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8 月 23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三隻紐約州北部地區  (UPSTATE NEW YORK) 團隊入選紐約州博覽

會  (STATE FAIR) 展館大樓修建招標  (REQUEST FOR PROPOSALS，RFP) 程序   

  

在紐約市  (New York City) 以北修建規模最大的展館空間——如需查看概念設計渲

染圖片請參見此處   

  

紐約州博覽會將新建一座長約  1,400 英呎、配有升降椅的天際線號纜車——每天

首批  100 名乘客將可免費乘坐   

  

一期重建計畫的最終組成部分包擴：印第安村整修裝潢、新展館修建和規劃   

  

紐約州博覽會的改造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Central New York Rising)」計

畫——即本地區的全面戰略，用於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三隻來自紐約州北部地區的開發團隊現已入圍參與

招標，為紐約州博覽會會場設計並新建一幢展館大樓。  這座全新的、佔地  

133,000 平方英呎的設施將為大型活動提供靈活多樣的空間，例如：車展與拍賣

會、消費者和貿易會、摩托車越野賽、馬術賽事、設備展覽和其他活動。該展館大

樓將補充並擴大現有的博覽會會場，使其成為一座全年可遊覽的優質旅遊目的地。

本州對於在展館大樓內舉辦的非博覽會活動將採取私營管理和推廣的方式。  施工

作業最早可以在  2017 年  11 月啟動，主要工程的竣工日期將正逢  2018 年紐約州

博覽會的舉辦時間。預計本工程將創造  700 多個建築施工工作機會。如需查看概

念設計渲染圖片請參考此處。  

  

「有了全新的展館大樓後，我們將把紐約州博覽會推向一個更高的層次，為本地區

吸引更多遊客和收益，刺激本社區的經濟增長，」州長葛謨表示。「紐約州博覽

會是紐約州中部地區的標誌性活動。我們的投資將用於為博覽會遊客修建十幾座新

展館、遊樂設施和景點，從爾將博覽會改造成為一處世界一流的旅遊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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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謨州長還宣佈  2017 年大紐約州博覽會  (Great New York State Fair) 正式開放，公

佈了一套斥資  1.2 億美元的計畫，介紹了多個重要組成部分，以振興奧農達加縣  

(Onondaga County) 的博覽會會場。這些改造專案，包擴：一座全新的、配有升降

椅的百老匯天際線號纜車  (Broadway Skyliner)；印第安村裝飾裝潢；新建紐約州警

察局  (New York State Police) 展館；以及新建其他多個展館和活動。這些專案將大

大改善遊客體驗，確保該博覽會繼續成為紐約州中部地區的首要經濟發展引擎。  

  

奧農達加縣縣長喬尼·馬奧尼  (Joanie Mahoney) 表示，「能夠作為紐約州博覽會的

舉辦地，奧農達加縣倍感自豪。該博覽會是一處世界一流的旅遊景點，還是本地區

的經濟驅動力。辛虧有了葛謨州長的英明領導和投資，紐約州博覽會現已得到大大

改善，我們還將繼續加以改進，為紐約州中部地區吸引更多遊客和收益。我誠邀所

有民眾都能攜家人來到博覽會，體驗這裡的一切美好。」  

  

展館大樓   

  

這座展館大樓將是紐約市以北規模最大的展館空間，也是波士頓  (Boston) 和克利

夫蘭  (Cleveland) 之間規模最大的一處展館，佔地達  133,000 平方英呎。新建展館

將使得紐約州博覽會能夠更好地與大型全國和國際活動展開競爭，包擴：畜牧展

覽、馬術賽事和體育賽事。有了這座展館大樓，博覽會會場將擁有  450,000 平方

英呎配有空調設備的室內場所。  

  

總務辦公室  (Office of General Services，OGS) 於 7 月發佈《資格征詢書  (Request 

for Qualifications)》。現已提交回復的所有團隊均被視為有資格參與這輪招標  

(RFP)。  

  

這些團隊包擴：HBP 公司，該公司是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胡博-布魯爾建築公

司  (Hueber-Breuer Construction Inc.) 和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派克公司 (The Pike 

Company) 組建的一間合資企業；羅切斯特市勒查斯建築公司  (LeChase 

Construction)；以及蒙圖爾瀑布  (Montour Falls) 慧裡弗麥可圭爾公司  (Welliver 

Mcguire Inc.)。 

  

新建大樓的建築設計將與其他博覽會建築的歷史風格保持一致，能夠為各類活動提

供靈活多樣的空間，包擴可移除和可伸縮的座位，至少可容納  4,000 遊客。 

該大樓淨寬至少可達  250 英呎，淨高至少將達到  60 英呎。  

  

這座大樓還將配有裝卸區、大型升降門、活動籌備空間、VIP 接待處、特許經營處

和餐飲區。  場館改造還將配備支路、車道和公用事業等等。  設計方案中還將確保

綠化區域最大化，並配備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設施技術。  如需查看概念設計渲染圖

