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3 月  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斥資  1.28 億美元資金，用於對全州在今年極端冬季天氣中受到影響

的路面重新鋪設   

  

對紐約州  91 個《嚴冬鋪路計畫  (Harsh Winter Paving Initiative)》予以支持   

  

今年的《紐約鋪路計畫  (PAVE NY Program)》承諾為當地鋪路項目斥資  1 億美

元，新資金對這筆撥款形成互補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從州政府資金中新增撥款  1.28 億美元，用於對在今

年嚴冬天氣中受到影響的本州路面重新鋪設。此款項將支援  91 項鋪路計畫，並重

新鋪設全州近  1,000 哩長的道路，州內每郡以及紐約市皆至少有一項計畫。新增款

項由《紐約鋪路計畫》發放，其對今年年初對當地項目承諾的  1 億美元資金形成

互補，這些項目用於對紐約州約  3,700 哩長的路面重新鋪設。這項針對基礎結構的

空前投資將讓州內的高速公路更為安全、更有效率，同時促進本地的商業與觀光產

業。今天公佈的項目將從今年春季開始動工，並將於今年底竣工。   

  

「擁有一個活躍的交通網非常掛件，其支持著紐約的地區經濟發展和當地經濟，」

州長葛謨表示。「雖然紐約在交通基礎設施上持續進行其全國領先的投資，但是

嚴冬天氣已成為新常態，每年對數千車道英里造成影響。這筆資金將有助於使紐約

的數十條道路得到恢復，並在支持當地經濟發展的同時使出行更加順暢。」   

  

「紐約在這個冬季受到了數次暴雪的侵襲，我們了解極端天氣對我們的道路造成的

破壞性影響，也了解要為之提供額外的協助，」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這筆重大資金將有助於社區重新鋪設受天氣影響的道路，以保障

安全高效的出行。我們承諾將為市政提供其所需資源以在全州進行基礎設施修復和

升級工程，從而為全體紐約民眾提高生活質量。」   

  

目前州預算  (State Budget) 為當地政府提供了創下紀錄的  7.43 億美元州直接援助

款，用於對道路和橋樑進行修復和現代化改造。紐約州交通廳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OT) 開展的為其五年的資本計畫對這筆關鍵的基礎設施資金予以支

持。透過對交通基礎設施持續進行投資，包括最近新增的  1.28 億美元用於改善道

路的州資金，紐約州正在為全體紐約民眾改善生活質量。   

  



 

 

參議會交通委員會  (Senate Committee on Transportation) 主席兼參議員蒂姆·  

肯尼迪  (Tim Kennedy) 表示，「今年的冬季尤其難過，紐約州部分地區  24 小時內

的溫度有 40 多度的溫差，對我們州高速公路系統造成了嚴重損毀。在紐約州撥款

的幫助下，州交通廳將能夠對過去幾個月中造成的路面坑洞和其他道路損毀進行大

規模修復。我期待能繼續爭取資金，從而改善道路，保護駕駛員和行人。」   

  

眾議院交通委員會  (Committee on Transportation) 主席兼眾議員威廉姆  B. 馬格納

瑞利  (William B. Magnarelli) 表示，「今年冬季的極端天氣使我們社區的許多道路

都遭到了損毀。紐約州的《嚴冬鋪路計畫》將撥款  1.28 億美元，用於在全州重新

鋪設道路，從而幫助社區改善出行、當地旅遊和經濟發展。為基礎設施投資是我們

州政府的首要工作內容，感謝葛謨州長對這些項目的持續支持。」   

  

重新鋪路的完整項目清單如下：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專案投入約  1,230 萬美元以供鋪平哥倫比亞  (Columbia)、格林  (Greene)、奧爾巴尼  

(Albany)、倫斯勒 (Rensselaer)、斯克内克塔迪  (Schenectady)、薩拉托加  

(Saratoga)、華盛頓 (Washington) 和沃倫  (Warren) 等郡內的下列道路  （共計  71 哩

長）：  

  

•  投入  14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46 號公路到奧爾巴尼郡內奧爾巴尼郡沿線  

