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7 月 1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歡迎錫拉丘茲市國民古董車展  (SYRACUSE NATIONALS CLASSIC CAR 

SHOW) 本週末重回紐約州博覽會場  (NEW YORK STATE FAIRGROUNDS)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Y) 第  18 屆年度汽車展預計迎來  9 萬個車迷   

  

這次車展擴大規模，展示更多廠商、古董車、新活動   

  

這次活動促進旅遊業發展，完善『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Central NY Rising)』，

這是該地區的全面戰略，用於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歡迎錫拉丘茲市國民古董車展重回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紐約州博覽會場舉辦第  18 年車展。  這次車展於星期五早上開幕，首

次使用新的大型活動場地，該場地由州長撥款  5,000 萬美元的計畫的第  1 階段建

造，用於復興有  137 年歷史的紐約州博覽會場。這次汽車展持續到  7 月 16 日，

星期日，憑著車展前的高售票量，車展承辦機構有望打破參展人數紀錄，並超越

去年大約 9 萬個參觀者的紀錄。  錫拉丘茲市國民古董車展是本國頂級規模的汽

車展，創造大約  1,300 萬美元的參觀者支出。  

  

「錫拉丘茲市國民古董車展是古董車愛好者的盛會，我很自豪迎接國內頂尖的汽

車進入紐約州中部地區，供居民和遊客觀賞，」葛謨州長表示。「對大紐約州博

覽會 (Great New York State Fair) 的歷史規模撥款正在幫助該地區提升到新高度，

藉助增加新活動和擴大既有活動的規模，例如錫拉丘茲市國民古董車展，提供更

多理由讓人們造訪體驗今年的博覽會。」  

  

2016 年，錫拉丘茲市國民古董車展率先使用改造後的紐約州博覽會場，該會場

設有嶄新的主大門、新擴建的遊樂場區、有  313 個車位的新帝國房車公園  

(Empire RV Park)，以及地下供水、污水管道、電力服務。  錫拉丘茲市國民古董

車展迅速售完房車公園內的展位，並開始使用展覽會場中心地帶的露天展位。  

  



今年，車展承辦機構最大程度增加展位，首次設立  1981 - 1985 年的汽車展區。

創紀錄的 430 家廠商將提供汽車產品和生活方式產品，包括國家品牌的一些產

品，這些品牌被大型活動場地吸引，故而參加本次車展。此外，30 家公司將在本

次車展期間銷售商品，數量創歷史紀錄。  

  

今年新設一項活動，叫做『夜晚錫拉丘茲市國民古董車展  (Nationals After 

Dark)』，該活動包括星期五夜間烤豬聚會和星期六夜間燒烤聚會，這兩場聚會都

有現場音樂表演。  今年的車展還新增一項活動，即麥克 ·斯德雷特技表演  (Mike 

Steidley Stunt Show)，國際巡迴山地自行車表演。  展覽會場門口銷售單日門票，

成人票價為  20 美元、6 - 12 歲兒童的票價為  8 美元、5 歲以下兒童免票。  

  

紐約州汽車監理廳  (Department of Motor Vehicles，DMV) 參展   

紐約州汽車監理廳也將重回紐約州博覽會場，為客戶提供服務事務並推廣復古牌

照和舊式牌照。設在進步中心大樓  (Center of Progress) 內的紐約州汽車監理廳展

廳將提供視力測試服務、參觀本地辦公室的預約登記、器官捐獻計畫登記、駕駛

執照換領服務、定制車牌預訂服務。這些服務大多屬於紐約州汽車監理廳客戶服

務計畫 (Customer Service Initiative)，該計畫是葛謨州長在  2012 年面向全機構下

達的指示，旨在簡化紐約州汽車監理廳的服務流程和提高服務效率。  

 

紐約州汽車監理廳還將連續第二年向來賓派送新海報（送完即止），展示不同年

代的紐約復古牌照。海報直觀呈現了紐約州牌照的演化過程，展示  1901 年首批

車主定制牌照，以及  1986 年以及之後出現的紅、白、藍三種『自由』主題的牌

照。此外，前來參觀紐約州汽車監理廳展廳的游客還將有機會獲得限量版的錫拉

丘茲市國民古董車展紀念牌照。   

 

