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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佈：2012 年 4 月 3 日 

州長 CUOMO 宣佈作為紐約工程計劃的一部分， 

紐約州西部加快道路和橋樑專案建設 

 

投資 121,178,370 美元以修繕 292 英哩道路和八座橋樑 

 

州長 Andrew M. Cuomo 今日宣佈增加 121,178,370 美元投資，用於建設 46 個紐約工程專案，這些

專案旨在修繕紐約州西部境內的 292 英哩道路和橋樑，並創造數千個就業職位。對於紐約工程計

劃的交通部分，交通部(DOT)審核了其資本計劃，並確定了可利用傳統的設計‐招標‐建設專案交付

機制或者新制訂的設計‐建設專案交付法來加快的專案。 

 

紐約工程計劃將利用創造性的新策略（將讓紐約州居民重返建設紐約州基礎設施的工作的策

略），徹底改變紐約州的經濟發展狀況。專責小組將透過全面資本計劃，監督所有基礎設施專案

的投資，並加快整州的數百個關鍵專案，創造數以萬計的就業機會。 

 

「紐約州連續第二年根據財政責任、就業職位的創造和政府效率制訂並通過了一項平衡且可調整

的預算案。」州長 Cuomo 說。「紐約工程計劃是這份預算案的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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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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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重要投資將重建該地區的經濟基礎，為紐約州居民創造數千

個就業職位。」 

 

州參議員 George D. Maziarz 說：「令我興奮的是，紐約工程計劃和專責小組被納入了今年的預算

案。這些投資將修繕紐約州西部境內的道路和橋樑，更重要的是，它將為地區內的居民創造大量

的就業機會。我對州長和立法委員會保持預算案的這個重要部分的完整性表示讚賞。」  

 

州參議員 Catharine Young 說：「紐約州西部不再有交通經費短缺的問題，這對我們的經濟和納稅

人來說是好消息。紐約州西部非常需要基礎設施改善，紐約工程計劃將投資資源來重建我們的道

路和橋樑。這意味著我們的地區將增加就業、實現經濟增長和變得更加繁榮。我讚賞州長 Cuomo

與州立法委員會合作，將公平和公正重新帶給交通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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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參議員 Michael Ranzenhofer 說：「所有這些專案都是可以改善本州老化的基礎設施、透過創造

數千就業職位促進我們當地經濟發展和確保公共安全的關鍵投資。令我極度高興的是，我能夠與

州長 Cuomo 和州立法委員會的委員合作，確立紐約工程計劃，從而能夠重建我們的道路和橋樑。 

所有這些專案都是對我們的社區安全和經濟發展的非常重要的投資。」 

 

州參議員 Patrick M. Gallivan 說：「在紐約州各地，尤其是在紐約州西部，我們的道路和橋樑狀況

嚴重惡化，主要是因為紐約州缺乏全面的、長期的資本基礎設施投資策略。紐約工程計劃是朝向

新的方向發展的一個新的積極措施。 

其創新方法將簡化州的所有資本基礎設施專案的管理，確保及時、高效率地完成必要的基礎設施

改善，節省資金，同時促進紐約州西部的經濟發展。」 

 

州參議員 Mark Grisanti 說：「令我高興的是，在此預算案中，我們不僅投資於修繕州各地老化的

基礎設施，重建強烈和修繕道路，而且致力於加快創造數千就業職位。州和聯邦政府的合作將提

出 120 萬美元的新支出，這項支出將令多年的基礎設施老化和忽視狀況大大改觀。紐約工程計劃

將修繕這些重要的橋樑連接路段 ‐ 鑒於 ECMC Hospital Drive 橋樑和 Delevan Ave 橋樑均在 Rte 33 之

上。此外，主要鋪路專案將修繕重要的道路，例如通往 I‐19 的教堂街坡道、Peace Bridge 坡道和

從 Beach Road 到 Sturgeon Point Road 的 NY‐5。我期待著看到紐約工程計劃的實施。」 

 