(Albany County Line) 的  20 號公路。   

•  投入  16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3 號公路到 13 號公路之間的  23A 號公

路。   

•  投入  110 萬美元重新鋪設卡斯爾頓至哈德遜谷沿線  (Castleton-on-

Hudson Village Line) 到倫斯勒郡老郵政北路  (Old Post Road North) 之

間的  150 號公路。  

•  投入  230 萬美元重新鋪設富爾頓 /薩拉托加郡沿線  (Fulton/Saratoga 

County Line) 至薩拉托加郡苯扎路  (Benzal Road) 之間的 29 號公路。  

•  投入  240 萬美元重新鋪設裡奇路  (Ridge Road) 至斯克內克塔迪郡內的

斯克內克塔迪郡沿線  (Schenectady County Line) 之間的  147 號公路。  

•  投入  66 萬美元重新鋪設  8 號公路至沃倫郡哈里頓路  (Harrington 

Road) 之間的  28 號公路。  

•  投入  20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2A 號公路至華盛頓郡內的  40 號公路之間

的  22 號公路。   

•  85 萬美元用於重新鋪設  8 號郡道  (County Route 8) （主路 (Main 

Street) ） 到哥倫比亞郡  23 號公路  (Route 23) 之間的  9G 號公路  

(Route 9G)。  

  



 

 

麥可山谷  (Mohawk Valley)  

  

專案投入約  730 萬美元以供鋪平奧奈達  (Oneida)、何幾梅爾  (Herkimer)、富爾頓、

蒙哥馬利 (Montgomery)、斯科哈里  (Schoharie) 和奧奇戈 (Otsego) 等郡內的下列道

路  共計 65 哩長：  

  

•  投入  17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0 號公路：麥迪遜郡內從富爾頓郡沿線  

(Fulton County line) 至富爾頓郡內  29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110 萬美元重新鋪設奧奇戈郡沿線至何幾梅爾郡芒福德路  

(Mumford Road) 之間的  167 號公路。  

•  投入  80 萬美元重新鋪設東卡納卓里鄉沿線  (Canajoharie East Village 

Line) 至蒙哥馬利郡 MOSA 中轉站之間的  5S 號公路。   

•  投入  91 萬美元重新鋪設  5A 號公路至奧奈達郡裡弗路  (River Road)  

之間的 790 號州際公路。   

•  投入  170 萬美元重新鋪設莫里斯鄉  (Village of Morris) 到奧齊戈郡西奧

奈達村  (Hamlet of West Oneonta) 之間的  23 號公路。   

•  投入  110 萬美元重新鋪設斯克哈里鎮  (Town of Schoharie) 到斯克哈里

郡內奧爾巴尼郡沿線  (Albany County line) 之間  443 號公路到 30 號公

路之間的路段。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專案投入約  1,280 萬美元以供鋪平奧斯威戈  (Oswego)、奧農達加 (Onondaga)、  

卡尤加  (Cayuga)、科特蘭  (Cortland) 和麥迪遜  (Madison) 等郡內的下列道路  （共計  

92 哩長）：   

  

•  投入  120 萬美元重新鋪設威科夫北路  (North of Wyckoff Road) 到南萊

克大道沿線  (South of Lake Avenue Extension) 之間的  38 號公路，卡尤

加郡內弗萊明鎮  (town of Fleming) 和奧沃斯可鎮  (town of Owasco)  

之間的 437 號公路全路段。   

•  投入  260 萬美元重新鋪設健康營路  (Health Camp Road) 至科特蘭郡內

奧農達加郡沿線  (Onondaga County line) 之間的 11 號公路。  

•  投入  160 萬美元重新鋪設  91 號公路：奧農達加郡沿線  (Onondaga 

County line) 至科特蘭郡內  13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120 萬美元重新鋪設  80 號公路：奧農達加郡內從維斯柏  

(Vesper) （達旗山 (Dutch Hill Road) ）  到  11/281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26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1A 號公路：奧農達加郡內  80 號公路到奧

