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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非凡的地方

滑铁卢（Waterloo）是一个振奋人心的

更新计划的核心。这个计划将为该地区带

来新的公共交通、住宅、当地工作机会、

社区设施、社交活动场所和零售场所。

到2036年，悉尼预计将增加170多

万人，将支持额外的840,000个

工作岗位，并将需要额外的68万

套住宅。

为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求，新

州政府正计划在滑铁卢建立一个包

容、多样化、热情友好、交通便利、

适宜居住的地方。

悉尼地铁在滑铁卢的新车站将使该

地区成为市中心交通最方便的地区

之一，火车班次密集，生活、工作、

作客都很方便。

地铁广场与滑铁卢车站相结合，为

一个日夜繁华的小区带来了四通八

达的交通以及商店、各种服务、工

作机会和一系列住房选择，提供了

支持大悉尼委员会的悉尼东部市区

规划的理想机会。另外，其目的也

是促进社区的健康发展和创造力，

丰富文化和社交生活。

UrbanGrowth 新州开发公司与悉

尼地铁部门合作进行了地铁广场的

城市设计，设计时利用了社区咨询

和20多项技术研究的资料。

社区告诉我们，大家希望这个地方

安全、繁华、充满活力，有各种各

样的住房、各种服务和室外场所，

公共交通方便。大家希望确保该计

划能够加强滑铁卢的多样性、包容

性和社区精神。

地铁广场的整体设计贯彻了这一愿

景，并保持了滑铁卢这个地方包

容、独特、多样化的本质。

UrbanGrowth NSW 已向新州规

划与环境部提交了《州重点小区

（SSP）研究报告》。这份SSP研
究报告是为了争取批准开发地铁广

场所需的新规划控制。本手册重点

介绍了地铁广场的主要特色，总结

了SSP研究报告和规划框架的重要

内容。

社区现在可以对规划框架和研究报

告提出反馈意见。

我们恭敬地承认滑铁卢土地的传统所有者和监护人，

即尤拉（Eora）族的卡迪歌（Gadigal）人。6万多

年来，滑铁卢一直是他们的家园。他们是我们今天 
称之为滑铁卢的这片土地的传统监护人。

Page 2 image: 滑铁卢地铁广场效果图。本图中显示的绿色广场开发场地仅是示意效果图，没有按实际比例，取决于审批结果，可能会有变动。 
对其准确性或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或陈述。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Landcom和Mirvac（包括其中介和员工）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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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顿尼（Botany）路街景效果图

社区枢纽  
融入社区

人行道 
加宽

新的共享街道 
连接到库普（Cope）街

小咖啡馆  
购物和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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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铁卢地铁广场

地铁广场的设计以人和地方为中

心。它将尊重该地区的过去，并在

这些优势的基础上为社区创造一个

温馨的城市村庄。

设计包括新的住宅、商店、社区设

施和一个新的购物中心。有些建筑

物可以与车站同时建设，从而减少

施工的影响并更快地为社区带来 
好处。

地铁广场位于悉尼市地方政府管辖

区域内，以波顿尼 (Botany) 路、

库普 (Cope) 街、拉格兰 (Raglan)  
街和惠灵顿(Wellington)街为界。

大约700套新住房，包括5-10%的经济适用房和70套社会福利

房单元，有助于改善人们的选择和负担能力。

四通八达、非常繁华的交通枢纽，包括公交车换乘站、自行车

道、自行车设施和穿过这个地方的通道

新的库普（Cope）街购物中心让大家更喜欢到滑铁卢来，并提

供了社区聚会的区域

新的拉格兰（Raglan ）街购物中心和前庭的特色是街边有树

木，有公园长椅和室外用餐区

艺术、文化和现场娱乐的场所

三栋较高的大楼合在一起，成为地铁广场的特征，有利于形成

向空中垂直发展的村庄

大约4000平方米的面积可用于各种当地商店、餐馆和咖啡馆，

为街道和公共领域带来生机，使该地区更加繁华，无论白天还

是晚上都充满活力

大约9000平方米的其他非住宅面积，包括至少2000平方米可

作为社区用途的面积

离家较近的工作机会

当地街道重新被定为慢行街，行人优先，有宽阔的人行道和更

安全的行人斑马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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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区合作  

