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9 月 2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捷藍航空公司  (JETBLUE) 在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  (JOHN F. 

KENNEDY (JFK) AIRPORT) 5 號航站樓  (TERMINAL 5) 實現電氣化，這標誌著機場

可持續發展的重大里程碑   

  

項目包括安裝  38 個充電樞紐   

  

減少天然氣排放計畫是紐新航港局  (Port Authority) 接受《巴黎氣候協定  (Paris 

Climate Accords)》的一部分   

  

該計畫通過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 提供給紐

新航港局的機場自願低排放量計畫  (Voluntary Airport Low Emissions, VALE) 撥

款，與捷藍航空公司合作獲得資金   

  

項目推進《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  (Climate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Protection Act, CLCPA)》的目標，以應對氣候變化   

  

觀看該計畫的視訊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天宣佈，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  5 號航站樓將改用電力地

面服務設備，這是該地區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重要一步，也是鞏固約翰  F. 肯尼迪

國際機場作為通往世界的現代化門戶的重大進展。紐約電力局  (New York Power 

Authority, NYPA) 與捷藍航空公司、紐新航港局合作，在捷藍航空公司運營的航站

樓安裝了 38 個充電樞紐，包括  118 個充電口。捷藍航空公司的登機區電氣化終端

是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實施的第一個機場自願低排放量計畫，該計畫資助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的同類項目，推進《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設立的目標，  

這是美國最激進的氣候變化法，該法律於今年由葛謨州長簽署。   

  

「紐約州致力於建設一座世界級的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它不僅融合了一流的

技術進步和乘客便利設施，還減少了我們的碳足跡，」葛謨州長表示。「通過給

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的捷藍航空公司  5 號航站樓通電，我們正在推進我們領先

全國的氣候目標，並朝著鞏固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作為通往世界的現代門戶邁

出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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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利用創紀錄的基礎設施投資對本州實施變革，包括在我們的機場。」副州

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在捷藍航空公司  5 號航站樓安裝充電站，

正在推進我們遠大的清潔能源目標，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並幫助應對氣候變化。

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的現代化是我們長期工作的一部分，以改善交通網絡並完

善世界級設施的旅客體驗。」   

  

充電樞紐直接支持捷藍航空公司將其  118 架行李拖曳機和皮帶裝載機轉換為電

能。将 5 号航站楼的地面支持设备从汽油转换成清洁电力，每年将减少  400 万磅

的大气温室气体排放，相当于减少道路上约  385 辆汽车的排放量。此外，它將每

年減少 20 萬加侖的地面燃料使用，大大提高能源效率，並減少空氣和噪音污染。   

  

該項目實施前，葛謨州長在  2017 年宣佈，紐新航港局和捷藍航空公司從美國聯邦

航空管理局旗下的機場自願低排放量計畫獲得  400 萬美元資金，用於在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減少排放。這是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自願低排放量計畫的第一筆撥

款，占充電樞紐  530 萬美元總成本的  75%。紐約電力局實施了該項目，並提供了  

20 萬美元資金，捷藍航空公司提供了額外的  110 萬美元資金。   

  

紐新航港局執行局長瑞克·科登  (Rick Cotton) 表示，「安裝 38 個快速充電樞紐，

不僅有助於改善整個地區的空氣品質，還將為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帶來現代和

先進的技術解決方案。在我們繼續在減少碳足跡方面取得顯著進展的同時，我們感

謝紐新航港局和捷藍航空公司的合作。」   

  

紐約電力局總裁兼執行長吉爾  C. 奎尼斯  (Gil C. Quiniones) 表示，「紐約電力局很

榮幸能與紐新航港局以及捷藍航空公司合作，為捷藍航空公司在約翰  F. 肯尼迪國

際機場的航站樓提供電力。紐約電力局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致力於將紐約州轉變

為清潔能源經濟的州，而在世界上最繁忙的一座機場實施這一公私合作計畫，是朝

著實現這一目標邁出的重要一步。」   

  

捷藍航空公司總裁兼運營長瓊安娜·格拉提  (Joanna Geraghty) 表示，「捷藍航空

公司仍然致力於管理我們的二氧化碳排放，包括在可行的情況下將地面服務設備轉

換為電力資源。電力地面服務設備將大大減少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並提高操作效

率，包括為地面作業人員提供更安全、更安靜的設備。」   

  

2018 年 10 月，紐新航港局成為首個接受《巴黎氣候協定》的公共交通機構，並

承諾積極實現溫室氣體減排目標。此外，該機構確定了  12 個具體行動項目，以實

現這些目標，稱為『潔淨十二』。目前為止，隨著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拉瓜

迪亞機場 (LaGuardia) 和紐華克自由機場  (Newark Liberty) 現在轉向全電動穿梭巴士

車隊，紐新航港局在減少包括機場在內的設施污染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與紐約電力局合作完成了一項社區太陽能發電計畫。   

