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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全球最大規模無人機系統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 UAS)
商業競賽「天才紐約 (GENIUS NY)」的 100 萬美元大獎得主

將在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經營的創新企業將獲頒共 300 萬美元的獎金，其中感
知藍 (Sentient Blue) 公司團隊贏得了『天才紐約』競賽 1 百萬美元的大獎，而另
外四支入圍決賽的團隊則將各獲得 50 萬美元投資
這場三回合的競賽共投資逾 1,500 萬美元
「天才紐約」競賽延續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Central New York Rising (CNY)
Rising)」計畫的進展，該計畫乃是本地區的全面性策略，用於振興社區和發展經
濟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來自義大利的感知藍團隊贏得了「天才紐約」企業加
速器第三輪競賽的 100 萬美元大獎。「天才紐約」計畫是全球最大規模的一項聚
焦於無人化系統、交叉互連平台及其他科技領域的商業競賽。 來自水牛城 (Buffalo)
的鷹隼公司 (EagleHawk) 團隊、來自布魯克林區 (Brooklyn) 的維米爾公司
(Vermeer) 團隊、來自錫拉丘茲市的利賽聯克斯公司 (Resilienx) 團隊以及來自以色
列的西夫卓隆公司 (Civdrone) 團隊各獲 50 萬美元投資。利賽聯克斯公司在競賽期
間還在現場投票被提名為最受大眾喜愛的團隊。迄今為止，紐約州已在這場「天才
紐約」計畫的三輪競賽投資了 1,500 萬美元。
「『天才紐約』競賽吸引新世代的創新企業家來到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改變了紐約州中部地區的經濟風貌，」 葛謨州長表示。「透過投資這些無
人機系統企業，我們要確保紐約州能夠持續確立自己在這個新興產業的領導地位。
該產業為紐約州中部地區帶來諸多就業機會和經濟發展。」
「如『天才紐約』這樣的企業規劃競賽所帶來的創新新企業和高待遇就業機會，
在紐約州各地掀起了趨勢的改變，」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
「由於州政府史無前例的支持和投資，紐約州中部地區被全世界視為無人機系統產
業的領導者。我在此恭喜今年競賽的得獎者和進入決賽的團隊，並 期待看到更多突
破性的想法，讓這項先進科技振興紐約州，助紐約州轉型。」

感知藍公司從事發展高效、對環境更友善的無人機微型燃氣渦輪型發電機，以提高
飛行持久力。
這項為期一整年的企業加速器在今晚的決賽活動中頒給五家決賽團隊總額 300 萬
美元的獎金，包括 100 萬美元和四份 50 萬美元的獎金與投資。該計畫是由由錫拉
丘茲市的科技園區 (The Tech Garden) 和州中部 CEO 公司 (CenterState CEO) 負責
管理，也提供育成中心空間、企業資源、規劃以及指導。參賽企業須在紐約州中部
地區經營業務至少一年時間。「天才紐約」競賽的進展延續了旨在振興社區、刺激
經濟發展的獲獎地區策略規劃「紐約州中部崛起計畫 (CNY Rising) 」所取得的成
就。
在錫拉丘茲萬豪市中心酒店 (Marriott Syracuse Downtown) 舉辦的活動中，這五支
團隊向評審團和現場觀眾演示了商業 計畫。演示結束後，全部五支參賽團隊都獲得
了五筆投資中的一筆。此外，這些團隊將利用這筆投資繼續加快發展並拓展其在本
地區的業務。
感知藍公司執行長暨技術長薩伊夫·阿坎尼 (Saif Akanni) 表示，「我們感知藍團隊
很榮幸能獲選為 2019 年『天才紐約』計畫的勝利者。我們要感謝『天才紐約』
計畫的主辦方認同我們要以混合技術革新無人機產業的願景。我們很高興能加入
『天才紐約』計劃的體系。這項獎項是感知藍團隊真正的里程碑，它讓我們得以在
紐約州中部建立公司並加速我們的成長與發展。」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執行長兼專員霍華德·澤穆斯
基 (Howard Zemsky) 表示，「『天才紐約』計畫的企業加速器競賽持續推動著無
人機產業在紐約州中部的發展，為該地區帶來更多創業想法和創新企業家，並吸引
認識該地區擁有無與倫比無人機系統資源和基礎設施的頂尖企業進駐。」
州中部 CEO 公司總裁羅伯·辛普森 (Rob Simpson) 表示，「『天才紐約』計畫很
驕傲能對這些高潛力的無人機系統公司進行重大的投資。在未來的幾個月，我們甚
至將提供更多目標性的企業發展支持與加速規劃，讓這些企業能夠進一步運用這些
投資並推動他們的各種技術和平台。隨著這些團隊的蓬勃發展，本地區作為全球無
人機產業中心的地位也將日益穩固。」
州中部 CEO 公司的創新與企業家精神副總裁瑞克·克羅南 (Rick Clonan) 表示，
「在決賽之夜中，這五支團隊獲頒了共 300 萬美元的獎金，標誌著本輪『天才紐
約』計畫的第二階段正式啟動。明天，我們的團隊將回到工作崗位，研究從評審處
獲得的資訊，對諸團隊的商業計畫進行改良，以加速其發展。我們期待再花多幾個
月時間來協助這些團隊培養人脈。鑒於我們已從計畫的 前兩輪競賽中吸取經驗，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間，這些團隊將高效地開展工作，我們期待看到他們有驚人的進
展。」