UrbanGrowth NSW承认许多利益相关者 
——包括社区团体、服务提供商、居民和

政府机构——的积极参与和集体贡献。他

们在过去四年中帮助形成了这项设计，为

设计提供了信息。在项目开发过程中，我

们将继续与社区密切合作。 

2014至15年：

新州政府向500多人介绍了中央火

车站至依弗雷（Eveleigh）走廊，

其中包含了地铁广场所在地

我们听到这样的意见：大家希望为

所有类型的居民提供住房选择，改

善交通情况以提倡步行、骑自行车

及减少对汽车的依赖，并且纪念丰

富的原住民历史，振兴、繁荣这个

地区，以便既创造安全、繁华的地 
方区，又保留这些地方的原有社区。

在滑铁卢建设一个新的地铁站被列

为一项关键措施。

2017年：

新州土地与住房公司和

UrbanGrowth NSW在40多个活

动中与1570多人进行了交谈，为滑

铁卢小区首选计划提供了数据，这

个计划包括了地铁广场

我们听到这样的意见：大家希望地

铁广场提供一系列商店和服务，包

括供应负担得起的新鲜食品，提供

健康和福利服务场所及社区设施，

同时提供社会福利房和经济适用房，

而且有当地就业机会。

2018年：

从5月30日至6月20日， 
UrbanGrowth NSW和悉尼地铁

部门向300多人介绍了地铁广场的

首选计划

我们听到这样的意见：总的说来，

大家支持在滑铁卢地铁广场建立一

个新的交通枢纽和住宅中心。大家

支持包括社区和文化场所、商店、

服务场所和室外场所。大家强烈希

望保持滑铁卢的独特性，纪念其历

史，弘扬其文化遗产，尤其是其重

要的原住民遗产。大家支持综合的

公共交通，支持与公共汽车服务向

衔接。

转车的地点 
滑铁卢站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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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商店和人行道效果图

住宅区休息室 
公寓

咖啡馆和餐馆 
购物和就业

拉格兰（RAGLAN）街 
行人优先

转车的地点 
滑铁卢站入口

绿化  
绿色林荫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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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过程

