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9 月 2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召開第七屆年度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論壇  (MINORITY AND 

WOMEN-OWNED BUSINESS ENTERPRISE (MWBE) FORUM)  

 

逐一會晤財富  500 強企業和紐約州機構的採購官員   

  

分組討論紐約州重大項目提供給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的機會   

 

新融資渠道計畫和支持   

  

頒發凱里·加貝卓越創新獎  (Carey Gabay Excellence and Innovation Award)， 

用於表彰傑出的企業   

 

預報名期截至  10 月  2 日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紐約州第七屆年度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論壇將於  

2017 年 10 月 4、5 日在奧爾巴尼郡  (Albany) 帝國州廣場會議中心  (Empire State 

Plaza Convention Center) 召開。該論壇今年舉辦第七屆，支持企業主、社區領袖及

其他感興趣的各方報名參加紐約州這場面向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舉辦的最大規

模的年度企業論壇。今年的計畫『變革  2017：參與、賦權、提升  (Transformation 

2017: ENGAGE, EMPOWER, ELEVATE)』基於紐約州對其基礎設施和經濟發展計畫

持續提供的大規模投資。參與者將了解到紐約州開展工作支持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

企業，並向這些企業公佈機會、戰略和所需的資源用於爭取紐約州價值數十億美元

的合同。  

  

「紐約州領先全國為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拓展機會，這些企業在我們的經濟活

動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州長葛謨表示。「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是培養

強大優秀的勞動力的關鍵所在，該論壇幫助鞏固該勢頭、持續克服障礙並幫助建設

更加強大的紐約州。」  

 

該論壇將介紹各類計畫、研討會和座談會，目標是為企業主聯繫州政府締約機會並

http://nysmwbeforum.org/register.html


了解能力建設活動。該論壇還舉辦博覽會，小企業主和企業家可以在博覽會上會見

多個行業的公私部門決策者。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 很自豪為紐約州少數族裔及婦

女所有企業提供支持並培養這些企業的能力。」帝國州發展公司總裁、首席執行

官兼理事霍華德·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我們知道，經濟具有包容性

並且多元化時將無比強大，我們穩健的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計畫致力於確保企

業家和小企業獲得所需的渠道和資源以取得成功。」  

  

2014 年，葛謨州長把少數族裔和婦女企業的採購目標設立為  30%，創全國最高紀

錄。在 2015-2016 財政年度，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取得  19 億美元的州政府合

同，在州長的領導下，自  2011 年起有 5500 家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獲得認

證，處理的申請書數量增加了  40%。葛謨州長於  2011 年任職以來，少數族裔及婦

女所有企業的利用率增加了  14% 以上，支付給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的報酬增

加了 71%。在《2016 年州情咨文  (State of the State)》演講中，葛謨州長承諾為另

外 2,000 家企業新增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認證，紐約州目前正在努力設法於  

2018 年前達成該目標。  

  

即將召開的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論壇的主要內容包括：  

  

紐約州的頂級專案   

 

此外，2018 年預算案持續兌現州長具有歷史意義的承諾以更新紐約州基礎設施，

並與公共機構、地方政府以及聯邦政府合作對紐約州各地的改造項目投資  1,000  

億美元。這些都為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提供重要的長期參與機會。在本屆論壇

上，州領導者和產業專家將帶頭開展分組討論、提供最新資訊，並重點介紹其中多

個項目提供的機會，包括：  

  

拉瓜迪亞機場  (LaGuardia Airport) 重建專案   

本專案由紐約與新澤西港口事務管理局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負責管理。拉瓜迪亞機場正在啟動一套全面複雜的多年期資本重建專案，這將為  

MWBE 帶來數十億的簽約機會。竣工後，該機場將轉變成為一家結構統一的獨立

航站樓，使得交通運輸可達性得到增強，飛機滑行空間顯著擴大，客運設施達到一

流水準。截至目前，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已爭取到價值超過  3.9 億美元的合

同，用於實施拉瓜迪亞機場改造項目  (LaGuardia Redevelopment)，並且仍有很多機

會等待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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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都會運輸署  2015-19 年資本計畫是該機構有史以來對地鐵、巴士、鐵路、  