除了「天才紐約」競賽以外，紐約州也聚焦於對紐約州中部地區的無人機系統產業
進行重要投資。2016 年，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以「紐約州
中部地區崛起」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補助金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URI) Grant) 的形式，投資了 3,000 萬美元發展錫拉丘茲市和羅馬市 (Rome) 之間
的 50 英哩無人機試驗廊道。今年稍後，全世界首條長達 50 英哩的無人機交通管
理廊道 (Unmanned Traffic Management Corridor) 將會完工，距離正式建立全國最全
面的無人機系統試驗設施「國家無人機系統標準化試驗與評等中心 (National
Unmanned Aerial System Standardized Testing and Rating, NUSTAR)」將有顯著的進
展。
「天才紐約」團隊的企業規劃和演示評審團包括東北無人駕駛航空系統航空空域集
成研究聯盟 (Northeast UAS Airspace Integration Research Alliance, NUAIR Alliance)
營運副總裁安東尼·巴斯勒 (Anthony Basile) 上校、軍械庫廣場投資公司 (Armory
Square Ventures) 投資和管理合夥人索馬克·查托帕德海 (Somak Chattopadhyay)、
帝國州發展公司區域主管吉姆·費雷 (Jim Fayle)、雪城研究公司 (SRC) 策略和企業
發展副總裁克雷格·瑪辛考斯基 (Craig Marcinkowski)、紐約上州資本協會 (Upstate
Capital Association of NY) 執行理事諾亞·西蒙斯 (Noa Simons)、策略顧問協會
(Strategic Advisory Associates) 會長兼創辦人大衛·蒙塔納羅 (David Montanaro)、
紳寶集團 (Saab) 前交通管理業務主管暨奈托帕克公司 (Niteopark) 創辦人馬克·維吉
亞諾 (Marc Viggiano)。
州參議員瑞秋·梅 (Rachel May) 表示，「我在此為『天才紐約』競賽的勝利者 和所
有參賽者鼓掌，並期待他們將在本地區和經濟上的投資。他們所代表的能量和創新
對於在紐約州中部地區打造蓬勃發展的企業經濟非常重要。藉由資助企業育成中心
和培育本地區的最有力本錢，我們將打造一個可讓地方經濟茂盛發展的平台，並藉
此掌握我們需要的本錢，讓本地區更強大。」
州眾議員威廉 B. 瑪格納瑞利 (William B. Magnarelli) 表示，「『天才紐約』計畫
是一項有效率又創新的方法，可以確保紐約州中部地區在無人機系統 (UAS) 方面
的投資。投資推動無人機系統技術和這些先驅企業，是紐約州中部地區為了持續深
耕無人機系統產業的必要連結所採取的積極行動。」
奧農達加郡 (Onondaga County) 郡長萊恩·麥克馬洪 (Ryan McMahon) 表示，
「我們非常興奮能在錫拉丘茲市中心見證新興的無人機系統產業所達成的創新工
作。我們很自豪地看到這些企業將在紐約州中部地區紮根，他們將在本地區推動無
人機產業和整體經濟的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
錫拉丘茲市市長班·沃爾什 (Ben Walsh) 表示，「參與本輪『天才紐約』計畫的五
支團隊代表著我們的無人機產業擁有令人興奮的持續發展機會，我們很驕傲能和他

們一起慶祝並給予支持。他們今晚獲得的投資對於他們發展其技術和在我們的社區
創造就業機會而言非常重要。我們期待看到他們在未來幾年的發展，也承諾會提供
持續的支持和連繫。」
紐約州中部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Central New York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副主席暨紐約州中部地區製造業協會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of Central New York, MACNY) 會長暨執行長蘭迪·沃爾肯 (Randy
Wolken)，以及紐約州立大學奧斯威戈校區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Oswego) 校長黛博拉·史坦利 (Deborah Stanley) 表示，「支持日漸發展的無人機系
統產業，乃是為本地區所設計的『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的核心。透過我們對
『天才紐約』競賽的持續支持，我們將確保紐約州在此創新產業的灘頭堡地位，
以求在未來數十年能為本地區的居民創造更多新的機會和職缺。」
如需了解更多有關「天才紐約」的資訊，請參閱 此處。
加快「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今天的公告為旨在該地區創造強勁經濟成長和社區發展的全面發展藍圖「紐約州中
部地區崛起」計畫錦上添花。 州政府自 2012 年起已對該地區投資了超過 47 億美
元來為該方案奠定基礎：利用全球市場機會、促進創業並建設包容性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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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在諸如錫拉丘茲市、奧斯威戈郡 (Oswego)、奧本鎮 (Auburn) 這樣的地方進行
發展投資。
葛謨州長在 2015 年 12 月宣佈透過「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提供 5 億美元的
州政府投資，該地區目前正利用這筆投資加快實施「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
州政府的 5 億美元投資將激勵民間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該地區已提交的方案
預計將創造多達 5,900 份新職缺。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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