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10 月 30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  43NORTH 競賽的  100 萬美元特等獎得主   

  

Strayos 公司在這場斥資  500 萬美元的初創企業競賽中獲得  100 萬美元的投資   

  

另有七家公司各獲得  50 萬美元的投資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了第六屆年度  500 萬美元 43North 初創企業競賽的獲

勝者，其中包括  100 萬美元投資的大獎得主和七家各獲得  50 萬美元投資的公司。

另有 50 萬美元作為去年的後續資金發放。除現金投資外，優勝者還將在  43North 

位於塞內卡一號大樓  (Seneca One building) 的新總部獲得為期一年的免費場地、  

導師指導、與潛在客戶建立聯繫、接觸由  43North 500 多名投資者組成的網路，  

以及行銷和招聘方面的支持。優勝者是在水牛城  (Buffalo) 的謝伊表演藝術中心 

(Shea's Performing Arts Center) 舉行的頒獎典禮上宣佈的。   

  

「我們全面的、以區域為重點的經濟發展方式從根本上改變了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的發展軌跡，而  43North 競賽在其復興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

用，」葛謨州長表示。「我想祝賀  43North 競賽的獲勝者，他們將為紐約州西部地

區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做出貢獻，並期待與他們合作，為全體民眾建設更加繁榮的

帝國州 (Empire State)。」  

  

「隨著數以百計的新工作和數以千萬計的風險資本的籌集，43North 競賽已被證明

是重大的成功，是我們整體經濟發展戰略的關鍵部分，」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有了今天的優勝者，43North 競賽投資組合中現在有  50 多

家公司，這些公司在水牛城創造高薪工作並促進創新。43North 競賽是我們的核心

任務，我們的任務是培養創業人才，為我們的地區和全州範圍內的經濟創造更光明

的未來。」   

  

2019 年 43North 競賽的優勝企業：   

  

Strayos 公司  - 密蘇里州  (MO) 聖路易斯市  (St. Louis) - 1,000,000 美元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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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99c376c7-c5fbd1a5-99c18ff2-000babd9f75c-068824198fe83e8d&q=1&u=http%3A%2F%2Fwww.strayos.com%2F


 

 

環路診所  (Circuit Clinical) (TrialScout) - 紐約州水牛城  - 500,000 美元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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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upRaise 公司  - 德克薩斯州  (TX) 休斯頓市  (Houston) - 500,000 美元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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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生醬公司  (Peanut Butter) - 伊利諾伊州  (IL) 芝加哥市  (Chicago) - 500,000 美元

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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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利福尼亞州  (CA) 舊金山市  (San Francisco) - 500,000 美元得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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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lly 公司  - 紐約州紐約  (New York) - 500,000 美元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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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odub 公司  - 華盛頓州  (WA) 西雅圖市  (Seattle) - 500,000  美元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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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seYourLandlord 公司  - 紐約州紐約  - 500,000 美元得主   

  

WhoseYourLandl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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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a430ecd3-f8084bb1-a43215e6-000babd9f75c-a75f21fb17926cf9&q=1&u=http%3A%2F%2Fwww.circuitclinical.com%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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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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North 競賽的獲獎者由以下決賽評委選出：   

  

• (Techstars) 聯合創始人兼聯合執行長大衛·布朗  (David Brown)  

• 盧克公園 (Rucker Park) 創始人瑪麗莎·卡姆匹莎  (Marissa Campise)  

•  HealthiNation 公司內容、分銷、聯合投資、合作夥伴關係和授權負責人海蒂·

戴蒙德 (Heidi Diamond)  

• TalkSpace 公司聯合創始人兼執行長奧倫·弗蘭克  (Oren Frank)  

• 連接企業公司  (Connectivity Ventures) 創始合夥人兼投資長迪馬克·維斯特  

(Denmark West)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代理主任、執行長與主任候選人艾瑞

克·格特勒  (Eric Gertler) 表示，「第 6 輪 43North 競賽帶來了另一群令人興奮的創

新者，他們將幫助水牛城培育日益壯大的初創企業生態系統，繼續培養強大的科技

人才、吸引外部投資，並為紐約州西部地區經濟提供動力。」   

  

43North 董事會主席艾瑞克·瑞奇  (Eric Reich) 表示，「今晚的 43North 獲勝者是一

群創新的公司，他們有強大的團隊，有很強的牽引力，並且在水牛城有令人信服的

發展潛力。恭喜今晚的八名獲獎者，特別是我們的百萬美元得主  Strayos 公司。」  

  

43North 總裁亞力克斯·格萊斯  (Alex Gress) 表示，「紐約州西部地區社區今晚聚

集在謝伊表演藝術中心，為  43North 決賽做準備。還有什麼更好的方式用來展示我

們最新的 43North 獲獎者將在水牛城獲得的支持呢？我期待看到這些公司如何吸引

人才和資本到我們地區，並增加我們社區的新興創業生態系統的動力。」   

  

43North 競賽簡介   

43North 競賽是一項初創企業競賽，每年投資  500 萬美元吸引高增長的初創企業入

駐水牛城並予以支持。43North 競賽的組合投資企業還搬遷到水牛城，在那裡免費

使用孵化器空間達一年、接受相關領域講師的指導，並參與其他企業獎勵計畫，

例如『紐約新創企業  (START-UP NY)』計畫。43North 競賽由安德魯·葛謨州長、帝

國州發展公司以及其他多個贊助方支持運作。如需更多有關  43North 的資訊，請

造訪： ww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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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