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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万多年以前，卡迪歌族（Gadigal）原住民就在滑铁

卢(Waterloo)居住，他们是今日的滑铁卢的传统守护

者。悉尼地铁项目团队向他们致以敬意。

在滑铁卢的这一地铁站综合开发项目称为地铁

广场 (Metro Quarter)，由滑铁卢地铁站以

及一个分开的新地铁站上方和周围开发提案

构成。

地铁广场将让原住民有机会在当地居住、工

作。悉尼地铁努力与当地的原住民社区配合，

设法将原住民的史话融入地铁广场的建筑设

计、景观与公共空间之中，以弘扬原住民文化。

悉尼地铁邀请原住民平面设计师尼基塔·瑞迪

文 (Nikita Ridegway)通过数字设计的形式展

现许多滑铁卢居民与这里的土地之间互相联系

的历史。悉尼地铁感谢尼基塔跟悉尼地铁与滑

铁卢居民分享她的作品。

 

原住民艺术家尼基塔·瑞迪文的数字设计，展示出
滑铁卢居民与这片土地之间的联系。

对艺术家的认可

尼基塔 (Nikita) 是邦加隆族(Bundjalung)/ 

波力皮族 (Biripi) 的一名女士。她在悉

尼出生、长大。她家住在滑铁卢附近的

雷德芬 (Redfern) 区。

尼基塔运用传统的原住民符号来展示社

区、群落以及个人的真实历程。

她的艺术作品表明他们的社区起源于澳

大利亚和海外不同环境下（水域、沙漠、

灌木、雨林等）的许多原住民部落。

她所使用的颜色表示着温暖、活力、安

全、充裕、幸福、乐观、亲体、力量与

欢愉，这些情感都能增强社区关于滑铁

卢社区未来的愿景。



  滑铁卢地铁站入口效果图

悉尼地铁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公共交通项目。这

条独立的新铁路将建设31个地铁站及66公里的

新地铁线，彻底改变澳大利亚最大城市的交通

方式。与其他世界级大型公共交通开发项目一

样，新州政府（NSW Government）已经确

定了悉尼地铁系统上的各个地铁站，这个地铁

系统能够把地铁站周围的地区更好地结合在一

起，使之成为世界一流的地方，塑造我们城市

的未来。

滑铁卢车站被认为是根据滑铁卢战略规划进行

地铁站综合开发的理想地点。滑铁卢新的悉尼

地铁站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使这个多姿多

彩、生机勃勃的社区更加繁荣，使这个地区成

为内西区内交通最方便、最能吸引人们来这里

生活、工作、参观的地方之一。

地铁广场的边界是波顿尼 (Botany) 路、库普 

(Cope) 街、拉格兰 (Raglan) 街和惠灵顿

(Wellington) 街，人们上班、外出、去悉尼

的一些主要目的地都很方便。

地铁站上方开发项目将提供新的住宅、商铺、

社区服务和新的公共大厦，有一幢独立的大楼

可提供社区及娱乐设施。

建设新地铁站和建设上方和周围的建筑物将同

时进行。这样可以减少对社区的影响，并使本

地铁站上方开发项目可在2024年悉尼市区及

西南地铁线开通后尽快完工。

悉尼地铁项目在2017年1月获得滑铁卢地铁站

的规划批准，现在正在争取地铁上方开发项目

获得州重点开发项目的概念批准。

本综述文件重点阐述了悉尼地铁项目的主要特

点和地铁站上方开发项目的理念，并总结了地铁

站上方开发项目环境影响声明中的重要问题。

概念申请的全文可以从 

majorprojects.planning.NSW.gov.au 和 

sydneymetro.info 下载。

http://majorprojects.planning.NSW.gov.au
http://sydneymetro.info


悉尼的转型正在真正地顺利进行。

我们亲眼看到澳大利亚最大的公共交

通项目正在充分发挥全国最大城市的

潜力；31 个地铁站，66 公里长的新 

地铁轨，其规模可与目前世界各地的

任何现有项目相媲美。

悉尼地铁不仅是明日悉尼新的公共交

通系统，而且是城市建设和国家建设

的投资，不仅使这个大城市的交通更

快捷、更便利，而且为后代奠定了未

来发挥潜力的基础。

明天的悉尼欢迎你！

Andrew Constance 议员

运输与基础设施部长

悉尼地铁项目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级

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它不仅彻底改变了

悉尼这个大都市的交通状况，也有利于

在今后几十年中充分发挥它的潜力。

这项世界级投资将是迅速增长进入21

世纪的催化剂，就像100年前伟大的

约翰·布拉德菲尔德博士 (Dr JJC 

Bradfield)塑造城市形象的项目那样。

这些项目贡献之大，就像悉尼海港大

桥和城区地铁线一样。

今天，随着悉尼地铁的迅速发展，我

们展望澳大利亚第一大城市繁荣美好

的未来；对新的基础设施史无前例的

投资，例如对悉尼地铁超过200亿元

的投资，有助于我们走向未来。

和我们一起建设明天的悉尼吧！