「對於本州來說，紐約工程計劃在許多層面都是偉大的計劃。這是對使用我們的老化基礎設施者

的交通安全的投資。這是對我們的企業的投資。它將令本州艱難的經濟走向復甦，特別是在紐約

州北部。」議員 Robin Schimminger 說。 

 

「紐約州的廣泛交通網絡是本州經濟的支柱。」議員 Crystal D. Peoples‐Stokes 說。「最近通過的

預算案提供的經費不僅將強化我們的橋樑和輔路，它還將為社會創造就業機會。」 

 

「紐約工程計劃將為紐約州西部境內努力工作的家庭創造急需的就業職位。此計劃將推動紐約州

各地的關鍵基礎設施建設。」議員 Dennis Gabryszak 說。「這是紐約州邁出的積極一步。紐約州

工程計劃將協助改善我當地的經濟，同時令我們的道路和橋樑更加安全。」 

 

「投資於交通專案就是投資於紐約州的就業。我十分樂意支援紐約工程計劃，因為它讓人們重返

工作職位，同時令我們的道路和橋樑對本州的居民和遊客更安全。」議員 Sean Ryan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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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沒有新稅收，費用

或噱頭情況下，填補了幾十億美元的赤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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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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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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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工程計劃 

 

成立了紐約工程專責小組  

 

紐約工程專責小組將在 45 個機構和部門協調資金計劃，監督專案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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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運輸部的專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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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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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紐約工程專案將在網站即時更新，讓紐約人可以追蹤在他們的社區專案的進展情況。完整名

單將於未來數天在網上公佈。 

 

重建道路和橋樑 

 

預算發放給紐約工程計劃 2 億 470 萬美元州資金以及 9 億 1700 萬美元聯邦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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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道路和橋樑專案的 16

億美元核心交通資本之外的經費。此方案是給地區和州經濟注入數十億美元 Tappan Zee 大橋更換

專案以外的新計劃。 

 

該額外 12 億美元交通運輸部選取的加速專案將包括：用於解決約 115 座橋樑橋甲板和結構更換

或康復需求的 2.12 億美元，用於超過 2,000 公里的低成本路面修繕和路面處理的 2.5 億美元，以

及用於由於資源的限制已被推遲的全州或區域交通專案的 6.87 億美元。 

 

紐約工程加速橋樑和路面修繕計劃將加快專案建設，以立即創造就業職位，解決關鍵的基礎設施

需求，和實現資金節省。加速橋樑和路面修繕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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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不同的合約，專案將鞏固在區域合約 ‐ 使州按時並在預算內完成關鍵專案

的更有效的程序。 

 

作為紐約工程計劃的一部分，加速橋樑計劃是一種創新的資本計劃交付方法，設計用來減少紐約

州境內需要取代的有缺陷橋樑修繕工作積壓。該計劃將在短時間內修復或取代許多橋樑，從而避

免未來的維護成本，並創造數千個建築職位，並刺激紐約州經濟增長。目前，2,500 座或 32% 的

本州橋樑被評定為有缺陷。這些橋樑將被納入以下四個地區的六份全州設計‐投標‐建設合約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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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設計‐建設合約：Long Island、Hudson Valley、Central 和紐約州西部，以及 North Country 和

Capital Region。 

 

此外，NY 工程計劃確定投資 2.5 億美元於路面修繕計劃，該計劃將改善額外近 2,000 英哩道路的

路面狀況，這等於從紐約市到佛羅里達州奧蘭多的往返里程。本州有 40%的路面被評定為有缺

陷。和加速橋樑計劃一樣，鋪路和路面重鋪合約將在全州執行，在每個地區創造就業機會。 

 

