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7 月 17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耗資  460 萬美元啟動專案修復首府地區六座橋樑   

  

本專案將改善駕駛環境、提升安全及促進區  內經濟增長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Andrew M. Cuomo) 今天宣佈現已啟動一項兩年期、耗資  460 

萬美元之計畫，用以修復位於薩拉托加縣  (Saratoga)、沃倫縣 (Warren) 和奧爾巴尼

縣 (Albany) 的六座橋樑。該專案將改善駕駛條件、提升安全性，並延長這些重要

通道的使用壽命，有助於讓人員和商業在首府區域內流通。正進行的工程包括：  

重鋪通往橋樑的路面，維修橋面、接縫、混凝土和護欄。   

  

「紐約州繼續領導建設  21 世紀的基礎設施，以促進經濟增長和改善生活品質，」

葛謨州長表示。「這個專案是我們歷史承諾的一部分，確保所有紐約人都能享受

現代且可靠的交通網絡所帶來的好處，這將在未來數十年內維持經濟發展。」   

  

「投資基礎設施是一種已經獲得證實有效的經濟發展策略，而我們紐約州將投入各

類資源協助本州各地的地方政府，」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

「這項撥款用於首府地區橋樑現代化建設，將加強本地交通網絡，並改善駕駛人士

及行人的安全。我們致力投資於社區的各項專案，以持續進步，提升生活品質。」  

  

作為本專案的一部分進行修復的第一座橋樑是位於哈德遜河 (Hudson River) 和新阿

迪朗達克歡迎中心  (Adirondacks Welcome Center) 以南、橫跨薩拉托加縣  (Saratoga 

County) 莫羅鎮 (Town of Moreau) 阿迪朗達克北道 (Adirondack Northway)（即：87 

號州際公路 (Interstate 87)）的巴特勒公路橋  (Butler Road Bridge)。這座橋每天運載

約 1,000 輛汽車，位於城鎮的一個大部分樹木繁茂的地區。在工程進行期間，巴特

勒公路橋的交通量減至了一條由交通燈控制的輪流通行路線，工程預計將於九月底

完成。  

  

此外，位於魯澤恩路  (Luzerne Road) 上方、阿迪朗達克北道（即：87 號州際公

路）上的一座南北向橋樑的工程亦將於七月啟動。該橋樑位於沃倫縣昆斯伯里鎮  

(Queensbury) 境內、州際公路第  18 號出口以北。整個夏季，魯澤恩路（北道下

方）將要求封閉車道，車輛由旗幟控制。為了盡量減少干擾，北道的行車綫封閉時

間只限於非高峰時段，且將會在勞動節  (Labor Day) 過後進行。新建兩座橋樑的施

工作業預計將在  2020 年夏季竣工。  



 

 

  

其他正在修復的橋樑包括：   

•   29 號公路橋 (Route 29 Bridge)，位於薩拉托加縣薩拉托加鎮  (Saratoga, 

Saratoga County) 的魚溪 (Fish Creek) 上方、格蘭格爾維爾村境內，。工程

將於今年夏天晚些時候在平日開始，預計在秋季完成。   

•  9 號公路橋 (Route 9 Bridge)，位於奧爾巴尼縣科洛尼鎮  (Town of Colonie) 拉

瑟姆市 (Latham) 境內，在 7 號州公路（當地稱為「替代 7 號公路」）的上

方。本工程計劃將於 2020 年啟動。  

•  老露登路橋  (Old Loudon Bridge)，位於奧爾巴尼縣科洛尼鎮拉瑟姆市 7 號州

公路上方。本工程計劃將於 2020 年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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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我們正在投資整個帝國州 (Empire State) 境內的各類大型

和小型交通基礎設施專案。我們在這六座橋樑進行重要的維修工程，這將使居民和

遊客更容易遊覽該地區，並確保該地區的經濟持續增長和生活品質。」  

  

參議員達芙妮·喬丹  (Daphne Jordan) 表示，「加強首府地區的重要基礎設施，  

是一項明智的投資，旨在為所有駕駛人士提供更高的安全和保障，以及改善商業和

社區聯繫，令所有人受惠。這個價值數百萬美元的專案將修復北道上方的巴特勒公

路橋、魚溪上方的 29 號公路橋、這對格蘭格爾維爾，舒伊爾維爾  (Schuylerville)，

莫羅鎮和鄰近社區的居民來說是個好消息。對於薩拉托加縣來說，加強連接以幫助

駕駛者和商業流動是值得歡迎的消息，這將使得本縣得到持續成長和繁榮。我要感

谢紐約州交通廳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OT) 廳長瑪麗·特蕾絲·多明格茲及

其機構持續支持第 43 號參議院選區境內的这些和其他重要的基础设施修復專

案。」  

  

