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泽西交通公司 

2020 年财政年度联邦财政补助申请 

 
新泽西交通公司 (The New Jersey Transit Corporation, NJ TRANSIT), 根据“美国维修地面运输法”(Fixing 
America’s Surface Transportation (FAST) Act) 和“迈向进步的 21 世纪” (Moving Ahead for Progress in the 21st 
Century, MAP-21) 的条款规定, 作出此项通知。目的在于申请 2020 年联邦财政年度联邦财政补助，以及结转以下

项目的联邦财政年度 2019 年、2018 年和 2017 年的资金。  

据 49 U.S.C 第 5307 运营和资本补助条款: $343.86 百万美元; 

据第 5337 良好维修状态条款: $277.48 百万美元； 

据第 5339 公交车和公交车设施条款: $34.92 百万美元; 

据 49 U.S.C 第 5310 帮助长者和便利残疾人士出行条款和第 5311 乡郊交通计划条款: $11.57 百万美元； 

据联邦公路管理局: $167.50 百万美元； 

据第 5324 公共交通紧急救济条款:$363.94 百万美元 

可自由支配资金:$41.52 百万美元 

总计为 $12.4 亿美元。 

 
联邦运营资金将会匹配给符合联邦和州规定的新泽西州和地方补助对象。地方政府应出资的项目资金将通过新泽西

运输公司(NJ TRANSIT)收取的公路过路费支付。2020 年联邦财政年度的联邦计划描述如下： 
 

2020 年财政年度联邦计划 
 

第5307城市公式计划条款的提议 
(单位：百万美元) 

 
项目 联邦 
资本租赁支付 $71.310 
甘巴伦 (Cumberland) 郡公车计划 $1.020 
双动力机车 $50.761 
伊丽莎白 (Elizabeth) 转运站改建 $20.000 
HBLRT 威霍肯 (Weehawken)隧道维修 $7.050 
林德赫斯特 (Lyndhurst) 车站改建 $5.075 
MMC 建筑物周围防洪 $1.088 
PL 42 机车 $19.692 
预防性维护－公车 $108.134 
预防性维护－铁路 $53.292 
ROC 变电站 $2.000 
SJ BRT/埃文代尔 (Avandale) 泊车转乘 $4.435 
总计: $343.857 

第 5337 良好维修状态条款的提议 
(单位：百万美元) 

 
项目 联邦 
双动力机车 $21.406 
MMC 建筑物周围防洪 $6.856 
纽瓦克宾州车站电气系统改造 $4.536 
纽瓦克宾州车站旧锅炉翻新修复 $5.310 
PL42 机车 $22.097 
预防性维护 – 公车 $4.556 
预防性维护－铁路 $196.018 
布里埃尔 (Brielle) 至湾头 (Bay Head) 信号更新 $16.700 
总计: $277.479 
 

第5339公交车和公交车设施条款的提议 
(单位：百万美元) 

 
项目   联邦 
铰接式公交车 $34.923 
总计:  $34.923 

 
 

https://www.gpo.gov/fdsys/pkg/BILLS-114hr22enr/pdf/BILLS-114hr22enr.pdf
https://www.gpo.gov/fdsys/pkg/BILLS-114hr22enr/pdf/BILLS-114hr22enr.pdf
https://www.gpo.gov/fdsys/pkg/BILLS-114hr22enr/pdf/BILLS-114hr22en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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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10、5311条款的提议 

(单位：百万美元) 
项目   联邦 
帮助长者和便利残疾人士的出行 $7.380 
乡郊交通计划 $4.186 
总计:                      $11.566 

 
联邦公路管理局(Federal Highway Authority, FHWA) 的提议 

(单位：百万美元) 
 
项目 联邦 
HBLR 440 路延伸 $8.000 
霍博肯 (Hoboken) 渡轮  $2.380 
购买多层 III火车车厢 $150.620 
纽瓦克转运 $0.500 
Passaic 公交车站 $2.500 
珀斯安博伊 (Perth Amboy) 转运 ADA 改造 $3.500 
总计: $167.500 
 

第5324 公共交通紧急救济条款的提议 
(单位：百万美元) 

 
项目 联邦 
超级飓风桑迪 NJ TRANSITGRID $363.936 
总计: $363.936 
 

可自由支配资金提议 
(单位：百万美元) 

项目 联邦 
可用性和移动性合作 $0.606 
铰接式公交车 $17.275 
公交车升降系统 $7.000 
电动公交车 $1.500 
格林维尔 (Greenville) 公交车库顶棚修复 $2.600 
乘客渡轮  $6.000 
PTC CRISI $6.542 
总计: $41.523 
 
A.   财产的收购／环境、经济和社会方面 

任何可能需要进行的财产收购和迁移将按照适用的法律条款和监管要求进行。在合适的情况下，将会就项目的

社会、经济、环境和迁移方面进行调查。若需要的话,根据适用的法律和法规举行公听会及进一步征求公众意见。

在启动项目前，NJ TRANSIT 按其需要可能根据联邦法规准备一份环境评估或环境影响声明，将会以此通知的

方式告知。NJ TRANSIT 将依法处理受到影响的国家历史建筑物。 
 

B.  综合规划 
NJ TRANSIT 的项目是与以下组织协调开发：新泽西北部交通规划管理局(The North Jersey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Authority), 它是新泽西东北地区指定的城市规划组织 (Metropolitan Planning Organization,  MPO) ; 
德拉瓦河谷区域规划委员会(Delaware Valley Regional Planning Commission), 它是由以下郡（甘顿(Camden)、
摩萨(Mercer)、贝灵顿(Burlington)和告斯塔 (Gloucester)）指定的 MPO; 以及新泽西南部运输规划组织(South 
Jersey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Organization), 它是以下郡（堪贝兰(Cumberland) 、沙林(Salem) 、大西洋 
(Atlantic) 和五月角 (Cape May)）的指定 MPO。MPO 是本项目的地方决策平台。本项目是与地方民选官员、

感兴趣的公民和私营公车服务提供商协调开发的。 
 

C.   私营企业的参与 
通过由 MPO 管理的综合规划流程和与 NJ TRANSIT 的私营运输业者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Private Carrier 
Affairs) 的持续沟通，NJ TRANSIT 将继续与私营运输业者讨论，让他们参与资本项目。此外，NJ TRANSIT 鼓
励私营企业尽最大可能参与到新泽西州公共交通的发展和实施。  
 

D.   长者和残疾人士  
NJ TRANSIT 所提供的长者和残疾人人士服务将与州内和跨洲的类似车票减免计划一致。在项目规划和设计时, 

我们会尽量考虑长者和残疾人士的特殊需要。 
 

E.   公众参与 
NJ TRANSIT 欢迎公众对上述项目和运行提出意见。如需了解以上 NJ TRANSIT 工程项目的更多信息，可提交

书面意见和／或要求举行公听会。书面意见必须在 2020 年 7 月 31 日前寄至：Joyce J. Zuczek, Board 
Secretary,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to the Board, NJ TRANSIT, One Penn Plaza East, Newark, New Jersey 
07105-2246。  
 
根据收到的反馈意见，NJ TRANSIT 可能会在向联邦交通管理局(Federal Transit Administration, FTA)) 递交最

终申请前更改上述项目，并会根据 FTA 的规定判定公听会是否合规。除非以该公共通知的方式通知, 上述的建

议项目清单将会成为最终项目清单。 
 
嘉云 S.克贝  (Kevin S. Corbett)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新泽西交通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