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0 年 10 月 23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撥款 3.57 億美元用於新的路面翻新項目  

  
採用減少燃料消耗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施工技術  

  
資金支援全州各個地區的路面翻新項目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發放 3.57 億美元資金，用於重新鋪設紐約州各地公路。這

些基礎設施更新項目將包括使用具有環保意識的施工技術，例如暖拌瀝青和就地冷瀝青

回收，這些技術可在溫度明顯較低的情況下使用，從而減少燃料消耗，並減少施工過程

中產生的相關溫室氣體排放。這些技術還允許現有的材料重複利用，並可減少原本要用

卡車運往垃圾填埋場的材料的數量。今天宣佈的這些項目正在設計中，並將於明年春季

開始施工。  

  
「紐約州繼續引領全國，證明支持經濟增長的基礎設施投資可以與保護我們寶貴的環境

以及自然資源相平衡，」葛謨州長表示。「這些投資為旅遊業和商業發展的持續增長奠

定了基礎，同時增強了配套基礎設施的抗衝擊能力。」  

  
這筆資金由紐約州交通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NYS DOT) 管

理，將支持 135 個鋪路項目和翻新紐約州大約 1,740 英哩的車道路面。今天宣佈的項目

將以敏感的方式實施，以實現紐約州《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 (Climate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Protection Act, CLCPA)》確立的溫室氣體減排目標，該法案是世界上

最雄心勃勃、最全面的氣候法律之一。  

  
紐約州交通廳廳長瑪麗·特雷塞·多明格斯 (Marie Therese Dominguez) 表示，「在葛謨

州長的領導下，紐約州正在以一種可持續的方式更好地重建，這將支持未來幾十年的地

區經濟發展。紐約州在這方面走在了前列，將氣候友好戰略納入了我們在彈性交通基礎

設施方面的歷史規模投資。」  

  
參議會交通委員會 (Senate Committee on Transportation) 主席兼參議員提姆·甘迺迪 

(Tim Kennedy) 表示，「對基礎設施的投資直接影響到紐約州的地方經濟，為許多人依

賴的商品和服務提供了安全的運輸途徑。強大的交通網絡對於吸引新的就業機會和企業

至關重要，在從新冠肺炎 (COVID-19) 疫情中恢復的過程中，為具有環保意識的修復工

作提供資金將是紐約州復蘇的重要組成部分。」  

  



 

 

眾議會交通委員會 (Assembly Committee on Transportation) 主席兼眾議員威廉 B. 

馬格納銳里 (William B. Magnarelli) 表示，「我感謝州長宣佈這一重要公告。 隨著紐約

州經濟繼續從疫情中復蘇，改善和維護我們的基礎設施將是重要的。 這些項目將提供就

業機會，並確保我們的企業能夠安全有效地運作。」  

  
《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  

  
2019 年 7 月 18 日，安德魯 M. 葛謨州長簽署了《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案》。紐約

州的氣候法案是世界上最雄心勃勃的氣候法律之一，它要求紐約州到 2030 年將整個經

濟領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 40%，到 2050 年在 1990 年的水準上減少不低於 85%。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  

  
各個項目投入約 3,500 萬美元資金翻新哥倫比亞郡 (Columbia)、格林郡 (Greene)、奧爾

巴尼郡 (Albany)、倫斯勒郡 (Rensselaer)、斯克内克塔迪郡 (Schenectady)、薩拉托加

郡 (Saratoga)、華盛頓郡 (Washington) 和沃倫郡 (Warren) 下列總長 196 英哩的車道道

路：  

  

• 撥款 110 萬美元，重新鋪設 9W 公路從伯利恒鎮邊界 (Town of Bethlehem 

Line) 至奧爾巴尼郡奧爾巴尼市 (Albany) 麥卡蒂大道 (McCarty Avenue) 的

路面。  

• 撥款 150 萬美元，重新鋪設 82 號公路從托卡尼克州立公園大道 (Taconic 

State Parkway) 至哥倫比亞郡塔加尼奇鎮 (Taghkanic) 和利文斯頓鎮 

(Livingston) 9H 公路的路面。  

• 撥款 11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45 號公路從粘土山公路 (Clay Hill Road) 至

格林郡達勒姆鎮 (Durham) 奧爾巴尼郡邊界 (Albany County Line) 的路

面。  

• 撥款 18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3A 公路從懷特路 (White Road) 至 32 號公

路，以及從拉姆齊學校公路 (Ramsey School Road) 到卡特斯基爾溪 

(Kaaterskill Creek)（位於格林郡卡茨基爾鎮 (Catskill) 昂德希爾公路 

(Underhill Road) 以東 ½ 英哩處）的路面。  

• 撥款 22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85 號公路從雅典嚮邊界 (Village of Athens 

