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11 月 13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紐約州領導人員感謝亞馬遜公司  (AMAZON) 宣佈在長島市  (LONG ISLAND CITY, 

LIC) 設立新總部   

  

  

今天早些時候，安德魯  M. 葛謨州長和比爾·德布拉西奧  (Bill de Blasio) 市長宣佈亞

馬遜公司將在皇后區  (Queens) 長島市設立新企業總部。該決定是繼為期一年的全

面遴選過程後做出的，在此期間，北美洲  (North America) 238 座城市競爭價值數百

萬美元的項目。  

  

2019 年，亞馬遜公司今後  10 年將在科特廣場  1 號  (One Court Square) 佔用  50 萬

平方英呎的空間，與此同時在長島市濱水區建造四百萬平方英呎的商用空間，今後  

15 年將提供多達  800 萬平方英呎的擴建機會。利用  36 億美元的總投資，亞馬遜

公司在 2029 年前將吸引紐約州多元化的人才隊伍，填補至少  2.5 萬個新職位，並

在  2034 年前提供多達  4 萬個職位，平均薪酬為  15 萬美元以上。2033 年前，工

程預計每年將平均創造  1300 個建築業的直接工作崗位。總體來看，該項目今後  

25 年預計創造超過  10.7 萬份直接工作和間接工作、為本州提供超過  140 億美元

的新稅額，並提供  135 億美元的城市凈稅收。該項目提供的投資回報比是  9:1。如

需查看更多資訊，請參考此處。 

  

「在經濟發展進程的每個階段，我們能夠為紐約民眾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創造就業，

做到這一點的首選方式是把亞馬遜公司這類企業帶到紐約州，」美國參議員查爾

斯  E. 舒默  (Charles E. Schumer) 表示。「因此，這是幫助各種收入階層的紐約民

眾的好機會，但是我們必須確保亞馬遜公司入駐的社區擁有相應的基礎設施和改進

的住房，並確保亞馬遜公司入駐後，社區居民獲得僱用。感謝紐約市  (New York 

City, NYC) 和紐約州合作實現這個積極成果，我期待與德布拉西奧  (de Blasio) 市

長、葛謨州長以及亞馬遜公司合作，解決這些難題。」   

  

「亞馬遜公司決定在紐約市設立總部，這證明了我們技術部門的優勢，」國會女

議員伊薇特·克拉克  (Yvette Clarke) 表示。「作為美國最多元化的大城市，我希望

這筆投資將幫助提升技術領域內的種族、民族和性別多元化。這一決定伴隨著對紐

約市房屋局  (New York City Housing Authority, NYCHA) 和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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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令我感到歡欣。很多工作仍有待完成，以確保紐約州全體民眾享受到我們的經濟

福祉，我希望這個項目成為實現該目標的第一個關鍵步驟。」   

  

「歡迎亞馬遜公司入駐紐約市。我們擁有最優秀的技術勞動力隊伍，這支隊伍已做

好準備，願意在我們的社區內工作和投資並幫助我們的經濟持續發展，」國會議

員阿德利阿諾·艾斯巴拉特  (Adriano Espaillat) 先生表示。「感謝葛謨州長、德布

拉西奧 (de Blasio) 市長和所有付出努力使長島市和地方社區實現建設亞馬遜公司  

2 號總部的人員。我期待州長和市長與地方及州在任官員合作，開展這項以社區為

核心的全面工作，以保障成功的未來和持久的公私合作，這將影響到當代和後代居

民。」  

  

「亞馬遜公司決定在皇后區長島市設立新總部，這是本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經濟建

設項目，並表明紐約州對企業持開放態度，」副州長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  「亞馬遜公司提供數萬份新的高薪工作崗位和數十億美元的投資，這產生

了顛覆性的影響，並將對本州經濟產生重大影響。亞馬遜公司與本州及本市合作，

還將投資於勞動力發展計畫和基礎設施改進項目，以確保面向未來持續取得成

功。」  

  

「長島市是紐約州新興的科技中心，因此是亞馬遜公司的『首選』地址。考慮到我

們在數年前試行的，由葛謨州長撥款的科技計畫  (Tech Plan)，以及德布拉西奧  (de 

Blasio) 市長幾週前公佈的，面向學校、交通和開放空間的  1.8 億美元的新基礎設

施改造投資，亞馬遜公司對本行政區恰合時宜。皇后區利用有機增長、豐富的地方

人才以及固有的全球資產推動創新，從而建設動態綜合社區，工人們可以在那裡生

活、思想可以融合，企業可以繁榮發展。但是，新企業請注意，紐約州是個城鎮聯

盟。我充分相信，本市和本州將能夠解決所有待解決的問題，包括工會工人、基礎

設施和容納力，」皇后區區長梅琳達·卡茨  (Melinda Katz) 表示。  

  

「我很高興看到隨著亞馬遜公司的到來，本市獲得大量就業崗位，不僅如此，還合

作確保基礎設施建設以滿足社區的發展需求，」州參議員魯斯·賽普爾維達  (Luis 

Sepulveda) 表示。「我給布朗克斯區  (Bronx) 所有企業給予同樣的熱情歡迎！」   

  

