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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通用汽車公司  (GENERAL MOTORS，GM) 將向紐約西部   

(WESTERN NEW YORK) 和羅切斯特  (ROCHESTER) 投入  3.34 億美元 

 
位於托納旺達  (Tonawanda)、洛克波特  (Lockport) 和羅切斯特  (Rochester)  

的超過  1,200 個職位將獲得支援  

 
本專案獲得高達  700 萬美元的『紐約州經濟發展廳資本補助金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Capital Grants)』和『精益求精退稅額  (Excelsior Tax Credits)』   

 
這筆投資將為位於紐約的引擎和元件製造廠提供新的機器和設備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跨國汽車製造公司通用汽車公司將投資  3.34 億美

元用於為其在托納旺達、洛克波特和羅切斯特的廠房購置新機器和設備，製造未來

所需的引擎和元件。本專案將為托納旺達提供  67 份新工作機會，並在這三家廠房

中留存 1,194 份職位。紐約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將提供高達  

700 萬美元的資本補助金和『精益求精退稅額』，用以回報該公司做出的就業和投

資承諾，執行這一專案。通用汽車公司在紐約州一共維持了  4,200 份製造業工作機

會。 

 

「對於幾代人來說，通用汽車公司一直都是紐約州的重要經濟引擎，向全球市場提

供一流的產品，為紐約民眾提供高薪工作機會，」葛謨州長表示。「透過加強我

們與  GM 公司的重要合作夥伴關係，我們不僅能夠幫助企業擴大運營，還幫助該

企業在紐約州留下一筆豐富的遺產。此舉再次展現了我們的承諾，即透過保留本州

境內的高薪製造業工作機會，為本地經濟創造更多機遇。我期待著能夠看到新一代

汽車技術能夠在紐約州誕生。」  

 

在  GM 公司的托納旺達引擎  (GM Tonawanda Engine) 製造廠中，通用汽車公司預

計將使用 2.959 億美元為未來引擎的生產購置設備。在  GM 羅切斯特元件控股公

司  (GM Rochester Components Holdings，GMCH) 中，公司預計將使用  590 萬美元

用於未來的動力元件生產；公司還將向  GMCH 洛克波特廠投入  3,186 萬美元，用

於未來的製冷元件生產。這些專案預計將在  2018 年  12 月完成。 

 

通用汽車公司北美部  (General Motors North America，GMNA) 製造和勞工關係副

總裁凱西·克雷格  (Cathy Clegg) 表示：「通用汽車公司將繼續承諾對北美運營中



心展開投資。包括這些最近啟動的專案，我們已經在  2016 年投資 22 億美元，從

而支援未來引擎和汽車的生產。」  

 

紐約經濟發展廳總裁、首席執行官  (CEO) 和專員霍華德·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通用汽車公司在其托納旺達、洛克波特和羅切斯特的廠房中投

入成千上萬的資金用於購置新的機器與設備，並透過留存和創造上百個製造業的技

術型工作機會，使得紐約西部重要的汽車行業和整個地區受益匪淺，取得成就。」   

 

托納旺達引擎製造廠  (Tonawanda Engine Plant) 

托納旺達引擎製造廠主要為通用汽車公司最受歡迎的產品生產獲獎型引擎，包括：

Ecotec 2.5L/2.0L 渦輪系列、ECOTec3 引擎家族和小型第  5 代引擎  (Small-Block 

Gen 5 Engine)。托納旺達引擎製造廠始建於  1937 年，由被譽為『底特律的建築

師』  的阿爾伯特·凱恩  (Albert Kahn) 設計而成。該製造廠房佔地  100 萬平方呎，

主要用於引擎和軸承組裝。該廠房於  1938 年投入生產雪佛蘭車  (Chevrolet) 的直列

六缸『Stove Bolt』引擎。如今，托納旺達共由三座廠房構成：原始第  1 廠房生產

第  5 代引擎；1941 年開放的、佔地面積為  100 萬平方呎的第  4 廠房後被改用作

員工培訓中心和倉庫和運輸站；2001 年開放的、佔地面積為  100 萬平方呎的第  5 

廠房則生產  Ecotec 2.0-升渦輪引擎和  2.5 升四缸引擎。GM 在過去 10 年來對托納

旺達引擎製造廠投入了  26 億美元。 

 

