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11 月 2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斥資  4,290 萬美元的普拉茨堡國際機場  (PLATTSBURGH 

INTERNATIONAL AIRPORT) 完成現代化建設   

  

整修後的機場將提供新的海關設施和空運貨物收發中心  (Air Cargo Receiving and 

Distribution Center)，舒緩交通並促進業務成長   

  

與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護局  (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 簽訂的協議備忘

錄將可確立機場的聯邦檢查站服務  (Federal Inspection Services)  

  

新機場的照片請見此處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斥資  4,290 萬美元的普拉茨堡國際機場現代化建設項

目竣工。升級過的設施將改善旅客的體驗，並更妥善的支持當地和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日漸成長的交通器材與航太產業。改造後的新機場持續了州政府在紐約州

北部地區 (Upstate New York) 基礎設施上的投資記錄，藉此幫助促進旅遊業的發

展、減少失業人數、建造出  21 世紀的基礎設施。  

  

「普拉茨堡國際機場是北部地區的關鍵閘道之一，而且它對創造當前乃至於未來的

就業和經濟機會而言至關重要，」州長葛謨表示。「交通基礎設施是強力經濟成

長的基礎，而這座經過整修的現代化機場將可讓本地區達到  21 世紀的需求，改善

交通並促進更多投資。」   

  

「我們要為紐約州北部各地的機場進行現代化工程，改善交通體驗並促進經濟成

長，」副州長凱西 ‧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普拉茨堡國際機場的翻新將可

增加容量、提升安全並為旅客新增用餐的選擇。普拉茨堡機場這次耗資近  4,500  

萬美元的轉型工程將確保它持續擔任北部地區的經濟驅動引擎，吸引商業機會並推

動地區的旅遊業。」   

  

本專案將使用率偏低的原軍事設施轉型成為先進的交通運輸以及經濟發展集散

地。  這些改善措施將增加容量、提升安全並新增零售及特許經營的商業選項，  

https://www.governor.ny.gov/sites/governor.ny.gov/files/atoms/files/Plattsburgh_International_Airport_2018.pdf


 

 

包括一處名為「會合點  (The Rendezvous)」的世界級餐飲設施，從而提升旅客在機

場的體驗。  此外，並設有一個《品嘗紐約  (Taste NY)》的外帶售賣亭來推廣紐約

的食品和飲料生產商，提供旅客購買當地生產植栽的點心，如薯片、糖果、蘋果和

飲料等。 

  

新的旅客空橋已於春季裝設，使總空橋數達到三條，並讓國際線旅客下機後可直接

前往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護局，而不必走過機場的停機坪。主航廈的停車場也已經過

修繕，鋪平地面、裝設重新設計的通往機場道路、升級售票設備並改善排水系

統。  並新增一處行動電話停車場和四個電動車充電站。  

  

此外，灰狗巴士  (Greyhound) 和諸客運公司已同意啟動在機場的新聯運設施啟動服

務，為進出機場的旅客提供無縫接軌的交通選擇。建立更有效率的交通連結，將可

為機場和北部地區增加旅客流量並推動經濟機會。  

  

普拉茨堡國際機場最近已和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簽署一份協議備忘錄，作為確立

機場的聯邦檢查站的第一步。新的海關設施將讓機場完整實現其地區性和國際性的

經濟潛力，為阿迪朗克郡北部地區  (Adirondack North Country) 轉型成為商業與一般

航空流量，以及國際空運作業的國際門戶之目標鋪下康莊大道。  

  

其它改善工程包括：  

  

•  新的一般航空海關設施將擴大國際間聯繫，並使外國飛機得以將北部地區機

場作為營運基地使用。此設施將可迎接國際商務機、包機和貨機直接抵達、

提升安全性且讓旅客流量更為便利輕鬆。   

•  新建的航空貨運收發中心將讓製造商得以運輸自己的物料、創造就業機會，

並為本地區吸引新公司。  

•  新的多模式聯運航站可提供計程車與旅客巴士服務，增進旅客和機場員工的

進出選擇。  

•  60,000 平方英呎的工業設施將於  2019 年初完成裝潢，並由廠商蒸氣石鐵路

系統公司 (Vapor Stone Rail Systems) 進駐。  

•  機場內共有七座商業和工業設施，包括兩座飛行器機庫和一座翻新的租車業

者車輛維護設施，以供租車公司加強快速清潔和維護其車輛的能力，為機場

的顧客提供更好的服務。   

•  已清理出一處供未來興建飯店使用的場地，並已設置其所屬的停車場。  

  

這項耗資 4,290 萬美元的機場翻新工程是由州政府透過第二輪的紐約州北部地區機

場經濟建設與復興競賽  (Upstate Airpor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vitalization 

Competition) 提供  3,810 萬美元資金。普拉茨堡開發公司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of Plattsburgh) 為本專案提供了其他的  310 萬美元，而克林頓郡  (Clinton County)  

則提供了 170 萬美元。 



 

 

  

為在當代全球經濟中保持競爭力，紐約州必須重新構想並改造本州的交通門戶，  

鑒於普拉茨堡國際機場的結構功能和地理位置，在修繕後有潛力成為紐約州北部地

區的主要經濟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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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謨州長正在投資紐約州各地的交通設施，以求

