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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參加雅各伯  K. 贾维茨會議中心  (JACOB K. JAVITS CONVENTION 

CENTER) 擴建動工儀式  

 
蘭德利斯特納公司  (LendLease Turner) 將快速啟動變電站大樓施工，  

該財團在今年一月獲得相關設計-建造合同  

 
擴建的會議中心將包括會議室和宴會廳區、27 個新裝載平台、屋頂平台和涼亭、  

50 萬平方英呎的展覽廳  

 
這個斥資  15 億美元的項目將創造價值  3.93 億美元的新年度經濟活動和  6,000 份  

固定工作 

 
新渲染圖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在曼哈頓西區  (Manhattan’s West Side) 參加雅各伯  K. 贾

维茨會議中心擴建動工儀式。大廈於  2016 年  12 月完成地基施工後，這次動工儀

式標誌著斥資  15 億美元的擴建項目的第一階段工程動工。施工人員將開始為變電

站大樓安裝鋼樑，這棟大樓為新贾维茨中心的擴建項目供電。因項目提前動工，上

個月獲得設計-建造合同的建築財團蘭德利斯特納公司將快速啟動擴建工程。  

 

擴建後的贾维茨中心預計創造價值  3.93 億美元的新年度經濟活動、減少地區交通

擁堵並提高運作效率以舉辦新型活動和更大規模的活動。該項目還預計創造  3,100 

份建築工作，2021 年完成擴建後還將創造  4,000 份全職工作和  2,000 份兼職工

作。 

 

「這不再是承諾或提案，我們現在動工擴建該地區一項最重要的經濟資產，這再次

證明政府有能力把事情做好，」葛謨州長表示。「這是全新的紐約州  –  滿足限

期、履行承諾、支持改造項目，為各種規模的企業和各種背景的紐約州民眾提供經

濟機會。贾维茨中心擴建將創造數千份建築工作，並支持紐約州酒店、餐館及旅遊

業在今後幾十年的增長。」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JavitsExpansion_Phase1Renderings.pdf


動工儀式因會議中心的地基和公用設施工程竣工而得以實現，工程包括鉆六個巨型

挖孔樁用來支持三層大廈施工，該大廈將用於安裝變電站、備用發電機及其他為擴

建後的會議中心供電所需的電力設備。  

 

作為施工的第一階段，變電站大樓將安裝封閉式高架平台，將建造在贾维茨中心目

前位於沖積平原的變電站場上方，從而滿足擴建後大廈增加的用電需求。大廈將採

用帶兩個支撐層的型鋼桁架，樓層將在金屬樓板上鋪設混凝土板，以帶雙頭螺栓的

鋼樑作為支撐。地基系統包括六個鑽入下伏基岩內的直軸挖孔樁以避免碰觸地下公

用設施，還包括現有變電站場的設備，這些設備在新變電站大樓施工期間將繼續運

轉。 

 

大樓天台將安裝水平天蓬，結合綠色屏障元素及支撐攀援藤蔓植物的花架。隔音板

將沿著大樓屋頂北部邊緣間隔安裝，用於吸收屋頂裝置產生的噪聲。  

 

今年一月，一個設計-建造團隊被選中負責實施該擴建項目，此前的嚴格評估過程

由五個技術委員會從五個方面評估競標方案：提議的設計方案；項目進度計畫；項

目規劃和方法；對少數族裔及婦女企業  (Minority- and Women-Owned Business 

Enterprises，MWBE)/傷殘退伍軍人企業  (Service Disabled Veteran Owned 

Business，SDVOB) 的利用度；競標團隊的經驗和財務實力。由第六個委員會評估

競標公司的財務方案，政府和行業領袖組成的評選委員會接收了委員會的評估結

果，並選擇蘭德利斯特納公司作為設計 -建造團隊，由  TVS 擔任設計公司。此外，

通過《招標書  (Request for Proposals)》選擇了鐵獅門地產建設公司  (Tishman 

Construction) 和萊勒有限責任公司  (Lehrer LLC)，這兩家公司將協助會議中心建設

公司  (convention center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管理該項目。  

 

