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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位於斯克內克塔迪 (SCHENECTADY) 的大河賭場及度假村
(RIVERS CASINO & RESORT) 現已盛大開業

在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創造 1,025 份固定工作機會和 50 份額外水療和酒店
工作機會
莫霍克港重建專案 (Mohawk Harbor Redevelopment) 的主要部分，
涉及 60 英畝棕地改造 (Brownfield Site)
本賭場及度假村預計每年將吸引 280 萬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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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位於斯克內克塔迪的大河賭場及度假村現已盛大開
業。這座耗資 3.3 億美元的度假村囊括一塊佔地面積達 51,000 平方呎的賭場，一
座奢華酒店和多種餐飲和零售選擇，屬於規模更大的莫霍克港重建專案中的一部
分。大河賭場現已創造了 1,025 份固定工作機會，并預計在與賭場相連的奢華酒店
和水療中心在今年晚些時候開張營業后，還將增添 50 份工作機會。這座賭場的施
工已經為首府地區帶來了 1,710 份建築施工工作機會，總工時超過 550,000 小時。
「新建大河賭場及度假村是首府地區一項重要的經濟資產，創造了新的工作機會和
機遇，持續促進了斯克內克塔迪的經濟復蘇，推動整個地區的發展，」 葛謨州長
表示。 「透過在紐約北部地區支持各景區度假村，我們正在將帝國州 (Empire
State) 最好的一面展現給世人，吸引新的遊客，促進旅遊業發展，幫助支持 和加強
本地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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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規定必須把大河賭場及度假
村創造的所有州財政收入返還給當地。州政府從這家賭場獲得的稅收收入中的
10% 將在該賭場所在地斯克內克塔迪市 (City of Schenectady) 和斯克內克塔迪縣

(Schenectady County) 之間分配；爾奧爾巴尼縣 (Albany)、富爾頓縣 (Fulton)、蒙哥
馬利縣 (Montgomery)、倫斯勒縣 (Rensselaer)、薩拉托加縣 (Saratoga)、斯科哈里
縣 (Schoharie) 和華盛頓縣 (Washington) 將分配另外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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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克內克塔迪大河賭場及度假村 (Rivers Casino & Resort Schenectady) 的預期經
濟效益
除了在施工期間創造 1,000 份工作，大河賭場及度假村在賭場開業時還創造了
1,025 份固定工作，酒店和水療中心在今年夏季開放時還將創造另外 50 份工作機
會。此外，當地政府——即斯克內克塔迪市、校區、斯克內克塔迪縣及州政府設立
的博彩區域內的其他相鄰各縣——也將因為分享斯克內克塔迪大河賭場及度假村向
州政府繳納的博彩賦稅而獲得積極顯著的直接經濟效益。
該賭場的博彩區域囊括 1,150 臺老虎機、67 張賭檯和 15 張撲克桌。此外，斯克
內克塔迪大河賭場及度假村的賓客還可享用：
 佔地 13,000 平方呎的多功能會議、大會和宴會廳
 凡·斯萊克 (Van Slyck’s) 配有夜間娛樂的酒吧、休息室和遊戲室
 杜克恰好食餐廳 (Dukes Chophouse)，位於博彩區的高端餐廳，配有夜間娛
樂和私人戶外用餐區
 美食廣場 (Food Court)：麵 (Mian)（亞洲）、菲利浦特 (Flipt)（漢堡）、強
尼快餐 (Johnny’s To-Go)（義大利）、義大利別墅 (Villa Italia)（烘焙）和瑪
羅琦家族餐廳 (Mallozzi Family)
 斯普拉希水療中心 (Splash Spa)（將在 2017 年晚些時候開業）
 一座包含 165 間客房的奢華酒店，可俯瞰莫霍克河 (Mohawk River)（將在
2017 年晚些時候開業）
斯克內克塔迪大河賭場及度假村由總部座落在斯克內克塔迪的房地產開發公司嘉萊
西集團 (Galesi Group) 負責開發。嘉萊西集團成立於 1969 年，已經在過去五年間
在斯克內克塔迪市中心區域投入了超過 1 億美元。該公司擁有並管理多種房地產
組合項目，負責面積超過 1,100 萬平方呎商業、工業和多戶住宅房地產，並在全國
範圍內擁有或開發了超過 20,000 多套公寓。大河賭場及度假村由拉希斯特利特博
彩公司 (Rush Street Gaming) 負責運營。該公司已經開發並正在經營三家賭場，分
別位於伊利諾伊州 (Illinois) 的德斯普蘭斯 (Des Plaines)、匹茲堡 (Pittsburgh) 和位
於賓夕法尼亞州 (Pennsylvania) 的費城 (Philadelphia)。多名拉希斯特利特公司
(Rush Street) 的主管曾參與了加拿大 (Canada) 最賺錢的賭場、位於安大略省
(Ontario) 尼亞加拉大瀑布 (Niagara Falls) 的瀑布景觀賭場和度假村 (Fallsview
Casino Resort) 的開發和運營之中。
莫霍克港 (Mohawk Harbor) 的開發

