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佈：2020 年 11 月 16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紐約州北部地區耗資 3,250 萬美元的道路重鋪面項目將竣工  

  
漢密爾頓郡從鷹灣到藍山湖 28 號公路上耗資 1,850 萬美元的路面翻新項目提高了安全

性，也促進了旅遊業的發展  

  
其他項目總計耗資 1,400 萬美元，用於重新鋪設聖勞倫斯郡、佛蘭克林郡和克林頓郡 

172 英哩的路面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 完成了價值 3,250 萬美元

的路面翻新項目。作為這些由交通廳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DOT) 主導的項目的

一部分，從鷹灣 (Eagle Bay) 到漢密爾頓郡 (Hamilton County) 藍山湖 (Blue Mountain 

Lake) 28 號州道的一段 25.4 英哩的路段重新鋪設了路面。28 號公路的這部分路段是中

央阿迪朗達克步道風景步道 (Central Adirondack Trail Scenic Byway) 的一部分，沿著富

爾頓湖鏈 (Fulton Chain of Lakes) 的路徑，連接了該地區許多最受歡迎的休閒和旅遊目的

地。  

  
此外，由於 1,400 萬美元的投資，聖勞倫斯郡、富蘭克林郡 (Franklin) 和克林頓郡 

(Clinton) 的 20 條州高速公路已經修復了 172 英哩的路面。這些項目改善了駕車條件，並

提高了紐約州北部地區旅客的安全，確保了該地區人員和商業的順暢流動。  

  
「維護強大和安全的基礎設施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關鍵，因此，紐約州努力地投資全州的交

通系統，」葛謨州長表示。「紐約州北部地區仍然是紐約州的頂級旅遊目的地之一，這

些改進的道路將使居民和遊客更容易體驗該地區的自然美景和令人興奮的娛樂機會。」  

  
28 號公路項目：  

28 號公路耗資 1,850 萬美元的項目包括新設計的排水設施，這些設施支持挖掘現有的路

邊溝渠並對其進行升級，改善駕駛員的安全，並方便雨水徑流。當地的阿迪朗達克地區 

(Adirondack) 鵝卵石也被用於排水位置，而不是典型的灰色石頭，提高道路的審美吸引

力。一些地方還安裝了新標識、導軌和改進的雪上摩托道口。  

  
葛謨州長設立的駕駛員優先計畫 (Drivers First initiative) 優先考慮駕駛員的便利，以最大

限度減少道路和橋樑建設造成的交通擁堵和交通延誤，為了配合這一倡議，工作在週末暫

停，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對公共交通造成的影響。  

  
聖勞倫斯郡、富蘭克林郡和克林頓郡的鋪路項目：  



 

 

  
聖勞倫斯郡的鋪路項目在下列各地點開展：  

• 68 號州道從坎頓嚮 (Canton) 到皮蓬特鎮 (Pierrpont) 皮蓬特村 (Pierrepont) 長 16 

英哩的車道。  

• 58 號公路從馬科姆鎮 (Macomb) 布拉齊角 (Braisie Corners) 到莫里斯敦鎮 

(Morristown) 58 號公路和 12 號公路交叉口長 25 英哩的車道。  

• 37C 號州道在馬塞納鎮 (Massena) 馬塞納嚮 (Massena) 至布拉舍鎮 (Brasher) 海

倫娜村 (Helena) 之間 16 英哩長的車道。  

• 68 號州道從伍德布裡奇角 (Woodbridge Corners) 到卡頓鎮 (Canton) 卡頓嚮 

(Canton) 之間 11 英哩長的車道。  

• 56 號州道從諾福克鎮 (Norfolk) 諾福克村 (Norfolk) 到諾福克鎮雷蒙德維爾村 

(Raymondville) 之間 8 英哩長的車道。  

• 458 號州道從尼克威樂村 (Nicholville) 至霍浦金頓鎮 (Hopkinton) 佛蘭克林郡道 

(Franklin County Line) 之間 7 英哩長的車道。  

• 56 號州道從諾福克鎮 (Norfolk) 諾伍德村 (Norwood) 和諾福克村 (Norfolk) 之間 4 

英哩長的車道。  

• 310 號州道從 310 號州道與 11 號國道交叉口至卡頓鎮 (Canton) 310 號州道與芬

尼根路 (Finnegan Road) 交叉口之間 3 英哩長的車道。  

• 11 號國道在卡頓嚮幹道 (Canton Village Line) 至卡頓鎮 11 號國道與 68 號州道交

叉口之間 2 英哩長的車道。  

  

