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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在紐約島人隊的新主場——瑞銀競技館剪綵

全新 1.9 萬個座位的瑞銀競技館成爲貝爾蒙特公園總價值 13 億美元的再開發專案的重
要里程碑
新的長島鐵路埃爾蒙特——瑞銀競技館站竣工
整個專案預計將創造 1 萬份工作並產生 27 億美元的經濟活動收入
新競技館的照片請見此處
新競技館航拍視訊請見此處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日宣佈瑞銀競技館 (UBS Arena) 開幕，這將把紐約島人隊帶回長
島。新競技館成爲貝爾蒙特公園再開發專案 (Belmont Park Redevelopment Project) 的
一個重要里程碑，該專案耗資 13 億美元，將 43 英畝未充分利用的停車場改造成首屈一
指的體育和酒店目的地。除了成為紐約島人隊的新主場外，瑞銀競技館全年還將舉辦音
樂會、現場娛樂表演和其他活動。貝爾蒙特公園再開發專案的未來階段將包括一個 35
萬平方英尺的娛樂目的地和零售綜合體、一間擁有 250 間客房的酒店和一個社區中心。
此外，兩個已修繕的當地公園將在未來幾個月重新向公眾開放。預計所有專案組成部分
的建造工作將為拿騷郡 (Nassau County) 創造 1 萬份工作，並產生 27 億美元的經濟活
動收入。
「今天對紐約和長島居民來說是極具紀念意義的一天，我們在世界級的瑞銀新競技館剪
綵」，霍楚爾州長表示。「這是貝爾蒙特公園新改造計劃的第一步，這裡將成為國際認
可的體育、娛樂、零售和招待場館。隨著紐約繼續從冠狀病毒疫情中恢復，貝爾蒙特公
園將有助於加強該地區的經濟，推動未來旅遊業發展。」
副州長布賴恩．本傑明 (Brian Benjamin) 表示，「新瑞銀競技館的開放不僅對長島民衆
來說意義重大，貝爾蒙特公園的新改造將為拿騷郡社區錦上添花。這一新專案將為該地
區帶來娛樂和經濟活動，並使其成為從體育到酒店等一切活動的國際中心，我迫不及待
地想看到新競技館投入使用。」

貝爾蒙特公園再開發專案於 2017 年 12 月宣佈，該專案帶來了重大的社區和公共利益，
包括新建的長島鐵路 (Long Island Rail Road) 埃爾蒙特 (Elmont) 火車站，這是將近 50
年來長島鐵路公司的第一個新站。到 2024 年，該專案預計將維持 3,200 個新的全職崗
位，每年產生 8.58 億美元的經濟活動收入，並為地區經濟帶來數千萬美元的新年度稅收
收入。
新長島鐵路埃爾蒙特站
長島鐵路埃爾蒙特站是將近 50 年來長島鐵路公司的第一個新站，將於 11 月 20 日（週
六）開放提供服務，恰逢紐約島人隊在瑞銀競技館的首場主場比賽。埃爾蒙特瑞銀競技
館站最初將提供東行服務，前往瑞銀競技館以及貝爾蒙特公園，此公園保留了自己的專
用車站。
明年夏天，當西行月臺開放使用時，車站的服務將會增加。屆時，車站將開始為當地社
區提供全年無休的服務，並開始提供往返於 UBS 競技館和貝爾蒙特公園的活動的西行服
務。住在貝爾蒙特以東的亨普斯特德 (Hempstead)、蠔灣 (Oyster Bay)、傑弗遜港 (Port
Jefferson) 和朗槺科瑪村支線 (Ronkonkoma Branch) 的長島民眾將首次有一個座位搭乘
直接去參加活動。這將減少交通時間，預計會增加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活動參與者的人
數，有助於緩解長島的交通擁塞裝況。
這兩個月臺完成後，新站將有兩個 12 節車廂長的有頂棚的高位月臺、符合《美國殘障
人士法案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的電梯、人行天橋、USB 充電站、問訊處
