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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佈：2012 年 4 月 3 日 

州長 CUOMO 宣佈加快南部道路及橋樑項目作爲紐約工程計劃的一部分 

 

投資$107,334,314 修復 155 英里道路和 23 座橋梁 

 

州長 Andrew M. Cuomo 今天宣佈了一項額外加快投資 $107,334,314 修復南部 155 英里道路和 23

座橋樑的 32 個項目，並創造數千個就業機會。 針對紐約工程交通部分，交通運輸部（DOT）審查

其資本計劃，並確定了可利用傳統設計中標建設項目交付機制或新頒布設計建造項目交付方法的

加快的項目。  

 

紐約工程將重塑本州經濟發展與創新的新戰略，將使紐約人重新投入重建州基礎設施當中。 專責

小組將通過全面資本計劃，監督所有基礎設施項目的投資，並加快整州的數百個關鍵項目，創造

數以萬計的就業機會。 

 

「連續第二年，紐約州通過了基於財政責任，創造就業機會，政府效率的預算平衡和變革性的財

務預算，」Cuomo 說。 「紐約工程計劃是這份預算案的基石，這個計劃是一個新的，更明智的，

能讓紐約人重建我們的老化的基礎設施和幫助把我們州經濟拉囘軌道，就像我們已經把我們州政

府拉上軌道一樣的策略。 這項顯著投資將重建該地區的經濟基礎，並為紐約人創造成千職位。」 

 

州參議員 Tom O'Mara 說：「我們區域和全州交通基礎設施的發展是我們社區和工作者的一個關

鍵的經濟命脈。 交通運輸將發揮關鍵作用扭轉在紐約州北部的製造業，旅遊業，農業和其他經濟

部分。 今年的財政預算，尤其是「紐約工程」計劃，建立更強大的承諾為紐約州北部創造就業機

會和經濟增長。 我們感謝和歡迎州長 Cuomo 的繼續領導。」  

 

「紐約工程計劃不僅是一種投資以提高我們社區的交通安全，這些重大項目還將有利於本地經

濟，」眾議員 Barbara Lifton 說。 「250 萬美元以上的交通系統投資也將為 Tompkins 縣創造急需

的就業機會。」 

 

財政預算案將繼續州長的財政責任承諾，同時創造就業機會和加強全州社區。 財政預算案在沒有

新稅收，費用或噱頭情況下，填補了上億美元的赤字。預算是第二年連續限定消費增長少於 

2％，推出紐約工作專責小組投資數十億美元以重建州道路，橋樑，公園，和其他基礎設施，並創

造數以萬計的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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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預算案包括關鍵的經濟發展和交通計劃、旨在提高政府效率之重要改革，及旨在加強全州社區

能力之舉措。  

 

紐約工程計劃 

 

設立紐約工程專責小組  

 

紐約工程專責小組將在 45 個機構和部門協調資金計劃，監督項目投資，獲得資金，促進創造數以

萬計的就業機會。  

 

紐約工程計劃之前，沒有全面的州計劃規劃 45 個州機關和主管部門年資本支出 160 億美元。 在

某些情況下，包括港務局，MTA 和運輸部的項目，納稅人數十億美元或通勤的資金被用於資助同

一地區的運輸計劃，並沒有機構之間協調。 紐約工程專責小組將首次發展資本基建計劃協調機構

和部門。 專責小組由金融，勞動，規劃和交通領導組成，還將就加快關鍵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和方

法提出融資建議。  

 

紐約工程專責小組會由 15 名成員組成。 9 名成員將由州長任命，6 名由立法會任命。 所有主要州

機構和當局將參與執行委員會以協調資本規劃。  

 

所有紐約工程項目將在網站實時更新，讓紐約人可以跟踪在他們的社區項目的進展情況。 完整名

單將于未來數天在網上發布。  

 

重建道路和橋樑 

 

預算發放給紐約工程計劃 2.47 億美元州資金以及 9.17 億美元聯邦基金，共 12 億美元新支出，用

以加速道路和橋樑的修理，更換和改善。 這筆資金是已撥出的 16 億美元的今年核心交通道路和

橋樑基本建設計劃以外。 此方案是給地區和州經濟注入數十億美元 Tappan Zee 大橋更換項目以外

的新計劃。  

 

