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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兩家行業領先的公司在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擴張

銀行家醫療集團 (Bankers Healthcare Group, BHG) 將在鹽湖城 (Salt City) 創造
330 個新工作崗位
JMA 無線公司 (JMA Wireless) 是一家设计和製造下一代通信系统的全球技术创新
公司，它将在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创造 100 个就业机会

這兩項投資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CNY Rising)』計畫，這項計畫是本地區
的全面戰略，用於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兩家行業領先的公司將在紐約州中部地區錫拉丘茲
市擴張以促進該地區的經濟增長。銀行家健康集團將把位於錫拉丘茲市的幾項紐約
中心業務搬到位於斯賓塞街 (Spencer Street) 300-324 號的新工廠進行整合。JMA
無線公司承諾將 5G 設備的生產從德克薩斯州 (Texas) 轉移到通往錫拉丘茲市中心
區東南門戶的科因大廈 (Coyne Building)。這兩家公司將總共創造 400 多個就業崗
位。
「我們高度重視將大公司引入紐約州中部地區，這份公告表明，我們以地區 為基礎
的戰略經濟發展方式正在帶來切實的成果，」 葛謨州長表示。「通過向紐約州中
部地區擴張，這兩家公司將幫助改變該地區，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並在紐約州北部
地區 (upstate New York) 產生更多的經濟動力。」
「錫拉丘茲市繼續發展新業務，並成為創新中心，」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銀行家醫療集團和 JMA 無線公司的擴張，將在該地區增加數百
個就業崗位，並進一步推動紐約州中部地區的高科技產業。這些投資將加強該地區
的經濟，進一步振興該地區，並為紐約民眾創造新的機會。」
銀行家醫療集團創始人、主席兼執行長阿爾伯特·克勞福德 (Albert Crawford)
表示，「通過與州政府合作，我們不僅有能力擴大公司的版圖，還能在紐約州中
部地區創造 300 多個新工作崗位。我們公司總部在錫拉丘茲市中心區已經有近 20
年的歷史，能夠在吸引頂尖人才、為當地經濟做出貢獻、支持內港 (Inner Harbor)
的再開發等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是我們的榮幸。」

斯賓塞街有限責任公司 (Spencer Street LLC) 將在錫拉丘茲市斯賓塞街 300-324 號
建造並配備 10 萬平方英呎的設施，為銀行家醫療集團和資本收集管理公司
(Capital Collection Management) 提供場地。這項耗資 3,500 萬美元的工程將包括拆
卸和修復現有物業，以及建造和全面裝備及裝設新設施。這項聯合計畫將創造 330
個新工作崗位。銀行家醫療集團的員工將留在他們目前位於佛蘭克林廣場 (Franklin
Square) 和軍械庫廣場 (Armory Square) 的辦公地點；資本收集管理公司的員工將
繼續在公司位於軍械庫廣場的辦公地點工作。銀行家醫療集團預計，該項目將在
2023 年底前完成。
紐約州正在協助這個項目，總投資額為 1,100 萬美元，其中包括 400 萬美元的資本
撥款和 700 萬美元的『精益求精工作計畫 (Excelsior Jobs)』退稅額。銀行家醫療
集團成立於 2001 年，為醫療從業者和其他持牌專業人士提供創新的、無障礙的金
融解決方案。銀行家醫療集團有三個辦公地點：佛羅里達州 (Florida) 戴維 (Davie)
的公司總部；在紐約市 (New York City) 進行研發的機構；以及位於紐約州錫拉丘茲
市的金融總部。銀行家醫療集團 13 次獲得 500/5000 企業的榮譽，最近被 《財富
(FORTUNE)》雜誌評為紐約州第二好的工作場所和理想工作场所 (Great Place to
Work)。有關銀行家醫療集團的更多資訊，請 點擊此處 。
JMA 是基於 4G 和 5G 軟體技術的全球革新者，它將投資 2,500 萬美元在錫拉丘茲
市中心區建立 5G 高科技製造中心。JMA 公司將對位於錫拉丘茲市中心區南端科
特蘭大道 (Cortland Ave) 的科因大廈和其他建築進行翻新。5G 園區橫跨一個街
區，將製造世界上第一個室內 5G 毫米級波無線電系統，並作為 5G 驅動體驗的展
示平台。
該項目補充了市和郡開發從中心區到南側的強大技術走廊的工作，使紐約州中部地
區成為 5G 和智慧城市發展的中心。 該項目將在中心區附近的一個貧困社區創造
從入門級到高級工程的 100 個就業機會。紐約州提供了 500 萬美元的紐約州北部
地區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撥款，以協助這個項目。
2017 年，葛謨州長宣佈，JMA 公司將投資 3,400 萬美元擴大奧農達加郡
(Onondaga County) 的業務，並將州外業務遷至利物浦 (Liverpool)。JMA 公司已經
超額完成了 145 個工作崗位的招聘承諾，在利物浦地區創造了 200 多個新工作崗
位，並僅用預期時間的一半就完成了投資承諾。過去六年裡 ，JMA 公司在錫拉丘
茲地區投資了 1 億多美元，在當地雇傭了 500 多名員工。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代理主任、總裁兼執行長候選人埃裡
克 J. 格特勒 (Eric J. Gertler) 表示，「在葛謨州長領導下，越來越多高素質、高品
質的公司對紐約州的每個地區都表現出更大的興趣，帶來了就業機會，扭轉了多年
來的經濟衰退。JMA 無線公司和銀行家醫療集團決定在紐約州中部地區擴張業

