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0 年 6 月 2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耗資 6,330 萬美元的奧爾巴尼國際機場現代化工程如期按預算竣工，完

成安裝 新入口標誌，並揭幕新航站樓閱覽室  

  
與紐約州作家協會合作建造的名為「馬里奧和瑪蒂爾達·葛謨展館」的新終端閱覽室將提

供圖書、歷史文物和視覺藝術  

  
新的停車位和乘客便利設施增加了便利性並支持地區業務  

  
奧爾巴尼機場 7,210 萬美元投資的一部分，包括機場和阿迪朗達克北道公路（3 號出口）
之間斥資 5,000 萬美元的高速公路連接道，緩解了交通擁堵，並提供更直接的機場路線  

  
奧爾巴尼機場的投資包括 2,210 萬美元的撥款，來自於 2018 年由葛謨州長撥發的紐約州

北部地區機場經濟發展與振興競賽獎金  

  
新機場入口標誌的照片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祝賀奧爾巴尼郡 (Albany) 科隆尼鎮 (Colonie) 奧伯尼沙克路 

(Albany Shaker Road) 新落成的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入口歡迎標誌完成安裝，並揭

幕新航站樓內馬里奧和瑪蒂爾達·葛謨展館 (Mario & Matilda Cuomo Pavilion Room)，這

象徵性地標誌著耗資 6,330 萬美元的奧爾巴尼國際機場 (Albany International Airport) 現

代化改造項目竣工。該項目修復了機場候機室，增強了乘客的便利設施，並增加了有 

1,000 個車位的新多層停車場。 該項目是 7,210 萬美元的州投資的關鍵組成部分，用於

升級機場和通向機場的道路，包括在拖延了幾十年之後建造期待已久的北道公路 

(Northway) 第 3 出口 (Exit 3)。這筆 7,210 萬美元的投資包括從斥資 2 億美元的紐約州北

部地區機場經濟建設與復興競賽 (Upstate Airpor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zation Competition) 撥款 2,210 萬美元，最初由葛謨州長在其 2016 年《州情咨

文演講稿 (State of the State Address)》中宣佈，隨後在 2017 財年的州預算案中獲得通

過。機場項目的其他資金由奧爾巴尼郡機場管理局 (Albany County Airport Authority) 和

聯邦政府提供。  

  
「奧爾巴尼國際機場 (Albany International Airport) 是地區門戶、商務和休閒旅遊的樞

紐，對首府地區和其他地區的經濟競爭力至關重要，」葛謨州長表示。「改造這個機場

和本州其他機場，為當地社區提供了 21 世紀旅遊業和商業發展成功的關鍵。」  

  

https://www.flickr.com/photos/governorandrewcuomo/albums/72157714869858483


 

 

「這項用於對奧爾巴尼國際機場開展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投資按時完成，並在預算不足的情

況下建造了通往首府地區的新門戶，並改善了旅客的體驗，」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我們感謝抗擊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疫情的一線英雄，他們使機場