評審委員會的推薦獲得紐約州會議中心建設公司董事會批准，該公司是紐約州經濟

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ESD) 的分支機構，紐約州經濟發展廳擁有會

議中心的產權、負責監督大樓的主要施工作業，並在  2016 年  6 月發佈了《招標

書》。 

 

提供給該項目的  10 億美元資金已調撥到位，紐約州經濟發展廳去年出售債券取得

的收益將用於填補剩餘資金。  

 

該項目包括下列主要內容：  

 

  現場卡車調度設施，可以支持至少  229 輛卡車運送展覽材料往返於贾维茨中

心； 

  9 萬平方英呎的永久展覽區，與現有的展覽區相結合，打造出大約  50 萬平

方英呎的展廳；  

  4.5 萬平方英呎的現代化會議室區域；  

  5.5 萬平方英呎的宴會廳，是紐約州同類宴會廳中規模最大的；  



  綠化屋頂平台和涼亭，容納  1,500 人參加戶外活動；  

  27 個新的裝載平台；  

  新廚房和食品服務區；  

  後勤區和行政區；  

  能源與環境設計先鋒獎  (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 銀獎認證。 

總體來說，這次擴建將強化地區經濟、創造更多長期工作，並增加與贾维茨中心有

關的旅遊業和業務。具體來說，這次擴建預計將：  

  創造  4,000 份全職工作、2,000 份兼職工作、3,100 份建築工作；  

  創造價值 3.93 億美元的新年度經濟活動；  

  每年額外創造  20 萬個酒店間夜量。  

這次擴建還將鞏固大樓近期的翻修活動，包括安裝新外立面墻、地板、機械系統、

可持續性系統以及  6.75 英畝的綠化屋頂，該綠化屋頂已成為當地野生動植物的庇

護所。 

 

根據該項目提案，這次擴建將有助於吸引大型高支出貿易展覽和會議，並提高曼哈

頓社區的生活質量。此外，建造現場卡車調度、裝載及儲存設施每年將讓  2 萬趟

參與年度活動的卡車變更路線以避免進入公用道路，從而改善街區的交通流量和行

人安全係數。因此，活動的進場和離場環節將減少  30%，進而節省出額外的  20 天

時間用於舉辦新活動和額外的經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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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维茨中心佔據紐約州會展業的核心地位，這次擴建將確保該核心地位比

以往更加牢固。該早期施工工程對擴建後的會議中心的成功具有重要影響力，變電

站大廈地基的竣工標誌著該項目如期進行並穩步推進。」  

 

紐約州會議中心運營公司  (New York Convention Center Operating Corporation)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阿蘭·斯蒂爾  (Alan Steel) 表示，「贾维茨中心是美國最繁忙的

會議中心，該擴建項目將確保我們在今後幾十年仍是最繁忙的會議中心。由於葛謨

州長、紐約州會議中心建設公司以及紐約州經濟發展廳的支持，我們很高興早期施

工工程已經開始，我們期待利用新區域吸引更多領先全國的貿易展覽、會議和特殊

活動。」 

 

紐約州美國勞工總會與產業勞工組織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AFL-CIO) 主席馬里奧·奇倫托  (Mario 

Cilento) 表示，「我們感謝葛謨州長持續承諾在我們州創造優質、穩定的中產階級

就業機會，這將為更多工薪階層的民眾提供機會過上更優質的生活。這個大膽的擴

建項目在建築、酒店、餐飲領域創造新工作並帶動經濟活動，從而改善紐約州工薪



階層民眾的生活和福利。」  

 

贾维茨中心是美國最繁忙的會議中心，2015 年有  337 天舉辦各類活動。該會議中

心位於曼哈頓西區第  11 大道 (11th Avenue) 西 34 街和西 40 街之間的地段，由六

棟樓組成，有  210 萬平方英呎的空間，其中  84 萬平方英呎是展覽區。會議中心舉

辦貿易展覽、會議以及特殊活動以刺激經濟活動和創造就業。2015 年，該會議中

心舉辦了超過  175 場活動並接待了  200 萬個遊客，最終支持當地創造了  1.77 萬份

工作，並帶來了大約  48.3 萬個酒店間夜預訂量。贾维茨中心在  2015 年共創造了  

19 億美元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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