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6 月 1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為新建五指湖迎賓中心  (FINGER LAKES WELCOME CENTER)  

的設計方案揭幕  

 

該迎賓中心將於  2018 年春季在日內瓦市  (Geneva) 開放—— 

如需查看渲染圖片請造訪此處 

  

這筆投資補充了「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  (Finger Lakes Forward)」計畫—— 

該地區推出的成功藍圖，用於發展經濟並創造新機會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為位於安大略省  (Ontario County) 日內瓦市的新建五指湖

迎賓中心的設計渲染方案揭幕。這座迎賓中心是在全州範圍內正在建設的  10 座迎

賓中心之一，兌現了州長推出的在全州範圍內持續促進旅遊業發展的承諾，旨在推

廣本地風景名勝、食品、精釀啤酒和其他目的地。五指湖迎賓中心工程預計將在勞

動節 (Labor Day) 之後啟動，並將在明年春季向遊客開放。州長透過  PPT 演示稿 

(PowerPoint) 揭幕了這套設計方案，如需查看請造訪此處。  

 

「五指湖迎賓中心將是本地區的一個精彩門戶，向遊客介紹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的自然美景和活力四射的城鎮和城市，」葛謨州長表示。「我們對旅遊業

的投資將使得我們展示最優資產、吸引居民和遊客到此遊玩，推動本地經濟的騰

飛。」  

  

該中心將在現有的日內瓦市迎賓中心  (Geneva Visitors Center) 的所處地塊上修建，

後者現位於湖濱路第  35 號 (35 Lakefront Drive)。  各個區域的迎賓中心的資金已經

納入《2018 財年紐約州預算案  (FY 2018 New York State Budget)》。  

  

五指湖迎賓中心將囊擴：  

•  「我愛紐約  (I Love NY)」自動服務機，並配有對五指湖地區著名旅遊景點的

視訊和路線介紹。  

•  一座「品嘗紐約  (Taste NY)」市場，展示來自五指湖地區的本地食物、葡萄

酒、啤酒、蘋果酒和烈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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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個兒童遊樂場、電動車充電站和農貿市場。  

紐約州現已與紐約葡萄酒和烹飪中心  (New York Wine & Culinary Center，NYWCC) 

展開合作。該中心也是五指湖地區的一處優質景點，旨在推廣紐約州動態多樣的農

業和餐飲行業，它透過教授課程、舉辦活動和開設「從農場到餐桌  (farm-to-

table)」的餐廳，幫助設計五指湖迎賓中心。紐約葡萄酒和烹飪中心  (NYWCC) 在

農業和餐飲行業秉承的最高品質標準，將確保這家新建迎賓中心能夠獲取紐約州品

質最佳的本地精釀啤酒和食品，為遊客提供一個參與性強、精彩有趣的好去處。如

需更多有關  NYWCC 的資訊，請造訪此處：https://www.nywcc.com/。 

 

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ESD) 總裁、首席執行官  (CEO) 

兼廳長霍華德·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這次對日內瓦市中心區進行的

投資將把一座現有的濱水設施改造成為一座區域迎賓中心，這將吸引更多遊客，同

時介紹五指湖地區的眾多風景名勝，推廣本地產品和企業。這棟新的建築基於葛謨

州長對旅遊業給予的大力支持和空前投資。州長此舉現已給紐約州帶來了創紀錄的

遊客數量，給經濟發展帶來了歷史空前的積極影響。」  

  

農業廳  (State Agriculture) 廳長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五指湖地

區是本州規模最大的農業區，種植著各類作物，且專業生產葡萄酒、酸奶、乳酪和

其他食品和飲品。州長對五指湖迎賓中心和『品嘗紐約』市場設立的願景將充分突

顯本地區的農業優勢，推廣許多獨特的農商企業，促進農業旅遊的發展。」  

  

紐約州交通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NYS DOT) 部長馬

修·J. 德里斯科爾  (Matthew J. Driscoll) 表示，「葛謨州長正在紐約全境內推廣交

通運輸改進工作。新建的五指湖迎賓中心為我們帶來了另外一種方式，能夠改善安

全性、加強人員流動、支持本地經濟、促進一切讓本地區和紐約州走向偉大輝煌的

事物。」  

 

