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2 年 10 月 20 日  凱西．霍楚爾州長 

 
 

平坦公路即將投入使用：霍楚爾州長宣佈斥資 8,010 萬美元的長島高速公路路面翻新專

案提前竣工  

  
迅速開展的專案提前一個月，恰好在六個月內竣工  

  
南部州立大道路面專案主要工作亦在本週竣工  

  
今年長島重新鋪設的州公路長度超過 440 車道英哩，共耗資 1.216 億美元  

  
專案是霍楚爾州長斥資 10 億美元填補坑窪項目內容  

  
  

凱西．霍楚爾州長今天宣佈，拿騷—薩福克 (Nassau-Suffolk) 邊境到薩福克郡 112 號州

道 (State Route 112) 之間斥資 8,010 萬美元的長島高速公路 (Long Island Expressway, 

LIE) 的路面重鋪專案現已完成。紐約州交通廳 (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OT) 於 

4 月起開展此項重要專案，並於 10 月 20 日週四今晨竣工。這項工作提前一個月，在初

期工作開展後六個月竣工。州長還宣佈在拿騷郡和薩福克郡南部州立大道 (Southern 

State Parkway) 上開展的重鋪路面專案主要工作已於本週竣工。今年，長島內超過 442 

車道英哩的州公路都鋪設了新的瀝青，總耗資達 1.216 億美元。  

  
「這項變革性重鋪專案提前竣工，即將為長島人民帶來更平坦的公路，」霍楚爾州長表

示。「我們所做的基礎設施歷史性投資旨在修復公路，填補坑窪，為紐約民眾帶來他們

應獲得的優質、可靠基礎設施。」  

  
霍楚爾州長在今年的州情咨文 (State of the State) 演講的開幕辭中表示，她將將在五年中

撥付 10 億美元，把為紐約基礎設施投資和抗擊全州坑窪問題作為重中之重。在名為填補

坑窪 (Pave Our Potholes) 新項目中，地方公路和州高速公路將分別獲得 5 億美元。州預

算案 (State Budget) 在 4 月通過後，該項目正式啟動，本財年已為鋪設超過 793 車道英

哩的州和地方公路撥款 1.11 億美元，紐約由各地完成的工作還將提交更多報銷請求。此

為其他州項目中的一個，其他項目還有統一改善地方街道和高速公路項目 (Consolidated 

Local Street and Highway Improvement Program, CHIPS)、紐約鋪路 (PAVE NY)、州旅

遊路線項目 (State Touring Routes) 和其他全州範圍內開展的規劃資本項目。  

  



從 2021 年 8 月至 2022 年年底，在全州範圍內已有或預計將要重新鋪設逾 3,700 車道英

哩的道路。  

  
紐約州交通廳廳長瑪麗．特雷西．多明格茲 (Marie Therese Dominguez) 表示，「凱

西．霍楚爾在擔任副州長和州長期間，她在高速公路上走過數千英哩，她瞭解每個坑窪都

藏在哪裡。」她還知道為紐約重要的基礎設施進行撥款的價值所在。我們州和承包商隊伍

今年在數百個重鋪路面的項目中努力盡可能多地填補坑窪，其中就包括這項已提前在預算

範圍內竣工的長島高速公路重大項目。我們引以為傲的工作很多，但總是有還需要去做的

工作。在霍楚爾州長堅定地支持下，我們將大批出動維護道路，完成資本項目，並讓基礎

設施做好迎接紐約冬季嚴寒月份的準備。」  

   
長島高速公路  

  
鋪路人員從 4 月 19 日週二起，在長島高速公路的東向公路， 48 號出口附近的拿騷郡和

薩福克郡公路上開展工作，他們碾平舊路面，在長島高速公路的三條主車道，即高承載車

道 (High-Occupancy Vehicle, HOV)、路肩和 62 號出入口匝道上新鋪瀝青。隨後工作從 

112 號州道 64 號出口向西通往拿騷郡邊界的公路上展開，此項工作剛剛於 10 月 20 日竣

工，共鋪設逾 286 車道英哩的道路。預計新鋪設更平坦的瀝青行車路面將持續至少十

年，路面還有新劃的高反射標記，路肩上有振動帶。  

  
南部州立大道  

  
霍楚爾州長還宣佈南部州立大道重鋪路面專案在過去兩年中的第三個專案於 10 月 21 日

週五竣工，總計鋪設路面超過 121 車道英哩。今年在南部州立大道上最近完成的兩段公

路將為在長島通勤和休閒的南岸駕駛員帶來更平坦的路面，這兩段公路是拿騷郡內格蘭德

大街 (Grand Avenue)/鮑德溫路 (Baldwin Road)（20 號出口）至 110 號州道 (Route 110)