新州政府已将地铁广场指定为州重点小区

（SSP），因为这个地区在新州具有重要

意义，可以实现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特

别是与增加住房和就业机会有关的目标。

州重点小区：规划控制提案

SSP研究是为了争取开发地铁广场

所需的新规划控制获得批准。

UrbanGrowth NSW与悉尼地铁

一起编写了《滑铁卢地铁季度SSP
研究报告》，该报告概述了新州政

府提出的地铁广场计划提案，包括

全面的规划报告、20多项技术研

究、广泛社区和利益相关方参与详

细情况以及提议的地铁广场的新规

划控制措施。这些研究支持提议的

新规划控制措施，这些措施在《预

期效果说明》(EIE）和《开发控制

计划》（DCP）草案中作了解释。

《预期效果说明》（EIE）阐述了

这些措施，包括：

 — 保持现有的B4混合用途，鼓励

各种零售和其他非住宅用途

 — 整个小区的最大建筑面积比

（FSR）为6.1:1

 — 建筑物最大高度控制从南部相

对标高（RL）97.9米（相当于

23层）升至北部相对标高116.9
米（相当于29层）。

已经编写了《开发控制计划》

(DCP)，提供了更详细的设计指

南，阐述了下列内容：

 — 基础设施、公共领域、道路、

通道、停车位、室外场所、雨

水管理、公共艺术、照明、安

全和景观

 — 建筑布局和设计，包括高度、建

筑物缩进、公共领域交汇处、

声音和视觉隐私、空气质量、

光照、风力影响、分期和实施

 — 提供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成果的

原则

 — 创建包容、健康、多样化、便

于社交的社区的措施

 — 确保开发项目与滑铁卢公理会

教堂及附近其他文化遗产项目

和保护区域保持协调。

州重点开发项目申请：拟参考的

设计

悉尼地铁与UrbanGrowth NSW
合作，编写了地铁广场的滑铁卢地

铁站综合开发项目《州重点开发项

目申请》（SSDA）。该申请是为了

争取概念设计获得批准，该概念设

计的内容包括了围护结构建设、土

地用途、最大建筑高度、最大建筑

总面积、行人和车辆通道、流通安 
排（circulation arrangement）
和相关的停车位以及今后建筑物 
和公共领域详细设计的策略和设计

参数。

地铁广场《州重点小区（SSP）研

究报告》和《州重点开发项目申

请》（SSDA）已经提交给规划与

环境部，现在正在公开展示，欢迎

大家发表意见，对我们的提案提供

反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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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 风
城市森林 

(Urban Forest)

动植物群落 洪水和排水 航空方面的因素

州重点小区研究包括以下技术研究： 规划 运输 公用事业和服务

文化遗产 室外场所 噪音和振动

艺术与文化 视线方面的影响 住房负担能力

可持续发展 经济因素土工和污染 人口与就业 设计 社会可持续发展

亚历山大公园（运动场西侧）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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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原则  

以下原则反映了地铁广场的愿景，

并与社区的优先事项和愿望保持

一致。

这本小册子概述了这些原则如何 
指导地铁广场规划框架提案的每 
个方面。

文化与社区生活

这个地方应该日夜繁华，让大家都感到安全、放心，感到自己

是一个有凝聚力和自豪的社区的一部分。

这个地方应该体现、纪念滑铁卢的文化、历史和文化遗产，对

这片土地和原住民表示尊重。

社区设施、民政服务和各种商店

这个地方应该提供必要的适当服务及设施的地方，让所有居民

都能便利地获得健康、福利、社区支持、零售和政府服务。

住房和住宅区设计

这个地方应该满足不同背景、年龄、收入、能力和生活方式的

人的住房需求。

这个地方应该让每个人都有归属感。新的住宅无论是社会福利

房还是经济适用房，都是一样的，都很现代化，舒适、高效、

环保，适合各种不同住户。

环境与室外场所

这个地方应该促使人们步行，提供舒适、健康的生活方式，建

筑质量好，设计出色，有利于环保，有自然特色，有安全的室

外场所，可以供不同年龄、文化或能力的所有人共享。

交通、街道和连接

将新地铁站和其他交通方式整合在一起，让任何人无论是在滑

铁卢居住、工作还是作为访客来这里，都感到交通便利、安全、

高效。

优先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步行和骑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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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卓越特色  

UrbanGrowth NSW的愿景是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

境效益结合起来，鼓舞大家创造出一个不寻常的地方。

伟大的地方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演变，独特、包容、令人感到温馨，

有助于创造多样化的城市景观。

UrbanGrowth NSW已经设计了创建卓越

地方特色的框架，利用当地知识和对滑铁卢

的地形、文化、行业、历史以及形成该地区

特色的影响因素的了解，将该地区的独特品

质整合起来。基于这些优势，滑铁卢独特的

特色与主要地方保持一致的原则有助于指导

这个项目并引导今后的战略。

地方历史 地方推动力

我们必须了解滑铁卢小区

及周边地区的历史以及这

个历史是如何随着时间推

移而演变的。

过去和现在影响滑铁卢前

景的环境影响。

生机勃勃的湿地

定居与开发 一个互相支持、齐心合作的社交网络

文化群落 更新周期

在灾难中统一 多样性和富有实践经验的人

工业繁荣与更新 重视制作的文化

新的生活方式 原住民的意义

值得自豪的特色与多样化 富有成效、适应环境的景观

地方特点

成为滑铁卢小区特征、使

其与众不同的根本品质。

有层次 令人自豪

‘内容丰富的

挂毯’

‘作为我们家园的

地方’

独特 复原力

‘引人瞩目的

地方’

‘能够持久发展 
的地方’

