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10 月 2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將在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設立首個州政府支持的清潔能源孵化器   

  

該孵化器將為「76West」競賽獲獎者和其他清潔能源企業家提供支持   

  

加入其他六個州政府清潔能源孵化器的行列，這六個孵化器旗下的企業現已從私

募投資中獲取  3.13 億美元，用於應對氣候變化   

  

新設立的孵化器支持了「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  (Southern Tier Soaring)」 

計畫——即本地區的戰略規劃，旨在促進經濟強勁增長和社區健康發展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本州將為紐約州南部地區持續增長的清潔能源行

業提供額外支持，正式在該地區設立首個孵化器，供「76West」競賽的獲獎者和

其他清潔能源技術公司所用。這家在賓漢姆頓  (Binghamton) 設立的新設施建立在

本州另外六家清潔能源孵化器所取得的成就之上，並將補充「紐約州南部地區崛

起」計畫，即本地區全面的戰略規劃，旨在促進經濟強勁增長和社區健康發展。  

  

「紐約在促進清潔能源行業的發展上是全國的領軍人，透過為紐約州南部地區提

供必要工具，我們定將確保這一發展勢頭得以繼續推進下去，」州長葛謨表示。

「透過為紐約州吸引最具創新能力的高科技企業，我們將能減少碳足跡，為所有

民眾構建一個更清潔、更健康的未來。」  

  

這間孵化器將為清潔能源企業提供發展空間、技術支持和其他援助，包括近期在

「76West」競賽中的獲獎者和類似企業家。這些企業推動了清潔技術經濟的發

展，起著帶頭作用，並能在紐約州南部地區推廣創新創業精神。  

  

「此舉透過新設立這間州政府支持的孵化器，為紐約州南部地區的清潔能源創新

提供激勵，再次證明了葛謨州長所做的承諾，即在本州的這一地區創造更多就業

和商機，」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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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民眾能夠擁有更清潔的環境、更強勁的經

濟。」  

  

「76West」是一項斥資  2,000 萬美元舉辦的、由紐約州能源研究和發展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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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競賽項目。該競賽已於  8 月 16 日在賓漢姆頓市宣佈了第二輪獲獎得主。

「76West」競賽提供 1,000 萬美元獎金，以及另外  1,000 萬美元用於商業支持、

市場行銷和行政管理，包括紐約州南部地區新設的孵化器。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還宣佈支持美國氣候聯盟  (U.S. Climate Alliance) 所訂立的

目標——該聯盟由 14 個州和波多黎各  (Puerto Rico) 構成，致力於減少溫室氣體

排放量——在聯邦政府從《巴黎協定  (Paris Agreement)》這一氣候協議中退出

後，該聯盟則承諾共同兌現美國在該協定中所做的承諾，並有望超額完成任務。  

  

紐約能源和金融機構  (Energy and Finance for New York) 主席理查·卡夫曼  

(Richard Kauffman) 指出，「在紐約日益發展壯大的清潔技術孵化器網絡之中，

這家新設立的設施將幫助引領我們所需的技術發展，形成清潔能源規模效應。  

今天聲明中談及的孵化器將成為推動葛謨州長『能源願景改革  (Reforming the 

Energy Vision，REV)』進程所需的創新型清潔技術解決方案的誕生地，並確保清

潔能源行業的發展益處能夠在紐約州遍地開花。」  

  

紐約州能源研究與發展管理局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CEO) 艾麗西亞·巴頓  (Alicia 

Barton) 表示，「紐約在將新型清潔能源技術引入市場方面正做出著卓越貢獻。  

透過各大孵化器所進行的戰略投資現已為本州帶來了經濟利益，並推動著葛謨州

長提出的『能源願景改革  (Reforming the Energy Vision)』，從爾為後世構建一套

更清潔、更具環境適應力的能源係統。」  

  

