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布: 2019 年 6 月 2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第二屆「點亮紐約 (LUMINATE NY)」加
速器競賽的優勝者

總部位於羅切斯特市的公司 Ovitz 公司 (Ovitz) 贏得了 100 萬美元的大獎
另外三家視覺光學公司、光子學公司和成像公司獲得了後續融資投資
紐約州的這筆投資補充了『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 (Finger Lakes Forward)』計畫 本地區的全面戰略，用於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第二屆突破創新的『點亮紐約』競賽的得獎者是 Ovitz
公司。這家來自紐約州羅切斯特市的公司獲得了『點亮紐約』競賽「用今日點亮明
日 (Light Tomorrow with Today)」展示日競賽的頭獎，該競賽在羅切斯特市中心區
CGI 國際爵士音樂節 (CGI International Jazz Festival) 的大帳篷內舉行。該公司將通
過『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紐約州北部地區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從紐約州獲得 100 萬美元的後續資金。根據獎項的要求，競賽的所有獲
獎者將承諾至少在未來 18 個月內在羅切斯特市建立業務。
「對光學、光子學和成像科技業的策略性投資，持續讓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作為成像之都的聲望享譽國際，」葛謨州長表示。「透過『點亮紐約』競賽所展
現出的創新與努力，進一步證明了這個產業擁有巨大潛力，以及推動地區經濟未來
的發展。」
副州長凱西·霍徹爾 (Kathy Hochul) 也到場祝賀了該團隊的成就，並向獲獎者表示祝
賀。
「『點亮紐約』競賽正在推進科技創新，為五指湖區地區指明前進道路，」 副州
長凱西·霍楚爾在今天發佈公告時表示。 「第二輪競賽繼續支持企業並發展高科技
產業，從而創造就業機會，並促進羅切斯特地區的經濟。我祝賀本年度『點亮紐
約』競賽的獲勝者。我們對創新光電企業的投資將持續推進五指湖地區的發展。」
Ovitz 公司開發出了個性化的、增強視力的隱形眼鏡創新技術，顯著提高了人們的
視力品質：清晰度、對比度和深度視覺。

同樣位於羅切斯特市的 VPG 醫療公司 (VPG Medical) 獲得了 50 萬美元的二等獎。
該公司的 HealthKam® 技術使用智慧設備和筆記型電腦，可以輕鬆無縫地進行心臟
監測，從而提供更好的診斷和治療策略。 北卡羅來納州 (North Carolina) 的
Lumedica Vision 公司 (Lumedica Vision) 獲得了第三名，該公司的 OQ 眼鏡 (OQ
EyeScope) 技術獲得了 25 萬美元的獎金，提供一種診斷視網膜疾病的醫療儀器，
易於獲得、運輸和在所有驗光室使用。紐約市 (New York City) 的 Circle Optics 公
司 (Circle Optics) 憑藉其專有技術以 12K 的速度拍攝即時、無誤差的 360° 視頻，
因此獲得了第四名 25 萬美元的獎金。
今天的投資是經過光學、光子學和成像產業的專家評審以及創投資本家社群依據
「點亮紐約」活動諸公司的企業經營之道而予以評分的結果。本活動超過 600 名
其他參賽單位也將有機會選出他們最喜愛的企業。觀眾選擇獎 (Audience Choice
award) 1 萬美元授予了 Circle Optics 公司。
『點亮紐約』競賽是由 NextCorps 所管理，世界最大的光學、光子學和成像產業
商業加速器。該加速器位於羅切斯特市，每年會選出十家具有潛力展望的企業，提
供全面性的訓練和資源來供他們發展技術和業務。現在第三輪的超前思維競賽已開
放申請，截至 2019 年 9 月 23 日為止。在第二輪中獲得 10 席中一席的企業將可
獲得最低 10 萬美元投資，以及最高達 100 萬美元的重大投資。感興趣的公司可以
從此處申請。
去年的獲獎者雙螺旋光學公司 (Double Helix Optics) 積極利用了五指湖地區的光學
基礎設施。 該公司已與羅切斯特光學公司合作開發和製造新產品，並與伊薩卡 /康
奈爾 (Ithaca/Cornell) 社區合作，推進其相位掩模專利製造技術。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 總裁、執行長兼專員霍華德·澤
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點亮紐約』競賽加強了五指湖地區作為光
學、光子學和成像中心的地位，它是若干開創性的競賽當中的一個，這些競賽正在
加速初創企業的發展，並在紐約州周圍形成戰略產業集群和經濟體。」
『點亮紐約』競賽總經理蘇哈撒·拉瑪努罕 (Sujatha Ramanujan) 博士表示，「參
與『點亮紐約』競賽並競爭的公司的能力是驚人的。通過繼續利用該地區豐富的生
態系統，這些初創企業將能夠加快其創新成果的交付速度，從而對工業、客戶和五
指湖地區產生重大影響。」
Ovitz 公司執行長菲利克斯•金 (Felix Kim) 表示，「獲得這個獎項是我們公司的榮
幸。Ovitz 公司在羅切斯特市誕生並發展。在每一個關鍵時刻，我們都有這個社區
提供支持。我們計劃繼續在羅切斯特市發展本公司，並回饋社會。」

州參議員喬·羅巴赫 (Joe Robach) 表示，「『點亮紐約』於 2018 年首次開展競賽
以來，就鞏固了我們地區作為光學、光子學和成像領域先鋒的名聲。祝賀今年的優
勝者和獲獎者，他們現在有機會在羅切斯特市成長並發展他們的願景。作為五指湖
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Finger Lake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的
成員，我很自豪看到這筆投資用到我們當地經濟的重要行業中，並期待看到本年度
『點亮紐約』競賽的獲獎者取得成功和發展。」
眾議員哈里·布朗森 (Harry Bronson) 表示，「祝賀今天第二輪『點亮紐約』競賽獎
項的獲得者。我知道，今天的獲獎者和他們的創業精神將為我們的州和國家創造未
來的就業和經濟增長。這個獎項有助於為我們的家庭創造更光明的未來。」
羅切斯特市市長洛夫利 A. 沃倫 (Lovely A. Warren) 表示，「我想祝賀 Ovitz 公司在
羅切斯特市舉行的第二輪『點亮紐約』競賽中脫穎而出。 Ovitz 公司、VPG Medical
公司、Lumedica Vision 公司和 Circle Optics 公司是『用今日點亮明日』活動的創新
企業。我仍感謝葛謨州長和帝國州發展公司支持『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計畫和
『點亮紐約』競賽，幫助本市在光學、光子學和成像領域保持全球領先地位，同時
為本市的公民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更安全、更有活力的社區和更好的教育機會。」
五指湖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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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大羅切斯特商會 (Greater Rochester Chamber of Commerce) 會長鮑勃·杜菲
(Bob Duffy) 表示，「衷心祝賀入選參加羅切斯特市第二輪開拓性『點亮紐約』競
賽加速器計畫的所有創新團隊。這一獨特的競賽幫助本地區在光學產品和服務產業
的新興領域中佔據世界領導者的地位，幫助在未來促進五指湖地區的加速發展。」
加快實施『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計畫
今天宣佈的消息為『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計畫錦上添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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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替該計畫奠定基礎，州政府自
2012 年以來已經在該地區投資超過 61 億美元，投資內容包括光電子業、農業和
食品生產、以及高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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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和企業所得稅也已調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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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地發展和進行投資。
如今，本地區透過葛謨州長於 2015 年 12 月宣佈啟動的《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
畫》所提供的 5 億美元州政府投資來加速推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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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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