農達加族 (Onondaga Nation) （南佈法羅山路  (South of Buffalo Hill 

Road) ）  之路段。  



 

 

•  投入  98 萬美元重新鋪設  321 號公路：奧農達加郡內斯卡尼阿特勒斯

鄉  (Village of Skaneateles) 到金斯頓路  (Kingston Road) 間的  20 號公

路。   

•  投入  160 萬美元重新鋪設  49 號公路：奧斯威戈郡內從  264 號公路至  

11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97 萬美元重新鋪設  13 號公路：麥迪遜郡內從付代爾路  (Ferndell 

Road) 到福爾斯路 (Falls Road)，卡澤諾威亞鎮  (Town of Cazenovia) 到

凡納鎮  (Town of Fenner) 間的  13 號公路。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專案投入約  1,280 萬美元以供鋪平奧爾良  (Orleans)、杰納西  (Genesee)、懷俄明  

(Wyoming)、利文斯頓  (Livingston)、門羅 (Monroe)、韋恩  (Wayne)、安大略  

(Ontario)、耶茨  (Yates)、塞尼卡  (Seneca) 等郡內的下列道路  （共計 118 哩長）：   

  

•  投入  18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37 號公路：傑納西郡內從  33 號公路至傑

納西 /奧爾良郡邊界  (Cortland County line) 之路段。  

•  投入  130 萬美元重新鋪設  436 號公路：利文斯頓郡內懷俄明 /利文斯

頓郡邊界至南達鎮  (Village of Nunda) （西鎮沿線  (West Village Line) ）  

之路段。  

•  投入  13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53 號公路：門羅郡內從  15A 號公路至 65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730,000 美元重新鋪設  19 號公路：門羅郡內從  104 號公路至 18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100 萬美元重新鋪設  64 號公路：安大略郡內從  21 號公路至道格

威公路 (Dugway Road) 之路段。   

•  投入  98 萬美元重新鋪設  98 號公路：奧爾良郡內從普澤路  (Puzzey 

Road) 至  31A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200 萬美元重新鋪設  88 號公路：韋恩郡內珍珠路  (Pearl Street) 

至索杜思鄉  (Village of Sodus) （南鄉沿線  (South Village Line) ）  之間

的路段。  

•  投入  14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9 號公路：懷俄明郡內從  39 號公路至 78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100 萬美元重新鋪設  96A 號公路：塞尼卡郡內從  96 號公路 

（因特拉肯鎮  (Village of Interlaken) ）  至  414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13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4A 號公路：耶茨郡萊克大街  (Lake Street) 

到風車農場  (Windmill Farm) 之路段。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專案投入約  1,610 萬美元以重新鋪平尼亞加拉  (Niagara)、伊利  (Erie)、肖托夸 

(Chautauqua)、卡特羅格斯  (Cattaraugus) 和阿勒格尼  (Allegany) 等郡內的下列道路  

（共計 204 哩長）：   

  

•  投入  96 萬美元重新鋪設  353 號公路：卡特羅格斯郡內從  4 號公路 

（百老匯路  (Broadway Road) ） 至 62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52 萬美元重新鋪設  219 號公路：卡特羅格斯郡內從薩拉曼卡市

沿線  (City of Salamanca City Line) 至 98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150 萬美元重新鋪設  474 號公路：肖托夸郡內從  76 號公路至 

394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16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0 號公路：肖托夸郡內從  39 號公路至沃爾

納特溪  (Walnut Creek) 上大橋之路段。   

•  投入  140 萬美元重新鋪設  5 號公路：伊利郡內從  324 號公路至傑納

西郡邊界 (Genesee County line) 之路段。  

•  投入  12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0 號公路：伊利郡內從鮑文路  (Bowen 

Road) 至  頓蘭路  (Townline Road) 之路段。   

•  投入  31 萬美元重新鋪設  33 號公路：伊利郡內艾爾登 /蘭卡斯特鎮沿

線  (Alden/Lancaster Town line) 至沃爾登大道  (Walden Avenue) 之路

段。   

•  投入  10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9 號公路：伊利郡內從毛敦思角  (Mortons 