成為增長和重生的象徵。我們正在改善整個紐約州的機場，以幫助提升旅遊業、加強經

濟，並重建紐約州，使其更好地應對疫情後的未來。」  

  
新的 90 英呎長的入口標誌在機場入口附近，跨越了阿爾巴尼-沙克爾路 (Albany-Shaker 

Road) 全部四條車道，由奧爾巴尼郡機場管理局 (Albany County Airport Authority) 設

計，以紀念機場及其運輸走廊的改造。它體現了機場的設計，以柱狀磚和混凝土橋墩為特

色，支撐著拱形的鋼標誌穿過頭頂的道路，歡迎旅客到機場和州首府地區。夜晚，LED 

燈將用各種顏色照亮入口。  

  
作为机场改造項目的一部分，奥尔巴尼机场 (Albany Airport) 与奥尔巴尼大学 (University 

at Albany) 纽约州作家協會 (New York State Writers Institute) 合作，将航站楼一楼一间 

800 平方英呎的玻璃封闭休息室改造成了一间名为「馬里奧和瑪蒂爾達·葛謨展館」的阅

览室，以纪念这位前纽约州州长和他的妻子。1984 年，馬里奧·葛謨 (Mario Cuomo) 州長

簽署了一項法案，成立了紐約州作家協會，授權該協會支持作家，為他們提供合作和培養

藝術想像力的途徑。瑪蒂爾達·葛謨 (Matilda Cuomo) 建立了紐約州輔導計畫 (New York 

State Mentoring Program)，這是美國首個全州一對一的輔導計畫。展館將以書籍、歷史

材料和視覺藝術為特色，並作為航站樓內一個安靜的休息場所。  

  
對奧爾巴尼國際機場開展現代化建設  

  
奧爾巴尼國際機場的主航站樓建於 1962 年，在 1998 年開展了最近一次大規模翻修。每

年約有 140 萬人在這座機場乘機，然而這座機場的外觀陳舊、停車位有限。奧爾巴尼國

際機場擴大了項目的初步範圍，並獲得 2,880 萬美元的資金，項目總成本為 5,880 萬美

元。  

  
機場運輸走廊項目比原定的 2020 年提前一年完成，並且在預算範圍內完成，航站樓外立

面、航站樓內部、車庫和入口處都有新的紐約州徽標。  

  
葛謨州長於 2019 年 11 月給耗資 5,000 萬美元的連接機場和阿迪朗達克北道公路 

(Adirondack Northway)（87 號州際公路 (Interstate 87)）的新高速公路剪綵，該公路位

於奧爾巴尼郡科隆尼鎮，緩解了交通擁堵，並為機場提供了更直接的路線。機場通道項目

由葛謨州長斥資 1,000 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更新計畫資助。  

  
3 號出口於 2019 年 10 月完成，是北道公路-奧爾巴尼機場連接道項目 (Northway-Albany 

Airport Connector) 的關鍵部分，提供了更直接的機場通道，並緩解了北道公路（北行和

南行）的交通。自 50 多年前阿迪朗達克北道公路建成以來，就針對北道公路新增 3 號出

口進行過多次討論和規劃。直到最近，北道公路在兩個方向上都從 2 號出口通往 4 號出

口。奧爾巴尼國際機場運輸走廊在阿迪朗達克北道公路（87 號州際公路）上建造了備受



 

 

