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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宣佈開展最新一輪的軌道檢查  

 
在紐約州境內查找並修復原油罐車和軌道傷損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成功完成又一輪原油罐車和鐵路專項檢查，旨在改善

公共安全並減少與紐約州境內原油運輸有關的潛在危險。檢查組檢查了  109 輛原

油罐車、約  196 英里的軌道和  72 個轉轍器。州檢查組和聯邦檢查組共發現並解決

了  3 個重大傷損和  41 個非重大傷損。  

 

「保護公眾安全是我們的首要工作，我們查找並修復原油罐車和鐵路軌道的傷損，

從而避免危險並預防事故，」葛謨州長表示。「我們將繼續按照最嚴格的標準管

理原油運輸，以確保紐約全體民眾獲得更安全的鐵路系統。」  

 

紐約州交通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和聯邦鐵路管理局  

(Federal Railroad Administration) 的檢查組在伊利縣  (Erie County) 水牛城 (Buffalo) 

歸  CSX 集團  (CSX Corporation) 所有的邊境鐵路站場  (Frontier Rail Yard) 內對原油

罐車實施了檢查。檢查人員還檢查了  CSX 集團在奧爾巴尼縣  (Albany County) 賽爾

扣克村 (Selkirk) 和斯克內克塔迪市  (Schenectady) 之間的幹線鐵路；羅馬市  (Rome) 

和奧耐達縣  (Oneida)（這兩個地點都在奧耐達縣境內）之間的幹線鐵路；在漢堡鎮  

(Hamburg) 和奇克托瓦加鎮  (Cheektowaga)（這兩個鎮都在伊利縣境內）之間的幹

線鐵路；在伊利縣布萊斯德爾村  (Blasdell) 和肖托夸縣  (Chautauqua County) 里普

利鎮  (Ripley) 之間的幹線鐵路。檢查人員還評估了洛克蘭縣  (Rockland County) 哈

弗斯特勞村  (Haverstraw) 境內歸  CSX 集團所有的一個轉轍器。檢查人員檢查了加

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  (Canadian Pacific) 在奧爾巴尼縣和薩拉托加縣  (Saratoga 

County) 克里夫頓公園  (Clifton Park) 之間的鐵路幹線；以及在埃塞克斯縣  (Essex 

County) 威爾斯伯勒鎮  (Willsboro) 和華盛頓縣  (Washington County) 懷特霍爾鎮  

(Whitehall) 之間的鐵路幹線。  

 

檢查工作重點關注軌道、軌道零件、罐車機械安全裝置，包括車輪、制動器、耦合

器。 

 

檢查期間識別出兩類傷損：重大傷損和非重大傷損。重大傷損識別出必須立即解決

的重大維修問題，但這些問題不一定表示安全裝置失效。非重大軌道傷損必須在  

30 天內修復。所有罐車傷損必須在列車駛離站場前修正。如果無法修正，有問題

的罐車必須與列車斷開連接並等待維修。  



 

紐約州交通部部長馬修  J. 德里斯科爾  (Matthew J. Driscoll) 表示，「葛謨州長在

提高鐵路安全性和保持紐約安全方面始終是我國的帶頭人。我們期待繼續與聯邦政

府合作，保持安全並降低揮發性原油在紐約州境內的運輸風險。」  

 

葛謨州長在  2014 年 2 月啟動該專項檢查活動以來，交通部及其聯邦合作夥伴已檢

查了  13,120 輛軌道車輛，包括  11,112 輛原油罐車、5,087 英里軌道、發現了  

1,736 處傷損以及  23 個有害物質違規問題。  

 

罐車檢查結果  

 
水牛城  - 在水牛城邊境鐵路站場，交通部的鐵路設備檢查人員檢查了  109 輛原油

罐車。檢查人員發現了一處重大傷損  - 一輛軌道車的輪緣過高，並立即對該問題

予以糾正。檢查人員還發現了  20 處非重大傷損，包括轉向銷損壞、分離桿彎曲、

制動蹄片磨損、機車頭轉轍間距不當、輔助燈泡鬆動、空氣乾燥機指示器污染。  

 

交通部危險物質檢查員也對原油罐車實施了檢查。檢查人員發現了三處非重大傷

損，包括有害物質標牌損壞、有害物質標牌支架丟失、蒸汽管道閥開放。  

 

軌道檢查結果  

 
CSX 集團幹線鐵路檢查  - 賽爾扣克村至奧爾巴尼縣  - 交通部軌道檢查人員檢查了  

CSX 集團幹線鐵路在賽爾扣克村和奧爾巴尼縣之間大約  14 英里的軌道和  4 個轉

轍器。檢查人員發現了  1 處非重大傷損，即一段軌道缺少緊固件。  

 

