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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普利司通汽車零部件製造公司  (BRIDGESTONE AUTOMOTIVE 

PARTS MANUFACTURING COMPANY) 在尼亞加拉縣盛大開業  

 
新建先進的製造廠將在  5 年內創造  89 個新工作機會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 (Andrew M. Cuomo) 於今日宣佈全球最大的輪胎和橡膠生產商

普利司通股份有限公司  (Bridgestone Corporation) 下屬的子公司普利司通  APM 公司  

(Bridgestone APM Company) 現已在尼亞加拉縣  (Niagara County) 的惠特菲爾德鎮  

(Town of Wheatfield) 新建了占地面積為  65,000 平方尺的製造廠，並舉行了盛大的

開業典禮。在破土動工後不到一年，這項斥資  1,360 萬美元的專案就已正式竣工，

並預計將在接下來的五年間創造至少  89 個新的工作機會。  

 

「普利司通  APM 公司搬遷至紐約西部體現了州政府對促進這一地區及其製造業持

續發展的承諾，」葛謨州長指出。  「紐約州持續吸引著來自全球企業的私營投

資，而如今，我們驕傲地迎接普利司通公司入駐帝國州。」  

 

這家新的製造廠由蒙坦特集團  (Montante Group) 所有，位於惠特菲爾德鎮的  

Vantage International Point 工業園內的一片占地  11 英畝的地塊上。蒙坦特集團投

資了  650 萬美元用以建造這家廠房，而普利司通  APM 公司則投資了超過 700 萬

美元用以購置新的機械和設備。該專案還從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 處獲得了以績效為標準的高達  120 萬美元的「精益求精工作計

畫  (Excelsior) 」退稅額，以表彰該製造廠創造的  89 個工作機會。本專案的竣工將

使得普利司通  APM 公司能夠為汽車行業生產聚氨酯泡沫塑料座椅，並將產品出口

到公司在汽車市場上的重要支持國加拿大。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總裁兼  CEO 霍華德·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普利

司通下屬的一流製造廠入駐尼亞加拉縣是一個成功的典範。近  100 名工人將參與

其中，在先進製造業中推動自己的職業生涯發展。我們熱烈歡迎普利司通入駐紐約

西部。鑒於該公司靠近我國與加拿大之間的國境線，該公司將從這家新製造廠的選

址中受益匪淺。」  

 

本專案還獲得了尼亞加拉縣工業發展局  (Niagara Count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gency, NCIDA) 提供的稅收激勵，這將預計為公司在超過  15 年的經營期間，節省

近  320 萬美元。此外，紐約州社區重建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Community 



Renewal) 還將提供高達  750,000 美元的補助金，用以抵消一部分機械和設備的購

置費用，從而支持本專案。  

 

普利司通  APM 公司泡沫製品部執行副總裁塔卡·伊西巴什  (Taka Ishibashi) 表示：

「蒙坦特集團嚴格遵守緊張的廠房施工進度，使得我們能夠按照預期計畫安裝設

備，實現未來的生產目標。普利司通  APM 公司在此要向蒙坦特集團、紐約州、尼

亞加拉布法羅投資公司  (Invest Buffalo Niagara)、尼亞加拉縣工業發展局  (NCIDA)、

惠特菲爾德鎮和所有幫助我們實現廠房選址和施工的同仁們表示衷心感謝。」  

 

普利司通  APM 公司總裁杜克·卡瓦  (Duke Kawai) 表示：「普利司通  APM 公司很

高興地看到廠房修建能夠提前竣工，從而使得普利司通  APM 公司 (BAPM) 能夠朝

著實現未來生產目標而邁進。我們興奮地看到，這一位於紐約州尼亞加拉縣的新廠

址是普利司通  APM 公司在發展進程中邁出的新的一步。普利司通  APM 公司將繼

續認真履行義務，成為一名長期負責的企業公民，並在所有廠房的經營地為當地社

區提供支援。」  

 

蒙坦特集團首席運營官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麥特·蒙坦特  (Matt Montante) 表

示：「蒙坦特集團很榮幸有機會與葛謨州長、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SD)、尼亞加拉