賓漢姆頓大學 (Binghamton University) 將繼續管理這間孵化器。該孵化器將位於賓

漢姆頓市中心的紐約州南部考夫曼孵化器  (Koffman Southern Tier Incubator) 大樓

中。  

  

賓漢姆頓大學校長哈維 ·史坦格  (Harvey Stenger) 表示，「紐約州南部地區現已迅

速成長成為紐約州的清潔能源中心。考夫曼孵化器  (Koffman Incubator) 大樓可謂

是支持和培養這類企業的絕佳場所，同時能夠促進經濟發展；推廣創業精神；  

支持用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技術。」  

  

參議員弗雷德·阿卡沙爾  (Fred Akshar) 表示，「這對賓漢姆頓市的環境和潛在就

業增長都是個好消息。位於市中心的紐約州南部地區孵化器  (Southern Tier 

Incubator) 是用於支持本社區新型清潔能源創新技術的絕佳場所。」  

  

https://www.nyserda.ny.gov/About/Newsroom/2017-Announcements/2017-08-16-Governor-Cuomo-Announces-Winners-of-76West-Clean-Energy-Competition
http://cl.s7.exct.net/?qs=db5b30d4d68a753c0b06bbbcc427c7d7b9b33c4fc3d2aa7b8c1d8a2436a31f79001aa2d789a00af25e3858e8004572ce4ce9d99899cebbf9


 

 

眾議員唐娜·盧帕多  (Donna Lupardo) 表示，「為了促進清潔能源經濟的發展，  

我們必須一步步地支持這些企業，這是至關重要的。透過提供發展空間和所需指

導，這間孵化器將幫助『76West』競賽的獲獎者們構建成功的企業，將紐約建設

成為清潔能源的領軍人。」  

  

賓漢姆頓市市長理查德  C. 戴維德  (Richard C. David) 表示，「清潔能源企業的發

展有利於創造就業、有利於我們的環境。我們希望本社區能夠成為清潔技術和綠

色就業的中心，繼續為  21 世紀的經濟構建可持續發展的未來。鑒於賓漢姆頓已

被認定為 NYSERDA 清潔能源社區，此舉將在這一基礎上錦上添花。我衷心感謝

葛謨州長對賓漢姆頓市進行投資，並認識到我們對清潔能源計畫所做的承諾。」  

  

自 2009 年以來，NYSERDA 現已斥資 1,400 萬美元投資了六間清潔能源孵化器，

它們分別位於水牛城  (Buffalo)、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錫拉丘茲市  

(Syracuse)、奧爾巴尼市  (Albany)、紐約市 (New York City) 和長島 (Long Island)  

境內的學術機構和風險開發組織內。從  2017 年 3 月 31 日起，目前已有  163  

家企業成為了  NYSERDA 贊助的清潔能源孵化器的客戶或孵化企業。這些公司自  

2009 年來已經募集了超過  3.13 億美元私募投資，僅在  2016 年間就募集了近  

7,000 萬美元，比前一年的募集金額高出  32%。此外，它們還在本州境內各地創

造了 1,075 份清潔能源行業工作機會。  

  

當前孵化器的客戶和孵化企業所開發的或引入市場的創新型技術現已被紐約民眾

所使用，從爾提高本州的能效。這些產品包括：用於體育和娛樂場館的  LED 照明

係統、家用電器智慧電源、手機和電動汽車的電池、能效更高的供暖和製冷係

統、拼車應用程式，使得在紐約市搭乘出租車變得更加方便、更具成本效益。  

  

目前由 NYSERDA 贊助的清潔能源孵化器和與這些孵化器緊密合作的成功企業包

括：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iClean - 紐約州立大學理工學院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olytechnic Institute，

SUNY Polytechnic Institute)，奧爾巴尼市   

•  希莫奧拉公司  (ThermoAura) 針對熱電和高級納米材料的先進製造技術進行

商業化推廣。終端產品則為一種低成本、高能效的製造程式，可用於包括

汽車和冰箱等各種製造商。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Clean Tech Center - 技術園 (The Tech Garden)，錫拉丘茲市  

http://thermoaura.com/


 

