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布: 2019 年 11 月 14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伍德伯里鎮  (TOWN OF WOODBURY) 為公路、運輸與經濟發展中心  

(ROAD, TRANSI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HUB) 斥資  1.5 億美元的項目

提前  5 年竣工   

  

設計-建造項目將推動旅遊業和經濟發展，同時減少伍德伯里康芒  (Woodbury 

Common) 周邊的交通擁堵並提高此處的安全性   

  

項目重新規劃了  32 號公路和  17 號公路之間的交叉路口，更換了  17 號公路上方

的  32 號公路大橋，並為通勤新增了停車位   

  

項目包括新建的停車位和通往門羅郡 -伍德伯里鎮校區  (Monroe-Woodbury School 

District) 的公路，使校車可以更安全地駛進公路   

  

新橋和  32 號公路下的地下通道共同使當地交通和遊客交通分離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今日宣佈奧蘭治郡  (Orange County) 在伍德伯里路  (Woodbury 

Road) 公路、運輸與經濟發展中心開展的  1.5 億美元設計-建造項目提前  5 年恰逢

假期購物季竣工。該中心為通往商業和購物勝地伍德伯里名品折扣店  (Woodbury 

Common Premium Outlets) 提供了升級後的通道，新的停車場和转乘停車场容量，

以及改造過的行人和交通運輸設施。該項目還為毗鄰伍德伯里名品折扣店的交叉路

口改善了安全性、流動性和改善了交通模式，同時鞏固了地方經濟發展和該地區蓬

勃發展的旅遊業。   

  

「這座世界一流的交通中心將為哈德遜谷  (Hudson Valley) 的居民提供便利，他們

長久以來受伍德伯里康芒交叉路口交通的困擾，該中心還將持續促進該地區的經濟

發展，」葛謨州長表示。「這一項目提前 5 年竣工，是紐約州引領道路建設  21 世

紀交通基礎設施的又一例證，這項工作使我們的經濟向前發展，並改善了居民和遊

客的生活質量。」   

  

「這筆為伍德伯里所做的重大投資構建了改善的交通新網絡，從而促進哈德遜谷的

旅遊業發展，」副州長凱西·霍楚爾  (Kathy Hochul) 表示。「該項目提前在預算內

竣工，其將減少該地區的交通擁堵，並趕在今年假期購物季之時提高伍德伯里名品



折扣店的公共安全。在新建通道公路、橋樑、立交橋和非現金收費站的幫助下，這

一轉型工作將推動經濟發展並吸引更多商業、就業和遊客來到哈德遜谷地區。」   

  

該創新項目為改善車流重新規劃了  17 號州公路和  32 號際公路之間的  131 號出口

交叉路口，更換了  17 號公路上方的  32 號公路橋樑並重建了通往紐約州高速公路  

(New York State Thruway) (87 號州際公路) 的匝道。  新增通勤者停車場，再加上對

現有停車場的重建工作，駕駛員現可在  200 多個新的停車位上停車。改造工作還

有太陽能供電的候車亭和照明設備，這些將緩解車流、改善通往該地區的通道、承

載更多商業活動。   

  

作為該項目的工作內容，專為地方校車交通新建門羅郡 -伍德伯里鎮高中通道  

(Monroe-Woodbury High School Access Drive)，該車道銜接高中和小學，供校車更

加安全地往返多條路線，而不必取道尼寧格路  (Nininger Road) 和 32 號公路。  

  

這一項目的另一環節是在高速公路哈里曼收費路障  (Harriman Toll Barrier) 處安裝費

現金收費站，這項工作於  2018 年 9 月完成。目前，所有要駛進伍德伯里康芒和紐

約 17 高公路的北向車流都通過非現金收費龍門架駛離高速公路和出行，這樣每年

可緩解約 2,100 萬輛車造成的擁堵。整個高速公路系統將在  2020 年年底前改為非

現金收費，高速公路系統收費段的南向車流此前仍須前往改良後的兩車道收費亭繳

費。  

  

除非現金收費站外，紐約州高速路管理局  (Thruway Authority) 該率先開展了一項在  

16 號出口（哈里曼鄉- 17 號公路）通道  (Right of Way, ROW) 處安裝 2,000 多塊太

陽能板的項目。伍德伯里太陽能設備產生的可再生能源可彌補紐約州高速路管理局

設施在哈里曼鄉  (Harriman)、伍德伯里、春谷鄉  (Spring Valley) 和奈雅克鄉  (Nyack) 

目前使用的近  90% 電力。項目的施工工作由  CIR 電力施工公司  (CIR Electrical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於本月 2019 年 11 月竣工，紐約州高速路管理局未出

資。  

  

斥資 1.5 億美元的新道路、交通與經濟發展中心的施工內容包括：   

  

