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9 月 23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為全新貝爾蒙公園運動場  (BELMONT PARK ARENA) 破土動工   

  

紐約島人隊  (New York Islanders) 同意在拿騷體育場  (Nassau Coliseum) 為本賽季

打  28 場比賽  - 比先前計劃的多出  7 場   

  

建造工作將創造  1 萬份工作並產生  27 億美元的經濟活動收入   

  

最新項目效果圖請見此處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今日與紐約島人隊、美國冰球聯盟  (National Hockey League, 

NHL) 主席蓋裡·貝特曼  (Gary Bettman)、當地領導人和冰球球迷一同為紐約島人隊

在貝爾蒙公園新建的運動場破土動工，該項目是斥資  13 億美元《貝爾蒙公園重建

工程 (Belmont Park Redevelopment)》的核心工作內容。此外，葛謨州長宣佈該球

隊已同意為  2019-2020 年賽季在拿騷老兵紀念體育館  (Nassau Veteran's Memorial 

Coliseum, NVMC) 打 28 場常規賽，比先前計劃的多出  7 場。這些公示進一步鞏固

了州長為把貝爾蒙公園轉變成為著名的體育和接待景點所做的工作，這將推動長島

地區 (Long Island) 的經濟發展。   

  

「島人隊是長島地區的。今天我們為這支隊伍和他們的球迷建造這座先進的家園，

同時還能為當地經濟創造數千個崗位和數十億美元的經濟活動收入，」葛謨州長

表示。「本賽季體育館將多打  7 場比賽，這樣球迷將有看到他們喜愛球隊的更多

機會，並能夠推動他們在兩年中進駐新賽場。這一項目最終將對長島地區的貝爾蒙

公園和島人隊兩個重要傳統進行打造，並使其更加強大。」   

  

「貝爾蒙公園修建的新運動場將對島人隊的家園進行重建，從而對更多比賽和活動

予以支持並增加來到本地區的遊客，」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

「這一重要項目將把貝爾蒙公園打造成為體育景點，其將為長島地區創造數千個崗

位，並促進經濟活動的開展。」   

  

紐約島人隊共同所有人喬恩·萊德茨基  (Jon Ledecky) 表示，「我們與忠實的球迷

一起慶祝這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天，感謝從一開始就支持貝爾蒙公園運動場項目的葛

謨州長。島人隊還要感謝推選官員和社區為實現這一特許經營機構里程碑所給予的

支持，」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Belmont_Renderings.pdf


 

 

  

美國冰球聯盟主席蓋裡·貝特曼表示，「在葛謨州長的承諾、奉獻和願景下，島人

隊球迷將擁有球隊應得的世界一流球場。島人隊是長島地區的，這一特許經營機構

的未來無限光明。」  

  

《貝爾蒙重建項目》於  2017 年 12 月公佈，該項目將把貝爾蒙公園  43 英畝未充分

利用的停車場轉變成為著名的體育和接待景點，其中包括為紐約島人冰球對和其他

活動準備的全新  1.9 萬個座位，擁有  250 個客房的酒店，一座先進的零售小鎮，以

及辦公和社區區域。此外，項目開放商紐約貝爾蒙合作夥伴  (New York Belmont 

Partners) 將為周邊社區改善兩座當地公園。   

  

開發商在創新的公私合作關係幫助下還將資助埃爾蒙特  (Elmont) 的一座長島鐵路

公司 (Long Island Rail Road, LIRR) 全天候運營新車站，該車站是近  50 年來長島鐵

路公司的首個全天候運營新車站。新車站使騎行車可以從東側和西側直達新運動

場、酒店和零售小鎮，同時為長島居民提供了新的通勤選擇。   

  

新建的運動場定於  2021-2022 年冰球賽季前竣工。在接下來的兩年中，運動場、

酒店和零售小鎮的修建工作預計將創造  1 萬個崗位和  27 億美元的經濟活動收入。

截止 2024 年，這一項目預計將能支持  3,200 個全職新崗位、創造  8.58 億美元的年

經濟活動收入，並為年稅收創造數千萬美元的新收入。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代理主任、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埃裡

克·格特勒  (Eric Gertler) 表示，「我們為這一項目將為長島帶來的巨大收益而感到

自豪，這些收益包括就業、稅收新收入和島上居民的永久場地。我們對今天的動工

儀式感到激動。這一項目經歷了公開、充滿活力的協作過程。我要對參與這一項目

的紐約民眾表示認可，他們在貝爾蒙開展更好的項目。」   

  

島人隊同意從  2019 年 10 月開始在 2019-2020 冰球賽季期間在拿騷老兵紀念體育

館現場 (NYCB Live)，即拿騷老兵紀念體育館所在地打  28 場常規賽，這筆先前宣

佈的多出 7 場。該球隊在  2019-2020 常規賽季的 68% 場主場賽將在體育館進行。

在州政府斥資  600 萬美元對該建築進行升級改造後，該球隊得以在這一體育館進

行比賽。葛謨州長於  2018 年 1 月宣佈島人隊將提前三年回歸長島，後又宣佈該球

隊將在長島打  20 場比賽，或在長島打近半數常規主場賽。   

  

