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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長葛謨宣佈撥款  1,160 萬美元用於長島  (LONG ISLAND) 重鋪公路專案   

 
重舖  12 英里以上的破損公路   

 
配合「駕駛員優先」動議進行夜間作業以減少影響  

 
完成紐約州  270 億美元公路橋樑投資記錄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 (Andrew M. Cuomo) 今日宣佈將投入  1,160 萬美元，用於重舖

長島  (Long Island) 12.3 英里的公路。該專案將於明日動工。重舖工程將整修在過

去幾年因嚴冬而損壞的公路。此項目包括重舖位於薩福克縣  (Suffolk County) 艾斯

利普市 (Islip) 、河源市  (Riverhead) 和亨廷頓市  (Huntington) 城區以及東漢普頓村  

(East Hampton) 以及拿騷縣  (Nassau County) 牡蠣灣市  (Oyster Bay) 城區的州際  

454、114、25、106 及 110 號公路。 

 

「對長島居民以及長島經濟來說，基礎設施保持安全可靠，而且有適應能力是至關

重要的，」葛謨州長表示。「此項目將有助於確保該地區最繁忙路段有足夠的承

受力，能夠迎接大自然帶來的各種挑戰。」   

 

為減少施工對車輛、行人、居民以及商家的影響，主要施工將於星期一至星期五晚

10 點至早 6 點在公路上分小段進行。  

 

此項目將在清除路面上的瀝青層後進行重舖。而且將更新交通信號燈路口的路面標

識，包括設置單車道線和有高識別度的行人斑馬線。此項目還將包括在適當區域清

潔和修理排水系統以改善路面排水能力。  

 

計劃整修如下路段：   

  艾斯利普市  (Islip) 第  13 大道與州際  27 號公路之間的州際  454 號公路  

  東漢普頓 (East Hampton) 州際 27 號公路與  Stephen Hands Path 之間的州

際  114 號公路 

  河源市 (Riverhead) 維丁河 (Wading River) 莊園路 (Manor Road) 與州際 25A 

公路之間的州際  25 號公路 

  牡蠣灣市 (Oyster Bay) 州際 25A 公路與河灣大道  (Bay Avenue) 之間的州際  

106 號公路  



  亨廷頓市 (Huntington) 亨利大街 (Henry Street) 與朗茲大道  (Lowndes 

Avenue) 之間的州際  110 號公路 

 
紐約州交通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NYSDOT) 專員馬修  

J. 德里斯科爾  (Matthew J. Driscoll) 表示：「我們將透過這些專案加強長島的重要

交通網絡。對於所有的車輛來說，我們的公路將更為平整通暢和安全。為配合葛謨

州長的『駕駛員優先』動議，我們將主要在夜間施工以減少工程對社區帶來的影

響。」 

 

有些作業，如清理集水槽，將在日間早 10 點至下午  3 點非交通高峰期進行。有必

要時，各方向的車輛交通可能將併入一條車道。在車道過窄難以分開兩條車道的地

段，將會實行單向輪放管制。在放置工程設備時可能暫時實行全部車道的交通管

制。 

 

本工程預計將於 2017年底竣工。 

 

國會眾議員李·寨得丁  (Lee Zeldin) 表示：「作為國會眾議院交通及基礎設施委員

會  (House Transport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Committee) 的成員，整修國家基礎設施

特別是公路和橋樑乃是重中之重的大事。我很自豪可以在此聆聽葛謨州長宣佈將對

我所在地區包括艾斯利普市  (Islip) 、東漢普頓市  (East Hampton) 及河源市  

(Riverhead) 的地方公路進行整修，而單車道及行人斑馬線的設置將有助於長島人

民更多地利用步行道和單車道。我們的公路、天橋、橋樑是保證長島經濟以及民眾

生活和安全的基礎，我將繼續在聯邦層面上確保各州及地方政府掌握靈活性，並擁

有必要的資源來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促進交通安全，創造就業機會，提高總體經濟

規模並提高生活質量。」  

 

州參議員肯·拉瓦爾  (Ken LaValle) 表示：「人們有權享用無坑窪無瑕疵的公路以保

證行車安全。通過向基礎設施投資來達到這一目的是至關重要的。」  

 

