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5 月 13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恢復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賓州站通道工程  

  
經歷 2019 冠狀病毒病和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2020 年資金不確定性之後，項目繼續推進，

標誌著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2020-2024 年資本計畫取得重大進展  

  
選定的公司在布朗克斯區亨茨角、帕克切斯特、莫里斯公園和合作社城建造四個大都會
北方鐵路公司車站；從合作社城到賓州站的通勤時間從 75 分鐘縮短到 25 分鐘；從亨茨

角到賓州站的通勤時間從 45 分鐘縮短到 16 分鐘  

  
聯邦政府準予公佈環境審查草案；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公司準備啟動 45 天的公眾評論期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恢復因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疫情和紐約大都會運

輸署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MTA) 資金不確定性而暫停的大都會北方鐵

路公司 (Metro-North) 地鐵站通道項目。重新開放的過程將選擇一家公司設計和建造大都

會北方鐵路公司四個新的火車站，並在布朗克斯區 (Bronx) 進行軌道陞級。紐約大都會運

輸署於 2020 年 2 月確定了三個有資格競標該項目的財團，三周後 2019 冠狀病毒病抵達

紐約州，對具有歷史意義的 2020-2024 年資本計畫提供資金造成了問題。毀滅性的經濟

損失和與疫情有關的不確定性導致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公司暫停資本項目和採購流程。  

  
州長還宣佈聯邦政府已準予致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公佈環境評估草案供公眾評論。  

  
「隨著疫苗接種率的上升和 2019 冠狀病毒病的减弱，是時候將我們的工作重點重新放在

關鍵的基礎設施項目上了，我們需要為紐約的未來和經濟復蘇提供保障，」葛謨州長表

示。「長期以來，將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連接到賓州車站不僅是紐約市經濟增長和發展

的重要下一步，而且也是保護我們的環境和為我們的社區提供更公平的交通通道的重要下

一步。這一重新啟動的選擇過程為一家公司建立了四個新車站，將擴大進入布朗克斯區的

交通，並有助於建立新的曼哈頓區 (Manhattan) 和哈德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之間的

走廊。」  

  
由於急需聯邦支持，資本項目資金變得更加清晰，紐約大都會運輸署正向前推進，尋求三

個財團的正式投標。與此同時，紐約大都會運輸署正在為 45 天的評論期做準備，這將伴

隨著對該項目的正式環境審查。作為該過程的一部分，公眾將能够線上審查項目檔案，並

在布朗克斯區的實體現場審查項目檔案，包括莫里斯公園社區協會 (Morris Park 



 

 

Community Association) 和布朗克斯猶太社區委員會 (Bronx Jewish Community 

Council)。  

  
「最具成本效益的資本項目是那些從現有基礎設施中擠出更多公共交通服務的項目，而不

是總是從頭開始建設新的東西，」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建設與發展公司 (MTA 

Construction & Development) 總裁嘉諾·利博 (Janno Lieber) 表示。「通過重建這條

未得到充分利用的美國鐵路公司鐵路線，以適應新的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服務，該項目將

使東布朗克斯區的居民獲得更好的工作、教育和各種機會。」  

  
「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項目，它對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和布朗克斯區一樣具有變革性，」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總裁凱瑟琳·瑞納迪 (Catherine Rinaldi) 表示。

「我們期待著盡我們所能支持這個項目，將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的服務帶到布朗克斯區的

全新區域，並為我們的紐哈芬線線 (New Haven Line)（歷史上我們最繁忙的線路）上的

客戶在規劃出行時提供新的目的地選擇。」  

  
葛謨州長在 2014 年州情咨文 (State of the State) 演講稿中提出了該項目，並在 2015 年

向該項目投入 2.5 億美元。這個項目將帶來四個充分可到達布朗克斯區的大都會北方鐵路

公司車站——亨茨點 (Hunts Point)、帕克切斯特 (Parkchester)、莫里斯公園 (Morris 

Park)、合作都市 (Co-Op City)。停在這些車站的火車將作為紐哈芬線的延伸，提供從東

布朗克斯區到曼哈頓區中心區的鐵路換乘選擇，以及在韋斯特切斯特郡 (Westchester 

County) 和康涅狄格州 (Connecticut) 的車站。  

  
從合作都市到賓州車站的通勤時間現時為 75 分鐘，將縮短至 25 分鐘。從亨茨點到賓州

車站的通勤時間現時為 45 分鐘，將縮短至 16 分鐘。  

  
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列車將使用美國鐵路公司 (Amtrak) 擁有的一條鐵路線，這條鐵路線

長期以來一直被美國鐵路公司東北走廊 (North Corridor) 列車所使用，這些列車不停地穿

過這一地區。該項目將陞級這條線路並更新其基礎設施系統，同時首次將當地紐約大都會

運輸署服務引入這條線路。  

  
該項目是眾多工作之一，旨在使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服務在布朗克斯區更具吸引力和實用

性。2017 年，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在梅爾羅斯 (Melrose) 和特裏蒙特 (Tremont) 的非高

峰和週末班次新增了一倍，並在 2019 年將曼哈頓區和福德姆 (Fordham) 之間的班次新

增了一倍，該公司取消了一項長期以來的禁令，該禁令繼承自此前的私人鐵路公司，禁止

使用紐哈芬線的列車停靠這些網站。最後一個新建的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車站也在布朗克

