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7 月 18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布萊恩威爾斯開發公司  (BRINE WELLS DEVELOPMENT) 當選為尼

亞加拉酒店  (HOTEL NIAGARA) 開發商   

 

該項目斥資  4,200 萬美元，將把不動產轉變成高檔酒店，效果圖請見此處   

 

開展以遊客為導向的交通研究，解決與夏季遊覽相關的交通擁堵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布萊恩威爾斯開發公司當選為開發商，負責整修紐

約州尼亞加拉瀑布市  (Niagara Falls) 中心區歷史悠久的尼亞加拉酒店。尼亞加拉

酒店是尼亞加拉瀑布市歷史極久遠的酒店，其曾因建築特征而成為該市天際線的

一個標誌，目前大體保留了建築完整性。  該項目斥資  4,200 萬美元左右，將利

用歷史規模的建築物保護退稅額把該處不動產改造成高檔酒店，該酒店提供全方

位服務、130 間客房、餐廳、酒廊、宴會設施。美國尼亞加拉開發公司  (USA 

Niagar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USAN) 是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的子公司，在今天上午召開的董事會上正式選中布萊恩威爾斯開發

公司。該不動產預計在  2019 年春季重新開放。效果圖請見此處。 

 

「我們的戰略投資涉及公園、基礎設施、酒店與旅遊接待業，正在復興尼亞加拉

瀑布市的旅遊業，而重新投入使用的尼亞加拉酒店正是這次復興創造的皇冠明

珠，」州長葛謨如此說道。「我們在紐約州投資於各社區的獨特優勢，藉此推動

地區經濟增長，如今，我們繼續推動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前

進。」 

 

州長還宣佈美國尼亞加拉開發公司董事會批准撥發經費開展以遊客為導向的交通

研究，該研究開展用於解決當地企業和居民提出的問題，這些問題涉及州立公園

附近和尼亞加拉景觀林蔭道  (Niagara Scenic Parkway) 沿線在夏季高峰遊覽時段

發生的週期性交通堵塞問題。紐約州與美國尼亞加拉開發公司及紐約州交通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NYSDOT) 簽訂《州路橋信託基金

項目協議 (State Highway and Bridge Trust Fund Project Agreement)》，撥款補償

研究費用，研究工作著眼於尼亞加拉瀑布市中心區特定的旅遊景區環境，以及尼

亞加拉瀑布州立公園  (Niagara Falls State Park) 和其他當地資源 /景點，制定最佳

https://it1.cwnls.com/?action=link&url=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Hotel_Niagara%20_Renderings.pdf%25it23_blank&id=1100PRES7F188EEAB9B2BB38852581610054CD6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https://it1.cwnls.com/?action=link&url=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Hotel_Niagara%20_Renderings.pdf%25it23_blank&id=1100PRES7F188EEAB9B2BB38852581610054CD6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實踐辦法以滿足交通道路需求和泊車需求。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整修歷史悠久的尼亞加拉酒店是在

尼亞加拉瀑布市和紐約州西部地區經濟復甦進程中實現的又一項重要成就。自  

1924 年起，該酒店的獨特建築樣式就成為了該市天際線的標誌，該酒店始終是

影視明星和美國總統的臨時宅邸。因為這個項目，尼亞加拉酒店還將成為該市轉

變過程的標誌，這些轉變得以發生，多虧了『水牛城十億計畫  (Buffalo Billion)』

和葛謨州長承諾創造就業和保障該地區仍屬世界級旅遊目的地。」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總裁、首席執行官兼理事霍華德·

澤穆斯基  (Howard Zemsky) 表示，「如今，從世界各地前往遊覽尼亞加拉瀑布

市的民眾人數超過了以往。  我們的目標是盡可能完善遊客體驗，幫助遊客在該

市輕鬆享受各種活動。尼亞加拉瀑布州立公園  (Niagara Falls State Park)、該市居

民、當地企業都將享受到紐約州頂級熱門旅遊景點附近高效率交通流帶來的好

處。」 

 

紐約州交通部部長馬修  J. 德里斯科爾  (Matthew J. Driscoll) 表示，「州交通廳始

終堅持認為，提供高效交通方案的強大交通網絡能夠從多個方面促進地方經濟發

展，因此，必須關注交通領域的最佳投資方式，用來支持尼亞加拉瀑布市蓬勃發

展的旅遊業經濟，並使之得到增長。我們將利用葛謨州長組建的這支團隊，研究

人們在這座城市最高效的出行辦法，從而為所有用戶改善安全性、交通流和進出

交通。」 

 