片請參考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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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本輪招標  (RFP) 的回復截止時間為  10 月。 

  

此外，為了新建展館大樓和整個佔地  375 英畝的紐約州博覽會會場在非博覽會舉

辦期間能夠實現利用率最大化，本州將在今秋針對非博覽會私營活動運營商 /管理

人發佈招標書  (RFP)，吸引並推廣其他展覽和活動。   

  

非博覽會活動，包擴吸引了大約  90,000 遊客的錫拉丘茲市國民古董車展  (Syracuse 

Nationals classic car show) 和兩場熱門馬展，將  2017 年截至目前的總遊覽人數推

高至  560,929 人——該數字已經超過了  2016 年全年遊客總數  529,000 人。 

  

2017 年新建展館和活動   

  

除了宣佈新建展館大樓的招標  (RFP) 以外，葛謨州長還參觀了  2017 年博覽會的一

些新元素。  

  

百老匯天際線號纜車是一座配有升降椅的全新遊覽項目。該纜車在韋德展會娛樂場  

(Wade Shows Midway) 隆重登場，州長也於今日率先乘坐了這一纜車。天際線號纜

車是博覽會會場二期改造的項目之一。  天際線號纜車把遊客提升到  34 英呎左右

的高空，乘坐  7 分鐘纜車，從娛樂場的一端行駛  1,400 英呎抵達另一端，總行程

超過了四分之一英哩。  每天乘坐天際線號纜車的前  100 名乘客將享受免費乘坐服

務。 

  

紐約州警察局展覽是博覽會首屈一指的熱門站點，現已搬遷到園藝大樓  

(Horticulture Building) 附近的新場館，用於慶祝其  100 週年紀念日。這一擁有兩棟

建築的區域現已改造成一座新的鐵塔和一座新潛水池。警員則將每天使用這座鐵塔

展示建築物繩索下降技術。一幢大樓內將設有模擬裝置，演示邊開車邊發短訊帶來

的危險；還設有法庭取證罪案現場區和紀念犧牲警員的榮譽墻  (Wall of Honor) 以及

警員考試報名點。其他建築物內將設立展覽用於慶祝警隊百週年紀念日  (Troopers’ 

Centennial)。 

  

新建「我愛紐約  (I LOVE NEW YORK)」展館將設在前進中心大樓  (Center of 

Progress Building) 北邊，重點展示紐約州的頂尖旅遊目的地。遊客還可以在自拍區

拍照，選擇紐約州划艇、垂釣、登山冒險等圖片作為背景，或是選擇瓦特金 ·葛蘭

國際賽車場  (Watkins Glen International) 的比賽作為背景。   

  

在印第安村中，一座新建龜冢得到了整修重建。該龜冢展示了易洛魁族人  

(Iroquois) 的神聖圖騰烏龜。  此地將作為每天展示三次的傳統舞蹈場地。印第安村

還給建築物新建造了屋頂，並做了其他整修。  

  



博覽會遊客還有許多機會瞭解紐約州的農業。  紐約州博覽會中新設了穀倉之旅、

以及在園藝大樓中擴建後的「品嘗紐約  (Taste NY)」區，旨在推廣本州農業，同時

享用傳統美食，例如：25 美分一杯的美味冰牛奶和  1 美元土豆銷售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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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州博覽會如今是越辦越好了。  在州長的英明領導和遠見卓識的帶領下，我們在

過去兩個季度看到博覽會會場所做出的各種重要改進，此舉吸引了更多遊客，刺激

了區域經濟發展。今年，我們高興地慶祝一期工程的多個專案的完成，以及二期工

程施工的啟動。所有這些工程都秉承了博覽會推廣農業、娛樂和家庭時光的優良傳

統。  我們期待著見證今年為期  13 天的博覽會將會辦得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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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會談及本州的一些絕佳遊覽地。如果您想在紐約州中部地區慶祝這個夏天，我

想不出比博覽會一日遊更好的方式了。大紐約州博覽會是許多家庭（包擴我家）的

傳統節目。  因此，看到總務辦公室能夠參與對博覽會會場、展館和基礎設施的逐

年改造，改善遊客體驗，我感到十分欣慰。」 

  

代理博覽會理事特洛伊·瓦弗那  (Troy Waffner) 表示，「放眼四周，看到博覽會中

各個元素都完美結合了起來，真是不可思議。  看到今年處處都有新的改造專案、

各類絕佳活動、新建場館和供博覽會遊客使用的商店娛樂設施，我們感到興奮不

已。  此外，新建展館大樓即將啟動施工，今年必定將成為最好的一年。」 

  

加快「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Central NY Rising)」  

  

今天的公告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崛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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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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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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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中，『追求最佳  (FIND YOUR GREAT)』旨在展示紐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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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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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