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9 月 1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召開第八屆年度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論壇  (MINORITY AND 

WOMEN-OWNED BUSINESS ENTERPRISE (MWBE) FORUM)  

  

本屆論壇還設有專家組討論頂級基礎設施專案的簽約和獲取資本的機會   

  

少數族裔及婦女將與總承包商和  紐約州部門採購官員進行一對一會晤   

  

新的合作會議鼓勵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與其他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和總

承包商聯繫並建立合作關係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宣佈紐約州第八屆年度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論壇將於  

2018 年 10 月 3 至 4 日在奧爾巴尼郡  (Albany) 帝國州廣場會議中心  (Empire State 

Plaza Convention Center) 召開。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論壇自  2011 年首次舉辦

以來持續壯大，已成為全國最大的州級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會議。2017 年論

壇有 2 千多人參加，包括小企業，總承包商，貸方，民選官員和州長內閣成員，

他們討論了與州政府簽約的機會。  

  

「紐約的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是我們經濟的支柱，我們致力於為這些辛勤工作

的企業家繼續擴大平等和機遇，」州長葛謨說。「今年的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

業論壇建立在全州不斷壯大的勁頭基礎上，為這些企業提供了繁榮發展所需的資源

和支持。」   

  

「作為一名幫助家庭婦女所有小企業發家的女性，我親身體驗到這些積極企業家所

面臨的阻礙，」副州長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我們必須竭盡全力為

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提供機遇。我們擴大了紐約的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項

目，從而打破了阻礙，並有助於企業家將其企業提高到新的高度。紐約很驕傲能舉

辦這一全國最大的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會議，從而鼓勵和推動全國少數族裔及

婦女所有企業的發展，擴大簽約機會。」   

  



 

 

今年的主題  - 「與紐約州共同成長：  聚集行業智慧。  贏得全新關係。  打造全新

企業。」- 建立在紐約州對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社區的不斷投資基礎上；分享

關於全州基礎設施和經濟發展專案的信息；以及，強調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的

新舊機會，從而加大其在紐約州的簽約機會。該論壇建立在本州少數族裔及婦女所

有企業的成功參與基礎上，並審查了所有代錶行業的關鍵採購領域，從交通、建築

和信息技術，到金融和專業服務領域。參與者將擁有有與州政府進行成功商業往來

所需的渠道，並能獲得關於機遇、戰略、技術援助和所需資源方面的資訊，從而利

用與州政府簽約獲得的數十億美元繼續發展和加強其競爭力。  

  

紐約州經濟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廳長霍華

德·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紐約的經濟在多元化、便捷和包容的情況

下能得到最大的發展。第八屆年度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論壇對企業家和小商業

來說是無價的資源，其能建立重要網絡，從而確保他們擁有能夠成功打入市場的渠

道和資源。」   

  

紐約州的頂級專案   

  

今年 6 月，葛謨州長宣佈紐約州將在未來的五年中透過投資和追加的  1,500 億美

元繼續開展重大的基礎設施項目。這一在紐約進行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投資建立在州

長斥資 1 千億美元、已蓬勃發展的基礎設施項目的基礎上。從  2020 年財政年開

始，這些新增的資本項目將重建交通和公共運輸系統，修建安全的經濟適用房，  

促進經濟和社區發展，建立更好的新學校，建造環境和公園新設施，以及支持未來

能源的可持續發展。每個專案都為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提供了重要的長期參與

機會。在本屆論壇中，州政府領導和行業專家將帶頭參與有關這些專案的專家組討

論，具體包括：  

  

拉瓜迪亞機場  (LaGuardia Airport) 和肯尼迪機場  (JFK Airport) 重建專案   

  

•  紐約/新澤西港務局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New Jersey) 與拉瓜迪

亞門戶合夥人  (LaGuardia Gateway Partners) 建立了長遠的公私合作關

係，從而要在拉瓜迪亞機場重建中央航站樓  (Central Terminal 

Building)。另有一個斥資  20 億美元的項目，旨在修建一條新鐵路線，

把拉瓜迪亞機場和紐約州地鐵  (New York City Subway) 和長島鐵路  

(Long Island Rail Road) 在梅特-威力點站  (Mets-Willets Point Station)  

直接連通起來。  

•  肯尼迪機場的轉型項目也在起步當中，其目標是將肯尼迪機場轉變成

為一個統一相連的世界級機場；改善通往機場的道路；並擴大鐵路公

共交通以滿足未來乘客增長的需求。  

  



 

 

大都會運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MTA)《資本計畫  (Capital 

Plan)》   

  

•  大都會運輸署董事會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Board) 指定

的 2015-19 年《資金計畫》  是迄今為止在保障紐約正常運行的地鐵、

公交車、鐵路、橋樑和隧道上規模最大的投資；因大都會運輸署計畫

在 2019 年全年及以後還要開展具有歷史意義的資金項目，可以預見

還會有更多資金投入進來。大都會運輸署的《資本計畫》正處於開展

的第三年，其將繼續為小企業，特別是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在新

科技、通訊系統和鐵路基礎設施領域創造新的簽約機會，從而提升大

都會運輸署的發展，為本地區的顧客帶來福祉。  

•  大都會運輸署斥資  12 億美元的《長島鐵路擴大計畫  (Long Island Rail 

Road Expansion Program)》將優化系統連通性，提高乘客總體體驗，

擴建長島鐵路的  16 個火車站，建立長島鐵路公司  (Long Island Rail 

Road, LIRR) 和麥克阿瑟機場  (MacArthur Airport) 的直達通道，在長島

創新走廊中心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  (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 

