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6 月 1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為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州際高速公路斥資  1,900 多萬美元用於

開展安全改造工作   

  

改造工作包括路面升級，鋪設新導軌和安裝新標識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為拿騷郡  (Nassau) 和薩福克郡  (Suffolk) 斥資 1,930 萬美元用於

在 10 條州際公路上開展四個項目，用於加強安全性。項目包括修復路面、安裝導

軌和更換標識，從而使長島地區更安全，令數萬名居民、通勤者和遊客每天在使用

這些道路出行時更加便捷。   

  

「21 世紀的交通網對長島地區經濟的未來發展非常重要，」葛謨州長表示。「這

些安全性改造工作將改變長島地區的州際公路，從而確保數千名駕駛員的通勤更安

全更高效，同時還能促進未來數十年的經濟發展。」   

  

「在這筆對基礎設施的重大投資幫助下，我們保障了駕駛員和長島地區居民的安

全，同時還保障了未來擁有現代化道路，」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

示。「這些項目延續了我們在全州開展的工作，即升級道路和橋樑，並持續推動

經濟進步。」   

  

這些項目包括：   

  

•  斥資 680 萬美元在亨普斯特德鎮  (towns of Hempstead) 和拿騷郡牡蠣

灣 (Oyster Bay) 106 號公路 (Route 106)（紐布裡奇路  (Newbridge 

Road)）上進行混凝土修復；   

•  為兩個項目斥資  730 萬美元，用於在亨普斯特德鎮和牡蠣灣、薩福克

郡巴比倫鎮  (Babylon) 和艾斯利普鎮  (Islip) 的南州際公路  (Southern 

State Parkway) 上安裝新導軌；為薩福克郡史密斯頓鎮  (town of 

Smithtown) 北州際公路  (Northern State Parkway) 上安裝新導軌；   

•  斥資 520 萬美元在薩福克郡巴比倫鎮、布魯克海文鎮  (Brookhaven) 和

艾斯利普鎮的七條南岸  (South Shore) 公路安裝新的高空標識。   

  



這與葛謨州長設立的《駕駛員優先  (Drivers First initiative)》計畫相一致，該計畫把

機動車駕駛員的方便放在首位，從而最大限度減少因路橋施工引起的交通擁堵和延

誤。  

  

修復紐布裡奇路混凝土   

  

近 10 英里的紐布裡奇路（106 號公路）上正在開展一項修復混凝土的項目，位於

亨普斯特德收費公路  (Hempstead Turnpike)（24 號公路 (Route 24)）和老城路  (Old 

Country Road) 之間。  

  

工作人員將使用高快固混凝土  (High Early Strength Concrete)，其比標準混凝土更快

成型，使道路能夠更快通車。一些地點的工人將進行金剛石研磨，這是利用金剛石

特殊刀片把線性薄凹槽切割成表面的創新工序。其可除去不規則和凸起，使行車更

平穩。這兩項技術的使用有助於讓混凝土更持久，從而節省納稅人資金。施工期間

將主要通過改道來避免封路，使雙向行駛的車流能夠繼續通行，每天行駛過路面的

車輛達近 27,000 臺。項目計劃在  2020 年夏季竣工。   

  

導軌修復   

  

導軌是重要的安全工具，是防止車輛偏離路面的金屬屏障。   

  

長島地區兩條主要公路上開展的項目包括更換中線、路肩、匝道出入口、公路標誌

性石製立交橋上的導軌。該工作包括放置樹木等能量吸收設施，其能承受撞擊，防

止車輛撞擊附近物體。  

  

在牡蠣灣和巴比倫鎮南州際公路上開展的項目，斥資  460 萬美元，約 7 英里長，

將於今年冬季竣工。施工作業在旺托州際公路  (Wantagh State Parkway) 和西福德-

牡蠣灣高速路  (Seaford-Oyster Bay Expressway)（135 號公路  (Route 135)）之間，

以及 109 號公路 (Route 109) 及 231 號公路 (Route 231) 之間。  

  

