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佈：2020 年 10 月 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米尼瓦斯卡州立公園保護區開放新的遊客中心

中心將迎來遊客，並向他們介紹佔地 2.4 萬英畝的保護區
《2020 年紐約公園》計畫利用公私部門投資對米尼瓦斯卡州立公園保護區進行現代化改
造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宣佈，位於肖瓦崗山脊 (Shawangunk Ridge) 的米尼瓦斯卡州立公園
保護區 (Minnewaska State Park Preserve) 新遊客中心於今天開放。 該現代化的設施在
與開放空間機構 (Open Space Institute, OSI) 的公司合作關係下建成，在該設施能俯瞰米
尼瓦斯卡湖 (Lake Minnewaska)，其將歡迎和引導遊客前來探索佔地 2.4 萬英畝的保護
區，並提供公共設施與教育和活動場地。自馬里奧·葛謨州長於 1987 年收購了該地先前的
一家度假酒店後，該項目就建造了所需的現代化設施以歡迎前來的數萬名遊客。根據葛謨
州長的《2020 年紐約公園 (NY Parks 2020)》計畫，新的遊客中心利用 2,700 萬美元的
多階段公私部門投資對米尼瓦斯卡州立公園保護區的門戶進行現代化改造。
「米尼瓦斯卡州立公園保護區是紐約最佳的自然寶藏之一，這裡的景色無與倫比，有大片
的開放空間供人去探索，」葛謨州長表示。「這一新的遊客中心是這座景點公園所需的
新建築，其將使新一代的遊客能夠更好的欣賞米尼瓦斯卡流連忘返的美景和豐富的歷
史。」
「在紐約，我們希望居民和遊客能夠探索我們這裡所有的景點和自然資源，」副州長凱
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米尼瓦斯卡州立公園保護區開放的這座新教科中心將
成為遊客的門戶，這裡的設施和項目將使人能夠探索 2.4 萬英畝的保護區。這一項目是我
們在全州範圍內開展的改善和現代化改造設施的整體工作內容，從而有助於促進旅遊業發
展，並繼續建設和鞏固紐約的經濟發展。」
5,400 平方英呎的設施將：
•
•
•
•
•

幫助遊客找到公園中 50 英哩的廣闊人行道網和 35 英哩長的車道；
鼓勵良好的環境管理和低影響出遊；
針對公園環境和歷史開展教育項目和先進展覽；
提供可俯瞰米尼瓦斯卡湖的室外陽台；
在寒冷天氣中提供一個可取暖的場所；

•

提供公共洗手間和飲水處。

州立公園主任艾瑞克·庫勒賽德 (Erik Kulleseid) 表示，「隨著越來越多人來探索米尼瓦
斯卡州立公園保護區的雄偉景色，為歡迎遊客前來而提供一個現代化的公共設施至關重
要。新的遊客中心將幫助我們的客人盡享更深入更有收穫的體驗，突出公園的休閒資產，
並鼓勵遊客對環境進行良好管理。我對葛謨州長和為把這一重要中心變為現實的合作工作
感激不盡。」
開放空間機構總裁兼執行長金姆·埃裡曼 (Kim Elliman) 表示，「米尼瓦斯卡湖遊客中心
在長時間的期待中竣工，這達到了開放空間機構項目的頂峰，從而將我們 40 年的歷史貫
穿到公園中且使公園更具親和力和樂趣。開放空間機構為這一重大成就感到驕傲。我們對
在設計這一振奮人心的建築和內部場地、支持其建設工作和設計與這裡的雄偉氣勢相匹配
的展覽等方面發揮的作用也感到驕傲，這些都將為備受喜愛的這座公園提升公眾的整體體
驗。我對葛謨州長、庫勒賽德主任和米尼瓦斯卡公園的員工所取得這一重大成就表示祝
賀。我要真誠地感謝開放空間機構為這一項目捐贈的眾多支持者，感謝我從前和現在的同
事，是他們的宏大視野和辛勤工作讓今天成為了現實。」
除修建耗資 610 萬美元的遊客中心外，這一門戶項目還將改善公園的美學設計和大大提
升遊客抵達公園時的體驗。升級工作包括：翻新公園公路；安裝新的木質引導扶手；增加
兩個電動車充電站；增加停車空間；增加適宜殘障人士使用的新步道；首次在公園中引入
公共飲用水；安裝暴雨和下水管裡基礎設施；安裝地下公用事業設施；栽種本土植物和景
觀，以及其他場地升級工作。第一階段工作於 2017 年竣工，該工作重新設計了 44/55 號
公路上的主入口區域，從而修建出可允許 50 輛車等候進入保護區的空間，新增的自動停
車繳費選擇也緩解了遊覽高峰日的交通阻塞問題，從而提高了安全性。開放空間機構為建
築設計、先進展覽，以及遊客中心的其他升級工作和特色設計增加了 300 萬美元的私人
資金和撥款，這是合作關係的工作內容。
從 2011 年起為公園追加的投資包括為公司基金投資的 475 萬美元以翻新 21 多英哩唱的
車道，210 萬美元用於在 2015 年與莫霍克保護區 (Mohonk Preserve) 和美國阿爾卑斯俱
樂部 (American Alpine Club) 合作，從而開放肖灣關克門戶 (Shawangunk Gateway) 露
營地。
岩壁州級公園委員會 (Palisades Interstate Park Commission, PIPC) 行政主任約書亞·
萊爾德 (Joshua Laird) 表示，「公園在這座壯觀的新遊客中心幫助下將大大增加接待遊
客的能力，並提供公園美麗卻脆弱的生態系統的訊息，同時引導遊客前往保護區內徒步步
道、休閒機會和壯麗景區。葛謨州長與我們在紐約州立公園 (New York State Parks) 和
開放空間機構的合作讓這一項目成為現實，對此委員會表示感激。」
參議員珍·枚茲格 (Jen Metzger) 表示，「米尼瓦斯卡州立公園是哈德遜谷地區 (Hudson
Valley) 和美國東北部最壯觀的地方之一，也是我最喜歡的徒步、騎行、跨國滑雪和游泳
的景點。我很高興能贊助一筆資金來資助俯瞰湖泊天台的建設工作，我想對開放空間機構
和許多合作夥伴表示感謝，他們使新的遊客中心得以建成。大流行病對我們的社區造成了