(Help Point)、安保攝像頭、列車到達資訊的數字標識、Wi-Fi 和嵌入月臺混凝土中的最
先進的融雪系統，以確保在冬季暴風雨中保持無冰雪。
改造埃爾蒙特路公園 (Elmont Road Park) 和亨德里克森大道公園 (Hendrickson
Avenue Park)
作為整個專案的一部分，紐約競技館合作夥伴正在翻新埃爾蒙特路公園，並對亨德里克
森大道公園進行改善施工。埃爾蒙特路公園的規劃是根據 2019 年 4 月居民在便利規劃
研討會上提出的想法與當地社區共同制定的。完工後，埃爾蒙特路公園將擁有一個新的
多功能運動場、翻新的籃球場和手球場、一條周邊步行道、一個新的成人健身區、新的
操場和水上遊樂區、翻新的座位區、改進的照明和安全設施，以及 ADA 通道。亨德里克
森大道公園的改善包括改善照明。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主席候選人凱文．勞 (Kevin Law) 表
示，「隨著紐約州重新開放，新的瑞銀競技館和長島鐵路埃爾蒙特站的啟用發出了一條
明確的訊息，即長島已對商業開放。作為紐約島人隊的新主場和現場娛樂活動的場地，
瑞銀競技館將極大推動該地區的旅遊業和經濟活動。旅遊業和酒店業對本州的經濟非常
重要，貝爾蒙特公園的重新開發將使該地區轉變為一流的娛樂目的地。」
帝國州發展公司代理專員兼候任總裁與執行長霍普．奈特 (Hope Knight) 表示，「經過
多年來與社區領袖和利益相關者進行的開放、合作規劃，我們已經為新的瑞銀競技館剪
綵。瑞銀競技館是一個世界級的體育和娛樂目的地，將為冰球迷和紐約人創造持久的回

憶。長島的未來是光明的，重新開發的貝爾蒙特公園將帶來新的就業機會和稅收收入，
這將有助於刺激該地區的經濟增長。
紐約島人隊共同所有者喬恩．萊德基 (Jon Ledecky) 表示，「我們很榮幸與島人隊球迷
和整個地區的紐約民衆慶祝紐約新地標的啓用。」
紐約今天向外開放。感謝霍楚爾州長、當選官員以及我們社區中為這一天的到來努力付
出的人們。」
國家冰球聯盟 (NHL) 委員加里．貝特曼 (Gary Bettman) 表示，「我要祝賀霍楚爾州
長、紐約島人隊及其粉絲以及我們在政府和私營部門的合作夥伴，是他們的遠見、辛勤
工作和投入使這歷史性的一天成為可能。多年來，紐約島人隊一直夢想著擁有一個可作
爲主場的一流的、最先進的競技館。今天，這一夢想實現了。」
斯特林專案開發公司 (Sterling Project Development) 聯合創始人傑夫．威爾彭 (Jeff
Wilpon) 和理查．布朗 (Richard Browne) 表示，「我們非常自豪能與蒂姆和斯科特一
起參加瑞銀競技館的開幕式。我們向州長、帝國州發展公司和總務辦公室 (Office of
General Services, OGS) 盡職盡責的工作人員，以及支援這一將改變當地社區的開創性
公私合作關係的地方民選官員致以最深切的感謝。」
瑞銀美洲區總裁湯姆．納拉蒂爾 (Tom Naratil) 表示，「對於在這個世界金融、娛樂和
體育之都，能夠參與到這一千載難逢的機遇中來，我們深感自豪。看到瑞銀的名字出現
在美國的頂級場館上，我們感到無比激動，我們也很感謝能夠加入到合作夥伴的大家庭
中，是他們讓瑞銀競技館真正落成來到球迷、社區和島人隊的身邊。」
奧克維尤集團 (Oak View Group) 執行長蒂姆．萊威克 (Tim Leiweke) 表示，「我們很
高興歡迎粉絲們本週末來到瑞銀競技館。這座為音樂和冰球而建造的全新、最先進的場
館將提供該地區首屈一指的體驗。感謝霍楚爾州長和紐約州政府對我們團隊和專案的大
力支持。」
大約兩年來，帝國州發展公司和紐約貝爾蒙特合作夥伴公司 (New York Belmont
Partners) 及其附屬公司紐約競技館合作夥伴公司（New York Arena Partners)，其爲奧
克維尤集團、紐約州島人隊和傑夫．威爾彭合夥的合資企業）透過嚴格透明的公開審查
