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8 月 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在拉瓜迪亞機場  (LAGUARDIA) 動工建設達美航空公司  (DELTA) 斥

資  40 億美元的新設施   

  

紐新航港局  (Port Authority) 與達美航空公司  (Delta Air Lines) 簽署新長期租約，

建設機場全面重建項目的收尾工程   

  

州長還宣佈  JLC 基礎設施公司  (JLC Infrastructure) 擔任機場的少數族裔及婦女所

有企業  (Minority and Women-owned Business Enterprises, MWBE) 投資方，該公

司是魔術師約翰遜公司  (Magic Johnson Enterprises) 和循環資本合夥人有限公司  

(Loop Capital Partners LLC) 組成的合資企業。   

  

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在紐約州歷史上首次對公私建設項目提供股權投資   

  

採用統一標準的現代化新拉瓜迪亞機場現在全面動工建設   

  

從此處查看新機場的渲染圖   

  

項目的視訊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和達美航空公司首席執行官艾德 ·巴斯蒂安  (Ed Bastian) 今日在

拉瓜迪亞機場  (LaGuardia Airport，LGA) 動工儀式上宣佈達美航空公司新設施動工

建設，紐新航港局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 此前與達美航空公

司簽署了新的長期租約。動工儀式標誌著採用統一標準的全新拉瓜迪亞機場動工建

設最後設施，拉瓜迪亞機場將為全體乘客提供現代化便利設施並增加公共交通工

具，包括規劃中的機場氣墊列車  (AirTrain)。 

  

葛謨州長在星期二還宣佈與拉瓜迪亞國際機場合作夥伴公司  (LaGuardia Gateway 

Partners，LGP) 合作實現重大進展，該公司負責建設機場西半部的設施。JLC 基礎

設施公司是一家合資企業，由魔術師約翰遜公司和循環資本合夥人有限公司組成，

該公司將擔任拉瓜迪亞國際機場合作夥伴公司的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投資方，

https://youtu.be/NfaEjkYRgPw


由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對公私建設項目提供股權投資，這在紐約州史上尚屬首

次。  

  

「拉瓜迪亞機場是紐約州交通網絡的支柱，也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但是長期

以來，這座機場始終未能匹配紐約州的水準，」州長葛謨表示。「達美航空公司

設施動工，代表著我們在建設全新拉瓜迪亞機場的進程中又邁出了一步。我們與私

人部門夥伴合作，為帝國州  (Empire State) 快速推進建設紐約民眾應得的世界頂級

門戶。」  

  

「今天是達美航空公司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我們在拉瓜迪亞機場動工建設現代化

設施，」達美航空公司首席執行官艾德 ·巴思提安  (Ed Bastian) 表示。「這筆投資

彰顯了我們對拉瓜迪亞機場和紐約州做出的承諾，並在我們最重要的一個交通樞紐

為該地區以及紐約州各地的乘客和員工提供世界一流的體驗。我們感激葛謨州長和

紐新航港局持續合作，把拉瓜迪亞機場改造成紐約民眾將為之自豪的機場。」  

  

達美航空公司投資  34 億美元建造新拉瓜迪亞機場的東半面，這座機場是美國  20 

多年來建造的首座新機場。拉瓜迪亞機場的西半面和道路在  2016 年 6 月動工，  

目前正在建設。首批新登機口計劃在明年開放，新機場如期在  2021 年前全面竣

工。  

  

紐新航港局投資  6 億美元，以利用達美航空公司的  34 億美元投資，用於重建拉瓜

迪亞機場的航站樓和登機口設施。港務局的出資額包括  2 億美元，將用於達美航

空公司的新設施，其中包含建造新航站樓和匝道；1.85 億美元將用於建造新變電

站以支持新建築物的電力需求，並擴建東面飛機庫和施工期間使用的臨時停機位；

2.15 億美元用於建造新車行道和額外的配套基礎設施，這些通常是港務局在新航

站樓建設過程中須履行的職責。  

  

達美航空公司對新設施的投資是該公司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投資，也是紐約州公共資

產屈指可數的大規模私人投資。該項目鞏固了達美航空公司過去對紐約州機場的投

資，包括過去十年對約翰  F. 肯尼迪機場  (John F. Kennedy Airport) 和拉瓜迪亞機場

的 20 多億美元投資。  

  

JLC 拉瓜迪亞公司  (JLC LaGuardia) 投資於拉瓜迪亞國際機場合作夥伴公司，代表

著紐約州對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做出的承諾發生了必要的轉變，從由經過核證

的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有償提供商品和服務，轉變為首次提供機會該少數族裔

及婦女所有企業，使之在拉瓜迪亞機場投資於美國最大規模的公私合作項目並從中

盈利。  

  

2014 年，葛謨州長把少數族裔和婦女企業的採購目標設立為  30%，創全國最高紀

錄。在 2015-2016 財政年度，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取得  19 億美元的州政府合



同，在州長的領導下，自  2011 年起有 5,500 家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獲得認

證。在《2016 年州情咨文  (State of the State)》演講中，葛謨州長承諾為另外  

2,000 家企業新增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認證，紐約州目前正在努力設法於  

2018 年前達成該目標。  

  

國會議員喬·克勞利  (Joe Crowley) 表示，「今天宣佈的公告標誌著拉瓜迪亞機場

改造過程實現又一個重要進展。拉瓜迪亞機場在全面整修和開展  21 世紀建設方面

取得進展，我對此感到非常高興，因為紐約民眾值得擁有令其自豪的一流機場。我

們正在繼續推進該項目竣工，我感謝葛謨州長和全體公私合作夥伴承諾保障機場成

為更加舒適、方便、高效的交通樞紐，並在今後繼續推動皇后區  (Queens) 經濟發

展。」  

  

