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1 年 11 月 30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霍楚爾州長宣佈，授予給少數族裔和女性企業的新拉瓜迪亞機場建設合約金額達到創紀

錄的 20 億美元 

 

紐約州史上少數族裔和女性企業參與的最大規模的公私合作 

 

與當地皇后區企業簽訂的合約總額達 7.75 億美元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日宣佈了全新拉瓜迪亞機場 (LaGuardia Airport) 

重建專案的歷史性里程碑事件，迄今為止，少數族裔和女性企業 (Minority- and Women-

Owned Business Enterprises, MWBE) 獲得了創紀錄的 20 

億美元合約，這是紐約州史上少數族裔和女性企業參與的最大規模的公私合作。重建專

案亦顯示出非常重視與當地承包商合作；迄今為止，皇后區的當地企業獲得了 7.75 

億美元的合約。副州長布賴恩〃本傑明 (Brian Benjamin) 與紐新航港局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執行董事里克〃科頓 (Rick Cotton) 

以及機場的其他成員，在位於東埃爾姆赫斯特 (East Elmhurst) 的阿斯托里亞大道 (Astoria 

Boulevard) 的拉瓜迪亞重建專案 (LaGuardia Redevelopment Project) 

社區辦公室見證了這一消息的公佈。 

 

「今天的里程碑意義重大，因為我們正在努力實現更具包容性和公平性的經濟復蘇，這

與美國主導的將少數族裔和女性企業參與公共合約的比例提高到 30% 

的目標相符，」霍楚爾州長表示。「我讚揚航港局致力於打破壁壘並創造公平競爭環境

，讓少數族裔和女性企業能夠參與拉瓜迪亞機場這一全國最大的基礎設施專案。作為全

國領先的運輸機構之一，航港局的做法體現了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來在社會中創造更多的

公平，並確保大型基礎設施專案的經濟效益惠及我們所有的社區。」 

  

副州長布賴恩〃本傑明 (Brian Benjamin) 

表示，「在我們繼續建設一個值得紐約民衆稱讚的全新拉瓜迪亞機場的同時，我們也決

心確保這一歷史性專案所創造的機會惠及所有社區。今天的宣佈證明了我們致力於為所

有人創造更加平等和公平的經濟，並將大大有助於實現我們的少數族裔和女性企業參與

率達到 30% 

的目標。我讚揚航港局的不懈努力和廣泛宣傳，幫助我們實現了這一里程碑。」 

 



這一里程碑的到來正值新機場繼續取得重大進展，客運量不斷增加，包括自疫情開始以

來每日客運量創下新高。在機場西側，新建的 B 航站樓由拉瓜迪亞門戶合夥公司 

(LaGuardia Gateway Partners) 開發，其中包括設計建造負責人斯卡斯卡〃沃爾什 (Skanska 

Walsh)，該航站樓於 2020 

年開放了其四層樓高、光線充足的到達和離開大廳。下一部分的新登機口將在未來幾周

內啓用，使新登機口總數達到 30 

個，登機口分佈在兩個大廳，通過世界上第一座雙人行天橋與到達和出發大廳相連。 

  

在機場東側，達美航空公司全新 C 

航站樓的到達大廳和出發大廳的建設正在迅速推進，預計將於 2022 

年春季啓用。該航站樓位於機場遠東側的第一個新登機口已於 2019 

年啓用，可欣賞到法拉盛灣 (Flushing Bay) 的壯麗景色。這座 130 

萬平方英尺的航站樓建成後將有 37 個新登機口。 

 

為了增加少數族裔和女性企業在拉瓜迪亞機場重建計畫中的參與，航港局及其包容性與

多樣性辦公室 (Office of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制定了各種能力建設計畫，使各公司能夠成功完成有時可能很複雜的機場相關採購。包

括開設面向建築和工程公司負責人的學院、培訓公司申請航港局合約的承包商輔導計畫

以及招聘、培訓和指導少數族裔和女性企業投標大型公共建築專案的施工指導計畫，以

及舉辦數百場研討會、網路研討會和論壇，幫助企業獲得少數族裔和女性企業認證，並

培養在該領域取得成功所需的技能。 

 

全新拉瓜迪亞機場的建設從一開始尌致力於與周邊社區分享經濟機會，並得到受人尊敬

的社區組織的幫助。自 2019 年以來，經拉瓜迪亞職業中心 (LaGuardia Career Center) 

的努力，600 

多人在機場找到了新工作，其中近三分之二來自皇后區。拉瓜迪亞職業中心是機場機會

委員會 (Council for Airport Opportunity)、Elmcor 青少年與成人活動有限公司 (Elmcor Youth 

& Adult Activities) 和皇后區社區住房服務機構 (Neighborhood Housing Services) 

的合夥公司。傴在 2021 年，尌有 225 人經安排在機場工作，其中 60% 以上來自皇后區。 

 

航港局執行董事里克〃科頓 (Rick Cotton) 

表示，「我們與私人合作夥伴一起，正在打造一個全新的拉瓜迪亞，包括堅持不懈地致

力於確保與少數族裔和女性所持有的企業以及當地社區的企業簽訂合約。它表明，我們

的少數族裔和女性企業議程致力於取得成果，而不是作出承諾。此外，我們對社區秉承

著同樣強烈的承諾。我很自豪地說出，在我們的合作夥伴拉瓜迪亞門戶合夥公司和達美

航空的努力下，我們已將近 8 億美元的合約授予了皇后區的當地企業。」 

  

航港局主席凱文〃奧圖爾 (Kevin O’Toole) 