Line) 至格林郡雅典鎮 (Athens) 和柯薩奇鎮 (Coxsackie) 柯薩奇嚮邊界 

(Village of Coxsackie Line) 的路面。  

• 撥款 290 萬美元，重新鋪設 67 號公路從亨特公路 (Hunt Road) 至倫斯勒

郡華盛頓郡邊界 (Washington County Line) 的路面。  

• 撥款 43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2 號公路從斯蒂爾沃特鎮 (Stillwater) 4 號公

路至薩拉托加郡斯蒂爾沃特鎮和薩拉托加鎮 (Saratoga) 維克多嚮邊界 

(Village of Victory line) 的路面。  

• 撥款 140 萬美元，重新鋪設 423 號公路從 32 號公路至薩拉托加郡斯蒂爾

沃特鎮 9P 公路的路面。  



 

 

• 撥款 23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9 號公路從科比橋路 (Bryant Bridge Road) 

至薩拉托加郡薩拉托加郡鎮斯凱勒維爾嚮邊界 (Village of Schuylerville 

Line) 的路面。  

• 撥款 79 萬美元，重新鋪設 20 號公路從瑪姬公路 (Mudge Road) 至斯克内

克塔迪郡德拉森鎮 (Delanson) 和杜安斯堡鎮 (Duanesburg) 7 號公路的路

面。  

• 撥款 370 萬美元，重新鋪設 9L 公路從 254 號公路至尼賽德公路 

(Sunnyside Road)，以及從克萊門茨公路 (Clements Road) 至沃倫郡皮洛

特諾布公路 (Pilot Knob Road) 的路面。  

• 撥款 290 萬美元，重新鋪設 8 號公路從斯普特杜維溪 (Spuytenduivel 

Creek)（佈蘭特湖 (Brant Lake) 以東 1 英哩處）至沃倫郡荷裡康鎮 

(Horicon) 和海格鎮 (Hague) 9N 公路的路面。  

• 撥款 50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49 號公路從沃倫郡邊界 (Warren County 

Line) 至福特安鎮 (Fort Ann) 4 號公路，以及從 4 號公路至華盛頓郡金斯伯

裡鎮 (Kingsbury) 和哈特福特鎮 (Hartford) 40 號公路的路面。  

• 撥款 10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13 號公路從 22 號公路至華盛頓郡坎布裡奇

鎮 (Cambridge) 和傑克遜鎮 (Jackson) 伊格爾維爾公路 (Eagleville Road) 

的路面。  

• 撥款 310 萬美元，重新鋪設 4 號公路從薩托拉加郡邊界 (Saratoga County 

Line) 至 華盛頓郡格林威治鎮 (Greenwich) 和福特愛德華鎮 (Fort Edward) 

福特愛德華鎮 (Fort Edward) 福特愛德華嚮邊界 (Village of Fort Edward 

Line) 的路面。  

  
  
麥可山谷地區 (Mohawk Valley)  

  
對各個項目投入約 5,640 萬美元，翻新奧奈達郡 (Oneida)、赫基默郡 (Herkimer)、富爾

頓郡 (Fulton)、蒙哥馬利郡 (Montgomery)、斯科哈里郡 (Schoharie) 和奧奇戈郡 

(Otsego) 下列總長 128 英哩的車道道路：  

  

• 撥款 19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9 號公路從 10A 公路至約翰斯敦市邊界 

(Johnstown City Line) 的路面。  

• 撥款 22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0 號公路從卡若嘉湖 (Caroga Lake)

（10/29A 公路交叉路口）至富爾頓郡松湖 (Pine Lake)（10/29A 公路重疊

路段）的路面。  

• 撥款 57.5 萬美元，重新鋪設 51 號公路從雷明頓公路 (Remington Road) 

以南至赫基默郡利奇菲爾德鎮 (Litchfield) 和日耳曼弗拉茨鎮 (German 

Flatts) 伊利昂嚮 (Ilion) 的路面。  

• 撥款 21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0 號公路從斯科哈里郡邊界 (Schoharie 

County Line) 至蒙哥馬利郡麥克尤恩公路 (McEwan Road) 的路面。  



 

 

• 撥款 220 萬美元，重新鋪設 80 號公路從赫基默郡邊界 (Herkimer County 

Line) 至蒙哥馬利郡普萊恩堡嚮 (Fort Plain) 的路面。  

• 撥款 30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2 號公路從 8 號公路至奧奈達郡迪爾菲爾德

鎮 (Deerfield) 和特倫頓鎮 (Trenton) 帕特南路 (Putnam Road)/特倫頓路 

(Trenton Road) 的路面。  

• 撥款 4,240 萬美元，重新建設 88 號州際公路從考勒斯維勒鎮 

(Colliersville)/庫珀斯敦嚮 (Cooperstown) 交叉口 17 號出口至奧奇戈郡斯

克尼弗斯村 (Schenevus) 18 號出口。  

• 撥款 200 萬美元，重新鋪設 88 號州際公路從 21 號出口以西大約一英哩處

至斯科哈里郡瑞蒙德維勒鎮 (Richmondville) 和科布斯基爾鎮 (Cobleskill) 