橋樑、隧道提供的最大規模的投資，用於推動紐約州持續發展。大都會運輸署的  



325 億資本計畫是該機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資本計畫，該計畫目前進入第二年，  

並為小企業提供新締約機會，尤其是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該計畫還提議投資

於新技術、通訊系統以及鐵路基礎設施，用於完善大都會運輸署，並造福於整個地

區的客戶。座談會的主辦方包括大都會運輸署的六個運營機構  (Operating 

Agencies)、多元化與公民權利廳  (Department of Diversity and Civil Rights)、大都會

運輸署企業服務中心  (MTA Business Service Center)，座談會將討論大都會運輸署

的新商業機會。進一步了解新締約機會和特定指導計畫，用於構建你的交通運輸投

資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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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斥資 15 億美元的雅各布  K. 贾维茨会展中心擴建專案內容包括：四級卡車現場編

組場區，包括  27 個新卸貨口；新建主展區，與現有展區進行整合，形成總面積接

近 500,000 平方尺的展廳；新建設施一流的會議室和活動空間；可容納  1,500 人參

加戶外活動的天臺和亭閣；新建廚房和食品服務區；以及後臺和管理區。蘭德利斯

特納公司 (LendLease Turner) 在 2017 年被挑選為設計-建造團隊，該公司將繼續協

調曼哈頓西區  (Manhattan's West Side) 項目並開展建設工作。  

  

帝國州車站  (Empire Station Complex)/摩尼翰火車大廳  (Moynihan Train Hall)  

摩尼翰火車站大廳是葛謨州長在  2016 年 1 月公佈的賓夕法尼亞車站 -法雷綜合大

樓 (Pennsylvania Station-Farley Complex) 改造項目的組成部分，該項目旨在對賓夕

法尼亞車站實施大規模的更新、升級、改造，使之成為能夠滿足  21 世紀需求的世

界頂級交通中心。斥資  16 億美元，把歷史悠久的詹姆士  A. 法雷郵局大樓  (James 

A. Farley Post Office) 改造成摩尼翰火車站大廳，這將為長島鐵路公司  (Long Island 

Railroad) 和美國鐵路公司  (Amtrak) 的乘客創造新的  25.5 萬平方英呎火車站大廳，

並把賓夕法尼亞車站的大廳總面積增加  50% 以上。  

  

斥資  17 億美元的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Program)  

2015 年 1 月，葛謨州長與其他社區領袖和商業領袖共同公佈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

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URI)，以及各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開展的合作。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從屬於一項

全面計畫，旨在系統化地復興紐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New York) 的經濟。紐約州

北部地區復興計畫是一次機會，供纽约州北部地区各社區解決其各自地區的經濟難

題，並合作為纽约州北部地区創造就業。  

  

新紐約寬帶計劃  (New NY Broadband Program)  

新紐約寬帶計畫為互聯網服務提供者提供補助金，用以在全州範圍內為家庭和企業

提供寬帶互聯網服務。寬帶計畫辦公室  (Broadband Program Office) 近期宣佈為遍

佈全州的項目提供超過  5,400 萬美元的資金。這些專案將為  MWBE 提供各種機會

提供服務並供應技術產品，支援寬帶基礎設施的擴建。為了促進 MWBE 參與的最



大化，紐約州正在尋找有能力為寬帶專案提供產品和服務的  MWBE，並將確定下

來的 MWBE 推薦給參與本專案的互聯網服務提供者們。  

  

本屆論壇將提供與其他長期機會相關的重要資訊，供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參與

這些項目，並介紹獲得這些合同的有效途徑。  

  

融資渠道計畫和支持   

 

論壇今年新增的一項內容是融資渠道資訊中心  (Access to Capital Information 

Center)，該中心提供與技術支持和財務支持相關的資訊。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

業將進一步了解紐約州的財務計畫，例如貸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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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計畫包括成功之橋貸款計畫  (Bridge to Success Loan 

Program)、 紐約州擔保債券援助計畫  (NY Surety Bond Assistance Program)、小企

業循環貸款基金  (Small Business Revolving Loan Fund)、 掛鉤存款計畫  (Linked 

Deposit Program)。 

  

