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8 月 22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新展覽中心  (EXPO CENTER) 將在  2018 年大紐約州博覽會  (GREAT 

NEW YORK STATE FAIR) 上開放   

  

剪綵儀式在最大室內活動場所中進行，其位於波士頓  (Boston) 和克利夫蘭  

(Cleveland) 之間的紐約市北部   

  

展覽中心和修繕過的橘色停車場  (Orange Parking Lot) 標誌著第二階段  (Phase 2)

《振興露天廣場  (Fairgrounds Revitalization)》計畫竣工   

  

投資活動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Central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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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天正式宣佈位於紐約州露天廣場  (New York State 

Fairgrounds) 的全新展覽中心開放，並舉行了剪綵儀式。展覽中心佔地  136,000  

平方英呎，位於波士頓和克利夫蘭之間的紐約市北部最大的室內活動場所將於  

2018 年大紐約州博覽會  (Great New York State Fair) 開幕期間開放。該棟新建築和

近期完工的展覽會與橘色停車場一同，標誌著州長振興州立露天廣場  (State 

Fairgrounds) 計畫的第二階段竣工。這些改造工程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計畫，該計畫是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的地區戰略。   

  

「全新的展覽中心是露天廣場新增的接待遊客的場所，它不僅可以增加州立博覽

會的參加人數，也能全年為舉辦活動提供場所，用於接待創紀錄數量的遊客，」

州長葛謨說。「透過促進全國的旅遊業發展和吸引商業的到來，地理位置獨特的

展覽中心將不斷帶來經濟效益，促進未來紐約州中部地區的崛起。」   

  

「全新的展覽中心將繼續振興露天廣場的發展，提高遊客在展覽會的體驗，并吸

引更多遊客來到大紐約州博覽會，」副州長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

「今天展覽中心的開放創造了一個可舉辦活動的場所，并有能力容納創紀錄數量

的遊客。新中心將繼續構建當地社區，并促進紐約州中部地區經濟的發展。」   

  



 

 

展覽中心佔地  110,000 平方英呎，有著開放式的樓層格局，可容納超過  500 個  10 

英呎  乘 10 英呎規格的展覽棚。該寬敞的活動場館的特色還有  4,000 個可折疊的

座椅，將吸引大型展覽和特殊活動的舉辦，包括汽車，遊船和露營車展覽，寵物

展覽會，貿易展銷會，家居和園藝展覽會，科技展覽會和更多從前因場地不足而

無法來紐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New York) 參展的其他活動。展覽中心在露天廣場

增加了室內空間，面積可達  450,000 多平方英呎。  

  

去年在 2017 年展覽會的開幕式上，葛謨州長宣佈展覽中心的設計建造計畫招標

書  (Request for Proposals) 由總務辦公室  (Office of General Services, OGS) 公佈。

州長  2017-2018 年預算  (Governor's 2017-2018 Budget) 為給這一設計建造計畫撥

款專門制定了法規，因此該計畫在一年之內於  2018 年展覽會前完成設計、施工

和竣工，參與這一過程的有紐約州多個公司，包括負責設計和建造的  HBP 合資公

司  (HBP Joint Venture)，許貝爾-布洛伊爾建築  (Hueber-Breuer Construction) (錫拉

丘茲市  (Syracuse)) 和派克公司 (The Pike Company) (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的合

資公司；建築師和工程師來自  QPK 設計公司  (QPK Design) (錫拉丘茲市)；所有者

代表人來自吉爾班建築公司  (Gilbane Building Company) 和 C&S 公司  (C&S 

Companies) (錫拉丘茲市)。 

  

州長還宣佈紐約州交通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NYSDOT) 

已完成耗資  2,700 萬美元，橘色停車場的重新設計和現代化改造，該停車場是大

紐約州博覽會上最大的停車場。對  65 英畝停車場的改造工程於去年秋季開工，

包括改造入口，提高安全系數，極大地擴大了容載量。停車場有新鋪設的路面，

有超過 7,000 個停車位，去年在泥土路面上已有  4,000 到  5,000 個停車位。  對入

口的改造可減少  7 號出口 (Exit 7) 匝道到  690 號州際公路  (Interstate 690) 的交通

量，緩解高峰期堵塞。  

  

8 月初，紐約州交通部從橘色停車場的西段開通了一個到  690 號州際公路西側的

新出口匝道，使車輛可以直接從州立展覽會和奧農達加郡  (Onondaga County)  

圓形劇場駛向  690 號州際公路。新匝道將改善駛出橘色停車場的交通流量，并減

少離開停車場車輛的延誤時間。  在這一匝道開通以前，展覽會外圍舉辦活動期間

車輛只能從  690 號州級公路上橘色停車場的  7 號出口駛出。在活動舉辦期間，  

新匝道為進入  690 號州級公路西行的車輛提供了新的出口。   

  

EZ 升級通行  (EZ-Pass Plus) 收費系統和收費通道也是今年橘色停車場和棕色停車

場  (Brown Lot) 的新增設施。此外，新  LED 照明設備、人行側道、人行橫道和行

人避車區將使步行往返展覽會更加便利。新安裝  3 個公交車站和公交車遮陽棚，

以及標識和整個停車場的全面排水系統。  

  

這些改造工程標誌著葛謨州長復興計畫第二階段竣工。  改造計畫的第一階段  

(Phase 1) 包括一個可容納  313 名露營者并提供全套服務的休閒駕車公園  (RV 



 