羅切斯特元件製造廠  (Rochester Components Plant) 

GM 羅切斯特元件控股公司  (GMCH) 專業生產引擎管理系統和相關產品，其前身是

羅切斯特汽化器  (Rochester Carburetor) 生產廠。該公司後被通用汽車公司收購，

後來又在 1999 年成為德爾福公司  (Delphi) 的一部分。2009 年，德爾福公司和通

用汽車公司擺脫破產危機後，該廠房再次被通用汽車公司收購，作為旗下的一家全

資子公司（還包括德爾福公司位於洛克波特的廠房），確保元件和系統得以獲得持

續而不受幹擾的生產，為該公司的全球汽車和卡車運營提供產品。  

 

洛克波特元件製造廠  (Lockport Components Plant) 

GMCH 洛克波特於  1910 年創立，原名為哈里森散熱器公司  (Harrison Radiator 

Company)，主要用於設計、生產和銷售汽車散熱器和元件。自那以後，該公司逐

漸壯大成為一家精益製造廠房，生產一系列動力製冷系統和暖通空調  (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HVAC) 元件和系統。該廠房目前擁有  1,400 名員

工，透過 UAW 本地 686、本地  #55 和管理層的聯合團隊工作來加強持續改進工

作，使其能夠有利於員工、企業、客戶和社區。  

 

州眾議員肖恩·里安  (Sean Ryan) 表示：「通用汽車公司多年來一直是紐約西部的

一家主要製造廠商、是規模最大的僱主之一。本專案展示了透過公私合作我們可以

做哪些事情，使得投資能夠有利於本地經濟、吸引私募投資、為紐約西部辛勤勞動

的人民提供高薪工作機會。這也再次展現了紐約西部的發展和壯大，我衷心感謝葛

謨州長和通用汽車公司繼續保持合作，確保通用汽車公司能夠繼續擔當本地區的經

濟發展引擎。」  



 

縣長官  (County Executive) 馬克·波隆卡茲  (Mark Poloncarz) 表示：「這次合作展

示了如何透過鼓勵私營部門的參與來幫助如通用汽車公司一樣的企業擴大運營，並

同時在紐約上州地區支援就業。今日的聲明是伊利縣  (Erie County) 向正確方向邁

出的新的一步，我衷心感謝通用汽車公司和葛謨州長給予本地區的大力支援和信

賴。本專案不僅將加強經濟的發展，還將支援高薪工作機會，確保如紐約西部這樣

的社區也能為未來製造業的發展奠定一個堅實基礎。」  

 

鎮長官  (Town Supervisor) 約瑟夫·艾明格  (Joseph Emminger) 表示：「通用汽車

公司是一個譽滿全球的品牌。該公司已在紐約西部經營了  75 年以上，主要生產優

質產品，為我們的居民提供高薪工作。托納旺達製造廠生產的新款引擎將被用於生

產下一代美國製造的汽車，這也展示了本地區擁有才華橫溢、辛勤勞動的員工，以

及本鎮在盡可能透過最低成本來提供優質服務這一方面所做的努力。我讚賞葛謨州

長和通用汽車公司加強與本州之間的合作，並期待著該公司在接下來幾年間能夠獲

得長足發展。」   

 

通用汽車公司  (General Motors) 簡介  

通用汽車公司  (General Motors Co.)（紐約證券交易所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NYSE) 交易代碼：GM,TSX (Toronto Stock Exchange): GMM）及其合作夥伴在  30 

個國家內生產汽車，並在全球規模最大、增長最快的汽車市場中佔據領先地位。

GM 及其子公司、合資公司負責銷售以下汽車品牌：雪佛蘭  (Chevrolet)、凱迪拉克  

(Cadillac)、寶駿 (Baojun)、別克  (Buick)、吉姆西 (GMC)、霍頓  (Holden)、解放 

(Jiefang)、歐寶  (Opel)、佛賀 (Vauxhall) 和五菱  (Wuling)。如需更多有關該公司及

其子公司的資訊，包括提供機動車安全、安保和資訊服務的全球領軍人安吉星公司  

(OnStar) 的資訊，請瀏覽：http://www.g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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