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7 月 2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參與  43NORTH 競賽的企業在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創造了  500 多份新工作   

  

參與  43North 競賽的企業繼續在紐約州西部地區大舉招聘，提供  50 多個空缺職

位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初創公司競賽  43North 的公司組合已經超越了重要

的招聘里程碑，截至  2019 年 7 月，這些公司在紐約州西部地區創造了  520 多個

新職位。就在今年三月，43North 競賽還創造了  400 個就業崗位；短短幾個月，

參與 43North 競賽的企業中一些公司的快速增長，使這一數字超過了  500 個職

位。43North 是初創企業競賽，該競賽每年投資  500 萬美元吸引初創企業入駐水

牛城 (Buffalo)，並協助這些企業在該地區發展。2014 年該競賽啟動以來，已有  44 

家有前景的初創公司從  43North 競賽獲得了超過  2.5 億美元的風險投資。   

  

「43North 競賽吸引、指導並發展未來的公司，使水牛城的高科技初創企業蓬勃

發展，」葛謨州長表示。「我們對這些充滿活力的企業的投資正在獲得回報，  

創造了數百個新就業機會，並吸引了有才華的年輕員工，他們對參與該地區的經

濟復興感到興奮。」   

  

「我們的 43North 創新大賽繼續帶來真正的就業增長，提升了水牛城作為高科技

初創公司聚集地的聲譽，」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年輕人留

在這裡或者搬回來，因為他們對未來充滿希望，而參與  43North 競賽的公司是這

項轉變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令人驚歎的里程碑事件凸顯了這場競賽和我們的經

濟發展倡議的重要性。我期待看到更多企業開啟行程，並且未來在紐約州西部地

區取得成功。」   

  

43North 競賽的官員們今天將在推銷  4 家初創公司：快速社交活動  (Selling 4 

Startups: A Speed-Networking Event) 的過程中慶祝新的就業里程碑。這次快速社

交活動包括九家  43North 初創公司和執行長為水牛城的一些初級和高級銷售職位

進行招聘。該活動免費向公眾開放，由點亮水牛城計畫  (Ignite Buffalo) 組織主

辦，並得到  43North 競賽的支援。與會的銷售專業人士有機會與  43North 執行長

面對面交流，瞭解這些快速成長的科技初創企業的銷售職位。43North 競賽企業

目前招聘 50 多個空缺職位。   



 

 

  

43North 競賽委員會剛卸任的董事會主席比爾·馬喬  (Bill Maggio) 表示，「在我們

宣佈『400 個工作崗位』公告後的短短四個月，我們激動地講述初創公司創始人

的故事，他們繼續為當地勞動力帶來機會。水牛城的人才不再需要前往舊金山  

(San Francisco) 或波士頓 (Boston) 等城市，在快速增長的科技公司找工作。  

像 43North 競賽投資組合中的那些初創公司，為我們的員工提供了利用新技術工

作的機會，並幫助公司從無到有地發展壯大。」   

  

43North 競賽主席亞力克斯·格萊斯  (Alex Gress) 表示，「43North 競賽為創始人

提供輔導計畫來加強關注招聘資源和人力資源，並增加了全職人才總監來直接為

我們公司招聘人才。像『推銷  4 家初創公司：快速社交活動』這樣的活動讓我們

的創始人可以直接接觸到銷售、技術和工程等難以招聘的領域的本地人才。隨著

我們的投資組合公司繼續擴大在紐約州西部地區的團隊，我們看到了我們努力的

結果。」  

  

ACV 拍賣公司  (ACV Auctions) 執行長喬治·夏蒙  (George Chamoun) 表示， 

「我們令人難以置信的成長和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在這裡工作的頂尖人

才。隨著我們的不斷擴大，我們正在尋找所有經驗水準的候選人，以填補  ACV 拍

賣公司空缺的銷售職位、運營職位、產品職位和技術職位。」   

  

坎噶露提姆系統公司  (Kangarootime) 執行長斯科特·韋曼  (Scott Wayman) 表示，

「2018 年，我們懷著對  43North 競賽和我們在這裡建立的社區的感激之情來到水

牛城，18 個月後，我們的感激之情繼續增長。看著我們的員工在這裡買房成家，

是我職業生涯的成就。  我們現在在水牛城共有  20 名員工（而且還在不斷壯

大！），水牛城洋溢著睦鄰城市  (City of Good Neighbors) 的感恩和善良的文

化。」  

  

