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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楚爾州長宣佈向紐約州各地的機場提供 2,070 萬美元的資金  

  
資金將支援現代化建設、運營改進和安全提升  

  
促進區域商業發展和新型節能技術的部署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撥款 2,070 萬美元，用於紐約州 24 個公共用途機場的戰略

基礎設施強化。州政府的這筆資金將供這些機場設施用於加強安全，促進創新，利用現

有資源，推動商業發展，提升可持續性和復原力。  

  
「地方性和區域性機場是通往紐約州各社區的門戶，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和商業

活動。」霍楚爾州長表示，「這些投資將繼續把紐約州的機場改造成世界級的設施，從

而進一步促進經濟發展和增長。」  

  
這些專案由紐約州交通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管理，透過航

空資本投資計畫 (Aviation Capital Investment Program) 獲得資金，具體包括建設新的安

保和訪問控制改進措施，部署新的自動氣象監測系統，以及建設和修復新的和現有的機

庫和飛機加油設施。這些投資將有助於提升周邊社區的經濟實力，使其比鄰近的各州更

具競爭力。  

  
「紐約州繼續對所有交通基礎設施進行針對性的投資，從而提高安全性，增強社區實

力，並創造和維持新的和現有的高薪工作崗位。」紐約州交通廳廳長馬力．特蕾莎．多

明格斯 (Marie Therese Dominguez) 表示，「這些航空撥款將特別支援那些有助於在區

域和全球範圍內提升當地社區的經濟競爭力的專案。」  

  
「紐約州正透過這筆資金來進一步採取措施加強本州的機場，這對繼續吸引企業、遊客

和新居民而言至關重要，並將有助於本州的整體經濟成功。」州參議會交通委員會主

席、參議員蒂姆．肯尼迪 (Tim Kennedy) 表示，「我想感謝霍楚爾州長將這些投資作爲

優先事項，並期待著看到這些關鍵的專案持續取得進展。」  

  
「翻新當地機場將有助於吸引遊客、外地企業和促進旅行計畫，從而使我們的城市能夠

繼續成為經濟發展的驅動力。」州眾議會交通委員會主席、眾議員威廉．馬格納雷利 



(William Magnarelli) 表示，「這些資金將為機場提供推動力，使其能夠滿足不斷改進

的基礎設施、技術、安保和安全標準。」  

  
2021 年航空資本投資計畫的資金將授予以下專案：  

  
首府地區 (CAPITAL DISTRICT) - 160 萬美元  

  

• 100 萬美元用於在奧爾巴尼縣 (Albany) 的南奧爾巴尼機場 (South Albany Airport) 

建造一個太陽能發電系統，建造一個升級的化糞池系統，以及建造一個用於支援

必要設備的新設施，以在惡劣天氣情況下維持機場運營。  

• 60 萬美元用於在薩拉托加縣機場 (Saratoga County Airport) 購置服務設備，以在

惡劣天氣情況下維持機場運營。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 240 萬美元 

  

• 130 萬美元用於在麥迪遜縣 (Madison) 的漢密爾頓市機場 (Hamilton Municipal 

Airport) 安全地拆除/處理現有的老化加油設施，並建造一個全新的、最先進的環

保型加油設施。  

• 110 萬美元用於在科特蘭縣 (Cortland) 的大通體育場機場 (Chase Field Airport) 

更換和遷移位於單一水源含水層上的現有地下儲油罐，並建造地上燃料洩漏控制

罐。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 290 萬美元 

  

• 60 萬美元用於在韋恩縣 (Wayne) 的威廉姆森-索杜斯機場 (Williamson-Sodus 

Airport) 建設太陽能發電系統和其他可持續發展改進措施。  

• 40 萬美元用於在傑納西縣機場 (Genesee County Airport) 購置服務設備，以在惡

劣天氣情況下維持機場運營。  

• 40 萬美元用於在耶茨縣 (Yates) 的彭燕機場 (Penn Yan Airport) 購買加油車。  

• 60 萬美元用於在懷俄明縣 (Wyoming) 的佩里．華沙機場 (Perry Warsaw Airport) 

