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6 月 2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公佈重要里程碑，即斥資  80 億美元的新拉瓜迪亞機場  (LAGUARDIA 

AIRPORT, LGA) 最新透視圖   

 

預計機場東側四座新達美公司  (Delta) 修建的大廳將於今年秋季開放首座大廳   

  

透視圖展示了採光好的環保大廳，可觀賞到花旗球場  (Citi Field) 和衝擊海灣  

(Flushing Bay) 的景色，預計到達 /出發大樓將於  2021 開放   

  

OTG 公司改造後的設施有紐約最受歡迎的  H&H 百吉圈  (H&H Bagels)、百持咖啡  

(Birch Coffee)、濃縮果汁  (Juice Press) 和馬克·雅科諾  (Mark Iacono) 廚師、傑斯·

夏柏特  (Jess Shadbolt) 廚師和克拉爾·得·保爾  (Clare de Boer) 廚師的新項目   

  

首座有  18 個登機口的新大廳開放後，為去年  12 月機場西側開放的新建  B 航站樓 

(Terminal B)增添了活力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拉瓜迪亞機場達美公司先進新航站樓中四座大廳中的

首座大廳將如期於今年秋季開放，這是建設完整新拉瓜迪亞機場工程的重要里程

碑，斥資 80 億美元。佔地  10.5 萬平方英呎的寬敞新大廳將通過落地玻璃欣賞到

花旗球場和衝擊海灣景色，登機口可容納多種機型，就餐選擇有最受歡迎的紐約廚

師和餐廳。   

  

「拉瓜迪亞的這一新里程碑使我們向著把機場轉變為世界一流航空中心的目標又近

了一步，這與紐約標準相匹配，」葛謨州長表示。「我們與達美公司在這一大廳

和新拉瓜迪亞航站樓開發工作上的合作證實了公私合作能有效地使我們州的基礎設

施得到現代化改造。」   

  

「紐約州努力對機場開展現代化建設並改善出行體驗，改造拉瓜迪亞機場是這項大

膽工作的內容，」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開放拉瓜迪亞機場

新達美大廳將提供更多餐飲和零售選擇，重點展示紐約州提供的眾多當地產品。首

座新大廳是機場全面整修項目的起點，該項目將為乘客把這座機場轉變成  21 世紀

的交通樞紐，從而持續發展經濟和旅遊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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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達美的首批新登機口代表著我們在分多階段開展的建設計畫中的進步，使拉瓜

迪亞機場能夠保持全面運營，同時機場還能開展全面的重建工作，該計畫於  2015 

年由葛謨州長宣佈。建設工程竣工後，每年接納  3,000 萬旅客的拉瓜迪亞將成為  

25 年來全國首個全新的機場。根據州長的計畫，舊設施僅在新設施完成建設後拆

除，以確保機場不會減少承載量。截止今天，達美公司的建設工程已經使用了  

2,000 噸鋼材、5 萬多立方碼的混凝土、40 多應力場的管道、纜索和其他基礎設

施。  

  

新機場將包含斥資  80 億美元建設的新設施，包括斥資  40 億美元的  B 航站樓重建

工程，其更換掉  50 多年前開放的陳舊航站樓。B 航站樓的首座擁有  18 個登機口

的大廳於去年  12 月開放，配有落地窗、有長椅和景觀的市內公園，以及現代化洗

手間。  

  

達美公司在  C 航站樓  (Terminals C) 和 D 航站樓 (Terminals D) 斥資 40 億美元的建

設項目於 2017 年開展，現已接近竣工。達美公司將用先進的綜合  C 航站樓更換

掉兩座陳舊的航站樓。三角洲公司單獨承擔了重建工程  80% 的開支，剩餘開支由

紐新航港局  (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 New Jersey) 承擔。  

  

新的 C 航站樓竣工口將在四座大廳中擁有  37 個登機口，並由中央登機大廳、安

檢口和取行李處連接；雙向滑行道能夠減少等候和滑行時間；配有高樓觀景台  

(Sky Deck) 的達美空中俱樂部  (Delta Sky Club)，該新建的俱樂部更寬敞；登機口空

間更大，有更多的殘障人士活動空間；還有更便捷的機場通道。   

  