該額外 12 億美元交通運輸部選定的加速項目將包括 2.12 億美元解決約 115 橋樑橋甲板和結構更

換或康復需求，2.5 億美元為超過 2,000 公里的低成本路面保存和路面處理，以及 7 億美元用於由

於資源的限制已被推遲的全州或區域交通項目。 

 

紐約工程加速橋樑和路面保護方案，將加快項目立即創造就業機會，解決關鍵基礎設施需求，並

節省開支。 加速橋樑和路面方案，代表了紐約州不同的辦事方式。 而非為 100 個不同的橋樑執行

100 個不同的合同，項目將鞏固在區域合同 ‐ 使州按時並在預算内完成關鍵項目的更有效的程序。  

 

加速大橋計劃作為紐約工程計劃的一部分，是一個創新的為減少積壓在紐約州需要更換的橋樑而

設計的資本項目交付方法。 該計劃將快速修復或更換許多橋樑，消除今後的維修費用，以及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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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以千計的建設工作，並刺激紐約州經濟。 目前有 2500 座橋樑或 32％的州橋梁被評為有缺陷。 

橋樑將划在四個地理區域的 6 個全州設計投標建造合同和 4 個設計建造合約：Long Island，

Hudson Valley，中央和紐約州西部，北部地區和首都地區。 

 

此外，紐約工程投資 2.5 億美元于路面保護計劃，這將提高近 2000 額外的車道路面，相當於從紐

約到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的往返路程的條件。 40％的州道路面被評為有缺陷。 與加速橋梁方案類

似，鋪路和重鋪合同將在全州進行，為每個地區創造就業機會。  

 

紐約工程加速交通建設項目如下： 

地域  項目  項目名稱  項目概述 項目縂額

南部 

層 
道路 

路線 17/I86 換位, Tioga

縣 

這個項目從 2013/2014 財政年度提

速到目前，將升級路綫 17 Tioga 縣

部分以達到 I‐86 州際公路標準。  

$12,000,000 

南部 

層 
橋梁 

南部路段 352 Patterson

大橋替換項目 

該項目由 2013/2014 財政年度提

前。 此橋是 Corning 市的主要通勤路

線，每日爲 1700 用戶服務，是城市

商業區的重要部分。 這座大橋目前

面臨關閉危險，更換項目將確保這

一通往 Corning 市的重要動脈仍然開

放。  

$32,200,000 

南部 

層 
橋梁 

Broome 縣 Sanford 鎮路

過 17 路綫的 OQUAGA 

LAKE 路 

甲板更換  $1,522,950  

南部 

層 
橋梁 

Broome 縣 Sanford 鎮路

過 369 路綫的 I‐88 EB 
甲板更換  $1,934,040  

南部 

層 
橋梁 

Broome 縣 Sanford 鎮路

過 369 路綫的 I‐88 WB 
甲板更換  $1,934,040  



Chinese 

 

南部 

層 
橋梁 

Broome 縣 Colesville 鎮

路綫 7 的 BELDEN 

BROOK 段 

甲板更換  $630,480  

南部 

層 
橋梁 

Chemung 縣 Horseheads

鎮 I‐86LATTA BROOK 路

段 

甲板更換  $1,480,350  

南部 

層 
橋梁 

Broome 縣 Colesville 鎮

路綫 12 的 SPRING 

BROOK 段 

甲板更換  $474,990  

南部 

層 
橋梁 

Delaware 縣 Colchester

鎮路綫 17CR 17 段 
甲板更換  $3,430,365  

南部 

層 
橋梁 

Steuben 縣 Greenwood

鎮路綫 417BENNETTS 

CREEK 段 

甲板更換  $2,119,350  

南部 

層 
橋梁 

Steuben 縣 Avoca 鎮

Genesee 高速公路(I‐

390)Michigan Hollow 路 

(路綫 961J)  

