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6 年 12 月 12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安德魯  M.葛謨  |  州長 

 
葛謨州長公佈開創性的  6.5 億美元計畫用於推動世界頂級生命科學集群在紐約州   

(NEW YORK) 實現發展  

 
該計畫為生命科學公司提供資金、營運支持以及賦稅激勵措施用於支持研發增長   

 
在全州  45 所高校免稅提供  320 多萬平方英呎的創新空間和  1,100 英畝的建設用地  

 
新計畫將幫助培養研究人才和創業人才用於發展紐約州生命科學部門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開創性的  6.5 億美元新計畫用於推動世界頂級新生命

科學研究集群在紐約州實現發展、增強紐約州對這種研究實現商業化的能力並發展

經濟。這項全方位計畫包括為新成立的和現有的生命科學公司提供  2.5 億美元的賦

稅優惠、2 億美元的州政府撥款用於支持投資濕實驗室和創新空間、為早期生命科

學計畫提供  1 億美元資金，並透過私人部門合作夥伴額外提供至少  1 億美元的配

套資金用於支持營運。  

 

「紐約州擁有獨特的優勢成為生命科學領域的全球巨頭，而這項開創性的計畫提供

撥款並設立方案以發揮我們巨大的潛質，」葛謨州長表示。  「從提供激勵措施吸

引頂級人才和推動創新，到為新興生命科學公司提供發展所需的空間，我們正在打

破障礙並幫助該產業獲得發展動力。如今，紐約州已準備好成為未來新發現的發源

地，這些新發現將推動我們的經濟發展並在全世界挽救生命。」   

 

生命科學部門涵蓋生物技術、製藥、生物醫學技術、生命系統技術領域，以及投入

主要精力開展不同階段的研發、技術轉讓與商業化工作的組織和機構。該部門內的

公司每天尋求醫藥領域新的突破性進展，這些進展有可能透過新療法或早期發現諸

如孤獨症和癌症等疾病來挽救生命。這些公司還在農業和環境生物技術領域取得重

要進展，幫助創造更加清潔可持續的未來。  

 

紐約州強化各項激勵措施、投資於各種設備並增加提供人才和專業知識，藉此顯著

增加產業資助研發的份額、支持當前學術研究實現商業化，並開發新一代的先進技

術。除了推動科學進步，該計畫還將讓紐約州吸引新興製造企業、推動區域經濟發

展並創造數千份工作。  

 

州長設立的生命科學計畫具體包括：   

 



提供  2.5 億美元的賦稅優惠給新成立的以及現有的生命科學公司用於擴展研發活

動   

為更好地與其他積極爭取紐約州頂級生命科學研究人才的各州競爭，州政府必須在

早期階段透過天使投資人為該部門吸引更多資金，使之更能夠吸引現有的以及新成

立的生命科學公司在紐約州落戶、開展發明創造、商業化以及生產活動。  

 

根據州長設立的計畫：   

 

  現有的生命科學公司有資格獲得  1,000 萬美元的『精益求精工作計畫  

(Excelsior)』年度退稅額度；   

 

  新成立的生命科學公司產生的所有符合條件的新研發經費將獲得  15% 的退

稅額度。生命科學產業的小型公司可申請  20% 的退稅額度。  

 

  天使投資人的投資將獲得  25% 的退稅額度，每位投資人最高可獲得  25 萬

美元的退稅額度。  

 
 
免稅提供  2 億美元的州政府撥款、逾  320 萬平方英呎的空間，以及  1,100 英畝的

開發用地用於促進生命科學創新  

生命科學領域的創新需要尖端實驗室空間、設備和技術。州長設立的計畫分十年撥

款  2 億美元用於支持生命科學實體的資金需求、讓紐約州的濕實驗室和創新空間

成為未來技術的誕生地。  

 

此外，缺乏價格適中的恰當實驗室空間始終被認為有礙於紐約州發揮其在生命科學

領域的潛質。為補救這一點，州政府還將在全州  45 所高校免稅提供  320 多萬平方

英呎的創新空間和  1,100 英畝的開發用地。撥款、土地和空間創造了空前的機會用

於增加提供對生命科學研究、創新以及開發而言至關重要的濕實驗室、基礎設施及

其他設備。  

 

請點擊此處查看按區域細分的可用創新空間和開發用地。  

 

葛謨州長將在  2017 年州情咨文中公佈這項工作產生的新公私領域合作關係。  

 

提供  1 億美元投資資金給早期生命科學計畫，並由私人部門提供至少  1 億美元的

配套資金 

作為紐約州做出的該部門發展承諾的一部分，州政府許諾額外提供  1 億美元的投

資資金給早期生命科學公司。此外，私人部門合作夥伴也許諾提供配套資金用於支

持投資和營運，出資總額因此達到  2 億美元。 

 