斯誇爾公司  (Squire) 創始人兼總裁戴夫·薩文特  (Dave Salvent) 表示，「由於 

43North 競賽，在過去的  18 個月裡，我們在水牛城找到了一支有才華和敬業精神

的當地員工隊伍。鑒於我們最近獲得了  800 萬美元的 A 輪融資，我們現在有更多

的機會在該地區投資，並在這裡建立一支多元化的團隊。斯誇爾公司在水牛城的

團隊與設在美國、加拿大和海外的數百家理髮店攜手合作，利用我們的一體化平

臺來發展和擴大他們的業務。」   

  

HiOperator 公司執行長伊莉莎白·蔡  (Elizabeth Tsai) 表示，「在過去的七個月

裡，我們在水牛城的創業公司發展得令人歎為觀止。我們能夠找到卓越的人才，

將運營成本保持在指數式增長的水準，為我們的公司和社區建設更美好的未

來。」  

  



 

 

43North 競賽由紐約州支持，其中包括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和紐約州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NYPA) 提供的資金。除了獲得  500 萬

美元的現金投資，該競賽的優勝企業還搬遷到水牛城，在那裡免費使用孵化器空

間達一年、接受相關領域講師的指導，並參與其他激動人心的獎勵計畫，例如

『紐約初創企業  (START-UP NY)』，該計畫幫助企業  10 年內在紐約州免稅經營。   

  

帝國州發展公司總裁、執行長兼專員霍華德·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

「祝賀 43North 競賽的公司把世界各地的企業家吸引到水牛城，水牛城正在發展

成為全國公認的創新中心，並在紐約州西部地區創造未來的就業機會。」   

  

紐約州電力局主席兼水牛城市居民約翰  R. 科爾麥爾  (John R. Koelmel) 表示，

「43North 競賽的成功對紐約州西部地區來說是個好消息，紐約州電力局為提供長

期的贊助感到自豪。這項比賽在過去幾年裡激發了水牛城地區的新思維，並為紐

約州西部地區的社區注入了獨特的活力。」   

  

參議員蒂姆·肯尼迪  (Tim Kennedy) 表示，「這一里程碑事件只突顯了這樣一個事

實：對於那些希望將自己的平臺提升到更高水準的創業者來說，43North 創業競賽

是千載難逢的機會，而真正的投資不僅是在創新理念方面，而且是在允許小企業

蓬勃發展的城市。我完全有信心  43North 競賽將繼續吸引世界級的企業家，我感

謝紐約州對這一長期經濟增長催化劑的承諾。」   

  

眾議會多數黨領導人克麗絲特爾  D. 皮爾普斯-斯托克斯  (Crystal D. Peoples-

Stokes) 表示，「祝賀  43 North 競賽達到了重要的招聘里程碑。這場競賽已被證

明是吸引創新企業家到該地區並為水牛城和整個紐約州西部地區創造未來就業機

會的主要環節之一。」   

  

水牛城市長拜倫  W. 布朗  (Byron W. Brown) 表示，「43North 的優勝企業入駐水

牛城，他們創造了  500 多個新就業機會，這表明我們城市的創業生態系統正在成

長和繁榮。我祝賀在水牛城找到光明未來的初創企業。43North 由葛謨州長提出的

『水牛城十億計畫  (Buffalo Billion)』促成，該競賽是一份禮物，不斷促進本市在國

家和國際層面上的發展，為我們帶來了創新的贏家，他們豐富了我們的商業環

境，並將水牛城打造成偉大的地方，為懷有遠大夢想的企業家服務。」   

  

43North 競賽簡介   

43North 競賽是一項初創企業競賽，每年投資  500 萬美元吸引高增長的初創企業

入駐水牛城並予以支持。43North 競賽的組合投資企業還搬遷到水牛城，在那裡免

費使用孵化器空間達一年、接受相關領域講師的指導，並參與其他企業獎勵計

畫，例如『紐約新創企業』計畫。43North 競賽由安德魯·葛謨州長設立的『布法

羅十億』計畫、帝國州發展公司以及其他多個贊助方支持運作。如需更多有關  

43North 的資訊，請造訪：  www.43north.org。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73fe41b4-2fd87617-73fcb881-000babda0106-47edc475c0f91732&q=1&u=http%3A%2F%2Fwww.43north.org%2F


 

 

  

點亮水牛城活動簡介   

點亮水牛城是一項小企業撥款與指導計畫，該計畫由  43North 競賽、Facebook、

M&T 銀行 (M&T Bank) 以及其他合作夥伴設立，目標是在紐約州水牛城促進可持

續發展、創造就業崗位以及提供長期教育。該計畫利用免費的規劃和資源來提供

行業專家，並給  27 家小企業各撥款  100 萬美元來帶動地區經濟增長。如需進一

步了解點亮水牛城計畫，請訪問  ignitebuffalo.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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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