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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德拉戈度假村與賭場  (DEL LAGO RESORT & CASINO) 在塞尼卡縣  

(SENECA COUNTY) 盛大開業 

 
該項目在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創造  1,500 份固定工作，溫泉會館和酒店還  

額外創造  300 份工作  

 
該度假村與賭場每年將吸引  320 萬個遊客  

 
紐約州北部地區的四座賭場將為紐約州創造  3.25 億美元的博彩收入：6,500 萬美  

元收入將提供給當地，2.6 億美元收入將用於公共教育  

 
這筆投資補充了『五指湖地區崛起  (Finger Lakes Forward)』計畫——該地區成功  

的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藍圖，用於發展經濟並創造新機會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德拉戈度假村與賭場在塞尼卡縣泰爾鎮  (Town of 

Tyre) 盛大開業。該度假村是私人投資  4.4 億美元的項目，有  9.4 萬平方英呎的博

彩樓層、可容納  2,400 個觀眾的表演區，並提供多種餐飲和零售商品。該項目在  

85 英畝未開發的地塊上建設，施工時間逾  100 萬小時，並在該地區創造了  1,500 

份固定工作。  

 

「德拉戈度假村與賭場的開業意味著新工作機會、增加經濟活動，以及我們為加強

和改造五指湖地區而開展的工作又邁進了一步，」葛謨州長表示。「數十年來，

紐約民眾跨越州界進行娛樂消費，但有了這座度假勝地賭場，我們將同時吸引紐約

民眾和遊客探索該地區提供的各種娛樂活動。」  

 

葛謨州長設立的《2013 年紐約州北部地區博彩與經濟建設法案  (Upstate New York 

Gam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ct of 2013)》強制規定必須把德拉戈度假村與

賭場創造的所有州財政收入返還給當地。州政府從該賭場所得稅收的  10% 將分配

給泰爾鎮和塞內卡縣用於維護賭場設施，布魯姆縣  (Broome)、希芒縣  

(Chemung)、湯姆金斯縣  (Tompkins)、舒勒縣  (Schuyler)、韋恩縣  (Wayne) 將分享

另外  10% 的稅收。其餘  80% 的收入在全州範圍內分配，用於支持公共教育並為



紐約民眾減免稅款。  

 

德拉戈度假村與賭場由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維爾莫瑞特有限公司  (Wilmorite 

Inc.) 與半島太平洋有限責任公司  (Peninsula Pacific) 合作經營。半島太平洋有限責

任公司由半島博彩有限責任公司  (Peninsula Gaming) 前領導團隊成員組成，該公司

共有  50 年的經驗，在五個州開發和管理地區賭場。JNB 博彩公司 (JNB Gaming) 

將負責管理賭場。作為頂級賭場開發方和運營方，JNB 博彩公司及其負責人在美

國獲得廣泛認可。  

 

德拉戈度假村與賭場總經理兼執行副總裁傑夫 ·巴濱斯奇  (Jeff Babinski) 表示，

「這一天終於來臨，我們很高興首次打開大門迎接公眾。我們為你、為我們的客

戶、社區以及整個五指湖地區建設德拉戈度假村與賭場。從一開始，德拉戈度假村

與賭場的使命就是成為該地區的門戶，目標是利用自然美景和獨特的產品促進旅遊

業發展。我們很高興這一天終於到來。」  

 

維爾莫瑞特開發公司  (Wilmorite) 主席托馬斯·威爾莫特  (Thomas Wilmot) 先生表

示，「感謝葛謨州長發揮領導力為紐約州選民舉行全民公投，德拉戈度假村與賭

場因此獲得提議並打造出我們今天開放的設施。我們對自己的建設成果以及商業運

作感到非常自豪。我們將竭盡所能超越人們的期望，並幫助該地區繁榮發展。」  

 

德拉戈度假村與賭場副主席布倫特 ·史蒂文斯  (Brent Stevens) 表示，「我們的投資

者兌現了對這處美麗的物業許下的承諾，德拉戈度假村與賭場將成為世界級旅遊目

的地，關注社區自豪感、最高水準的客戶服務，以及我們適度承諾但超期望兌現諾

言的構想。這座度假村和賭場再次證明，半島太平洋有限責任公司領先的博彩專業

知識與維爾莫瑞特開發公司卓越的業績記錄以及  JNB 博彩公司的頂級管理知識相

結合，能夠把夢想變成現實。」  

 

德拉戈度假村與賭場的預期經濟效益  

除了在施工期間創造  1,800 份工作，德拉戈度假村與賭場在賭場開業時還創造了  

1,500 份固定工作，酒店和溫泉會館在今年夏季開放時還將創造另外  200-300 份工

作。德拉戈度假村與賭場還將為當地葡萄酒廠、啤酒廠、餐館、酒店、商店、旅遊

景點及其他生意帶來好處。此外，當地政府，即泰爾鎮、校區、塞內卡縣及州政府

設立的博彩區域內的其他相鄰各縣，也將因為分享賭場向州政府繳納的博彩賦稅而

獲得積極顯著的直接經濟效益。  

 

泰爾鎮鎮長羅納德·麥克格林  (Ronald McGreevy) 表示，「德拉戈度假村與賭場的

開放真正是個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不僅對泰爾鎮和塞內卡縣來說是這樣，對整個

五指湖地區來說也具有歷史意義。德拉戈度假村與賭場提供我們地區亟需的經濟助

力。該項目承諾增加工作機會和降低賦稅，這些承諾已經兌現。德拉戈度假村與賭

場對我們社區許下的堅定承諾超越了所有期望。我們很榮幸被選中給予這次極難得

的機會。該項目對我們地區來說真正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們期許光明的未

來！」 



 