22 號出口以西一英哩處。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各個項目投入約 3,150 萬美元資金，翻新奧斯威戈郡 (Oswego)、奧農達加郡 

(Onondaga)、卡尤加郡 (Cayuga)、科特蘭郡 (Cortland) 和麥迪遜郡 (Madison) 下列 

262 英哩長的車道道路：  

  

• 撥款 11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26 號公路從 90 號公路至卡尤加郡奧裡利烏

斯鎮 (Aurelius)、佛蘭芒鎮 (Fleming) 和斯普林珀特鎮 (Springport) 奧本市

邊界 (Auburn City Line) 的路面。  

• 撥款 25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8 號公路從 370 號公路（維克多鎮 

(Victory)）至卡尤加郡斯特林鎮 (Sterling) 和維克多鎮 104A 公路的路面。  

• 撥款 10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8 號公路從 31 號公路（拜倫港嚮 (Port 

Byron)）至卡尤加郡拜倫港嚮門茲鎮 (Mentz) 和康科斯特鎮 (Conquest) 富

勒公路 (Fuller Road) 的路面。  

• 撥款 120 萬美元，重新鋪設 90 號公路從奧拉北嚮邊界 (Aurora North 

Village Line) 至卡尤加郡尤甯斯普林斯嚮 (Union Springs) 斯普林珀特鎮和

萊迪亞德鎮 (Ledyard) 326 號公路以北的路面。  

• 撥款 25.7 萬美元，重新鋪設 26 號公路從 41 號公路至科特蘭郡辛辛納特

斯鎮 (Cincinnatus) 23 號公路的路面。  

• 撥款 36.3 萬美元，重新鋪設 23 號公路從 26 號公路至科特蘭郡希南戈郡

邊界 (Chenango County Line) 的路段。  

• 撥款 73.2 萬美元，重新鋪設 41 號公路從希南戈郡邊界至科特蘭郡 26 號

公路（威利特鎮 (Willet)）的路面。  

• 撥款 12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81 號公路從 930Q 公路（81 號州際公路匝

道）至科特蘭郡荷馬嚮 (Homer) 科特蘭維爾鎮 (Cortlandville)、荷馬鎮 

(Homer) 和普雷布林鎮 (Preble) 奧農達加郡邊界 (Onondaga County Line) 

的路面。  



 

 

• 撥款 16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3 號公路從德魯特嚮 (Deruyter) 至麥迪遜郡

斯德思村 (Sheds) 的路面。  

• 撥款 45.9 萬美元，重新鋪設 290 號公路從加爾斯特公路 (Galster Road) 

至奧農達加郡東錫拉丘茲嚮 (East Syracuse) 德維特鎮 (DeWitt) 和曼利厄

斯鎮 (Manlius) 北伯迪克街 (North Burdick Street) 的路面。  

• 撥款 42.5 萬美元，重新鋪設 359 號公路從 38A 公路至奧農達加郡 41A 公

路的路面。  

• 撥款 14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75 號公路從塞達瓦勒路 (Cedarvale 

Road) 至奧農達加郡錫拉丘茲市邊界 (Syracuse City Line) 的路面。  

• 撥款 39 萬美元，重新鋪設 173 號公路從 175 號公路至奧農達加郡錫拉丘

茲市邊界的路面。  

• 撥款 210 萬美元，重新鋪設 80 號公路從 81 號州際公路/281 號公路交叉

口（圖里鎮 (Tully)）至奧農達加郡圖里嚮 (Tully) 圖里鎮和費比烏斯嚮 

(Fabius) 費比烏斯鎮 (Fabius) 麥迪遜郡邊界 (Madison County Line) 的路

面。  

• 撥款 69.7 萬美元，重新鋪設 5 號公路從 257 號公路至奧農達加郡菲耶特

維爾嚮 (Fayetteville) 曼利厄斯鎮 (Manlius) 290 號公路以東的路面。  

• 撥款 47.6 萬美元，重新鋪設 31 號公路從卡尤加郡邊界 (Cayuga County 

Line) 至奧農達加郡約旦嚮 (Jordan) 埃爾布裡奇鎮 (Elbridge) 史提芬路 

(Stevens Road) 的路面。  

• 撥款 1,150 萬美元，重新鋪設 481 號公路從 81 號州際公路至奧農達加郡

和奧斯威戈郡富爾頓市 (Fulton) 克萊鎮 (Clay)、施洛普鎮 (Schroeppel) 和

沃爾內鎮 (Volney) 57 號公路的路面。  

• 撥款 91.8 萬美元，重新鋪設 48 號公路從奧農達加郡邊界至奧斯威戈郡富

爾頓市邊界的路面。  

• 撥款 15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1 號公路從中環廣場嚮邊界 (Central Square 

Village Line) 以南 1,500 英呎處至奧斯威戈郡赫斯廷斯鎮 (Hastings) 和墨

西哥鎮 (Mexico) 69 號公路的路面。  

• 撥款 16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04 號公路從 81 號州際公路至奧斯威戈郡教

