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11 月 1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斥資  6,240 萬美元的錫拉丘茲漢考克國際機場  (SYRACUSE 

HANCOCK INTERNATIONAL AIRPORT) 完成現代化建設   

  

振興後的機場擁有更大規模的航站樓、現代化的售票和行李處理程序、  

全新外觀、下客區上方有兩座翻新過的玻璃人行橋   

  

這筆投資補充「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CNY Rising)」計畫，這項計畫是本地區的

全面戰略，用於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   

  

如需查看振興錫拉丘茲漢考克國際機場的視頻，請點擊這裡   

  

請從此處查看項目前後的照片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斥資  6,240 萬美元的項目竣工，其將錫拉丘茲漢考克

國際機場改造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先進門戶，供居民和遊覽紐約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 Region) 的旅客使用。改造後的新機場延續了紐約州在該地區基礎設施

上的投資記錄，從而由於主促進旅遊業的發展、減少失業人數、建造能經得起時

間考驗的基礎設施。  

  

「擁有一個先進的機場對地區經濟發展非常重要。新的錫拉丘茲漢考克國際機場

有助於為紐約中部地區迎來一個光明的未來，」州長葛謨表示。「這一機場建立

在我們在本地區已經星辰閣發展勢頭基礎上，其將幫助我們吸引來來自全球的遊

客和企業。」   

  

「全州各地的機場利用投資實施改造，從而支持所需的改進並拓展服務，」副州

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錫拉丘茲國際機場現代化建設項目竣工后

將有一個更大規模的航站樓和全新外觀，從而提升居民和遊客的整體旅行體驗。

這一項目構建在我們的承諾基礎上，即為社區修建基礎設施，並為全州創造經濟

發展機會和旅遊機會。」   

  

https://vimeo.com/298235604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Syracuse_International_Airport.pdf


 

 

重新設計的機場在州長首次公佈這一項目後不到兩年內竣工，其特點是擁有一座

比原建築更大、佔地  1.45 萬平方英呎的航站樓，並配備更加現代化的售票和行李

處理程序。  此外，全新外觀使自然光能夠照亮下客區，原有的位於航站樓前的預

製混凝土天蓬已被拆除。  在下客區之上的兩座翻新過的玻璃行人橋讓持有手機客

票的旅遊更快速地到達其班機，使他們不需為購票而排隊。一個屬於《品嘗紐約  

(Taste NY)》項目的即買即走售賣亭將幫助紐約的食品和飲料生產商進行推廣，  

並為旅客提供一個購買當地生產加工小吃的機會，如薯片、糖果、蘋果、冰淇淋

和飲料。  

  

機場外部採用穿孔鋼板，用於抵禦惡劣天氣、節能窗以及新的雨水收集系統。  

另安裝節能照明設備、太陽能排和在寒冷天氣中使用的綠色房頂天蓬以推行環保

實踐。司機從南側進行機場先看到的穿孔鋼板以「SYR」字樣作為裝飾，其輪廓

是州地圖。  

  

重建錫拉丘茲漢考克國際機場是葛謨州長開展  《紐約州北部機場經濟發展和復興  

(Upstate Airpor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zation)》競賽的內容。埃爾邁拉

科寧地區機場  (Elmira Corning Regional Airport)、大羅切斯特國際機場  (Greater 

Rochester International Airport)、伊薩卡托普金斯地區機場  (Ithaca Tompkins 

Regional Airport)、奧爾巴尼國際機場  (Albany International Airport) 和普拉茨堡國際

機場 (Plattsburgh International Airport) 也是這一項目的內容，該項目旨在提高安全

性和加強經濟建設、改善運營和通道、減少對環境的影響、打造更好的旅客體

驗。  

  

葛謨州長宣佈錫拉丘茲棒球隊  (Syracuse Mets) 承諾將為錫拉丘茲效忠至少  25 

年，並將創造紐約州發展紐約中部經濟的記錄，在這之後數周，機場項目竣工。

這些工作包括用於對紐約州博覽會場  (New York State Fairgrounds) 進行現代化改

造；建造世界級娛樂勝地萊克維爾階梯會場  (Lakeview Amphitheater)；復興奧農達

加湖 (Onondaga Lake)；在錫拉丘茲市中心區  (Downtown Syracuse) 的核心地帶開

展 2,000 萬美元的投資項目，用於對有名的錫拉丘茲酒店  (Hotel Syracuse) 進行修

復，該中心區現被稱為馬里奧特錫拉丘茲中心區  (Marriott Syracuse Downtown)。 

  

紐約州交通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代理廳長保爾  A. 

