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2016 年 11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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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謨州長任命州博覽會工作組以促進州博覽會創新項目的發展  

 
州長任命新團隊用以全面推進州博覽會總體計畫  (State Fair Master Plan)  

第二階段發展計畫  

 
建議將建立鞏固  2016 年州博覽會取得的成功， 

繼續帶來創紀錄水平的增長和參展人數  

 
州長宣佈  2016 年州博覽會打破訪客支持率紀錄；  

87% 的博覽會訪客對  2016 年博覽會給出了正面評價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任命新的工作組以提出建議用於進一步完善大紐約州博覽會  

(Great New York State Fair)。工作組將針對州博覽會總體計畫第二階段提出建議，

並評估各種方案以充分利用州政府歷史性的投資以及發展地區經濟。建議將基於州

政府斥資 5000 萬美元的全面計畫以振興奧農達加縣  (Onondaga County) 歷史悠久

的露天博覽會。州政府將追加  5000 萬美元投資以完成第二階段的總體計畫，以延

續工作組的建議以及立法機構的支持。  

 

州長還宣布創  175 年歷史最高訪客量的  2016 年紐約州博覽會打破了支持率紀錄，

此為州政府提供歷史性投資用以改進露天博覽會取得的成果。該博覽會的年度民調

發現  2016 年州博覽會  87% 的訪客對該露天集市的改變給出了積極評價。該博覽

會還因其適合家庭參加以及票價合理而打破高分評估紀錄。州長今日在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的一項活動中發表了這些公告並強調了  2016 年大紐約州博覽會取得的

成功。 

 

「從全新的正門  (Main Gate) 和帝國房車公園  (Empire RV Park) 到擴建的中途島  

(Midway)，我們把紐約州博覽會帶入到  21 世紀以向更多訪客展示紐約州的魅力  － 

今年的參展人數紀錄有力地證明了我們的投資是有成效的。」葛謨州長說。「我

們將繼續關注博覽會以帶動本地區旅遊業並推動經濟向前發展。我期待今秋得到工

作組的建議，並努力探索新方式用於把紐約中部地區最寶貴的資產轉變為推動全年

經濟發展的動力。」  

 

州農業部  (State Agriculture) 部長兼州博覽會工作組副主席理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說，「州長制定的 5000 萬美元計畫真正重塑了州博覽會，與此



同時保持了州博覽會聚焦農業、優良產品、音樂及家庭娛樂的特點。這些改變顯然

滿足了人們的巨大熱情，而高訪客紀錄證明了我們把事情做對了。今年博覽會取得

的成功再次印證了其作為紐約中部地區主要經濟驅動力的重要地位，因此我們繼續

提供投資以促進其發展是至關重要的。我期待新工作組的廣泛討論，毫無疑問，這

將為第 2 階段計畫提供有價值的反饋意見和創新思路，繼而把紐約州博覽會提升

到全新水準。」 

 

博覽會副主任特洛伊·瓦夫尼  (Troy Waffner) 說，「很高興看到訪客贊同州長復關

於振興露天博覽會的遠見，我們的主要客戶因為這些整修而努力尋求擴展生意的途

徑。我們的博覽會團隊在我們新建造的漂亮場地力爭為人們呈現悠久歷史中最優秀

的博覽會，我們期待此項目第二階段取得更大的成功。」  

 

州博覽會第二階段改進計畫  

州長要求新工作組提供額外的建議，並為紐約州在露天博覽會第二階段的投資提供

新想法。這些建議將基於州政府斥資 5000 萬美元改造露天博覽會計畫第一階段取

得的成功。第一階段改進計畫在  2016 年州博覽會首次公佈，其中包括全新的迎賓

正門、帝國房車公園、為商販準備的開闊空間、改造的韋德展覽中途島  (Wade 

Shows Midway)。  

 

工作組將在  11 月開會審查  2015 年制定的州博覽會總體計畫，並在年底前向州長

提出增加投資機會的建議。  

 

工作組將特別關注：  

  改進奧農達加湖  (Onondaga Lake) 圓形劇場到博覽會的交通方式，讓訪客

在遊覽期間使用到盡可能多的尖端設備；  

  解決博覽會附近的公共交通與停車問題，從而容納大量的訪客，並讓人們

更便捷地往返博覽會；  

  縣政府與蘇威村 (Solvay) 建立合作關係以便把彌爾頓大街  (Milton Avenue) 

與大橋街 (Bridge Street) 通道的工作相連結。  

  確保博覽會對『品嘗紐約 (TasteNY)』創業者而言成為世界級的展會，並推

動本州啤酒、葡萄酒、烈酒、酸奶、奶酪、楓糖漿產業的發展。  

 
保爾  (Ball) 部長關於今日活動發表的講話請見此處。 

 

州長的州博覽會工作組成員包括：  

  喬尼·馬宏尼  (Joanie Mahoney)，奧農達加縣縣長 －  副主席 

  理查德·保爾  (Richard Ball)，農業市場部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部長  －副主席 

 參議員約翰·德弗朗西斯科  (John DeFrancisco) 

 參議員戴夫·瓦勒斯基  (Dave Valesky) 

