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6 月 25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選擇特殊事件公司管理州博覽會  (STATE FAIRGROUNDS)  

新展覽中心  (EXPO CENTER) 的重大活動預定  

 

活動管理公司  HITS 有限公司  (HITS, Inc.) 提供大型活動經驗，  

用於全年預訂展覽中心  

 

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Central New York Rising，CNY Rising)』計畫， 

這項計畫是本地區的全面戰略，用於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阿爾斯特郡  (Ulster County) 索格蒂斯鎮  (Saugerties) 

HITS 有限公司已經獲得合同，用於負責預訂紐約州展覽會新博覽中心的重大活

動，這家公司是獲得本州認可的特殊事件管理公司。  HITS 有限公司是根據  

《徵求建議書  (Request for Proposals)》選出的，該公司提供獨特的計畫，以吸引

各種各樣的活動和表演。2018 年和 2019 年，展覽中心迄今為止已預訂出至少  9 

項紐約州北部地區初次舉辦的重大活動，包括秋季音樂節、無人飛機比賽和日誌

家園博覽會，現有五個展會計畫擴展到明年新建的大樓。  

 

「在博覽會場地增設新展覽中心是個激動人心的機會，用來透過全年吸引眾多熱

門的展會和活動展示紐約州北部地區，」州長葛謨表示。「由於有機會推銷新場

地並凸顯該地區的所有優勢，展會場地將繼續打破參展人數記錄，並在未來幾年

成為整個地區的經濟動力。」  

 

HITS 有限公司多年來呈指數增長，從消費者展覽到新型運動和耐力賽事，現在管

理著全國范圍內廣泛的全年活動。該促銷公司提供強有力的計畫，為展覽會提供

各種各樣的獨特活動和展覽，專門與其在  AIM 媒體公司 (AIM Media) 的合作夥伴

合作，吸引前所未有的節目。HITS 有限公司在整個東海岸和中西部地區  

(Midwest) 擁有物業，並利用這些物業主辦並推廣重要的節目和活動。  

 



 

 

根據合同，HITS 有限公司在 2020 年底前至少要為展覽中心預定出  12 個新的多

日活動，其中至少  3 個活動使用其他展館建築，至少  5 個新的多日活動在博覽會

除展覽中心以外的建築內舉辦。這些活動必須是過去  18 個月未曾在展覽會場內

舉辦過的。  

 

此外，公司必須在  2023 年底前保留 2021 年底至 2021 年期間 75% 的活動預訂

量，同時預訂出至少 7 個新的展覽中心活動，其中至少  5 個活動必須使用其他建

築物， 5 個新活動必須在博覽會其他建築物內舉行。  

 

《徵求建議書》由紐約州農業市場廳  (Stat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於 2017 年 12 月發佈，尋求一家私營公司推銷展覽會場，並將新展覽中心定位為

首要的全國集會場地。展覽中心在私人預訂營銷公司的幫助下，補充了紐約中部

地區崛起戰略  (Central New York Rising)，該地區的這項綜合戰略投資本州價值  

1,000 億美元的旅遊業來發展經濟。  

 

到 2018 年上半年，約有  500,275 人在展覽會場地參加了非展覽活動，2017 年上

半年有 371,278 人參加非展覽活動，相比之下人數增加了  34.7%。 估算數據基於

汽車數量，使用行業標準乘數來計算每輛汽車搭載的平均人數。這延續了預計參

展人數強勁增長的趨勢。2016 至 2017 年，參展率上升  57%。 

 

新活動 

葛謨州長宣佈建設新展覽中心，該建築的面積達  13.6 萬平方英呎，擁有  110,000 

平方英呎淨跨空間，打算在當前蓬勃發展的赫德斯鎮  (Geddes) 的博覽會場地舉辦

大型活動。該建築在八月份開放時，將成為紐約市  (New York City) 以北波士頓鎮  

(Boston) 和克利夫蘭鄉  (Cleveland) 之間最大的世博會場館。到  2019 年，幾個主

要展覽已經承諾使用展覽中心：  

 

•  『品嘗紐約』秋季音樂節  (Taste NY Fall Festival)，這是個適合全家參與的

音樂節，有紐約州的商販出售當地生產和製造食品和飲料、南瓜片和南瓜

雕刻、娛樂遊樂設施和農場動物園。  

•  HITS 有限公司室內錦標賽  (HITS Indoor Championships)，此項新活動是為

入門級和中級水平的新手和業餘騎手而設置的發展比賽，旨在從初級階段

發展體育運動。  

•  FlyFast 無人機比賽和展覽  (FlyFast Drone Racing Competition and Showcase) 

是面向業餘愛好者和專業人士舉辦的比賽，其中包括面向首次飛行員提供

的無人機飛行課程，以及培養無人駕駛操作員和賽車手的講習班和會議。

由於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和羅馬 (Rome) 之間的區域是國家僅有的幾個無

人機測試指定地區之一，因此此項活動由州長在無人駕駛航空科技領域資

助而舉辦。  



 

