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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公佈美國全國運動汽車競賽協會  (NASCAR) 車牌  

用於紀念瓦特金·葛蘭國際賽車場   

 
瓦特金·葛蘭定制車牌與  2016 Cheez-It® 355 NASCAR 賽事同時公佈  

 
機動車輛管理局隨時為客戶提供服務并幫助遊客訂購個性車牌  

 
瓦特金·葛蘭定制車牌的高清照片請見此處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公佈一款新的瓦特金·葛蘭國際賽車場定制車牌，該車牌

從  8 月 4 日，週四起接受訂購。這款車牌是機動車輛管理局  (DMV) NASCAR 定

制車牌系列的最新款，帶  WGI 和  NASCAR 的徽標，背景為方格旗。該車牌與葛

蘭區  2016 Cheez-It® 355 賽事同時公佈，該賽事是紐約州唯一的  NASCAR 比

賽，也是紐約北部地區每年夏季旅遊業的一個亮點。葛蘭區支持葛謨州長兌現對旅

遊業的承諾，旅遊業近期帶給紐約州的經濟收益創歷史新高，達到  1020 億美元，

該數字自 2010 年起增長了  25%。 

 

「新的瓦特金·葛蘭車牌用於紀念紐約與  NASCAR 這一優秀賽事的牢固合作關

係，」葛謨州長表示。「紐約有幸在葛蘭區主辦這項世界級的賽事，這項賽事能

吸引賽車運動愛好者并帶動紐約州南部地區的旅遊業。我建議賽車迷們在本週末賽

事期間於中途順道參觀  DMV 展覽，并享用  DMV 提供的服務。」  

 

DMV 的職員還將首次親臨現場向  NASCAR 的車迷銷售新發佈的車牌。DMV 的

職員將幫助遊客訂購額外的定制車牌、換發車輛執照、幫忙更改地址、安排路考和

視力測試、完成網絡交易。  

 

DMV 執行副局長泰瑞·艾根  (Terri Egan) 表示，「DMV 很高興再次與瓦特金葛

蘭區合作，面向全州的賽車迷們發佈這款車牌，是這些賽車迷讓每年的賽事舉辦地

成為旅遊目的地。葛蘭區是  DMV 職員與客戶互動和宣傳旅遊業的理想地點。感謝

葛謨州長為  DMV 提供這次機會接觸全州的客戶，我鼓勵紐約民眾訂購這款車牌以

展現對葛蘭區的支持。」  

 

瓦特金·葛蘭國際賽車場主席麥可·普瑞特譜  (Michael Printup) 表示，「我們很

激動能夠發佈這款瓦特金·葛蘭國際賽車場車牌。紐約州最盛大的體育賽事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thumbnails/image/WatkinsGlenNascar2016.jpeg


NASCAR 斯普林特杯系列賽  Cheez-It® 355 不到一周時間就要拉開序幕，沒有

比這更好的時機了。我們想要感謝安德鲁  M. 葛謨州長及其辦公室總體上對瓦特

金·葛蘭國際賽車場以及我們地區和州旅遊業給予的堅定支持。」  

 

2015 年，副州長凱西·霍楚 (Kathy Hochul) 和 DMV 在  WGI 的 Cheez-It® 355

賽事活動中合作發佈了重新設計的  NASCAR 定制車牌系列。重新設計的  

NASCAR 定制車牌系列可從此處查看并訂購，該車牌系列展現了賽車手的人數及

其賽車顏色的變化，并將于  8 月 4 日發售丹妮卡·帕特里克  (Danica Patrick) 最

新定制車牌。目前面向小達勒·嗯哈德 (Dale Earnhardt Jr.)、傑夫·哥頓  (Jeff 

Gordon)、丹妮卡·帕特里克  (Danica Patrick)、托尼·斯圖沃特  (Tony Stewart)、

吉米·約翰遜  (Jimmie Johnson)、凱西·卡恩  (Kasey Kahne)、凱文·哈維克  

(Kevin Harvick)、丹妮·哈姆林  (Denny Hamlin)、NASCAR 名人堂成員達勒·嗯

哈德  (Dale Earnhardt)、NASCAR 車迷、理查德·佩蒂 (Richard Petty) 歷史車

牌的粉絲推出  11 款  NASCAR 設計。所有  NASCAR 車牌都分為客車級和商務車

級。 

 

這些特殊車牌的首年費用為  60 美元，年度續期費用為  31.25 美元。除車輛登記

費外，NASCAR 個性車牌的首年費用為  91.25 美元，年度續期費用為  62.50 美

元。與 NASCAR 車牌的持有者一樣，WGI 車牌的持有者每隔一年在辦理車牌登

記續期時繳費。  

 

除瓦特金·葛蘭車牌和最新的丹妮卡·帕特里克車牌外，DMV 還將推出其他幾款重

新設計的車牌供車迷訂購，包括：  

   空運公司 (Airborne) 

   前紐約州騎兵協會有限公司  (Association of Former NYS Troopers, 

Inc.) 

   第八空軍歷史協會  (Eighth Air Force Historical Society)  

   土地測量師有限公司  (Land Surveyors) 

   雄獅俱樂部  (Lions Club) 

   陸戰隊協會  (Marine Corps League) - 客車 /商務車  

   陸戰隊協會  (Marine Corps League) - 機動車  

   二戰老兵委員會  (World War II Veterans)  

 

紐約州南部區域經濟發展理事會選擇瓦特金·葛蘭國際賽車場作為第四回合賽事的

優先項目，因為該賽車場符合“南部地區騰飛”的目標，“南部地區騰飛”是區域綜合

藍圖，用以實現強勁的經濟增長和社區發展。以  225 萬美元的州政府撥款作為支

持，對人行道和車道做必要的升級改造，用於在  2016 年賽季開始前解決重大安

全問題。 

 

瓦特金·葛蘭國際賽車場簡介  

瓦特金·葛蘭國際賽車場是北美洲最好的公路賽車場地，被《今日美國》雜誌的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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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票選為『NASCAR 最佳賽道』，位置與美國  25% 的人口相距最多五小時車程

（或  300 英里）。2016 賽季的門票可撥打電話  866.461.RACE 購買，或在線訂

購 www.TheGlen.com。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關注葛蘭區。從  應用商店  或 

Google Play 下載葛蘭區的免費移動應用。  

 

DMV 簡介 

紐約州機動車輛管理局  (DMV) 在提供高效、創新、積極的政府服務方面是美國的

佼佼者。該機構出具安全身份證明文件、提供與機動車及駕駛員相關的基本服務、

管理頒布機動車法律，從而提高車輛安全性并保護消費者。慾了解更多信息，請訪

問  dmv.ny.gov、在 Facebook 上給  DMV 點讚，或在  Twitter 上關注@nysd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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