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9 月 25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  76WEST 清潔能源競賽  (76WEST CLEAN ENERGY COMPETITION) 

獲獎名單   
  
位於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的伊可使丁格公司  (EkoStinger) 榮獲價值  100 萬美

元的特等獎—將在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拓展業務；促進南部地區的清

潔能源經濟增長   
  

競賽補充了「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  (Southern Tier Soaring)」計畫，該計畫是本地

區的全面戰略，用於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 76West 清潔能源競賽的六家獲獎公司。該競賽是

全國規模最大的專門支持和促進清潔能源企業和經濟發展的競賽之一。位於羅切斯

特市的伊可使丁格公司為牽引式掛車生產拖車下安裝的空氣動力裝置以減排省油，

該公司被提名榮獲 100 萬美元特等獎並將在紐約州南部地區拓展業務。本競賽補

充了「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計畫，即本地區的全面戰略規劃，旨在促進經濟強勁

增長和社區健康發展。 
  
「76West 競賽將吸引最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家來到紐約州南部地區，在推動我們州

清潔能源經濟發展的同時促進經濟的增長，」州長葛謨表示。「祝賀伊可使丁格

公司及其他在 76West 競賽中的獲獎者，你們為本地區帶來工作機會，並確保紐約

站在抗擊氣候變化的最前沿。」  
  
共有 250 萬美元獎勵給六家創新公司。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於今日

在賓漢姆頓 (Binghamton) 市中心舉行的頒獎典禮上宣佈了獲獎名單。本次活動匯

聚了 100 多名當選官員、企業家和本地商業領袖。這次活動還評選出了一名獲得 
50 萬美元的獲獎者和四名分別獲得 25 萬美元的獲獎者。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

機構 (New York State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NYSERDA) 負責

組織這屆競賽。  
  



作為獲取獎金的條件，各公司必須搬遷至紐約州南部地區，或與紐約州南部地區建

立直接聯繫，例如：作為紐約州南部地區公司的供應鏈，或與其合作創造就業、  
或與紐約州南部地區各實體建立其他戰略合作關係，從爾促進創造財富和就業。  
如果各公司已存在於紐約州南部地區，則必須承諾在該地區顯著發展業務和增加就

業崗位。  
  
「76West 競賽是一個促進創新型經濟發展戰略的典範，刺激未來行業新興企業的

迅猛發展，」副州長凱西‧霍楚爾表示。「我們激勵清潔能源的創新活動，以在紐

約州南部地區和全州創造更多工作機會。投資於可再生能源和其他清潔能源解決方

案同樣確保了未來的民眾能夠擁有更清潔的環境、更強勁的經濟。熱烈祝賀 
76West 競賽獲獎企業，他們將為該地區帶來業務和清潔能源技術。」  
  
76West 競賽獲獎企業名單：  
  
獲得 100 萬美元特等獎的公司  
  

•  伊可使丁格公司  - 紐約州羅切斯特市：為牽引式掛車生產拖車下安裝

減排省油的空氣動力裝置。  
  
獲得 50 萬美元獎金的公司  
  

•  中心控制公司 (Hub Controls) - 愛爾蘭 (Ireland) 都柏林市 (Dublin)：  
生產家用智能能源產品，使家庭能控制其能源賬單。  

  
獲得 25 萬美元獎金的公司  
  

•  科奈克斯控制公司 (Connexus Controls) - 紐約奧爾巴尼市  (Albany)：
供應聯網平台，使採暖和製冷承包商能夠透過管理顧客系統提高能源

使用效率。  
•  帕西伍羅傑克公司 (PassiveLogic) - 猶他州  (Utah，UT) 霍拉迪市  

(Holladay)：在使用其自動化建築控制系統后，建築的能源使用有效率

更高。  
•  南方科技公司 (Southern Tier Technologies) - 紐約州安德維爾鎮 

(Endwell)：生產能源最優化產品，從而幫助顧客減少碳排放並減低能

源賬單開銷。  
•  交換源公司 (Switched Source) - 密歇根州 (Michigan，MI) 底特律市 

(Detroit)：生產用於分電流的電子產品，從而增加可再生能源在電網中

的應用。  
  



第三輪 76West 競賽於 2017 年 12 月發起，共收到來自十幾個國家共 27 個州的 
152 份申請。其中，20 個參賽者進入決賽並參與了在康奈爾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在 7 月 31 日至 8 月 1 日舉行的為期兩天的陳述會。評委隨後推薦出

前六名獲勝者。   
  
76West 競賽的往屆獲勝者已在紐約州南部地區開展工作，他們籌集了 2,800 萬美

元的私人資本用於未來發展，在紐約州南部地區為資產工廠和設備進行數百萬美元

的投資，並斥資  170 多萬美元用於吸引重要供應商和創造新就業機會。  
  
紐約州能源和金融  (New York State Energy and Finance) 主席理查德·考夫曼  
(Richard Kauffman) 表示，「非常激動能再次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多個有能力的企

業家和公司參加這一屆 76West 清潔能源競賽。為本屆競賽所做的投資將促進清潔

經濟發展，弘揚創新企業家精神，為紐約州南部地區吸引來新企業，並支持葛謨州

長宏偉的清潔能源目標，與此同時確保就業的穩健增長成為紐約不斷壯大的清潔能

源經濟的標誌。」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艾麗西亞·巴頓  (Alicia Barton)  
表示，「76West 競賽和據此而得到發展的清潔科技有助於支持紐約設立全國領先

