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7 年 11 月 9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第 390 號州際公路出入專案現已竣工   

  

第  15A 號公路大橋修復工程標誌著這一耗資  7,000 萬美元投資專案的完工，  

改善了這條州際公路出入周邊企業和大學的路況   

  

本輪投資完善了「五指湖加速發展  (Finger Lakes Forward)」  

計畫——本地區的全面戰略，用於振興社區和發展經濟   

  

  

安德鲁 M. 葛謨州長於今日宣佈斥資  7,000 萬美元改善第  390 號州際公路第  16  

號交叉路口的工程現已竣工。這筆投資支持了五大工程，旨在對位於門羅郡  

(Monroe County) 布萊頓鎮  (Town of Brighton) 第 15 號公路和第 15A 號公路之間的

第 390 號州際公路  (Interstate 390，I-390) 的交叉路口進行現代化改造，改善該州

際公路與周邊車流量較大的公路之間的連接狀況，包擴：肯德裡克路  (Kendrick)、

東河路 (East River)、西亨裡埃塔路  (West Henrietta) 和東亨裡埃塔路  (East 

Henrietta)。 

  

「為了確保所有行車人員的安全出行，紐約繼續投資於本州各地的基礎設施改進工

程，對公路和橋樑進行空前改造，」州長葛謨表示。「透過改善羅切斯特市的高

速公路係統，紐約正在改善居民與企業之間的聯繫，為出行人員提供通勤便利，  

使得任何人都能更加安全和便利地抵達目的地。」   

  

該工程補充了「五指湖加速發展」計畫，即本地區全面的發展藍圖，旨在透過改造

第 390 號州際公路  (I-390) 係統來促進經濟增長和社區發展，改善安全性、支持流

動性和推動商業發展。該改造工程改善了通往羅切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Rochester)、伊斯曼商業園  (Eastman Business Park) 和羅切斯特科技園  (Rochester 

Technology Park) 的道路狀況。該地區擁有  60 多家企業，並預計在接下來  10 年間

還將繼續擴張，增加  10 間企業租戶，每年創造高達  200 個工作機會。  

  

本工程最終階段包擴從  I-390 北向車道延伸出三條下行匝道，修建一座公路橋，  

全面更新另一座公路橋，整修第三座公路橋，從極大程度上改善整體路況。  



  

第 15A 號公路橋橫跨伊利運河  (Erie Canal)，包擴在位於橋樑每個角落的高壓電纜

塔上安裝配有球形裝飾的垂直元件。橋樑高壓電纜塔上蝕刻有圓形圖案，配有交通

方式的圖像，展示了行車、行船、騎行和步行等出行方式。這些圖案旨在推廣本州

出行走廊可用的多種交通方式，促進「步行、駕車、行船或騎行」多模式出行方

式，與此前專案中在肯德裡克路的交叉路口處安裝的具有重要意義的解釋面板保持

一致。欄杆背面的裝飾性元素將路橋和運河聯繫起來，並仿造了肯德裡克路高架橋

上的圖案設計。  

  

為了改善通勤，並啟動最終階段的施工作業，在位於第  15 號公路和第  15A 號公

路之間的高速公路上新建的直接連接路段已於去年秋季開放使用。這些改造作業提

高了出行效率和公路安全，為行駛在第  15A 號路段上的  28,000 名行車人員抵達出

行目的地減少了擁堵現象，這些目的地包擴：門羅郡社區學院  (Monroe Community 

College)、門羅郡社區醫院  (Monroe Community Hospital) 和城市門戶  (City Gate)  

開發專案。此前位於  I-390/第 15A 號公路第  16 號交叉路口的出入匝道配置使用了

服務路段，並將通往第  15A 號公路和第  15 號公路的匝道合併了起來。  

  

第 390 號州際公路出入系列專案在多個交叉路口處緩解了行車擁堵現象，包擴在

東河路和肯德裡克路新建現代的圓形環島。這項工程還改善了本地區的路面鋪設狀

況，整修了五座公路橋，升級了其他基礎設施，如：標識、導軌和路面標記。  

此外，一部分高速公路照明係統也得到了更新，添加了十幾座新設的  LED 高架路

燈。 

  

紐約州交通廳  (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NYS DOT) 首席幕僚

長凱西 ·卡爾霍恩  (Cathy Calhoun) 表示，「這些專案再次展現了葛謨州長所做的

承諾，即構建優良的交通係統，支持本地經濟發展計畫。此舉還將為未來在五指湖

地區做生意的民眾提供一套更加安全、更加高效的公路係統。」   

  