縣工業發展局  (NCIDA)，以及我們所有專案合夥人一起合作，促成這一充滿活力的

全新普利司通  APM 製造廠的圓滿竣工。該製造廠為尼亞加拉縣帶來了新的工作機

會和私營行業投資，並展示了紐約西部充滿著新的創新型製造業機會。我們期待著

與普利司通  APM 公司能夠在未來展開合作。」  

 

州參議員羅布·奧特  (Rob Ortt) 表示：「這一斥資上百萬新建的廠房對於推動本地

區創造優質製造業工作機會、帶來新的開發潛力至關重要。在與加拿大的合作夥伴

共事的過程中，我希望普利司通能夠進一步加強我們的經濟建設，成為接下來幾年

間本社區的一筆重要資產。」  

 
州眾議院議員約翰  D. 克萊托  (John D. Ceretto) 表示：「我讚賞普利司通公司做出

的投資於紐約西部的決策。這些新的工作機會證明了本地區的經濟正在持續復蘇。

我感謝葛謨州長在持續推動本地經濟建設方面所做的努力。最好的時光還尚未來

臨。」 

 

尼亞加拉縣立法會主席  (Legislature Chairman) 威廉·基斯·麥克勞爾  (Wm. Keith 

McNall) 表示：「普利司通這一譽滿全球的品牌將大大提升尼亞加拉縣在創造商機

方面的信譽。我本人也曾供職於汽車行業，因此很高興能夠看到汽車零部件製造業

仍舊是尼亞加拉縣的重要產業。而『財富  500 強  (Fortune 500) 』 企業之一普利司

通入駐我縣的工業園則體現了我縣提供的良好商業環境。該公司的入駐還展現了尼

亞加拉縣工業發展局、紐約州經濟發展廳的合作夥伴和縣領導們的辛勤工作，和在

積極宣傳我縣臨近三大主要跨境點的獨特地理位置時取得的成果。這家日本頂尖的

公司現已成為尼亞加拉縣的最優秀企業之一。」  

 



尼亞加拉縣立法會經濟發展委員會  (Legislat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mittee) 主席凱薩琳  L. 朗斯  (Kathryn L. Lance) 表示：「能夠便利地進入加拿

大市場一直是尼亞加拉縣工業發展局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gency, IDA) 的推廣

熱點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SD) 的同仁們在推廣本地區時也特別強調了這一點。

然而與這一點同樣重要的是，本地區一直以來秉承著引以為傲的卓越製造優良傳

統。尼亞加拉縣的工人們時刻準備著嚴謹對待產品製造，以滿足國際商業社區的需

求。有了普利司通公司的加入，尼亞加拉縣又再度成為一名精細嚴謹、廣受尊重的

汽車行業領袖——並能創造 90 個新的工作機會，容納占地面積為  65,000 平方尺

的製造廠。這真真切切地體現了經濟的發展。」  

 

尼亞加拉布法羅投資公司  (Invest Buffalo Niagara) 總裁兼  CEO 湯姆·庫查斯基  

(Tom Kucharski) 表示：「我們十分高興能與葛謨州長、TM 蒙坦特開發公司  (TM 

Montante Development) 和在尼亞加拉縣的同事們一起歡迎普利司通  APM 公司入駐

位於尼亞加拉縣的新建製造廠。在極具競爭性的流程中，我們能夠吸引像普利司通

這樣的全球知名品牌到這裡進行有益投資和創造就業，充分展示了我們優質的地區

資產及其重要價值，以及團隊合作所取得的成就。感謝普利司通  APM 公司 

(BAPM) 總裁杜克·卡瓦及其團隊對我們社區的信任。」  

 

普利司通  APM 公司  (Bridgestone APM Company) 簡介  

普利司通 APM 公司是一家製造防震產品、防撞墊、內飾墊等汽車零部件的生產

商，是日本東京普利司通股份有限公司  (Bridgestone Corporation) 下屬的一家全資

子公司。普利司通  APM 公司自  1987 年起即開始營業。  

 

普利司通股份有限公司  (Bridgestone Corporation) 簡介  

普利司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總部設在東京的全球規模最大的輪胎和橡膠生產公

司。除了生產適用于各種路況的輪胎以外，該公司還擁有廣泛而多樣的產品線，具

體包括：工業橡膠、化學產品和體育用品的生產。該公司的產品銷往全球各地的 

150 多個國家和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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