分離式菱形立體交流道  (Diverging Diamond Interchange, DDI)：17 號公路與 32 號

公路（131 號出口）的交匯處改造成了分離式菱形立體交流道，該車道將為機動車

駕駛員簡化交通，並減少廊道內的交通事故。在設計建造採購過程中，向業界征詢

新穎的提案。該過程把分離式菱形立體交流道模式選擇為最佳替代方案，因為這是

最具創新力的提案。利用分離式菱形立體交流道，車流將可自由地左轉和右轉，而

沒有對向交通，這極大地提高了廊道處理交通的效率。該分離式菱形立體交流道還

方便車流進出紐約州高速公路和  17 號公路。分離式菱形立體交流道利用「交叉十

字路口」使車輛在左轉時避免穿越車道，該路口將把交通流從道路右側移動至左

側，然後折返。   



  

分離式菱形立體交流道現有的交通訊號裝置控制過境交通，並將提供更長的綠燈通

行時間。還採用了新型自適應交通訊號控制技術，用於監測交通流，並在高峰交通

時段和非高峰交通時段更改交通燈的順序。   

  

在 17 號公路上方新建  32 號公路橋：在  17 號公路上方的  32 號公路上新建雙子

橋，雙子橋將按照相同的高度建造，以最大程度減少對出行公眾造成的影響。作為

這個項目的工作內容，17 號公路將降低大約四英呎的高度，用於滿足新橋的州際

公路間隙標準。新高度為  16.5 英呎。該項目還計劃在  17 號公路廊道沿線的每個

方向建造第三條車道，以適應今後增加的交通流。   

  

擴建尼寧格路：尼寧格路提供重要的通道，供車流從  32 號公路前往柯亞斯玥爾鄉  

(Kiryas Joel) 和門羅鄉  (Village of Monroe) 社區。該項目分隔地方車流與遊客交通，

建造一座新橋用來囊括  32 號公路下方的地下通道，並在通道兩端建造環島，避免

在 32 號公路修建有訊號裝置的交叉路口，並最大程度減少對當地街區和店鋪造成

的影響。伍德伯里名品折扣店區域的全方位服務通道予以保留，新增新停車場用於

進出當地體育場地。   

  

單車和行人安全廊道：該項目提供了  4,000 英呎的新混凝土人行道。人行道沿  32 

號公路西側建造，起點在中央谷小學  (Central Valley Elementary School) 北側約 ½ 

英哩處邦德街  (Bond Street) 附近，延伸至項目在  6 號公路天橋南側大約  800 英呎

處的 32 號公路上的南側界限。此外，32 號公路和尼寧格路沿線也建造了人行

道，用於把學校新建的體育場停車場銜接至中央谷小學。中央谷小學至  32 號公路

之間新增人行道，為通往伍德伯里名品折扣店商場人行道網提供了連接。   

  

伍德伯里名品折扣店通道：該項目建造了往返伍德伯里名品折扣店的新南側入口 /

出口。該入口 /出口將改善通往停車場的大廈「環路」的交通。地方交通流能夠通

過 32 號公路下方的新地下通道進出該新入口 /出口。此外，32 號公路和  17 號公

路的遊客交通流能夠通過新建的環島前往該新入口。   

  

門羅郡-伍德伯里鎮校區道路：建造了新門羅郡 -伍德伯里鎮高中延伸車道  (Monroe-

Woodbury High School Drive Extension)，專供校車交通使用，從而銜接高中和小

學。改造過的停車區使校車往返多條路線，而不必取道尼寧格路和  32 號公路。這

將提高安全性、縮短行程時間，並提供通往校區的額外應急通道。這條連接路還最

大程度地減少了  32 號公路廊道通往小學的南側入口對交通訊號裝置的需求，這將

提高這條廊道的流動性。   

  

32 號公路停車場、转乘停車场和巴士候車亭：新建成的停車場、转乘停車场擁有  

200 個車位，其配備的停車管理系統能夠監測和顯示空餘停車位數量。其還包括四

個電動車充電車位、使用太陽能和高校照明設備的環保巴士候車亭。   



  

馬赫小巷停車場和转乘停車场  (Maher Lane Park and Ride)：葛謨州長於 2019 年 7 

月宣佈該項目將包括對馬赫小巷和  17 號州公路之間的現有停車場和转乘停車场進

行徹底重建和擴建。重新設計的停車場重新鋪設了路面，為方便通勤者停車建造了

更大更易導航的場地。停車場和转乘停車场的容量從  208 個停車位擴大到  221 個

停車位。重新設計的停車場還包括兩個為電動車準備的充電站，每個充電站都能容

納兩輛車，以及一個太陽能供電的新候車亭。該停車場的出入口重新配置了以改善

交通流量，並緩解區內道路的擁堵。興建了新行人道以加強行人進出車輛時的安

全。還將增加佈設景觀。   

  

新的 385 平方英呎的帶有太陽能頂棚的候車亭將能容納多達  75 人。新的候車亭將

取代兩個較小的候車亭，這兩個候車亭的總容量只有  15 人。  

  

太陽能發電裝置：該項目在哈里曼鄉出口處安裝太陽能光伏發電裝置或太陽能電

場，用於抵消哈里曼鄉、伍德伯里鎮、春谷鄉、奈雅克鄉高速公路維護與收費設施

使用的電力。   

  