甲板更換  $2,843,550  

南部 

層 
橋梁 

Steuben 縣 Bath 鎮 86I 

WB BHRR  
甲板更換  $3,248,250  

南部 

層 
橋梁 

Steuben 縣 Bath 鎮 86I 

EB BHRR  
甲板更換  $3,248,250  

南部 

層 
橋梁 

Steuben 縣 Bath 鎮 86I 

WB BHRR  
甲板更換  $2,492,100  

南部 

層 
橋梁 

Steuben 縣 Bath 鎮 86I 

EB BHRR  
甲板更換  $3,51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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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 

層 
橋梁 

Steuben 縣 Homellsville

鎮路綫 36 的 LODER 

STREET 段 

甲板更換  $2,875,500  

南部 

層 
橋梁 

Steuben 縣 Tuscarora 鎮

路綫 417 的 TUSCARORA 

CREEK 段 

甲板更換  $1,288,650  

南部 

層 
橋梁 

Tioga 縣 Newark Valley

鎮路綫 38WILSON CREEK

路 

甲板更換  $372,750  

南部 

層 
橋梁 

Tioga 縣 Owego 鎮

Halstead Avenue (路綫

962G) 過路綫 17  

甲板更換  $2,057,580  

南部 

層 
橋梁 

Tioga 縣 Barton 鎮路綫

17 EB FULTON STREET 路
甲板更換  $783,840  

南部 

層 
橋梁 

Tioga 縣 Barton 鎮路綫

17 WB FULTON STREET 

路 

甲板更換  $783,840  

南部 

層 
橋梁 

Tompkins 縣 Groton 鎮

路綫 222 的 FALL CREEK

段 

甲板更換  $489,900  

南部 

層 
橋梁 

Broome 縣 Sanford 鎮路

過 17 路綫的 GULF 

SUMMIT 路 

甲板更換  $3,993,750  

南部 

層 
橋梁 

Delaware 縣 Delhi 鎮路

綫 10 的WEBSTER 

BROOK 段 

甲板更換  $63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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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 

層 
道路 

Chemung 縣路綫

14Broad Street 至

Veteran TL 

路面保護處理  $750,750  

南部 

層 
道路 

Chemung 縣路綫 328 從

州際綫至 SR 14  
路面保護處理  $2,250,750  

南部 

層 
道路 

Chemung 縣路綫 225 從

南 Corning 之 Golden 

Glow  

路面保護處理  $2,920,750  

南部 

層 
道路 

Delaware 縣路綫 17, 

Broome 縣際綫至

Hancock, Mill & Fill  

路面保護處理  $7,533,481  

南部 

層 
道路 

Delaware 縣路綫 17, 

Hancock 至 Fish's Eddy, 

Mill & Fill  

路面保護處理  $5,232,000  

南部 

層 
道路 

Schuyler 縣 路綫 13 從

Chemung CL 至

Tompkins CL 

路面保護處理  $220,750  

南部 

層 
道路 

路綫 34B, 路綫 38 至

TRIPHAMMER 路, 

TOMPKINS CO 

路面保護處理  $995,987  

南部 

層 
道路 

路綫 38: 路綫 366 

FREEVILLE 至 GROTON 

VIL LN, TOMPKINS CO 

路面保護處理  $1,071,821  

 

紐約工程基金項目的具體標準如下： 

 

加速橋樑工程：  

• 被列爲州缺陷橋樑名單。 

• 項目可在 2012 年開始建設以立即減少有缺陷橋樑的數量。 

• 具有聯邦資助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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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110 橋樑可以加速計劃下重建。 

• 一半項目將使用本州新「設計 ‐ 建造」以加快工程竣工 

 

加速路面保護項目：  

• 全州公路段評為一般或較差 

•  好和成本 低的護理，如單向覆蓋，磨和填充等。 

• 具有聯邦資助資格。 

• 2000 英里的道路修復 

 

加速區域項目： 

• 因缺乏資金而被划為 2012 年以外，但能加速到 2012 年以立即創造就業機會，處理關鍵

基礎設施並節省成本的有重要意義的區域項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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