部分投資將用於開展新的生命科學啟動競賽，該競賽仿效大獲成功的  43North 創新

競賽，將進一步支持該部門的發展。紐約州每季度將舉辦為期  13 周的區域生命科

學啟動競賽，開展突破性研究和開發新興技術的公司將在競賽中爭取  2.5 萬美元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TaxFreeSpaceforStartUp.pdf


的撥款。所有季度優勝者隨後將在紐約州年度生命科學峰會  (Life Sciences Summit) 

上競爭五個名額的  10 萬美元企業成立獎，該峰會將匯聚頂級研究人員、商業公司

風險投資者和決策者，共同策劃後續措施用於持續積極發展生命科學部門。  

 

培養研究人才和創業人才用於成立和發展生命科學公司  

早期階段的生命科學公司要取得成功，仍需獲取人才和專業管理知識。為在紐約州

培養這種人才基礎，葛謨州長建立了各種計畫以及合作關係用於吸引頂級研究人員

與我們的學術中心以及醫學院合作開展最新的生命科學創新活動。這些活動包括：   

 

  生命科學實習計畫  (Life Sciences Internship Program)，該計畫將利用紐約州

的公 /私學術中心網絡促進就讀紐約州各高校生命科學專業的學生或應屆畢

業生在合作的生命科學公司參加帶薪實習。  

 

  生命科學研究人員招聘計畫，該計畫將與我們的學術醫學院及其他學術計

畫合作，用於吸引頂級生命科學研究人員。  

 

  生命科學創業顧問組  (Entrepreneurial Advisory Panels in Life Sciences)，該

小組將把企業家和創新者與顧問組聯繫起來，這些顧問將幫助引導制定商業

決策，從而增加新公司在紐約州獲得成功的概率並促進發展。  

 

  該計畫與紐約州衛生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管理的帝國

州臨床研究調查員計畫  (Empire Clinical Research Investigator Program) 合

作，每年提供逾  850 萬美元的資金用於教導醫院把醫師培訓成為臨床研究人

員，從而促進生命科學研究在紐約州的發展，吸引並留住最優秀的生命科學

研究人員。  

 
 

州長制定的多管齊下的辦法將由新的生命科學顧問組提供指導，顧問組由業界和學

術界多個生命科學學科的領袖人物組成。州長將在  2017 年州情咨文中公佈顧問組

成員。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廳長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紐約州擁有多個領先的研究機構和生命科學

集群。葛謨州長設立的最新計畫將促進生命科學部門獲得空前規模的投資，生命科

學部門是全球增長最快的創新產業之一。」   

 

紐約州立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SUNY) 校長南希  L. 奇莫非爾  

(Nancy L. Zimpher) 表示，「紐約州立大學各高校在多個領域內為學生提供有吸引

力的教學、先進的研究機會以及實踐工作經驗，使得學生們對命科學的興趣日益增

加。我們期待與紐約州的機構夥伴以及商業夥伴合作，為這項激動人心的新計畫提

供設施先進的實驗室空間、各種設備和設施，並為學生們擴寬在生命科學領域的應

用學習機會。」  

 



紐約市立大學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CUNY) 校長詹姆斯  B. 米利肯  (James 

B. Milliken) 表示，「紐約市立大學制定的新戰略計畫注重與公私部門的夥伴開展

重要合作，而葛謨州長今天公佈的激動人心的生命科學計畫提供大量機會與一流企

業合作，並為紐約市立大學的學生提供寶貴的經驗用於幫助開啟成功的職業生涯。

我們感激州長提供這筆撥款，這筆撥款發揮重要的作用，讓紐約市立大學的師生與

持續發展的生命科學部門建立聯繫。」   

 

獨立高校委員會  (Commission on Independ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主席勞

拉  L. 安格林  (Laura L. Anglin) 表示，「葛謨州長今天再次大膽利用紐約州各高校

的專業知識推進紐約州的經濟發展。紐約州各地的私立校園和非營利校園將與生命

科學公司合作促進重要發展，並為學生們提供關鍵的學習機會。」  

 

紐約州商業委員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希瑟  C. 布瑞希迪  (Heather C. Briccetti, Esq.) 

