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2 月 20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提供  2,300 萬美元的州資金給機場現代化建設項目、運營改進項目

和安全強化項目   

  

這筆資金將大力支持地方企業發展和地區經濟競爭力；促進新技術和能源效率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已給全州  31 座機場發放  2,360 萬美元的基礎設施資

金，用於支持改進安全措施、設施現代化建設、改善運營並發展地方企業。這些

項目由州長設立的紐約州航空資金補助計畫  (State Aviation Capital Grant Program) 

資助，並補充了州長設立的紐約州北部地區機場經濟開發和復興競賽  (Upstate 

Airpor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zation Competition)，該競賽撥款 2 億美

元用於對紐約州北部地區機場開展現代化建設。   

  

「紐約州的機場是地方社區的門面，對推動旅遊業和企業發展至關重要，」葛謨

州長表示。「世界級機場對地區經濟發展至關重要，我們投資於地方機場的現代

化建設活動，藉此建設民眾願意居住、工作和娛樂的活躍社區，」   

  

獲得撥款的項目包括建設新乘客便利設施，例如新指路技術、建設新飛機庫和燃

料設施、改善安保措施以及擴建泊車設施。這些活動將有助於這些機場周邊的社

區比附近各州的設施更具經濟競爭力。   

  

基礎設施投資有助於紐約州吸引新企業，並促進發展和就業增長。紐約州北部地

區的機場將利用該計畫改進設施，從而更好地服務公眾，與此同時保留和創造高

薪航空業工作。紐約州交通廳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將立即開始與

機場項目贊助方合作，加快實現這些改進。   

  

「我們正在投資全州機場，從而對設施開展現代化建設，並改善總體出行體

驗，」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這筆基礎設施資金將繼續支持

改善運營和安全，並支持地方企業發展。這些項目正在升級機場、提升旅遊業，

並發展紐約州經濟。」   

  

紐約州交通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代理廳長保爾  A. 

卡拉斯  (Paul A. Karas) 表示，「葛謨州長明白，紐約州的經濟依賴靈活高效的機

場網絡。全國很多小型機場設施遭受忽視，州長持續投資於紐約州北部地區的機

場，確保這些機場服務的社區繼續銜接全球市場。」   



  

紐約州航空管理協會  (New York Aviation Management Association) 會長克里斯蒂

娜  R. 卡拉翰  (Christina R. Callahan) 表示，「紐約州航空管理協會及其成員支持

葛謨州長的工作，確保紐約州實施能夠促進增長和創造就業的政策。持續加強投

資於地方機場是這些成功戰略中的一項。」   

  

新投資補充了州長設立的紐約州北部地區機場經濟開發和復興競賽，該競賽撥款  

2 億美元支持利用具有成本效益的戰略對機場開展現代化建設，這些戰略改進安

全措施、改善運營和通道、減少環境影響，並創造更好的乘客體驗。大羅切斯特

機場 (Greater Rochester International Airport)、錫拉丘茲市漢考克國際機場  

(Syracuse Hancock International Airport)、埃爾麥拉科寧地區機場  (Elmira Corning 

Regional Airport)、普拉茨堡國際機場  (Plattsburgh International Airport) 已完成大規

模整修。伊薩卡托普金斯地區機場  (Ithaca Tompkins Regional Airport) 和奧爾巴尼

國際機場 (Albany International Airport) 已獲得撥款用於落實轉型改進項目。   

  

從紐約州航空資金補助計畫獲得基礎設施撥款的機場的完整名單請見下方：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 360 萬美元  

  

•  獲得 140 萬美元撥款，用於在奧爾巴尼國際機場建設光伏太陽能電

池陣  

•  獲得 100 萬美元撥款，用於在斯克內克塔迪郡機場  (Schenectady 

County Airport) 建設新飛機庫  

•  獲得 71.9 萬美元撥款，用於在薩拉托加郡機場  (Saratoga County 

Airport) 建設新的除雪設備儲存設施   

•  獲得 51 萬美元撥款，用於在哥倫比亞郡機場  (Columbia County 

Airport) 建設新的機場燃料設施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REGION) - 150 萬美元  

  

•  獲得 13.6 萬美元撥款，用於在克特蘭郡  (Cortland County) 切斯菲爾

德機場 (Chase Field Airport) 升級自動氣象觀測站  (Automated Weather 

Observation Station, AWOS)，並安裝新的安保系統   

•  獲得 86.5 萬美元撥款，用於在奧斯威戈郡機場  (Oswego County 

Airport) 建設新的飛機庫   

•  獲得 33.8 萬美元撥款，用於在錫拉丘茲市漢考克國際機場建設新的

機場設備存儲設施   

•  獲得 21.1 萬美元撥款，用於在奧農達加郡  (Onondaga County) 斯卡

尼阿特勒斯鎮小型機場  (Skaneateles Aerodrome Airport) 提高跑道安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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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REGION) - 260 萬美元  