區鎮 (Parish)、阿爾比恩鎮 (Albion) 和威廉姆斯鎮 (Williamstown) 13 號公

路的路面。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  

  
各個項目投入約 4,120 萬美元資金，翻新奧爾良郡 (Orleans)、杰納西郡 (Genesee)、懷

俄明郡 (Wyoming)、利文斯頓郡 (Livingston)、門羅郡 (Monroe)、韋恩郡 (Wayne)、安

大略郡 (Ontario)、耶茨郡 (Yates) 和塞尼卡郡 (Seneca) 下列總長 187 英哩的車道道

路：  

  



 

 

• 撥款 130 萬美元，重新鋪設 98 號公路從 20 號公路至杰納西郡亞歷山大鎮 

(Alexander) 和巴達維亞鎮 (Batavia) 巴達維亞市 (Batavia)（南邊界 (South 

Limit)）的路面。  

• 撥款 2,75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90 號州際公路從 5 號公路和 20 號公路

（10 號出口）至利文斯頓郡埃文鎮 (Avon) 和門羅郡漢麗埃塔鎮 

(Henrietta) 和拉什鎮 (Rush) 390 號州際公路（12 號出口）的路面，包括

主幹線和匝道。  

• 撥款 140 萬美元，重新鋪設 96 號州際公路從費爾普斯嚮 (Phelps)（西邊

界 (West Limit)）至安大略郡費爾普斯鎮 (Phelps) 和曼徹斯特鎮 

(Manchester) 曼徹斯特嚮 (Manchester)（東邊界 (East Limit)）的路面。  

• 撥款 12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37 號公路從傑納西郡邊界 (Genesee County 

Line) 至奧爾良郡拉蘭敦鎮 (Clarendon) 和默里鎮 (Murray) 霍利嚮 (Holley) 

的路面（南邊界 (South Limit)）。  

• 撥款 140 萬美元，重新鋪設 414 號公路從斯凱勒郡邊界 (Schuyler County 

Line) 至塞尼卡郡羅蒂嚮 (Lodi) 羅蒂鎮 (Lodi) 96A 公路的路面。  

• 撥款 120 萬美元，重新鋪設 96A 號公路從 414 號公路至塞尼卡郡羅蒂嚮

羅蒂鎮和奧維德嚮 (Ovid) 奧維德鎮 (Ovid) 96 號公路的路面。  

• 撥款 120 萬美元，重新鋪設 96A 號公路從 96 號公路至塞尼卡郡奧維德嚮

羅穆盧斯鎮 (Romulus) 肯尼迪路 (Kennedy Road) 以南的路面。  

• 撥款 190 萬美元，重新鋪設 89 號公路從 141B 號公路至塞尼卡郡科威特

鎮 (Covert)、奧維德鎮、羅穆盧斯鎮、瓦裡克鎮 (Varick) 俄恩斯伯格路 

(Ernsberger Road) 以南的路面。  

• 撥款 97.4 萬美元，重新鋪設 104A 號公路從韋恩/卡尤加郡邊界 

(Wayne/Cayuga County Line) 至韋恩郡 104 號公路的路面。  

• 撥款 120 萬美元，重新鋪設 98 號公路從 20A 公路至懷俄明郡謝爾登鎮 

(Sheldon)、本寧頓鎮 (Bennington) 和阿提卡鎮 (Attica) 354 號公路的路

面。  

• 撥款 19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4 號公路從斯凱勒郡邊界至耶茨郡城堡點路 

(Castle Point Road) 的路面。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  

  
各個項目投入約 4,250 萬美元，翻新尼亞加拉郡 (Niagara)、伊利郡 (Erie)、肖托夸郡 

(Chautauqua)、卡特羅格斯郡 (Cattaraugus) 和阿勒格尼郡 (Allegany) 下列總長 234 英

哩的車道道路：  

  

• 撥款 300 萬美元，重新鋪設 86 號州際公路從 28 號出口（古巴鎮 

(Cuba)）至阿勒格尼郡古巴鎮和弗蘭德希普鎮 (Friendship) 29 號出口（弗

蘭德希普鎮）的路面。  



 

 

• 撥款 14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1 號公路從北安德沃嚮 (North Andover 

Village) 邊界至阿勒格尼郡阿爾佛雷德鎮 (Alfred) 和安德沃鎮 (Andover) 

21/244 號公路交叉口附近的路面。  

• 撥款 10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43 號公路從阿勒格尼郡邊界 (Cattaraugus 

County Line) 至阿勒格尼郡 243 號公路/布魯克塞德車道 (Brookside Drive) 