改造 32 號公路和 17 號公路廊道：每天，32 號公路服務於大約  2 萬輛車，17 號

公路服務於大約  5.1 萬輛車。該項目降低了  17 號公路的高度，使之滿足州際公路

的垂直間隙標準，並為  17 號公路上方新建的  32 號公路橋提供充足的間隙。此

外，17 號公路橋上方的  6 號公路也實施了改造，使用新軸承和新橋面板，並提供

充足的頂部間隙。公用設施遷移至地下，並建造了新的雨水排放系統。   

  

紐約州交通廳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廳長瑪麗·特雷塞·多明格斯  (Marie 

Therese Dominguez) 表示，「這一項目建造了世界一流的出行中心，其將在未來

使紐約民眾和遊覽帝國州  (Empire State) 的遊客獲益。其將緩解車流、擴大哈德遜

谷地區的發展潛能，並改造該地區的交通網，使其進一步符合  21 世紀經濟需

求。」  

  

紐約州高速路管理局執行局長馬修  J. 德里斯科爾  (Matthew J. Driscoll) 表示，

「每天數千名駕駛員都從這一改造後的廊道中獲益，他們遇到的擁堵情況減少，並

在非現金收費站投入使用後享受著更安全的出行體驗。在葛謨州長的領導下，本州

做出的歷史性投資將促進基礎設施發展、現代化改造交通網，同時還將提高環境管

理工作。」   

  

議員肖恩·帕特里克·馬隆尼  (Sean Patrick Maloney) 表示，「從一開始，解決伍德

伯里康芒的交通擁堵問題就是我在交通方面的工作重心。我很驕傲我幫助預留的這

筆聯邦資金推動了這一項目的發展進程。感謝葛謨州長，以及哈德遜谷在地方、州

和聯邦層級的領導人團結一心，為在奧蘭治郡居住和工作的人完成了這項工作。」   

  



州參議員珍·枚茲格表示，「伍德伯里是旅遊勝地和哈德遜谷的購物勝地，這裡為

奧蘭治郡和整個地區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我很欣慰能看到州長規劃的道路、交通

與經濟發展中心能夠竣工的如此之快。很激動能看到配有太陽能發電候車亭的停車

場和转乘停車场更加可靠、環保和便於通勤者使用。我期待能在新建的電動車充電

站為我的全電力驅動車充電。」   

  

參議員詹姆斯·斯庫費斯  (James Skoufis) 表示，「重建基礎設施將繼續成為我的工

作重中之重。多年來我一直在推動  131 號出口交叉路口的撥款和啟動工作，所以

看到這項工作終於在州長和紐約州交通廳的重要支持下取得進展，我對此表示感

激。雖然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完成，如在伍德伯里康芒修建火車站，但隨著這一項

目基本完工，緩解交通已經成為現實。」   

  

眾議員艾琳·岡特爾  (Aileen Gunther) 表示，「我很高興這一項目在恰逢假期之時

完工並開放。遊客將能夠更便捷地驅車來到我們風景美麗的地區享受這裡的一切，

因此奧蘭治郡和沙利文郡  (Sullivan) 將大獲裨益。斥資  1.5 億美元的項目將確保

來自第 100 區的遊客在這個交叉路口獲得安全、暢通和高效的體驗。」   

  

眾議員科林  J. 施密特 (Colin J. Schmitt) 表示，「伍德伯里鎮斥資  1.5 億美元的道

路、交通與經濟發展中心項目提前竣工，對我們地區的通勤者來說是好消息。我們

社區的這筆重大投資不僅將改善了安全性、流動性和改善了交通模式，還將促進當

地經濟發展、推動奧蘭治郡和整個哈德遜谷地區的旅遊業。我期待我們地區能獲得

更多重要的基礎設施投資和改造項目，以此來推動商業活力和發展。」   

  

奧蘭治郡郡長斯蒂文  M. 內豪斯  (Steven M. Neuhaus) 表示，「我稱讚葛謨州長完

成了伍德伯里交通中心  (Woodbury Transit Hub) 的工作，我也很高興能參加慶祝儀

式。感謝州長和州政府官員解決了這一重要的地區基礎設施問題。伍德伯里交通中

心竣工使我們能夠繼續為這一重要的經濟廊道發展進行宣傳，從而為明年備受矚目

的樂高樂園  (LEGOLAND) 開放做好準備。」   

  

設計建造合同要求由一個單一團隊負責整個項目的設計與建造，以保證無縫協調，

保證在儘可能短的时间内竣工。設計 -建造還為州政府提供成本確定性，並由承包

商承擔項目延誤和成本超支的風險。   

  

特此提醒汽機車駕駛人，在施工區超速行駛將被罰雙倍罰鍰。按照《2005 年施工

區安全法 (Work Zone Safety Act)》，在施工區超速兩次或兩次以上的超速違法行為

定罪，可能會導致駕照吊銷。   

  

如需獲取最新出行資訊，請撥打  511、從此處瀏覽 511 網站，或瀏覽移動網站  

m.511ny.org。  

  



請關注紐約州交通廳的  Twitter：@NYSDOT.請到臉書 (Facebook) 上關注：

facebook.com/NYS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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