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10 月 1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紐約州博覽會  (STATE FAIR) 橙色停車場  (ORANGE LOT)  

的  I  期施工作業將於今秋啟動   

  

本專案斥資  2,700 萬美元，旨在對一片佔地  65 英畝的場地進行改造，  

以促進大紐約州博覽會  (Great New York State Fair) 的快速增長   

  

這筆投資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Central New York Rising，CNY Rising)」

計畫，這項計畫是本地區的全面戰略，用於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   

  

如需查看新橙色停車場和交通升級專案的渲染圖片，請查看此處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斥資  2,700 萬美元，旨在對大紐約州博覽會旗下佔

地  65 英畝的橙色停車場進行改造的工程現已決定在今秋動工，並將在  2018 年  8 

月  22 日，即明年博覽會召開之前竣工。該橙色停車場在目前的配置下，並未得到

鋪設，且沒有劃分好的車位，因爾在下雨天時會喪失大約  30% 的停車空間。  

 這一改造工程將對該地塊規劃交通方案，使得可用車位滿足  21 世紀博覽會遊客

的需求。 

  

「一個世紀以來，博覽會場地幾乎沒有發生變化，但僅在短短幾年中，紐約已經對

這一傳統遊覽活動進行了全面升級和改造，將其打造成為了一處世界一流的多功能

運營區域，」州長葛謨表示。「橙色停車場的改造對於完成博覽會的現代化進程

至關重要，並將提供亟需的額外車位，從爾吸引越來越多的遊客來到博覽會場，  

來到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橙色停車場目前作為紐約州博覽會和奧農達加郡  (Onondaga County) 湖濱圓形露天

劇場  (Lakeview Amphitheater) 的主要泊車設施。當舉行熱門音樂會和遊客絡繹不絕

的博覽會時，這裡的交通會從州際公路  690 號  (I-690) 的 7 號出口 (Exit 7) 一直堵

塞到停車場入口，造成高速公路上的交通延誤。  新改造的停車場將幫助緩解這類

擁堵。 

  

針對博覽會橙色停車場的升級和改造專案包括：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NYS_Fairgrounds_Orange_Lot_Renderings.pdf#_blank


 

 

•  重鋪停車場、增加泊車容量、改善交通流量；   

•  安裝新款排水設施，防止出現洪災；   

•  在州際公路  690 號的  7 號出口處重新設計交叉路口，配置新的交通訊號

燈；和  

•  在橙色停車場西端開設一個新的出口，直通州際公路  690 號的西向車道。  

  

這些調整，加上新接入路口的修建，將擴大泊車範圍，改善出入橙色停車場的交通

流量和車流循環，緩和州際公路  690 號上的延誤現象。  

  

一旦  I 期工程竣工，該停車場內將擁有超過  3 英哩鋪設好的內部道路、2 英哩便

道和人行道、114 座新安裝的  LED 照明路燈以改善停車場內的能見度，以及改進

後的雨水管理係統。本工程竣工後，紐約州將與奧農達加郡簽署一份長期協議，共

享這些停車場，從爾推進湖濱圓形露天劇場和紐約州博覽會之間的合作夥伴關係。  

  

博覽會還致力於設立更多換乘停車場，進一步滿足近年來博覽會迅猛發展所帶來的

需求，從爾緩解泊車和交通問題。在今年的博覽會召開期間，全州各地都設有通往

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的巴士服務。無人駕駛飛機技術也於  2017 年正式啟用，  

支持執法部門的工作，在遊客人數居高的週末期間監控交通和泊車，確保司機和行

人的安全。有了這些努力，儘管勞動節  (Labor Day) 當天創下了博覽會遊客歷史記

錄，但博覽會從未被迫關閉任何一個停車場。  

 

紐約州農業廳  (Agriculture) 廳長理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在葛謨

