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7 月 12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斥資  2,000 萬美元，用於支持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斯特朗國

家戲劇博物館  (STRONG NATIONAL MUSEUM OF PLAY) 擴建工程   

  

作為轉型工程的一部分，斥資  1.08 億美元的計畫將在內環  (Inner Loop) 原址增加

新酒店和多功能建築   

  

本輪投資完善了「五指湖加速發展  (Finger Lakes Forward)」計畫——本地區的全

面戰略，用於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斥資  2,000 億美元，作為對耗資  6,000 萬美元的斯特

朗國家戲劇博物館擴建工程的支持，該館位於羅切斯特市東區原內環處。資金由

《五指湖地區促進上州振興撥款計畫  (Finger Lakes Forward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Grant)》提供，旨在吸引新老遊客遊覽這一五指湖地區最佳旅遊景點之

一。該擴建工程預計將於  2020 年竣工，並為斯特朗機構  (The Strong) 創造出 40 

個新的工作崗位。該工程還包括修建一處中心區新停車場。  

  

「旅遊業是促進五指湖地區經濟發展的關鍵，斯特朗劇院是整個地區的重要景

點，」州長葛謨表示。「該工程透過這些升級改造將有助於創造經濟動力、吸引

全球遊客的到來，并為後代促進本地區的繁榮發展。」   

  

斯特朗劇院擴建工程僅僅只是斥資  1.08 億美元開發計畫的一部分，該宏偉計畫分  

3 階段開展，其特色是擁有和博物館相連的一家適閤家庭居住的全國連鎖酒店；  

修建住宅房和多功能場地；新建連接伍德伯里大道  (Woodbury Boulevard) 和聯合路 

(Union Street) 的專用街道。斯特朗機構還計畫在現有大樓旁增加一棟佔地  100,000 

平方英呎的側樓，作為全球電子遊戲名人堂  (World Video Game Hall of Fame)  

之家。新增大樓將為遊客提供獨一無二且身臨其境的電子遊戲環境體驗，用於感受

電子遊戲中的歷史和文化衝擊。  

  

多功能場地修建計畫的資金來源於政府和私人投資。羅德島大學  (URI) 斥資 2,000 

萬美元，再加上印第安座酒店集團  (Indus Hospitality Group) 投入的 2,100 萬美元，



 

 

所有資金將用於在城市東區建造一家有  100 個房間的酒店。庫納爾地產  (Konar 

Properties) 將斥資約 3,000 萬美元用於資助  240 座聯排別墅和公寓的租賃開發項

目，以及用於支持佔地  18,000 平方英呎的零售和餐飲業。博物館擴建和停車場建

造工程總支出預計將達到  6,000 萬美元。  

  

佔地  11.2 英畝的工程用地包括  4 英畝原內環車道用地。為使該工程順利開展，  

車道用地已被填平。工程用地還包括新建專用街道，將伍德伯里大道、曼哈頓廣場

路  (Manhattan Square Drive) 和薩瓦那街  (Savannah Street) 與新聯合路相連。  新街

道將該地現有  22 英畝街區分隔開，并發展成為一處適宜步行和騎車的中心新街

區。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廳長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感謝葛謨州長推動旅遊業的鑒定決心，全州

正在經歷著巨大的變革，以後這種變革會越來越多。 斯特朗國家戲劇博物館擴建

工程有助於吸引更多的遊客造訪羅切斯特地區，這對本地區的經濟發展有著切實深

遠的影響。」   

  

斯特朗機構總裁和首席執行官史蒂夫·德布尼克  (Steve Dubnik) 表示，「市場調查

顯示，斯特朗機構規劃的擴建工程每年將額外吸引  400,000 名客人造訪本地，  

博物館的參觀人數屆時將達到每年近  100 萬人，擴建后的博物館將成為戲劇區  

(Neighborhood of Play) 基地，成為一個適宜生活、工作和娛樂的地方。  博物館的

新增建築將為國際知名的全球電子遊戲名人堂提供更大的場地，提供全美獨一無二

的大型前沿電子遊戲新體驗。每年預計會為五指湖地區帶來  1.3 億美元的額外經

濟收入。感謝葛謨州長和他的團隊對這項轉型計畫的支持。」   

  

印第安座酒店集團總裁和首席執行官傑特 ·梅塔  (Jett Mehta) 表示，「我們服務的

社區能接納印第安座集團，對此我們深感榮幸。能成為我們地區優秀酒店行業的一

員，我們非常自豪。我們非常高興能加入羅切斯特市中心區商業社區，並為其繁榮

發展和振興貢獻自己的力量。」  

  