Corners) 至  219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3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40 號公路：伊利郡內從霍蘭德格蘭伍德路  

(Holland Glenwood Road) 到波士頓科爾登路  (Boston Colden Road)  

之路段。  

•  投入  55 萬美元重新鋪設  429 號公路：尼亞加拉郡內從托納旺達市北

沿線  (North Tonawanda City line) 至洛科伯特路以南  600 英呎處之路

段。   

•  投入  89 萬美元重新鋪設  425 號公路：尼亞加拉郡內從山頂路  (Upper 

Mountain Road) 至 93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62 萬美元重新鋪設  19 號公路：阿勒格尼郡貝爾法斯特鎮  (Town 

of Belfast) GLF 路至坎內達鎮  (Town of Caneadea) 49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79 萬美元重新鋪設  242 號公路：卡特羅格斯郡內從南艾迪格路  

(Lower Edgar Road) 至小鄉鎮沿線  (Little Valley Village Line) 之路段。  

•  投入  15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6 號公路：卡特羅格斯郡內從奧利恩市邊

界  (Olean City Line) 至  446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11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0 號公路：肖托夸郡內從韋斯特菲爾德鄉

沿線  (Westfield Village Line) 到布洛克頓鄉沿線  (Brocton Village Line)  

之路段。  

•  投入  120 萬美元重新噢鋪設  179 號公路：伊利郡內從  5 號公路到阿

伯特路  (Abbott Road) 之路段。  



 

 

•  投入  67 萬美元重新鋪設  20 號公路：伊利郡內從加利福尼亞路  

(California Road) 至  240 號公路之路段。   

  

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專案投入約  860 萬美元以重新鋪平里維斯  (Lewis)、傑斐遜  (Jefferson)、聖勞倫斯  

(St. Lawrence)、富蘭克林  (Franklin)、克林頓  (Clinton)、埃塞克斯  (Essex) 和漢密爾

頓  (Hamilton) 等郡內的下列道路（共計  93 哩長）：   

  

•  投入  200 萬美元重新鋪設  9 號公路：埃塞克斯郡內從蘭裡奇路  (Blue 

Ridge Road) 至斯克魯河  (Schroon River) 上方橋樑之路段。   

•  投入  72 萬美元重新鋪設  8/30 號公路：漢密爾頓郡從吉爾曼頓路  

(Gilmantown Road) （16 號郡道 (County Route 16) ）  至威爾斯鎮  

(Town of Wells) 8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4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2B 號公路：克林頓郡內從  22 號公路至 16 

號郡道 （梅森路 (Mason Street) ） 之路段。   

•  投入  18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 號公路：富蘭克林郡內從富蘭克林鎮沿線  

(Franklin Town Line) 到潘恩格魯威路  (Pine Grove Lane) 之路段。   

•  投入  13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2 號公路：傑斐遜郡內從  26 號公路至聖勞

倫斯郡邊界  (St. Lawrence County Line) 之路段。  

•  投入  51 萬美元重新鋪設  26 號公路：里維斯頓郡內從  38 號公路至卡

朋特路 (Carpenter Road) 之路段。   

•  投入  190 萬美元重新鋪設  58 號公路：聖勞倫斯郡內從  8 號郡道至 37 

號公路之路段。   

  

哈德遜谷中部地區  (Mid-Hudson Valley)  

  

專案投入約  1,980 萬美元以重新鋪平韋斯切斯特  (Westchester)、洛克蘭  

(Rockland)、帕特南 (Putnam)、奧蘭治郡  (Orange)、達奇斯 (Dutchess)、阿爾斯特  

(Ulster) 和沙利文  (Sullivan) 等郡內的下列道路（共計  91 哩長）：  

  

•  投入  60 萬美元重新鋪設  55 號公路：達奇斯郡內從  22 號公路至康涅

狄格州邊界  (Connecticut State line) 之路段。   

•  投入  17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99 號公路的兩個路段。第一段路位於潘恩

平原鎮  (Town of Pine Plains) 溫徹爾山路  (Winchell Mountain Road)  