交叉口以南 700 英哩處的路面。  

• 撥款 1,380 萬美元，重新鋪設 86 號州際公路從 17 號出口至卡特羅格斯郡

薩拉曼卡市 (Salamanca) 冷泉鎮 (Cold Spring)、紅屋鎮 (Red House) 和薩

拉曼卡鎮 (Salamanca) 20 號出口的路面。  

• 撥款 96.1 萬美元，重新鋪設 16 號州際公路從愛爾頓溪 (Elton Creek) 上方

的橋樑（位於教堂街 (Church Street)）至卡特羅格斯郡迪勒萬嚮 

(Delevan) 約克鎮 (Yorkshire) 伊利郡邊界 (Erie County Line) 的路面。  

• 撥款 18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0 號公路從賓夕法尼亞州邊界 (Pennsylvania 

State Line) 至肖托夸郡裡普利嚮 (Ripley) 裡普利鎮 (Ripley) 和韋斯特菲爾

德嚮 (Westfield) 韋斯特菲爾德鎮 (Westfield) 的路面。  

• 撥款 1,28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90 號州際公路從 190 號州際公路至伊利郡

艾摩斯特鎮 (Amherst) 和托納旺達鎮 (Tonawanda) 90 號州際公路的路

面。  

• 撥款 21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63 號公路（米勒斯波特高速公路 

(Millersport Highway)）從 270 號公路（坎貝爾大道 (Campbell 

Boulevard)）至伊利郡 78 號公路（過境公路 (Transit Road)）的路面。  

• 撥款 56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90 號州際公路北向公路從 384 號公路（水

牛大道 (Buffalo Avenue)）至尼亞加拉郡尼亞加拉鎮尼亞加拉瀑布市 

(Niagara Falls) 31 號公路（維特米路 (Witmer Road)）的路面。  

  
  
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各個項目投入約 3,030 萬美元，翻新里維斯郡 (Lewis)、傑斐遜郡 (Jefferson)、聖勞倫斯

郡 (St. Lawrence)、富蘭克林郡 (Franklin)、克林頓郡 (Clinton)、埃塞克斯郡 (Essex) 和

漢密爾頓郡 (Hamilton) 下列總長 279 英哩的車道道路：  

  

• 撥款 150 萬美元，重新鋪設 87 號公路從小農場路 (Minor Farm Road) 至

克林頓郡查茲鎮 (Chazy) 和尚普蘭鎮 (Champlain) 山脊路 (Ridge Road) 的

路面。  

• 撥款 26.5 萬美元，重新鋪設 9 號公路在克林頓郡尚普蘭嚮 (Champlain) 的

全長路面。  

• 撥款 130 萬美元，重新鋪設 74 號公路從金字塔路 (Pyramid Road) 至埃塞

克斯郡 9 號公路的路面。  



 

 

• 撥款 94.1 萬美元，重新鋪設 86 號公路從威明頓鎮 (Wilmington) 遠景車道 

(Outlook Lane) 至埃塞克斯郡傑伊鎮 (Jay) 丹妮爾路 (Danielle Road) 的路

面。  

• 撥款 130 萬美元，重新鋪設 9N 號公路從基恩鎮 (Keene) 高爾夫溪 (Gulf 

Brook) 至埃塞克斯郡傑伊鎮上傑特朗布林角路 (Upper Jay Trumbulls 

Corners Road) 的路面。  

• 撥款 110 萬美元，重新鋪設 9N 號公路從沃倫郡邊界至埃塞克斯郡提康得

羅加紀念碑 (Ticonderoga Monument) 的路面。  

• 撥款 29.1 萬美元，重新鋪設 73 號公路從艾蘭瓦什伯德路 (Alan 

Washbond Road) 至埃塞克斯郡機場路 (Airport Road) 的路面。  

• 撥款 18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0 號公路從 86 號公路（保羅·史密斯村 (Paul 

Smiths)）至富蘭克林郡 458 號公路（米查姆湖 (Meacham Lake)）的路

面。  

• 撥款 11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1 號公路從 122 號公路以東 0.7 英哩至富蘭

克林郡 23 號公路的路面。  

• 撥款 97.2 萬美元，重新鋪設 458 號公路從圣勞倫斯郡邊界 (St. Lawrence 

County Line) 至富蘭克林郡南主街 (South Main Street)（聖瑞吉斯瀑布村 

(St. Regis Falls)）的路面。  

• 撥款 54 萬美元，重新鋪設 11B 號公路從 15 號公路至富蘭克林郡 13 號公

路以東 0.3 英哩處的路面。  

• 撥款 33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8 號公路從印第安湖鎮 (Indian Lake) 磨坊路 

(Sawmill Road) 以北至漢密爾頓郡沃倫郡邊界的路面。  

• 撥款 92.5 萬美元，重新鋪設 11 號公路從洛克布魯克路 (Rockbrook Road) 

至傑斐遜郡勒瑞鎮 (LeRay) 和費城鎮 (Philadelphia) 貝利勒路 (Belile 

Road) 的路面。  

• 撥款 10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2E 號公路從榆樹街 (Elm Street) 至傑斐遜郡 

8 號公路（米倫灣路 (Millens Bay Road)）的路面。  

• 撥款 8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1 號公路從凱洛格路 (Kellogg Road) 至傑斐遜