「長島市自上世紀初起，就是紐約市的核心。因為這份公告，我們社區必將再次成

為紐約州最成功的多用途街區，」女眾議員凱瑟琳·諾蘭  (Catherine Nolan) 表示。

「長島市擁有才華橫溢的新老居民、技藝高超的藝術家、手藝人和活動家、發明家

和思想家。這些人來自世界各地；來自紐約州的後院和公共住房，因為這些人了解

紐約市擁有資源、意願和動力，幫助全體民眾取得成功，並使全體民眾及其家人獲

得優質生活。每個人都相信，紐約州象征著卓越、平等和自由。皇后區長島市是這

些人實現夢想的街區，該項目是朝著這個未來邁進的又一步。我期待開展工作，推

動這項工作取得成功。」   

  



 

 

「亞馬遜公司在皇后區當地設立總部，這是紐約州全體民眾難得的勝利，」經濟

建設委員會  (Committe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主席兼國會議員保爾·瓦隆尼  

(Paul Vallone) 表示。「把高薪工作和進步措施相結合，並與學校和地方機構建立

合作關係，我們行政區成千上萬個民眾將改善生活。亞馬遜公司在全國給新總部選

址，我們整個城市感到自豪的是，沒有哪個地方具備皇后區的多元化和活力。」   

  

「皇后區始終歡迎新科技就業機會，但是我們必須確保亞馬遜公司  2 號總部支持

當地居民和我們的小商店，與此同時投資於我們的基礎設施，」科技委員會  

(Technology Committee) 主席兼國會議員彼得·庫  (Peter Koo) 表示。「這裡是機

遇之地，我們將密切關注以確保這個建設項目始終銘記皇后區及其當代居民的利

益。」 

  

「這份公告承諾為紐約民眾提供重要的經濟機會，」國會員羅伯特·考尼格  

(Robert Cornegy) 表示。「具體來說，該項目有望為少數族裔和婦女企業  

(Minority/Women-owned Business Enterprises, M/WBE) 承包商提供寶貴的採購機

會，並為附近地區的皇后大橋屋村住宅區  (Queensbridge Houses) 居民提供就業機

會。我們作為一座城市，必須確保亞馬遜公司遵守所有承諾，向紐約州全體民眾兌

現關於這個新總部的承諾。」   

  

「感謝德布拉西奧  (de Blasio) 市長和葛謨州長代表紐約州辛勤工作的居民支持這

個項目，使長島市成為亞馬遜公司的新總部，」國會成員馬修·尤金  (Mathieu 

Eugene) 表示。「該項目是對本市基礎設施的重要投資，將創造就業崗位、勞動力

培訓計畫、社區建設計畫，擴張學校系統，並做出與開放空間相關的承諾。亞馬遜

公司入駐皇后區將為我們下一代紐約民眾提供更強大的經濟基礎，並將加強本市在

前沿科技領域的優勢。」  

  

「拿騷郡 (Nassau County) 很高興迎接亞馬遜公司入駐紐約市大都會區，」拿騷郡

郡長勞拉·庫蘭  (Laura Curran) 表示。「本郡擁有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隊伍、通

往長島市的優秀公共交通，以及持續增加的以交通為導向的住房，因此我們已準備

好為亞馬遜公司  2 號總部的成功出一份力。今後數月，葛謨州長對長島鐵路  (Long 

Island Rail Road, LIRR) 第三軌道  (Third Track) 的持續投資將為該公司後續建設的總

部提供更好的交通服務。拿騷郡利用長島鐵路為亞馬遜公司的潛在僱員縮短通勤時

間，這條鐵路與數百套新住房都處在步行距離內。我期待整個地區實現預期的經濟

增長。」  

  

「很高興看到亞馬遜公司對我們卓越的城市和州做出這項承諾，」大紐約區房屋

和建築行業委員會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Trades Council of Greater New 

York) 會長嘉里·拉巴貝拉  (Gary LaBarbera) 表示。「我們期待與亞馬遜公司以及

整個社區密切合作，確保該項目提供優質的中產階級建築工作和福利，以及優質的

長期工作。」   



 

 

  

「亞馬遜公司宣佈為  2 號總部尋找場地時，每個紐約民眾都明白這個場地應當選

擇這裡，皇后區是該公司的理想選址。亞馬遜公司將大力推動紐約州的經濟發展，

並刺激從技術和建築的無數產業。紐約州建築協會  (New York Building Congress) 

和我們的成員期待與亞馬遜公司以及經濟發展委員會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EDC) 建設這次激動人心的合作項目，及其將帶動的基礎設施改進，」紐

約州建築協會  (New York Building Congress)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卡洛  A. 斯賽蘇拉  

(Carlo A. Scissura) 表示。  

  

「亞馬遜公司入駐長島市是一次巨大的勝利，並確定了紐約州在科技領域的全球主

導地位。本市和本州採取長期經濟建設戰略幫助全部五個行政區建設多元化經濟，

亞馬遜公司選擇曼哈頓區  (Manhattan) 以外地區的行政區，這正是該戰略的頂

點。」「這份公告是本州和地方領導人員取得的重要成就，祝賀葛謨州長、德布拉

西奧  (de Blasio) 市長以及紐約市經濟發展聯盟  (NYC Economic Development) 會長

帕切特 (Patchett) 及其全體團隊成員努力促成這個項目，」紐約州房地產理事會  

(Real Estate Board of New York, REBNY) 會長約翰  H. 邦克斯  (John H. Banks) 表

示。  

  

