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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撥款  1,600 萬美元的門羅縣 (MONROE COUNTY) 路橋改造項目動工  

 

升級基礎設施和創造建築工作補充了『五指湖地區加速建設  (Finger Lakes 

Forward)』– 該地區成功的紐約州北部地區復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經濟發展藍圖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門羅縣多個路橋改造項目動工。總額為  1,600 萬美元

的撥款將支持改造整個地區的交通基礎設施，包括重鋪  490 號州際公路 (Interstate 

490) 的路段和完善 17 座橋樑的橋面。  

 

「紐約民眾的安全是我們的首要工作，我們對全州基礎設施做重大升級，居民和通

勤人士在今後若干年將獲得可靠並且有適應力的道路和橋樑，」葛謨州長表示。

「這些項目將強化門羅縣、創造新的建築工作並確保五指湖地區繼續向前發展。」  

 

整個地區的項目正在施工中，包括：  

•  撥款 600 萬美元用於修繕門羅縣韋伯斯特鎮  (Webster) 104 號公路 (Route 

104) 廊道沿線 17 座橋樑的橋面。該項目計劃於今年夏季竣工。  

•  撥款 410 萬美元用於更換門羅縣皮茨福德鎮  (Pittsford) 瑪斯路 (Marsh Road) 

上方承載 490 號州際公路的橋樑。該項目將於今年秋季竣工。  

•  撥款 340 萬美元用於給  490 號州際公路從杰納西縣  (Genesee County) 勒羅

伊鎮 (Le Roy) 紐約州高速公路  (New York State Thruway)（47 號出口  (Exit 47) 

– 19 號公路 (Route 19)）至門羅縣基利鎮  (Chili) 259 號公路 (Route 259) 立交

橋（4 號出口 (Exit 4)）之間的路段重鋪路面。該項目將於今年秋季竣工。  

•  撥款 250 萬美元用於更換門羅縣境內九座橋樑的節點。該項目將於今年晚些

時候竣工。  

紐約州交通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部長馬修 J. 德里斯

科爾 (Matthew J. Driscoll) 表示，「葛謨州長在交通運輸領域發揮領導作用，門羅

縣境內的這些路橋改造項目再次證明了他支持紐約州北部地區的各個社區。更換和

修理我們的道路和橋樑能夠確保出行人士抵達所需前往的地點。這些項目是明智的



投資，將最大程度提高安全性並支持區域經濟增長。」  

 

橋面改造 –  104 號公路廊道，韋伯斯特鎮  

 

104 號公路在德威特路  (Dewitt Road) 與索爾特路  (Salt Road) 之間的各座橋樑將實

施全面維護作業，用於改善橋樑結構的總體狀況，並為機動車駕駛員提供平整的行

車路面。工程包括重鋪橋面、完善人行道、修補橋樑的橋面、節點以及混凝土。  

 

今年實施修補作業的時間安排：  

•  馬普勒車道  (Maple Drive) 和格拉維爾路  (Gravel Road) 上方承載  104 號公路

的四座橋樑   

•  承載 104 號公路上方德威特路的橋樑  

工程於 2015 年 8 月啟動，預計於今年夏季竣工。施工期間將長期封閉單車道。屆

時將限定時間和日期以盡可能減少出行影響。陣亡將士紀念日  (Memorial Day) 週

末、韋伯斯特足球錦標賽  (Webster Soccer Tournament)、美國獨立紀念日  

(Independence Day) 期間將停止施工。機動車駕駛員應預留額外的出行時間以安全

通過公路施工區域。  

 

給 490 號州際公路從勒羅伊鎮至基利鎮之間的路段重鋪路面  

 

項目包括鋪設州際公路匝道和立交橋匝道，修理州際公路下方兩個涵洞。必要時將

更換或修理高架標誌和導軌，並安裝新的標線。  

 

各方向始終將至少有一條車道保持開放交通。每天預計有  1.6 萬輛車從該公路路段

行駛。項目將於今年秋季竣工。  

 

更換橋樑 –  皮茨福德鎮瑪斯路上方的  490 號州際公路  

 

這座位於 25 號出口 (Exit 25)（31F 路 (Route 31F) 和費爾波特路  (Fairport Road)）

與 26 號出口 (Exit 26)（31 號路 (Route 31)）之間的橋樑將實施更換。現有的三跨

多樑橋建造於  1955 年，每天承載大約  4.4 萬輛車。更換後的橋樑將採用單跨結

構，寬度略大約現有橋樑。  

 

施工期間，橋樑各方向的車流將縮減至兩個車道。機動車駕駛員應謹慎駕駛，並預

留出充足的時間以通過施工區域。  

 

這座橋樑真正分階段建造，每次建造一半的橋體。施工期間，每個方向將保持開放

兩個車道。  



 

更換橋樑節點  –  門羅縣境內的九座橋樑  

 

九座橋樑結構將根據需要分別維修或更換劣化或受損的橋樑節點。實施恰當的預防

維護以避免水和氯化物滲入橋樑的橋面及其他構件內，從而延長橋樑的使用壽命。  

 

伊拉德闊伊特鎮  (Irondequoit) 404 號公路 (Route 404)（帝國大街 (Empire Blvd.)）

上方的 590 號公路 (Route 590) 北向路段已開始施工，將於今年竣工。  

 

九座橋樑於去年動工。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杰納西河 (Genesee River) 上方 104 

號公路 (Route 104) 橋、紐約州高速公路至  390 號州際公路北向路段 /利哈伊車站

路 (Lehigh Station Road) 的匝道、390 號州際公路北向路段至門羅縣亨利埃塔鎮  

(Henrietta) 紐約州高速公路的匝道完成施工。  

 

其他橋樑改造作業包括：  

•  亨利埃塔鎮卡爾金斯路  (Calkins Road) 上方 390 號州際公路北向路段和南向

路段  

•  伊拉德闊伊特鎮  404 號公路上方  590 號公路南向路段（帝國大街）  

•  內環路 (Inner Loop) 至 490 號州際公路東向路段南大道  (South Avenue) 上方

的環形匝道，以及南大道至羅切斯特市  490 號州際公路東向路段的相鄰入口

匝道  

項目將按照規定的時間在某些地點施工，週末僅限交通流量最低的時段才允許施

工。施工期間將保持雙向交通。某些地點需短期封閉匝道，並發佈繞行公告。  

 

按照葛謨州長設立的『駕駛員優先  (Drivers First)』倡議，這些項目方案最大程度減

少對州際公路交通造成的影響。  

 

特此提醒駕駛員在施工區超速行駛的罰款將加倍。按照  2005 年《施工區安全法  

(Work Zone Safety Act)》，在施工區超速兩次或兩次以上的超速違法行為定罪，可

能會導致駕照吊銷。  

 

如需獲取最新出行資訊，請撥打  511、瀏覽 www.511NY.org，或瀏覽我們最新的移

動終端網站  m.511ny.org。  

 

請到 Twitter 上關注紐約州交通部：@NYSDOT。請到臉書 (Facebook) 上關注：

facebook.com/NYS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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