提升機動能力來支持企業和促進經濟發展。  有了這些重大的改善，普拉茨堡國際

機場又能以嶄新的面貌準備蒸蒸日上。」   

  

紐約州農業廳  (State Agriculture) 廳長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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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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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議員貝蒂·利特爾  (Betty Little) 表示，「普拉茨堡機場的轉型工程是本地區的重

大基礎設施專案。許多訪客到本市和本地區旅遊時，我們的機場將是他們的第一印

象，而向我們如此仰賴旅遊業的地區，第一印象著實非常重要。  對設施進行的現

代化工程將大幅提升所有旅客的體驗，並有助於地方經濟持續成長。與葛謨州長和

瓊斯  (Jones) 眾議員共同合作非常順利，我很高興能看到州政府持續投資，為北部

地區造福。」   

  

州眾議員比利·瓊斯  (Billy Jones) 表示，「現代化的交通網路是地區經濟要成功的

關鍵因素之一，而普拉茨堡國際機場的轉型，不僅將支援北部地區的經濟成長， 

也將提升所有旅客的體驗。對機場基礎設施實施現代化工程，代表我們正走在經濟

成長的上升軌道上。」   

  

克林頓郡長麥可  E. 澤爾羅  (Michael E. Zurlo) 表示，「甫翻新的普拉茨堡國際機場

將有助於北部地區與世界連結得更好。  現在新完工的一般航空海關設施將可讓任

何私人國際線飛機利用我們的機場，如此必定可增加區域的經濟活動。  除此之

外，航站建築物的新空橋也將提升商務國際線旅客的旅客體驗。  這些升級，再加

上本計劃資助的許多其他改良措施，大幅地改善了我們的工業與商業機場作

業。  我很感激葛謨州長致力於將我們的新現代化機場願景付諸實現。」   

  

克林頓郡議會  (Clinton County Legislature) 主席哈里·麥克馬納斯  (Harry 

McManus) 表示，「葛謨州長持續對紐約州基礎設施進行重大投資，今天完工的普

拉茨堡國際機場翻新與改良工程正是其中之一。我們的機場所進行的轉型與延伸改

良將可發展我們的旅遊業，創造就業機會並為我們的社區注入生命力，促進整個地



 

 

區的經濟發展。我要感謝葛謨州長致力於翻新北部地區和全州各地的基礎設施和機

場。今天，我們已經站在更好的位置來和全球競爭，並將持續本地區在過去幾年來

所展現的經濟進步。」   

  

普拉茨堡市  (City of Plattsburgh) 市長克林  L. 瑞德  (Colin L. Read) 表示，「翻新

普拉茨堡國際機場，將可擴大整個北部地區的經濟與旅遊業機會，有助於地方和州

的經濟發展。藉由這些現代化工程，我們不僅大幅提升了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和助長

經濟成長的成果，我們也將吸引來自全世界各地的訪客來體驗本地區之美，並提振

我們的觀光產業。我要感謝葛謨州長在普拉茨堡市進行這筆重大的投資。」   

  

普拉茨堡鎮鎮長麥可  S. 卡許曼  (Michael S. Cashman) 表示，「普拉茨堡國際機場

的工程絕非僅僅是一項交通運輸專案。本鎮和整個北部地區已經感受到龐大的正面

影響。這些現代化工程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並對我們的各地社區帶來長期和短期

的效益。我們非常感謝葛謨州長所進行的歷史規模投資，以及他持續幫助我們提升

普拉茨堡並發展北部地區的經濟。」   

  

紐約州北部地區商會  (North Country Chamber of Commerce) 主席兼執行長暨紐約

州北部地區區域發展委員會  (North Country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Council, NCREDC) 副主席蓋瑞·道格拉斯  (Garry Douglas) 表示，「北部地區商會

常說，只要活動熱絡的地方，就會欣欣向榮，而這正是持續發展以及充分發揮普拉

茨堡國際機場潛力作為地區優先議題的原因。感謝葛謨州長的支持與信心，我們現

在已經準備就緒，機場即將邁入新階段的經濟發展。有美國西屋制動公司  

(WABTEC) 的承諾以及其他醞釀中的計畫，海關也即將進駐，而完成的航站改良措

施也助我們確保了聯合快捷航空  (United Express) 的服務。我們感謝州長的持續合

作，多虧這筆非比尋常的投資，讓我們迎來許多新的發展。」   

  

灰狗巴士發言人克莉絲托 ‧布克  (Crystal Booker) 表示，「灰狗客運公司  

(Greyhound Lines, Inc.) 很高興能宣佈在普拉茨堡國際機場與紐約多家客運合作的新

站點。我們每天共同提供兩條北向與兩條南向行程，這次的合作將可在  2018 年終

為普拉茨堡的居民和遊客提供更多運輸服務。」   

  

重建普拉茨堡國際機場是葛謨州長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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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錫拉丘茲市漢考克國際機場  

(Syracuse Hancock International Airport) 也是該專案的內容，旨在提高安全性和經濟

發展、改善作業和進出通道、減少對環境的影響、並打造更好的旅客體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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