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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奧爾巴尼市資本中心  (ALBANY CAPITAL CENTER，ACC) 正式開放  

 
中心區復興每年將吸引  2,650 萬美元的消費和  10 萬個遊客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奧爾巴尼市資本中心開放，這標誌著奧爾巴尼市  

(Albany) 中心區斥資  7,850 萬美元的現代化新會議中心竣工。該項目改造該市在州

議會大廈附近一處長期荒廢的區域，並刺激地點周圍區域的私營發展，將在  24 個

月後按照原定時間和預算竣工。該中心在施工期間每天平均僱用來自  11 個行業的 

140 個工作人員，並將提供  120 份固定工作。奧爾巴尼市資本中心擴建將為奧爾

巴尼市開發此前沒有的細分市場，預計將為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吸引更多新

會議業務。  

 

「奧爾巴尼市資本中心的竣工將有助於繼續推動奧爾巴尼市中心區復興，從而為遠

近不同地方的遊客創造中心空間用來舉辦活動、會議、集會等等，」葛謨州長表

示。「利用位於奧爾巴尼市中心區的這處新的現代化活動區域，我們開發大量的

機會供民眾前往州首府所在地，親眼見證該地區所能提供的一切。」  

 

奧爾巴尼市資本中心目前是資本綜合體  (Capital Complex) 的組成部分，資本綜合

體是紐約州北部地區最大規模並且最獨特的活動場地。2017 年迄今為止，奧爾巴

尼市資本中心已預訂了  62 場活動，這些活動共將占用  101 天時間。今年的活動將

帶來  3,750 個酒店間夜量，其中  3,200 個酒店間夜量對奧爾巴尼市而言屬於新業

務。另外 28 場活動已預訂至  2021 年。除了  2,650 萬美元的遊客年度消費支出，

還有大約 100 萬美元與新遊客消費支出相關的銷售稅、使用稅、燃料稅、汽車租

賃稅、個人所得稅以及佔用稅。  

 

「奧爾巴尼市資本中心很好地證明了州政府與地方社區合作實施區域改造取得的進

展。從我去年夏天參加封頂儀式時起發生了令人驚奇的改造，」副州長霍楚爾  

(Hochul) 表示。「奧爾巴尼市正在崛起，該中心就是證明。新會議中心將幫助復

興奧爾巴尼市中心區，並成為首府城市的經濟推動力。」  

 

該公開競標項目透過項目勞動協議  (Project Labor Agreement) 實施建設，受僱的工

http://www.albanycapitalcenter.com/


會人員包括施工工程師、工人、鋼鐵工、木工、泥瓦工、鈑金工、水管工、蒸汽管

道工、絕緣作業工、敷帶工、玻璃工、蓋頂工、電工。共授予  16 份合同，其中  

14 份提供給了紐約州的公司，包括首府地區的  11 家公司。逾  1,390 萬美元的合

同資金提供給了經認證的少數族裔企業與婦女企業  (Minority and Women-Owned 

Business Enterprise，MWBE)，奧爾巴尼市資本中心項目將達成或超越項目設立的  

22.75% 的少數族裔企業與婦女企業利用率目標。  

 

奧爾巴尼市會議中心管理局  (Albany Convention Center Authority，ACCA) 董事會

主席加文·多諾休  (Gavin Donohue) 表示，「經過多年準備後，奧爾巴尼市會議中

心管理局整個團隊感謝葛謨州長有預見性地建設這個能夠促進經濟發展的項目。該

項目涉及大量與地方政府和州政府的合作，採用嚴格的施工期限，並由各方承諾按

時交付項目。奧爾巴尼市資本中心證明了該地區所能實現的成就，我們期待見證其

在最近數週和數月後達成進度，並在首府地區開放以舉辦新展覽和活動。」  

 

「葛謨州長有遠見地認為建設奧爾巴尼市資本中心將成為重要的推動力，為奧爾巴

斯市地區吸引更大型的活動，」紐約州總務處  (Office of General Services) 處長羅

安·德斯提托  (RoAnn Destito) 表示。「雞蛋大廈  (The Egg) 和時代聯合中心  (Times 

Union Center) 毗鄰帝國州廣場會議中心  (Empire State Plaza Convention Center)，提

供獨特的機會用於策劃各種形式及規模的會議和集會。」  

 

參議員奈爾·佈雷斯林  (Neil Breslin) 表示，「奧爾巴尼市資本中心的開放對奧爾巴

尼市而言是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該項目帶來的經濟效益將覆蓋整個首府地區各種

規模的企業。我感謝全體政府合作夥伴以及我們社區協力實現該項目。」  

 

女眾議員派特裡夏·費  (Patricia Fahy) 表示，「奧爾巴尼市資本中心是該地區最近

幾十年來最受期待的經濟建設項目。前任市長詹寧斯  (Jennings) 在  1994 年首次提

出構想以來，該項目多次停止和啟動，因此，我感激州長和奧爾巴尼市會議中心管

理局等各方堅定地完成該項目！我長期以來始終支持該項目，並將繼續設法使之對

中心區和首府地區的企業而言成為真正具有變革意義的項目。」  

 

