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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點亮紐約 (LUMINATE NY)』從現在起接受申請

全世界最大規模的光學、光電學、成像技術初創企業加速器，招聘總經理並任命
產業領袖入職咨詢委員會
「五指湖加速發展 (Finger Lakes Forward)」計畫的投資推動了本地區成功的戰略
計畫，旨在發展經濟並創造新機會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在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宣佈『點亮紐約』開放申請窗
口，『點亮紐約』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光學、光電學和成像技術業初創企業商業加速
器。『點亮紐約『計畫現由羅切斯特高科技部門 (High Tech Rochester) 負責管理，
重點在於吸引位於本州、我國和全球各地的具有發展潛力的光學和光電學企業，
並促其蓬勃發展。這項計畫斥資 1,000 萬美元，資金由『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紐
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撥款提供。
「因為紐約州提供戰略投資，羅切斯特市發展成了光電產業的全球領導者，我期待
利用這項創新計畫支持整個地區的新企業發展，」 州長葛謨表示。「『點亮紐
約』推動創新並支持新光電企業發展，利用地區的強勁經濟持續推動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前進。」
該計畫從現在起至 9 月 15 日按照滾動接收原則接受申請。建議各團隊盡早提交申
請，從而獲得最大幾率入選參與該計畫。『點亮紐約』申請書請見 此處。
『點亮紐約』尋找想要解決高難度光學、光電學和成像技術問題的企業家，這些問
題包擴但不限於：機器視覺、檢查、生醫光電、安全、監控、擴增實境、虛擬實
境、自動駕駛車輛。挑戰團隊將在第一輪中爭取獲得 10 個席位中的一個，這將為
他們爭取最低 100,000 美元，最高 100 萬美元的重要投資。
「點亮紐約」的申請人必須為一家企業，擁有一隻全職工作團隊，且擁有已獲驗證
的核心技術，最好是已經開發了一個可用原型。一旦獲批，這些企業將獲得資金援

助和各類資源。每位成員將獲得價值 100,000 美元的初始可轉換投資，在完成了
要求嚴苛的六個月期創業培訓計畫後，將有機會獲得一筆預期總額為 200 萬美元
的跟蹤撥款。
羅切斯特高科技部門總裁吉姆 ·西諾 (Jim Senall) 表示，「自從這項新計畫於近期
宣佈以來，業界表達的強烈興趣令我們感到驚訝。我們如今成立了世界一流的國家
咨詢委員會，並招聘新的總經理負責管理該計畫。我們現在真的很期待審核計畫申
請書，並選擇首批團隊。」
此外，我們在全國尋找適合該職位的人選後，選擇由蘇佳塔 ·拉馬努加 (Sujatha
Ramanujan) 博士擔任『點亮紐約』計畫的總經理。拉馬努加 (Ramanujan) 博士是
連續創業家和經驗豐富的高管，在臨床設備和消費者電子領域有 25 年的經驗，在
心臟外科手術設備、光學通訊和納米材料領域成立過三家初創企業，並讓這些企業
發展壯大。拉馬努加 (Ramanujan) 博士還擁有美國頒發的 28 項專利。拉馬努加
(Ramanujan) 博士是柯達公司 (Kodak) 的企業投資人，負責為初創企業提供指導、
為蓬勃發展的企業提供併購策略，並代表投資人審查技術。她還在美國、加拿大、
以色列的多個投資顧問機構任職。
『點亮紐約』咨詢委員會的成員有光學、光電、成像產業的領袖，包括：

•
•
•
•
•
•
•
•
•
•

尤金·阿瑟 (Eugene Arthurs) - 國際光學工程協會 (Society of PhotoOptical Instrumentation Engineers，SPIE) 首席執行官
張茂德 (Milton Chang) - 孵化器管理公司 (Incubic Management) 總經理
斯圖爾特·艾爾比 (Stuart Elby) - 英飛朗公司 (Infinera) 數據中心業務組
(Data Center Business Group) 高級副總裁
史蒂夫·法托尼 (Steve Fantone) - 歐匹提科斯集團 (Optikos
Corporation) 創始人兼總裁
麥克·弗雷 (Mike Foley) - 阿爾特米斯資本夥伴集團 (Artemis Capital
Partners, L.P.) 總經理
唐·戈利尼 (Don Golini) - QED 技術公司 (QED Technologies) 創始人
傑·康姆利 (Jay Kumler) - 德國耶拿光學系統公司 (Jenoptik Optical
Systems) 總裁
邁克爾·里爾 (Michael Liehr) - 光電集成創新研究所 (AIM Photonics)
首席執行官
鄧肯·摩爾 (Duncan Moore) - 羅切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創業教務長
萊恩·拉菲羅 (Ryne Raffaelle) - 羅徹斯特理工學院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研發副院長兼副教務長

