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10 月 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第  6 屆年度  43NORTH 競賽選出決賽企業   

  

世界各地的  16 家初創企業將競爭  500 萬美元的獎金，其中包括  100 萬美元的特等

獎   

  

首屆『創業瘋狂挑戰賽  (Startup Madness Bracket Challenge)』讓  43North 的追隨

者選出他們最喜歡的團隊，並在  10 月  30 日進行決賽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今年  43North 競賽的 16 家決賽企業，這些團隊將於

本月晚些時候前往水牛城  (Buffalo)，開展陳述以競爭總計  500 萬美元的八項投資中

的一項，其中包括  100 萬美元的最高獎金。這些初創公司來自美國、加拿大和波

蘭，涵蓋了從軟體平臺到醫療設備、消費產品和人工智慧的廣泛行業。   

  

「43North 再次支持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的經濟發展，將一些世界

頂尖的創業公司帶到該地區，」葛謨州長表示。「水牛城的成功和就業增長的聲

譽給該地區帶來了新的興奮，我們期待著看到這些聰明的創新者為競爭領域帶來什

麼。」  

  

水牛城比爾廣播公司  (Buffalo Bills) 的資深播音員約翰•墨菲  (John Murphy) 在 (716) 

食品與體育公司  (Food & Sport) 現場與 43North 往屆獲獎企業、導師、評委和社區

合作夥伴一起宣佈了決賽結果。今年，43North 首次舉辦了『創業瘋狂挑戰賽』。

所有人都被邀請參加這個免費的挑戰賽，參與者將選擇  10 家他們認為將上臺陳述

的初創公司、哪  8 家將獲得投資，以及哪家公司將獲得最高  100 萬美元的投資。   

  

「我們利用國際知名的  43North 競賽延續創新勢頭，我也在此恭喜所有決賽優勝

者，」副州長凱西·霍楚爾表示，「該競賽將全球各地最優秀、最卓越的創業家吸

引到水牛城，創造新就業機會並催動紐約州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   

  

在今年的活動中，與會者可以期待全新的節目設置，新的評委，和一些意想不到的

轉折。與往年一樣，除了  100 萬美元的大獎和  7 個 50 萬美元的獎金外，獲獎者

還可以在 43North 位於塞尼卡一號大樓  (Seneca One tower) 的新孵化器中獲得免費

空間，獲得所在領域資深導師的指導，以及其他商業激勵計畫。   

  



 

 

43North 總裁亞力克斯·格萊斯  (Alex Gress) 表示，「關於第六屆  43North 競賽中，

我們想讓競賽更上一層樓，讓社區對決賽企業的到來感到興奮，這些企業將在水牛

城展開陳述以競爭  500 萬美元的獎金。水牛城是充滿忠實體育粉絲的城市，所以

我們在決賽公告中加入利用『創業瘋狂挑戰賽』進行詮釋與宣傳，從而進入這些粉

絲的圈子。」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 代理主任、總裁兼執行長候選

人艾瑞克·格特勒  (Eric Gertler) 表示，「第六輪 43North 競賽將吸引前沿企業並為

他們提供成長和創新所需的支援，進一步推動紐約州西部地區的經濟復蘇。」   

  

43North 決賽可以免費參加，但必須註冊，席位以先到先得的方式提供。43North 

決賽於 10 月 30 日下午 6 點在謝伊表演藝術中心  (Shea's Performing Arts Center) 

舉行，免費門票可通過 43North.org。如果你想參加『創業瘋狂挑戰賽』，請訪問  

43North.org，並在 10 月 28 日前填寫表格，以便在水牛城軍刀  (Buffalo Sabres) 遊

戲中贏得全套服務，並獲得佩古拉體育和娛樂公司  (Pegula Sports & Entertainment) 

提供的其他貴賓待遇。   

  

2019 年  43North 競賽的決賽企業：   

  

BridgeCare 公司  (BridgeCare) - 華盛頓州  (WA) 西雅圖市  (Seattle)  

創始人：詹姆斯·赫伯特  (Jamee Herbert)  