大河賭場及度假村是佔地 60 英畝的莫霍克港重建專案的核心內容，旨在將一片閒
置了幾十年的美國機車公司 (American Locomotive Company) 原址改造成為一片具
有混合用途的親水場地。這片區域也是美國歷史最為悠久的一片棕地。整個莫霍克
港重建工程現已創造了超過 120 萬施工工時，這等於 2,200 份建築施工工作機
會，包括：大河賭場及度假村。斯克內克塔迪大河賭場及度 假村和莫霍克港獲得的
總私營投資金額高達 4.8 億美元。除了賭場創造的 1,075 份固定工作機會以外，莫
霍克港的商業租戶預計還將創造 100 份以上工作崗位。
在 2013 年選民通過修建這一賭場的公投前，紐約州經濟發展廳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投入了大約 900 萬美元用於莫霍克港的籌備工作，從而為這片地區
及周邊地區吸引私營投資掃清障礙。紐約州環境保護局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還提供了棕地開發退稅額，用以支持對
這片老機車廠廠址進行的修復改造。
開發商嘉萊西集團的首席執行官 (CEO) 弗朗西斯科·嘉萊西 (Francesco Galesi) 表
示：「嘉萊西集團自 1969 年就在斯克內克塔迪扎下了根基，如今，多虧了葛謨州
長的經濟發展政策和賭場開設流程，我們公司的發展正處在一個巔峰狀態。此舉也
真實地展現了成百上千名工人在建設這一工程時投入的時間、精力和精神，從而使
得該工程成為這座歷史悠久的城市涅槃重生的重要一環。我們期待著完成莫霍克港
的專案，使其與賭場相互輝印，進一步促進我們 社區和其他區域的未來發展。」
拉希斯特利特公司主席尼爾·布拉姆 (Neil Bluhm) 表示：「我要讚賞葛謨州長積極
推進其願景，使得紐約州『對商業開放 (Open for Business)』，在紐約北部地區引
領各大社區的振興。紐約州通過新立法的速度採用了一套具有高度競爭性的流程，
使得新建賭場一座座拔地而起，這是舉世矚目的。我們很高興地看到斯克內克塔迪
市和首府地區將成為拉希斯特利特大家族的一名新成員。」
拉希斯特利特博彩公司首席執行官 (CEO) 格雷格·卡爾林 (Greg Carlin) 表示：「斯
克內克塔迪的大河賭場在破土動工一年後即已開張營業，我相信我們的賓客定會對
這所我們最新建成的娛樂場所呈現的質量、設計和整體體驗表示吃驚。我們整個拉
希斯特利特團隊，包括新進招收的 1,000 名新團隊成員，使得斯克內克塔迪大河賭
場的盛大開業不僅僅成為 拉希斯特利特博彩公司的，還是整個紐約北部地區的一
個重要發展里程碑。對此我感到無比自豪。」
斯克內克塔迪市市長嘉里·麥卡錫 (Gary McCarthy) 表示：「大河賭場及度假村將
極大程度地促進斯克內克塔迪和整個首府區域的地區經濟增長。多虧了葛謨州長的
領導，拉希斯特利特博彩公司及所有相關方 ——這一影響深遠的專案現已成為現
實，我們將在未來幾年中持續看到這座賭場所帶來的經濟效益。本專案是一項共贏
工程，增強了紐約北部的旅遊業發展，推動本地企業、商店和店舖吸引新的遊客。
我衷心祝賀大河賭場盛大開業，並期待著這座賭場能夠成為紐約州的一大主要景
點，吸引成百上千萬的遊客來此遊玩。」

州眾議員安吉羅·聖塔芭芭拉 (Angelo Santabarbara) 表示：「這一改造專案及其選
址不僅意味著可以給這一地區帶來許多高薪工作機會，還意味著可以帶來許多新的
經濟發展機會。斯克內克塔迪的莫霍克港現已成為周邊區域吸引其他專案的催化
劑，包括：新建酒店、餐廳和許多支持性行業。隨著本專案的完工，我們已經看到
該專案給本地經濟和首府地區旅遊景觀所帶來的積極效應。」
州眾議員菲爾·斯戴克 (Phil Steck) 表示：「大河賭場及度假村使得斯克內克塔迪
市中心的一片棕地得到了成功振興。 嘉萊西集團充當了開發這一重要設施的先鋒
部隊，這將為斯克內克塔迪帶來新的稅收收入。 實際上，這一專案已經為該市市
民降低了房產稅。」
根據大河賭場及度假村的估計，度假村和賭場預計每年可以吸引 280 萬遊客。德
拉戈度假村與賭場 (del La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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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克內克塔迪大河賭場及度假村座落在： 301 Nott Street, Schenectady, NY 12305，
靠近伊利林蔭大道 (Erie Boulev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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