  

https://urldefense.proofpoint.com/v2/url?u=https-3A__gc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_-3Furl-3Dhttps-253A-252F-252Furldefense.proofpoint.com-252Fv2-252Furl-253Fu-253Dhttps-2D3A-5F-5Fwww.governor.ny.gov-5Fnews-5Fgovernor-2D2Dcuomo-2D2Dannounces-2D2D4-2D2Dmillion-2D2Dfederal-2D2Dgrant-2D2Dport-2D2Dauthority-2D2Dreduce-2D2Demissions-2D2Djfk-2526d-253DDwMGaQ-2526c-253D7ytEQYGYryRPQxlWLDrn2g-2526r-253Dq-2DwgmR8lbA9STIXR1hux0sdOnn2-2DON8g-2DKMhCMPcdHM-2526m-253DS0E6GK7zCGaBi0ixAcUqn6grO5y6kElLy0joOsROiTQ-2526s-253DugVrk50bZVnrkX-5FZud7YpN5GJqKWg1HpHd4bHcM-2DUgA-2526e-253D-26data-3D02-257C01-257Chparekh-2540panynj.gov-257Cf0cfc54f9f8b43c23cfe08d74148c2bd-257Cc4484a25d0d84ad0916aa889b6aa7a02-257C0-257C0-257C637049653064970913-26sdata-3Dx4Ok81bYNjFwCrvHO5knb3FOfYY1yxzIQOyelOPfiwk-253D-26reserved-3D0&d=DwMGaQ&c=7ytEQYGYryRPQxlWLDrn2g&r=q-wgmR8lbA9STIXR1hux0sdOnn2-ON8g-KMhCMPcdHM&m=L1Eb6cE5K-XwJFbmZcmqUWvTaVIC0EKBnPqNakCcUag&s=0HhKJvX8_KEWWU5tThml2L0SZR50CmOaYSP0eIX_CUE&e=


 

 

州長在 2017 年 1 月首次公佈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願景計畫，要求結合一流的

技術創新和乘客設施，把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改造成世界級的  21 世紀交通樞

紐，包括統一的航站樓佈局、現代化的機場基礎設施，以及大幅改善的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公路、計程車和航空列車系統。   

  

通過增加登機口的數量和大小、改善停車位的可用性、增加各種空側滑行道改善措

施，以及升級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空中列車，登機口和道路的擁堵將顯著減

少，從而改善整個地區的空氣品質。由於這些升級，機場將能夠安全有效地容納每

年增加的 1,500 萬名乘客。  

  

作為展開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願景計畫工作內容的一部分，捷藍航空公司  

(JetBlue) 和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千禧夥伴公司  (JFK Millennium Partners) 將斥資 

30 億美元在機場的北側建造一座佔地  120 萬平方英呎的新航站航廈，其將與該公

司目前正在使用的  5 號航站航廈相連。此外，另一座斥資  70 億美元，位於機場南

側的佔地 290 萬平方英呎新航站航廈將建在目前  1 號和 2 號航站航廈的位置，  

以及原先已於  2014 年拆除的 3 號航站航廈所在位置上。機場南側的新航站大廈將

由第一航站集團  (Terminal One Group) 建設，該集團是由德國漢莎航空公司  

(Lufthansa)、法國航空公司 (Air France)、日本航空公司  (Japan Airlines)、韓國航空

公司 (Korean Air Lines) 等四家航空公司組成，並由凱雷集團  (Carlyle Group)、JLC 

基礎設施集團  (JLC Infrastructure) 以及美國聯合工會人壽保險公司  (Ullico) 擔任財

務與開發夥伴。   

  

作為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願景計畫的一部分，重建工程也將著眼於增加登機口

的數量和規模、增加停車空間、對機場空側滑行道做各種改造以減少登機口擁堵的

問題、升級約翰  F. 肯尼迪國際機場氣墊列車  (AirTrain JFK) 系統以處理增加的客

流，並提升機場內外的道路。   

  

紐約州交通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已規劃投入 15 億美元

進行公路改善，包括范維克高速公路  (Van Wyck Expressway) 和基尤植物園交流道  

(Kew Gardens Interchange)。  

  

紐約州綠色新政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的綠色新政  (Green New Deal) 是美國最激進的氣候變化計畫，

它使紐約州走上了想包括發電、交通、建築、工業和農業在內的所有經濟領域實現

完全碳中和的道路。州長的計畫還確立了到  2040 年實現電力部門零碳排放的目

標，比美國任何一個州都要快。近期通過的《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依法規

定了州長的綠色新政清潔能源的數個宏偉目標：截止  2035 年安裝 9 千兆瓦的離岸

風力；截止  2025 年完成 6 千兆瓦的分佈式太陽能，截止  2030 年完成 3 千兆瓦的

能源儲備。《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要求有序公平的向清潔能源過渡，從而

在創造就業的同時刺激綠色經濟的發展。其建立在紐約不斷增加的清潔能源基礎



 

 

上，包括為全州  46 個大型可再生能源所做的  29 億美元投資，紐約清潔能源行業

新增超過 15 萬個崗位，2012 年來分佈性太陽能板塊增長  1,700%。《氣候領導力

和社區保護法案》還指示紐約州部門和機構與利益相關方合作並制定出計畫，使溫

室氣體排放量能在  2050 年前從 1990 年的水平基礎上減少  85%，並向著以下目標

努力，即透過把  40% 的清潔能源和能源效率資源投資在弱勢社區中使他們獲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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