 參議員帕蒂·里奇  (Patty Ritch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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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眾議院議員比爾·瑪納瑞利  (Bill Magnarelli) 

 州眾議院議員帕姆·亨特  (Pam Hunter) 

 州眾議院議員比爾·瑪吉  (Bill Magee) 

 州眾議院議員阿爾·斯迪爾皮  (Al Stirpe) 

  羅安·迪斯迪托  (RoAnn Destito)，紐約州總務處 (NYS Office of General 

Services) 處長 

  馬修·德里斯科爾  (Matthew Driscoll)，紐約州交通部  (NY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部長 

  里克·費德里奇  (Rick Fedrizzi)，國際優良建築協會  (International Well 

Building Institute)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查理·史密斯  (Charlie Smith)，坡普魯斯集團  (Populous Group) 

  艾瑞克·莫厄爾  (Eric Mower)，艾瑞克·莫威爾聯合公司  (Eric Mower and 

Associates) 的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克里斯蒂娜·尼古拉斯  (Cristyne Nicholas)，尼古拉斯  & 倫賽通信公司  

(Nicholas & Lence Communications) 

 約翰·特布林  (John Trimble) – C&S 工程師有限公司  (C&S Engineers) 

  弗蘭克·扎特斯克  (Frank Zaitshik) – 韋德展覽公司 (Wade Shows) 

  布萊恩·舒曼  (Brian Schuman) - 博覽會攝製公司  (Fair Productions) 

  尤金·卡西迪  (Eugene Cassidy)，Big E 公司首席執行官  

  理查德·利  (Richard Lee)  – CENTRO 公司 

  羅博奧·康納  (Rob O’Conner) – The Nationals 公司 

 
2016 年大紐約州博覽會訪客支持率紀錄  

2016 年大紐約州博覽會的新改變打破了支持率紀錄，這是州政府為改造露天博覽

會提供的歷史性投資取得的成果。紐約州博覽會開展的年度客戶滿意調查發現  

87% 的訪客在調查中對露天博覽會的改變給予了正面評價，其中  70% 的訪客對這

些改變給予了非常積極的評價。這是自  2008 年啟動調查以來評價分數最高的一次。  

 

被調查者被問到他們注意到何種改進時，44% 的人首先提到的是「更多開放空

間」，其中的  88% 被調查者對「開放功能」給出了正面評價。另外，29% 的被調

查者提到新的主門，其中  90% 的被調查者給出了積極評價；24% 的人提到新的中

途島，其中  97% 的訪客有正面體驗。  

 

博覽會還因為票價合理獲得了最高評分，其中  79% 的訪客把博覽會的票價評為較

為便宜或者非常便宜－  比去年整整高出  10%。擁有嶄新寬大空間並重現活力的韋

德展覽中途島也取得了調查歷史上最高的分數，97% 的訪客認為中途島的體驗非

常正面。另外，85% 的訪客評價博覽會適合家庭娛樂，其中  52% 訪客認為此次博

覽會較去年來訪時更適合家庭娛樂。  

 

農業展覽區仍是博覽會最受歡迎的三項內容之一，這些農業展覽區中有多個展區的

訪客量明顯增加。乳製品大樓  (Dairy Products Building) 是最受歡迎的農業展區，共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attendance-record-shattered-2016-great-new-york-state-fair


有  85% 的訪客到訪，而去年僅為  63%。奶油及乳酪雕塑也吸引了大量人群。81% 

的訪客造訪了這些受歡迎的展區。園藝大樓  (Horticulture Building) 是農業展覽中第

三個最受歡迎的展區，吸引了  66% 的訪客。此外，博覽會長期受歡迎的區域『奶

牛分娩中心  (Dairy Cow Birthing Center)』在所有展區中獲得了最高滿意度評分，其

中  83% 的訪客將其評價為非常滿意。  

 

600 多位訪客參加這項共有  59 個問題的調查，此項調查自  2008 年始進行過七次，

自  2013 年以來每年進行一次。CCRG 營銷公司 (CCRG Marketing) 代表博覽會執

行這項調查。 

 

訪客人數紀錄  

2016 年大紐約州博覽會帶來了最高訪客量，共計有  1,117,630 個訪客。州長  5000 

萬美元的博覽會投資  － 包括新的迎賓正門，提供給商販的寬闊開放空間以及中途

島，以及 100 萬美元的『我愛紐約 (I LOVE NEW YORK)』營銷活動 －  帶來了 

175 年以來歷史最高的訪客人數。擴建的韋德展覽中途島打破了收入紀錄以及所提

供娛樂設施數量的紀錄，訪客們更是紛紛前往觀看音樂表演和現場演出。露天博覽

會的全新帝國房車公園門票已經銷售一空。  

 

奧農達加縣縣長兼州政府工作組副主席喬尼·馬宏尼  (Joanie Mahoney) 說，「葛謨

州長為振興博覽會提供的歷史性投資創造了歷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州博覽會。在州政