斯區揚基市 (Yankees) 東 153 街 (E. 153rd Street)，於 2009 年 5 月 23 日開放。  

  
從布朗克斯區和紐哈芬全線出發的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乘客將抵達賓州站，賓州站已經從

長島鐵路 (Long Island Rail Road) 乘客長期以來所熟悉的局限進行了改造。寬敞的莫伊

尼漢火車大廳 (Moynihan Train Hall) 和位於 33 街和第七大道 (Seventh Avenue) 的新入

口已經開放。現時正在進行的工作是將 33 號公路的寬度和高度新增近一倍；該街道走廊

是長島鐵路廊道的中央脊柱。  



 

 

  
在建設四個新的布朗克斯區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車站的同時，還將進一步把賓州站改造成

世界級的 21 世紀交通樞紐。賓州車站的工作人員將把紐約大都會運輸署、新澤西州捷运

局 (NJ TRANSIT, NJT) 和美國鐵路公司的乘客空間統一為更大的、簡化的空間，引入街

景的自然光線，並進一步拓寬和提高乘客區域。  

  

紐約州眾議會發言人卡爾·黑斯蒂 (Carl Heastie) 表示，「長期以來被視為交通沙漠的布

朗克斯區東北部引入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車站，對居民來說是重大勝利。我要感謝所有為

實現這一目標而努力的民選官員和社區領袖。伴隨我們重新開放，並從冠狀病毒封閉中恢

復過來，像這樣的基礎設施開發專案是改善布朗克斯區民眾特連通性的關鍵，同時也允許

更無縫地往返曼哈頓區，有助於振興我們的當地經濟。」  

  
代表里奇·托雷斯 (Ritchie Torres) 表示，「我們的公共交通系統是我們經濟的支柱，任

何社區都不能掉隊。我們很幸運，這一重要項目再次取得進展，我感謝州長及其團隊的遠

見和努力，以確保我們的社區在我們從冠狀病毒危機中恢復時更加相互聯系。」  

  
代表賈馬爾·鮑曼 (Jamaal Bowman) 表示，「擴大和加强我們的交通網絡將是建設更

好、更公平社區的關鍵。這四個額外的火車站將有助於减少我們對汽車的依賴，使許多人

的通勤更加順暢，這將大大促進我們所需要的經濟增長。我們的辦公室一直在努力與紐約

大都會運輸署一起推動這項工作，我很高興我們能够與葛謨州長的辦公室合作，使這項工

作成為可能，並為布朗克斯區的家庭帶來這些改善。」  

  
參議員賈馬爾·貝利 (Jamaal Bailey) 表示，「長期以來，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一直是紐

約市和哈德遜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通道，將其連接到賓州車站是紐約州向公共交通開

放行程的下一步。該項目將有助於擴大公共交通的公平准入，並鼓勵更多的人减少對汽車

的依賴。布朗克斯區長期以來一直遭受基礎設施投資有限的影響，使得交通沙漠位於人口

眾多的地方。我代表合作都市，這是一個長期遭受交通不平等的獨特社區。隨著大都會北

方鐵路公司這座車站的建成，合作社居民將擁有更可靠的快速交通。我感謝葛謨州長對紐

約州未來這一重要基礎設施項目的堅定承諾，並期待著看到四個車站在布朗克斯區通

車。」  

  
眾議員邁克爾·貝內代托 (Michael Benedetto) 表示，「布朗克斯區和合作都市的人民對

這一公告感到高興。我們已經等待了很長時間，我們感謝州長對該項目的承諾。」  

  
威徹斯特郡郡長喬治·拉蒂默 (George Latimer) 表示，「大都會北方鐵路公司長期以來在

韋斯特切斯特郡和紐約市之間提供了重要的經濟和社會聯系，將其擴展到賓州車站是一個

常識性的步驟，將給本郡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葛謨州長一直支持這一項目，我很高興看

到它取得進展，即使在可怕的 2019 冠狀病毒病 (COVID-19) 疫情期間。這不僅有助於通

勤者從韋斯特切斯特郡前往曼哈頓區；它還將幫助居民、企業和家庭從布朗克斯區來到本

郡，為該地區的商業和經濟發展提供新的機遇。」  

  



 

 

布朗克斯區區長小魯本·迪亞茲表示，「確保公共交通的公平使用對於服務不足的社區和

减少我們對效率較低的交通工具的依賴非常重要。葛謨州長一直支持改善整個地區的基礎

設施，我感謝他在的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的情况下致力於完成這項工作。該項目是向前

邁出的關鍵一步，擴大了在布朗克斯區乘坐公共交通的機會，並為哈德遜中部地區和紐約

市之間提供了一條經濟通道。」  

  

區域規劃協會 (Regional Plan Assocation, RPA) 主席兼執行長湯姆·懷特 (Tom Wright) 

表示，「賓州車站通道是一個了不起的項目，重新調整現有鐵路基礎設施的用途，以提

供新的容量、連通性和恢復能力，並為布朗克斯區歷史上服務不足的社區提供關鍵的交通

通道。區域規劃協會期待著與社區和與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合作，確保我們充分利用這一轉

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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