  

•  獲得 65.6 萬美元撥款，用於在杰納西郡機場  (Genesee County 

Airport) 建設新的飛機庫   

•  獲得 55.9 萬美元撥款，用於在耶茨郡彭延鄉機場  (Penn Yan-Yates 

County Airport) 建設除冰控制系統和應急設備   

•  獲得 49.9 萬美元撥款，用於在大羅切斯特國際機場部署新的現代化

泊車引導系統   

•  獲得 36.9 萬美元撥款，用於在利文斯頓郡  (Livingston County) 丹斯維

爾市政機場  (Dansville Municipal Airport) 整修飛機庫  

•  獲得 33.6 萬美元撥款，用於在韋恩郡  (Wayne County) 威廉姆遜-索達

斯機場 (Williamson-Sodus Airport) 安裝新的 A 型噴氣機燃料罐   

•  獲得 20.4 萬美元撥款，用於在奧蘭多郡  (Orleans County) 松山機場  

(Pine Hill Airport) 建造飛機燃料儲存與分配系統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 230 萬美元  

  

•  獲得 150 萬美元撥款，用於在薩福克郡  (Suffolk County) 共和國機場  

(Republic Airport) 修整陸側基礎設施   

•  獲得 80 萬美元撥款，用於在薩福克郡長島麥克阿瑟機場  (Long Island 

McArthur Airport) 建造封閉式人行道，把交通設施銜接至機場航站樓   

  

哈得遜中部地區  (MID-HUDSON REGION) - 270 萬美元  

  

•  獲得 150 萬美元撥款，用於在奧蘭治郡機場  (Orange County Airport) 

擴建市政供水系統   

•  獲得 37.9 萬美元撥款，用於在薩利文郡國際機場  (Sullivan County 

International Airport) 對機場設施開展現代化建設   

•  獲得 77.2 萬美元撥款，用於在威徹斯特郡機場  (Westchester County 

Airport) 整治環境並搬遷設施   

  

麥可山谷 (MOHAWK VALLEY) - 230 萬美元  

  

•  獲得 150 萬美元撥款，用於在奧奈達郡  (Oneida County) 格里菲斯國

際機場 (Griffiss International Airport) 開展設施現代化建設   

•  獲得 80 萬美元撥款，用於在奧齊戈郡  (Otsego County) 奧尼昂塔市市

政機場 (Oneonta Municipal Airport) 建設新的機場加油設施   

  



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 160 萬美元  

  

•  獲得 57.6 萬美元撥款，用於在沃倫郡  (Warren County) 佛洛依德·貝內

特紀念機場  (Floyd Bennett Memorial Airport) 採購除雪設備   

•  獲得 50.7 萬美元撥款，用於在克林頓郡  (Clinton County) 普拉茨堡國

際機場改造泊車設施   

•  獲得 53.6 萬美元撥款，用於在傑斐遜郡  (Jefferson County) 沃特頓國

際機場 (Watertown International Airport) 添置新的除冰設備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 390 萬美元  

  

•  獲得 150 萬美元撥款，用於在伊薩卡湯普金斯國際機場  (Ithaca 

Tompkins International Airport) 建造新的共享單車與飛機加油設施   

•  獲得 150 萬美元撥款，用於在希芒郡  (Chemung County) 埃爾邁拉康

寧地區機場  (Elmira-Corning Regional Airport) 建造光伏太陽能電池泊

車設施  

•  獲得 82.8 萬美元撥款，用於在布魯姆郡  (Broome County) 大賓漢姆頓

地區機場 (Greater Binghamton Regional Airport) 升級飛機燃料設施並

做現代化改造   

•  獲得 6.4 萬美元撥款，用於在斯圖本郡  (Steuben County) 康寧-佩恩提

德珀斯特機場  (Corning-Painted Post Airport) 升級飛機燃料設施並做現

代化改造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 310 萬美元  

  

•  獲得 150 萬美元撥款，用於在水牛城尼亞加拉國際機場  (Buffalo 

Niagara International Airport) 改進泊車設施   

•  獲得 90.2 萬美元撥款，用於在肖托夸郡 /詹姆斯敦市機場  

(Chautauqua County-Jamestown Airport) 整修飛機庫和其他機場設施   

•  獲得 67.2 萬美元撥款，用於在尼亞加拉瀑布市國際機場  (Niagara 

Falls International Airport) 購置除雪設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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