今年秋季開放的首座新大廳將有由廚師定制的就餐選擇，以及來自  OTG 酒店集團

的正宗當地口味；這些都由達美公司在激烈的競標程序後選出。來自布魯克林  

(Brooklyn) 路克利餐廳  (Lucali) 的馬克·雅科諾廚師選中了羅斯披薩餐廳  (Rossi 

Pizzeria)，該餐廳主打尼泊爾風味披薩和披薩盒子。來自蘇荷國王餐廳  (King 

Restaurant in SoHo) 的傑斯·夏柏特廚師和克拉爾·得·保爾廚師選中弗萊提榮餐廳  

(Flatiron Tavern & Provisions)，這家當代餐廳主打排骨、漢堡和新鮮魚類。OTG 公

司還將引進紐約最受歡迎的百持咖啡、H&H 百吉圈和濃縮果汁。為確保旅客全天

都能用餐，H&H 百吉圈早上營業，下午和晚上則換為羅斯披薩餐廳營業。每一座

提供全套服務的大廳將在每個座椅處放置電源插座和  USB 接口，並配有平板電

腦，使旅客可以追蹤航班、上網、打遊戲、點餐、飲品和使用其他設施。   

  

同時，史黛拉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Stellar Partners, Inc.) 將為新大樓設計零售選擇，

從而提供全面的出行必需品選擇，該公司是  HMSHost 公司的全資子公司。   

  

在新大廳開放之際進行的最後準備工作之時，達美公司團隊近期在登機口處安裝了

旅客登機橋，並為該設施永久通電。他們還為飛機匝道鋪路、測試建築系統、修建



臨時行人走道，這將把新大廳和達美公司現有的  D 航站樓連接起來。D 航站樓的

安檢口將進行擴建，使其在  2021 年年底中央登機大廳開放前支持兩座大廳。   

  

作為這一空前項目的工作內容，葛謨州長設立了目標，即讓拉瓜迪亞機場與認證過

的少數族裔和婦女所有企業  (Minority and Women-Owned Business Enterprises, 

MWBE) 簽訂合同數上漲至  30%，這是全國比例最高的此類目標。達美公司已把這

一目標作為重點工作，目前有  35% 的合約與少數族裔和婦女所有企業簽訂。   

  

新設施擁有  12 兆瓦特聯合愛迪生電力公司  (Con Edison) 分電站，其與樓上大廳結

合，為新航站樓供電。此外，所有主要的電力和機械設備都位於樓上，以保護此類

系統不會在大暴雨中受雨水毀損。大廳還有造冰系統，透過在夜間用電量低時造冰

來減少高峰用電時的電力消耗，並在白天冷卻大樓。   

  

2015 年 7 月，葛謨州長揭示了拉瓜迪亞機場全面建設工程的願景。在斥資  80 億

美元的工程中，其中  80% 由私募基金和已有客運收入資助，用於打造一個統一

的、21 世紀航站樓系統。這是一項複雜的、分階段開展的工程，其在現有機場基

礎上修建新機場，同時保證運營正常進行。該工程包括在機場東側修建全新  B 航

站樓，供加拿大航空公司  (Air Canada)、美國航空公司  (American Airlines)、西北航

空公司 (Southwest) 和美國聯合航空公司  (United) 使用；達美航空公司  (Delta Air 

Lines) 位於機場西側的全新  C 航站樓將取代現有  C 和 D 航站樓；改善過的道路系

統；全新停車基礎設施；以及其他配套工程。   

  

「拉瓜迪亞機場正在開展的這一大型重建工程最終將為紐約的旅客修建一座世界頂

級的設施。拉瓜迪亞機場達美最新大廳的開放將是重要的工作，」紐新航港局執

行理事瑞克·考頓  (Rick Cotton) 表示。「葛謨州長把這一設施改造成為先進機場的

遠見工作正在順利開展，我們期待未來會有更多的重大里程碑。」   

  

「拉瓜迪亞具有歷史意義的工程正在開展，這是達美公司為重建全國機場斥資  120 

億美元的重建工作的重要部分。」達美公司首席執行官愛得·巴斯蒂安  (Ed 

Bastian) 表示。「我們的客戶和員工很激動能看到拉瓜迪亞的未來正在成型。感謝

一直以來為紐約達美能夠開啟新紀元而努力工作的每個人。」   

  

「OTG 公司很激動能參與這一重要工程，為達美公司、客戶和員工，以及紐約市

而合作，」OTG 公司首席執行官裡克·布拉特斯汀  (Rick Blatstein) 表示。「我們

在活躍概念上引進的這些就餐選擇代表了我們市最美味的食物，使我們能夠為達美

在拉瓜迪亞的客戶供應深受我們紐約人喜歡的口味。」   

  

「我們很欣慰能參加達美公司在拉瓜迪亞機場開展的改造項目，」史黛拉公司總

裁和首席執行官帕蒂拉格·德拉南  (Padraig Drennan) 表示。「這是為紐約民眾和來



到本市遊客改變機場體驗的切實宏偉項目。與達美公司合作並使這一遠見成為現

實，對此我們非常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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