佛蘭克林郡的路面鋪設在以下地點進行：  

• 3 號州道從埃塞克斯郡幹道 (Essex County line) 至富蘭克林鎮 (Franklin) 維蒙特維

勒村 (Vermontville) 之間 16 英哩長的車道。  

• 3 號州道從塔珀湖鎮 (Tupper Lake) 至 3 號州道與塔珀湖鎮普萊曾特街 (Pleasant 

Street) 交叉口之間 5 英哩長的車道。  

• 11 號國道從沙托蓋嚮道 (Chateaugay Village line) 至沙托蓋鎮 (Chateaugay) 克林

頓郡道 (Clinton County Line) 之間 6 英哩長的車道。  

• 30 號州道從馬龍鎮道 (Malone town line) 至馬龍鎮 (Malone) 提圖斯湖 (Lake 

Titus) 之間 6 英哩長的車道。  

• 37 號州道從馬龍嚮道 (Malone Village line) 至馬龍鎮 37 號州道與 11 號國道交叉

口之間 2 英哩長的車道。  

• 95 號州道從孟買鎮道 (Bombay Town line) 至孟買鎮 (Bombay) 孟買村 (Bombay) 

之間 8 英哩長的車道。  

  

克林頓郡 (Clinton County) 的路面鋪設在以下地點進行：  

• 9B 號州道從國王灣路 (King's Bay Road) 到尚普蘭鎮 (Champlain) 洛賽思點嚮 

(Rouses Point) 之間 7 英哩長的車道。  



 

 

• 11 號國道從克林頓鎮 (Clinton) 楚魯巴斯科村 (Churubusco) 到艾倫堡鎮 

(Ellenburg) 艾倫堡角 (Ellenburg Corners) 之間 8 英哩長的車道。  

• 22B 號州道從 22B 號州道和斯塔勒路 (Staley Road) 交叉口到斯凱勒瀑布鎮 

(Schuyler Falls) 莫里森維爾村 (Morrisonville) 尤以薩拉納克河 (Saranac River) 上

方橋樑之間 6 英哩長的車道。  

• 190 號州道從普藍克路 (Plank Road) 至艾倫堡角之間 5 英哩長的車道。  

• 3 號州道從尤以薩拉納克鎮 (Saranac) 克雷伯格村 (Clayburgh) 和摩菲特斯維勒村 

(Moffittsville) 之間 11 英哩長的車道。  

  
這項工作建立在最近完成的多個鋪路項目的基礎上，這些項目位於傑佛遜郡 (Jefferson) 

的七條州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進一步便利了通往紐約州北部地區許多休閒目的地的道

路，創造了更多的旅遊機會和增加的經濟活動。  

  
州交通廳廳長瑪麗·特雷塞·多明格斯 (Marie Therese Dominguez) 表示，「安全、可靠

和有彈性的交通網絡對我們社區的福祉和經濟健康至關重要。這些道路的改善表明了葛謨

州長的承諾，即投入必要的資金，使我們的社區保持聯繫，同時確保紐約州的道路保持安

全暢通。」  

  
漢密爾頓郡議會 (Hamilton County Board of Supervisors) 主席威廉 G. 法伯 (William 

G. Farber) 表示，「對這條 25 英哩長的中阿迪朗達克步道（紐約州 28 號公路）的改進

是葛謨州長對阿迪朗達克地區旅遊業和商業的承諾的又一證明。在過去十年裡，我與州長

及其諸多州機構合作，做了很多偉大的事情來加強我們的基礎設施，從跟蹤到技術，當然

在這個情況下，我真誠地感謝州長和交通廳！」  

  
如需了解即時交通資訊，機動車駕駛員在出行前應撥打 511NY 來核實紐約州官方交通與

旅遊資訊來源。撥打 5-1-1、訪問 511NY.org 或從 iTunes 或 Google Play 下載免費的 

511NY 移動應用程式。用戶可利用這項免費服務查看路況、瀏覽交通攝影，並連結到航

空和交通資訊。該應用程式擁有駕駛模式，能在駕駛中提供選定路途沿線的聲音提示，並

會對事故和施工發出警示。  

  
敦促機動車駕駛員在施工區減速慢行，有責任地駕車。在施工區超速行駛的罰款將為雙

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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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關注紐約州交通廳的 Twitter：@NYSDOT。在 Facebook 上搜尋我們 

facebook.com/NYS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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