紐約州立公園  (New York State Parks) 地區理事馬克·托馬斯  (Mark Thomas) 表

示，「因為尼亞加拉瀑布市和尼亞加拉瀑布州立公園的復興，前往觀賞這處全球

奇觀的美景的遊客越來越多。我們期待繼續為這個特別地點的所有遊客和居民全

面改善體驗。」  

 

州參議員羅博·奧特  (Rob Ortt) 表示，「尼亞加拉酒店長期閒置，很欣慰看到各

項計畫持續推進。」  

 

尼亞加拉郡議會主席威廉·基斯·麥克納  (Wm. Keith McNall) 表示，「我們很欣慰

紐約州投資修復尼亞加拉瀑布市的寶貴地標建築、擴張我們的旅遊產業和會議產

業，以及我們的州領導人有遠見地把投資緩解交通問題納入到該項目中。尼亞加

拉酒店在該地區的歷史上擁有特殊的地位，這座酒店是該市天際線和美國歷史的

標誌構件。」  

 

尼亞加拉瀑布市市長保爾·戴斯特  (Paul Dyster) 表示，「我首先要祝賀艾德·瑞雷  

(Ed Riley) 及其團隊提交這份提案，改造尼亞加拉瀑布市這棟數一數二的標誌建



築。該團隊參與過歷史建築整修項目，因而很適合修復尼亞加拉酒店。這棟建築

長期欠缺開發，在葛謨州長及其帝國州發展公司團隊的領導下，這種局面將不復

存在。感謝州長對尼亞加拉瀑布市和紐約州西部地區許下承諾。」  

 

布萊恩威爾斯開發公司  (Brine Wells Development LLC) 管理層人員艾德·瑞雷  

(Ed Riley) 表示，「布萊恩威爾斯開發公司和團隊全體成員期待把尼亞加拉酒店

建設成尼亞加拉瀑布市具有歷史意義的酒店，並且為葛謨州長提供的這次機會而

激動不已。」  

 

美國尼亞加拉開發公司總裁克里斯多夫  J. 斯考普林  (Christopher J. Schoepflin) 

表示，「尼亞加拉酒店有著精彩的故事、迷人的建築風格，並與我們社區相結

合，其改造工作因而非常重要，我們努力保障尼亞加拉酒店在尼亞加拉瀑布市的

未來恰當地發揮重要作用。  美國尼亞加拉開發公司將與布萊恩威爾斯開發公司

密切合作，修復這棟古老的建築，使之恢復卓有成效的經濟用途，並幫助改善遊

客和居民對尼亞加拉瀑布市的體驗。」  

  

美國尼亞加拉目的地公司  (Destination Niagara USA)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約翰·珀

西  (John Percy) 表示，「我們的目的地持續發展，同時也面臨中心區走廊地帶交

通日漸繁忙擁堵的難題。我感謝帝國州發展公司認識到需要規劃未來，因為這關

乎交通，從而確保遊客繼續獲得良好的體驗。」  

 

尼亞加拉酒店   

 

美國尼亞加拉開發公司於  2016 年  7 月收購尼亞加拉酒店不動產，利用『水牛城

十億計畫』資金加快修復和再利用這座酒店。布萊恩威爾斯開發公司制定的計畫

將高水平地修復大堂和相連空間並遵從原始設計風格，並把主宴會廳修復至其  

20 世紀 20 年代的原貌。  酒店內的全套服務餐廳將主要供應當地美食和紐約州

葡萄酒，輔以『地下酒吧』風格的酒吧間，開口朝向人行道。其他便利設施包括

私人會議室、用餐室、禮品店、健身設施。  該項目還提議新建屋頂露台酒廊，

布萊恩威爾斯開發公司與紐約州歷史保存辦公室  (New York State Historic 

Preservation Office) 以及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  (National Park Service) 合作，確保

該建築物的歷史完整性得到維護。  

 

尼亞加拉酒店項目是尼亞加拉瀑布市首個具有歷史意義的酒店修復項目，將把建

築物的外觀、細節和設計元素修復至原貌，並為賓客提供高檔次服務。尼亞加拉

酒店建造於  1924 年，高  12 層，是該市最好的住宿及宴會場館，如今已列入

《國家史跡名錄  (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該酒店長期以來在尼亞

加拉瀑布市中心區天際線佔據顯眼位置，但因為幾十年延緩維護、欠缺重視和數

度易主，造成該酒店破敗並最終閒置。尼亞加拉酒店最終迭代開發成為旅客之家

賓館  (Travelodge)，於  2007 年關閉。 



 