「大約 30 年前，隨著花旗銀行  (Citi) 入駐，皇后區有史以來建造的最高的樓宇投

入使用，這棟大樓現已成為長島市的標誌大樓，」花旗銀行首席執行官邁克爾考

巴特  (Michael Corbat) 表示。「自那時起，我們數千個同事就進入該街區，目睹該

街區轉變成當前繁榮活躍的社區。我們公司及其需求隨著時間的推移持續改變，但

我們對這個街區的欣賞和關注卻持續增強。我們整合特里貝克地區  (Tribeca) 全球

總部的員工，但在長島市仍擁有重要影響力。但是考慮到亞馬遜公司在這裡建立重

要業務將對紐約州和長島市產生的影響，我們希望出一份力來促成該項目。我們承

諾盡早騰出科特廣場  1 號的某些樓層，並把目前在那裡工作的大約  1,100 個同事

遷移到其他地點，包括長島市總部和特里貝克地區總部。花旗銀行在  206 年前成

立時就駐扎在此地，我們無比欣喜地歡迎亞馬遜公司入駐卓越的紐約市。」   

  

「亞馬遜公司入駐東河  (East River) 並非偶然。這是長久以來並將持續使紐約州變

得特別的因素產生的成果。紐約州是獲得大批多元化人才的全球最佳城市，」改

善紐約州協會理事會  (Board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 Better New York) 主席史蒂

夫·魯賓斯坦恩  (Steven Rubinstein) 表示。  

  

「隨著亞馬遜公司在長島市增建  2 號總部，皇后郡商會  (Queens Chamber of 

Commerce) 作為皇后郡  (Queens County) 最大的商業協會，很高興與亞馬遜公司、

其他機構以及我們的在任官員合作，」皇后郡商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托馬斯  J. 格

雷克  (Thomas J. Grech) 表示。「皇后郡目前擁有完善的地方合作夥伴網絡，能夠

提供企業繁榮發展需要的一切資源，因此是居住、工作和娛樂的理想地點。皇后郡

的機構將獲益於亞馬遜公司給該地區創造的就業，以確保整個商界繁榮發展。」   



 

 

  

「作為長島市的長期房產所有者，我們很高興迎接亞馬遜公司加入我們活躍發展的

街區，」長島市經濟開發區  (Business Improvement District, BID) 主席兼布勞斯房

地產公司  (Brause Realty) 總裁戴維德·步拉瑟  (David Brause) 表示。「亞馬遜公

司將加入捷藍航空公司  (JetBlue Airways) 等其他主要創新公司的陣營，該公司的總

部位於我們在皇后廣場  (Queens Plaza) 的大樓內。長島市擁有卓越  地理位置、優

秀的交通、世界頂級的文化機構以及精彩的多用途社區，因此將為亞馬遜公司的員

工提供理想的街區用來安家。」   

  

「我們的祖父輩  70 多年前在阿納布勒盆地  (Anable Basin) 成立了普拉克斯公司  

(Plaxall)，我們家族自那時起就相信長島市是生產力、創新和藝術創作的核心，」

普拉克斯公司常務理事保拉·科比  (Paula Kirby)、托尼·波弗爾  (Tony Pfohl)、馬

修·奎格利  (Matthew Quigley)、喬納森·德雷舍  (Jonathan Drescher) 表示。「我們

憑著與當地居民、企業和機構數十年合作取得的經驗，我們為阿納布勒盆地提出以

生產力精神和生活質量為中心的構想，該構想維繫輕工製造活動，並為公眾提供長

期封閉的濱水區的通道。  我們很自豪擁有亞馬遜公司這樣的合作夥伴來共同實現

這個願景。我們已經在西雅圖市  (Seattle) 親眼目睹了亞馬遜公司怎樣將其園區和

員工發展並整合到周邊社區內，我們了解亞馬遜公司打算在這裡實踐類似的構想。

因此，對於我們作為家族與亞馬遜公司密切合作實施阿納布勒盆地計畫，用來紀念

長島市的特質並維繫七十年前吸引我們的祖父路易斯 ·波弗爾  (Louis Pfohl) 來到此

地，並由其子女安妮  (Ann)、吉姆  (Jim)、利恩 (Lynn) 推進的相同的創新和生產力

構想，該項目具有重要的意義。普拉克斯公司歡迎亞馬遜公司入駐此地，並期待隨

著計畫推進，繼續與社區開展與阿納布勒盆地相關的長期討論。」   

  

「數十年來，長島市皇后大橋屋村住宅區的居民始終無法獲得長島市創造的新就業

崗位。居民要獲得高薪工作，必須通勤前往曼哈頓區、皇后區以及布魯克林區的其

他地點，」皇后大橋屋村住宅區租戶協會  (Queensbridge Tenants Association) 會

長艾普利·辛普森  (April Simpson) 表示。「亞馬遜公司宣佈建設  2 號總部，這有

望為長島市的居民創造就業崗位，這是激動人心的，但我們仍需密切合作以確保皇

后大橋屋村住宅區的住戶獲得  100% 的保障，以獲得這些就業崗位和勞動力發展

計畫提供的教育培訓，這些計畫將為我們與亞馬遜公司合作提供的成千上萬份工作

打開大門。仍有大量工作等待完成，我們非常歡迎這次機會，與亞馬遜公司、該市

以及本州的代表人員合作，確保這次交易造福於將要並且最應受益的群體：皇后大

橋屋村住宅區的住戶。」   

  

「亞馬遜公司最好地示範了我們自豪地擁有的特質：具備創造力、生產力和發明能

力的公司、人員和社區，」長島市合作夥伴機構  (Long Island City Partnership) 總

裁伊麗莎白·魯斯金  (Elizabeth Lusskin) 表示。「亞馬遜公司將為我們傑出的多元

化居民和學生群體提供職業發展機會，包括拉瓜迪亞社區大學  (LaGuardia 

Community College)，我們為此感到激動。我們周密、全面、仔細地規劃多方位未



 