地方建设原则

指明建设方向，把滑铁卢

小区建设成一个成功、繁

华、保留原有特色的地方。

1 6

不同规模的空间

网络

培养人才、保护 
大众的社交网络

2 7

一个吸引人的活

动中心

创新、替代的工

作方式

3 8

一个引人入胜、 
令人满意的景观

酝酿和促进增长 
的灵活方案

4 9

促进人们从事制

作、创造的地方

具备包容性和公 
平性的整体方法

5 10

繁华、引人注目 
的公共生活

内在的原住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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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创造社区的核心 

文化和社区生活：

一个日夜繁华的地方，人们感到安全、放心，对这个有凝聚力和令人自

豪的社区有归属感。通过展示和弘扬滑铁卢的文化、历史和遗产，对这

片土地和原住民表示尊重。

我们听到这样的意见：大家强烈希望保持滑铁卢的独

特性，纪念其历史和遗产，特别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原

住民遗产。

滑铁卢的特点是有层次，令人自豪，独特，复原力强，

体现在包括中华文化和俄罗斯文化在内的多元样化社

区。这些影响因素决定了滑铁卢的面貌，为决定滑铁

卢今后特征的改变奠定了基础。

滑铁卢地铁广场将是与众不同的，它体现了这里的社

区特点，由这里的人民和环境所塑造。《开发控制计

划》（DCP）采用因地制宜的方法，利用了描述滑铁

卢独特特征的地点声明所提供的资料。

 

公共艺术计划 

滑铁卢拥有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和艺术服务，有助于

显示地方特色和地方特征。经过与当地利益相关者协

商而制订的公共艺术计划概述了以符合滑铁卢独特性

格的方式整合公共艺术和文化繁荣措施的各种机会。

 

治理

正在探索在该地区的治理模式中体现可持续的地方 
管理。

 

安全

在行人和骑自行车者安全地到达一个繁忙的地区时，

安全是设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公共领域内的每个区域都有明确的用途，交通方

便，光线充足

 — 视野开阔的走廊，在整个公共区域（包括相邻的街

道和地铁站入口）视线清晰

 — 消除公共区域中被遮挡、升高或下陷的区域

 — 有机会从周围公寓进行被动的随机监控（passive 
casual surveil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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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原住民文化

弘扬滑铁卢的原住民历史和文化，为原住民在这里生

活和工作提供机会。原住民社区将有机会将他们的历

史体现在建筑设计、景观和室外场所中。

 

文化遗产 

与滑铁卢公理会教堂完全融为

一体，重新与社区建立联系。

其他文化遗产和亚历山大公园

保护区也将受到保护。

主要事实

 活跃现有的零售和公共领域

 公共艺术计划体现独特的个性

 设计中包含了被动监控的特色

 由这里的人民和环境塑造

 与滑铁卢公理会教堂完全融为一体

繁荣的零售街面 
使该地区更安全

公共艺术和 
文化繁荣

在设计中包含了 
被动监控的特色

W
ellington Street

R
aglan Street

Cope Street

Botany Road

地铁站

14 层*

8 层*
3 层

4 层

10 层 14 层*

地铁站

25 层

29 层

23 层

悉尼中央商务区

悉尼地铁 
入口

*包括地铁站的高度（相当于四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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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用途

建设一个新的城市村庄 

社区设施、民政服务和各种商店：

在这个地方提供合适的必要服务和设施，以便所有居民都能轻松获得健

康、福利、社区支持、零售和政府服务。

我们听到这样的意见：大家支持包括社区和文化用途

及服务（如医疗保健）以及不同价格水平的餐馆和零

售店。

地铁广场无论在白天还是晚上将都是繁华、充满活力

的。它将支持一个多样化的社区，提供当地就业机会

和一系列日常服务，包括医疗设施。

它还将作为临近社区（包括Redfern和Alexandria）
的补充，为附近的澳大利亚科技园的工作人员提供各

种服务。

 

零售店、餐馆和市场活动

有大约4000平方米的面积作为零售用途，包括小型

超市、药店、咖啡馆和餐馆以及各种专卖店。

 

商业和民政服务

有大约 9000 平方米的面积作为其他非住宅用途，在

住宅区附近提供至少 2000 平方米的社区设施，可以

包括社区卫生机构、幼儿中心、社区中心和艺术品制

造场所等用途。

 

