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6 月 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將對門羅縣  (MONROE COUNTY) 的第  531 號公路  (ROUTE 531)  

十字路口進行升級改造  

 

本工程將改善整個地區的的出行安全和效率  

 

針對基礎設施的投資符合「五指湖加速發展  (Finger Lakes Forward)」戰略—— 

即葛謨州長推出的成功的、促進區域經濟的「上州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斥資  1,400 萬美元對位於門羅縣奧頓鎮  (Town of 

Ogden) 和瑞典鎮 (Town of Sweden) 內第 531 號公路和第 36 號公路  (Route 36) 的

交叉口進行的升級改造工程正在進行，且將對附近的第  31 號公路 (Route 31) 進行

整修。本工程預計將在  2018 年年底竣工，旨在對第  531 號高速公路在第  36 號公

路上的終點處緩解車流量、改善公路安全。  

 

「這一重建工程對於刺激門羅縣的經濟活力、推動『五指湖加速發展』戰略取得成

功至關重要，」葛謨州長表示。「透過在本地區對連接企業和社區的公路進行重

要改造，紐約將繼續推動旅遊業、農業和製造業，刺激整個地區的蓬勃發展。」  

 

一旦竣工，第  531 號公路和第 36 號公路（即華盛頓街  (Washington Street)）的十

字路口將配有交通燈，使得人們的出行效率更高。第  531 號公路和第 31 號公路之

間將修建一條直接連接通道。該通道將位於現有第  31 號公路以南，順延著第  531 

號高速公路的東向匝道而通往該高速公路。第  531 號公路將與第  31 號公路（即布

洛克波特-斯賓塞波特路  (Brockport-Spencerport Road)）直接相連，並從四車道高

速公路轉成位於第  36 號公路以西的兩車道鄉間主道。  

 

公路改造工程包擴：  

•  拓寬第 31 號公路，具體路段為第  531 號公路十字路口處至蓋洛普路  (Gallup 

Road) 以東；  

•  添加路中分隔帶，分隔東西向的行車道；   



•  將第 531 號公路和第  36 號公路之間的第  31 號公路路段改造成為位於第  36 

號公路以西大約  2,000 英呎處的一條死胡同，使得位於第  31 號公路以北的

居民也可以抵達此處；和   

•  在蓋洛普路西向通往三文魚溪路  (Salmon Creek Road) 處的第 31 號公路上，

修建一條不間斷的雙向左轉車道。  

 

本工程將分兩期完成。第一期工程正在穩步推進且將持續整個夏季，主要將在第  

531 號公路和第 36 號公路的十字路口處施工。第  31 號公路東向進入第  531 號公

路的匝道在施工期間將得到關閉；且在公路開挖和山地剷平期間，第  36 號公路上

從第 531 號公路至科爾比街  (Colby Street) 的一小段路程也將被關閉。施工期間，

第 36 號公路上的車流將使用第  31 號公路、第  259 號公路 (Route 259)、第 260 號

公路 (Route 260) 和科爾比街繞道行駛。  

 

二期工程將於  2018 年間進行，工程包擴對第  31 號公路沿線從三文魚溪路以西直

至第 531 號公路東向現有匝道路段進行重建和拓寬。  

 

為了遵守葛謨州長提出的「駕駛員優先  (Drivers First)」倡議，減少施工期間對出行

人員造成的影響，本工程採用了提前竣工激勵機制和施工日期限制，確保第  31 號

公路走廊上繁忙的車流得以暢行無阻。如需瞭解更多本公路工程的資訊，請造訪：  

www.dot.ny.gov/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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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將為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門羅縣西

部和奧爾良縣  (Orleans) 成千上萬行車人員的出行帶來便利。該工程的作業量比較

廣泛，我們與葛謨州長一道請求行車人員在通過施工區時保持耐心，謹慎駕駛。」  

 