程序指導貝爾蒙特再開發專案，其中包括 12 次公開會議以及與當地組織和利益相關者
舉行的聽證會和會議。來自當地官員、社區成員和專案社區諮詢委員會 (Community
Advisory Committee) 的意見決定了專案的每一步，包括新增埃爾蒙特瑞銀競技館站和改
造埃爾蒙特路公園。2019 年夏季，該專案獲得帝國州發展公司董事會、特許經營監督委
員會 (Franchise Oversight Board) 和公用事業控制委員會 (Public Authorities Control
Board) 的公開批准。
眾議員葛列格里．米克斯 (Gregory Meeks) 表示，「我很高興歡迎紐約島人隊回歸長
島。新體育場將創造就業機會並增加當地的經濟機會。 此外，位於埃爾蒙特的新火車站

是將近 50 年來長島鐵路公司的第一個新站，將提供更多的公共交通選擇，緩解紐約民
衆的工作通勤，並確保公平進入瑞銀競技館。」
州參議員勒羅伊．康莫利 (Leroy Comrie) 表示，「負責任的、由社區主導的經濟發展
對紐約的回歸至關重要，我對皇后區和拿騷郡的合作感到興奮，讓我們見證位於貝爾蒙
特公園斥資 11 億美元的多功能、最先進的瑞銀競技館開幕，以及紐約島人隊回歸長島
主場。 這花了不少時間，但我們終於越過了終點線，期待著促進該地區和本州的經濟增
長。感謝並祝賀凱西．霍楚爾州長、帝國州發展公司、大都會交通署 (MTA)/長島鐵路公
司領導層、瑞銀競技館合作夥伴、威爾彭、喬恩．萊德基、我們的工會朋友、政府同
事，但最爲重要的是，感謝諮詢委員會的社區領袖和站出來提出建言的其他人士，他們
指出需要做些什麼來維護和保護社區的完整性，同時秉持推動紐約州和社區向前發展的
願景。從推動新的埃爾蒙特站到提高對開放空間和教育專案需求的認識，我們的當地居
民領袖為公私合作和投資鋪平了道路，這將使該地區的子孫後代受益。」
州參議員安娜．M．卡普蘭 (Anna M.Kaplan) 表示，「位於貝爾蒙特公園的美麗的瑞銀
新競技館展示了透過有效的公私合作夥伴關係和富有成效的社區參與可以取得的成就。
這個非凡的新場館將最終把島人隊帶回他們所屬的拿騷郡，並將成為娛樂和經濟發展的
源泉，使我們整個社區受益。 我非常感謝為這一偉大成就辛勤工作和奉獻的每個人，包
括凱西．霍楚爾州長、帝國州發展公司的工作人員、提供意見的社區成員、私營部門以
及在疫情期間到達現場確保專案按時和按預算完成的所有人員。今天是整個長島的大日
子！」
州參議員陶德．卡明斯基 (Todd Kaminsky) 表示，「將島人隊帶回長島最先進的競技
場是一場勝利。該專案將成為該地區的催化劑，並將成為一個世界級的綜合體，為周邊
社區帶來良好的就業機會和公共交通，一切只是剛剛開始。今天取得的成果表明，我們
可以高瞻遠矚，完成重要的變革性專案。」
衆議員克萊德．瓦內爾 (Clyde Vanel) 表示，「今天是紐約州的大日子。我們很高興能
有紐約島人隊和瑞銀競技館作為我們的鄰居。除了舉行盛大的活動外，我們預計它將成
為我們社區的就業中心。我們也很高興有一個新的長島火車站。瑞銀競技館將是未來幾
年創造美好回憶的絕佳場所。」
拿騷郡行政長官蘿拉．庫蘭 (Laura Curran) 表示，「對於拿騷郡和島人隊來說，這是歷
史性的一天。貝爾蒙特專案從第一天起就給我們的當地社區帶來巨大好處，不僅創造新
的就業機會和經濟活動收入，擴展我們的公共交通網路，還讓我們鍾愛的島人隊帶回主
場——這是拿騷郡的帽子戲法。作為這項工作的熱心支援者，我為完成這項工作的團隊
感到自豪。島人隊勇往向前吧！」
皇后區主席多諾萬．理查茲 (Donovan Richards) 表示，「皇后區很高興歡迎紐約島人
隊來到我們附近的地區，但我們也很高興看到壯觀的瑞銀新競技館的開放將創造就業機
會和經濟活動收入，給我們的行政區帶來巨大好處。讓我們為長島民衆帶回斯坦利杯，
為皇后區和拿騷郡帶來經濟利益。」