表示，「這是全新拉瓜迪亞機場又一個破紀錄的日子，該機場已經見證了超過其所取得

的非凡成尌。今天的里程碑反映了航港局堅定不移地致力於在所有設施中為少數族裔和

女性企業創造機會。這不傴對我們航港局來說是一個值得驕傲的日子，而且對我們的機



場合作夥伴、當地社區和企業來說也是一個值得驕傲的日子，他們在拉瓜迪亞持續的成

功故事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 

 

航港局多樣性與包容性辦公室代理主任卡羅爾〃班尼特 (Carrol Bennett) 

表示，「我們對這一里程碑感到非常自豪，它表明了我們堅定不移地致力於與我們的合

作夥伴共同推動成果，為我們的少數族裔和女性企業提供有意義的簽約機會。這一承諾

推動了我們的集體努力，即創造外聯活動、定制培訓計畫和能力建設機會，確保我們的

少數族裔和女性企業取得成功。」 

  

衆議員杰弗里昂〃奧布里 (Jeffrion Aubry) 

表示，「拉瓜迪亞機場重建計劃是少數族裔和女性企業參與的歷史性里程碑，是多年來

的顯著成果，確保受機場影響最大的社區在機場擁有最多的機會。幾乎和少數族裔和女

性企業數字一樣令人震驚的是機場的本地招聘。在目前填補的 600 

個職位中，三分之二的新員工來自皇后區。在政府未能兌現承諾時，人們會對政府議論

紛紛，但拉瓜迪亞的少數族裔和女性企業計畫也證明了政府可以做正確的事情。」 

 

拉瓜迪亞門戶合夥公司執行長弗蘭克〃斯克雷明 (Frank Scremin) 

表示，「拉瓜迪亞的重建在很多方面都是一項歷史性的事業，包括少數族裔和女性所持

有的企業的參與。我們很自豪能夠參與該專案，該專案為有才能的少數族裔和女性企業

帶來了 20 

億美元的合約，同時亦為我們皇后區的企業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除了這是少數族裔

和女性企業參與的最大規模的紐約州公私合作專案外，我們很高興我們的投資者之一—

—JLC 基礎建設公司 (JLC Infrastructure) 也是第一家在紐約州 P3 

專案中持有股權投資的經認證少數族裔公司。」 

 

斯堪斯卡美國公司 (Skanska USA) 總裁兼執行長理查德〃肯尼迪 (Richard Kennedy) 

表示，「斯堪斯卡沃爾什合資公司 (Skanska Walsh Joint Venture, SWJV) 

非常感謝在新拉瓜迪亞機場建設期間，在外聯、培訓工作和為少數族裔和女性所持有的

企業簽訂合約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少數族裔和女性企業和當地企業從拉瓜迪亞機場專

案中獲得的技能、經驗和資格將延續至關鍵基礎設施專案的未來機遇中，並將在未來幾

年為建築行業服務。」 

 

達美集團董事總經理、紐約房地產公司瑞安〃馬祖洛 (Ryan Marzullo) 

表示，「與反映我們所服務社區的供應商合作是達美航空核心價值觀的明顯體現，這一

承諾在我們的主要建設專案中體現得淋漓盡致。達美航空已經向少數族裔和女性企業授

予了超過 10 

億美元的合約，用於我們在拉瓜迪亞機場新航站樓開發的關鍵工作，這使我們有望超過

將所有合約的 30% 

授予少數族裔和女性企業和承包商的目標。我們非常感謝與紐約社區的這些專業人士建

立了強有力的合作關係。」 

 



位於皇后區牙買加 (Jamaica, Queens) 的 RCGA 

建築公司的負責人兼創始人羅伯特〃嘉斯金 (Robert Gaskin) 

表示，「我們非常感謝拉瓜迪亞重建計畫和航港局包容性與多樣性辦公室為我們提供了

許多機會，我們的公司在拉瓜迪亞機場獲得了 17 個啟用和拆除專案以及 8 

個新特許專案機會。我們獲得的拉瓜迪亞主航站樓合約幫助我們在冠狀病毒疫情期間維

持公司的人員配備，而因疫情在經濟放緩期間很難找到其他機會。」 

 

要成為航港局認證的少數族裔和女性企業，或檢查您的認證狀態，請造訪此處。在此處

查找供應商資源和有關認證流程的資訊，並在此處尋找商機。 

 

關於拉瓜迪亞機場重建專案 

 

2015 年，一項建設全新拉瓜迪亞機場的綜合專案出臺，目標是創造世界級的 21 

世紀旅客體驗，包括現代化的客戶設施、最先進的建築、更寬敞的登機口區域和統一的

終端系統。這項耗資 80 億美元的專案於 2016 

年破土動工，其中三分之二的資金來自私人融資和現有客運費用。 

 

2018 年 2 月，新建成的 B 航站樓開放停車場，提供 3,000 

多個停車位和一層專供優步公司 (Uber)、來福車公司 (Lyft) 

及其他租車服務使用的樓層。2018 年 12 月，B 航站樓首批 18 

個新登機口和首個新候機大廳啟用。2019 年 10 月，達美航空公司 (Delta Air Lines) 

啟用了首個新大廳和 7 個新登機口。2020 年 6 月，B 

航站樓的新到達大廳和出發大廳啓用。2020 年 8 月，B 

航站樓第二個新大廳的一期工程開始運營，二期工程預計於 2021 年 12 

月完工。達美航空公司 C 航站樓的新到達大廳和出發大廳將於 2022 年年中啟用。 

 

新的聯合機場正在建設中，將為紐約民衆提供 21 

世紀的客戶體驗，同時維持現有機場的運營。隨著新設施的完成，舊設施被拆除，確保

機場不會失去容量。拉瓜迪亞機場將於 2022 年基本完工，並且在紐約從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恢復之際將成為實現經濟增長的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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