就业机会

在该小区内创造就业机会，并通过滑铁卢地铁站和公

交车服务，改善到附近工作机会较多的战略要地（包

括悉尼中央商务区）的交通。

14



W
ellington Street

在离家较近的地方
购物、获得服务和

就业的新机会

可能提供的 
社区设施

住宅楼

楼上商业社区和 
休闲场所

地面层零售和 
娱乐场所

清晨的经济活动

R
aglan Street

Cope Street

主要事实

 大约4000平方米的面积用于零售

 提供至少2000平方米的社区设施

 新的商店、餐馆和咖啡馆

 离家较近的就业机会

 规划框架提案保留了允许混合用途的现有B4分区。

Botany Road

4 flo
ors

10 层

Sydney Metro 
entrance

*包括地铁站的高度（相当于四层楼）。

悉尼中央商务区

地铁站

14 层*

8 层*

4 层

14 层*

地铁站

25 层

29 层

23 层

悉尼地铁 
入口

3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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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形式

住房多样性和宜居性 

住房和邻里设计：

这个地方应该满足不同背景、年龄、收入、能力和生活方式的人们的住

房需求，让每个人都有归属感。新的住宅无论是社会福利房和经济适用

房还是私人住宅，都是一样的，都很现代化，舒适、高效、环保，适合

各种不同住户。

我们听到这样的意见：住房选择和负担能力是这个地

区家庭、学生和其他人面临的重大难题。大家希望有

一系列与公共交通相关的住房选择，并确保建筑物的

高度和密度是可持续的，其设计适合该地区。

UrbanGrowth NSW将提供适合多样化社区的住房选

择。地铁站上方将建造约700套新住宅，包括5-10% 
的经济适用房和70套社会福利房，以帮助改善住房选

择，提高负担能力。这些建筑将采用鼓舞人心的、多

样化的建筑设计。地铁广场的城市设计取决于严格的

研究要求，接受包括新州政府建筑师高级代表的委员

会监督。

 

采光和通风

建筑物的分布符合《新州公寓设计指南》（ADG）的

要求，以确保每栋建筑物之间有足够的空间，能够提

供充足的阳光和通风，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公共室外

场所和附近单元造成的阴影。

 

风 

我们在设计中采用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风的影响，包

括较高的建筑从裙楼缩进，并使用不透水的遮阳篷，

以减轻风的下洗效应 (down wash e�ect)。

 

高度 

建筑物的高度由专家研究决定，平衡了环境、社会和

商业参数。我们考虑了一系列因素，包括亚历山大公

园和亚历山大公园遗产保护区的光照、风、噪音、污

染和周围的景色，利用这些资料考虑建筑物的用途、

形状和高度。

 

卓越设计

卓越设计将作为地铁广场整体设计和建设的一部分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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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llington Street

Cope Street

 

裙楼 

三层高的裙楼将与波顿尼(Botany)
路和库普（Cope）街沿线现有街景

相呼应，并避免挡住现有的滑铁卢

公理会教堂和附近其他文化遗产。

 

中等层高 

中等层高的楼有4至14层，位于地

铁站立方体和裙楼上方，作为附近

的现有建筑物的补充，有助于向拟

建的高楼逐渐过渡

 

较高的大楼

三座分别为23层、25层和29层的

高楼，将成为地铁广场的地标。

这些高楼的设计，使其不会产生不

利的风力影响，并保护住宅免受波

顿尼（Botany）路的噪音和交通

影响。

绿色屋顶

绿色屋顶

更多住房选择

建筑物的形
状，能够防
止风洞下冲
风 (down 

draft wind 
tunnelling)

R
aglan Street

主要事实

 大约700套新住宅

 70套社会福利房单元

 整个场地的最大建筑面积比为6.1:1
 最大建筑高度从相对标高（RL）96.9米（23层）到相对
标高116.9米（29层）

 5-10%的经济适用房单元

 建筑符合《新州公寓设计指南》的要求

Botany Road

*包括地铁站的高度（相当于四层楼）。

悉尼中央商务区

10 层

地铁站

14 层*

8 层*

4 层

14 层*

地铁站

25 层

29 层

悉尼地铁 
入口

3 层

23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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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

