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12 月 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耗資  15 億美元的賈維茨中心  (Javits Center) 擴建工程將於  2021 年  

3 月基本竣工   

  

鋼筋與混凝土上部結構已完成，最後階段的非結構鋼目前正在安裝當中，該設計 -

建造項目在預算範圍內按期開展   

  

國際當代家具博覽會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ry Furniture Fair, ICFF) 和燈光博

覽會  (LightFair) 將成為賈維茨中心擴建後舉辦的首個活動，預計將吸引來  4 萬多

名設計行業專業人士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今日宣佈耗資  15 億美元具有歷史意義的賈維茨中心擴建工程

將於 2021 年 3 月基本竣工。這項大型項目將為曼哈頓  (Manhattan) 西區 (West 

Side) 增加總計達 120 萬平方英呎的活動場地。項目在預算範圍內按期開展，目前

鋼筋與混凝土上部結構已完成，最後階段的非結構鋼正在安裝當中。州長與工程團

隊和建築工人一起在將安裝在現場的最後一根鋼柱上署名。正在開展擴建工作的賈

維茨中心是美國最繁忙的會展中心，其進一步鞏固了葛謨州長的工作，並繼續推動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引領旅遊業、服務業和商務勝地的地位。國際當代家具博

覽會和燈光博覽會聯合展會將成為最近擴建的會展中心中首個舉辦的活動，該活動

將於 2021 年 5 月舉辦。 這一聯合開展的設計行業活動預計將為紐約市吸引來  4 

萬多名設計行業專業人士。   

  

「紐約民眾期望有所作為，而經過設計-建造流程擴建的賈維茨中心即將取得安全

簡化的成果，以此來為帝國州  (Empire State) 創造新一波的經濟活動浪潮，」葛謨

州長表示。「因為大量工作建立在在此舉辦的大型活動基礎之上，所以賈維茨中

心已成為紐約最重要的經濟資產。這一擴建工程將確保該中心繼續成為全國最繁忙

的會展中心。作為商業和文化的標誌性中心，其將成為全球最受歡迎的活動舉辦場

地。」  

  

擴建後的賈維茨中心地處曼哈頓西區，以擁有先進設備和尖端技術而自豪。該中心

將擴大 50% 的觀眾區和工作區空間，包括新建的展覽和會議室場地、玻璃封頂的

屋頂展覽館和卡車車隊行進場館，這些都將推動活動的開展並減少交通擁堵。在設

計-建造的創新流程、合理規劃和協調下，這一耗資  15 億美元的項目在預算範圍

內按期開展，並將於  2021 年 3 月基本竣工。   



  

國際當代家具博覽會和燈光博覽會聯合展會將成為最近擴建的會展中心中首個舉辦

的活動，該活動上月承諾將於 2021、2023、2025、2027 和 2029 年在賈維茨中心

共同舉辦活動。國際當代家具博覽會吸引了來自家具、座椅、地毯、地板、照明、

紡織品和其他產品的  600 多個展商，是北美  (North America) 地區最有名的全球設

計展平台。國際當代家具博覽會吸引了來自  35 個國家的展商，以及超過  1.4 萬名

建築師、室內設計師、視覺陳列設計師和零售商。燈光博覽會同樣也是全球規模最

大的年度建築和商業照明貿易展會，吸引了  500 多個展商和 175 名會議解說人。

參加燈光博覽會的有來自  70 多個國家的逾  2.8 萬名燈光設計師、專家、建築師和

工程師。國際當代家具 /燈光聯合博覽會預計將為擴建後的賈維茨中心吸引來  4 萬

多名與會者。   

  

擴建項目的上部結構已完成安裝鋼筋和混凝土，全部混凝土和鋼筋工作預計將於  

2020 年 3 月完工，恰逢該項目破土動工後三週年。項目共焊接了  13,940 噸鋼

材。擴建後的賈維茨中心竣工後將擁有超過  20 萬平方英呎的新會議室和活動前準

備場地，其中包括佔地  5.4 萬平方英呎的特殊活動場地，該中心是北美地區舉辦此

類活動最大的場地。所有展覽和會議新場地將配備照明設備、取暖和冷卻系統、無

線網連通最新技術。更重要的是最近擴建的賈維茨中心將擁有  50 萬平方英呎的連

續活動場地，其有助於將各大國際商務會議吸引到這一建築中來。   

  

