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10 月 1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斥資  2,470 萬美元擴建伊薩卡湯普金斯地區機場  (ITHACA 

TOMPKINS REGIONAL AIRPORT, ITH) 的工程動工   

  

新的海關大樓建成后，機場將重命名為伊薩卡湯普金斯國際機場  (Ithaca Tompkins 

International Airport)  

  

為旅客新增乘客設施和美國聯合航空公司  (United Airlines) 升級服務  

  

這筆投資補充了「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  (Southern Tier Soaring)」計畫，  

這項計畫是本地區的全面戰略，用於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   

  

項目效果圖請見此處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斥資  2,470 萬美元對伊薩卡湯普金斯地區機場的擴建

工程動工。預計將於  2019 年底竣工的工程將把航站口擴建近  50%，包括新增的美

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新大樓，其在竣工后將

把機場轉型為伊薩卡湯普金斯國際機場。  新增改善設施有乘客新設施，如配備有

充電站的更現代更寬敞的候機區和安檢後的餐飲選擇。  

  

「新建的伊薩卡湯普金斯國際機場將成為連接全球旅客和整個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的重要交通樞紐，」州長葛謨表示。「這一轉型工程將為該地區提

供一個 21 世紀的國際門戶，其不僅將提升旅客的旅行體驗，還能支持對伊薩卡及

周邊地區進行投資，從而使《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計畫順利開展。」   

  

「我們正在改變全州的機場，從而增加旅客的出行選擇，並提升整體體驗，」  

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伊薩卡湯普金斯機場工程的動工開展

了一項重要的擴建項目，其將使航站樓規模擴大近一半，還將新增乘客設施。新機

場將有助於增加該地區的遊客數量，並作為《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計畫的一部分

推動經濟的發展。」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IthacaTompkinsInternationalAirport2018.pdf


 

 

州長還強調近期美國聯合航空公司開始在該機場運營，首航於  10 月  4 日起

飛。  這家新增的航空公司建立在本州擴建纽约州北部地区  (upstate New York) 交通

樞紐的工作基礎上。  

  

該機場現為三家主要航空公司服務，國際航線超過  650 班。  聯合航空與美國航空

公司  (American Airlines) 和達美航空公司  (Delta Air Lines) 一道為伊薩卡湯普金斯地

區機場服務，該機場正在迅速發展中。過去兩年乘客數量增加了近  25%，隨著機

場現代化工程的完善，該趨勢預計將持續下去。  

  

這個項目斥資  2,470 萬美元，用於復興伊薩卡湯普金斯地區機場並加以擴建，紐約

州目前撥款  1,420 萬美元予以支持，該項目從屬於紐約州北部地區機場經濟建設與

復興競賽 (Upstate Airpor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zation Competition)。  

剩餘資金由聯邦政府出資  1,020 萬美元，湯普金斯郡  (Tompkins County) 出資 26 

萬美元。 

  

為適應這一發展趨勢，這一工程將把航站樓擴建近  50%，包括新增一棟美國海關

和邊境保護大樓。  新的海關大樓將直接與航站樓及其設施相連，國際航班飛機不

需在抵達伊薩卡之前停靠在別的機場通過美國海關檢查即可直接飛進機場。  這將

每年為來到機場的超過  2.2 萬名國際旅客節省時間和省去麻煩。   

  

工程竣工並移除這一旅途障礙最終將提升該地區在國際上的發展力。總體來說，  

該項目改進現代化技術和能源效率，這將更好地服務於當代乘客。  

  

擴建後的航站樓還將提供更多座位、六個新門、新的零售機會和三個增建的登機

橋，從而把該機場的登機橋總數增加至四個。  其還將為國際旅客改善安保，並提

供改進過的服務。  

  

設施升級活動將包括：  

  

•  重大安全強化措施，包括重新安置交通安全管理局  (Transportation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TSA) 的行李檢查工作，使之符合 9/11 事件過

後制定的安保規定，並新增另一條乘客安保檢查通道以縮短等待時

間。 

•  重新配置安保檢查點和搬遷交通安全管理局辦公區域，這些工作從屬

於乘客候機室  8,500 平方英呎的擴建項目。  

•  重新配置航空公司辦公區並擴建行李檢查區，這從屬於東側航站樓開

展的項目，用於增加  6,000 平方英呎的區域。  

•  改善行李安檢和登機工作，包括將重新安置行李檢查位置並將其升

級，從而能夠簡化程序和提高效率，為交通安全管理局員工設置獨立

房間進行行李檢查。  



 

 

•  三個新旅客登機橋用於適應噴氣飛機和其他服務。  

•  在主入口新增  1,700 平方英呎的空間並擴建一個售票櫃檯，用於加快

乘客周轉並為排隊購票的乘客提供更多空間。  

•  新建  5,000 平方英呎的聯邦海關設施。  

•  實施技術升級，包括高速  WiFi、藍牙連接以及增加配備充電端口和插

座的座位。  

•  改進食品服務，例如在安檢區前擴建咖啡店，並在安檢區後新增  

4,000 平方英呎的食品貨攤區域。  

•  在前門、通往航站樓的路上安裝透明彎曲的新頂篷，為等公共汽車、

出租車和班車的旅客安裝防風雨的護欄。  

•  在航站樓停車場設置遮陽天蓬停車系統。  

•  安裝新管道系統、暖通空調系統  (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HVAC)、防火系統、機械電力系統。  

•  安裝新地熱水源加熱泵系統，用來減少航站樓和海關大樓的天然氣用

量。 

  

工程預計在  2019 年底完工。  

  

作為提高該地區競爭力的另一項目，紐約州交通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NYSDOT) 將於 2020 年把佔地  7.6 英畝、現位於伊薩卡卡尤加灣  