參議員帕姆·赫明  (Pam Helming) 表示，「今天對塞內卡縣和整個五指湖地區的社

區來說是個激動人心的日子，因為德拉戈度假村與賭場將成為我們地區重要的經濟

推動力，創造逾  1,000 份固定工作，並為我們的學校和當地社區創造額外的稅收。

作為我們地區的重要僱主，德拉戈度假村與賭場還將幫助為當地勞動力吸引更多商

業機會，並將幫助發展我們的旅遊經濟。」  

 

州眾議院議員布萊恩·科爾布  (Brian Kolb) 表示，「對五指湖地區來說，德拉戈度

假村與賭場今天開放代表著激動人心的娛樂機會和經濟機會的開端。我想祝賀所有

幫忙實現該項目的人，並祝德拉戈度假村與賭場的員工和贊助人取得巨大成功。」  

 
 

據德拉戈度假村與賭場估計，度假村和賭場預計每年帶來  320 萬個遊客。德拉戈

度假村與賭場、泰奧加·唐斯賭場  (Tioga Downs)、蒙特利赌场  (Montreign)、大河賭

場  (Rivers) 這四座商業賭場全面投入運營後將產生  3.25 億美元的博彩稅，其中  

6,500 萬美元將直接提供給當地，2.6 億美元將用於支持公共教育。  

 

德拉戈度假村與賭場的賓客還將享受到：  

 

  農貿市場自助餐  (Farmers Market Buffet)：為食客供應當地出產的農產

品、水果、乳製品、肉製品、甜點  

  維恩餐吧  (The Vine)：可容納 2,400 人的娛樂場館，還將用作法國街區風

格的獨立餐廳和酒吧  

  法比奧·薇薇安門廊餐廳  (Portico by Fabio Viviani)：法比奧·薇薇安門廊餐

廳擁有美國精彩電視台  (Bravo) 現實題材電視劇《頂級大廚  (Top Chef)》中

出現的名廚和『食客最愛』餐食，精緻的舊時代意大利風格食品和手工麵

食、海鮮、牛扒、硬木炭燒排骨。  

  中央大廳  (Centrifico)：博彩樓層中心區域的酒吧 /休息區 

  德拉戈度假村與賭場『滋味紐約』—麥肯齊兒童百貨商店  (Savor NY — 

MacKenzie-Childs)：2,000 平方英呎的百貨商店，銷售麥肯齊兒童百貨公司

和杰·斯莊格沃特  (Jay Strongwater) 先生供應的產品，以及五指湖地區各公

司生產的各種特色商品，包括當地葡萄酒廠、啤酒廠、烈酒廠、奶酪製作

商。 

  美食街  (Food Court)：4,200 平方英呎的美食街，其中包括三家餐館：五指

湖地區西西諾披薩餅與意大利料理店  (Ciccino’s Pizzeria & Paninoteca)、當地

人經營的斯瑪斯漢堡店  (Smashburger)、摩斯西南部燒烤店  (Moe’s Southwest 

Grill) 

  有  205 間客房的酒店、溫泉會館、宴會設施、集會咖啡吧  (The Sociale 

Café & Bar) 定於 2017 年夏季開業  

 

德拉戈度假村與賭場地址：紐約州滑鐵盧村  (Waterloo) 414 號州道  (State Route 

414) 1133 號，紐約州高速公路  (New York State Thruway) 41 號出口 (Exit 41) 旁，



郵編  13165。  

 

德拉戈度假村與賭場簡介  

德拉戈度假村與賭場位於紐約州滑鐵盧村，斥資  4.4 億美元，設有賭場、205 間客

房的酒店以及溫泉會館。德拉戈度假村與賭場背後的任務是充當五指湖地區的門

戶，利用自然美景和獨特的商品促進旅遊業發展。德拉戈度假村與賭場『滋味紐

約』—麥肯齊兒童百貨商店是一家獨特的零售商店，利用麥肯齊兒童百貨公司和

杰·斯莊格沃特  (Jay Strongwater) 先生供應的商品，以及各種當地水果、奶酪、烘

焙產品、葡萄酒、啤酒以及其他地區特色商品，當地商販直接把五指湖地區呈現給

德拉戈度假村與賭場的顧客。德拉戈度假村與賭場還有  2,000 臺老虎機和  89 張賭

桌，其中包括  12 張牌桌；法比奧·薇薇安門廊餐廳是一家供應精緻的舊時代意大

利風格食品和烈酒的餐館；維恩餐吧是可容納  2,400 人的娛樂中心、酒吧和餐廳；

農貿市場自助餐，供應當地爽心美食；中央大廳是博彩樓層中心區域的酒吧 /休息

區；集會咖啡吧供應『腸胃水療』菜餚和飲料；以及  4,200 平方英呎的美食街。酒

店、溫泉會館、宴會設施、集會咖啡吧將於  2017 年夏季開業。如需了解更多資

訊，請訪問  delLagoResort.com。  

 

加快『五指湖地區崛起』  

今天發佈的公告完善了『五指湖加速建設』計畫。該計畫是本地區的全面發展藍

圖，旨在促進經濟和社區得到強勁增長與發展。為了給該計畫奠定基礎，州政府自  

2012 年以來已經在該地區投資超過  34 億美元——投資於包括光電子業、農業和

食品生產、以及高級製造業在內的關鍵產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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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正選擇在諸如羅切斯特市、巴達維亞鎮  

(Batavia)、卡南代瓜市  (Canandaigua) 這樣的地方進行發展投資。如今，本地區正

在透過葛謨州長於  2015 年  12 月宣佈啟動的『紐約州北部地區州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提供的 5 億美元州政府投資推進『五指湖加速建

設』戰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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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0 個新就業機會。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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