網站：https://www.getbridgecare.com/  

  

BridgeCare 公司是由人工智慧 (AI) 支持的共同家長：這是一項減輕工薪階層父母

負擔的工作場所福利。BridgeCare 利用未得到充分利用的稅收優惠，讓每個雇主都

能輕鬆、負擔得起地解決護理方面的巨大難題，這些難題已經迫使  50% 的千禧一

代放棄工作。   

  

Charmtech 實驗室  (Charmtech Labs) (Capti) - 紐約州石溪市  (Stony Brook)  

（申請參加  43North 競賽後搬到了水牛城）   

創始人：葉夫根·鮑羅丁  (Yevgen Borodin)  

網站：https://www.captivoice.com/capti-site//  

  

Capti 的使命是幫助人們更有效地處理資訊、克服學習障礙和語言障礙，使閱讀更

具互動性和可及性。我們的產品  Capti Voice 是一種識字支援工具，使教師能夠針

對各種能力的學生進行個性化教學，幫助學生變得更加獨立。  

  

環路診所  (Circuit Clinical) (TrialScout) - 紐約州水牛城   

創始人：伊爾凡·科汗  (Irfan Khan)  

網站：http://www.circuitclinic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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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路診所是美國最大的綜合研究機構之一，通過其臨床服務團隊  (Clinical Services 

Team) 和患者平臺 TrialScout 幫助選擇臨床研究作為護理選擇。   

  

Curiato 公司 (Curiato) - 加拿大  (Canada) 安大略省  (Ontario) 奇基納市  (Kitchener)  

聯合創始人：莫札木·卡恩  (Moazam Khan)、艾德·艾特利德  (Zied Etleb)  

網站：https://www.curiato.com/  

  

Curiato 公司是一家臨床階段資料科學公司，研發了世界上第一個皮膚資料平臺，

用於預防昂貴和危險的醫院獲得型疾病，如褥瘡、褥瘡、尿失禁等。   

  

Exit 7C 公司 (Exit 7C) - 威斯康辛州  (WI) 密爾沃基市  (Milwaukee)  

創始人：布莱辛·艾格博恩  (Blessing Egbon)  

網站：https://exit7c.com/  

  

Exit 7C 公司利用技術，有效地為運輸車隊提供燃料、維護和合規服務。它使用專

有軟體簡化物流、規劃、庫存管理和計費，為超過  34 個城市的車隊提供現場服

務，如換油、換輪胎、洗車和更多的服務。  

  

格萊茲假肢公司  (Glaze Prosthetics) - 波蘭  (Poland) 克拉科夫市  (Kraków)  

創始人：彼得·薩伊達克  (Piotr Sajdak)  

網站：https://glazeprosthetics.com/  

  

格萊茲假肢公司的使命是製造個性化的假肢，以反映佩戴者的風格、視覺和個性。

目前，格萊茲假肢公司是全球唯一允許截肢者選擇假肢模型、顏色和表面處理類型

的公司，將他們從傳統假肢製造的約束中解放出來。   

  

GroupRaise 公司  (GroupRaise) - 德克薩斯州  (TX) 休斯頓市  (Houston)  

創始人：德溫·巴普蒂斯特  (Devin Baptiste)  

網站：https://www.groupraise.com/  

  

GroupRaise 公司是幫助 20-200 人的團體預訂餐廳的市場，這些團體願意將部分銷

售額捐贈給慈善事業。   

  

HotelsByDay 公司  (HotelsByDay) - 紐約州紐約市   

創始人：揚尼斯·莫阿蒂  (Yannis Moati)  

網站：https://www.hotelsbyday.com/  

  

HotelsByDay 公司是提供技術和協議的市場，釋放酒店的日間客房庫存和預訂靈活

性。HotelsByDay 公司在 4 年內實現了超過  99,000 次預訂，是行之有效的解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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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可以增加收入、將客房停機時間貨幣化、降低酒店客戶獲取成本，並改善客戶

體驗。  

  

