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1 月 2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紐約島人隊  (NEW YORK ISLANDERS) 將於下個季節回歸長島地區  

(LONG ISLAND)——比計畫提前了三年   

  

紐約島人隊今後三年將在  NYCB LIVE 體育館  (NYCB LIVE) 打 60 場賽季前主場比

賽和常規主場賽，該體育館是拿騷郡退伍軍人紀念體育館  (Nassau Veterans 

Memorial Coliseum) 的所在地   

  

紐約州投資  6,000 萬美元修繕該體育館的全美冰球聯盟  (National Hockey League, 

NHL) 場館   

  

共斥資  10 億美元對貝爾蒙特公園  (Belmont Park) 實施的改造工程將於  2021  

年竣工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紐約島人隊將在  2018 年秋季回歸長島地區，比原計

畫提前了三年。州長迎接島人隊回到  NYCB LIVE 體育館，該體育館是拿騷郡退伍

軍人紀念體育館的所在地，島人隊今後三年將在這裡打  60 場賽季前主場比賽和常

規主場賽、該體育館將近一半的主場賽，並在貝爾蒙特公園完成建造新的長期大本

營，即擁有  1.8 萬個座位的現代化體育館。斥資  10 億美元新改造的貝爾蒙特公園

完全由私人資助，將用作國際認可的體育、娛樂、零售及招待場館，與此同時鞏固

地方經濟並推動旅遊業發展。   

  

「島人隊期盼良久的回歸將帶來就業和經濟活動，並為鐵桿球迷帶回這隻代表性的

球隊，」州長葛謨表示。「島人隊在拿騷體育館  (Nassau Coliseum) 打比賽，將鞏

固貝爾蒙特公園改造工程的勢頭和活力。」   

  

紐約島人隊同意從  2018 年 10 月起於常規賽季期間在該體育館打  12 場比賽，  

並在 2019-2020 賽季和 2020-2021 賽季打 48 場比賽。貝爾蒙特公園的改造工程包

括建造可供全美冰球聯盟使用的體育場館和娛樂場館，預計在  2019 年動工建造。

紐約島人隊將於  2021-2022 賽季在貝爾蒙特公園打首場常規賽比賽。島人隊目前

在布魯克林區  (Brooklyn) 巴克萊中心球館  (Barclays Center) 打比賽，該球館在今後

三個賽季將充當該球隊的主要體育館。  



 

 

  

紐約州將投資  600 萬 美元改造該體育館，用於滿足全美冰球聯盟的要求，尤其是

投資於冰場修整和除濕，以及媒體和廣播線纜基礎設施。改造工程預計在  2018 年

秋季竣工。州議會批准布魯克林體育與娛樂機構  (Brooklyn Sports & Entertainment) 

與拿騷郡及島人隊修改租約後，該體育館將開始打比賽。紐約州將與拿騷郡合作實

施其他改進。這些投資用於支持以拿騷中心  (Nassau Hub) 及體育館為核心的大規

模長期改造工程。  

  

葛謨州長在  2017 年 12 月公佈了《2018 年州情咨文  (2018 State of the State)》 

第 10 份提案：利用貝爾蒙特公園世界頂級的全年體育與娛樂目的地迎接紐約島人

隊回到長島地區。州長在貝爾蒙特公園賽道  (Belmont Park Race Track) 舉辦的活動

上宣佈選擇紐約州競技場夥伴公司  (New York Arena Partners, NYAP) 管理改造工

程，該公司是斯特林資產公司  (Sterling Equities)、斯科特·馬爾金集團  (Scott Malkin 

Group)、麥迪遜廣場花園運動場  (Madison Square Garden) 以及奧克維爾集團  (Oak 

View Group) 聯合成立的合資企業。這座新場館將為紐約島人隊提供有  1.8 萬個座

位的競技場、佔地  43.5 萬平方英呎的世界頂級零售、休閒及招待場館、提供全方

位服務的高級酒店及其他社區便利設施。  

  

這個現代化項目預計創造  1.23 萬份建築工作和  3,100 份固定工作。為了接待前往

這座全新場館的紐約民眾和遊客，長島鐵路  (Long Island Rail Road, LIRR) 承諾制定

計畫用來增加長島鐵路對貝爾蒙特公園站點  (Belmont Park Station) 提供的服務，  

以滿足全年賽事活動的需求。  紐約州競技場夥伴公司制定的方案仍有待合同談

判、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ESD) 董事委員會  (Board of 

Director) 審核、特許經營監督委員會  (Franchise Oversight Board) 審核，以及滿足

所有公共審批要求。  

  