卡拉斯  (Paul A. Karas) 表示，「葛謨州長對紐約中部地區的承諾促進了地區經濟

的發展，並改善了居民的生活質量。這筆在錫拉丘茲漢考克國際機場的投資將為

紐約中部地區的經濟發展增添活力、為發展創造新機遇、為該地區提高在國際舞

台上的競爭力。」   

  

紐約州農業廳  (State Agriculture) 廳長理查德  A. 保爾  (Richard A. Ball) 表示，

「我很驕傲《品嘗紐約》項目能為紐約農場和食品飲料企業提供的營銷機會。  

自葛謨州長五年前創立這一項目以來，已經有更多的生產商加入到《品嘗紐約》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syracuse-mets-commit-spend-least-25-years-syracuse


 

 

項目中來，顧客能品嘗到紐約獨一無二的美味產品的地點數量也大量增加。透過

在全州每一個重建的新機場中開展《品嘗紐約》項目，我們將加大當地生產商的

曝光率，並把他們拓展到新市場中去。」   

  

參議員戴維·瓦勒斯基 (David Valesky) 表示，「漢考克國際機場的現代化建設將

提升旅客體驗，並使這裡的設施與其他先進的交通港相一致。感謝葛謨州長為本

地區空中交通所需的幫助所做的投資。」   

  

眾議員威廉  B. 馬格納銳里  (William B. Magnarelli) 表示，「復興錫拉丘茲機場是

我們地區關鍵的交通項目。這一機場是遊客對我們市和地區的第一印象。感謝葛

謨州長對紐約中部地區的持續支持和投資。」   

  

州眾議員帕梅拉·亨特 (Pamela Hunter) 表示，「錫拉丘茲漢考克國際機場的翻新

工程終於竣工，這是在錫拉丘茲市和整個紐約中部地區進行的絕佳投資。如今當

遊客來到機場，他們就能享受到配備便利設施的現代化建築。翻新工程使漢考克

得到了實用美觀的改造。隨著全球旅客的到來，這些工程必將為紐約中部地區吸

引來更多的投資項目。」   

  

州眾議員阿爾·斯提匹 (Al Stirpe) 表示，「翻新過的全新錫拉丘茲漢考克國際機場

擁有更加便捷的登機設施和更安全的設備，其將把家庭、企業和世界更好地連接

起來。這一  21 世紀的設施將鞏固經濟的發展、促進旅遊業的進步、極大的提升

了未來的旅客體驗。」   

  

奧農達加郡  (Onondaga County) 郡長喬尼·馬奧尼  (Joanie Mahoney) 表示， 

「葛謨州長是錫拉丘茲和纽约州中部地区的切實擁護者。改造過的全新錫拉丘茲

漢考克國際機場將繼續促進北部地區的經濟和旅遊業發展。我們對葛謨州長的支

持表示感謝。在他的領導下，紐約將繼續向前發展。」   

  

錫拉丘茲市市長本·瓦什  (Ben Walsh) 表示，「對錫拉丘茲機場進行現代化改造意

味著為我們市創造新崗位、促進經濟發展、鞏固錫拉丘茲在當今全球經濟市場上

的新興領袖地位。改造過的新機場將迎來全球旅客，從而為紐約的旅遊業做出貢

獻，並繼續推動錫拉丘茲向前發展。這是預示錫拉丘茲的未來會更加美好的另一

標誌。」  

  

此外，新建的地區航空歷史博物館  (Regional Aviation History Museum) 將於今天在

中轉中心開放，其由奧農達加縣歷史協會  (Onondaga Historical Association) 協助設

計，提供教育展覽、直觀的重要事件年表，以及展覽區用來展示機場過去的歷史

人物。  

  



 

 

在該項目總計  6,240 萬美元的資金中，其中 3,580 萬美元由州政府提供，1,490  

萬美元由聯邦政府提供，1,170 萬美元由錫拉丘茲區域機場管理局  (Syracuse 

Regional Airport Authority) 和奧農達加郡提供。  

  

自 1949 年開始承接商業航班以來，錫拉丘茲漢考克國際機場每天有  53 個進港航

班和 53 個離港航班。據聯邦航空管理局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FAA)  

數據，2017 年該機場共有  100 萬次登機。  

  

加快「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   

  

今天的公告補充了「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該計畫是該地區的全面發展藍

圖，用於創造強勁的經濟增長和社區發展。州政府自  2012 年起已對該地區投資

了超過 56 億美元，用於為該方案奠定基礎，從而利用全球市場機會、促進創業

並建設包容性的經濟。如今，失業率已下降至大蕭條前的最低水平；個人和企業

所得稅均已下降；企業正選擇在諸如錫拉丘茲市、奧斯威戈郡  (Oswego)、奧本鎮 

(Auburn) 這樣的地方進行發展投資。  

  

葛謨州長在  2015 年 12 月宣佈透過「紐約上州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提供 5 億美元的州政府投資，該地區目前正利用這筆投資加快實施

「紐約州中部地區崛起」計畫。州政府的  5 億美元投資將激勵私營企業投資超過  

25 億美元，該地區已提交的方案預計將創造多達  5,900 份新工作。更多資訊請見

此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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