斥資 270 萬美元的新項目繼續在巴比倫鎮和艾斯利普鎮貝爾蒙特大道  (Belmont 

Avenue) 和薩格提克斯州際公路  (Sagtikos State Parkway) 之間進行導軌更換工作。

其還包括更換史密斯頓境內北州際公路科馬克路  (Commack Road)（薩福克郡 4 號

公路 (Suffolk County Route 4)）和老兵紀念高速公路  (Veterans Memorial Highway)

（454 號公路 (Route 454)）道路盡頭之間的導軌。該項目將共涵蓋公路上的  5 

英里。  

  

更換高空標識   

  



薩福克郡 7 條南岸公路上共安裝  20 個新高空標識。新標識版顯眼奪目，能更好的

的指引駕駛員到達其目的地，在夜間和暴雨期間尤其重要。   

  

日落高速公路  (Sunrise Highway)（27 號公路  (Route 27)）上的標識將得到更換，其

輔道將更好的指引駕駛員駛向和駛離高速公路。該項目包括在大耐克路  (Great 

Neck Road)（薩福克郡 47 號公路）、傑盧姆大道  (Jerome Avenue) 和尼克斯路 

(Nicolls Road)（薩福克郡  97 號公路）上安裝標識。   

  

110 號公路 (Route 110) 北向和從 231 號公路駛向南州際高速公路上指引駕駛員的

高空標識將得到更換。多數作業將在混凝土屏障後或夜間進行，以避免對駕駛員造

成困擾。預計所有的新標識將在  2021 年春季安裝完畢。   

  

代理廳長瑪麗·特雷塞·多明格斯  (Marie Therese Dominguez) 表示，「長島地區是

重要的經濟活動中心，我們要為所有的使用者保障高速公路系統的安全、現代化和

便捷。這些項目補充了我們對紐約州道路和橋樑的歷史性投資，從而確保未來擁有

強健的運輸系統。」   

  

薩福克郡郡長史蒂夫·貝洛內  (Steve Bellone) 表示，「葛謨州長再次透過為薩福克

郡提供關鍵的基礎設施投資取得了進展，其將為最重要的道路提高安全性和行駛狀

況。基礎設施和公共安全是重中之重。在我們對道路進行現代化改造和在長島地區

打造 21 世紀運輸網絡時，我想要感謝州長的合作。」   

  

拿騷郡郡長蘿拉·庫蘭  (Laura Curran) 表示，「保證使用道路的數百萬居民、通勤

者和遊客的安全對我來說舉足輕重。我非常感謝葛謨州長對長島地區的承諾與對道

路和基礎設施的投資。這將確保在路上行駛的所有人的安全。」   

  

駕駛員需在靠近路邊閃著紅燈、白燈、藍燈、黃燈或綠燈的車輛時減速慢行，安全

行駛，包括作業區的維修和施工車輛。如需獲取更多關於駛離  (Move Over) 法和如

何在高速公路施工區保證工人和駕駛員安全的訊息，請訪問  

www.ny.gov/workzonesafety。  

  

提醒駕駛人，在施工區內超速的罰鍰將為雙倍。  依據《2005 年施工區安全法  

(Work Zone Safety Act of 2005)》，在施工區違規超速兩次以上被定罪，可能會導致

駕照被吊銷。   

  

如需獲取出行即時資訊，請撥打  511，訪問此 網站，或下載免費  511NY 應用程

式。  

  

請到推特 (Twitter) 上關注紐約州交通部  (New York State, DOT)：@NYSDOT 和 

@NYSDOTLI。在 Facebook 上搜尋我們 facebook.com/NYSDOT。  

http://www.ny.gov/workzonesafety
tel:511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88bc6a80-d49a5d23-88be93b5-000babda0106-3f73bbb3091ee29e&u=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6627ad51-3a044a8a-66255464-0cc47aa8c6e0-61a34e0727b48027&u=http://www.511ny.org/
http://www.twitter.com/nysdot
http://www.twitter.com/nysdotli
http://www.facebook.com/NYS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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