法發展其公司並於接下來八個月在紐約州中部

地區鞏固其既有的成就。這些公司在發展其技術和平台的過程中支持我們實現目

標，即在我們地區打造全球無人機系統中心。」  

 

 



奧農達加縣  (Onondaga) 縣長喬尼·馬奧尼 (Joanie Mahoney) 表示，「很高興見證

這些公司取得的成就。這不僅證明了該計畫的成功，還證明社區能夠透過提供資源

和指導來支持早期無人機系統公司。這些公司真正處在該新興產業的最前沿，我們

很高興這些公司選擇在紐約州中部地區落戶，這樣一來，這些公司就能夠為推進該

地區這一世界領先的產業發揮作用。」   

 

奧奈達縣 (Oneida County) 縣長小安東尼  J. 皮森特 (Anthony J. Picente Jr.) 表

示，「『天才紐約』計畫完美展現了奧奈達縣和  CenterState CEO 的牢固夥伴關係

透過哪些途徑鞏固紐約州中部地區和麥可山谷  (Mohawk Valley) 作為全國無人機系

統中心的地位。我很高興看到這輪競賽的優勝者將引領我們地區的無人機系統產業

發展，並期待見證下一輪競賽呈現的內容。」  

 

CenterState CEO 創新與企業家精神副總裁里克 ·克洛那 (Rick Clonan) 表示，

「『天才紐約  II』將繼續鞏固首輪競賽的成就和優勢，並在紐約州中部地區無人機

系統產業打造更廣泛的新公司網絡。我們透過該計畫促進無人機產業在我們地區實

現發展。」  

 

『天才紐約』由紐約州經濟發展廳透過與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大獲

成功的 43North 計畫以及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的 76West 計畫類似的模

式提供資金支持。『天才紐約』計畫的進展鞏固了紐約州中部崛起計畫取得的成

就，該計畫是該地區獲獎的戰略方案，用於實現穩健的經濟增長和社區發展。  

 

『天才紐約』競賽和獲獎企業與紐約州中部崛起計畫密切關聯，該計畫呼籲對紐約

州中部地區的無人機系統產業提供重要投資。去年十一月，葛謨州長宣佈提供  

3,000 萬美元的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投資，用於在錫拉丘茲市與羅馬市  

(Rome) 格里菲斯國際機場  (Griffiss International Airport) 之間開發一條長達  50 英里

的航班交通管理系統，以促進紐約州中部地區新興無人機系統產業實現發展。透過

支援無人機在紐約中部的主要行業（包括農林管理、交通和物流、媒體與電影發

展、公用事業與基礎設施，以及公共衛生）中迅速推廣使用，在這條  50 英里的走

廊上所進行的戰略投資將加速相關行業發展。這筆重要的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

投資履行了為 1 階段撥款  500 萬美元的承諾，並延續了紐約州關於在紐約州中部

地區和北部地區發展無人機系統產業的承諾。  

 

315 總決賽由 O’Brien and Gere 公司和 Gryphon 傳感器公司 (Gryphon Sensors) 贊

助。各團隊提出的商業方案和介紹由下列人員評審：NUAIR 聯盟總裁兼臨時首席

執行官拉里·布林克爾  (Larry Brinker)；NUAIR 聯盟運營副總裁克羅尼爾 ·安東尼·巴

西萊 (Colonel Anthony Basile)；軍械庫廣場風投企業  (Armory Square Ventures) 執事

股東索馬克·查特帕德亞  (Somak Chattopadhyay)；紐約州開發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區域總監吉姆·法雷 (Jim Fayle)；Gryphon 傳感器公司業

務開發總監克雷格·馬克考維斯基  (Craig Marcinkowski)；戰略咨詢協會  (Strategic 

Advisory Associates) 會長兼創始人戴維·蒙塔羅納  (David Montanaro)；Brainview 技

術公司 (Brainview Technologies) 高級顧問瑪莉·安·特斯澤克 (Mary Ann Tyszko)；薩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30-million-establish-world-leading-unmanned-aircraft-systems-traffic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30-million-establish-world-leading-unmanned-aircraft-systems-traffic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5-million-investment-grow-unmanned-aerial-systems-industry-upstate-new


博集團交通管理業務前負責人兼  Niteopark 公司創始人馬克·維加諾 (Marc 

Viggiano)。  

 

如需了解更多關於『天才紐約』計畫的資訊，請訪問  www.geniusny.com。 

 

加快紐約州中部崛起   

今天的公告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崛起』計劃，該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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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畫關注對全球市場機遇實現資本化、加強

培養創業精神，並創造具有包容性的經濟。紐約州自  2012 年起已投資將近  30 億

美元給該地區，用於為該計畫奠定基礎，該計畫包括投資於新興的無人機系統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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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企業正選擇在諸如錫拉丘茲市、奧斯威戈縣  (Oswego)、奧本鎮 (Auburn) 這樣

的地方進行發展投資。  

 

斥資 5 億美元的『紐約州中部崛起』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由葛謨州長在  2015 

年 12 月公佈，將激勵私人企業投資逾  25 億美元，而該地區已提交的計畫預計創

造多達 5,900 份新工作。更多資訊請在此處獲取。  

 

CenterState CEO 簡介 

CenterState CEO 是具有前瞻性思維的獨立經濟發展戰略機構、商業領導力組織以

及商會；專注於其會員的成功以及地區的繁榮發展。我們作為支持機構和資源服務

於明智的企業，促進並加快地區發展，透過結果導向型合作、規劃以及解決問題來

促進社區繁榮發展。www.centerstateceo.com  

 

『天才紐約』計畫簡介  

『天才紐約』是一項常駐紐約州中部地區科技園  (Tech Garden) 的商業加速器計

畫，不僅提供大筆直接投資。除了金額高達  100 萬美元、60 萬美元、40 萬美元的

三個特等獎外，該計畫還為企業提供定期津貼、房屋、資源、規劃及人脈，使之躋

身於全球同類最大規模的競賽之列。該計畫由紐約州經濟發展廳提供的  500 萬美

元資金資助，紐約州經濟發展廳是紐約州主要經濟發展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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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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