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0 年 8 月 2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新海德公園嚮平交道口拆除，道路提前重新開放  

  
項目提前兩個月竣工  

  
長島鐵路公司八個平交道口中的三個被拆除  

  
這是更大規模的長島鐵路擴建項目取得的里程碑，包括將減少擁堵和延誤的變革性的第

三軌道  

  
請從此處觀看項目視訊，從此處查看剪綵照片  

  
請從此處查看項目前後的照片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由於新海德公園嚮 (New Hyde Park) 鐵路交叉道口的拆除

及重建工作已按預算並較原計畫提早兩個月竣工，故新海德公園路 (New Hyde Park 

Road) 將通車。這是更大規模的長島鐵路擴建項目 (Long Island Railroad Expansion 

Project) 的最新舉措，該項目將從弗洛爾公園 (Floral Park) 到希克斯維爾 (Hicksville) 增

建第三軌道，以減少火車擁堵和延誤。這個平交道口位於新海德公園嚮和花園城嚮 

(Garden City)，是長島鐵路 (Long Island Rail Road, LIRR) 主幹線 (Main Line) 沿線八個

街道道口中的第三個，作為從弗洛爾公園到希克斯維爾的長島鐵路擴建項目的一部分。  

  
「幾十年來，新海德公園路平交道口始終是交通噩夢，要修復它，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我很自豪地說，我們剛剛按照預算比原計畫提前了兩個月開通了新平交道口，」葛謨州

長表示。「由於又拆除了一個道口，我們期待長島鐵路的延誤會減少，並期待著擁有能

夠支持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和紐約州 21 世紀經濟的交通網絡。」  

  
新開通的新海德公園路有一條新的四車道地下通道，地下通道的東西兩側都有人行道。此

外，這條路還設有一座符合《美國殘疾人法案 (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 ADA)》

標準的行人天橋，方便民眾前往已翻新的新海德公園車站 (New Hyde Park Station)。新

海德公園路南行至克林奇大道 (Clinch Avenue)，新海德公園路北行至廣場大道 (Plaza 

Avenue)，均設有專用左轉車道。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建設與發展公司 (MTA Construction & Development) 總裁嘉諾·利博 

(Janno Lieber) 表示，「提前完成這樣的大規模升級項目，證明了紐約大都會運輸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qh0u-z6bsQ&feature=youtu.be
https://www.flickr.com/photos/governorandrewcuomo/albums/72157715616931943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LIRR_Project_Before_and_After.pdf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Authority, MTA)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快、更好、更便宜地

交付項目。在葛謨州長領導下，我們在整個長島地區實施了 100 多個長島鐵路項目，並

在新冠肺炎 (COVID-19) 危機期間一直保持在正常軌道上。」  

  
紐約大都會運輸署長島鐵路 (MTA Long Island Rail Road) 總裁菲利普·英戈 (Phillip 

Eng) 表示，「拆除新海德公園路平交道口，為所有使用海德公園路的人提高了安全性和

可靠性。該項目通過取消這些道口關卡，改善了我們的運作、減少交通擠塞，並改善了環

境。我們使用反射式警示锥並與位智應用 (Waze) 合作改善平交道口的安全性，這些領先

全行業的工作連同該項目，都證明了我們對提高長島地區全體居民生活品質的承諾。我為

我們的工作人員感到驕傲，因為他們在這個前所未有的時期繼續前進並取得成果。」  

  
2 月 3 日，該道口已對車輛和行人關閉。在過去幾個月，工作人員安裝了支護樁，挖掘泥

土以壓低鐵軌下的道路，並在鐵軌南側新建了 3,350 噸的鐵路橋和隧道結構。  

  
7 月 11 至 12 日雙軌鐵路停運期間，紐約大都會運輸署建設與發展公司、紐約大都會運

輸署長島鐵路和設計建造承包商 3TC 公司 (3TC) 拆除了現有的鐵路基礎設施以便進行挖

掘，隨後安裝了新的 75 英呎高的三灣大橋。在這個設計建造項目中，創新的橋樑安裝方

法使用了水力學原理，在一個週末的時間內將橋樑安裝到位，首次用於城市大道 (Urban 

Avenue) 的平交道口分隔，這在北美洲首開先河。 這是長島鐵路擴建項目兩週內取得的

第二個重要里程碑，此前在卡爾廣場 (Carle Place) 以東 3.4 英哩處的格倫科夫市 (Glen 

Cove) 公路橋通車。  

  
去年夏季，工作人員在新海德公園嚮以西四分之一英哩處的科威特大道 (Covert Avenue) 