Gladys Berejiklian 议员

新南威尔士州总理

总理的话 部长的话

地铁广场公共大厦 (public plaza)
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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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地铁要承认这片伟大土地的祖先

和精神，向过去和现在的长者致以敬

意。我们承认原住民是这片土地的传

统监护人，并将这种尊重扩展到所有

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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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地铁工程项目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新一代地铁

服务所带来的巨变，而且取决于与大悉尼的有效

结合。

客户是地铁产品的中心；悉尼地铁所提供的高水

平交通服务是澳大利亚前所未有的，但在全球城

市中很常见。

顾客是悉尼地铁产品的中心。

交通方便出色的服务

繁华的地方

顾客

悉尼地铁是为悉尼的后代人服务的， 
将随着悉尼的发展而发展。

到2036年，全悉尼的人口将超过

600万；另外还有170万人将逐步

进入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这些城

市将增加84万个工作岗位和68万

户家庭。

悉尼地铁项目将使交通更方便、更

快捷，让新的就业机会和教育机会

靠近家庭，从而提高经济效率。

地铁站的设计以顾客为中心，出入

快捷便利；火车快速、安全、可靠；

顾客在整个旅程中都可以利用各种

技术保持联系。

作为促进发展的催化剂，悉尼地铁

项目将与新的社区结合起来，并且

改造现有的市区和经济中心。各项

服务将于2019年开始。欢迎使用

澳大利亚最大的公共交通项目。

主要益处 

地铁能够改善各个不同层次的交

通：

•  比以往更快地运载更多乘客

•  可以快捷、便利地换乘火车、

公交车、渡轮和轻轨电车

•  使这个不断发展的城市交通更

快捷、便利

•  改善悉尼这个大城市的交通条

件

•  与其他城市建设交通项目互相

结合、保持一致

•  提供就业、教育、医疗保健等

方面的更多选择

•  旅行时不必猜测，不必计划，

想走就走。

彻底改变我们的
旅行方式

悉尼新地铁火车效果图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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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重新构思的地方

经过重新构思的地方

地铁广场将成为多元化社区的新枢纽，为人们

提供生活、工作、购物和娱乐的新场所，并且

提供公共空间，其目的是提倡步行、骑自行车

以及用包容的方式进行社交。

悉尼地铁项目有助于将滑铁卢变成交通方便、

与周围环境相连、舒适干净、便于社交和就业

的好地方。

地铁广场将具有自己的特色，需要采用因地制

宜进行规划，以加强人们与他们共享的地方之

间的联系。

按照国际标准进行建设的新地方

在建设滑铁卢新地铁站时，我们可以抓住这个

令人兴奋的机遇，将国际最佳实践和创新思维

结合起来，形成地方特色。我们的专家团队从

一些最卓越的城市形象塑造项目——包括英国

的横贯铁路 (Crossrail)——汲取了灵感。

地铁广场的繁荣将加强社区、吸引投资并使这

个地方更适宜居住。将社区和零售设施、室外

空间、人行道、建筑物和其他公共空间结合起

来，会使这个地方更加繁华。这样会吸引人们

在这里互动，形成更健康、更有社会和经济活

力的社区。

支持和发展当地社区

规划、设计和管理地铁广场内的公共空间，其

焦点在于当地社区。

通过城市设计原则和公共空间规划

(placemaking)，地铁广场将不仅仅是乘火车

的地方；它将具有各种各样的用途，成为社区

的中心。

悉尼地铁将与社区密切合作，探讨如何最好地

建设生气勃勃的建筑物，成为大家享受生活、

感到温馨的中心。

地铁广场新的商店和人行道效果图

地铁广场是在滑铁卢的重大投资，让我

们有机会开始重新建设这个区，既有私

有住房，又有社会福利住房和经济适用

房结合，还有相应的社区服务和政府服

务，有零售服务，提供本地工作岗位。

Patricia Forsythe, 悉尼商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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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明日悉尼