 

•  帝國阿帕卡展覽  (Empire Alpaca Showtacular) 展示東北部地區  (Northeast) 

最好的羊駝，以及纖維藝術示範和比賽。該展覽是紐約州和新英格蘭  (New 

England) 羊駝組織的聯合成果。  

•  AIM 原木與木材家居展  (AIM Log and Timber Home Show)，以消費者展覽為

特色，配合設計、建造和裝潢木料以及木材家居方面的深入教育。  

•  頂級團隊套索賽事公司的兩項團隊套索世界系列賽活動，每年支付超過  

1,200 萬美元的獎金給  90,000 多支每年爭奪冠軍頭銜的球隊。  

•  木工展 (Woodworking Showcase) 與健康生活博覽會  (Healthy Living Expo)，

這兩個新系列活動由  HITS 有限公司合作夥伴  AIM 媒體公司  (AIM Media)  

與其領先的健康生活及木工品牌合作推出，這些品牌包括瑜伽雜誌  (Yoga 

Journal)、氧 (Oxygen)、清潔飲食  (Clean Eating)、更好的營養  (Better 

Nutrition)、木工 (Woodsmith)。 這些活動將以消費者展覽、互動實踐課程以

及教育研討會為特色。  

•  6 月和 9 月將舉辦不同車主俱樂部的兩場房車  (Recreational Vehicle, RV)  

集會。 每場房車集會都是一次地區集會，各俱樂部有  500 到 600 個會員。

至少一個展會還將舉辦一場  600 個會員參加的房車展示和銷售活動。  

 

此外，五場現有展覽會場地展覽將移至展覽中心，從而擴大規模，包括紐約運動

員博覽會 (New York Sportsman's Expo)、遊艇展 (The Boat Show)、紐約農場秀  

(The New York Farm Show)、房車展 (RV show)、犬展 (dog show)。 

 

展覽中心是州長多年期計畫的內容，該計畫將翻修  1890 年以來全國最古老的州

博覽會舉辦地格迪斯鎮展覽會場。博覽會場地實施改造，拆除了沒有吸引力的正

門和每年使用不到一週的賽道。在其場地建造了一個有吸引力和建築意義的主門  

(Main Gate)、一座在展會期間提供全方位服務並面向特定非展覽活動的房車公

園，以及大型開放式鋪砌路面和草地空間，用來為娛樂場  (Midway) 及其他展覽會

節目提供空間並用於非展覽活動的多種用途，為紐約州警察展覽會  (New York 

State Police exhibit) 提供新場所、印度村  (Indian Village) 新的龜冢 (Turtle Mound) 

表演場地、開放式節日場地和迷人的池塘，以及博覽會場地最大的停車場，包括

鋪路、排水、照明和  690 號州際公路的新坡道。  

 

紐約州農業廳  (Agriculture) 廳長理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這是紐

約州展覽會場和紐約州中部地區激動人心的時刻。葛謨州長開始投資我們的設施

以來，我們在博覽會場地的非展覽業務量每年都在增加。很容易預料到  2019 年

將再次打破每項紀錄。」  

 

紐約州博覽會  (New York State Fair) 代理主任特洛伊·瓦弗那  (Troy Waffner)  

表示，「強勁增長的動力始終都在這裡。州長的投資提供了動力，把我們的全年

業務量推向新高度。我們期待再次創下新紀錄，幫助紐約州中部地區的朋友和鄰

居。」  



 

 

 

HITS 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湯姆 ·斯塔澤瑞  (Tom Struzzieri) 表示，「我們很榮幸獲

選推廣令人驚嘆的新展覽中心以及紐約州其他展覽中心的建築。這自然地延續了

我們近四十年的活動籌劃和管理工作。我們很高興能夠開始這項重要的事業。」  

 

奧農達加郡郡長喬尼·馬奧尼  (Joanie Mahoney) 表示，「葛謨州長設立的戰略正

在起作用。奧內達加湖  (Onondaga Lake) 西岸地區正在蓬勃發展，已經繁忙的展

覽會場的增長正在幫助支持紐約州中部地區的經濟。」  

 

加快「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今天的公告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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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政府自  2012 年起已對該地區投資

了超過 47 億美元，用於為該方案奠定基礎，從而利用全球市場機會、促進 f 創業

並建設包容性的經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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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正選擇在諸如錫拉丘茲市  (Syracuse)、奧斯威戈郡  

(Oswego)、奧本鎮 (Auburn) 這樣的地方進行發展投資。  

 

葛謨州長在  2015 年 12 月宣佈透過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計畫提供 5 億美元的州政府投資，該地區目前正利用這筆投資加快實施

「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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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0 份新工作。如需查看更多

資訊，請參考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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