的清潔能源標準  (Clean Energy Standard)，從而確保在 2030 年前實現由可再生資

源產生全州一半的電力，並減少有害排放。熱烈祝賀所有獲獎和決賽選手在這次競

賽中所獲的成就，我期待著見證他們能夠繼續在紐約州南部地區成長壯大。」   
  
除公佈 76West 競賽的獲勝者外，霍楚爾副州長還宣佈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

開展的一個新項目將斥資 800 萬美元用於促進新興企業模型的建立，透過幫助企

業克服初始費用高昂和未來回報變數大等市場障礙，促進清潔能源科技的應用。  
  
新興企業模型和產品或包括以性能為基礎而簽訂的合約，電力支付協議，資源共享

或積蓄共享協議。儘管此類產品在一些市場上已稀鬆平常，但其在新市場上的應用

可對擴大規模和增長予以支持，從而促進清潔能源更大範圍的被採用。這筆資金將

透過本州推出的為期 10 年、耗資 53 億美元的清潔能源基金 (Clean Energy Fund) 
來提供。如需獲取關於這筆資金的更多資訊，請訪問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網

站。  
  
76West 是一個耗資 2,000 萬美元的競賽，其對於 2016 年開始啟動並將持續至  
2019 年的項目予以支持。每年，各申請企業將競爭 100 萬美元的特等獎、50 萬美

元的獎金，以及四份 25 萬美元的獎金。76West 競賽透過《區域溫室氣體倡議 
(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和清潔能源基金提供  1,000 萬美元獎金，  
以及另外 1,000 萬美元資金用於提供企業支持、行銷以及管理。 
  

https://www.nyserda.ny.gov/
https://www.nyserda.ny.gov/


76West 競賽支持紐約州在全國首推的清潔能源標準，確保紐約州截至 2030 年能

夠實現 50% 的電力來自可再生能源，該標準與是全面的《能源願景改革 
(Reforming the Energy Vision，REV)》的工作內容，即為全體紐約民眾構建一個更

清潔、更具適應力和價格更適宜的能源係統的戰略。76West 競賽促進了紐約州南

部地區的清潔技術經濟的發展，並推廣了創新型企業家精神。  
  
紐約南部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Southern Tier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聯合主席、康寧公司  (Corning Enterprises)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CEO)  
湯姆·特蘭特  (Tom Tranter) 和賓漢姆頓大學  (Binghamton University) 校長哈維· 
斯藤格  (Harvey Stenger) 博士表示，「創新是紐約州南部地區經濟增長的主要推

動力。76West 競賽將最優秀最有潛力的創新人士吸引到我們地區。競賽獲勝者不

僅將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和促進經濟增長，也將解決我們州對清潔能源的需求問題。

我們非常激動，也期待看到本輪獲勝者將創造出的技術。」  
  
紐約西部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聯合主席兼索爾環氧基樹脂材料有限公司  (SolEpoxy 
Inc.) 公司總裁傑夫•貝爾特  (Jeff Belt) 表示，「隨著清潔科技公司遷來紐約州南部

地區，他們將創造就業和經濟機會。這一激動人心的項目為紐約州南部地區的清潔

能源企業家奠定了基礎，使得今天的獲勝者可據此擴大本地區的經濟增長。祝賀所

有的獲勝者，也感謝葛謨州長對發展清潔能源經濟的支持。」  
  
紐約西部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聯合主席兼紐約州立大學弗雷多尼爾分校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Fredonia) 校長弗吉尼亞·霍瓦斯  (Virginia Horvath) 博士

表示，「76West 競賽在為紐約州南部地區的清潔能源業吸引新興企業上取得了巨

大的成功。獲勝企業將為本地區持續進行的振興和經濟發展進程注入更多動力。  
感謝葛謨州長、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機構以及政府合作夥伴提供這個激動人心的

機會，從而進一步促進了紐約州南部地區的發展和成功。」  
  
女眾議員唐娜·盧帕多 (Donna Lupardo) 表示，「創新和企業家精神一向是紐約州

南部地區經濟的核心。在此基礎上，76West 鼓勵新企業在我們這一地區落戶，  
從而鞏固了紐約在清潔能源發展方面的領導地位。」  
  
加快「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   
今天發佈的公告補充了「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項目，該項目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

藍圖，旨在促進經濟強勁增長和社區健康發展。紐約州政府自 2012 年起已對該地

區投入了超過 46 億美元的資金，用於為方案奠定基礎，從而吸引人才隊伍、發展

商業並推動創新。如今，失業率已下降至大蕭條以來的最低水平；個人所得稅和企

業所得稅均已下降；企業正在選擇諸如賓漢姆頓市、約翰遜城 (Johnson City) 以及

科寧市 (Corning) 這類地點作為發展和投資的目的地。  
  



葛謨州長在 2015 年 12 月宣佈透過「紐約上州振興計畫」提供 5 億美元州政府投

資，該地區目前正利用這筆資金加快推進「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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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0 份新工作。如需查看更多資訊，請參考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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