郡艾達姆鎮 (Adams) 和沃特敦鎮 (Watertown) 232 號公路的路面。  

• 撥款 16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 號公路從 75 號公路至傑斐遜郡豪恩斯菲爾

德鎮 (Hounsfield) 和沃特敦鎮佛羅拉車道 (Floral Drive) 的路面。  

• 撥款 10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 號公路從河畔車道 (Riverside Drive)（迪菲

瑞特嚮 (Village of Deferiet)）至傑斐遜郡（迦太基嚮 (Village of 

Carthage)）阿德萊德街 (Adelaide Street) 以北 0.3 英哩處的路面。  

• 撥款 69.5 萬美元，重新鋪設 12 號公路從機械街 (Mechanic Street) 以北 

0.5 英哩至里維斯郡傑斐遜郡邊界 (Jefferson County Line) 的路面。  

• 撥款 13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 號公路從 812 號公路至里維斯郡和圣勞倫斯

郡巴克路 (Bacon Road) 的路面。  

• 撥款 14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77 號公路從 21 號公路以東 0.3 英哩處至里

維斯郡伍德拜特勒路 (Woodbattle Road) 的路面。  



 

 

• 撥款 29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10 號公路從斯泰爾斯路 (Stiles Road) 以南 

0.5 英哩至圣勞倫斯郡 345 號公路的路面。  

• 撥款 12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31 號公路從 37 號公路至圣勞倫斯郡鎮邊界

公路 (Town Line Road) 的路面。  

• 撥款 13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31 號公路從 43 號公路至圣勞倫斯郡 37 號

公路的路面。  

• 撥款 62.3 萬美元，重新鋪設 11 號公路從 11C 公路至圣勞倫斯郡富蘭克林

郡邊界 (Franklin County Line) 的路面。  

• 撥款 11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 號公路從 58 號公路以東 0.3 英哩至圣勞倫

斯郡雙湖路 (Twin Lakes Road) 以北 0.3 英哩的路面。  

  
  
哈德遜谷中部地區 (Mid-Hudson Valley)  

  
各個項目投入約 5,830 萬美元，翻新韋斯切斯特郡 (Westchester)、洛克蘭郡 

(Rockland)、帕特南郡 (Putnam)、奧蘭治郡 (Orange)、達奇斯郡 (Dutchess)、阿爾斯特

郡 (Ulster) 和沙利文郡 (Sullivan) 下列總長 167 英哩的車道道路：  

  

• 撥款 680 萬美元，重新鋪設 52 號公路從梅裡特大道 (Merritt Boulevard) 

至菲什基爾胡克路 (Fishkill Hook Road)，從舊州路 (Old State Road) 至達

奇斯郡菲什基爾鎮 (Fishkill) 和東菲什基爾鎮 (East Fishkill) 帕特南郡邊界 

(Putnam County Line) 的路面。  

• 撥款 220 萬美元，重新鋪設 44 號公路從華盛頓鎮 (Washington) 82 號公

路至達奇斯郡米爾布魯克嚮 (Millbrook) 富蘭克林大道 (Franklin Avenue) 

的路面。  

• 撥款 140 萬美元，重新鋪設 82 號公路從華盛頓鎮 44 號公路至達奇斯郡米

爾布魯克嚮富蘭克林大道的路面。  

• 撥款 1,960 萬美元，重新鋪設 84 號州際公路從格林維爾鎮 (Greenville) 6 

號公路/15 號公路交叉口至奧蘭治郡瓦瓦雅達鎮 (Wawayanda) 17M 公路交

叉口的路面。  

• 撥款 16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7K 公路從 300 號公路至奧蘭治郡紐伯格鎮 

(Newburgh) 紐伯格市邊界 (City of Newburgh Line) 的路面。  

• 撥款 690 萬美元，重新鋪設托卡尼克州立公園大道從布丁街 (Pudding 

Street) 至帕特南郡帕特南谷鎮 (Putnam Valley) 和肯特鎮 (Kent) 霍特頓山

路 (Hortontown Hill Road) 的路面。  

• 撥款 250 萬美元，重新鋪設 45 號公路從琥珀嶺路 (Amber Ridge Road) 至

老奈亞克收費高速公路 (Old Nyack Turnpike)，從帕利塞德州際公路 

(Palisades Interstate Parkway) 至 202 號公路的路面。  

• 撥款 180 萬美元，重新鋪設 42 號公路從蒙蒂塞洛嚮 (Monticello) 以北一英

哩處康科特路 (Concord Road) 至沙利文郡南法斯佈格村 (South Fallsburg) 

格瑞弗法庭 (Griff Court) 的路面。  



 

 

• 撥款 48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99 號公路從奧維勒路 (Ohioville Road) 至阿

爾斯特郡紐帕茲鎮 (New Paltz) 和勞埃德鎮 (Lloyd) 9W 公路的路面。  

• 撥款 27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20 號公路（國王街 (King Street)）從哈瑞森

