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5 月 3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食物和農業《紐約本土種植  (GROW-NY)》競賽申請窗口開放   

  
斥資  300 萬美元的競賽旨在變革紐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New York) 的食物和農

業   

  
數項《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s)》為競賽撥款，
包括《五指湖加速發展  (Finger Lakes Forward)》計畫、《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CNY Rising)》計畫和《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  (Southern Tier Soaring)》計畫， 

這些都是為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而開展的區域全面戰略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食物和農業《紐約本土種植》第一輪競賽申請窗口正

在開放中。該競賽著眼於在紐約五指湖地區、紐約州中部地區和南部地區種植創新

食物和農業群。競賽共有三輪，每一輪都會為高產的創新初創企業撥款  300 萬美

元，這些初創企業主要進行食物和農業生產。申請向全球的初創企業開放，他們為

贏得 一個  100 萬美元的頭等、兩個  50 萬美元獎金和四個  25 萬美元獎金而競爭。   

  
「紐約農業是全球最佳農業之一。《紐約本土種植》競賽將吸引來這一行業的創新

初創企業，並在紐約州北部地區扎根，」葛謨州長表示。「透過讓新公司以新方

式變革我們州的食物和農業，我們繼續在全州這一重要行業推動著區域經濟的發展

和增長。」   

  
「紐約有著全球最好的實物產品。農業是我們北部地區經濟的重要內容，」副州

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在今天發佈公告時表示。「為繼續加大我們在農業

上的投資，我們發起了《紐約本土種植》競賽，從而對這一行業的初創企業進行資

助和支持。我們承諾會為進一步鞏固經濟發展而發展創新創意、促進就業增長推廣

我們的農場和農業產品。」   

  
《紐約本土種植》計畫最終在州長今年的《州情咨文  (State of the State)》演講中

宣佈，其建立在本州成功開展的其他競賽基礎上，如《43North》競賽、《智慧紐

約 (Genius NY)》、《點亮紐約  (Luminate NY)》和《76West》競賽。《紐約本土種

植》競賽的資金由與三個地區相關的《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提供，即《五指

湖加速發展》計畫、《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和《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  

計畫。更多關於萊德斯特里公司的資訊請見此處。  

  
康奈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區域經濟發展中心  (Center for Regional Economic 

Advancement) 將對競賽進行管理，該中心位於湯普金斯郡  (Tompkins County) 伊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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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校區 (Ithaca campus) 和傑尼瓦市  (City of Geneva) 的康奈爾農業技術校區  

(Cornell AgriTech campus)。獲勝者需承諾在五指湖地區、紐約州中部地區和南部地

區運營至少一年，還要同意加入一項股權計畫，在這項計畫中他們收益的一部分要

返還到項目中。除獎金外，這一競賽還對所有的運營、推廣和啟動費用進行支持，

其中包括營銷、舉辦活動和開展指導項目，該項目將把決賽選手帶到三個地區並對

其起發展予以支持，幫助他們建立起與農業、食物和創新社區的聯繫。   

  
申請參加《紐約本土種植》競賽將於  2019 年 7 月 15 日截止。申請人中會有最多  

20 名選手進入半決賽，並於  8 月至 11 月間進入指導和商業發展階段。他們將在

《紐約本土種植》食物和農業峰會  (Grow-NY Food and Agriculture Summit) 上為行

業評委展示其商業，研討會和展會定於  11 月 12 日和 13 日在約瑟夫  A. 弗洛雷亞

諾羅切斯特河濱會展中心  (Joseph A. Floreano Rochester Riverside Convention 

Center) 舉行。評委將根據展示內容和商業計畫宣佈 7 名獲勝者，他們將根據以下

五個標準獲得獎金：   

•  商業可行性和商業模型：參賽者創造收入和維持開銷結構的潛力，使其能夠

創辦具有競爭力的持久商業，展現出在技術上已做好準備或創新程度可滿足

其價值建議；   

•  客戶價值：參賽者提供的產品讓客戶想要購買的程度，建立巨大市場的能

力；  

•  食物和農業創新：參賽者推動先進食物和農業的程度，以及為紐約州北部地

區-全球創新市場領袖所做的貢獻；   

•  區域創造就業：為《紐約本土種植》創造優質就業的潛力；   

•  團隊：團隊質量和完整度，以及其呈現的準備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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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本土種植》繼續對紐約州商業競賽表