長島鐵路公司朗康科瑪分公司  (LIRR Ronkonkoma Branch) 處修建一出

站點。  

  

雅各布  K. 贾维茨会展中心  (Jacob K. Javits Center)  

  

•  斥資 15 億美元的雅克布  K. 賈維茨會展中心擴建工程包括增加展覽和

會議室空間、東北地區  (Northeast) 最大的舞會廳、戶外屋頂平台和一

個每年可把  2 萬輛卡車調離街道的現場卡車調度設備。這一擴建工程

於 2021 年竣工后，將使賈維茨會展中心吸引到新活動，提高運營效

率，創造 6 千份全職和兼職工作，透過每年新增的經濟活動創造近  4 

億美元的收入。  

  

摩尼漢火車站  (Moynihan Station) 重建工程   

  

•  斥資 16 億美元的摩尼漢火車站大廳  (Moynihan Train Hall) 重建工程講

吧具有歷史意義的詹姆斯  A. 法雷郵局  (James A. Farley Post Office)  

改造為一個  21 世紀世界級的交通樞紐。法雷大樓改造成摩尼翰火車

站大廳將為長島鐵路公司和美國鐵路公司  (Amtrak) 的乘客創造新的  

25 萬平方英呎火車站大廳，並把賓州車站  (Penn Station) 的大廳總面

積增加 50% 以上。法雷大樓還將在多用途建築內設  70 萬平方英呎的

新商務、零售、餐飲區，並為曼哈頓西區  (Manhattan’s West Side)  

建造標誌性的市民空間，如大中心客運站  (Grand Central Terminal)，

這是一個充滿活力的中心，也是周邊地區重要的設施。  

  



 

 

貝爾蒙公園  (Belmont Park) 重建工程   

  

•  貝爾蒙公園重建工程計畫欲斥資  10 億美元將內爾蒙公園打造成為一

個具有國際認可度的多用途場所，用於體育運動、娛樂、零售和開展

酒店業。 該項目為紐約島民建造有  1.8 萬個座位的競技場、面積達  

43.5 萬平方英呎的零售娛樂綜合體建築、新酒店及其他社區便利設

施。  

  

今年的論壇將有數個針對和支持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社區的新資訊和網絡機

會。 這些無限量的特有會議和討論會包括：  

  

新融資和技術支持中心   

  

參觀者將有機會在會展展開期間造訪紐約州小企業融資信息中心  (NYS Small 

Business Financing Information Center) 和技術援助中心  (Technical Assistance 

Hub)。這些中心將為小企業提供技術和融資支持方面的資訊。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

企業將了解紐約州的財務計畫，包括貸款、債券、資本投資，這些計畫為少數族裔

及婦女所有企業提供所需的渠道用於爭取更大金額的合同、促進創造就業、進入新

市場並強化經濟。  

  

還有「獲取資本」午餐會和學習  ("Access to Capital" Lunch and Learn) 會議講述獲

得貸款的步驟、戰略和阻礙。小企業所有人座談會將討論起將如何為各自公司成功

融資。  

  

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的參加者將與貸方一起參加一對一會議，討論貸款和融資

機會，從而支持其企業和項目發展，這是今年新增的內容。  

  

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合作新體驗   

  

今年論壇上提供的多個新體驗之一是非正式合作和戰略聯盟會晤。這一活動將鼓勵

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與其他志同道合的公司會晤，從而尋求建立合資企業的機

會為金額更大的項目投標。為參加這一會議，參與者必須提前註冊，並將合作體驗

作為其勾選選項之一。  

  

與紐約州工程成長新討論會   

  

這些專門定制的討論會將幫助企業學習怎樣構建其接受金額更大合同的能力。   

會議包括了解建立戰略同盟、怎樣作出有效競標回應方面的資訊，以及了解設計和

建造項目方面的資訊，從而擴大紐約州的簽約機會。  

  



 

 

一對一「面對面交流」會議   

  

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將有機會在每節會議中與各行各業的主要決策者們和私營

企業一起會晤並討論潛在的簽約機會。只有預註冊的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才有

機會在先到先得的規則下，獲得與紐約州部門和機構進行一對一交流的資格。  

  

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成功之旅   

  

討論最佳範例、學到的經驗以及戰略措施，這也是該對話的一項內容，用於幫助少

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直接學習在公共部門構建成功的關係和開發盈利項目。  

  

紐約州創業輔導訓練營  (Business Builder Boot Camp)  

  

紐約州提供免費的創業資源，用於幫助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了解政府採購制

度。 論壇上的商業建立訓練營是個一站式體驗，幫助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獲

得重要資訊，用於了解認證、再認證、《紐約州合同報告  (New York State Contract 

Reporter, NYSCR)》、獲取資本、政府採購最佳範例，等等。參加者還可與一名少

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的分析員安排一次一對一的認證協助會議。  

  

現鼓勵全體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和小型企業註冊並參與本屆論壇，了解紐約州

的頂級專案，以及與每個專案相關聯的、總額高達數十億美元的潛在簽約機會。  

  

與其他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一同了解如何與紐約州一起發展和壯大您的企業。

如需註冊參加本論壇，請造訪：www.nysmwbeforum.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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