參議員帕米拉·赫爾明 (Pamela Helming) 表示，「這座新建的、世界一流的迎賓中

心將幫助促進本地企業發展，吸引遊客到五指湖地區的各種風景名勝遊覽。對本地

區農業和旅遊業的持續關注和新增投資將在過去幾年間的發展基礎上，進一步吸引

新的企業和家庭來到本地區。我要衷心感謝葛謨州長、五指湖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Finger Lake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日內瓦市市長榮·阿爾珂克 

(Ron Alcock)、市政經理麥特·霍恩 (Matt Horn) 和日內瓦市政理事會  (Geneva City 

Council) 對本地區承諾的投資。」  

 

眾議院少數派領袖布萊恩  M. 科爾伯  (Brian M. Kolb) 表示，「關鍵的是，我們要繼

續加大投入，推廣五指湖地區擁有的無與倫比的壯美自然景觀和世界一流的景點名

勝。這座新建的迎賓中心將突顯本地區獨特的自然景觀，鼓勵更多遊客到五指湖地

區遊覽體驗。我期待著新建迎賓中心的修建，並渴望見證本地區持續得到繁榮發

展。」  

https://www.nywcc.com/


 

日內瓦市市長榮·阿爾珂克表示，「葛謨州長推出的持續促進五指湖地區發展的舉

措是值得稱道的。我們的上州社區，特別是日內瓦市擁有悠久燦爛的歷史、商業和

文化，以及尚未開發的自然美景。透過新建迎賓中心展示和改進本地區的優秀資源

將能繼續吸引眾多遊客，促進本地經濟發展。」  

 

日內瓦市政經理麥特·霍恩表示，「日內瓦市新建迎賓中心將成為大五指湖地區的

一座理想門戶。我們的社區每年都吸引著大量遊客來訪，這座迎賓中心可謂是錦上

添花，並能支持經濟的發展。葛謨州長、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為五指湖地區爭取到了光明的未來，為展示所有本地區的優

質資源做出了卓越努力。」  

 

NYWCC 總裁基尼·克拉克  (Ginny Clark) 表示，「我們很興奮能夠參與設計新建的

五指湖迎賓中心，這將充分展現本地區多樣的農業產品和必遊旅遊景點。紐約葡萄

酒和烹飪中心的修建旨在推廣紐約州的農業、旅遊業和飲品行業，我們很榮幸能夠

加入此次設計團隊，確保迎賓中心能夠反映和展示五指湖地區的最優資源。」  

 

去年十月，葛謨州長宣佈位於薩福克縣  (Suffolk County) 蒂斯山村 (Dix Hills) 的長島

迎賓中心 (Long Island Welcome Center) 盛大開業。自那以來，紐約市迎賓中心  

(New York City Welcome Center) 在曼哈頓 (Manhattan) 的賈維茨中心  (Javits Center) 

開業、麥可山谷迎賓中心  (Mohawk Valley Welcome Center) 在位於紐約州高速公路  

(New York State Thruway) 沿線、福爾頓維爾  (Fultonville) 和卡納約哈裡  

(Canajoharie) 中間的 E-13 號船閘 (Lock E-13) 處盛大開業。  

  

自 2011 年就職以來，葛謨州長對紐約州各地旅遊業進行了空前投資，遊客人數和

直接消費均達到了歷史空前的水平。2016 年，紐約州的遊客人數達到了創紀錄的  

2.39 億人，刺激了近  650 億美元的消費，連續三年為總體經濟帶來了超過  1,000 

億美元的效益。此外，旅遊業仍舊是本州第四大僱傭領域，每年為超過  91.4 萬個

工作機會提供支持。  

  

加快實施「五指湖加速發展」計畫   

  

今天發佈的公告完善了「五指湖加速發展」計畫。該計畫是本地區的全面發展藍

圖，旨在促進經濟和社區得到強勁增長與發展。自  2012 年起，州政府已對該地區

投入了超過  34 億美元的資金用於為該計劃奠定基礎，重點投資產業包括光電、農

業與食品生產、高級製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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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州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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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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