參議員約瑟夫  E. 魯貝克  (Joseph E. Robach) 表示，「第 390 號州際公路對門羅

郡的眾多居民來說是一條重要的通勤路線，這條公路通往我們地區多家大公司、  

大學、學院、醫療護理機構以及零售走廊。這筆投資將提高門羅郡居民和遊客的行

車安全度，並升級我們地區的交通基礎設施。」   

  

參議員帕特里克  M. 加利文  (Patrick M. Gallivan) 表示，「這一斥資數百萬美元的

現代化改造專案的竣工將為本地區的居民和企業改善交通狀況。本州持續對基礎設

施進行投資，幫助支持了本地經濟發展，還為整個社區改善了出行安全。」   

  

州眾議院多數黨領導人約瑟夫  D. 莫雷勒  (Joseph D. Morelle) 表示，「第 390 號州

際公路交叉路口出入專案的竣工是本社區取得的里程碑式的成就，並展示了我們持

續承諾滿足本地區的基礎設施需求。透過對我們的基礎設施持續進行重要投資，  



我們正在為主要開發專案奠定堅實的基礎，這些專案則將創造就業，提升本地經濟

的發展。我要衷心感謝葛謨州長和所有本地合作夥伴所做出的持續承諾，確保五指

湖地區的經濟取得成就。」   

  

州眾議員哈里  B. 布朗森  (Harry B. Bronson) 表示，「本工程可謂是一項亟需擴展

和改造，意識到了羅切斯特大學及其周邊地區的交通需求。本專案將舒緩高峰時期

的交通擁堵，為行駛在這一地區的許多民眾提高安全性。我要衷心感謝參與本工程

並促其竣工的每一位人員，這一專案將在未來許多年間為本地區帶來福祉。」   

  

眾議員戴維 ·甘特  (David Gantt) 表示，「第 390 號州際公路交叉路口出入專案的

竣工對於本社區的所有居民、遊客和學生來說都是個絕佳的好消息。州長對基礎設

施投資的關注將繼續為羅切斯特市和整個門羅郡帶來福祉。」   

  

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市長洛夫利  A. 沃倫 (Lovely A. Warren) 表示，「我要祝

賀葛謨州長和紐約州交通廳成功完成第  390 號州際公路第  16 號交叉路口出入專

案。除了為在本地區出行的行車人員改善體驗以外，本專案還在羅切斯特市最為重

要的商業區和就業中心地帶之一推動了亟需增長、擴大了發展機遇，這包擴：羅切

斯特大學醫療中心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Medical Center) 及該大學的河畔校園  

(River Campus)、大學城  (College Town) 和城市門戶  (CityGate) 開發專案。我要衷

心感謝葛謨州長及其團隊為羅切斯特市提供的投資。這將提高我們的能力，為市民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構建更加安全、更富活力的街區，並提供更加優質的教育機

會。」  

  

羅切斯特大學校長喬伊 ·賽裡曼  (Joel Seligman) 表示，「我要特別感謝葛謨州長領

導修建這一重要的基礎設施工程。 I-390/肯德裡克路交叉路口專案顯著改造了這一

交通網絡，使得出行更加高效、實現了實質性增長、提高了安全性、改善了周邊社

區的生活品質。羅切斯特大學河畔校園和醫療中心的訪客如今能夠更加便利地獲得

服務和加入計畫。」   

  

門羅郡社區學院  (Monroe Community College，MCC) 院長安妮 ·克萊斯  (Anne 

Kress) 表示，「新建的第 390 號州際公路的交叉路口為門羅郡社區學院的教職員

工、學生和訪客帶來了通往布萊頓校園  (Brighton Campus) 和應用技術中心  (Applied 

Technologies Center) 的更加快捷和安全的方式。我要代表門羅郡社區學院，衷心

感謝葛謨州長和本州進行的重要基礎設施投資，此舉將在接下來幾十年間維本地區

帶來福祉。」   

  

「五指湖加速發展  (Finger Lakes Forward)」的促進   

今天的公告補充了「五指湖加速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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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給該計畫奠定基礎，州政府自  2012  

年以來已經在該地區投資超過  52 億美元——投資於包括光電子業、農業和食品生



產、以及高級製造業在內的關鍵產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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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正選擇在諸如羅切斯特市  (Rochester)、 

巴達維亞鎮  (Batavia)、 卡南代瓜市 (Canandaigua) 這樣的地方進行發展投資。  

  

如今，本地區正在透過葛謨州長於  2015 年 12 月宣佈啟動的「上州振興計畫  

(Upstate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所提供的  5 億美元州政府投資來推進「五指湖加

速發展」戰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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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0 個新就業機會。更多資訊請見此處。  

  

請關注紐約州交通廳的  Twitter 頁面：  @NYSDOT。請到 Facebook 上關注：  

facebook.com/NYS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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