•
•

達魯斯·桑基 (Darius Sankey) - 斯韋風險投資公司 (Sway Ventures)
普通合夥人
吉姆·塞納 (Jim Senall) - 羅切斯特市高科技公司 (High Tech Rochester)
總裁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ESD) 總裁、首席執行官 (CEO)
兼專員霍華德·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點亮紐約』加速器計畫正在
吸引光學、光電學、成像產業具有創新精神的領導人和企業家。我們為這些人提供
需要的支持，使之實現創業理念，從而幫助五指湖地區前進。」
五指湖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Finger Lake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FLREDC) 副主席兼門羅社區學院 (Monroe Community College) 院長安
妮·克瑞斯 (Anne Kress)、維戈曼斯食品超市 (Wegmans Food Markets) 首席執行
官丹妮·維格曼 (Danny Wegman) 表示，「羅切斯特市的創業史在成像科學史中具
有基礎地位。因為我們致力於確立五指湖地區在新興光產品和服務產業的全球領先
地位，該委員會今天才把光學、光電學、成像部門確立為首要部門。『五指湖地區
加速發展』區域經濟發展計畫要取得成功，支持高增長潛力的新興企業是至關重要
的。」
參議員約瑟夫·羅巴奇 (Joseph Robach) 表示，「『點亮紐約』是一次激動人心的
機會，申請窗口現已開放，本地區、本州各地乃至全球的企業將有機會涉足創新技
術開發的前沿地帶。這些技術將有可能為我們的生活方式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
本計畫的成果將在我們的社區內創造發展機遇、刺激就業。」
州眾議院多數黨領導人約瑟夫 ·莫雷勒 (Joseph Morelle) 表示，「隨著高科技光
學、光電學、成像部門在羅切斯特市持續擴張和蓬勃發展，我很高興看到『點亮紐
約』計畫投入實施。我們開展工作創建更加強勁的創新經濟，該計畫是在此過程中
取得的重要進展，我期待看到該計畫未來的發展。」
門羅郡郡長雪麗爾·迪諾爾弗 (Cheryl Dinolfo) 表示，「我們合作吸引新企業和僱主
創造就業機會，喬治·伊士曼 (George Eastman) 的創新精神、創造力和創業精神依
然存在。門羅郡成功吸引企業並留住企業、並宣佈開創性的勞動力培養計畫，做好
了前所未有的準備，充當期待為本社區創造更多 工作的企業的高效率合作夥伴。」
市長洛夫利·沃倫 (Lovely Warren) 表示，「羅切斯特市是創新和創業的中心，
我們非常興奮『點亮紐約』得以實現。我要感謝州長和州政府持續提供投資和支
持，這幫助我們朝著目標前進，為我們的全體公民創造更多工作、更加安全有活力
的社區，以及更好的教育機會。」

「點亮紐約」將在聯邦政府國防部 (Department of Defense) 下屬的美國集成光電元
件製造研究所 (AIM Photonics) 的指導下進行。該研究所獲得來自紐約州提供的 2.5
億美元的款項支持，並將設在羅切斯特市伊斯曼商業園 (Eastman Business Park)
中美國集成光電元件製造研究所 (AIM) 的一流製造廠房之中。該製造中心將用於測
試、組裝、包裝芯片，這些芯片使用光子替代電子以增強半導體電路的性能。葛謨
州長和副總統喬·拜登 (Joe Biden) 於 2015 年 7 月率先宣佈，美國集成光電元件製
造研究所 (AIM Photonics) 將幫助保障全國和五指湖地區在新興技術研究、開發與
製造領域的領先地位。更多關於『點亮紐約』的資訊，請點擊 此處。
「五指湖加速發展 (Finger Lakes Forward)」的促進
今天的公告補充了「五指湖加速發展」計畫，該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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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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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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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h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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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州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所提供的 5 億美元州政府投資來推進「五指湖加
速發展」戰略。州政府的 5 億美元投資將激勵私營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該地
區已提交的方案預計將創造多達 8,200 個新就業機會。如需查看更多資訊，請參考
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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