（32 號出口）和薩福克郡內 231 號州道 (State Route 231)（39 號出口）至薩格提克斯

州立大道 (Sagtikos State Parkway)（41A 號出口）。  

  
長島其他重大項目  

   
州長於 8 月宣佈計劃在今年春季重新鋪設的 10 個地點中的 6 個已完成翻新工作，其中多

個地點提前完成工作。自那以後，另有兩個專案竣工，包括在伊思利普鎮 (Town of Islip) 

內長島高速公路和薩福克大道 (Suffolk Avenue) 之間 111 號州道 (State Route 111) 上開

展的重鋪路面專案，以及在亨普斯特德鎮 (Town of Hempstead) 內梅立克路 (Merrick 

Road) 和大洋大道 (Ocean Parkway) 之間梅多布魯克州立大道 (Meadowbrook State 

Parkway) 上開展的路肩修復工作。  

  
兩項鋪路專案於今年春季開工，共耗資 2,640 萬美元，這兩項工作還在開展當中，計劃

將於 2023 年竣工。第一個專案內容有對拿騷郡和薩福克郡內 55 號南部州立大道上的出

入口匝道進行混凝土全面修復，第二個專案內容為對拿騷/薩福克邊界和巴比倫鎮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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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Babylon) 境內 27A 號州道 (State Route 27A) 之間的 109 號州道 (State Route 109) 路

面進行重新鋪設，同時提高人行道匝道的安全性。  

  
此外，布魯克黑文鎮 (Town of Brookhaven) 內 112 號州道和亞普漢克大道 (Yaphank 

Avenue)/薩福克郡 21 號郡道 (Suffolk County Route 21)（64 號出口和 67 號出口）之間

的路上混凝土修復修補專案正在開展當中，專案耗資 730 萬美元。混凝土行車路面工作

預計將於 2024 年春季竣工，重新鋪路使用的碎金剛石將用於填補路面缺陷，必要時還會

替換受腐蝕的混凝土路面。  

  
霍楚爾州長於今年年初回顧了近期為克魯克德基爾路 (Crooked Hill Road) 增加匝道而在 

53 號出口處開展的重建工作（薩福克郡 13 號郡道 (Suffolk County Route 13)），屆時宣

佈了在長島高速公路上開展的最具變革意義的專案，旨在為駕駛員改善流動性的同時促進

當地經濟發展。  

  
眾議員泰勒．達令 (Taylor Darling) 表示，「開車駛過有坑窪的受損路面對各地來說都是

昂貴和不便的體驗，而在長島這裡，我們中有很多人都駕車去照顧家人，這就更糟糕了。

對於很多我的選民來說，駛過坑窪後要修補輪胎和車，這意味他們在償還貸款，支付房子

和養活家人時錢會不夠用。我在數月前向霍楚爾州長分享了這一嚴重顧慮，諷刺的是我當

時因為駛過坑窪而在費爾斯通 (Firestone) 買新輪胎，而她已有計劃斥資 10 億美元開展

具有歷史意義的替換和修復路面計劃。目前，長島高速公路和南部州立大道已更換修復 

400 多車道英哩的路面，長島深表感激。由於不再因駛過坑窪而花費不可預計的開支，我

的選民就大幅提升的駕車體驗和節省的開支而廣泛評論。感謝交通廳傑出的人員，他們為

每天確保我們有安全可靠的道路而努力。感謝霍楚爾州長的承諾，感謝您為我們緊急解決

嚴重的坑窪問題。」  

  
眾議員史蒂夫．斯特恩 (Steve Stern) 表示，「長島高速公路路面翻新專案竣工對我們所

有人來說都是個好消息。基礎設施投資和修復道路對於當地經濟，駕駛員的安全和我們的

生活質量來說都很重要。長島人民深知坑窪為我們每天的通勤造成危險，也產生了高昂的

費用。霍楚爾州長在預算範圍內按時完成此項重要專案，從而在當地道路上開展歷史性改

善工作，這將有助於防止車輛受損，也能減輕通勤中的壓力，對此我表示稱讚。」  

  
敦促駕駛者相應地進行規劃，並在施工區負責任地行車。在施工區超速行駛將面臨兩倍罰

款。在施工區出現兩次或以上的超速行為可能會導致駕照吊銷。  

  
如需獲取出行即時資訊，請撥打 511 或造訪 www.511NY.org 網站，或下載免費 511NY 

行動應用程式。  

  
在 Twitter 上關注 NYSDOT：@NYSDOT和@NYSDOTLI。在 Facebook 上找到我們：

Facebook.com/NYSDO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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