嚴重影響。我堅信此類項目能幫助我們建設得更強大，經濟更具復原能力。這座新的遊客
中心將吸引更多的遊客來公園和阿爾斯特郡 (Ulster County)，並向他們介紹該地區令人
難以置信的自然資源，從而深入了解我們能夠提供的一切，為當地經濟帶來更多的旅遊資
金。」
眾議員馬凱文·卡希兒 (Kevin Cahill) 表示，「開放米尼瓦斯卡遊客中心匯集著幾代人的
血汗和淚水，這保證了我們壯麗地區的原始美景可為後代得到保存並理解。 這些設施不
是為了吸引遊客， 而是為了方便來到這裡的遊客， 並對他們進行引導。 這裡突出了必到
景點，也提醒我們不能叨擾的地方。在這一廣闊保護區中合理設計的大規模開發工作將為
數代人服務。 我對我們所做的工作和眾多朋友到今天為止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眾議員布萊恩·米勒 (Brian Miller) 表示，「這是全國的好消息。肖灣關克斯是全州和全國
戶外活動愛好者的勝地。現在前往紐約州這一美麗地區的數萬名客人將能到訪和『關克』
美景相匹配的遊客中心。本州與開放空間機構的合作建成了這座宏偉的設施，其將從現在
起為公眾提供設施、教育訊息和場地。」
阿爾斯特郡郡長派特·萊恩 (Pat Ryan) 表示，「我對米尼瓦斯卡州立公園在增強和恢復遊
客體驗方面獲得的驚人支持感到激動。新遊客中心將成為阿爾斯特郡居民的一項資產，有
助於擴大我們當地的旅遊業，同時繼續鞏固米尼瓦斯卡州立公園作為該地區寶貴的娛樂資
產之一的聲譽。感謝安德魯·葛謨州長對休閒娛樂活動和阿爾斯特郡持續做出承諾。」
羅切斯特鎮 (Rochester Town) 鎮長邁克·巴登 (Mike Baden) 表示，「羅切斯特鎮很驕傲
能在這裡擁有紐約州公園系統中的瑰寶。米尼瓦斯卡州立公園每年吸引來的數萬名遊客令
羅切斯特鎮獲益。這座遊客中心的簡約美將在未來數十年繼續延續這一願景。」
佔地 2.4 萬英畝的米尼瓦斯卡州立公園保護區是紐約第三大州立公園。在葛謨州長的管理
下，保護區新增了 2,500 多英畝的場地。公園保護區位於高達 2,000 英呎的岩石峭壁
上，這裡有 35 英哩的石粉車道、50 英哩長的步道和四個原生態的「天湖，」薩姆博恩
特區 (Sam's Point Area) 還有稀有的矮剛松。每年有近 50 萬人到這裡遊覽。
紐約州公園、娛樂設施及古蹟保存辦公室監管逾 250 座獨立的公園、古跡、休閒步道、
船隻下水點，2019 年創下了 7,700 萬人遊覽的記錄。一份近期大學調查顯示，州立公園
及其遊客的開支能夠支撐價值 50 億美元的產出與銷售額，5.4 萬份私營部門工作機會，
為本州的國內生產總值 (GDP) 增添 28 億美元以上。如需更多與這些娛樂區域相關的資
訊，請訪問 www.parks.ny.gov、下載免費的紐約州公園探索者 (NY State Parks
Explorer) 移動應用程式或撥打電話 518.474.0456。此外，也可以在 Facebook、
Instagram 和 Twitter 上聯繫我們。
岩壁州級公園委員會於 1900 年成立，旨在在州際合同下保護紐約和新澤西州 (New
Jersey, NJ) 的懸崖，這也是全國首個兩州為保護自然用地而竭誠的合作關係。目前岩壁
州級公園委員會監管著新澤西李堡 (Fort Lee) 至紐約索格迪斯 (Saugerties) 的 20 座公園
和歷史遺跡，範圍超過 12.5 萬英畝且每年能接待 900 萬遊客。 該委員會的早期工作促

進了環境管理和教育等新興領域的發展，從而開闢了兒童透過殘疾群體露營活動而接觸自
然的目標，該工作也成為了發展國家公園系統的早期模型。 其楓葉和橡樹葉的徽標象征
著紐約和新澤西的州官方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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