期待的北向 3 號出口立交橋坡道，並重新配置了 4 號出口和 5 號出口，以提供更直接通

往當地道路和北道公路的通道。  

  
這座機場的現代化建設包括：  

  
航站樓複修和客運便利設施，該項目複修了航站樓，包括四個自動扶梯、洗手間、候機室

及美食廣場。 改進包括水磨石地板、瓷磚地板、新的地毯和牆壁飾面、節能照明裝置、

更新的標識、更好的互聯網連接、移動設備充電站、寵物安置區和太陽能屋頂板，這些可

為設施提供高達每小時 30 千瓦的峰值可持續能源。 

  
新停車庫——該項目建造了一座有 1,000 個停車位的多層停車庫，並把機場停車容量擴

增 20%。預澆築混凝土車庫包括為機場航站樓提供制熱人行通道。節能 LED 燈給橋樑照

明，從而改善能見度、車輛安全和行人安全。  

  
改善停車出入口——該項目安裝了新 LED 電子標牌、車輛計數設備、交互式進出控制設

備，該設備利用先進的 GPS 技術查找空閒的停車位，並提供指路訊息用來指示機動車駕

駛員抵達該停車位。新系統還為乘客提供了多種停車選擇和支付選擇，包括無票進入和停

車，與停車工作人員相連的終端機停車收費站，以及旅客通過自助服務台、智慧手機或停

車罰單定位自己車輛的系統。  

  
其他增強功能  

  
奧爾巴尼沙克路在沃夫路 (Wolf Road) 和教堂路 (Meeting House Road) 之間新增了轉彎

道後有所拓寬，並安裝了新的排水和路緣。  

  
從 155 號公路（特弗里特-沙克路 (Watervliet-Shaker Road)）5 號出口至南向北道公路新

增一條直通入口匝道，從而不再需要公路南側先前的出口匝道。  

  
在北側方向，時代聯合 (Times Union) 大樓旁邊的入口匝道把所有通道延伸至 155 號公

路 5 號出口，從而創造出一條更長的輔助車道，以便駕駛員可以更方便地整合到北道公

路北向路段，並退出公路 5 號出口，從而使當地交通狀況受益。在 4 號出口和 5 號出口

之間的北向路段建造了聲障墻。   

  
對於從北道公路北向車道前往機場的行人，該項目幫助行人避免了行經兩個多餘的交通

燈。北道公路南向路段的行人，該項目將幫助行人避免了行經一個多餘的交通燈。 事故

率和出行時間預計將因此減少。  

  
該項目還為行人和騎單車人士改善了通暢度，在連接路與沃夫路之間的奧爾巴尼沙克路南

側路段修建人行道，並在奧爾巴尼國際機場和連接路之間修建共用道路。  

  
修建機場連接路還清理出大片的商業區劃地塊，供私人部門實施商業開發和改造。  

  



 

 

北道公路每天約有 4 萬輛機動車使用 4 號出口，該地點每天約有 10.2 萬輛機動車經過奧

爾巴尼-沙克路。  

  
奧爾巴尼國際機場運輸走廊項目建立在早期交通部項目成功的基礎上，該項目旨在方便機

場附近的交通。2015 年 10 月，州交通廳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OT) 完成了

一個耗資 2,230 萬美元的項目，取代了阿爾巴尼-沙克爾公路上的北道橋樑。 這些橋樑建

於 1959 年，是最初北道建設項目的一部分。  

  
紐約州交通廳廳長瑪麗·特蕾絲·多明格茲 (Marie Therese Dominguez) 表示，「葛謨州

長正在對紐約州所有交通基礎設施提供前所未有的投資。今天的公告基於我們目前對奧爾

巴尼機場運輸走廊項目的轉型投資，通過對機場通道實施更新和現代化建設，增加新的道

路、出口、坡道和標識，增加現代化的設施，並擴大奧爾巴尼國際機場的停車場，使其比

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方便前往首府地區。」  

  
帝國州發展公司 (Empire State Development) 代理主任、總裁兼執行長候選人艾瑞克·

格特勒 (Eric Gertler) 表示，「在葛謨州長領導下，紐約州的機場正在轉型為 21 世紀的

交通樞紐，鼓勵商業發展，歡迎遊客來到我們的不同地區。最新現代化的奧爾巴尼國際機

場提供更便利的交通和更好的旅客體驗，代表了本屆政府對地區基礎設施的明智投資，旨

在促進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眾議員保羅·唐考 (Paul Tonko) 表示，「在我們努力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期間保持經濟基

礎的同時，對關鍵基礎設施的定向投資變得更加緊迫和重要。奧爾巴尼國際機場長期以來

一直是我們地區乃至整個紐約州的經濟活動中心，這意味著，在我們迫切需要安全、適當

的經濟活動、投資和發展的時候，在那裡的投資為我們打開了重要的機會之門。我為加強

紐約州交通基礎設施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採取的這一行動鼓掌，我相信，這一可靠的投資將