嚮 (Harrison) 湖街 (Lake Street) 至威徹斯特郡北堡鎮 (North Castle) 美國

格林威治中心 (Greenwich American Centre) 的路面。  

• 撥款 100 萬美元，重新鋪設 120 號公路（購物街 (Purchase Street)）從威

徹斯特大道 (Westchester Avenue) 至威徹斯特郡哈瑞森嚮韋斯特勒格路 

(Westerleigh Road) 的路面。  

• 撥款 130 萬美元，重新鋪設 9 號公路從格林伯格鎮 (Greenburgh) 塔里敦

嚮 (Tarrytown) 119 號公路至威徹斯特郡芒特普林森鎮 (Mount Pleasant) 

沉睡穀嚮 (Sleepy Hollow) 學院大道 (College Avenue) 的路面。  

• 撥款 49 萬美元，重新鋪設 433 號公路從康涅狄格州邊界 (Connecticut 

state Line) 至威徹斯特郡北堡鎮 22 號公路的路面。  

• 撥款 52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2 號公路從 120 號公路至威徹斯特郡北堡鎮

中帕特路 (Middle Patent Road) 的路面。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  

  
各個項目投入約 3400 萬美元，翻新斯圖本郡 (Steuben)、斯凱勒郡 (Schuyler)、希芒郡 

(Chemung)、湯普金斯郡 (Tompkins)、泰奧加郡 (Tioga)、布魯姆郡 (Broome)、希南戈

郡 (Chenango) 和特拉華郡 (Delaware) 下列總長 226 英哩長的道路：  

  

• 撥款 290 萬美元，重新鋪設 81 號州際公路從五英哩點 (Five-Mile Point) 

法蘭西斯街大橋 (Francis Street bridge) 以南 2 號出口至布魯姆郡 3 號出

口（布羅德大道 (Broad Avenue)）的路面。  

• 撥款 75 萬美元，重新鋪設 414 號公路從本尼迪克特路 (Benedict Road) 

以北至希芒郡錢伯斯路 (Chambers Road) 以北 0.45 英哩處（35 號公路）

的路面。  

• 撥款 18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28 號公路從紐約/賓夕法尼亞州邊界 (New 

York/Pennsylvania state Line) 至希芒郡 14 號公路的路面。  

• 撥款 320 萬美元，重新鋪設 8 號公路從西德尼嚮邊界 (Village of Sidney 

Line) 至希南戈郡厄普頓山村 (Mount Upton) 37 號公路和 51 號公路交叉口

以南四分之一英哩處的路面。  

• 撥款 45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06 號公路從特勞克裡克村 (Trout Creek) 27 

號公路至特拉華郡沃爾頓嚮邊界 (Village of Walton Line) 的路面。  

• 撥款 75 萬美元，重新鋪設 224 號公路從蒙圖爾嚮 (Montour) 天際線車道 

(Skyline Drive) 至斯凱勒郡蒙圖爾鎮 (Montour) 凱薩琳鎮邊界 (Catherine 

Town Line) 的路面。  



 

 

• 撥款 29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48 號公路從卡尼斯蒂奧嚮 (Canisteo) 南邊界

至斯圖本郡卡尼斯蒂奧鎮、格林伍德鎮 (Greenwood) 和西尤寧鎮 (West 

Union) 98 號公路以南的路面。  

• 撥款 19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6 號公路從卡尼斯蒂奧鎮岩石瀾路 (Rock 

Run Road) 以南至斯圖本郡雅斯佩爾鎮 (Jasper) 417/36 號公路交叉口的

路面。  

• 撥款 41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6 號公路從 66 號公路至斯圖本郡霍尼斯威樂

鎮 (Hornellsville) 和丹斯威樂鎮 (Dansville) 70 號公路的路面。  

• 撥款 150 萬美元，重新鋪設 415 號公路從 15 號公路至斯圖本郡韋蘭鎮 

(Wayland) 和科哈頓鎮 (Cohocton) 科哈頓嚮西邊界的路面。  

• 撥款 18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6 號公路從 417 號公路至斯圖本郡雅斯佩爾

鎮和特魯普布格鎮 (Troupsburg) 紐約/賓夕法尼亞州邊界的路面。  

• 撥款 360 萬美元，重新鋪設 96 號公路從奧韋戈嚮邊界 (Village of Owego 

Line) 以西奧韋戈溪橋 (Owego Creek Bridge) 至泰奧加郡坎多爾嚮 

(Candor) 教堂街 (Church Street) 的路面。  

• 撥款 22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4 號公路從泰奧加郡邊界 (Tioga County 

Line) 至湯普金斯郡紐菲爾德鎮 (Newfield)、丹比鎮 (Danby) 和伊薩卡鎮 

(Ithaca) 13 號公路的路面。  

• 撥款 30.6 萬美元，重新鋪設 34 號公路從佈迪克山路 (Burdick Hill Road) 