紐約州西部境內的加速紐約工程運輸專案如下： 

地區  計劃  專案名稱 專案說明 專案總成本

紐約州

西部 
橋樑 

Peace Bridge 

Toll Plaza 營運

改善 

Peace Bridge 是紐約州西部與

加拿大的貿易路線的關口。

這一計劃的廣場翻修專案將

對 Peace Bridge 邊境通道執行

營運和安全改善，這將緩解

擁堵和令該通道更加高效。 

85,000,000 美

元  

紐約州

西部 
橋樑 

Erie 郡 Buffalo

鎮境內 Rte 33

之上的

HOSPITAL DR 

橋面更換  1,290,78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橋樑 

Erie 郡 Buffalo

鎮境內 Rte 33

之上的

DEERFIELD AVE 

橋面更換  1,256,7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橋樑 

Erie 郡

Cheektowaga 鎮

境內 Rte 33 之

上的 Rte 277 

橋面更換  1,731,69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橋樑 

Erie 郡West 

Seneca 鎮境內

LEIN ROAD‐ CR 

154 之上的 Rte 

400  

橋面更換  830,7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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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

西部 
橋樑 

Erie 郡 Buffalo

鎮境內 Rte 33

之上的 ELEVAN 

AVE 

橋面更換  3,301,5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橋樑 

Erie 郡 Elma 鎮

境內 JAMISON 

RD CR574 之上

的 Rte 400 EB 

橋面更換  1,491,0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橋樑 

Erie 郡 Elma 鎮

境內 JAMISON 

RD CR574 之上

的 Rte 400 WB 

橋面更換  1,491,0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道路： 

I‐86 從 Cuba 到

Friendship ‐ 

Allegany 郡 

路面修繕處理  1,210,75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道路： 

SR 305 從 Cuba

到 Belfast ‐ 

Allegany 郡 

路面修繕處理  2,600,75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道路： 

US 219: Rt 98 到

Ellicottville 

South Vil Line ‐ 

Cattaraugus 郡 

路面修繕處理  380,0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道路： 

NY 417：

Portville 村 ‐ 

Cattaraugus 郡 

路面修繕處理  198,0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道路： 

Rte 952M（主

要街道）@I86 

出口 16 至 394 ‐

Cattaraugus 郡 

路面修繕處理  110,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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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

西部 

道路： 

NY 305S：Rt 

417 到 PA Line ‐ 

V. Portville 連同

417 ‐ 

Cattaraugus 郡 

路面修繕處理  319,0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道路： 

NY 39：Chaut 

Co 到

Perrysburg 

WVLbundle ‐ 

Cattaraugus 郡 

路面修繕處理  357,5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道路： 

NY 39：

Perrysburg West 

Village Line 到

Jolls Rd bundle ‐ 

Cattaraugus 郡 

路面修繕處理  572,0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道路： 

NY 353：Catt 

South Village 

Line 到Waverly 

St. ‐ Cattaraugus

村 ‐ Cattaraugus

郡 

路面修繕處理  187,0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道路： 

US 62：Church 

St 到 Rte 322 ‐ 

Cattaraugus 郡 

路面修繕處理  990,0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道路： 

NY 322：Rte 83

到 Catt Co. Line 

‐ Cattaraugus 郡

路面修繕處理  115,0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道路： 

US 20：

Westfield 到

Brocton East 

Village Line ‐ 

Chautauqua 郡 

路面修繕處理  800,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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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

西部 
道路： 

NY 953B ( Strunk 

Rd.)：Rt. 430 到

I‐86 ‐ 

Chautauqua 郡 

路面修繕處理  70,0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道路： 

NY 394：Gerry 

Levant Rd 到

Kennedy ‐ 

Chautauqua 郡 

路面修繕處理  400,0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道路： 

NY 394：Rte 20

到Mayville 

North Village 

Line ‐ 

Chautauqua 郡 

路面修繕處理  465,0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道路： 

Rt 426：I‐86 到

末端 Rte 426/ 

Rte 430 重疊 ‐ 

Chautauqua 郡 

路面修繕處理  120,0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道路： 

US 62：

Frewsburg to 

Hartson Rd ‐ 

Chautauqua 郡 

路面修繕處理  1,250,0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道路： 

NY 76：Rte 20

到 Rte 5 ‐ 

Chautauqua 郡 

路面修繕處理  100,0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道路： 

US 62：I‐86 坡

道到

Shermerhorn 角 

‐ Chautauqua 郡

路面修繕處理  660,0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道路： 

US 62：Hartson 

Rd 到 I‐86 坡道 

‐ Chautauqua 郡

路面修繕處理  700,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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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