可持续的城市环境

环境与室外场所：

这个地方应该促使人们步行，提供舒适、健康的生活方式，建筑质量

好，设计出色，有利于环保，有自然特色，有安全的室外场所，可以 
供不同年龄、文化或能力的所有人共享。

我们听到这样的意见：大家希望室外场所令人感到温

馨、受欢迎，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光。

地铁广场将包括安全、令人感到温馨的室外场所，大

家到室外活动很方便。这个项目有新的街树和新的库

普（Cope）街购物中心，有助于实现悉尼绿色网络 
的愿景。三栋大楼有助于创建垂直村庄，有共享的室

内和室外场所。

 

社区购物中心

库普（Cope）街的社区购物中心将会迎接人们来到滑

铁卢，为人们提供一个聚会、见面的场所，有从事艺

术、活动的处所和娱乐场所。

该设计已经更新，通过改善交通及选用更合适的树种， 
优先考虑行人的需求。

 

环保星级

地铁广场的设计将达到澳大利亚绿色建筑委员会 6 星
环保星级社区评级和 5 星建筑（设计）评级，以确保

其符合独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这将包括雨水收集罐

等措施。

 

水

我们已进行全面的水质、洪水与暴雨回顾，这样有助

于降低地铁广场内的风险并减少附近的潜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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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屋顶

绿色屋顶提供私人室外场所、娱乐

场所、用于菜园和优质原生植被的

地方

 

景观

街道植树，包括本地植物、观赏植

物、蔬菜和药草园，也支持悉尼市

的城市森林战略。

太阳能光伏板

绿色 
屋顶

绿色 
屋顶

公共室外场所

社区购物中心社区购物中心

库普 (Cope)街
慢行街

对水敏感的 
城市设计处理

原生植物和
观赏植物

景观
绿树成行的街景

人行道加宽

W
ellington Street

R
aglan Street

Cope Street

主要事实

 五星环保星级的大楼（设计）

 六星环保星级的社区

 15%向大众开放的室外场所

 新的社区购物中心

 屋顶花园

绿色屋顶

绿色屋顶

Botany Road

*包括地铁站的高度（相当于四层楼）。

10 层

地铁站

14 层*

8 层*

4 层

14 层*

地铁站

25 层

29 层

3 层

23 层

悉尼中央商务区

悉尼地铁 
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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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提倡主动的交通方式 

交通、街道和连接：

将新地铁站和其他交通方式整合在一起，让任何人无论是在滑铁卢居

住、工作还是做客，都感到交通便利、安全、高效。优先使用公共交 
通工具、步行或骑自行车。

我们听到这样的意见：大家希望地铁广场优先考虑公

共交通、步行和骑自行车。社区担心拉格兰 (Raglan)
街和波顿尼（Botany）路的十字路口可能受到影响。

地铁广场旨在提供世界一流的公共交通设施，并提倡

骑自行车和步行。这个地点的设计，取决于如何使交

通最方便，大家能最好地到达主要目的地和服务设施。

 

公共交通

悉尼地铁将提供世界一流的新一代列车，又快速又安

全又可靠，在滑铁卢的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地铁站

的设计以客户为中心，出入快速方便；火车快速、安

全、可靠；先进技术让顾客在旅程的每一步都能保持

联系。波顿尼（Botany）路的重新确定位置的公共 
汽车站、上落客设施和出租车站便于顾客换乘地铁。

 

交通

靠近新地铁站以及步行和骑自行车优先，可以最大限

度地减少开发项目带来的汽车交通次数。交通模型表

明，交通流量将完全在周围道路网络的容量之内。地

铁广场当地道路将包括减少交通噪音的措施，以提高

安全性，并减少抄近路驾驶 (rat-running)。

 

停车及汽车共享

往地铁站的通道有助于促进大家使用公共交通和主动

的交通方式，从而减少当地对开车的依赖。地铁广场

的停车收费在悉尼是最严格的，多达427个停车位被 
划为A类，这样能促使大家使用公共交通和主动的交 
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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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步行，并保证行人安全