花生醬公司  (Peanut Butter) - 伊利諾伊州  (IL) 芝加哥市  (Chicago)  

創始人：大衛·阿倫森  (David Aronson)  

網站：https://www.getpeanutbutter.com/  

  

花生醬公司幫助企業提供學生貸款援助作為一項福利。提供學生貸款援助的雇主能

夠更快地招人，更長久地留住人才，並提高多樣性，同時對雇員的財務未來產生積

極影響，並為解決美國  1.5 兆億的學生債務危機做出貢獻。   

  

PocketSuite 公司  (PocketSuite) - 加利福尼亞州  (CA) 舊金山市  (San Francisco)  

創始人：欣維·昂耶格羅  (Chinwe Onyeagoro)  

網站：https://pocketsuite.io/  

  

PocketSuite 公司幫助所有企業家謀生，讓他們的客戶更容易定期預訂和支付。  

你可以通過智慧手機訪問你所有的客戶資訊、排程、預約、付款和管理業務。   

  

公共貨物公司  (Public Goods) - 紐約州紐約  (New York)  

創始人：摩根·赫希  (Morgan Hirsh)  

網站：https://www.publicgoods.com/  

  

從個人護理用品到家用產品，再到維生素和食品，公共貨物公司是在同一個地點提

供所有必需品的範例。我們的產品健康、高品質、可持續和超負擔得起。   

  

Rally 公司  (Rally) - 紐約州紐約   

創始人：努曼·謝克  (Numaan Akram)  

網站：https://rally.co/  

  

Rally 公司是一個技術平臺，允許個人自行聚合和按需創建公交出行，它已經運輸

了成千上萬的乘客。Rally 公司創建彈出式公共交通解決方案，為私人公交行業創

造新的需求。在  Rally 公司的多方面市場，主要受益者是乘客、公共汽車運營商和

事件。  

  

RankScience 公司  (RankScience) - 加利福尼亞州舊金山市   

創始人：里安·貝德納  (Ryan Bednar)  

網站：https://www.rankscience.com/  

  

RankScience 公司是搜尋引擎優化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SEO) 自動化和分裂

測試平臺。該軟體不斷優化大型網站，以從  Google 增加有機搜索流量。認真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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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引擎優化的企業可以建立自己的搜尋引擎優化  A/B 內部測試軟體（就像  

Airbnb、Pinterest、Quora 等），也可以購買我們的軟體而不投入任何工程資源。   

  

Robodub 公司  (Robodub) - 華盛頓州西雅圖市   

創始人：帕敏德·戴維斯  (Parminder Devsi)  

網站：https://www.robodub.com/  

  

Robodub 公司當前申請的專利無人機技術正在解決最後一英哩的物流問題。我們

的無人機可以攜帶多種有效載荷，動態 /移動有效載荷，並可以在更惡劣的天氣條

件下飛行。美國海軍  (U.S. Navy)、陸軍 (Army)、特種部隊 (Special Ops Forces) 和

空軍 (Air Force) 都是我們的客戶。   

  

Strayos 公司  (Strayos) - 密蘇里州  (MO) 聖路易斯市  (St. Louis)  

創始人：拉維·薩胡  (Ravi Sahu)  

網站：https://www.strayos.com/  

  

Strayos 公司是視覺化的人工智慧平臺，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採礦作業的效率，  

並為基礎設施項目進行優化的鑽爆和挖掘前的地下目標檢測。   

  

Whose Your Landlord 公司  (Whose Your Landlord) - 紐約州紐約   

創始人：奧弗·艾澤烏  (Ofo Ezeugwu)  

網站：https://www.whoseyourlandlord.com/  

  

Whose Your Landlord 公司是一個軟體即服務  (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 平臺，

通過房東評論和住房知識內容向出租社區提供支援和資訊。我們的目標是提高住宅

市場的透明度，並通過驗證性評論和線上情緒分析軟體，彌合租房者和房屋供應商

之間的溝通鴻溝。   

  

如需更多有關  43North 的資訊，請造訪：  43north.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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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