門羅縣縣長雪麗爾·迪諾爾弗  (Cheryl Dinolfo) 表示，「在建設本地經濟、創造就業

之時，一套安全高效的公路係統可謂是發展引擎，它將使得居民和企業得以在門羅

縣內外運輸貨物和提供服務，刺激本地經濟的發展。第  531 號公路路段的重建工

程將做出巨大貢獻，提高門羅縣的運輸效率、改善行車人員和遊客的出行安全。我

衷心感謝葛謨州長對本地基礎設施所進行的投資。」  

 

奧頓鎮鎮長蓋伊·倫哈德  (Gay Lenhard) 表示，「改造紐約境內的公路，修建通往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的新道路，將給本社區帶來積極的影響。隨著這些公路

將更好地連接通勤者、遊客和門羅縣及其他地區的各類目的地，我期待著各地遊客

到此遊覽，支持更具活力的本地企業社群。」  

 

布洛克波特村  (Village of Brockport) 村長瑪蓋·布萊克曼  (Margay Blackman)  

表示，「我們衷心感謝葛謨州長認識到布洛克波特  (Brockport) 地區的需求，對這

一車流量巨大的道路進行升級改造、提高道路安全。衷心感謝他對本社區進行這一

關鍵投資。」  

http://www.dot.ny.gov/531


 

第 531 號公路連接著羅切斯特市及其通往奧爾良縣的州際公路，支持著本地旅遊

業、農業和製造業。奧爾良縣的旅遊業包擴在伊利運河  (Erie Canal) 附近進行運動

垂釣，走訪具有歷史意義的村落。本地農業和製造業的一個亮點是東北地區修建

的、位於麥迪納  (Medina) 的首個乙醇製造廠。這家耗資  9,000 萬美元修建的廠房

將大約 2,000 萬蒲式耳  (bushel) 的玉米加工成燃料等級乙醇、穀物和玉米原油。  

 

紐約州立大學洛克波特分校  (SUNY Brockport) 也在附近，並是五指湖區域經濟發

展委員會 (Finger Lake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指明的重要僱主。

該校提供一個小型企業發展中心  (Small Business Development Center)，現已幫助企

業對區域經濟投資超過了  1.8 億美元，並對多個區域經濟創造專案進行了投資。該

校吸引著成千上萬的教職工、學生、工作人員和遊客。  

 

羅切斯特科技園  (Rochester Tech Park) 也鄰近第 531 號公路，這是我國規模最大

的多用途園區之一。該科技園擁有  400 萬平方呎的辦公、研究、分銷、工業和製

造空間，其租戶包擴多個主要的國內和跨國企業。  

 

特此提醒機動車駕駛員，在施工區超速行駛將被征收雙倍罰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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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瀏覽移動網站  

m.511ny.org。 

 

請到 Twitter 上關注紐約州交通部：@NYSDOT。請到 Facebook 上關注：

facebook.com/NYSDOT。 

 

加快實施『五指湖地區加速發展計畫』  

今天的公告補充了『五指湖地區崛起』計劃，該計劃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藍圖，用

於創造強勁的經濟增長和社區發展。為了給該計畫奠定基礎，州政府自  2012 年以

來已經在該地區投資超過  34 億美元——投資於包括光電子業、農業和食品生產、

以及高級製造業在內的關鍵產業。如今，失業率已下降至大蕭條前的最低水平；個

人和企業所得稅均已下降；企業正選擇在諸如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巴達維亞

鎮 (Batavia)、 卡南代瓜市  (Canandaigua) 這樣的地方進行發展投資。  

 

如今，本地區正在透過葛謨州長於  2015 年 12 月宣佈啟動的「上州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所提供的  5 億美元州政府投資來推進「五指湖加

速發展」戰略。州政府的  5 億美元投資將鼓勵自營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的資金

以及該地區已經提交的預計提供最高達  8,200 個新職位的計畫。更多資訊請在此處

獲取。  

http://www.511ny.org/
http://twitter.com/NYSDOT
http://www.facebook.com/NYSDOT
https://regionalcouncils.ny.gov/content/finger-lakes
https://regionalcouncils.ny.gov/content/finger-la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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