州參議員卡爾  L. 馬賽裡諾  (Carl L. Marcellino) 表示：「過去的幾個嚴冬無情地肆

虐了長島的公路。旅途中的駕駛員會陷入各種深坑。從格蘭托夫  (Glen Cove) 到蒙

托克  (Montauk) 的公路毀壞了車輛的輪胎、減振系統和平衡系統。這些資金將啟動

對這些破損公路的整修工程，使這些公路更加安全可靠，適於駕駛，從而服務於每

日賴以生活、工作和旅行的人們。」  

 

州參議員湯姆·克洛西  (Tom Croci) 表示：「我感謝州長及交通部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OT) 迅速地將此項資金用於建設長島需要整修的公路。我想對夜

間施工以保證交通安全及照顧通勤者的舉措表示深深的謝意。」  

 

州參議員菲爾·波伊爾  (Phil Boyle) 表示：「長島基礎設施的脊樑就是它的公路。

為了成百上千通勤者的利益，保證公路安全可靠、對其進行改進整修，正是我們居

民樂見的焦點和首要任務。我感謝葛謨州長及交通部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將長島的公路建設列為重中之重。」  

 

州眾議院議員弗雷德·西勒  (Fred Thiele) 表示：「我讚賞葛謨州長將  1,160 萬美元

資金用於整修長島  12.3 英里的州際公路，其中包括東漢普頓市  (East Hampton) 

Stephen Hands Path 與州際 27 號公路之間的州際  114 號公路。州際  114 號公路是

東長島南支的主幹道，是行人、商家和遊客穿行的繁忙路段。我很高興州長能在冬

季來臨之前邁出整修州際  114 號公路破損路面的第一步。」   

 

州眾議院議員邁克爾·蒙特薩諾  (Michael Montesano) 表示：「我聽到州際  106 號

公路最終得以重舖的新聞後真是欣喜若狂。這一急需專案將改善社區中每一個人的

駕駛體驗，也可極大改善日常通勤的交通安全。這些高速公路遭受了超級暴風桑迪  

(Superstorm Sandy) 以及其他惡劣風暴天氣的肆虐。我特此感謝州長著手開始這一

急需的基礎設施建設專案。」  

 

州眾議院議員查得  A. 魯匹那西  (Chad A. Lupinacci) 表示：「經歷了過去幾年的

惡劣天氣，即將到來的冬天也肯定會對交通基礎設施帶來破壞。目睹紐約州開始放

眼未來整修我們的公路真令人振奮。我們的交通基礎設施是我們經濟建設的生命

線，如果不能合理維護就難以刺激地方商業和長島美麗景點的旅遊業之發展。紐約

州採取有益行動為惡劣天氣做好準備，為所有紐約人的出行而力保公路、橋樑、隧

道的安全，我為此感到自豪。」  

 

拿騷縣  (Nassau County) 縣長愛德華  P. 曼嘉諾  (Edward P. Mangano) 表示：「葛

謨州長承諾將長期致力於改善地方基礎設施的建設。重舖  106 號公路必將使居民

和商家受益。」  

 

薩福克縣  (Suffolk County) 縣長史蒂夫·貝爾隆  (Steve Bellone) 表示：「加強和改

善地方公路對我們縣無數駕車者和商家來說無疑是個好消息。我再次感謝葛謨州長

確保薩福克縣得到了合理比例的資金，並將改善基礎設施作為長島的首要任務。」 

 

東漢普頓村  (Village of East Hampton) 市長小保羅  F. 裡克巴赫  (Paul F. 

Rickenbach, Jr.) 表示：「東漢普頓村感謝州長和州政府將州際  114 號公路納入這

一重鋪專案。我們很高興迎來這一項目的施工，因為 114 號公路是村落中的繁忙

路段而且急需整修。我們同時期待工程順利竣工。」  

 

艾斯利普鎮  (Islip Town) 主管安琪·卡朋特  (Angie Carpenter) 表示：「地方居民和

商家依賴維護良好的公路來生活和工作。我要感謝葛謨州長聆聽居民的呼聲，並以

如此卓越的基礎設施改進項目作為回應。」  

 

特此提醒駕駛員在施工區超速行駛的罰款將加倍。按照 2005年頒布的《施工區安

全法  (Work Zone Safety Act)》，在施工區超速兩次或兩次以上的違法行為可導致吊

銷駕駛執照。  

 



欲知最新旅行資訊，請致電 511或造訪：www.511NY.org。  

 

請在臉書 (Facebook) 上關注：紐約州交通部  (NYSDOT) ；請在推特  (Twitter) 上關

注紐約州交通部  (New York State DOT)：@NYS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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