眾議員約翰  T. 麥克唐納三世  (John T. McDonald III) 表示，「我們的首府城市對奧

爾巴尼市資本中心的加入表示歡迎。很高興看到該場地取得施工進展，該場地將成

為首府地區的中心，用於舉辦觀光、活動、集會，等等。我感謝各方夥伴合作實現

項目建設，作為奧爾巴尼市會議中心管理局的成員，我有幸獲得機會參與這個將造

福於我們地區全體居民的項目。」  

 

奧爾巴尼縣  (Albany County) 縣長丹·麥克伊  (Dan McCoy) 表示，「今天對奧爾巴

尼市和奧爾巴尼縣來說是個重要的日子，因為期待已久的奧爾巴尼市資本中心開放

營業。這個新中心與正在實施大規模現代化整修的時代聯合中心合作運營，將促進

我們的地方經濟發展並讓奧爾巴尼市對會議及觀光部門而言變得更具吸引力。對該

地區來說，這是新紀元的開始。」  

 



奧爾巴尼市市長凱西·希恩  (Kathy Sheehan) 表示，「今天的開放標誌著奧爾巴尼

市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從就業到旅遊業等領域，奧爾巴尼市資本中心將對我們整個

地方經濟產生驚人的連鎖效應。感謝葛謨州長領導建設這個重要項目，該項目將推

進我們的工作，充分發掘這座首府城市的潛力。」  

 

首府地區建造貿易委員會  (Capital District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Trades 

Council) 會長傑夫·斯塔克  (Jeff Stark) 表示，「由於葛謨州長及其對紐約州北部地

區做出的承諾，又一個項目利用技術精湛的工會勞動力如期建成。」  

 

奧爾巴尼市資本中心擁有：  

  兩個樓層提供全方位服務的現代化會議區，有無線網絡、4K 視聽系統、整

個地面鋪設地毯且沒有的凈跨無柱式房間、寬敞的活動前區域；  

  三個樓層的現場停車場可停放  130 輛車，位於兩個會議區樓層下方；  

  整個會議中心採用能源之星設備、LED 照明燈以及節能設計，每年將節省將

近  7.3 萬美元的電氣費用並減少超過  67 萬磅的二氧化碳  (CO2)。 

  一樓有 1 萬平方英呎的全分離式會議區和  3000 平方英呎提供全方位服務的

餐飲廚房；  

  二樓有 2.25 萬平方英呎的多功能宴會廳 /會議區，可配置用於創造  1.5 萬平

方英呎和 1 萬平方英呎的獨立區域；  

  二樓的層高為  26 英呎，可容納美國大學生籃球聯賽  (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NCAA) 籃球訓練場以支持在時代聯合中心舉辦的錦標

賽，重型地板可支持汽車展覽和商業展覽、高端裝潢，獨特的變色  LED 展

示照明燈可利用由  1,600 萬種色彩組成的調色板展示  logo、動靜圖形；  

  各樓層均設有客用電梯、貨用電梯、自動扶梯；  

  宴會座位數為  1,600 人； 

  畢業典禮的座位數為  3,200 人； 

  該中心的活動預訂和管理由  SMG 公司負責，餐飲服務由  Mazzone 

Hospitality 公司提供。  

 

奧爾巴尼市資本中心由奧爾巴尼市會議中心管理局建設，該管理局是紐約市

的公共機構。九個成員組成的志願者理事會負責監管奧爾巴尼市會議中心管

理局，該管理局由州長、紐約州參眾兩院、奧爾巴尼縣、奧爾巴尼市指派的

人員組成，這些人提供無償服務。 

 

資本綜合體簡介：  

資本綜合體位於紐約州奧爾巴尼縣中心區，由四個獨特的會議及活動場館組

成，包括奧爾巴尼市資本中心、帝國州廣場會議中心、雞蛋大廈表演藝術中

心  (The Egg Performing Arts Center)、時代聯合中心體育館組成，將構成紐約

州北部地區最大規模的會議場館。資本綜合體由封閉的人行道銜接，包括帝

國州廣場會議中心，該中心擁有  5 萬平方英呎空間，設有由紐約州總務處



運營的一間會議廳、七間會議室、活動前區域；雞蛋大廈表演藝術中心，該

中心有兩座劇院，共可容納  1,400 人，此外還有  1 萬平方英呎的活動區；

SMG 運營的兩個場館，包括新建造的奧爾巴尼市資本中心和時代聯合中

心，奧爾巴尼市資本中心是  5 萬平方英呎的場館，有六間會議室和活動前

區域，時代聯合中心是紐約州北部地區最好的體育娛樂場館，可容納  1.75 

萬人，並且有  5 萬平方英呎的展覽區和活動前區域。如需了解更多關於資

本綜合體的資訊，請訪問  

www.albanycapitalcenter.com/what_is_the_capital_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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