(Cayuga Inlet) 的維修設施遷移至機場內。  現有地塊將透過公開拍賣進行處理，  

這將使絕佳的水濱地產閒置出來用於再建造。  

  

透過與聯邦航空管理局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 和紐約州交通廳合

作，新的維修設施將在機場佔地  15 英畝的地塊上開始建造。  場地預計將於  2019 

年  2 月開始清理，外部建造工程將於  2019 年年底竣工，內部建造工程將於  2020 

年春季竣工。  工程竣工后，紐約州交通廳維修員工將在新址開展工作。  該工程是

州政府、聯邦航空管理局、湯普金斯郡和蘭辛鎮  (town of Lansing) 共同合作的結

果。 

  

紐約州交通廳代理廳長保爾  A. 卡拉斯  (Paul A. Karas) 表示，「葛謨州長對紐約州

的機場和交通進行精明投資，把當下和未來的旅行變得現代化，並對商業予以支

持。  新的伊薩卡湯普金斯地區機場將改變旅客體驗，簡化地方商業和高校向全球

拓展的程序。」   

  

參議員湯姆·奧瑪拉  (Tom O'Mara) 表示，「伊薩卡湯普金斯機場和整個地區航空業

對地方經濟有巨大的積極經濟影響。我們的地區機場創造就業、提高我們的競爭

力，並為紐約州南部地區和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的社區提供經濟發展機會和

其他重要機會。這些為航空基礎設施進行的精明投資將為該地區帶來長短期的效

益，我們對州政府的承諾表示感謝。」   



 

 

  

州參議員詹姆斯  L. 蘇瓦德  (James L. Seward) 表示，「伊薩卡湯普金斯地區機場

是我們當地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也是國際學生前往我們地區一流高校停靠的第一

站。這一擴建工程將提高使用率、吸引來世界各地的人、支持整個地區的商業發

展。當旅客抵達伊薩卡時，他們應該意識到他們來到了一處重要之地。這一轉型工

程將有助於傳達這一印象。」   

  

參議會交通委員會  (Senate Committee on Transportation) 主席約瑟夫  E. 魯貝克  

(Joseph E. Robach) 表示，「作為參議會交通委員會主席，我認為投資於安全改進

項目和對紐約州各地機場的運作開展現代化建設是至關重要的。我們必須繼續提高

機場的經濟競爭力，並確保居民和前往我們偉大州的遊客能夠使用安全高效的機

場。持續改善本州的機場，是確保為紐約州提供  21 世紀交通基礎設施的重要步

驟。」  

  

女眾議員芭芭拉·利富頓  (Barbara Lifton) 表示，「今天改造伊薩卡湯普金斯機場工

程的動工是伊薩卡、紐約州南部地區和紐約州的重要好消息。復興機場將在整個地

區擴大經濟和旅遊機會，有助於當地和州經濟的發展。我想對機場董事麥克 ·霍爾  

(Mike Hall)、湯普金斯郡議會  (Tompkins County Legislature) 主席瑪莎·羅伯森  

(Martha Robertson) 以及其他參與其中的人員表示感謝，感謝州長對復興基礎設

施、全州機場和紐約州南部地區機場的承諾。」   

  

眾議會交通委員會  (Assembly Committee on Transportation) 主席戴維德  F.  

甘特  (David F. Gantt) 表示，「今天的動工鞏固了伊薩卡作為全球旅遊勝地的地

位，其將為後代發展我們的地區經濟。現代化的交通網對地區經濟來說非常關鍵，

改造伊薩卡湯普金斯地區機場不僅將支持經濟發展，還將提升旅客體驗。葛謨州長

持續支持紐約基礎設施的現代化改造工作，並致力於把這一願景變為現實，對此我

表示稱讚。」   

  

伊薩卡市長思凡特·麥裡克  (Svante Myrick) 表示，「伊薩卡湯普金斯機場在很多方

面來說都是伊薩卡工業和商業的命脈，因為眾多企業和機構都靠其把這座城市和全

國其他地區乃至全球連接起來。擴建後的機場將確保伊薩卡能在  21 世紀繼續具有

競爭力，並引領  21 世紀的發展方向。我特別要感謝我們的合作夥伴奧爾巴尼郡  

(Albany) 和葛謨州長的支持。州長對這一工程作出承諾，並為振興纽约州北部地区

持續進行投資，對此我表示稱讚。」   

  

湯普金斯郡議會主席瑪莎·羅伯森表示，「在這一動工的基礎上，我們正在建造我

們的未來，並慶祝地方和州政府合作所取得的成就與商業社區和公共部門合作所取

得的成就。在葛謨州長和我們的合作夥伴對這一工程的支持下，改造伊薩卡湯普金

斯地區機場將為我們打造一個有創意的世界級機場，為可持續發展模式制定新標



 

 

準，這一切都建立在我們正在見證的全郡和紐約州南部地區向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

基礎上。」   

  

加快「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   

今天發佈的公告補充了「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項目，該項目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

藍圖，旨在促進經濟強勁增長和社區健康發展。自  2012 年以來，州政府已經在該

地區投入超過  62 億美元，這為該計畫奠定了基礎，吸引智慧型人才、發展企業並

推動創新。如今，失業率已下降至大蕭條以來的最低水平；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

稅均已下降；企業正在選擇諸如賓厄姆頓市  (Binghamton)、約翰遜城  (Johnson 

City) 以及科寧市  (Corning) 這類地點作為發展和投資的目的地。  

  

葛謨州長在  2015 年 12 月宣佈透過「紐約上州振興計畫」提供  5 億美元州政府投

資，該地區目前正利用這筆資金加快推進「紐約州南部地區崛起」。州政府的  5 

億美元投資將激勵私營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該地區已提交的方案預計將創造

多達  10,200 份新工作。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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