西部  道路： 

NY 277；French 

Rd ‐ Como Park ‐

Erie 郡 

路面修繕處理  250,0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道路： 

952T 

(Sweethome)；

Maple ‐ 

SUNY@Buffalo ‐ 

Erie 郡 

路面修繕處理  130,0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道路： 

NY 240；

Broadway 的通

道 ‐ Genesee St ‐

Erie 郡 

路面修繕處理  1,100,0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道路： 

US 62，Bagdad 

Rd 到Wilcox Rd 

‐ Erie 郡 

路面修繕處理  575,0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道路： 

US 62；

Hamburg North 

Vil. Line ‐ I‐90 地

下通道 (Sowles 

let 12/14) ‐ Erie

郡 

路面修繕處理  935,0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道路： 

Peace Bridge 坡

道(Busti ‐ I‐190 

SB) ‐ Erie 郡 

路面修繕處理  137,5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道路： 

NY 425；Colvin 

Ave ‐ Erie 

County Line ‐ 

Erie 郡 

路面修繕處理  990,0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道路： 

NY 277, Michael 

Rd 到 Cazenovia 

Crk ‐ Erie 郡 

路面修繕處理  770,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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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

西部 

道路： 

NY 130 

(Broadway)；NY 

277‐ Dick Rd 和

Chateau Ct ‐ NY 

78 ‐ Erie 郡 

路面修繕處理  852,5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道路： 

NY 5；Beach Rd 

‐ Sturgeon Point 

Rd ‐ Erie 郡 

路面修繕處理  1,155,0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道路： 

Church St；I‐

190 坡道 ‐ 主要

街道（連同

Peace bridge） ‐

Erie 郡 

路面修繕處理  319,0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道路： 

NY 277，NY 391

到 Chestnut 

Park 入口‐ Erie

郡 

路面修繕處理  700,0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道路： 

NY 75，New 

Oregon 到

Junction US 62 ‐ 

Erie 郡 

路面修繕處理  1,150,0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道路： 

NY 240；Davis 

Rd ‐ Cole Rd ‐ 

Erie 郡 

路面修繕處理  190,0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道路： 

NY 93；NY 5 ‐ 

Cedar St ‐ Erie

郡 

路面修繕處理  451,0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道路： 

Rte. 425, Rte. 62

到 Lockport Rd ‐ 

Niagra 郡 

路面修繕處理  965,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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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州

西部 

道路： 

Rte. 78，Erie 

County Line 到

Lockport 市和

Rt. 93 從 Transit

到 Lockport 

Bypass ‐ Niagra

郡 

路面修繕處理  2,090,000 美元

紐約州

西部 

道路： 

Rte. 104，

Lewiston Village 

LN 到Model 

City Rd ‐ Niagra

郡 

路面修繕處理  420,000 美元 

 

將某專案納入紐約工程基金的特定標準如下： 

 

加速橋樑專案： 

• 列於州有缺陷橋樑清單上。 

• 可於 2012 年開始建設以立即建設有缺陷橋樑數目的專案。 

• 有資格獲得聯邦經費。 

• 大約 110 座橋樑可以納入加速計劃而重建。 

• 一半的專案將採用紐約州新的「設計‐建設」授權來加快專案完工 

 

加速路面修繕專案： 

• 被評定為一般或差的全州公路區段 

• 最佳和成本最低的處理，例如單車道覆蓋、碾壓和填充等。 

• 有資格獲得聯邦經費。 

• 修繕了 2000 英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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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的地區專案： 

• 在地區十分重要的專案的實施時間被延後了幾年，僅僅是因為缺乏經費，但可以提前到

2012 年實施，以立即創造就業機會、處理至關重要的基礎設施和實現資金節省。 

 

### 

 

 

 

 

欲知詳情，請造訪 www.governor.ny.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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