和新卡塞爾 (New Cassel) 東 6.4 英哩處的城市大道安裝了橋樑，以取代以前的平交鐵路

道口。在韋斯特伯里鄉 (Westbury) 和新卡塞爾的交界處，學校街 (School Street) 的鐵路

道口的替換工程正在進行。  

  
從弗洛爾公園到希克斯維爾的長島鐵路擴建項目  

  
長島鐵路公司擴建項目將為弗洛爾公園到希克斯維爾增加第三條鐵軌，從而減少火車堵塞

和延誤，並在高峰期提供真正的雙向服務。這項變革性的工程包括幾個相關的項目，包括

建造額外的停車場和改善車站通道、保留消聲牆、改善鐵路橋和拆除走廊上的八個街道鐵

路道口。施工過程盡可能減少對日常生活造成的影響，為此施工方正在面向當地社區開展

大規模的緩解和公共外展工作。  

  
最近的項目里程碑包括：  

• 2020 年 4 月，在弗洛爾公園平原大道橋 (Plainfield Ave Bridge) 新增加了一處第

三軌道用的盡頭式月臺線。  

• 弗洛爾公園的林登大道 (Linden Avenue) 人行地下通道擴建以容納三條軌道，並於 

2020 年 4 月對公眾重新開放。  



 

 

• 2020 年 6 月，葛籣灣公路橋 (Glen Cove Road Bridge) 安裝了一座新的三軌鐵路

公路橋。  

• 2020 年 6 月在卡爾廣場車站 (Carle Place Station) 安裝了人行天橋，作為正在進

行的火車站全面現代化項目的一部分。  

• 韋斯特伯里鄉學校街於 2020 年 5 月封閉，挖掘工作正在進行中。一座鐵路橋和隧

道正在建設中，分層公路將於 2020 年 11 月重新開放。  

• 八月，該項目安裝了 35,000 直線英呎的擋土牆/隔音牆。  

• 米尼奧拉嚮 (Mineola) 哈里森大道停車場 (Harrison Avenue Parking Garage) 已建

成，全部建設將於九月竣工。  

  
長島鐵路擴建項目是長島鐵路斥資數十億美元的現代化改造工作內容，這也是幾十年來鐵

路獲得的最大數額投資。工程完成後，長島鐵路系統將提高安全性、運力和冗餘度，並通

過這條走廊提供第三軌道，改善服務、可靠性和增加運營靈活性，以支持反向上下班，並

隨著企業和長島地區居民重新設想他們的工作和出行模式而改變出行模式。更多與該項目

相關的資訊，請訪問 https://www.amodernli.com/project/thirdtrack/。  

  
參議員安娜 M. 卡普蘭 (Anna M. Kaplan) 表示，「即使面臨冠狀病毒疫情帶來的挑戰，

長島鐵路第三軌道擴建項目仍在繼續按時、按預算達成重要的里程碑。拆除新海德公園平

交道口，對社區是一項雙贏的計畫，既可加強安全，又可紓緩交通壓力。我讚賞對這項偉

大成就辛勤付出的工人，感謝葛謨州長制定的這項宏偉議程，從而改善了紐約大都會運輸

署的工作並使倡導鐵路得到現代化改造。」  

  
眾議員艾德·拉 (Ed Ra) 表示，「新海德公園路的重新開放是該項目達成的一個重要里程

碑。我感謝花園城嚮和新海德公園嚮以及 3TC 公司團隊開展的協調，這最大限度地減少

了施工期間造成的破壞，並期待著恢復這條主要道路的入口，因為我們當地的企業和學校

已經從新冠肺炎疫情中重新開放。」  

  
拿騷郡 (Nassau) 郡長蘿拉·庫蘭 (Laura Curran) 表示，「新海德公園嚮立交橋的完工是

倡導鐵路擴建項目達成的另一個重要里程碑，儘管今年我們遇到了許多無法預見的障礙，

但這一里程碑還是達到了。第三軌道項目將在支持整個拿騷郡以交通為導向的發展方面發

揮重要作用，該項目是幫助我們未來幾代人發展社區的關鍵。」  

  
新海德公園鄉鄉長勞倫斯 J. 蒙特勒伊 (Lawrence J. Montreuil) 表示，「新海德公園鄉

的居民高興地看到，作為長島鐵路擴建項目的一部分，新海德公園路已提前重新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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