先生表示，「生命與生物科學部門對我州經濟具有重要貢獻，我們應當採取更多

措施以激勵額外投資，並為這個重要產業發展人才庫。我們開展的調查表明，生命

科學部門在紐約州提供二十五萬份工作和數十億美元的薪酬，並產生重要的聯邦政

府資金。我們感謝州長公佈這項計畫和保障紐約州跟上並超越我國其他各州的生物

科學投資。」  

 

紐約市合作組織  (Partnership for New York City) 主席凱瑟琳·懷爾德  (Kathryn 

Wylde) 表示，「我們開展的分析表明，州長關於建設全州生命科學產業集群的決

策將帶動創造逾  2.5 萬份新工作和  30 多億美元的額外經濟活動收益，紐約州因此

將與加利福尼亞州  (California) 以及馬薩諸塞州  (Massachusetts) 一樣，成為我國頂

級的商業生命科學中心。」  

 

西蒙斯基金會  (Simons Foundation) 主席詹姆斯·西蒙  (James Simons) 表示，

「州政府撥款給生命科學部門能帶來相當大的益處。這類撥款將積極促進我州經濟

發展以及我們推動科學創新的能力。」  

 

Yumanity Therapeutics 生物科技公司  (Yumanity Therapeutics)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托尼·考勒  (Dr. Tony Cole) 博士表示，「正如我們在馬薩諸塞州觀察到的，集中化

的統籌和資源能調動並加快新增長部門的發展。鑒於尖端科學的突飛猛進，紐約州

做出的這項承諾將吸引就業、創造經濟增長並幫助把新科學轉化成療法。」  

 

羅氏製藥公司  (Roche Pharma) 研究與早期開發部門全球臨床開發主管朱迪斯 ·鄧

恩  (Judith Dunn) 表示，「羅氏製藥公司在紐約州設立創新中心，因為我們認為對

於由革命性科學技術推動的生命科學活動而言，紐約州是全球最有前景的地點之

一。我們希望臨床與商業生命科學在紐約州繼續蓬勃發展、並希望州長設立的計畫

提升紐約州作為頂級產業中心的地位以及支持對紐約州新興公司的重要私人投

資。」 

 

大紐約醫院協會  (Greater New York Hospital Association) 主席肯尼斯  E. 拉斯克  



(Kenneth E. Raske) 表示，「葛謨州長制定計畫讓紐約州成為生命科學產業的全球

領導者，這是他對紐約州醫院社區以及我們服務的患者提供的堅定承諾的最新例

證。這項重要計畫將支持我們世界頂級的學術醫療中心和研究機構追求醫學突破和

保健治療解決方案。我讚賞州長的遠見卓識和領導力。」  

 

輝瑞製藥公司  (Pfizer) 全球研發總裁米卡埃爾·多斯藤  (Dr. Mikael Dolsten) 博士表

示，「州政府開展這項工作發展強大的生命科學產業集群，這將有助於維持並擴

展研發生態系統用於解決社會上一些最重大的疾病。在州長的領導下，學術機構、

基金會、政府機構、生物製藥公司、醫師應邀相聚一堂，共同推進充滿活力的生命

科學部門在紐約州境內的發展。合作、投資、領導力是這項提案的支柱，輝瑞製藥

公司支持這項提案獲得通過並取得成功，該提案鞏固了我們近期做出的決定，把公

司總部保留在紐約市境內。」   

 

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紐約州對知識經濟提供了空前規模的投資。過去五年以來，

紐約州高新技術中心  (Centers for Advanced Technology) 計畫和  (Centers of 

Excellence) 計畫幫助創造或保留了  22,396 份工作並帶來了  49 億美元的經濟效

益。此外，州長設立的創新熱點  (Innovation Hot Spots) 計畫和紐約州註冊企業孵化

器  (New York State Certified Business Incubators) 計畫為早期階段的公司提供指導、

共用設施以及產品開發服務，這兩項計畫在首年創造了逾  1.77 億美元的經濟效

益。紐約州製造業擴展夥伴計畫  (New York Manufacturing Extension Partnership) 支

持小製造企業設計並實施產品與流程創新，幫助創造或保留了  20,677 份工作並產

生了將近 34 億美元的經濟效益。  

 

葛謨州長還透過紐約州衛生部沃茲沃斯中心實驗室  (Wadsworth Center Laboratory) 

設立的開創性計畫提供逾  2.16 億美元資金用於推進基礎、應用、轉譯或其他研發

活動，這些研發活動將透過紐約州幹細胞科學  (New York State Stem Cell Science) 

計畫推進幹細胞生物學領域的科學發現；透過健康研究與科學委員會  (Health 

Research and Science Board) 計畫提供 550 萬美元資金用於支持乳腺癌研究活動和

教育項目；透過脊椎損傷研究委員會  (Spinal Cord Injury Research Board) 提供 2400 

萬美元研究經費用於尋找脊椎損傷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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