在未來多年產生經濟回報。」  

  
參議員奈爾·佈雷斯林 (Neil Breslin) 表示，「我高興地看到，這一在首府地區的變革性項

目即將完成。該項目不僅解決了科隆尼鎮的區域交通問題，還將奧爾巴尼國際機場升級為

現代化首府地區的便利設施。」  

  
眾議員菲爾·斯特克 (Phil Steck) 表示，「我謹代表整個首府地區，對州長致力提升機場

質素表示讚賞。 與許多地區不同，我們很幸運，我們的機場為往返首府地區的旅客提供

了便利。這些升級確保了我們保持這一優勢地位。我已經親眼目睹了我所在的科隆尼鎮交

通流量的改善，這都是由於新的 3 號出口。」  

  
奧爾巴尼郡郡長丹尼爾 P. 麥科伊 (Daniel P. McCoy) 表示，「在疫情襲擊紐約州之前，

奧爾巴尼國際是 2019 年超過 150 萬人從首府地區和其他地方登機的地方。在我們應對

病毒的過程中，機場成為了至關重要的資產，為我們帶來了所需的個人防護設備，最終挽

救了無數人的生命。正是在這樣的時刻，我們才意識到投資於我們的關鍵基礎設施是多麼

重要。我讚賞葛謨州長和菲爾·卡爾德隆 (Phil Calderone) 執行長的遠見卓識和領導能力，

這個非凡的項目由此得以通過，這將很快幫助機場恢復十多年未見的高客流量。」  



 

 

  
奧爾巴尼市市長凱西·希恩 (Kathy Sheehan) 表示，「我很榮幸能與葛謨州長一起慶祝奧

爾巴尼國際機場完成現代化建設。這項重大投資表明，州長致力於確保首府地區擁有吸引

投資和創造就業所需的基礎設施和便利設施。」  

  
科隆尼鎮鎮長寶拉·馬漢 (Paula Mahan) 表示，「我們感謝葛謨州長為實現奧爾巴尼國際

機場現代化所作的努力。我們的地區和整個地區的旅客將大大受益，這些改善將繼續推動

我們的經濟。」  

  
首府地區商會 (Capital Region Chamber) 總裁兼執行長馬克·伊根 (Mark Eagan) 表示，

「從整修航站樓，到在北道公路修建新的 3 號出口，再到急需的新停車場和現在合適的

入口標識，對奧爾巴尼國際機場的現代化建設來說，這是重要的一年。感謝葛謨州長對投

資的支持，使奧爾巴尼國際成為未來幾年經濟增長的驅動力。」  

  
奧爾巴尼郡機場管理局 (Albany County Airport Authority) 執行長菲爾·卡爾德隆表示，

「紐約州對基礎設施的承諾最明顯的體現是葛謨州長投資 6,300 萬美元新建 1,000 個停

車場，並對航站樓進行重大改造和乘客設施升級。今天完成建設的機場入口拱門將成為永

久的標誌性的象征，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機場和整個首府地區。」  

  
紐約州北部地區機場經濟建設與復興競賽簡介  

  
斥資 2 億美元的紐約州北部地區機場經濟建設與復興競賽呼籲紐約州北部地區各機場按

照地區的新門戶構想未來的機場。該競賽基於葛謨州長發起的拉瓜迪亞機場 (LaGuardia 

Airport) 和約翰 F. 肯尼迪機場 (John F. Kennedy Airport) 總體規劃設計競賽 (Master Plan 

Design Competition)，以及紐約州南部地區幾座地區機場已經開始的改造工作。  

  
競賽由紐約州交通廳管理。紐約州北部地區所有提供或打算提供計劃商業民航客運和/或

貨運服務的公用機場的所有者均可參加本次競賽。本次競賽的資金包含在紐約州交通廳五

年期基本計畫內。  

  
葛謨州長的紐約州北部地區機場經濟發展和振興競賽包括撥款給埃爾邁拉康寧地區機場 

(Elmira Corning Regional Airport)、大羅切斯特國際機場 (Greater Rochester 

International Airport)、普拉茨堡國際機場 (Plattsburgh International Airport)、錫拉丘茲

漢考克國際機場 (Syracuse Hancock International Airport)、伊薩卡湯普金斯地區機場 

(Ithaca Tompkins Regional Airport) 以及奧爾巴尼國際機場 (Albany International 

Airport)。這些機場採用大膽的計畫和設計，提高了安全係數、改善運營和便利度、減少

環境影響並打造更美好的乘客體驗。  

  
在 2021 年的州預算案中，葛謨州長宣佈了第二輪紐約州北部地區機場經濟發展與振興競

賽，該競賽將投資 1 億美元繼續改造紐約州北部地區機場。 競賽詳情將於稍後公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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