 

來以造福於全體民眾，感謝葛謨州長和德布拉西奧  (de Blasio) 市長在此期間發揮

卓越的領導能力，並期待與他們以及亞馬遜公司合作。」   

  

「今天是長島市令人激動的日子，」長島市合作委員會  (LIC Partnership Board) 

會長兼銀杯工作室  (Silvercup Studios) 執行副總裁蓋瑞·科納  (Gary Kesner) 表

示。「長島市合作委員會、企業、房主和教育機構合作呈現長島市最優秀的方

面，該項目是由此取得的成果。亞馬遜公司入駐此地，將為我們的商業、居民和文

化社區帶來重要機會，用於發展並參與技術創新活動。該項目有望提供的就業機會

是此前任何商業開發活動都無法比擬的。祝賀紐約州和長島市實現該項目，並祝賀

亞馬遜公司做出明智的選擇。」   

  

「亞馬遜公司選擇入駐長島市，這表明皇后區西區  (Western Queens) 能夠提供豐

富的人才資源，並認可紐約州目前和今後都將歡迎最優秀的人才，」考夫曼·阿里

斯托亞工作室  (Kaufman Astoria Studios)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豪爾·羅斯布魯茲  (Hal 

Rosenbluth) 表示。   

  

「追逐機構  (Pursuit) 作為長島市的社會影響力機構，培訓低收入成年人成為軟件

開發人員，並幫助他們獲得能夠維繫家庭的技術工作，該機構打算與亞馬遜公司合

作建設 2 號總部，從而為紐約市的低收入居民提供勞動力培訓。」「我們很高興

與亞馬遜公司合作建設  2 號總部，從而為當地社區提供有意義的工作，」追逐機

構首席執行官兼聯合創始人朱卡·徐  (Jukay Hsu) 表示。「在皇后區建設繁榮且具

有包容性的技術社區從一開始就始終是我們的核心任務。追逐機構培訓需求度最高

並且最有潛力成為軟件開發人員的成年人，從而幫助大學畢業生在領先的企業獲得

就業，這些人從參加該計畫前賺  1.8 萬美元年薪平均提升至參加該計畫後賺  8.5 萬

年薪。追逐機構與藍圍裙  (Blue Apron) 和  Q 管理 (Managed by Q)等公司合作，以

重新培訓其藍領倉庫工人學習編寫程式，並在其公司內以軟體開發人員的身份獲得

再就業。我們過去七年在皇后區完成了這項工作，因此了解社區的需求，及其在獲

得科技產業的這些持續增長的機會方面遇到的障礙。亞馬遜公司如今入駐皇后區。

追逐機構能夠把皇后區介紹給亞馬遜公司。我們期待與亞馬遜公司、紐約市以及紐

約州合作，確保這些承諾有意義地得到兌現。」   

  

「銀杯工作室的工作人員很高興亞馬遜公司認可選址在長島市的價值，我們過去  

35 年始終駐扎在那裡，」銀杯工作室首席執行官艾蘭·蘇娜  (Alan Suna) 表示。

「長島市擁有文化、商住混合房產、交通、住房和多元化的群體，亞馬遜公司因此

在今後將能夠吸引人才，並與我們的社區共同發展。因為博伊斯科技公司  (Boyce 

Technologies) 的技術領導人員，我們成為了富於創造力的『村莊』，因為在拉瓜

迪亞社區大學的合作夥伴，我們成為了教育權威。亞馬遜公司將像其在別處做的那

樣，投資於我們的社區，並為我們的街道景觀和濱水區帶來亟需的  24/7 生活。我

們期待亞馬遜公司成為鄰居，並在今後數十年成為持續的影視製作客戶。」   

  



 

 

「紐約市立大學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CUNY) 很高興帶頭參與亞馬遜公司令

人激動的總部擴建項目，該項目必將對紐約市的經濟以及我們合作刺激就業機會和

經濟增長的能力產生變革性的影響，」紐約市立大學董事會  (CUNY Board of 

Trustees) 主席小威廉  C. 托馬斯  (William C. Thompson, Jr.) 表示。「紐約市立大

學是美國最大的城市大學系統，我們將繼續提供龐大的大學資源以確保亞馬遜公司

擁有強大的人才、思想和創新渠道。」   

  

「紐約市立大學隨時準備與亞馬遜公司以及政府內的諸位夥伴合作，提供技能嫻熟

的大學畢業生，競爭亞馬遜公司提供的  4 萬份新工作，」紐約市立大學臨時校長

維塔  C. 拉比諾維茨  (Vita C. Rabinowitz) 表示。「我們期待貢獻教師、工作人員和

學生具備的才華和創造力，從而在今後實現廣泛合作。」   

  

「很高興看到亞馬遜公司認可長島市是在紐約市設立新總部的理想地點，我們大學

在長島市充當教育支柱，」拉瓜迪亞社區大學校長蓋爾  歐 . 麥洛  (Gail O. Mellow) 

表示。「亞馬遜公司入駐我們地區將給學生帶來變革性的影響，尤其是每年參加

技術課程的  3,500 個學生。我們很多學生必將成為亞馬遜公司今後的員工。  我們

準備與亞馬遜公司建立合作，並期待開始工作。」   

  