建造一個新的地上溢出控制燃料場。  

• 90 萬美元用於在安大略縣 (Ontario) 的卡南代瓜機場 (Canandaigua Airport) 加強

機場通道和周邊安全圍欄/大門的重新配置。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 30 萬美元 

  

• 30 萬美元用於在薩福克縣 (Suffolk) 的麥克亞瑟機場 (MacArthur Airport) 購買和

安裝一台備用發電機，以支援機場運營，並加強 1 號機庫的滅火系統。  



 
  
哈德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 290 萬美元 

  

• 150 萬美元用於在韋斯切斯特縣機場 (Westchester County Airport) 建造一個新的

中央飛機除冰坡道，這是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設施的組成部分。  

• 140 萬美元用於在達奇斯縣 (Dutchess) 的哈德遜谷地區機場 (Hudson Valley 

Regional Airport) 建造運營支援大樓，以維持機場的運營。  

 
 
莫霍克谷地區 (MOHAWK VALLEY) - 90 萬美元 

  

• 90 萬美元用於在奧奇戈縣 (Otsego) 的阿爾伯特．S．納德區域機場 (Albert S. 

Nader Regional Airport) 搬遷和更新自動氣象觀測系統，以維持機場的運營。  

 
  
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 520 萬美元  

  

• 90 萬美元用於在聖勞倫斯縣 (St. Lawrence) 的馬塞納國際機場 (Massena 

International Airport) 修復現有機場設施，供紐約州警察局和紐約州電力局開展運

營。  

• 140 萬美元用於在沃倫縣 (Warren) 的佛洛德．貝內特紀念機場 (Floyd Bennett 

Memorial Airport) 建造一個新的機庫。  

• 50 萬美元用於在聖勞倫斯縣 (St. Lawrence) 的波茨坦市機場 (Potsdam Municipal 

Airport) 部署新的安保技術，包括新閘門、訪問控制和安保攝像系統，以及停車場

的改善。  

• 150 萬美元用於在傑佛遜縣 (Jefferson) 的沃特敦國際機場 (Watertown 

International Airport) 安全地拆除/處理現有的老化加油設施，並建造一個全新的、

最先進的地面加油設施。  

• 90 萬美元用於在聖勞倫斯縣 (St. Lawrence) 的奧格登堡國際機場 (Ogdensburg 

International Airport) 購買緊急備用發電機，加強安保、訪問和通訊系統，以及安

全相關設備。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 310 萬美元  

  

• 150 萬美元用於在布魯姆縣 (Broome) 的大賓漢姆頓機場 (Greater Binghamton 

Airport) 安裝節能照明和更換收入控制系統。  

• 20 萬美元用於在希南戈縣 (Chenango) 的沃倫．E．伊頓中尉機場 (Lt. Warren E. 

Eaton Airport) 提高噴射機機庫的能源效率，包括高效加熱和 LED 照明，以及一

般機庫修復活動。  



• 10 萬美元用於在斯圖本縣 (Steuben) 的康寧-佩恩特．波斯特機場 (Corning-

Painted Post Airport) 購置服務設備，以在惡劣天氣情況下維持機場運營。  

• 130 萬美元用於在希芒縣 (Chemung) 的埃爾米拉．康寧區域機場 (Elmira 

Corning Regional Airport) 將現有建築重建為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設施，以保留國

際客運航班。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 150 萬美元 

  

• 20 萬美元用於在阿勒格尼縣 (Allegany) 的威爾斯維爾市機場 (Wellsville 

Municipal Airport) 購買服務和其他機場相關設備。  

• 130 萬美元用於在伊利縣 (Erie) 的布法羅．尼亞加拉國際機場 (Buffalo Niagara 

International Airport) 購買和安裝緊急備用發電機，以支援機場的運營。  

 
資金透過競價招標程序授予專案，並根據既定標準進行評估，包括經濟效益、運營效

率、安全改進以及吸引新的或擴大現有的航空相關活動的潛力。選擇標準還優先考慮那

些具有成本效益以及有助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專案。紐約州交通廳致力於與當地專案

贊助方合作，以加快這些改進措施的交付。  

  
###  

  

 
可造訪網站 www.governor.ny.gov 瀏覽更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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