該論壇還將提供兩場融資座談會。財富在此地  (Here's the Money)！ 該座談會將向

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介紹紐約州提供的財務計畫；融資市政廳  (Access to 

Capital Town Hall) 邀請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加入與企業發展相關的對話。帝國

州發展公司領導人員推動召開一場特殊的圓桌會議，該會議將解答更多與紐約州財

務計畫相關的提問。  

  

凱里·加貝  (Carey Gabay) 卓越創新獎  

 

自 2013 年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論壇起，州政府表彰了多家選定的少數族裔及婦女

企業在紐約州合同承包方面發揮的創業精神和取得的成就。『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

企業凱里·加貝卓越創新獎』在去年設立，頒發給了八家有成就的企業用於紀念凱

里·加貝 (Carey Gabay)。這些企業提供卓越的服務和宣傳用來支持紐約州少數族裔

及婦女所有企業計畫，並展現紐約州認證的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的創業精神和

成就，因此獲得認可。   

  

凱里·加貝 (Carey Gabay) 在  2015 年 9 月因槍支暴力不幸遇害。他在去世前擔任

葛謨州長的助理法律顧問，以及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第一副法律顧問。在紐約州任職期間，凱里  (Carey) 不知疲倦地確保州長的少數族

裔及婦女企業計劃取得成功。  

  

一對一「面對面交流」會議   

 

去年的論壇提供獨一無二的機會，供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在一對一座談會上會



晤紐約州私人部門多個行業的公司以及紐約州機構和部門。與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

企業和主要承包商進行『圓桌』會談，討論新合作關係或延長合作關係以爭取州合

同。鑒於上屆論壇取得的成果，2017 年論壇仍將提供機會，供少數族裔及婦女所

有企業與州主要機構、部門以及主要承包商進行一對一的  10 分鐘會談，用於介紹

其企業並進一步了解潛在的締約機會。只有預報名的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有機

會在先到先得的規則下，獲得參加一對一交流會議的資格。  

  

利用兩項新的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計畫拓展能力建設機會   

  

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業務發展加速器計畫  (MWBE Business Growth Accelerator 

(BGA) program) 和認證輔助計畫  (Certification Assistance program, CAP) 最初在州長

《2017 年州情咨文 (2017 State of the State)》演講稿中公佈，將在 2017 年少數族

裔及婦女所有企業論壇上正式公佈。這兩項計畫為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提供技

術援助，用於提高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的能力並確保其參與簽訂州合同。   

業務發展加速器計畫將著重在兩年內為紐約州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提供密集的

技術援助和業務發展培訓。認證輔助計畫將允許企業與一名專家合作，確認該企業

在申請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認證時還存在哪些缺陷，這些缺陷可能影響少數族

裔和婦女企業發展部  (Division of Minority and Women-owned Business Enterprises, 

DMWBD) 及時做出最終認證發放決定。這些新計畫將利用直接計畫投資支持全州

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的成長和動力。  

  

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成功之旅  

  

安排一次座談會用來分享紐約州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在公共部門的成功故事，

在該座談會上聆聽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主要承包商和州機構或部門團隊分享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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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州差異研究  (Disparity Study)  

  

紐約州 2016 年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差異研究已經完成，並於  2017 年 6 月發

佈。該論壇將提供機會聽取主要研究結論和計畫建議，這些結論和建議將在今後幾

年引導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計畫。  

 

紐約州創業輔導訓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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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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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的州政府締約機會、工人薪酬法規、政府採購最佳範例，等等。  

  

如需註冊參加本論壇，請造訪：www.nysmwbeforum.org。預報名期截至  10 月 2 

日。  

 

MWBE 論壇簡介：  

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論壇是一項重要活動，供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小企

業，總承包商，民選官員和州長內閣成員討論與州政府的簽約機會。2016 年的論

壇共有 2,000 多人參加，展示了總金額為數十億美元的州政府簽約機會。本論壇旨

在簡化與州政府開展業務的流程，成為  MWBE 和小型企業尋找簽約和商業拓展機

會的「 一站式平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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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