提案包括以一美元的價格把尼亞加拉酒店不動產賣給布萊恩威爾斯開發公司，該

公司隨後將投資大約  4,200 萬美元改造該場所。為支持該項目並確保其順利推

進，開發商預計將申請高達  350 萬美元的撥款，這有賴於美國尼亞加拉開發公

司董事會批准。  

  

該項目還將利用創歷史規模的退稅額。聯邦政府創歷史規模的退稅額提供貸款，

金額相當於修復這些創收歷史建築產生的符合條件的資本支出總額的  20%，美

國內政部長透過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把這些建築認定為『認證歷史建築』。紐約

州也提供了類似的  20% 限額貸款，但若該項目同時獲得聯邦貸款，則州貸款上

限設為 500 萬美元。  

 

布萊恩威爾斯開發公司此前完成了類似的項目，改造紐約州錫拉丘茲市  

(Syracuse) 有 92 年歷史的錫拉丘茲酒店  (Hotel Syracuse)。錫拉丘茲市萬豪酒店  

(Marriott Syracuse) 投資  7,500 萬美元左右，把歷史悠久的錫拉丘茲酒店全面改

造成提供全套服務的四星級酒店，有  261 間客房、2 間有歷史意義的宴會廳、1 

間國際會議中心協會  (IACC) 認證的會議室、6 處餐飲場館、1 間全面整修的酒

店大堂。該酒店於  2016 年  8 月開業。 

 

以遊客為導向的交通研究   

 

尼亞加拉瀑布市最近十年的日均遊覽人數大幅增加，中心區多個新建設項目陸續

推出，帶動留宿旅客人數激增，當地官員因此逐漸意識到需要制定更積極的政

策，並開展工作方便遊客進出。  為應對這種情況，以遊客為導向的交通研究著

眼於尼亞加拉瀑布市中心區的特定環境和附近街區，以及尼亞加拉瀑布州立公園

及其他當地資源和景點，評估交通管理問題，包括旅遊季多模式通道和泊車需

求。 

 

研究工作與尼亞加拉瀑布市、紐約州公園休憩與古蹟保存辦公室  (Office of Parks, 

Recreation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紐約州交通廳及其他利益相關機構 /團體合

作，將估算多項擬改造工作的成本，並制定階段計畫用來以最優方式在項目現場

實施這些改造工作。紐約州交通廳同意透過其州專用路橋信託基金  (State 

Dedicated Highway and Bridge Trust Fund) 撥款 30 萬美元資助美國尼亞加拉開發

公司開展研究工作。這些資金將補償美國尼亞加拉開發公司因推進研究工作而產

生的直接咨詢費用。提供給美國尼亞加拉開發公司的項目總費用將不超過  30 萬

美元的撥款額。  

 

美國尼亞加拉開發公司簡介   

 

美國尼亞加拉開發公司是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的子公司，專注於吸引私人投資，並鼓勵尼亞加拉瀑布市旅遊業實現增長和復

興，藉此支持尼亞加拉瀑布市經濟建設計畫並加以宣傳。如需了解更多資訊，請

訪問：  www.usaniagara.com. 

 

布萊恩威爾斯開發公司簡介   

布萊恩威爾斯開發公司成立於  2015 年年初，專注於項目管理、旅遊接待業房地

產開發、資產管理。布萊恩威爾斯開發公司的核心團隊由合夥人和資本合股人組

成，這些人在業界擁有豐富經驗，並尋找機會與其他公司合作共創輝煌成就。該

公司擁有設計背景，據此為項目或開發工作提供獨特的觀點。布萊恩威爾斯開發

公司的合夥人和主要合股人創辦該公司前，完成了旅遊接待業價值超過  25 億美

元的整修項目和開發項目。如需了解更多資訊，請訪問：  http://www.bwllc.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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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it1.cwnls.com/?action=link&url=http://www.usaniagara.com/%25it23_blank&id=1100PRES7F188EEAB9B2BB38852581610054CD6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https://it1.cwnls.com/?action=link&url=http://www.bwllc.com/%25it23_blank&id=1100PRES7F188EEAB9B2BB38852581610054CD62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http://www.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