设置了多个安全的行人过路斑马线

和车辆慢行区，让行人优先。在热

闹的地区开辟了更宽的新人行道，

包括在波顿尼（Botany）路附近

从公交车换乘站旁边3.5米到6到10
米的地方加宽人行道。行人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非常方便，在建设时已

经把相应的通道包括在内。

 

自行车 

有大约1300个自行车位，以提倡骑自

行车。惠灵顿（Wellington）街的新

自行车道将连接周围的自行车道和人行

道网络。

10 层

3 层

交通方式 
转换地点

交通方式 
转换地点

到澳大利亚科技园 
工作的通勤人流

新的自行车
枢纽

加宽的行人 
过路斑马线

社区地铁入口
行人穿过 
交通设施

社区人流

自行车道

库普（Cope）街
限速每小时40公里

停车场
入口

停车场
入口

人行道加宽

W
ellington Street

R
aglan Street

Cope Street

悉尼地铁
入口

上落客站

出租车站

Botany Road

主要事实

 乘地铁从滑铁卢到中央火车站只要2分钟

 火车在高峰期每4分钟一趟，最大能力是每2分钟一趟

 大约有1300个自行车空间

 行人优先

 行人有通道可以穿过各种交通设施，因而使用公共交通工
具很方便

 波顿尼（Botany）路重新确定公共汽车站的位置

*包括地铁站的高度（相当于四层楼）。

地铁站

14 层*

8 层*

4 层

14 层*

地铁站

25 层

29 层

23 层

悉尼中央商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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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时间表

滑铁卢地铁广场申报州重点小区项目的程序 
——（UrbanGrowth 新州开发公司）

申报州重点小区项目的程序—— 
(悉尼地铁市内和西南线)

提名滑铁卢作为州重点小区并颁发 
“州重点小区研究要求”

申请《秘书环境影响要求》， 
以便准备《环境评估声明》

我们重视 
您的意见 早期咨询

我们重视 
您的意见

审查通过早期咨询得到的反馈意见

UrbanGrowth新州开发公司编写滑铁卢

地铁广场的“州重点小区研究”和拟提出

的规划框架

悉尼地铁编写《环境影响评估》

向新州规划与环境部提交 
州重点小区研究报告

向新州规划与环境部提交州重点小区 
概念申请，包括环境影响声明

我们重视 
您的意见

公开展示卢滑铁地铁广场的州重点小区 
研究报告和规划框架提案

公开展示《滑铁卢地铁广场 
环境影响评估》

我们重视 
您的意见

在新州规划与环境部评估及作出决定以及 
由规划部长作出决定之前，UrbanGrowth  
新州开发公司回复对报批文件的初步意见

在新州规划与环境部评估及作出决定以及

由规划部长作出决定之前， 悉尼地铁项目

团队回复对报批文件的初步意见

随后由开发合作伙伴提交详细的州重点小区申请

请您畅所

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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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畅所欲言

您可以在新州规划与环境部的网站查阅地铁广场的 
《州重点小区（SSP）研究报告》:  
www.planning.nsw.gov.au/Plans-for-your-
area/State-Significant-Precincts/Waterloo/
Waterloo-Metro-Quarter 
也可以在这个地点查阅：