府不懈的支持下，我們將繼續促進博覽會的發展。全新的紐約州博覽會標誌著我們

整個地區振興，我感謝葛謨州長為促進紐約中部地區發展所做的承諾。我很自豪地

見證了我們在工作上的進步，很高興可以為這個工作組貢獻一份力量以使我們的博

覽會越辦越大、越辦越好，以推動我們的經濟進步。」  

 

參議員約翰·德弗朗西斯科  (John DeFrancisco)說，「州博覽會展現了紐約州的最

佳風采，每年我們都自豪地歡迎成百上千的當地居民和遊客前來體驗博覽會的輝煌。

我很高興能夠為紐約博覽會的振興成功貢獻力量，我確信紐約中部地區將因此受益。

我感謝葛謨州長為振興州博覽會而做出的努力。」  

 

參議員戴維·瓦勒斯基  (David Valesky) 說，「我讚賞葛謨州長為紐約中部地區做出

的不懈努力。過去幾年，我們已經看到工作崗位、就業機會、私人投資的增長，重

新聚焦大紐約州博覽會將繼續推動這種增長。工作組將聽取專家和當地領導人的意

見，收集最佳創意想法以確保博覽會在紐約中部地區的瑰寶地位。我感謝葛謨州長

召集工作組，並期待幾個月後的成果。」  

 

參議員帕蒂·里奇  (Patty Ritchie) 說，「為了延續今年州博覽會的空前成功，工作

組將繼續獻計獻策來進一步完善博覽會並使之為本地區創造最大經濟效益。葛謨州

長致力於展示本州農業的增長，這正是州政府創紀錄投資的縮影，博覽會未來的成

功將繼續推動紐約州的經濟復甦。工作組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致力於鞏固博覽會作

為重要的地區經濟推動力。我很自豪可以為此出力。」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attendance-record-shattered-2016-great-new-york-state-fair


州眾議院議員比爾·瑪納瑞利  (Bill Magnarelli) 說，「年度博覽會以及露天博覽會上

的  150 多項活動為紐約中部地區經濟做出了主要貢獻。州長振興博覽會的遠見在

今年得到豐厚的回報，這項把博覽會帶入  21 世紀的最佳投資將繼續為本地區帶來

效益和經濟活力。我期待繼續為博覽會的興旺發達提供大量令人振奮的創意。」  

 

州眾議院議員帕姆·亨特  (Pamela Hunter) 說，「我們與葛謨州長拹手創造的紐約

中部地區振興局面是非同尋常的，州博覽會是本地區成功的皇冠之珠。博覽會把遊

客和資金吸引到紐約中部地區，是振興經濟的重要資源，本工作組將通過帶動更強

的經濟活力使博覽會躍升新的階段。我期待在不久的將來看到我們取得的成績。」  

 

州眾議院議員阿爾·斯迪爾皮  (Al Stirpe) 說，「州博覽會是紐約州最為自豪的一件

盛事，每年都帶來本地區旅遊收入和經濟增長。我和州長以及州議會的同事合作以

繼續實踐我們對博覽會的承諾，州政府對博覽會正門、全新房車公園以及中途島的 

5000 萬美元投資使  2016 年州博覽會成為最近幾十年以來最成功的盛事。我期待

看到第二階段帶來的改變，我為自己加入工作組以繼續使博覽會每年越辦越好而自

豪。」 

 

州眾議院議員比爾·瑪吉  (Bill Magee) 說，「近 20 年來，大紐約州博覽會已經成為

紐約州的傳統盛事，而工作組將為博覽會的未來描繪新藍圖。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

博覽會的主要改進項目總是帶來變革性的影響，歷史紀錄和支持率就是力證。工作

組制定的下一步計畫將吸引更多的訪客，使之對博覽會的奇跡感到驚喜，並為地區

經濟做出貢獻。」  

 

韋德展覽公司首席執行官弗蘭克·扎特斯克  (Frank Zaitshik) 說：「我們很高興為  

2016 年大紐約州博覽會打造最受訪客歡迎的中途島。州政府對博覽會的全面投資

與我們的頂級客服設施以及全新娛樂項目相結合，我們把中途島改造成以家庭娛樂

為主的無以倫比的遊樂園。我很自豪能夠為博覽會復興貢獻一份力量，並感謝葛謨

州長信任我們這樣的合作夥伴以使博覽會繼續成長為美國最精彩的博覽會之一。」  

 

紐約州展覽會簡介 

紐約州展覽會  (New York State Fair)將由紐約州農業市場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rkets)運作，定於 2017 年  8 月 24 日至 9 月 4 日

舉辦。博覽會的使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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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acebook 頁面上查找大紐約州博覽會、在  

Twitter 上關注  @NYSFair、在  Snapchat 上關注『nysfair』，並在  

Flickr.com/photos/nysfair 上查看博覽會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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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nysfair.ny.gov/
http://www.agriculture.ny.gov/
http://www.agriculture.ny.gov/
http://www.nysfair.org/year-round-events/
http://www.nysfair.org/year-round-events/
http://nysfair.ny.gov/
http://www.facebook.com/nysfair
http://twitter.com/nysfair
http://twitter.com/nysfair
http://www.flickr.com/photos/nysfair/
mailto:statefairideas@agriculture.ny.gov?subject=State%20Fair%20ide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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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