「我們很高興迎接亞馬遜公司入駐紐約州，並期待看到該公司及其今後成千上萬個

員工在本市蓬勃發展，」紐約市技術組織  (Tech:NYC) 執行主管朱莉·薩繆爾斯  

(Julie Samuels) 表示。「從才華橫溢的勞動力隊伍，到致力於創造商業環境用來

吸引有創新力的公司的地方領導人員，亞馬遜公司想在此地大力擴張業務並不令人

意外。亞馬遜公司的決定在今後多年將對紐約州產生深遠的積極影響，這鞏固了長

島市作為全球一處最具活力的科技中心的地位。」   

  

「過去十年，紐約市已經發展成為國際科技中心，這是各行各業的人才和企業的頂

級目的地，」艾利企業集團  (AlleyCorp) 首席執行官凱文·瑞安  (Kevin Ryan) 表

示。「亞馬遜公司想利用紐約市提供的豐富多樣的產業、人才、經驗和專業技

能，這並不令人感到意外，2 號總部以及隨之創造的技術工作必將幫助本市持續蓬

勃發展。我期待歡迎亞馬遜公司入駐紐約市。」   

  

「紐約市對電腦科學教育提供空前規模的投資，亞馬遜公司選擇在這裡建設  2 號

總部表明這項事業產生了回報，」  合廣投資公司  (Union Square Ventures) 合夥人

弗雷德·威爾遜  (Fred Wilson) 表示。「紐約州科技社區歡迎亞馬遜公司及其創造的

成千上萬份工作，並持續致力於確保紐約州全體民眾獲得所需的培訓以獲得這些職

位。」  

  

「亞馬遜公司入駐此地將鞏固紐約市作為全球科技首府城市的地位，並將有利於該

市的小企業，這些企業逐漸在亞馬遜公司的平台上增加銷售產品，」曼哈頓區商

會  (Manhattan Chamber of Commerce)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傑西卡·沃克  (Jessica 



 

 

Walker) 表示。  「我們商會期待最大程度加強這種關係，以確保全體利益相關方

利用這個空前未有的機會。」   

  

「我們為在皇后區的合作夥伴感到激動，這些合作夥伴將為亞馬遜公司  2 號總部

提供受人歡迎並且成功的場所。布魯克林區和相鄰的行政區具備多元化、交通便利

的地形和高技能勞動力隊伍，我們將繼續將其作為經商地點加以宣傳。BQX 輕軌

這類項目幫助我們持續發展布魯克林區以及皇后區繁榮海岸線沿線的地方人才和經

濟。我們期待此舉將為紐約市全體民眾提供就業機會。」布魯克林區商會會長兼

首席執行官赫科特·巴提斯塔  (Hector Batista) 表示。  

  

「作為紐約州的本土航空公司，我們很高興迎接亞馬遜公司入駐長島市，」捷藍

航空公司首席執行官羅賓·哈耶斯  (Robin Hayes) 表示。  「這份公告鞏固了紐約市

作為全球重要創新中心與商業中心的地位。我們  2010 年在這裡設立捷藍航空公司

時就知道長島市是個特別的地方，我們期待長島市因為亞馬遜公司今天做出的決策

而實現持續發展。歡迎入駐該街區！」   

  

「在  21 世紀的經濟體中，取得成功關鍵在於人才、人才、人才。亞馬遜公司決定

選擇長島市作為其  2 號總部競賽的優勝方，這表明，由於私人部門和該市以及紐

約州連續幾屆政府多年來的理性投資，這個傑出的多用途社區成為了這種最寶貴的

商品的起步點，」RXR 房地產公司  (RXR Realty) 基金經理兼執行副總裁賽馳·匹斯

奇  (Seth Pinsky) 表示。  「長島市擁有卓越的開放空間、無與倫比的交通基礎設

施、世界級的文化機構、非常多元化群體、繁榮的工商業部門，並且靠近羅斯福島  

(Roosevelt Island) 康奈爾理工學院  (Cornell-Technion)，目前已經明確成為成功的生

活 /工作/娛樂社區的典範。」   

  

「在微點公司  (littleBits)，我們的使命直接與在紐約州的業務相關，」創始人兼首

席執行官艾亞·卜德爾  (Ayah Bdeir) 表示。「我們想讓每個地方的孩子都能夠成為

未來的變革者，因此選擇以紐約州作為豐富多樣的思想、背景和行業的中心地。我

們選擇在紐約州建設  2 號總部，我希望亞馬遜公司體現這種多元化，並將幫助我

們建設更具同理心、積極並且更具包容性的科技產業。」   

  

「亞馬遜公司的決策鞏固了紐約市作為科技首府城市已經具備的強大投資模式，因

此，對於已經參與建設該地區生態系統的人們而言，該項目是一次認可，我們知道

它將推動紐約市科技產業持續發展的機遇，」卓越加速器  (Accelerator Awesome) 

聯合創始人約翰·林恩  (John Lynn) 表示。「對紐約市而言，這個項目有代表性地

證明我們正在全面加快過渡至技術型經濟，長島市處在優勢地位，吸引並鼓勵更多

有才華的個人和團體加入我們持續發展的創新者社區。」   

  

「我們能夠獲得有才華並且多元化的勞動力、有利的賦稅獎勵措施，並就近提供各

種主要形式的交通，因此在長島市設立這家企業，並堅定履行承諾留在該市發



 

 