該項目由葛謨州長和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發起，其將創造  

6,000 個新崗位，帶來近  4 億美元的經濟活動額外年收入，並吸引全球最盛大的活

動在此舉辦，其中包括影響深遠的商務會議、產品發佈會和募捐晚會。該項目是葛

謨州長在全州範圍被開展的計畫內容，該計畫旨在升級重要基礎設施和交通設施，

以此來刺激就業創造和經濟活動開展。   

  

帝國州發展公司代理主任、總裁兼執行長候選人艾瑞克·格特勒  (Eric Gertler)  

表示，「賈維茨中心是紐約酒店、餐廳、旅遊業和交通業的最大支持方。本次擴

建工作將確保這一聯繫保持強勁勢頭。在葛謨州長的領導和設計 -建造的創新流程

幫助下，施工工作進展迅速，為使帝國州獲得切實的經濟動力而推動這一大型項目

在預算範圍內按期開展。」   

  

紐約會展中心運營公司  (New York Convention Center Operating Corporation)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艾倫·斯蒂爾  (Alan Steel) 表示，「紐約市舉辦的活動五花八門，

這都得益於在全球核心城市開展的這項空前擴建工作。賈維茨中心獨一無二，供全

球的商業和文化領袖匯聚一堂，分享推動社會進步的創意。這一建築將建成  100 

多萬平方英呎的新場地，其將發揮最大潛能成為帝國州的經濟引擎，同時改善臨近

居民的生活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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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擴建項目的工作內容，卡車車隊行進場館將在未來建成，該場館將每年使  2 

萬多輛活動用卡車調離附近街道，同時減少對該地區造成的擁堵和污染。27 個新

的裝載平台將提高活動開展期間的貨物運進和運出效率，從而在日程上為舉辦更多

活動創造更多空間。佔地一英畝的屋頂農場將建造在會展中心成功修建的  6.75 英

畝綠色屋頂基礎之上，這一曼哈頓最大規模的屋頂農場建成後每年將種植  4 萬磅

農產品，並製成為該場館提供的餐食。該項目竣工後預計將獲得美國綠色建築協會  

(U.S Green Building Council) 的 LEED 白銀 (LEED Silver) 認證，這與目前該建築獲

得的認證一致。   

  

蘭德里斯與特納  (Lendlease and Turner) 合資企業正在領導開展擴建項目的施工工

作，tvsdesign 公司提供設計服務。3,000 多名施工工人將於項目活動舉辦的高峰期

在場地北端的施工工地作業。目前施工流程的主要內容有：   

  

•  擴建工作的上部結構鋼材和混凝土已全部安裝完畢，非結構鋼和混凝土作業

的最後階段正在開展當中；   

•  適合鳥類停留的玻璃板正在安裝當中，這裡看到欣賞到會展中心的綠色屋

頂、哈德遜庭院  (Hudson Yards) 開發工程和哈德遜河  (Hudson River) 的景

致；   

•  與林肯隧道  (Lincoln Tunnel) 相關的所有地基作業已完工，未對連通紐約和新

澤西 (New Jersey) 兩根作業管道上方的隧道造成直接事故，是設計和建造團

隊的主要工程內容。   

  

這一大型擴建項目的成功之處在於其確保了賈維茨中心在施工期間向商務活動持續

開放，日常運轉工作也未受到負面影響。活動相關運營活動能不受干擾的持續開

展，這是州政府官員、建築師、承包商、會展中心員工和活動策劃人員緊密協作的

證明。萊勒卡明公司  (Lehrer Cumming) 和 AECOM/迪仕曼建築公司  

(AECOM/Tishman Construction) 是紐約會展中心開發公司  (New York Convention 

Center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的項目顧問和咨詢方，後者是帝國州發展公司的

子公司，負責項目的監管工作。AECOM/迪仕曼建築公司領導開展的另一項改造建

築新開發工作也在進行當中。目前這棟三層建築為原有建築供電，未來在會展中心

的擴建工作竣工後還將為其供電。   

  

擴建項目的重點工作內容有：   

  

