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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  AIM 光子製造中心  (AIM PHOTONICS MANUFACTURING FACILITY) 

將落戶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伊士曼商業園  (EASTMAN BUSINESS PARK，

EBP) 安森美半導體公司  (ON SEMICONDUCTOR) 

 
獨立的選址過程為納稅人節省了至少  1000 萬美元資金  

 
這一選擇推進了『AIM 光子計畫  (AIM Photonics Initiative)』，  

確立了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在高科技光子產業的全國領先地位  

 
該項目是『五指湖地區加速建設  (Finger Lakes Forward)』的重要組成部分  -  

該地區成功的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劃藍圖，用於發展經濟並創造新機會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現代化  AIM 光子製造中心將落戶羅切斯特市伊士曼商

業園安森美半導體公司。該製造中心將用於測試、組裝、包裝芯片，這些芯片使用

光子替代電子以增強半導體電路的性能。紐約州光子委員會  (New York State 

Photonics Board of Officers) 今日召開會議，一致同意推薦新選址。  

 

葛謨州長和副總統喬·拜登 (Joe Biden) 於  2015 年 7 月率先宣佈，美國集成光子製

造研究所 (American Institute for Manufacturing Integrated Photonics，AIM Integrated 

Photonics) 將幫助保障全國和地區在新興技術研究、開發與製造領域的領先地位。

光學、光子、成像是『五指湖地區加速建設』計畫確立的三大產業集群之一  - 該

計畫是該地區成功的紐約州北部復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藍圖，用

於發展經濟、創造就業並推動新機會。  

 

「選擇安森美半導體公司進一步鞏固了五指湖地區在光子產業的領先地位，以及該

地區在這個新興高增長領域的全國領先地位，」葛謨州長表示。「羅切斯特市在

引領技術創新方面擁有悠久歷史，目前提出大膽的設想用於復興地區經濟並加快推

動  21 世紀的發展。顯而易見，我們對新一代產業的戰略投資正在產生回報——提

供高薪工作並推動五指湖地區前進。」  

 

2016 年  9 月，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為 TAP 中心僱用獨

立的選址機構，以較低的納稅人成本創建更高效的過程。紐馬克格拉布萊坊國際商

業不動產公司  (Newmark Grubb Knight Frank) 是全球領先的房地產顧問公司，該公

司根據與美國國防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以及其他重要利益相關



方合作設立的標準和具體要求全面審查並評估可行的場地位置。相比於有待最終協

商和批准的初始成本估算，該獨立過程將為納稅人節省至少  1000 萬美元的資金。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廳長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

示，「我們啟用獨立的第三方選址機構評估大羅切斯特  (Greater Rochester) 地區的

多個地點，然後才決定把  TAP 中心選址在伊士曼商業園。新的  TAP 中心將有助於

保障五指湖地區在新興技術研究、開發及製造領域的領導地位，並進一步表明光子

產業在羅切斯特市擁有光明的未來。」  

 

選址過程推薦安森美半導體公司，該公司位於伊士曼商業園  81 號樓，該選擇基於

該公司包括無塵室在內的現有基礎設施；區域通達性；以及該公司基於建築物功能

性、營運需求以及房產期限等因素獲得最高『質量』分數。安森美半導體公司有很

大可能滿足規定的項目期限，並且能夠利用現有的重要建築物和系統基礎設施。安

森美半導體公司也位於伊士曼商業園，該商業園是五指湖地區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確立的優先戰略地點。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將開展環境評審，紐約州經濟發展廳理事會預計稍後將批准該場址。  

 

安森美半導體公司執行副總裁兼首席營運官比爾 ·斯科羅姆  (Bill Schromm) 表示，

「安森美半導體公司擁有多個應用領域的節能半導體專業知識，非常熟悉製造業高

性能功率轉換、無線、連通、成像解決方案所需的半導體工藝和設備。我們在羅切

斯特市伊士曼商業園製造中心的業務包括設計、晶片製造、組裝、包裝、測試成像

組件，我們還擁有獨特的現場基礎設施，包括工藝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無塵室設備

技術人員、維修技術人員、健康安全環境  (Health，Safety and Environment，HSE) 