州長的英明領導下，本州的博覽會場地現已被改造成為了一處商業和旅遊中

心。  這類改造工程將進一步推動全年發展，幫助刺激紐約州中部地區的經濟增

長。」  

  

奧農達加郡  (Onondaga County) 郡長喬尼·馬奧尼  (Joanie Mahoney) 表示，「葛謨

州長的領導與投資正在改革奧農達加湖  (Onondaga Lake) 西岸地區。透過改善橙色

停車場的交通流量，音樂會觀眾和博覽會遊客都將從中受益。正如我們已經從對博

覽會、大橋街  (Bridge Street)、索爾維村  (Village of Solvay) 和整個奧農達加湖所投

入的成百上千萬資金中獲益匪淺一樣。」   

  

紐約州博覽會  (State Fair) 代理主任特洛伊·瓦弗那  (Troy Waffner) 表示，「博覽會

在短短兩年內就以獲得了近  25% 的增長，且非博覽會業務也將隨著新建展會中心

的施工，獲得蓬勃發展。  州長的投資為我們提供了增長機遇，爾我們正在充分利

用這一惠及整個地區的增長機遇。」   

  

紐約州交通廳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代理廳長凱西·卡爾霍恩  

(Cathy Calhoun) 表示，「葛謨州長對於博覽會所提出的願景使得我們第四次創下

了遊覽記錄，重塑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居民的自豪感。  交通廳感到由衷自豪，能夠

在為期 13 天的博覽會召開期間履行我們的職責，且能夠為博覽會遊客重新設計和



 

 

建造全新的橙色停車場。  2018 年博覽會即將悄然到來，屆時，我們將能使用一座

符合  21 世紀標準的現代停車場。」   

  

本專案的 II 期工程將重點關注：改造橙色停車場和鄰近州際公路之間的連接點，

從爾移除每年在博覽會召開期間在州際公路  690 號上安裝的臨時交通訊號燈。  

這將包括：在州際公路  695 號南向  (695 South) 交叉路段處添置一座重新設計後的

出入匝道；新建一座橋樑，直接連接橙色停車場和通往州際公路  690 號東向車流

的匝道  (690 East on-ramp)；新建一座步行大橋，連接橙色停車場西端和州博覽會

會場。II  期工程的融資預計將在不久的將來啟動。  

  

大紐約州博覽會簡介： 

紐約州博覽會將由紐約州農業市場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於  2018 年 8 月 22 日至  9 月  3 日召開。博覽會的使命體現在其主題

中，『追求最佳  (FIND YOUR GREAT)』旨在展示紐約最佳農業成果並提供一流的

休閒娛樂服務。  

  

大紐約州博覽會的場地是一塊全年經營的占地  375 英畝的展區和娛樂場地。全年

活動安排現已發佈在展覽會的網站上。請在以下頁面中關注大紐約州博覽會：

Facebook 頁面、Twitter 頁面：@NYSFair、Snapchat 頁面和 nysfair 頁面查看博覽

會的照片：Flickr.com/photos/nysfair。此外，現誠邀紐約州民眾為大紐約州博覽會

建言獻策，請訪問以下鏈接發表意見：statefairideas@agriculture.ny.gov。 

  

加快「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今天的公告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該計畫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藍

圖，用於創造強勁的經濟增長和社區發展。州政府自  2012 年起已對該地區投資了

超過  47 億美元，用於為該方案奠定基礎，從而利用全球市場機會、促進創業並建

設包容性的經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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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正選擇在諸如錫拉丘茲市  (Syracuse)、奧斯威戈郡  (Oswego)、奧本

鎮  (Auburn) 這樣的地方進行發展投資。  

  

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 : 葛謨州長在  2015 年  12 月宣佈透過紐約州北部地區復

興計畫提供  5 億美元的州政府投資，該地區目前正利用這筆投資加快實施「紐約

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州政府的  5 億美元投資將激勵私營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

元，該地區已提交的方案預計將創造多達  5,900 份新工作。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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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