來自庫納爾地產的霍華德·庫納爾  (Howard Konar) 表示，「這項計畫的理念已經存

在很多年了，最初只是想透過內環計畫進行改造，後來我們的團隊想要把這些改造

計畫和國際品牌斯特朗的中心區街區建設計畫結合在一起。  我們很驕傲能成為這

個團隊的一份子，并如我們所願，參與到改造羅切斯特市中心區的進程中來。」   

  

州參議員喬·羅巴赫  (Joe Robach) 表示，「斯特朗戲劇博物館是我們地區最受歡迎

的重要社區資產之一。在今天動工儀式之後，斯特朗機構就可以開始打造紐約著名

景點的進程了。來自我們地區、全州以及全國的遊客將更好的參觀這座獨一無二的

博物館，其推崇的創意和創新價值觀塑造了我們今天的社區。」   

  



 

 

參議員里奇·芬克  (Rich Funke) 表示，「斯特朗戲劇博物館是紐約州興旺旅遊業的

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本州第四大僱傭領域，我們要繼續支持那些使我們地區成為旅

遊勝地的組織和企業。戲劇區的規劃展現了我們多元化社區的需求和該地不斷增長

的人氣，使得個人和家庭能夠在同一個地區生活、工作和娛樂。此項工程是各方努

力的結果，社區領導人有遠見、經驗豐富、決心堅定，對此我們深感榮幸。我們的

社區一向能從促進旅遊業發展的投資活動中獲益，投資在斯特朗等成功機構上的項

目更是如此。」   

  

州眾議院多數黨領導人喬·莫雷勒  (Joe Morelle) 表示，「這項激動人心的投資活動

將加強我們地區生機勃勃的旅遊經濟發展，并進一步拓展斯特朗博物館這個世界級

旅遊景點的聲望，遊客可在該館享受到獨一無二的學習體驗。最重要的是，透過擴

大我們地區的文化機會和為經濟潛能投資，我們可以為社區的工作家庭打造一個更

美好更有安全感的未來。」   

  

眾議員哈里·布朗森  (Harry Bronson) 表示，「斯特朗是五指湖地區引人注目的旅

遊景點。此項擴建工程是重新設計內環的關鍵，其透過吸引更多遊客和家庭造訪羅

切斯特市發展經濟，因為這些人將在當地商店購物。我為斯特朗的遠見而鼓掌，  

這項公私聯合投資活動將建立在我們經濟擴張的基礎上，其能夠促進城市發展并創

造工作崗位，對此我非常欣慰。」   

  

門羅郡郡長雪麗爾·迪諾爾弗  (Cheryl Dinolfo) 表示，「斯特朗戲劇博物館是門羅郡  

(Monroe County) 頂級的旅遊景點，其能夠吸引全世界的兒童和家庭來到我們社區

探索戲劇的奧秘。該擴建工程將提升博物館已有的一級客戶體驗，並在本地區吸引

遊客、創造工作機會和吸引投資方面做出更大的貢獻。門羅郡非常激動能夠參與到

這項創造就業的工程中來，并分享勝利的喜悅。感謝斯特朗和所有的合作夥伴，  

感謝你們對我們社區長期以來的承諾。」   

  

羅切斯特市市長洛夫利·瓦倫  (Lovely Warren) 表示，「斯特朗博物館擴建工程將

引領我們從長遠角度創造更多就業崗位，打造更安全更有活力的街區環境，以及創

造更好的教育機會。我想感謝安德魯  · 葛謨州長，以及所有聯邦政府、州政府和

地方政府的領導，感謝他們對《東區內環計畫  (Inner Loop East)》的投資和支持。

我們透過合作將繼續使我們的城市和五指湖地區向前發展。」   

  

這項戰略性投資活動建立在該行業對地區經濟原有的重大影響基礎上，其將加強本

地區的旅遊業發展。2016 年有  1,450 萬名遊客造訪本地，產生的直接消費超過  16 

億美元。五指湖地區的旅遊業發展支持著  9 個郡超過  33,000 份工作。 

  

自  2011 年就職以來，葛謨州長對紐約州的旅遊業進行了空前投資，遊覽人數、  

直接消費和經濟效應均達到了歷史空前的水平。  全州每年  2.39 億人次遊客創造了

超過  650 億美元的直接消費，其對每年超過  1,000 億美元的經濟效應予以支持。



 

 

此外，旅遊業仍舊是本州第四大僱傭領域，每年為超過  93.5 萬個工作機會提供支

持。 

  

更多關於斯特朗博物館的咨詢，請點擊此處。  

  

「五指湖加速發展  (Finger Lakes Forward)」的促進  

今天的公告補充了「五指湖加速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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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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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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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h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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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興

計畫所提供的  5 億美元州政府投資來推進「五指湖加速發展」戰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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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0 個新就業機會。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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