展，」M 女士糖果公司  (Lady M Confections) 辦公室主任艾瓦瑞茲·斯莫尼特  

(Alvarez Symonette) 表示。「長島市給我們提供了各類小企業渴求的穩定性。我

們因為大量的支持而敢於做出大構想、削減大城市的層層官僚制度，並目睹我們的

企業從長島市一家只有八個人的廚房（在曼哈頓區上東區  (Upper East Side) 設立

微型豪華蛋糕甜品店）發展成為高度多元化的全球勞動力機構，有  1000 多個員工

參與美國和亞洲的零售業務和製造業務。此外，連同  800 萬個潛在客戶，該市成

為了發展各類企業的理想地點。我們很容易理解這個精彩社區對亞馬遜公司的吸引

力。」  

  

「我樂觀地認為，亞馬遜公司已經了解了我們了解的一切有利因素，即長島市是發

展企業的好地方，」(Digital Natives Group) 合夥人兼聯合創始人本·古特曼  (Ben 

Guttman) 表示。「我希望該公司能夠加入到我們街區內具備高參與度和公民思維

的商業社區，該公司將支持更多經濟適用房、交通改善活動、公共空間，等等，從

而與我們一起成為優秀的企業公民。」   

  

「紐約州的吸引力已經達到了頂點，在這裡生活和工作都是非常精彩的，」洛克

羅斯公司  (Rockrose) 總裁賈斯丁·艾格哈納亞  (Justin Elghanayan) 表示。「亞馬

遜公司將為科特廣場提供活躍的勞動力。我們歡迎亞馬遜公司團隊在這裡安家。」   

  

「亞馬遜公司做出的承諾很好地補充了紐約市本已快速發展的活躍科技生態系統，

並將幫助市政禮堂機構  (Civic Hall) 開展工作，為未獲得周到服務的紐約民眾提供

更多高薪科技工作，」市政禮堂機構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安德魯 ·萊斯傑  (Andrew 

Rasiej) 表示。「亞馬遜公司做出的選擇還將鼓勵更多科技公司和初創企業因為高

度多元化的優質勞動力而選擇紐約州，從而幫助整個科技產業以硅谷  (Silicon 

Valley) 從未做過的或能夠做到的方式變得更具包容性和社會責任感。」   

  

「我們很高興亞馬遜公司因為紐約市的人才而選擇入駐本市，這是在意料之中的，

這些人才包括美國由包含  110 萬個學生組成的最大規模的公立學校系統，這些學

生參加了『全員電腦科學  (Computer Science for All, CSforAll)』計畫，」『全員電

腦科學』計畫主理合夥人邁克爾·普瑞頓  (Michael Preston) 表示。「紐約市始終吸

引頂級人才，但我們在該項目中還提供人才。各學校的孩子是紐約市的未來，如今

成為了亞馬遜公司的未來。我們歡迎亞馬遜公司，並期待合作提升該公司在紐約市

公立學校校友錄中的排名。」   

  

「提供多元化的技能型勞動力對亞馬遜公司入駐紐約市發揮了重要作用，」佩爾

斯科拉斯公司  (Per Scholas)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普利尼奧·阿亞拉  (Plinio Ayala) 表

示。  「該市擁有成千上萬個多元化的當地員工，這些員工具備積極性、探索慾和

能力，能夠在亞馬遜公司這類企業嶄露頭角。有了合適的投資，佩爾斯科拉斯公司

這類機構能夠提供培訓來輸送科技人才渠道，從而推動亞馬遜公司和其他多家將進

入我們持續發展的科技生態系統的科技公司發展。」   



 

 

  

「很高興由於亞馬遜公司投資於地方勞動力，我們將目睹非傳統背景的技術工人獲

得更多機會，」綜合學院  (General Assembly) 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嘉克·斯瓦

特茲  (Jake Schwartz) 表示。  「我們多元化的勞動力隊伍獲得這類持續支持，紐約

州因此成為令人滿意的科技中心。」   

  

「作為技術之路高中  (P-TECH) 的創始理念，公/私合作使得紐約市教育局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YCDOE) 的學生得以從紐約市立大學紐約市技

術學院 (New York City College of Technology) 開始接受早期大學教育，並在  IBM 公

司開始早期職業生涯，我熱烈祝賀亞馬遜公司選擇紐約市，」技術之路高中創始

負責人拉希德·戴維斯  (Rashid Davis) 表示。「亞馬遜公司選擇紐約市，這證明了

紐約市教育局和紐約市立大學擁有才華橫溢的學生。我期待協助亞馬遜公司建立技

術之路高中的多條渠道，為將要創造的職業和職業生涯做好準備。」   

  

「塞恩電子公司  (Shine Electronics) 是一家幾代人經營的家族小企業，該公司過去  

30 年始終在皇后區長島市核心區域運營，」塞恩電子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艾洛

特·帕克  (Elliot Park) 表示。「我們歡迎亞馬遜公司入駐我們街區的這份公告，因

為希望能把這個獨一無二的繁榮社區建設成亞馬遜公司等大型全球企業與長島市地

方社區小企業之間的新創新經濟建設合作活動的重要典範。」   

  

「作為 1973 年起加入皇后區社區的自豪成員（1995 年後遷入長島市），以及長

島市令人自豪的快速發展的企業的創始人，我對於亞馬遜公司加入我們的商業佈局

帶來的前景感到無比興奮，」咖啡德公司  (COFFEED) 創始人弗蘭克『特特爾』拉

斐爾  (Frank “Turtle” Raffaele) 表示。「憑著該公司富於創新力的員工隊伍和鼓舞

人心的想法，我相信該公司將在這個本已傑出的，適合經商、居住和遊覽的地區成

為積極活躍的企業。熱烈歡迎該公司入駐我們社區，並期待向其展示我們大家多年

來了解的事實：長島市是現代化、進步和富於改革能力的多用途區域的未來和門

面，並且是個偉大的地方！」   

  