專員用於協助建設  TAP 中心。結合現有的無塵室空間，我們相信自己提供了強大

的解決方案用於快速、高效、安全地啟動  TAP 中心。我們很榮幸被選為場址，該

產業的專業知識與夥伴關係將匯聚在此地，共同推進集成光子解決方案。我們還期

待識別更多的技術領域和商業領域來與  AIM/光子製造中心合作，從而幫助在當地

發展這些新興的技術，並為該地區吸引更多的企業和人才。」  

 

紐約州光子委員會主席約翰·馬焦雷  (John Maggiore) 表示，「安森美半導體公司

運營的無塵室設備滿足該計畫設定的技術需求和時間需求，並且該公司位於伊士曼

商業園的中心地段，因此對  AIM 光子製造中心而言代表著最大的成功契機。在這

次公佈選址於安森美半導體公司前，我們執行了嚴格透明的評估過程，提供的建議

是透明的。今天宣佈的公告在這個高增長創新產業中邁出了一大步，並將在羅切斯

特市和整個紐約州創造經濟活動。」  

 

大羅切斯特商會  (Greater Rochester Chamber of Commerce)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AIM 光子領導委員會  (AIM Photonics Leadership Council) 主席鮑勃·達菲  (Bob 

Duffy) 表示，「很高興安森美半導體公司被選為  AIM 光子  TAP 中心的場址。這為  

AIM 光子製造中心在羅切斯特市投資奠定了基礎，並將讓我們成為紐約州乃至國內

外晶片與半導體產業的包裝中心。感謝葛謨州長代表紐約州政府提供  2.5 億美元撥

款，並感謝  AIM 光子製造中心的全體合作夥伴開展工作讓這一切成為現實。今天



對羅切斯特市和五指湖地區來說是個重要的日子。」  

 

參議員查爾斯  E. 舒默  (Charles E. Schumer) 表示，「AIM 光子測試、組裝及包裝

中心如今將真正在羅切斯特市創造就業。該中心最初是研發與無塵室製造場所，柯

達公司在這裡開發出半導體影像傳感器，實現了數字相機、成像衛星及其他無數前

沿數字成像技術，現在將再次孕育新的變革性光子突破技術：光子集成光路。該中

心位於伊士曼商業園入口處，為美國國防部、我們的政府、產業以及學術合作夥伴

提供振奮人心的實力、基礎設施以及能力，用於為羅切斯特市或從該市吸引最優秀

的人才研究如何製造低成本集成光子產品，從而推動我們在未來數十年需要依賴的

設備和技術。它將成為美國僅有的此類工廠，並將成為該產業的核心。」  

 

國會女議員路易斯  M. 斯勞特  (Louise M. Slaughter) 表示，「選擇安森美半導體公

司羅切斯特市工廠作為全國唯一的測試、組織、包裝中心，這對於我們社區以及為

成立光子研究所開展的工作而言是個重要時刻。我尤其感到自豪的是，這個獨一無

二的製造中心將落戶在美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工業園。這個決定將為  TAP 中心的

領導者們提供現場專業知識，與此同時幫助伊士曼商業園吸引新企業和實現持續發

展。我們付出了三年的努力在羅切斯特市設立光子製造研究所，門羅縣  (Monroe) 

因此在光子研究領域居於世界領先地位，並構建全世界最優秀並且最有創新精神的

勞動力隊伍。此公告將為我們地區翻開激動人心的全新篇章。」  

 

州參議員喬·羅巴克  (Joe Robach) 表示，「我對光子產業在我們地區的進一步發展

感到十分激動，此外，我很高興看到伊士曼商業園繼續獲得新生，伊士曼商業園是

羅切斯特市一處歷史悠久的場所，那裡目前坐落著對羅切斯特市的經濟未來而言至

關重要的各類企業和產業。」  

 

市長洛夫利·沃倫  (Lovely Warren) 表示，「我要感謝葛謨州長承諾在羅切斯特市

創造就業和發展光子產業。這筆撥款將為伊士曼商業園帶來新生機、幫助我們讓社

區變得更有活力，並為我們的市民創造更好的教育機會。」  

 

縣長謝麗爾·迪諾弗  (Cheryl Dinolfo) 表示，「實現下一個選址步驟標誌著這個重要

的社區項目取得重大進展。光子產業將為我們地區帶來大量的機會，成為創新中

心、促進經濟發展，並創造大量工作。」  

 

