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即發表：  2018 年 1 月 8 日  州長安德魯  M. 葛謨  

 
  

 

葛謨州長宣佈撥款  2,050 萬美元為紐約州各地機場完善基礎設施   

  

這筆資金支持機場安全性，並強化區域經濟競爭力   

  

包括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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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撥款  1,000  

萬美元用於支持小規模機場   

  

  

安德魯 M. 葛謨州長今日宣佈撥款  2,050 萬美元支持航空業資本撥款計畫  (Aviation 

Capital Grant Program) 下屬的 29 個機場項目。  這項由紐約州資助的計畫支持對紐

約州公用機場提供戰略投資，以保障安全性、更新航空業相關設施、吸引私人投

資、維持高薪航空業工作並創造新工作。  

 

「紐約州的機場是帝國州  (Empire State) 的門面，為了鞏固各項工作用於吸引新企

業和新遊客，我們將投資於這些地區門戶用於為每個人提供最好並且最安全的出行

機會，」州長葛謨表示。「對機場實施現代化建設並將其改造成現代化交通樞紐

將保障紐約州在當代全球經濟中的競爭力，並在今後為居民和遊客提供更完善高效

的出行方式。」   

 

2017 年  3 月，葛謨州長宣佈透過斥資 211 億美元的五年期紐約州交通計畫  (State 

Transportation Plan) 提供資金。這項計畫涵蓋的項目包括完善安保關卡；採購地面

服務與維護設備；航站樓實施現代化建設與擴建；建造飛機機庫設施。  

 

各地區的下列公用機場獲得了撥款：  

 

首府地區  (Capital Region)：260 萬美元   

•  撥款  249,723 美元給哥倫比亞郡機場  (Columbia County Airport)，用於拆除農

舍建築/障礙物。 

https://www.governor.ny.gov/news/governor-cuomo-announces-availability-20-million-airport-infrastructure-improvements-across-new#_blank


 

 

•  撥款  1,485,000 美元給斯克內克塔迪郡機場  (Schenectady County Airport)  

用於建造商務航空綜合樓  (Business Aviation Complex)。 

•  撥款  864,000 美元給南奧爾巴尼機場  (South Albany Airport)，用於建造機庫並

改善安保措施。  

 

紐約州中部地區  (Central New York)：110 萬美元   

•  撥款  1,080,000 美元給奧斯威戈郡機場  (Oswego County Airport)，用於建造航

站樓。 

 

五指湖地區  (Finger Lakes)：500 萬美元   

•  撥款  1,485,000 美元給卡南代瓜機場  (Canandaigua Airport)，用於建造通用航

空航站樓。  

•  撥款  662,474 美元給五指湖地區機場  (Finger Lakes Regional)，用於建造新的  

A 型噴氣機燃料庫。  

•  撥款  356,250 美元給杰納西郡機場  (Genesee County Airport)，用於採購地面

服務設備。  

•  撥款  972,325 美元給勒德基達勒機場  (Ledgedale Airport)，用於改善機場照明

及跑道標誌。  

•  撥款  421,200 美元給耶茨郡彭延鄉機場  (Penn Yan-Yates County Airport)， 

用於擴建機場衛生下水道。  

•  撥款  1,068,400 美元給威廉姆遜-索達斯機場  (Williamson-Sodus Airport)，  

用於建造 18 座  T 形機庫。 

 

長島地區  (Long Island)：200 萬美元   

•  撥款  995,000 美元給弗朗西斯  S. 加布雷斯基機場  (Francis S. Gabreski 

Airport)，用於建造新的飛航管制塔台。  

•  撥款  960,000 美元給長島麥可阿瑟機場  (Long Island MacArthur Airport)，用於

採購  800 千瓦的柴油發電機。  

•  撥款  54,722 美元給波魯克哈文-卡拉波機場  (Brookhaven-Calabro Airport)， 

用於採購裂縫修補機。  

 

哈得遜谷中部地區  (Mid-Hudson Valley)：190 萬美元   

•  撥款  1,307,646 美元給奧蘭治郡機場  (Orange County Airport)，用於建造新公

司大型機庫。  

•  撥款  485,100 美元給薩利文郡國際機場  (Sullivan County International 

Airport)，用於取代燃料庫。  



 

 

•  撥款  70,470 美元給哈德遜谷區域機場  (Hudson Valley Regional Airport)，用於

採購維修車。  

 