示支持，這些競賽構建了企業家生態系統，帶來了行業技術和初創企業創新，也帶

來了可估量的經濟影響力，從而豐富了五指湖地區、紐約重中部地區和南部地區的

畜牧業和農業。」   

  
紐約州農業廳  (State Agriculture) 廳長理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

「這筆投資運用在我們州世界一流的農業和食物行業，對此我們表示感激。我們迫

不及待想要看到這些創新技術收穫成效。這一計畫有助於推動北部地區經濟發展，

並傳達出紐約州能生產出全國最優、最新鮮、最有營養食品的訊息。」   

  
康奈爾區域經濟發展中心執行主任湯姆·思科瑞威爾  (Tom Schryver) 表示，「康奈

爾熱衷於推動食物和農業初創企業的發展和促進突破創新的研究。與五指湖地區、

紐約州中部地區和南部地區共事是我們的榮幸，因為他們利用其優勢建立起全球聲

望，從而創建了頂尖的食物和農業成功公司。」   

  



五指湖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副主席兼門羅社區

大學  (Monroe Community College) 校長安妮·克里斯  (Anne Kress) 博士，五指湖

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和大羅切斯特商會  (Greater Rochester Chamber of 

Commerce)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鮑勃·達飛  (Bob Duffy) 表示，「我們很驕傲能支持

這一創新競賽的開展，其關注本州不斷發展的農業和食物行業。區域經濟發展委員

會為葛謨州長開展的《紐約本土種植》競賽的投資有助於把當地產業合作夥伴和企

業家的頂尖創意聯繫起來，其還進一步支持了我們多管齊下的方案在《五指湖加速

發展北部地區復興計畫》中的運用，該計畫旨在打造繁榮發展的區域經濟。」   

  
紐約州中部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Central New York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主席暨紐約州中部地區製造業協會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of Central New York) 會長兼執行長蘭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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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的農業和食物行業將繼續經歷前所

未有的增長。州長的《紐約本土種植》競賽代表著為我們社區所做的另一項激動人

心的投資，其將進一步推動區域就業增長，並對紐約州中部地區的農業予以支持，

從而確保賬地區繼續崛起。」   

  
南部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和賓厄姆頓大學  (Binghamton University)  

校長哈維·斯坦格爾  (Harvey Stenger)，南部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副主席和斯凱

勒郡經濟發展合作機構  (Schuyler County Partnership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執行主任朱迪·麥克金妮·徹裡  (Judy McKinney Cherry) 表示，「紐約的農業是全國

最有名的產業之一。這一計畫及投資對我們地區經濟上能取得持續成功非常重要。

《紐約本土種植》競賽使創新的競爭商業成為現實，其還將促進我們發展區域經濟

的工作，從而幫助南部地區崛起。」   

  
加快實施《五指湖加速發展》計畫   

今天的公告補充了《五指湖加速發展》計畫，這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藍圖，用於實

現穩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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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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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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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北部地區復

興計畫》提供的  5 億美元州政府投資來推進《五指湖加速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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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0 份新職缺。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加快「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今天的公佈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這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藍圖，  

用於實現穩健的經濟增長和社區發展。州政府自  2012 年起已對該地區投資了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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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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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at Rec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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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racuse)、奧斯威戈郡  

(Oswego)、奧本鎮 (Auburn) 等地進行發展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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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快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   

今天發佈的公告補充了「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計畫，該計畫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

藍圖，旨在促進經濟強勁增長和社區健康發展。自  2012 年以來，州政府已經在該

地區投入超過  62 億美元，這為該計畫奠定了基礎，吸引智慧型人才、發展企業並

推動創新。如今，失業率已下降至大蕭條以來的最低水平；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

稅均已下降；企業正在選擇諸如賓漢姆頓市  (Binghamton)、約翰遜城 (Johnson 

City) 以及科寧市  (Corning) 這類地點作為發展和投資的目的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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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億美元州政府投資，該地區

目前正利用這筆資金加快推進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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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0 

份新職缺。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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