參議員貝蒂·利特爾  (Betty Little) 表示，「今天的公告表明紐約州將持續投資於老

化的基礎設施。本地道路和橋樑的修復和修理對紐約州北部  (North Country) 的公

共安全和經濟至關重要，我要感謝交通廳廳長和工作人員在本地區持續努力的卓越

工作。」  

  

參議員奈爾·佈雷斯林  (Neil Breslin) 表示，「隨著經濟活動的增加，基礎設施則更

需得到改進。確保這些重要橋樑獲得修復，不但可以改善公眾安全，更有利於繼續

推動首府地區的經濟活動。」  

  

女眾議員凱莉·沃納  (Carrie Woerner) 表示，「我要感謝交通廳和葛謨州長為這些

專案劃撥州政府資金。維護我們的道路和橋樑對確保居民和訪客安全旅行至關重

要，我期待看到這些專案的啟動。」   

  



 

 

州眾議院議員丹尼爾  G. 史蒂克 (Daniel G. Stec) 表示，「投資於過時的基礎設施必

須持續作為一項優先要務。我很高興看到這座橋是這個專案的一部分，因為維護我

們的基礎設施是政府應該努力的重要和必要措施之一。」   

  

州眾議員菲利普·斯特克  (Phillip Steck) 表示，「9 號公路是第 110 號眾議院選區境

內居民的重要通道，使得通勤者安全抵達目的地，企業得以有效運輸貨物。透過投

資於替代 7 號公路上方的橋樑，我們可以延長本地基礎設施的使用壽命，更有效

地促進道路安全。」  

  

薩拉托加郡議會  (Saratoga County Board of Supervisors) 主席凱文  J. 托利森 

(Kevin J. Tollisen) 表示，「薩拉托加縣感謝我們與紐約州交通廳  (NYS DOT) 之間

擁有的持續承諾和合作關係，以改善我們縣的道路和橋樑。為了居民的安全爾更新

我們的基礎設施，以及這些升級對於長期的經濟影響，將使薩拉托加縣在未來數十

年中受益。」  

  

沃倫縣議會  (Warren County Board of Supervisors) 主席羅納德·科諾菲爾  (Ronald 

Conover) 表示，「魯澤恩路為我們的社區提供了一條重要通道，我們感謝北道大

橋的工程，這將為我們的居民和遊客提供安全保障。北道提供進入昆斯伯里的通

道，讓旅客可以輕鬆地訪問並支持我們當地的企業。”」   

  

奧爾巴尼郡郡長丹尼爾  P. 麥科伊  (Daniel P. McCoy) 表示，「這個公告是值得歡迎

的消息，尤其是對奧爾巴尼縣和首府地區成長最快的社區之一來說更是如此。在我

們等待國家層面的全面基礎設施計劃的同時，紐約正在向前推進，投資對經濟發展

和生活品質至關重要的道路和橋樑。我感谢州長在這個計畫中的英明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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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提醒，機動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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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2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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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511NY.org，或瀏覽移動網

站 m.511ny.org。  

  

請關注紐約州交通廳的  Twitter：@NYSDOT。 在 Facebook 上搜尋我們  

facebook.com/NYSDOT。如需查看紐約州交通廳  1 區 (Region 1)（包括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的資訊，請關注：@NYSDOTAlbany。  

http://www.ny.gov/workzonesafety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01bdba04-5d851cb9-01bf4331-000babd9fa3f-e4b4f11c1020b533&q=1&u=http%3A%2F%2Fwww.511ny.org%2F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ccd345bc-90ebe301-ccd1bc89-000babd9fa3f-34f5f91e2a35d07a&q=1&u=https%3A%2F%2Fm.511ny.org%2F
http://twitter.com/NYSDOT
http://www.facebook.com/NYSDOT
https://twitter.com/NYSDOTAlbany


 

 

  
###  

  
 

網站 www.governor.ny.gov 有更多新聞  

紐約州  |  行政辦公室  | press.office@exec.ny.gov |  518.474.8418 
 

退出訂閱  
 

http://www.governor.ny.gov/
mailto:press.office@exec.ny.gov
https://protect2.fireeye.com/url?k=db9343ba-87abe507-db91ba8f-000babd9fa3f-9912b47b4fa04b29&q=1&u=https%3A%2F%2Fit.cwnls.com%2Fapp%2Fitpage.nsf%2Funsubscribe.xsp%3Faction%3Dunsubscribe%26id%3D1100PRES03D69F5A796CFCA68525843A005D742C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