眾議員格雷戈里  W. 米克斯  (Gregory W. Meeks) 表示，「具有歷史意義的新拉瓜

迪亞機場將對整個地區產生深刻影響，並改善紐約民眾的出行體驗。這座機場利用

紐約州基礎設施私人資金，證明了理性公私合作產生的力量。在葛謨州長的領導

下，紐約州提高了基礎設施戰略創新投資的標準，這些投資將在今後很長時間內提

高生活質量並帶動經濟增長。」  

  

參議院多數党領袖約翰  J. 弗拉納根  (John J. Flanagan) 表示，「參議會很自豪與

葛謨州長合作，在拉瓜迪亞機場和紐約州各地優先建設基礎設施。達美航空公司東

部到達大廳  (Eastern Arrival Hall) 今天動工建設，是這座世界頂級交通樞紐在持續

改造的過程中取得的又一個重要進展。拉瓜迪亞機場利用公私投資實施改造，將顯

著改善乘客體驗、創造工作，並提高機場容量以發展本地區的經濟。」  

  

州參議院獨立民主黨會議領袖傑夫 ·克萊恩 (Jeff Klein) 表示，「看到拉瓜迪亞機場

這項最後升級工程動工真是太好了。我們的機場基礎設施需要大規模升級，乘客如

今將享受到採用統一標準建設的機場，以及更完善的便利設施和公共交通。拉瓜迪

亞機場迎來首個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投資方是個好消息，這創造了歷史。  

我感謝葛謨州長設法實現這個項目。」  

  

參議院民主黨領袖安德里亞 ·斯圖爾特-卡曾斯  (Andrea Stewart-Cousins) 表示，

「紐新航港局和達美航空公司簽訂協議，這也表明拉瓜迪亞機場將改造成設施先進

的現代化交通樞紐。投資於本州的基礎設施是為紐約民眾創造就業的合理途徑，並

且奠定了基礎供我們持續取得經濟成就。我感謝葛謨州長設法改造拉瓜迪亞機場和

紐約州各地其他需要再投資的設施。」  

  

皇后區區長梅琳達·卡茨  (Melinda Katz) 表示，「皇后區正處在的緊要關頭。對本

區的經濟發展和未來而言，基礎設施升級至關重要。達美航空公司航站樓今天動工

建設是拉瓜迪亞機場當前改造活動實現的重要進展，並使紐約市  (New York City) 

保持全球競爭力。多虧了葛謨州長和達美航空公司等模範合作夥伴的遠見卓識、奉



獻和大規模投資，拉瓜迪亞機場不久將成為採用統一標準建設的頂級現代化機場，

並且配得上全球國際資本。」  

  

子午線北美公司  (Meridiam North America) 總裁兼拉瓜迪亞國際機場合作夥伴公司

董事珍·蓋維  (Jane Garvey) 表示，「我從事機場業務已將近  30 年，並且是美國聯

邦航空管理局  (U.S.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的第一個女性管理人員，我感

謝葛謨州長提出大膽目標，我們因為這個目標而取得了今天的成就。拉瓜迪亞機場

全面改造成統一標準、獨一無二的國際機場，代表著美國所有機場二十多年來的首

次大規模改造。並且，我倍感榮幸地迎接  JLC 拉瓜迪亞公司加入拉瓜迪亞國際機

場合作夥伴公司團隊，作為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投資方在拉瓜迪亞機場參與美

國最大規模的公私合作項目。」  

  

JLC 基礎設施公司管理合夥人吉姆 ·雷諾茲 (Jim Reynolds) 表示，「我憑經驗認

為，當前的拉瓜迪亞機場配不上偉大的紐約州。今天，我自豪地與葛謨州長以及擔

任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投資方的拉瓜迪亞合夥公司  (LaGuardia Partnership) 合

作，為紐約州建造一座全新的機場，這座機場將提供紐約民眾期盼的服務。這座美

觀的現代化新機場將為經過紐約州的行人改善出行體驗，並創造吸引力用來在紐約

州發展經濟和增加就業。我贊賞州長提出的大膽構想，並期待見證我們合作所能取

得的成就。」  

  

美國城市聯盟  (National Urban League) 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馬克 ·莫瑞爾  (Marc 

Morial) 表示，「葛謨州長今天再次支持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該項目在紐約

州歷史上首開先例，第一次有州長表示這個規模和等級的項目必須有少數族裔及婦

女所有企業參與。州長歡迎循環資本合夥人有限公司和魔術師約翰遜公司擔任全面

合夥人和所有方，而不只是承包工程或服務，藉此發出清晰響亮的訊息，即本州要

求少數族裔及婦女所有企業獲得機會在最前線合作和參與競爭，並加入董事會。」  

  

拉瓜迪亞新機場簡介   

  

2015 年 7 月，葛謨州長和副總統喬 ·拜登  (Joe Biden) 公佈了新拉瓜迪亞機場的總

體規劃。該項目斥資  80 億美元，其中四分之三是私人資金，將把拉瓜迪亞機場改

造成採用統一標準的的獨特場館，提高交通便利度、大幅增加的士空間和一流的乘

客便利設施。   

  

透過向中央公園大道  (Grand Central Parkway) 拉近一元化機場，該項目將把飛機滑

道延長 2 英里以上並減少機場地面延誤。機場內部區域可供旅客更直觀地探索，

並方便旅客更有效地在整個機場內行走。設計還將考慮  911 事件後航空旅行的現

狀，增加安檢區域以幫助旅客在通過強制  (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TSA) 安檢時縮短等待時間。   

  



拉瓜迪亞機場對紐約州的旅游業和經濟有極為重要的作用，每年將迎來  2,800  

萬旅客，共增加  129,100 份工作，每年將有  64 億美元的回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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