「感謝葛謨州長、德布拉西奧  (de Blasio) 市長以及每個努力協助亞馬遜公司在皇

后區建成 2 號總部的人員，」紐約州大艾倫  AME 教堂  (Greater Allen AME 

Cathedral of New York) 弗洛伊德  (Floyd) 牧師和伊蓮·弗拉克  (Elaine Flake) 牧師

表示。「我非常高興地獲知，亞馬遜公司與長島市以及紐約州建立合作，承諾與

紐約市立大學、紐約州立大學以及地方勞動力發展機構合作實施可靠的勞動力發展

計畫，用來幫助紐約民眾準備好從事  21 世紀的工作。」   

  

「亞馬遜公司在長島市設立總部，這給紐約市經濟中產階級化這一持續增強的實際

情況帶來了清新氣息，」基督教文化中心  (Christian Cultural Center) 資深牧師兼

首席執行官  AR·伯納德  (AR Bernard) 教士表示。「4 萬份新工作和市長提出的經

濟適用房計畫  (Affordable Housing initiative) 給承受經濟壓力的民眾帶來了希望。」   



 

 

  

「亞馬遜公司入駐長島市將帶來無限的可能性，包括發展勞動力隊伍，以及確定本

市在科技領域的主導地位，」大斯普林菲爾德社區教堂  (Greater Springfield 

Community Church) 費爾·克萊格  (Phil Craig) 牧師表示。「如果我們達成從高中

到紐約市立大學的高科技部署目標，此舉還將給我們的學校系統帶來巨大的影響和

積極的效果。感謝州長和市長辦公室帶頭實施這項具有顛覆意義的計畫。」   

  

「歡迎亞馬遜公司入駐皇后區，我非常希望該公司將帶來機遇和繁榮發展的前景，

尤其是給該社區既有的居民。」科羅娜第一浸禮會教堂  (First Baptist Church of 

Corona) 帕特里克·楊  (Patrick Young) 牧師表示。「我們期待與亞馬遜公司合作，

確保地方社區內的非營利機構能夠參與該過程，創造就業崗位、指導青少年，並投

資於社區建設活動。」   

  

「我很高興目睹因亞馬遜公司在長島市建設新總部帶來的各種可能性，」第一科

林蒂安斯浸信會教堂  (First Corinthians Baptist Church) 小邁克爾  A. 瓦隆德  

(Michael A. Walrond, Jr.) 牧師表示。「亞馬遜公司做出的決定將對經濟建設做出

巨大貢獻，尤其是將創造新就業崗位來造福於大量民眾。這對紐約市全體民眾而言

都是一次巨大的勝利。」   

  

「亞馬遜公司選擇在長島市建設  2 號總部，這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該社區充滿活

力，」雕塑中心  (SculptureCenter) 總策展人兼首席理事瑪莉·塞露提  (Mary Ceruti) 

表示。「亞馬遜公司這類重視人才的企業非常了解長島市文化生活將給其員工帶

來的價值。我樂觀地認為，該項目帶來了機遇，使該市關注本社區需要的基礎設

施。」  

  

「亞馬遜公司入駐長島市令紐曼廚房公司  (Neuman's Kitchen) 的每個人感到無比激

動，」紐曼廚房公司首席靈感官保羅·紐曼  (Paul Neuman) 表示。「我們是全世界

最具活力、創造力和精力的商業社區，我們期待亞馬遜公司加入這個大家庭。傑夫  

(Jeff)，這是個很好的選擇。」   

  

「長島市為了這一刻已經準備很久了，並已做好準備，迎接亞馬遜公司和社區福

利，以及該公司將創造的超過  2.5 萬份新工作，」現代空間機構  (ModernSpaces) 

首席執行官兼總裁艾瑞克·本納姆  (Eric Benaim) 表示。  

  

「作為紐約州的本土創業公司，該項目對我們有著諸多意義，亞馬遜公司信任紐約

民眾，並將投資於當地居民的就業培訓計畫。」  「純粹口香糖公司  (Simply Gum) 

在亞馬遜公司平台上實現的發展和擴張已幫助我們在布魯克林區創造了  30 多個製

造業工作崗位。隨著我們持續發展，純粹口香糖公司和紐約州其他小企業將極大地

受益於亞馬遜公司的勞動力培訓與發展活動。  亞馬遜公司對紐約州做出的承諾對



 

 

我們大家而言是一次勝利，」純粹口香糖公司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卡洛 ·普羅斯查  

(Caron Proschan) 表示。  

  

「博伊斯科技公司  (Boyce Technologies, Inc., BTI) 在製造業和創新領域有著深厚的

根基，選擇長島市是因為預計該市將實現復興。由於長島市技術中心的支持，博伊

斯科技公司搬遷了公司辦公室，並建設了現代化的高級製造中心。我們很自豪亞馬

遜公司選擇長島市，並將邀請其他頂級科技公司加入我們的陣營。亞馬遜公司幫助

長島市打好基礎，成為具有國家重要性的先進商業中心。長島市在皇后區核心區域

的藝術、家庭生活、傑出的濱水休閒娛樂區、大範圍交通、社區參與以及創新方面

具備傑出的協同效應，」博伊斯科技公司總裁查理斯·博伊斯  (Charles Boyce) 表

示。  

  