 

park)，重新安置的遊樂場  (Midway) 區為展覽會和非展覽會活動提供更多開放場

地。新建的還有主入口  (Main Gate)，州警察局展覽新區和長達  1,400 英呎的空中

遊覽車 (Sky Ride)。印度鎮 (Indian Village) 也在重新修繕龜冢  (Turtle Mound)，這

是博覽會期間文化表演的主會場。   

  

自修繕初期起，2016 至 2017 年間州立博覽會參與人數已上漲超過百分之  28，  

非博覽會活動參與人數上漲百分之  57。   

  

博覽會規劃   

2018 年州立博覽會期間，展覽中心將陳列紐約贊助的戶外活動，包括中心的臨時

冰場，主要有冰球，花樣滑冰，球戲及其他特殊活動。在不為活動所用時，冰場

將對公眾免費開放。冰鞋也可免費使用。  與冬奧會  (Winter Olympics) 相關的活動

將成為特色活動，以突出紐約州舊址、曾作為奧運會訓練主場地的紐約州普萊西

德湖  (Lake Placid)，這裡還是  1932 年和  1980 年冬奧會舉辦地。   

  

去年首次在發展中心建築  (Center of Progress Building) 亮相的我愛紐約  (I LOVE 

NEW YORK) 展覽已搬遷至新的展覽中心，并會重點展出本州自然景觀。今年我

愛紐約體驗的主題是「四季。常在  (All Year. All Here)」。 參加展覽會的人可以體

驗到紐約州的四季景觀，並在不同的自拍站拍照。遊客可以滑雪橇；展示高爾夫

球機；登上運河遊船；在玉米迷宮中穿行；觀看塵土飛揚的經典賽車比賽；啜飲

品嘗紐約 (Taste NY) 的啤酒、葡萄酒、烈酒和其他產品。捷藍航空公司  (JetBlue) 

為您每天下午  3 點免費供應零食。  紐約州年度旅遊主題的沙雕將在展覽中心為參

加展覽會的遊客現場雕刻。  

  

非博覽會新活動   

展覽中心預計將在明年舉辦大型活動。展覽中心在博覽會之後將于  2018 年在紐

約州北部地區舉辦一系列新活動，包括：  

  

•  品嘗紐約之秋節  (Taste NY Fall Festival)，10 月  12 至  13 日：  該活動將有

來自紐約州各地的商家，他們將售賣本地生產製造的食物和飲品，以當地

美食為特色展現本州的多樣化。  家庭出遊節以南瓜地和南瓜雕刻，遊樂設

施和撫摸農場動物為特色，兒童可學習到食物的種植，生長和生產過程。   

•  室內跳馬錦標賽  (HITS Indoor Championships)，10 月  24 至  28 日：此項

新活動是為入門級和中級水平的新手和業餘騎馬選手而設置的比賽，旨在

從初級階段發展體育運動。   

•  無人機飛行比賽和表演  (FlyFast Drone Racing Competition and 

Showcase)，11 月  10 至  11 日：此項活動將有一系列業餘和專業選手的比

賽競技。選手將飛過各式賽道，以及檢驗選手高超飛行技巧的專門賽道。

表演將有首次飛行選手的無人機飛行課程，以及培養無人機操作人員和參

賽者的研討會。其還包括供參與者購買最新無人機科技的攤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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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專員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大紐約州博覽會一直以來都為當地商業在夏

末提供機會，吸引數十萬的遊客來到鎮上。新的展覽中心全年都將吸引遊客來露

天廣場和本地區，為錫拉丘茲市地區和紐約重中部地區舉辦更多的經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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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的開放標誌著大紐約州博覽會的一個新的里程碑。這一新場地是州長振興露

天廣場計畫的核心地帶，為我們促進農業發展、宣傳紐約州中部地區和促進本地

區經濟發展提供了全新獨特的機會。」   

  

紐約州博覽會代理主任特洛伊·瓦弗那  (Troy Waffner) 表示，「博覽會和露天廣場

在州長的遠見和投資下得到了切實的振興。自修繕工程開展以後，我們全年的運

轉發展迅速。這一擴建工作使我們能夠更好地迎接迅猛的發展。」   

  

紐約州總務辦公室主任羅安·迪斯提圖  (RoAnn Destito) 表示，「在葛謨州長的遠

見指引下，我們重新規劃了露天廣場，設計建造工程給予了我們大力協助，我們

總務辦公室非常自豪能在打造這一奇妙的新建築時發揮作用，使其能以經濟的方

式迅速完工。新活動將被吸引來紐約州中部地區和州立展覽會，使公眾能夠在新

展覽中心體驗和享受所有的活動，對此我們非常激動。」   

  

紐約州交通廳代理廳長保爾  A. 卡拉斯  (Paul A. Karas) 表示，「每年夏季有兩周

的時間，紐約民眾可以停下來享受大紐約州博覽會上的各種活動。紐約州交通部

非常驕傲能對這一家庭傳統盛會予以支持，大型新停車場的修建緩解了沿路的交

通，給參加展覽會的人們帶來了更多便利。」   

  

奧農達加郡  (Onondaga County) 郡長瓊妮·馬奧尼  (Joanne Mahoney) 表示，  

「奧農達加郡很驕傲能每年承辦紐約州展覽會，我們非常激動能再次迎接來自全

州、全國和全世界的遊客，讓他們感受到紐約州中部地區為他們提供的各式活

動。今年，展覽會比往屆更好，因為我們增加了全新的、擁有最先進技術的展覽

中心，該中心全年將提供娛樂機會，并為本地區吸引來比從前更多的遊客。感謝

葛謨州長將展覽會推向新高度，感謝他透過開展有針對性的投資活動促進我們當

地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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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