紐約島人隊於  1972 年開啟賽季，此後始終是國家冰球聯盟的成員，冰球是連續贏

得至少四屆斯坦利杯  (Stanley Cups)（1980-1983 年）的三支球隊之一。這個有  1.8 

萬個座位的競技場將採用最好的操作系統，例如冰管理、良好的觀眾視野以及豐富

的球隊設施。這個多用途場館在建造時將考慮到舉辦其他大型活動的可能性，這些

活動包括音樂會、大學體育活動、會議、家庭活動以及全年節目表演。  

  

州長提供創歷史規模的  66 億美元資金改造長島鐵路，貝爾蒙特公園改造項目正是

以此為基礎。根據這個改造方案，長島鐵路的  100 個基礎建設項目正在實施建

設，包括主幹線第三軌道  (Main Line Third Track)、雙軌鐵路 (Double Track)、牙買

加車站改造項目  (Jamaica Station Reconstruction)、39 座整修的長島鐵路車站，  

拆除鐵路交叉道、強化該地區的交通基礎設施、把長島地區帶入新經濟發展時代。  

  

「我們非常感激葛謨州長代表紐約州島人隊、該球隊的球迷以及拿騷郡開展工

作，」全美冰球聯盟主任蓋瑞 ·貝特曼 (Gary Bettman) 表示。「伴隨島人隊在貝爾

https://urldefense.proofpoint.com/v2/url?u=https-3A__www.governor.ny.gov_news_governor-2Dcuomo-2Dannounces-2D10th-2Dproposal-2D2018-2Dstate-2Dstate-2Dbringing-2Dnew-2Dyork-2Dislanders-2Dhome-2Dworld&d=DwMFaQ&c=aXCiDiKaysBSFW5XiqkEFJKCGh1WFJIYDLI4x_l8NGE&r=WIUnhMmHSEMnrpJ-K8qpwK2kamtIWtiaprSI1fXaq20&m=lh3DmL8xE34AvYbCsDiAz0BqO7m1FJUlnFLNqbKbcfk&s=3uUkOy92xy858o8mH1Qzn8-SAfe7maEtOT1FXtrnjGo&e=#_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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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公園創造宏偉的新場館供今後打比賽，全美冰球聯盟支持採取措施供島人隊臨

時回到其鼎盛時期的比賽場館。」   

  

島人隊隊長喬恩·萊德斯基  (Jon Ledecky) 表示，「州長在其提出的構想中明確表

達了對長島地區的承諾，即建造新的貝爾蒙特公園競技場期間讓島人隊在該體育館

打多場主場賽。我們和州長對長島地區的經濟抱有共同的信念，投資於新競技場就

是證明，並為該球隊『回歸故鄉』感到激動。」   

  

「從球迷的立場來說，今天是個值得慶祝的重要日子，因為島人隊回到了長島地

區，」布魯克林體育與娛樂機構首席執行官布萊特 ·約馬克  (Brett Yormark) 表示。

「感謝葛謨州長帶頭實現這個項目。我很高興看到各參與方支持我們的構想，迎接

該球隊回到拿騷郡退伍軍人紀念體育館所在地  NYCB LIVE 體育館。」  

  

參議院多數党領袖約翰  J. 弗拉納根  (John J. Flanagan) 表示，「長島地區及其辛

勤工作的中產階級家庭將繼續聽到好消息。民眾等待貝爾蒙特公園美觀的新競技場

施工期間，島人隊將憑該協議再次在拿騷體育館打主場賽、回到長島地區，並回到

取得斯坦利杯  (Stanley Cup) 四連勝的場館。感謝州長和政府內的諸位夥伴、島人

隊以及所有出力實現該項目的人。我在這裡出生長大，並選擇在這裡養家，對於長

島地區職業冰球的未來感到高興。」   

  

拿騷郡郡長勞拉·庫蘭 (Laura Curran) 表示，「拿騷郡很高興今年迎接島人隊回到

故鄉，由於葛謨州長帶頭，貝爾蒙特公園的改造項目將為我們辛勤工作的民眾創造

數千份新工作。這不僅關係到冰球。還涉及增加納稅地點、創造就業、發展社區，

以及使拿騷郡按照正確的方向發展。島人隊是時候回到家鄉了，感謝州長幫助實現

這一切。」  

  

亨普斯特德鎮  (Hempstead) 鎮長勞拉·吉倫 (Laura Gillen) 表示，「伴隨島人隊再

次在長島地區打冰球比賽，我們期待今年秋季看到酒店獲得預訂、餐館滿是食客、

體育館座無虛席。伴隨我們在貝爾蒙特公園為新賽季和新未來造勢，我邀請大家前

來觀看比賽。」   

  

拿騷郡議會  (Nassau County Legislature) 主席理查德·尼科勒羅 (Richard 

Nicolello) 表示，「我代表郡議會多數黨感謝葛謨州長親身參與並承諾提供州資金

迎接島人隊回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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