「亞馬遜公司將鞏固紐約市作為科技行業領先中心的特權，與此同時為皇后區濱水

區帶來額外的活力。長島市及其居住、商業、工業和創意用途，連同毗鄰康奈爾科

技學院 (Cornell Tech) 和曼哈頓區核心區域，是亞馬遜公司在該地區發展的理想地

點，」HR&A 顧問公司  (HR&A Advisors) 高級顧問兼紐約市規劃委員會  (NYC 

Planning Commission) 前會長卡爾·維斯布德  (Carl Weisbrod) 表示。  

  

「康奈爾科技學院很自豪迎接亞馬遜公司從我們在河對岸的羅斯福島園區遷入紐約

市，成為其新鄰居。亞馬遜公司選擇在長島市建設  2 號總部，將加入全世界發展

最快並且最多元化的科技社區，」康奈爾科技學院首席實行官喬什·哈德曼  (Josh 

Hartmann) 表示。  「康奈爾科技學院每年提供成百上千個畢業生，此外還開展具

有影響力的突破性研究活動，利用我們與紐約市立大學和幼稚園至  12 年級公立學

院的合作關係，正在擴展長島市技能型科技人才的渠道。紐約市已崛起成為為科技

與創新的目的地，亞馬遜公司入駐該市將加快該市和康乃爾科技學院的發展和成

功。」  

  

「在哥倫比亞  (Columbia)，我們始終了解紐約州是期待在這個世界有所作為的富於

創造力的青年人的理想地點。顯而易見，亞馬遜公司也了解這一點。根據今天的新

聞，我們相信必將目睹紐約市的學生獲得更多就業崗位和實習職位，以及紐約市大

學科學家將針對前沿研究項目開展更多合作活動。亞馬遜公司決定入駐紐約市，這

有力地證明了長島市作為世界級創新中心持續提升的卓越地位，並將極大促進這一

地位，」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知識產權與技術轉讓高級副總裁奧

瑞恩·赫斯考維茲  (Orin Herskowitz) 表示。  

  

「紐約大學  (New York University, NYU) 很自豪與長島市合作，把亞馬遜公司帶到

紐約州，並為聽到今天的好消息而愈發感到自豪，」紐約大學校長安德魯·漢密爾

頓  (Andrew Hamilton) 表示。  「紐約州在轉變成全球科技與創新首府城市的過程

中取得持續成功，該項目就是重要的證明。紐約大學吸引美國和全世界的學生，大



 

 

多數學生都留在紐約州並在此就業。亞馬遜公司入駐該市將給我們在多個領域的才

華橫溢的畢業生提供重要的新機遇。歡迎亞馬遜公司入駐紐約州。」   

  

「紐約州長期以來持續吸引多個行業領域的人才，近期作為工程科技領域的主力軍

嶄露頭角。亞馬遜公司公佈的總部進一步凸顯了紐約市多元化、富於創造力的和創

新的生態系統，」哥倫比亞大學工程學院  (Columbia Engineering) 院長瑪莉  C. 博

伊斯  (Mary C. Boyce) 表示。「作為美國領先的工程學院，哥倫比亞大學工程學院

有超過 220 個教師和  4000 多個本科生和碩士生，很高興與諸位夥伴以及亞馬遜公

司合作，推動紐約市前進，取得其作為領先的科技中心的地位。」   

  

「隨著亞馬遜公司入駐該地區，紐約州的經濟將變得更加強大、更加多元化、更加

有適應力。長島市的經濟近年來炙手可熱，同樣地，紐約州必將受益於新增的  2.5 

萬份高薪工作以及新入駐的一家頂級規模的行業參與者，該行業有望在今後數十年

帶動美國實現更多就業增長。」作為關注在紐約州增加經濟機會的獨立智庫，城

市未來中心  (Center for an Urban Future) 執行理事喬納森·鮑勒斯  (Jonathan 

Bowles) 表示。  

  

「長島市擁有豐富的交通方式：地鐵線路、通勤鐵路、輪渡服務、單車和滑板車，

並且毗鄰主要機場。長島市因此成為亞馬遜公司的理想地點，」紐約大學魯丁交

通中心  (Rudin Center for Transportation) 主任米切爾·莫斯  (Mitchell Moss) 表

示。  

  

 「紐約大學坦登工程學院  (Tandon) 很自豪與紐約市經濟建設公司  (NYC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合作，並且很高興與本屆州政府合作，幫助紐約市建設

亞馬遜公司  2 號總部，」紐約大學坦登工程學院  (Tandon School of Engineering) 

院長伊蓮娜·考瓦維  (Jelena Kovaevi) 表示。「因為我們與亞馬遜公司構想的合

作，紐約州將保持卓越的科技中心地位，我們將繼續提供必要的人才，供創新經濟

在這裡蓬勃發展。」  

  

「紐約市是科技領域女性的最佳地點，」康乃爾科技學院紐約州技術與創業女性

項目  (WiTNY Program) 主任朱迪·斯匹特茲  (Judy Spitz) 表示。「康乃爾科技學院

的目標是利用紐約州技術與創業女性項目建設我們的社區並加以鞏固，該項目推動

年輕女性在亞馬遜公司這類著名企業獲得卓越的實習機會並進入科技職業生涯，正

在幫助彌合科技部門的性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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