帝國州發展公司和紐約貝爾蒙合作夥伴及其附屬單位紐約運動場合作夥伴  (New 

York Arena Partners)（史特林資產  (Sterling Equities)、斯科特馬爾金集團  (Scott 

Malkin Group) 和奧克威爾集團 (Oak View Group) 的合資公司）利用嚴格透明的公共

審核程序對《貝爾蒙重建項目》進行指導，這一過程包括  12 場公眾會議和聽證

會，以及於地方機構和利益相關者一起召開的數次會議。在當地官員、社區成員和

項目社區顧問委員會  (Community Advisory Committee) 的幫助下，該項目在審核的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new-york-islanders-return-long-island-next-season-three-years-ahead#_blank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new-york-islanders-play-eight-additional-games-nassau-coliseum-during#_blank


 

 

每個程序都得到了改善，這些都促成了埃爾蒙特長島鐵路公司新車站的建成。今年

夏初，這一項目受到了帝國州發展公司董事會、特權監管董事會  (Franchise 

Oversight Board) 和公共機構監管董事會  (Public Authorities Control Board) 的公開批

准。  

  

貝爾蒙關鍵項目補充了自葛謨州長上任以來對長島所進行的數十億美元投資，這些

支持著該地區世界一流的學術和研究機構，復興了中心區，促進了農業、製造業和

生命科學行業的發展，改善了基礎設施建設，並對長島的旅遊業進行投資。在這些

承諾的幫助下，長島額失業率從  2011 年 6 月的 7.1% 下降到今年的  3.1%，同時

旅遊業支出增長了近  20% 達到近 60 億美元。每年遊覽長島的  2,800 萬遊客支持

著超過 7.5 個崗位。  

  

參議員康莫利·科姆里  (Leroy Comrie) 表示，「祝賀葛謨州長、項目負責人和紐約

島人隊對《貝爾蒙公園開發項目》的持續承諾。我們今天在這裡為這一轉型項目破

土動工，這些都歸功於參與其中的居民、支持著和社區合作夥伴考慮周到的協作過

程。 我尤其對長島鐵路公司的全面運營有所期待，這是對當地道路和十字島大道  

(Cross Island Parkway)，以及當地居民有新工作所制定的旨在緩解交通的全面戰

略。」  

  

參議員安娜  M. 卡普蘭  (Anna M. Kaplan) 表示，「今天的動工儀式匯集了廣泛和充

滿活力的規劃程序，其促成的項目支持著我們當地經濟、為社區進行了投資，並為

島人隊建造了家園。  感謝葛謨州長、帝國州發展公司的員工，以及參與到這一項

目中的全體社區人員，你們進行的充滿活力的會談和合作確保了這一長島的項目能

夠順利開展。」   

  

參議員陶德·卡旻斯基  (Todd Kaminsky) 表示，「《貝爾蒙公園重建工程》極大地

改變了社區和長島。我們地區的這一重要投資項目將把貝爾蒙轉變成為娛樂、商業

和經濟發展中心，並為我們深愛的島人隊建造家園。我期待能與周邊社區繼續合

作，從而保障這一轉型項目取得成功。」   

  

眾議員克萊德·范尼  (Clyde Vanel) 表示，「貝爾蒙公園周邊的社區，尤其是皇后東

區 (Eastern Queens) 和埃爾蒙特長久以來都在尋求全面的經濟發展和轉型投資，這

正是這一項目的目的所在。我們對這一項目創造的新崗位、新的經濟活動和新設施

感到激動。感謝葛謨州長的願景和領導力使這一切成為現實。」   

  

拿騷郡郡長蘿拉·庫蘭  (Laura Curran) 表示，「這一動工儀式標誌著拿騷郡進入新

時代。我們不再說不  - 我們再次成長，再次為建造未來而努力。不利於是在新中

新貝爾蒙，還是全郡的大眾運輸導向發展計畫，我們對拿騷郡成為適宜生活、工作

和娛樂的地方表示確定。確定會有經濟機會，確定會改善公共交通系統，確定讓島



 

 

人隊在這裡比賽。貝爾蒙的發展將為我們實現三個重要目標：促進經濟、擴大公共

交通網、讓島人隊回家，這是拿騷郡的三連勝。」   

  

亨普斯特鎮  (Town of Hempstead) 鎮長勞拉·吉倫  (Laura Gillen) 表示，「我很榮幸

能擔任主任一職歡迎紐約島人隊回歸，並繼續支持和保障社區能夠獲益，且確保周

邊社區受到的影響最小。」   

  

紐約賽事協會公司  (New York Racing Association, NYRA) 首席執行官兼總裁戴夫·

歐盧克  (Dave O'Rourke) 表示，「我們激動地歡迎紐約島人隊回到貝爾蒙公園。這

一項目將為無數紐約民眾在現在和未來數十年創造崗位和經濟機會，並延續貝爾蒙

公園的成功賽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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