CSX 集團幹線鐵路檢查  - 羅馬市至奧耐達縣  - 聯邦鐵路管理局鐵路檢查人員檢查

了  CSX 集團幹線鐵路在羅馬市至奧耐達縣之間大約  2 英里的軌道和  15 個轉轍

器。檢查人員發現了  1 處重大傷損  - 轉轍器轉換設備的梯面部分有缺口  - 此處傷

損立即做了修理。檢查人員還發現了  5 處非重大傷損，包括轉轍桿螺栓鬆動，轉

轍器轉換設備螺栓鬆動。  

 

CSX 集團幹線鐵路檢查  - 漢堡鎮至奇克托瓦加鎮  - 聯邦鐵路管理局的檢查人員檢

查了  CSX 集團幹線鐵路在漢堡鎮和奇克托瓦加鎮之間大約  25 英里的軌道和  4 個

轉轍器。檢查人員發現了  1 處重大傷損  - 連續無縫鐵軌接頭的每個軌端少於兩根

螺栓  - 此處傷損立即做了修理。檢查人員還發現了  2 處非重大傷損，包括防護軌

部件缺失和未遵守書面程序。  

 

CSX 集團幹線鐵路檢查結果  - 布萊斯德爾村和里普利鎮  - 交通部檢查人員檢查了  

CSX 集團幹線鐵路在布萊斯德爾村和里普利鎮之間大約  63 英里的軌道和  36 個轉

轍器。檢查人員發現了  6 處非重大傷損，包括道砟髒污、一段軌道的緊固件不

足、轉轍器轉換裝置螺栓鬆動、防護軌螺栓鬆動。  

 

CSX 集團幹線鐵路檢查結果  - 哈弗斯特勞村  - 聯邦鐵路管理局的檢查人員檢查了  

CSX 集團幹線鐵路在哈弗斯特勞村的  1 個轉轍器。未發現傷損。  



 

CP 幹線鐵路檢查  - 奧爾巴尼縣至克里夫頓公園  - 交通部的軌道檢查人員檢查了加

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在奧爾巴尼縣和克里夫頓公園之間大約  29 英里的鐵路幹線軌

道和  7 個轉轍器。檢查人員發現了  3 處非重大傷損，包括轉轍器根端不牢固、綠

化植被堵塞。  

 

CP 幹線鐵路檢查結果  - 威爾斯伯勒鎮至懷特霍爾鎮  - 交通部的軌道檢查人員檢查

了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在威爾斯伯勒鎮和懷特霍爾鎮之間大約  63 英里的鐵路幹

線軌道和 5 個轉轍器。檢查人員發現了  1 處非重大傷損，即一個轉轍器轉換裝置

螺栓鬆動。  

 

美國其他各州發生了一系列與原油運輸有關的事故，紐約州因此採取了一系列積極

措施用來提高實踐活動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2014 年，按照葛謨州長的指示，紐約州環境保護局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紐約州交通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紐約州衛生部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國土安全與

緊急服務部  (Division of Homeland Security and Emergency Services)、  能源研究與

發展管理局  (Ener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協同審查了原油運輸安全

程序和應急響應預案。這些機構在  2014 年  4 月發佈報告，內容包含對州政府和聯

邦政府的 27 項建議，用於減少原油運輸風險並提高公共安全性。  

 

此外，葛謨州長的  2015 年機遇議程和  2015-16 紐約州預算包括幾項措施，用於進

一步預防潛在的原油事故並做好相應準備。這些措施包括將漏油資金上限從  2500 

萬美元提高到  4000 萬美元，並每年提供多達  210 萬美元的資金用於預防和準備措

施，從而為人員和準備相關費用提供必要的資金。這些變化根據葛謨州長的第  125 

號行政命令，該命令概述了州政府改善漏油應對和防範的步驟。  

 

州預算為環境保護部提供了  8 名新員工，其中  6 人安排在火災防控辦公室，專門

負責漏油規劃、培訓和響應。對於途經紐約運輸，進口到州內的原油，預算還把收

費從每桶 12.25 美分增加到  13.75 美分，中轉運輸的原油每桶收費  1.5 美分，無論

原油停留在紐約州境內或轉運到其他各州。州內的最終使用者將被豁免繳納增加的

費用，收費仍保持在每桶  12.25 美分。 

 

葛謨州長還指示交通部新招募  5 個鐵路安全檢查員，此舉讓交通部能夠提高工作

能力，在全州境內實施鐵路安全檢查。  

 

紐約州採取的其他舉措包括︰  

  敦促聯邦機構修改設計規範並加快分階段淘汰陳舊、不安全的鐵路車輛；執

行更嚴格的標準用來檢測原油；審核原油運輸路線以保障最合適的路線；  

  對不遵守列車脫軌相關州法規的公司開具罰單；  

  呼籲聯邦機構加快制定並鞏固鐵路安全標準，並增加檢查；  



  把漏油資金上限從  2500 萬美元提高到  4000 萬美元，並每年提供多達  210 

萬美元的資金用於預防和準備措施。  

 

去年，州政府和應急官員也參加了二十多次訓練演習，以更好地為社區潛在的原油

事故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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