以南至湯普金斯郡蘭辛嚮 (Lansing) 伊薩卡鎮和蘭辛鎮 13 號公路的路面。  

• 撥款 180 萬美元，重新鋪設 34B 號公路從 34 號公路以西 1 英哩至湯普金

斯郡卡尤加郡邊界的路面。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  

  
各個項目投入約 1,670 萬美元，翻新拿騷郡 (Nassau) 和薩福克郡 (Suffolk) 下列總長 59 

英哩長的車道道路：  

  

• 撥款 280 萬美元，重新鋪設梅多布魯克州立公園道路 (Meadowbrook 

State Parkway) 從南州立公園道路 (Southern State Parkway) 至拿騷郡葛

籣柯帝士大道 (Glenn Curtis Boulevard) 的路面。  

• 撥款 61.1 萬美元，重新鋪設 25 號公路從倫科夫路 (Glen Cove Road) 至

拿騷郡 25B 公路的路面。  

• 撥款 390 萬美元，重新鋪設 27 號公路從 454 號公路至薩福克郡 112 號公

路的路面。  

• 撥款 380 萬美元，重新鋪設 906C 號公路（27 號公路南向辅道 (South 

Service Road)）從布伦特伍德路 (Brentwood Road) 至薩福克郡考尼特奎

特大道 (Connetquot Avenue) 的路面。  

• 撥款 380 萬美元，重新鋪設 906D 號公路（27 號公路北向辅道 (North 

Service Road)）從考尼特奎特大道至薩福克郡布伦特伍德路的路面。  



 

 

• 撥款 180 萬美元，重新鋪設 906A 號公路（長島高速公路 (Long Island 

Expressway) 南向辅道）從巴加泰勒路 (Bagatelle Road) 至薩福克郡 231 

號公路的路面。  

  
  
紐約市  

  
各個項目撥款約 1,140 萬美元，修理紐約市下列道路匝道的 4 英哩長的混凝土路面：  

  

• 撥款 19 萬美元，全面修理東向布魯克林區皇后區高速公路 (East Bound 

Brooklyn Queens Expressway)（278 號州際公路）27 號出口匝道至金斯

郡 (Kings County) 大西洋大道 (Atlantic Avenue) 27 號出口匝道的混凝土

路面。  

• 撥款 80 萬美元，全面修理北部大道 (Northern Boulevard)/皇后郡 

(Queens County) 34 號大道的東向格蘭德中央公園大道入口匝道 (East 

Bound Grand Central Parkway Entrance Ramp)。  

• 撥款 120 萬美元，全面修理法拉盛草原公園 (Flushing Meadow Park) 入口

匝道至皇后郡白石大橋 (Whitestone Bridge)/北部大道東向路段 (Northern 

Boulevard East) 的混凝土路面。  

• 撥款 30 萬美元，全面修理皇后區西向格蘭德中央公園大道匝道 (West 

Bound Grand Central Parkway Ramp) 東向長島高速公路 (East Bound 

Long Island Expressway)（495 號州際公路）的混凝土路面。  

• 撥款 36.1 萬美元，全面修理西向格蘭德中央公園大道匝道至皇后郡東向長

島高速公路（495 號州際公路）的混凝土路面。  

• 撥款 160 萬美元，全面修理皇后郡阿斯托利亞大道 (Astoria Boulevard) 以

北西向格蘭德中央公園大道入口匝道的混凝土路面。  

• 撥款 22 萬美元，全面修理西向格蘭德中央公園大道出口匝道至皇后郡 31 

街的混凝土路面。  

• 撥款 81 萬美元，全面修理南向范維克高速公路 (South Bound Van Wyck 

Expressway)（678 號州際公路）出口匝道至皇后郡貝爾公園大道 (Belt 

Parkway) 的混凝土路面。  

• 撥款 61 萬美元，全面修理東向布魯克林區皇后區高速公路（278 號州際公

路）39 號出口匝道至皇后郡皇后大道 (Queens Boulevard) 和第 65 街 

(65th Place) 的混凝土路面。  

• 撥款 270 萬美元，全面修理傑克羅賓遜公園大道 (Jackie Robinson 

Parkway) 多個地點的混凝土路面，包括進出大都會大道 (Metropolitan 

Avenue) 的 6 號出口匝道，以及通往柏樹山街 (Cypress Hill Street) 的 3 

號出口匝道，  

• 撥款 50 萬美元，全面修理皇后郡貝爾大道 (Bell Boulevard) 上方西向格蘭

德中央公園大道橋 (West Bound Grand Central Parkway Bridge) 的混凝土

路面。  



 

 

• 撥款 210 萬美元，全面修理北向朝鮮戰爭退伍軍人大道 (North Bound 

Korean War Veterans Parkway) 從博斯庫姆大道 (Boscombe Avenue) 至

裡士滿郡 (Richmond County) 北向西岸高速公路 (North Bound West 

Shore Expressway) 出口匝道的混凝土路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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