至舒爾茨山路  (Schultz Hill Road) 之路段。第二段路位於達奇斯郡內斯

提斯山路 (Stissing Mountain Road) 至米蘭鎮  (Town of Milan) 北路  

(North Road) 之路段。   

•  投入  18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2 號公路：奧蘭治郡內從馬普勒路  (Maple 

Road) 到汀貝爾支路  (Timber Trail Road) 之路段。  



 

 

•  投入  7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7A 號公路：奧蘭治軍內從朗麥斗路  (Long 

Meadow Road) 8/10 向東一英里處至老塔克斯都路  (Old Tuxedo Road) 

向東一英里之路段。   

•  投入  28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2 號公路：帕特南郡內從韋斯切斯特郡邊

界  (Westchester County line) 至 6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260 萬美元重新鋪設  59 號公路：洛克蘭郡內從克洛斯菲爾德東

路  (East of Crossfield Avenue) 至  304 號公路西側之路段。   

•  投入  100 萬美元重新鋪設  44 號公路：阿爾斯特郡內  299 號公路至米

勒瓦斯卡州立公園  (Minnewaska State Park) 入口處向西  1.5 英里之路

段。   

•  投入  240 萬美元重新鋪設  9A 號公路 （掃米爾河路  (Saw Mill River 

Road) ）  的兩個路段。第一個路段位於哈德遜鎮邊界  (Hudson Village 

Line) 哈斯廷斯  (Hastings) 向北  500 英呎處至艾仕福德路  (Ashford 

Avenue) 之間；第二個路段位於海瑟戴爾路  (Heatherdell Road) 至  

100B 號公路之間。兩個路段都位於韋斯切斯特郡境內。   

•  投入  29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37 號公路 （海瑞琪路  (Highridge 

Road) ）：韋斯切斯特郡內從康涅狄格州邊界至旁德里奇鎮  (Town of 

Pound Ridge) 內的 121 號公路之間。  

•  投入  11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39 號公路 （普林姆羅斯路  (Primrose 

Street) ）：韋斯切斯特郡內從  100 號公路到索瑪斯鎮  (Town of 

Somers) 普林姆羅斯學校車道  (Primrose School Driveway) 之路段。  

•  投入  210 萬美元重新鋪設  42 號公路：沙利文郡內從奧蘭治郡邊界  

(Orange County Line) 至佈瑞克路  (Breaky Avenue) 之路段。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專案投入約  1,580 萬美元以重新鋪平斯圖本  (Steuben)、斯凱勒 (Schuyler)、希芒  

(Chemung)、湯普金斯  (Tompkins)、泰奧加  (Tioga)、布魯姆  (Broome)、希南戈 

(Chenango) 和特拉華 (Delaware) 等郡內的下列道路（共計  113 哩長）：   

  

•  投入  95 萬美元重新鋪設  366 號公路：湯普金斯郡內從  13 號公路至福

林威爾鄉邊界  (Village of Freeville Line) 之路段。  

•  投入  65 萬美元重新鋪設  417 號公路：斯圖本郡內從  99 號州際公路剛

米爾出口至  99 號州際公路埃爾文出口之路段。   

•  投入  54 萬美元重新鋪設  417 號公路：斯圖本郡內從艾蒂遜鄉  

(Addison Village) 至 85 號公路東側  （富林曼路  (Freeman Road) ）  

之路段。  

•  投入  130 萬美元重新鋪設  417 號公路：斯圖本郡內從塔斯卡羅拉鎮邊

界  (Tuscarora town line) 至 102 號公路東側之路段。   



 

 

•  投入  85 萬美元重新鋪設  223 號公路：希芒郡內從霍斯海茲鄉  (Village 

of Horseheads) 內 13 號公路到伊利鎮  (Town of Erin) 朗頓山路 

(Langdon Hill road) 以東之路段。   

•  投入  150 萬美元重新鋪設  79 號公路：斯凱勒郡內從  414 號公路到 

227 號公路  （不包括博得特鄉  (village of Burdett) ）  之路段。   

•  投入  15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1 號國道：布魯姆郡內從紐約  12 號公路到