•  在 38 號街 11 大道 (11th Avenue at 38th Street) 上修建新玻璃入口；   

•  在一層新建  50 萬平方英呎的連續活動場地，新增  9 萬平方英呎的主要展覽

用地；   



•  佔地 10.7 萬平方英呎的會議室新場地包括  5.4 萬平方英呎的特殊活動場

地，這是北美地區作此用途的最大場地；   

•  11.3 萬平方英呎的活動前準備場地；   

•  可容納 1,500 人的屋頂展覽館和平台；   

•  48 萬平方英呎的四層卡車車隊行進場館；   

•  27 個新的裝載平台；   

•  一英畝屋頂農場。   

  

曼哈頓區  (Manhattan Borough) 區長蓋爾  A. 布魯爾  (Gale A. Brewer) 表示， 

「今天的公告標誌著我們區西區變革工作的又一里程碑，其提供了急需的活動和社

區場地，並推動城市經濟的發展。我對葛謨州長的領導力表示稱讚，他推動這一項

目接近尾聲，並確保紐約始終處於領導地位。」   

  

參議員布萊德·霍伊爾曼  (Brad Hoylman) 表示，「每年有 200 多萬人從全球各地來

到賈維茨中心，為曼哈頓西區帶來激動人心的項目和經濟活動。賈維茨中心的翻新

工作將創造  6,000 個新崗位，並保障這一場地在接下來的數十年中成為紐約市最具

活力的地方，這些都得益於葛謨州長、帝國州發展公司代理主任、格特勒和賈維茨

中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艾倫·斯蒂爾的努力。我期待本市在  2021 年為最近翻新的賈

維茨中心迎來數千名客人。」   

  

紐約州美國勞工總會與產業勞工組織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AFL-CIO) 主席馬里奧·西倫托  (Mario 

Cilento) 表示，「今天的公告是凸顯葛謨州長領導力的又一例證，他鼓勵在全州開

展先進開發工程和發展工作。這一項目已經，並將繼續為數百名辛勤工作的紐約民

眾帶來優薪崗位，並持續改造曼哈頓西區。」   

  

大紐約區房屋和建築行業委員會  (Building & Construction Trades Council of 

Greater NY) 會長嘉里·拉巴貝拉  (Gary LaBarbera) 表示，「在葛謨州長的幫助下，

這一創新項目已經，並將繼續支持紐約的勞工獲得穩定的工會崗位，並繼續為西區

建造急需的社區場地。大紐約區房屋和建築行業委員會期待看到賈維茨中心竣工時

的擴建成果。」   

  

埃莫拉爾德展會公司  (Emerald Expositions) 執行副總裁，同時舉辦和運作國際當

代家具博覽會的加努恩·布魯索  (Gannon Brousseau) 表示，「在紐約市的核心地帶

擴建賈維茨中心將使其成為全國最具吸引力的場館。我們對葛謨州長及其團隊的大

膽願景表示稱讚。新建成的場地將使國際當代家具博覽會上的展品更加多樣化，也

使這裡成為北美地區的多領域設計資源中心。」   

  

燈光博覽會展會主任丹·達爾比  (Dan Darby) 表示，「賈維茨中心是紐約的活動業

中心。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該中心的空前擴建工作將使我們的產業以新舊多種方



式取得發展。我們期待在該中心更新後的場地和設施幫助下為全體與會者帶來引人

入勝和激發靈感的燈光博覽會體驗。」   

  

賈維茨中心簡介   

賈維茨中心被稱為「世界市場  (Marketplace for the World)」，最初由貝聿銘及合夥

人建築師事務所  (I.M. Pei Partners) 設計並於  1986 年正式開放。在此以後，這棟指

標性建築就成為紐約市舉辦大型會議、貿易展會和特別活動的主要場館，是全球  

250 場頂尖貿易展中許多展會的舉辦場地。這些大型活動每年為紐約市和紐約州帶

來逾 20 億美元的經濟活動，並在建築內外支持著  1.8 萬個崗位。賈維茨中心位於

曼哈頓區第  11 大街上西  34 街 (West 34th) 與西 40 街 (West 40th street) 之間，擁

有 76 萬平方英呎的展覽空間、102 間會議室和四間宴會廳，並可提供各類技術服

務，包括無線網路設備。如需更多資訊請造訪  www.javitscenter.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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