AIM 光子製造中心首席執行官邁克爾·里爾  (Michael Liehr) 表示，「今天對羅切斯

特市  AIM 光子製造中心而言標誌著重要的一步，因為我們推進樹立美國在新興光

子領域的全球領先地位。我要感謝葛謨州長提供堅定不移的支持、領導以及專項投

資，用於在紐約州發展高科技研發生態系統。伴隨  TAP 中心開始落戶伊士曼商業

園，我們現在將與合作夥伴一起開展創新工作，這些工作對該產業和我們地區而言

都具有真正的變革意義。」  

 

紐約州光子委員會還聽取  AIM 光子製造中心首席執行官邁克爾·里爾  (Michael 

Liehr) 介紹了  AIM 光子製造中心  2017 - 2018 年支出計畫草案。委員會將在下次於  



2017 年第一季度召開的會議上考慮  8100 萬美元的融資請求。  

 

委員會還迎來了兩位新成員：紐約州立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SUNY) 

臨時校長巴赫賈爾·薩瑪奇亞 (Bahgat Sammakia)，紐約州立大學研究基金會主席傑

夫·奇克  (Jeff Cheek)。  

 

紐約州光子委員會簡介  

紐約州光子委員會與  AIM 共同協調紐約州的重要金融投資。紐約州光子委員會由

七位成員組成，這些人擁有商業、規劃、技術領域的廣泛專業知識。紐約州州長任

命了主席和另外兩位成員；紐約州立大學保利研究所  (Poly Institute) 任命了兩位成

員；羅切斯特理工學院  (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和羅切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分別任命了一位成員。紐約州光子委員會的成員包括：約

翰·馬焦雷  (John Maggiore)，主席，由州長任命；安妮·克雷斯  (Anne Kress)，由州

長任命；亞歷山大·卡特賴特 (Alexander Cartwright)，由州長任命；巴赫賈爾·薩瑪

奇亞  (Bahgat Sammakia)，由紐約州立大學保利研究所任命；傑夫·奇克  (Jeff 

Cheek)，由紐約州立大學保利研究所任命；萊恩 ·拉斐爾 (Ryne Raffaele)，由羅切

斯特理工學院任命；羅博·克拉克  (Rob Clark)，由羅切斯特大學任命。  

 

安森美半導體公司簡介  

安森美半導體公司正在推動節能創新，讓客戶能夠減少全球能源使用量。該公司是

半導體解決方案的領先供應商，提供全面的節能功率管理、模擬設備、傳感器、邏

輯電路、定時設備、連通性設備、離散元件、片上系統  (System on Chip，SoC)、

定制設備。該公司的產品在汽車、通訊、計算、消費、工業、醫療、航空、國防應

用領域幫助工程師解決各種設計難題。安森美半導體公司在北美洲、歐洲以及亞洲

的主要市場中擁有可靠的響應型世界級供應鏈和質量計畫、穩健的合規性準則與道

德規範準則、以及由製造中心、銷售辦事處、設計中心組成的關係網。如需了解更

多資訊，請訪問  http://www.onsemi.com。  

 

『五指湖地區加速建設』  

今天發佈的公告完善了『五指湖地區加速建設』計畫。該計畫是本地區的全面發展

藍圖，旨在促進經濟和社區得到強勁增長與發展。為了給該計畫奠定基礎，州政府

自  2012 年以來已經在該地區投資超過  34 億美元——投資於包括光電子業、農業

和食品生產、以及高級製造業在內的關鍵產業。如今，失業率已下降至大蕭條前的

最低水平；個人和企業所得稅均已下降；企業正選擇在諸如羅切斯特市、巴達維亞

鎮  (Batavia)、卡南代瓜市  (Canandaigua) 這樣的地方進行發展投資。  

 

如今，本地區正在透過葛謨州長於  2015 年  12 月宣佈啟動的『紐約州北部地區復

興計畫』提供的 5 億美元州政府投資推進『五指湖地區加速建設』戰略。州政府

的  5 億美元投資將鼓勵自營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的資金以及該地區已經提交的

預計提供最高達  8200 個新職位的計畫。更多信息請見此處。 

http://www.onsemi.com/
http://regionalcouncils.ny.gov/content/finger-l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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