亨普斯特德鎮主管唐納德．克萊文 (Donald Clavin) 表示，「今天對亨普斯特德鎮和紐
約州來說都是偉大的一天。」
長島勞工聯合會 (Long Island Federation of Labor) 主席約翰．杜索 (John Durso) 表
示，「霍楚爾州長、長島居民組織、球迷以及該地區的勞動人民齊心協力，讓這一天成
為現實。這是長島民衆和長島歷史上的標誌性時刻。所有參與者都應該為我們所取得的
成就感到自豪，並為接下來的成就感到興奮！」
建築和建築貿易委員會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Trades Council) 主席馬提．亞拉
希奇 (Matty Aracich) 表示，「我們對長島的紐約島人隊主場場館的建成感到無比興
奮。透過這個專案，我們看到了我們經驗豐富的商人和作為「真正的工匠」的商人的工
作所取得的結果，他們努力工作以使這裡成為全國最好的娛樂目的地。建築行業委員會
特別感謝霍楚爾州長和紐約帝國州發展公司在使該專案成為拿騷郡的經濟引擎以及在整
個過程中支援有組織的勞工方面所發揮的作用。」
32BJ SEIU 總裁凱爾布拉格 (Kyle Bragg) 總裁表示，「開放並運營讓紐約的活動空間
是我們州復蘇的一個重要因素。瑞銀競技館的開放將為貝爾蒙特帶來數百個好工作，包
括許多工資豐厚的全年清潔和保安工作。我們很自豪能夠支援這一專案，並期待著在那
裡度過許多令人難忘的賽季。」
NYRA 執行長兼總裁戴夫．奧洛克 (Dave O’Rourke) 表示，「瑞銀競技館的建成提醒人
們，在紐約州，一切都有可能。」「貝爾蒙特公園是一處標誌性地產，為體育史上一些
最激動人心、最難忘的時刻提供了舞台。我們非常高興地瑞銀競技館落成以及紐約島人
隊回歸他們加冕冠軍的主場的新場館。」
埃爾蒙特可持續發展聯盟 (Elmont Coali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主席桑德
拉．史密斯 (Sandra Smith) 表示，「這個競技館的建成是埃爾蒙特社區的一個重大勝
利。我很高興能繼續與紐約競技館合作夥伴合作，改善我們的社區，為埃爾蒙特居民帶
來更多機會。」
埃爾蒙特紅衣主教協會 (Elmont Cardinals) 主席喬恩．詹森 (Jon Johnson) 表示，
「這個專案的竣工是埃爾蒙特社區一直期待的。這個競技館將為埃爾蒙特社區帶來許多
經濟機會。我渴望繼續與紐約競技館合作夥伴合作，完成埃爾蒙特路公園的翻修，並為
當地社區提供支援。」
埃爾蒙特商會 (Elmont Chamber of Commerce) 主席朱莉．馬切塞拉 (Julie
Marchesella) 表示，「埃爾蒙特商會歡迎紐約島人隊和紐約競技館合作夥伴成為埃爾蒙
特社區的成員。這個綜合娛樂場館是紐約州、拿騷郡和整個埃爾蒙特社區經濟發展中期
待已久的新專案。我們期待與我們的鄰居建立持久的合作關係。」
帝國州發展公司簡介

帝國州發展公司是紐約主要的經濟發展機構。帝國州發展公司的使命是促進有活力、不
斷發展的經濟，鼓勵創造新的就業和經濟機會，增加紐約州及其轄下地方政府的收入並
實現地方經濟穩定和多元化。透過貸款、撥款、退稅額和其他形式的經濟援助，帝國州
發展公司努力提高民間企業的投資，促進其成長，從而帶動創造就業，並推動全紐約州
經濟的繁榮發展。帝國州發展公司也是負責監管凱西．霍楚爾州長所領導的區域經濟發
展委員會及宣傳本州標誌性旅遊品牌「我愛紐約 (I LOVE NY)」的主要行政機構。如需
了解更多關於區域經濟發展委員會和帝國州發展公司的資訊，請造訪，
http://www.regionalcouncils.ny.gov 和 esd.n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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