 

•  NOHMs 技術公司  (NOHMs Technologies) 開發在性能、成本、安全和環保

領域均具有優勢的可充電鋰離子電池技術。該公司生產的電池能夠增加電

動汽車的行駛路程，使得智慧手機電池能夠待機更長時間。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Venture Creations - 羅切斯特理工學院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羅切斯

特市  

•  科利爾可弗係統公司  (ClearCove Systems) 從廢水中搜集有機物，降低廢水

處理程式過程中的能源和成本消耗，使得處理廠能夠透過可再生能源生產

技術實現自給自足。奶農、有機食品生產商、啤酒廠和葡萄酒廠均可使用

這套係統使其運營變得更加清潔、能效更高。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CEBIP - 石溪大學 (Stony Brook University)，長島  

•  希莫利福特公司  (ThermoLift) 開發一種新型的天然氣驅動的熱泵 /空調機，

該系統有可能會取代居民和商業供暖、製冷和熱水係統。這套係統有可能

為住房、辦公樓和各大機構簡化供暖、製冷設備，同時為消費者降低水電

費。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ACRE - 紐約大學坦登工程學院  (New York University Tandon School of 

Engineering)，布魯克林  (Brooklyn)  

•  EV 盒子公司  (EV-Box) 為電動汽車提供充電站點，為停車場、工作場所和

家庭提供優質的美國製造設備和智慧軟件。該公司最近被全球頂尖的供電

公司和能源解決方案提供商恩吉  (Engie) 公司收購，並繼續在美國和歐洲運

營。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Directed Energy - 水牛城大學  (University at Buffalo)，水牛城  

•  特羅夫數據科學公司  (TROVE Data Sciences) 使用數據分析解決方案研究

能源消費者的行為，從爾預測水電使用趨勢。透過這一平臺，公共事業公

司能夠幫助消費者節省資金，並提高服務可靠性。  

  

NYSERDA 的孵化器能夠為初創企業提供商業化資源、技術援助和業務開發支

持，幫助它們實現重要里程碑，加快入市的速度。客戶能夠從網絡活動、工作坊

和技能強化集訓營中獲益，與其他創業者們共同分享經驗、挑戰、解決方案和聯

繫人員。大部分孵化器都提供低成本實體辦公室和工作空間，並提供虛擬服務。  

http://www.nohms.com/
http://www.clearcovesystems.com/
http://www.tm-lift.com/
http://www.ev-box.com/
http://www.trovedata.com/


 

 

  

如需獲取當前和此前孵化器的客戶清單，請參考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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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倡議注重創新和強勁的企業

發展，並注重創造能夠吸引本地區最優秀、最聰慧的人才的環境。州政府自  2012 

年起已經對本地區投入了  46 億多美元，為本計畫奠定基礎，這包括：投資關鍵

行業，如高級製造業、食品行業和農業；並採取措施支援範圍更廣的賓漢姆頓市  

(Binghamton) 創新生態系統。如今，全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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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長於 2015 年 12 月宣佈在「紐約州北部地區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中斥資 5 億美元啟動「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專案。此舉將刺激私營

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呈交後的地區性計畫預計將帶來  10,200 個新的工作

機會。如需查看更多資訊，請參考此處。  

  

要了解更多關於「能源願景改革」的資訊，包括州長在清潔技術和創新領域的  50 

億美元投資，請訪問  www.ny.gov/REV4NY 並在關注 @Rev4N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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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nyserda.ny.gov/Partners-and-Investors/Clean-Energy-Startups/NYSERDA-Supports-Growth-Essentials/Clean-Energy-Incubators
https://regionalcouncils.ny.gov/content/southern-tier#_blank
http://www.ny.gov/REV4NY
https://twitter.com/Rev4NY
http://www.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