麥可山谷  (Mohawk Valley)：150 萬美元   

•  撥款  27,000 美元給富爾頓郡機場  (Fulton County Airport)，用於實施機場標誌

替換項目。  

•  撥款  1,500,000 美元給格里菲斯國際機場  (Griffiss International Airport)，用於

改造社區學院航空系的機庫。  

 

紐約州北部地區  (North Country)：300 萬美元   

•  撥款  270,000 美元給阿迪朗達克地區機場  (Adirondack Regional Airport)， 

用於改造鎮機場。  

•  撥款  893,700 美元給佛洛依德·貝內特紀念機場  (Floyd Bennett Memorial 

Airport)，用於建造兩座新的  10 艙  T 形機庫。  

•  撥款  180,000 美元給馬塞納國際機場  (Massena International Airport)，用於採

購加油車。  

•  撥款  154,800 美元給波茨坦市立機場  (Potsdam Municipal Airport)，用於採購

多用途機場維修設備。  

•  撥款  1,500,000 美元給沃特頓國際機場  (Watertown International Airport)，  

用於建造空中救難服務用新機庫。  

 

紐約州南部地區  (Southern Tier)：500,000 美元 

•  撥款  448,200 美元給康寧-佩恩提德珀斯特機場  (Corning-Painted Post 

Airport)，用於建造直升機維護與儲存機庫。  

 

紐約州西部地區  (Western New York)：300 萬美元   

•  撥款  1,500,000 美元給水牛城尼亞加拉國際機場  (Buffalo Niagara International 

Airport)，用於建設安保關卡擴建項目。  

•  撥款  271,800 美元給肖托夸郡 /詹姆斯敦市機場  (Chautauqua 

County/Jamestown Airport)，用於替換大型機庫門。  

•  撥款  507,246 美元給尼亞加拉瀑布市國際機場  (Niagara Falls International 

Airport)，用於實施安保圍欄項目。  

•  撥款  257,365 美元給威爾茲爾市立機場  (Wellsville Municipal Airport)，用於採

購除雪設備。  

•  撥款  466,620 美元給肖托夸郡 /頓柯爾克市機場  (Chautauqua County/Dunkirk 

Airport)，用於拆除一座現有的大型機庫並建造一座公共安全機庫。  

 



 

 

紐約州交通廳  (Stat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將立即開始與機場項目贊助方合

作，實施計劃的改進。  

 

「葛謨州長持續投資於紐約州各地機場，從而確保紐約州各地社區保持經濟競爭

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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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州投資將協助紐約州機場實現其使命，

從而推進經濟建設。」   

 

參議會交通委員會  (Senate Committee on Transportation) 主席兼參議員約瑟夫  E. 

魯貝克  (Joseph E. Robach) 表示，「紐約州各地機場要完成  21 世紀升級項目以及

必要的安全改進項目，這些投資是至關重要的。感謝葛謨州長確保這些改進項目得

以實現，並鞏固紐約州作為商業與休閒娛樂頂級目的地的地位。我們使民眾能夠更

加方便地往返本州各地，從而吸引留在社區內的家庭和企業，並吸引狹義地啊勞動

力。」  

 

眾議會交通委員會  (Assembly Committee on Transportation) 主席兼眾議員戴維德  

F. 甘特  (David F. Gantt) 表示，「從本屆州政府執政首日起，交通升級就是首要工

作，我很高興與州議會以及州長合作，提供這筆資金給紐約州各地的機場。投資於

紐約州的交通基礎設施對於保障全體行人的安全是必要的，我們對地區機場實施改

造，從而幫助吸引更多遊客、支持周圍社區內的地方企業，並在今後增加提供便捷

高效的交通方案。」   

 

紐約州議會航空業決策機構  (New York's Legislative Aviation Caucus) 副主席兼參

議員費爾·博伊爾  (Phil Boyle) 表示，「感謝葛謨州長認可投資於這些交通樞紐的

重要意義，並撥款給這些地區機場，這將幫助滿足乘客和企業的需求。透過投資於

航空交通業的未來，航班和乘客人數增加將有利於我們的地方社區和小企業，並將

保障紐約州相對於周邊各州的經濟競爭力。」   

 

紐約州議會航空業決策機構副主席兼眾議員唐娜 ·魯柏度  (Donna Lupardo) 表示，

「這對紐約州的機場，尤其是紐約州北部地區而言是個好消息。與改造小型機場相

關的消息得益於該決策機構成員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要感謝州長對紐約州機場以及

整個航空業做出持續承諾。基礎建設撥款計畫提供機場需要的資源用於完成  21  

世紀整治項目，這將有助於留住各種規模的企業，並吸引更多遊客前往紐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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