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發表： 2017 年 1 月 1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紐 約州 | 行政 辦公室
安 德魯 M .葛謨 | 州長

葛謨州長宣佈斥資 1,970 萬美元用於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的橋樑修復

這些專案將透過修復或更換五指湖地區的 23 座橋樑和涵洞，維護公共安全，
促進經濟增長
「橋樑紐約 (BRIDGE NY)」計畫第一輪投資為 10 億美元
從屬於一套斥資 211 億美元的多年期資本計畫，旨在促進紐約 (New York) 境內的
公路和橋樑升級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斥資 1,970 萬美元用於修復和更換位於五指湖地區
的 23 座橋樑和涵洞。這筆投資源於葛謨州長推出的「橋樑紐約」計畫的第一輪投
資，從屬於一套斥資 211 億美元的多年期資本計畫，旨在促進紐約境內重要公
路、橋樑和其他關鍵交通基礎設施的升級。
「基礎設施是我們實現繁榮發展的關鍵，透過本專案，我們將為本州境內的當地政
府提供資金，幫助確保各地橋樑的可靠性和適應性，從而滿足當前和未來紐約民眾
的需求，」葛謨州長表示。「此舉朝著為所有民眾建設一個更安全、更強大、更
可靠的紐約這一目標又邁進了一步。」
「橋樑紐約」計畫重點關注的專案內容涉及：應對不良結構條件；緩解承重限制或
長段繞行；促進經濟發展或提高競爭力；和/或降低洪澇風險。本計畫現由紐約州
交通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負責管理。
這些獲得撥款的專案均透過一套競爭性流程選取爾出，該流程評估了以下方面：每
一結構的恢復適應性；當前結構條件；該橋樑的重要性，包括交通流量、繞行方
案、能夠為多少企業提供服務，且這些企業類型如何，以及該橋樑對商業的影響。
五指湖地區全部專案清單如下：



瑟內薩縣 (Seneca County) 滑鐵盧村 (Village of Waterloo) 內卡尤加-瑟內薩運
河 (Cayuga-Seneca Canal) 上方的羅卡斯特街 (Locust Street)：389.5 萬美元
納傑西縣 (Genesee County) 內春溪 (Spring Creek) 上方的希爾勒斯路
(Searles Road)：817,000 美元
























納傑西縣內托納旺達溪 (Tonawanda Creek) 上方的普拉德路 (Pratt Road)：
194.6 萬美元
利文斯頓縣 (Livingston County) 內波塔吉鎮 (Town of Portage) 內無名溪流上
方的彭尼庫克路 (Pennycook Road)：285,000 美元
利文斯頓縣李佛尼亞鎮 (Town of Livonia) 內威爾金斯溪 (Wilkins Creek) 上方
的彭尼麥特路 (Pennimite Road)：285,000 美元
利文斯頓縣內康內瑟斯出口 (Conesus Outlet) 上方的造紙廠路 (Paper Mill
Road)：117.8 萬美元
利文斯頓縣內科舍夸溪 (Keshequa Creek) 上方的德格魯夫路 (De Groff
Road)：752,000 美元
利文斯頓縣內亨內耶水灣 (Honeoye Inlet) 支流上方的縣公路 (County Line
Road)（縣公路第 36A 號 (County Route 36A)）：270,000 美元
門羅縣 (Monroe County) 內艾隆德夸特海灣出口 (Irondequoit Bay Outlet) 上方
的考爾富路 (Culver Road)：333,000 美元
門羅縣希臘鎮 (Town of Greece) 內圓塘溪 (Round Pond Creek) 上方的梅登巷
(Maiden Lane)：152 萬美元
門羅縣內艾隆德夸特溪 (Irondequoit Creek) 上方的公園路 (Park Road)：
713,000 美元
奧爾良縣 (Orleans County) 內漁溪 (Fish Creek) 上方的波塔吉路 (Portage
Road)：104.5 萬美元
奧爾良縣內桑迪溪東支流 (East Branch Sandy Creek) 上方的門羅縣-奧爾良縣
連結公路 (Monroe-Orleans County Line Road)：114 萬美元
奧爾良縣桑迪溪 (Sandy Creek) 一條支流上方的何利南路 (South Holley
Road)：630,000 美元
奧爾良縣艾比安鎮 (Town of Albion) 桑迪溪西支流 (West Branch Sandy Creek)
上方的克萊任頓路 (Clarendon Road)：174,000 美元
韋恩縣 (Wayne County) 索度斯鎮 (Town of Sodus) 內大馬哈魚溪 (Salmon
Creek) 上方的主街道 (Main Street)：371,000 美元
韋恩縣紐瓦克村 (Village of Newark) 內伊利運河 (Erie Canal) 上方的東大道
(East Avenue)：404,000 美元
韋恩縣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一條支流上方的湖濱路 (Lake Road)：
140,000 美元
韋恩縣紐瓦克村內軍事溪 (Military Brook) 上方的第 31 號公路 (Route 31)：
550,000 美元
韋恩縣沃爾柯特村 (Village of Wolcott) 內沃爾柯特溪 (Wolcott Creek) 上方的
米爾街 (Mill Street)：875,000 美元
懷俄明縣 (Wyoming County) 內紅溪 (Red Brook) 上方的莎德路 (Schad
Road)：100.3 萬美元
安大略縣公共事務部 (Ontario County Department of Public Works)，用於修繕
卡南代瓜湖 (Canandaigua Lake) 的一條支流上方的縣公路 1 號 (County
Road 1)：100 萬美元
耶芝縣 (Yates County) 內西河 (West River) 上方的魯迷思路 (Loomis Road)：
395,000 美元

交通部專員馬修 J. 德里斯科爾 (Matthew J. Driscoll) 表示：「維護橋樑安全是我
們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橋樑紐約』計畫為本地橋樑和涵洞給予的撥款展示了葛謨
州長所做的承諾，即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在整個紐約州境內維護公共安全、促進當地
經濟的發展。」
斥資 10 億美元的「橋樑紐約」計畫屬於葛謨州長提出的《 2017 財年州預算 (FY
2017 State Budget)》的一部分，將用於對本州和當地的重要橋樑進行更換、修復和
維護，從而改善安全，促進重要的經濟增長。這筆資金中一半將被用於州政府所屬
的橋樑，爾另一半將分配給市政當局所屬的各種重要本地專案。
「橋樑紐約」計畫撥款現面向所有獲得授權可接受和管理州政府和聯邦政府的交通
運輸撥款的市政當局開放。第一輪撥款的申請已於去年秋季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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