復古牌照是汽車開始投入生產的那一年，由紐約州簽發的最原始的牌照。1991 

年以前生產，只作為收藏家物品或展覽物件，不用於日常交通的任何一部汽車，

在登記時可能使用的是復古牌照。舊式牌照是紐約州汽車監理廳簽發的新型牌

照，面向從當前日曆年份起算  25 年以前生產的汽車，這些汽車只作為收藏品或

展覽品，而不用於日常交通。更多關於復古和舊式牌照的資訊請在此處和此處獲

取。  

  

奧農達加郡郡長喬尼 ·馬奧尼  (Joanie Mahoney) 表示，「本週末的錫拉丘茲市國

民古董車展將吸引成千上萬個參觀者前往紐約州中部地區，這些人將住在我們的

酒店、遊覽當地景點、在我們的餐館用餐。紐約州博覽會的規模和設施都超過以

往，這次汽車展只是個開頭，這都歸功於葛謨州長撥款改造奧農達加郡  

(Onondaga County) 首屈一指的旅遊景點。透過州  5,000 萬美元復興計畫實施的

改造工作完善了參觀者的體驗，州長對本地區的關注今後顯然將繼續促進經濟發

展。」  

  

https://it1.cwnls.com/?action=link&url=https://dmv.ny.gov/dmv/ny-vintage-plates&id=1100PRES3EAB95040D1570438525815D0061841D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https://it1.cwnls.com/?action=link&url=https://dmv.ny.gov/node/1501&id=1100PRES3EAB95040D1570438525815D0061841D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https://it1.cwnls.com/?action=link&url=https://dmv.ny.gov/apply-historical-plates&id=1100PRES3EAB95040D1570438525815D0061841D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紐約州農業廳  (State Agriculture) 廳長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因

為州長的遠見卓識，重振活力的紐約州博覽會場正在更好地吸引各類大型活動。

增設全新活動和再次舉辦既有的重要活動，例如錫拉丘茲市國民古董車展，這正

吸引更多遊客前往紐約州中部地區，這將幫助帶動區域經濟。」  

  

「我們期待參加錫拉丘茲市國民古董車展，並把我們的服務帶到這次車展上，」

紐約州汽車監理廳執行副廳長特裡 ·伊根  (Terri Egan) 表示。「我們想保障大家獲

得精彩的古董車展體驗。參觀者可趁著本次車展獲取舊式牌照或仿古牌照，並遊

覽東北部地區  (Northeast) 的頂級展覽場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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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我們期待承辦每一年的錫拉丘茲市國民古董車展，該車展每年帶來精彩的

方案，連續三天展出古董車、美食和廠商，吸引全國各地的汽車愛好者。  今年的

錫拉丘茲市國民古董車展展出更多輛  20 世紀 80 年代的汽車，並推出幾項新活

動，規模和質量有望超越往屆車展。」  

  

作為錫拉丘茲市國民古董車展的負責人和發起人，來自右岸有限公司  (Right 

Coast, Inc.) 的羅博·奧康納  (Rob O'Connor) 表示，「我們期待每一年都在紐約州

博覽會場舉辦頂級古董車展，我們相信今年將是我們目前為止最成功的一年。紐

約州博覽會場實施改造，增加空間用來展出更多稀有的汽車，並讓遊客更方便地

享受我們的活動。我們將於本週末啟動第  18  屆年度錫拉丘茲市國民古董車展，並

將高興地迎接各地汽車愛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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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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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將近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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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威戈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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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上州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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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州博覽會將由紐約州農業市場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nd Markets) 於  2017 年  8 月  23 日至  9 月  4 日召開。博覽會的使命體現在其主

https://it1.cwnls.com/?action=link&url=http://regionalcouncils.ny.gov/content/central-new-york&id=1100PRES3EAB95040D1570438525815D0061841D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題『追求最佳』之中，旨在展示紐約州最佳農業成果，並提供一流的休閒娛樂服

務。 

  

大紐約州博覽會的場地是一塊全年經營的占地  375 英畝的展區和娛樂場地。全年

活動安排現已發佈在展覽會的網站上。請在以下頁面中關注大紐約州博覽會：

Facebook 頁面、Twitter 頁面：@NYSFair、Snapchat 頁面和  nysfair 頁面查看

博覽會的照片：  Flickr.com/photos/nysfair。此外，現誠邀紐約州民眾為大紐約

州博覽會建言獻策  statefairideas@agriculture.ny.gov。  

  
###  

  

 
  

网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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