 — City of Sydney, Council Town Hall House,  
Level 2, 456 Kent Street Sydney

 — Green Square Library, 355 Botany Rd, 
Zetland NSW 

您可以在这个地点查阅悉尼地铁的模型：

 — City of Sydney, Council Town Hall House,  
Level 2, 456 Kent Street Sydney

社区信息会议 

UrbanGrowth NSW与悉尼地铁联合组织了不必提前

预约的社区参与会议，在会上将展示《州重点小区(SSP) 
研究报告》并提供有关信息。这些会议还将包括有关

在地铁广场的滑铁卢地铁站综合开发项目的《州重点

开发项目申请》(SSDA) 和《环境影响声明》(EIS) 
的信息。欢迎您参加这些会议，跟项目团队的专家见

面，他们可以回答您的问题。不必预约，您可以随时

到会。

Alexandria Town Hall - 73 Garden St, Alexandria

 — 2018年12月1日星期六，上午10点至下午1点

 — 2018年12月4日星期二，下午4点至7点

Redfern Town Hall - 73 Pitt Street, Redfern

 — 2019年1月18日星期五，下午1点至4点

准备提出意见 

《州重点小区（SSP）研究报告》将从2018年11月22日
至2019年1月30日公开展示。您可以向新州规划与环境

部（DPE）提交反馈意见。规划与环境部将会整理所提

交的内容并在其网站上公布。该部的政策是在其网站上

公布您所提交的意见。如果您不希望让UrbanGrowth 

NSW知道您的名字或者出现在规划与环境部的网站

上，那么请在提交意见时明确说明。

您提交的意见必须在2019年1月30日之前送达规划与

环境部，并且必须包括：

 — 您的姓名和地址

 — 您的申请名称

 — 参见《滑铁卢地铁广场州重点小区研究报告》

 — 简要说明您是否支持或反对该提案

 — 您支持或反对该提案的理由。

您提交的意见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发送：

网站 ：https://www.planning.nsw.gov.au/Plans-for-
your-area/State-Significant-Precincts/Waterloo/
Waterloo-Metro-Quarte

邮寄至：Key Sites Assessments Department of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  
GPO Box 39, SYDNEY, NSW 2001. 

任何提交意见的人必须申报在过去两年内应该报告的

政治捐款（包括捐款1000元或以上）。

更详细信息和披露表格请见：planning.nsw.gov.au/
donations。在公开展示期间获得的所有意见和信息

将根据《1988年隐私法》使用。收到的所有提交文件

都视为公开文件，所包含的任何信息都可以在随后的

评估文件中公布。

收到的意见可能发给有关各方。如果提交意见者不希

望分发起信息，那么必须在提交意见时明确说明。

如有疑问，请联系新州规划与环境部：

电话：1300 305 695  
电邮：information@planning.nsw.gov.au 

展示结束后，在提交的意见中提出的问题将整理出对提

案的意见总结报告。UrbanGrowth NSW将考虑所提

出的问题，并可能会对提交的内容进行更改。然后，

规划部长将决定是否批准《州重点小区（SSP）重新划

分》提案。

免责声明

本文件中的信息仅是介绍一般情况，并总结了《州重点小区（SSP）研究报告》和规划框架的各项因素而且总结了从社区咨询活动中收集到的信息。尽管编写从社区咨询中收集到的信息是善意而谨慎的，但尚未经过独立核实。
本文件中包含的社区咨询所产生的信息、陈述和意见既未得到UrbanGrowth NSW的认可或支持，也未必体现UrbanGrowth NSW或新州政府的政策、程序、建议或计划。尽管编写《州重点小区（SSP）研究报告》和规划框
架的各项因素的总结时是善意而谨慎的，但我们并没有声称该总结是《州重点小区（SSP）研究报告》和规划框架完整、准确的代表，而是仅供参考，并取决于相关部门批准。任何信息都取决于法定要求以及法律文件和各种批
文的限制条件。本文件的所有尺寸和其他量值仅为近似值。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UrbanGrowth NSW（包括其中介和员工）恕不承担任何人于依赖或使用本文件相关的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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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lanning.nsw.gov.au/Plans-for-your-area/State-Significant-Precincts/Waterloo/Waterloo-Metro-Quar
http://www.planning.nsw.gov.au/Plans-for-your-area/State-Significant-Precincts/Waterloo/Waterloo-Metro-Quar
http://www.planning.nsw.gov.au/Plans-for-your-area/State-Significant-Precincts/Waterloo/Waterloo-Metro-Quar
https://www.planning.nsw.gov.au/Plans-for-your-area/State-Significant-Precincts/Waterloo/Waterloo-Me
https://www.planning.nsw.gov.au/Plans-for-your-area/State-Significant-Precincts/Waterloo/Waterloo-Me
https://www.planning.nsw.gov.au/Plans-for-your-area/State-Significant-Precincts/Waterloo/Waterloo-Me
http://planning.nsw.gov.au/donations
http://planning.nsw.gov.au/do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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