希南戈鎮 (Town of Chenango) 東山路  (East Hill Road) 之路段。  

•  投入  230 萬美元重新鋪設  41 號公路：希南戈郡內從埃弗頓鎮  (Town 

of Afton) 17 號郡路至考文垂鎮  (Town of Coventry) 內 235 號公路之路

段。   

•  投入  15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0 號公路：特拉華郡內從供水董事會  

(Board of Water Supply) 4 號公路至  28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23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8 號公路：特拉華郡內從梅琳達爾村  

(Hamlet of Meridale) （梅琳達爾鎮  (Town of Meridith) ）  至富蘭克林鎮  

(Town of Franklin) 內  357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16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7C 號公路：泰奧加郡內從海華沙路  

(Hiawatha Road) 向東  0.75 英里處至奧維戈鎮  (Town of Owego) 千禧大

橋  (Millennium Bridge) 向東 0.25 英里處之路段。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專案投入約  1,230 萬美元以重新鋪平拿索  (Nassau) 和薩福克  (Suffolk) 等郡內的下

列道路（共計  34 哩長）：  

  

•  投入  350 萬美元進行混凝土鋪設修復：拿索郡澤科灣  (Zach's Bay)  

海洋大道西側  (Ocean Parkway Westbound) 至拿索/薩福克郡邊界之路

段。   

•  投入  13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10 號公路：薩福克郡內從羅恩德斯大街  

(Lowndes Avenue) 至  海街 (High Street) 之路段。  

•  投入  10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5B 號公路：拿索郡內從北州大道  

(Northern State Parkway) 至 25 號公路之路段。   

•  投入  80 萬美元進行混凝土鋪設修復：拿索郡夕陽高速公路  (Old 

Sunrise Highway) 上  27A 號公路至梅立科路  (Merrick Road) 之路段。  

•  投入  85 萬美元重新鋪設  110 號公路：薩福克郡內從德伯特路  (Depot 

Road) 至亨利路  (Henry Street) 之路段。   

•  投入  48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7 號公路：薩福克郡內從霍斯布洛克路  

(Horseblock Road) 至威廉姆弗洛伊德大道  (William Floyd Parkway)  

之路段。  

  

紐約市  (New York City) 



 

 

  

專案投入約  1,020 萬美元以供鋪平紐約市內的下列道路（共計  47 哩長）：  

  

•  投入  430 萬美元重新鋪設布魯克納快速路  (Bruckner Expressway) 

（278 號州際公路）  雙向路段，位於布朗克斯郡  (Bronx County) 內長

青路  (Evergreen Avenue) 至哈維梅耶  (Havemeyer Avenue) 之間。  

•  投入  8 萬美元重新鋪設金斯郡  (Kings County) 麥克吉尼斯大道  

(McGuinness Boulevard) 布魯克林皇后區快速路  (Brooklyn Queens 

Expressway) 入口和出口的匝道。   

•  投入  3 萬美元重新鋪設東側入口匝道  (Eastbound Entrance Ramp)： 

金斯郡內從漢密爾頓大道  (Hamilton Avenue) 至布魯克林皇后區快速路

之路段。  

•  投入  36 萬美元重新鋪設布魯克林皇后區快速路雙向車道：金思軍內

從維澤路 (Wythe Avenue) 至弗萊石大道高架橋  (Flushing Avenue 

Viaduct) 之路段。  

•  投入  75 萬美元重新鋪設布魯克林皇后區快速路雙向車道：皇后郡  

(Queens County) 內 69 號大街  (69th Street) 橋樑下路段。   

•  投入  57 萬美元重新鋪設匝道：長島快速路  (Long Island Expressway) 

路口與皇后大道  (Queens Boulevard) 和伍德海文大道  (Woodhaven 

Boulevard) 交匯處。  

•  投入  410 萬美元對 9A 號公路進行全面和部分路段混凝土維修、聯合

維修和填充空隙，位於紐約郡莫里斯路  (Morris Street) 至  59 號西大街  

(West 59th Street)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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