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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斥資  2,500 萬美元在全州境內改善鐵路基礎設施  

 
這筆撥款將修復兩座鐵路橋樑和多達  58 英里鐵軌和配套設施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斥資  2,500 萬美元在紐約境內支持鐵路和港口改善

專案。這筆撥款透過州長推出的「鐵路客貨運援助計畫  (Passenger and Freight Rail 

Assistance Program)」爾發放，旨在支持相關專案，促進對於全州貨物運輸至關重

要的基礎設施和經濟發展。這筆撥款還將充分利用額外的  540 萬美元公共和私營

部門投資，從而推動專案完工。  

  

「這筆撥款將有利於改善紐約州的基礎設施，吸引新進投資，在全州境內各個角落

促進經濟增長，」葛謨州長表示。  「一套強健可靠的運輸系統對於實現紐約民眾

和遊客的安全高效出行至關重要，我們的投資對於確保全州境內基礎設施的長期適

應力是尤為關鍵的，從而刺激經濟增長，為後世造福。」  

 

紐約州透過一項競爭性招標流程，將  2,500 萬美元劃撥給了  19 名申請人。這些投

資將支持軌道修復，流量擴張，鐵路橋梁的維修，以及經濟開發機會。本州政府計

畫還將充分利用額外獲得的  540 萬美元私營部門和本地機構的投資。  

  

紐約州交通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的馬修  J. 德里斯科

爾  (Matthew J. Driscoll) 表示：「葛謨州長充分理解交通運輸的重要性。在州長的

領導下，紐約州不斷地進行智慧投資，促進鐵路和港口基礎設施的現代化，鼓勵商

業發展，使得紐約企業能夠在全球市場中更具競爭力。」  

  

這筆撥款的獲得者和所獲款項清單如下：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奧爾巴尼縣  (Albany County) 的「SMS 鐵路服務公司  (SMS Rail Services, 

Inc.)」：獲得  260 萬美元撥款用於修復  14 英里鐵軌和旁軌。  



  倫斯勒縣 (Rensselaer County) 的「泛美南方有限公司  (PanAm Southern, 

LLC)」：獲得  250 萬美元，用於對胡西克叉口  (Hoosick Junction) 進行重新

配置並擴寬鐵軌。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奧斯威戈縣  (Oswego County) 的「奧斯威戈港口事務管理局  (Port of Oswego 

Authority)」：獲得 210 萬美元，用於新建鐵軌，擴大貨物處理中心。  

  奧農達加縣  (Onondaga County) 的「紐約、萨斯奎汉纳和西部鐵路公司  

(New York, Susquehanna & Western Railway Corp.)」：獲得 160 萬美元，用

於修建 4 英里新鐵道線。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懷俄明縣 (Wyoming County) 的「阿凱德和阿提嘉鐵路公司  (Arcade & Attica 

Railroad Corp.)」：獲得  130 萬美元，用於修復一座橋樑和  6 英里鐵軌，從

而適應載重量更大的火車車廂。  

 

  韋恩縣 (Wayne County) 的「安大略中部鐵路公司  (Ontario Midland Railroad 

Corp.)」：獲得  160 萬美元，用於修復一條鐵軌以適應載重量更大的火車車

廂。 

 

  利文斯頓縣  (Livingston County) 的「利文尼亞、雅芳和萊克維爾鐵路公司  

(Livonia, Avon & Lakeville Railroad Corp.)」：獲得 110 萬美元，用於修復位

於萊克維爾  (Lakeville) 和雅芳 (Avon) 地區的站場鐵軌。  

  門羅縣 (Monroe County) 的「福斯路鐵路公司  (Falls Road Railroad Co., 

Inc.)」：獲得  110 萬美元，用於擴建一座鐵路轉公路運輸中心，並修復位於

洛克波特 (Lockport) 和布魯克波特  (Brockport) 之間的鐵軌。  

 

哈得遜鎮中部地區  (Mid-Hudson) 

 

  奧蘭治縣 (Orange County) 的「中城和澤西鐵路公司  (Middletown & New 

Jersey Railroad, LLC)」：獲得 90 萬美元，用於修復鐵軌，並在火車頭上安

裝「主動列車控制  (Positive Train Control)」設備。  

  奧蘭治縣 (Orange County) 的「紐約中部鐵路公司  (Central New York Railroad 

Corp.)」：獲得  63 萬美元，用於修復一座橫跨特拉華河  (Delaware River) 的

橋樑。 



  

麥可山谷  (Mohawk Valley) 

  奧齊戈縣 (Otsego County) 的「皮襪子鐵路歷史協會  (Leatherstocking Railway 

Historical Society)」：獲得  12 萬美元，用於修復庫柏鎮  (Cooperstown) 和波

特蘭維爾 (Portlandville) 之間的鐵軌。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金斯縣 (Kings County) 的「紐約新澤西鐵路公司  (New York New Jersey Rail, 

LLC)」：獲得  160 萬美元，用於在第 65 街的站場上修建更多鐵軌。  

 

  里奇蒙縣 (Richmond County) 的「聯合鐵路公司  (Consolidated Rail 

Corporation)」：獲得  170 萬美元，用於在特拉維斯工業專線  (Travis 

Industrial Track) 上更換壞舊鐵軌。  

 

紐約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奧奈達縣 (Oneida County) 和劉易斯縣  (Lewis County) 的「麥可阿迪朗代克

和北部鐵路公司  (Mohawk Adirondack & Northern Railroad Corp.)」：獲得  118 

萬美元，用於擴建一座位於尤蒂卡  (Utica) 的鐵路轉公路運輸中心，並修復

位於萊昂斯瀑布  (Lyons Falls) 的一條鐵路線。  

 

  埃塞克斯縣  (Essex County) 的「阿迪朗代克鐵路保護協會  (Adirondack 

Railway Preservation Society)」：獲得 150 萬美元，用於修復客運機車和火

車頭，以擴大短途旅行服務。  

  聖勞倫斯縣  (St. Lawrence County) 的「聖勞倫斯縣工業開發局  (St. Lawrence 

Count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uthority)」：獲得 50 萬美元，用於重新修建

通往本森麥恩  (Benson Mines) 的鐵路。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泰奧加縣 (Tioga County) 的「奧威戈和哈特福特鐵路公司  (Owego and 

Harford Railway, Inc.)」：獲得 74 萬美元，用於重建奧威戈站場  (Owego 

Yard)。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卡特羅格斯縣  (Cattaraugus) 的「學托擴縣、卡特羅格斯縣、阿利根尼縣和

斯圖本南部鐵路擴建管理局  (Chautauqua, Cattaraugus, Allegany and Steuben 

South Tier Extension Railroad Authority)」：獲得 150 萬美元，用於改善位於

奧林站場 (Olean Yard) 的鐵軌和設施。  

 

  伊利縣 (Erie County) 的「伊利縣工業開發局  (Erie Count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gency)」：獲得 36 萬美元，用於修復和改善通往日本住友橡

膠工業株式會社美國公司  (Sumitomo Rubber USA) 的各個廠房。  

  

「鐵路客貨運援助計畫」提供的州政府投資將改善和加強貨運物流，並支持全州境

內的經濟發展。本專案資金支持軌道和橋樑重建，以提高可靠性；跟蹤流量擴張，

以緩解瓶頸問題；促進鐵路站場和港口設施的現代化發展和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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