務，這表明紐約州對企業是開放的——不僅對當前的市場，而且對未來的經濟也是
開放的。」
紐約州中部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Central New York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副主席暨紐約州中部地區製造業協會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of Central New York, MACNY) 會長暨執行長蘭迪·沃爾肯 (Randy
Wolken)，以及紐約州立大學奧斯威戈校區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Oswego) 校長黛博拉·史坦利 (Deborah Stanley) 表示，「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現致
力於構建錫拉丘茲市中心區的未來。透過支持這些變革性的項目，我們進一步開展
工作用來重振本地區，為千禧一代、本地家庭和其他人員修建一個好去處，使其能
夠充分體驗本地區的資源。」
參議員羅伯特 E. 安多納奇二世 (Robert E. Antonacci II) 表示，「銀行家醫療集團
和 JMA 無線公司在奧農達加郡的投資提供了更多的經濟機會。關注在紐約州中部
地區創造就業機會為該地區帶來了持續的經濟增長和繁榮。」
參議員瑞秋·梅 (Rachel May) 表示，「我們非常激動地歡迎 JMA 無線公司入駐第
53 參議會選區 (53rd Senate District)。錫拉丘茲市是一個生活、玩樂和養育家庭的
好地方，我很高興公司看到了這一點。JMA 公司紮根於紐約州中部地區將起到重
要的補充作用，它將為錫拉丘茲市南區帶來高品質的就業機會，並將使昔日的活動
中心恢復生產用途。我期待著看到他們在今後多年持續發展。也感謝銀行家醫療集
團再次對錫拉丘茲市投資。」
眾議員威廉 B. 瑪格納瑞利 (William B. Magnarelli) 表示，「在奧農達加郡擴張這
些產業是朝著在當地建立技術友好的就業環境邁出的一大步。當地經濟將受益於這
些公司帶來的額外就業和機會。」
眾議員帕梅拉 J. 亨特 (Pamela J. Hunter) 表示，「這兩家企業在紐約州中部地區
的擴張證明，我們的復興工作正在取得成效。這些企業不僅會創造數百個就業崗
位，而且作為各自領域的行業領袖，它們肯定會與許多外部供應商接觸，這將進一
步刺激我們的地區經濟，並鼓勵更多的就業增長。」
眾議員阿爾伯特 A. 斯特匹 (Albert A. Stirpe) 表示，「對於錫拉丘茲市和我們的地
區經濟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日子。 我在 JMA 無線公司工作多年，見證了這家技
術領先企業在粘土領域取得的偉大成就，創造就業機會，並成為優秀的企業公民。
他們對在該市投資和發展的承諾，將為潛在員工所在的地區帶來高薪工作。這示範
了我們需要做的事情，以打破我們社區的貧窮循環，並改善整個地區。」
奧農達加郡郡長 J. 萊恩·麥克馬洪二世 (J. Ryan McMahon, II) 表示，「我們當地經
濟的發展勢頭是不可否認的。銀行家醫療集團和 JMA 公司創造的數百個新工作崗

位對我們的社區來說是令人興奮的消息。感謝所有幫助我們取得成功的合作夥
伴。」
錫拉丘茲市市長本·瓦什 (Ben Walsh) 表示，「州長和他的團隊是錫拉丘茲市飛躍
計畫 (Syracuse Surge) 的早期支持者，這是我們在新經濟中實現包容型增長的戰
略。我帶著這個想法去見州長時，他聽取了我的建議。沒有州長的承諾， JMA 公
司和銀行家醫療集團在錫拉丘茲市的投資是不可能實現的。這些項目證明了飛躍計
畫的戰略正在發揮作用：收購路燈網路並利用它成為紐約州的旗艦智慧城市
(Flagship Smart City)；讓錫拉丘茲市成為美國第一個使用超高速無線技術的城市；
以及在錫拉丘茲市中心區的老中央理工學院 (Central Tech) 創建一所全郡科學、
技術、工程、藝術與數學學校 (Countywide STEAM School)。」
加快『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開展進程
今天的公佈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這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藍圖，
用於實現穩健的經濟增長和社區發展。州政府自 2012 年起已對該地區投資了超過
56 億美元來為該方案奠定基礎：利用全球市場機會、促進創業並建設包容性的經
濟。如今，失業率已下降至大蕭條 (Great Recession) 前的最低水平；個人和企業
所得稅均已下降；企業正選擇在諸如錫拉丘茲市、奧斯威戈市 (Oswego)、奧本市
(Auburn) 等地進行發展投資。
葛謨州長在 2015 年 12 月宣佈透過紐約州北部地區振興計畫提供 5 億美元的州政
府投資，該地區目前正利用這筆投資加快實施『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州政
府的 5 億美元投資將激勵民間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該地區已提交的方案預計
將創造多達 5,900 份新職缺。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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