澳大利亚最大的公共交通项目将为子孙 
后代塑造悉尼的城市形象。

悉尼地铁是根本改变悉尼面貌的大项目，是改

善悉尼这个地区交通条件的关键。

新地铁站将减轻雷德芬(Redfern)站和绿色广

场 (Green Square) 站的压力，并开辟新的铁

路，快速、安全、可靠地通往悉尼中央商务区 

(CBD)、北悉尼和巴朗加卢 (Barangaroo) 等

主要就业区。

它将有助于实现新州政府改造滑铁卢和雷德芬

的目标，并提供额外的交通方式通往澳大利亚

科技园。沿着 Botany 路有高质量的公交车服

务，有助于进一步开发、扩展悉尼中央商务区

和绿色广场之间的全球经济走廊。

滑铁卢公理会教堂附近Botany路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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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站上方开发项目 卓越的设计

充满活力的公共场所

•  友好、包容的社交、文

化活动场所

•  有可能创造一个弘扬悉

尼文化和价值观的场所

•  有助于使地铁站周围的

街道和室外空更加繁华、

交通更便利

安全性和交通条件

•  这个小区日夜繁华、充

满活力，有安全的交通

方式

•  在这里人们有安全感，

可以参与各种社交活动

新的城市地标

•  开发项目促进悉尼的发

展，塑造悉尼的城市形

象

•  有助于悉尼获得卓越设

计的良好声誉

•  留下持久的文化遗产

按高标准设计的原则有利于满足公共空间规划和城市设计的要求。

整合和包容

•  尽量充分利用土地、将

各种交通方式结合起来

•  满足日益增长的对黄金

位置的住宅、商业、零

售和社区小区的需求

•  适当利用土地，从而促

进经济增长

•  有机会扩大、改善和活

跃室外公共空间

面向未来的设计

•  建筑物和周围空间的质

量将是最好的，比社区

目前和今后所期望的更

好

•  新的基础设施和公共空

间将耐用、耐磨、易于

维护

•  在规划时注意可持续性

分期

地铁站上方开发项目与下面的地铁站有三种可能的分期方案可供选择：

• 第一方案：先建设转换层，然后建设地

铁站和地铁站上方开发项目，两个建设

项目同时进行，到2024年竣工。

• 第二方案：首先建设地铁站，在2024年

可以运行。地铁站上方开发项目在地铁

站竣工后才建设。这样，在2024年车站

启用后，地铁站上方开发项目有可能仍

在施工。

• 第三方案：首先建设地铁站，在2024年

可以运行。在后期开始建造地铁站上方

开发项目，时间待定。这样两个项目有

不同的工期。

地铁广场项目由滑铁卢地铁站以及分开的新地铁站上方和周围开发提案构成。这些建筑物合起来就是地铁站上方开

发项目。

由于新的地铁站建在地下，因此可以同时在其上方和周围建造地铁站上方开发项目。这样有助于减少对社区的影响，缩短地铁广场开始产

生效益所需的时间。按地铁站的设计，地铁站上方开发工程在地铁站进行建设期间动工。使用这种综合方法，在2024年悉尼地铁市区与西

南线开始提供服务后不久建设项目就可以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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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500米到悉尼地铁站

滑铁卢的新区

地铁广场将与新的滑铁卢地铁站结合在一起，

提供新的住宅、商店、社区服务，还有一幢新

的公共大厦，与其毗邻的建筑可以提供社区设

施和娱乐设施。 

地铁广场将与全世界的公共交通发展接轨，将

车站与周围地区完全融为一体，创造繁荣的公

共场所，让每个人都得到享受。

地铁广场小区的边界是波顿尼 (Botany) 路、

库普 (Cope) 街、拉格兰 (Raglan) 街和惠灵

顿 (Wellington) 街。

 

滑铁卢站统计

深
25米

整个地铁站

210米长

月台长度：170米

月台宽度：10米

附近的交通枢纽

Walking

Cycling

Taxi

Kiss and ride

Bus公交车

步行

自行车

出租车

上下客点

在高峰期每四分钟一趟

的火车，载客量达到最

大容量

每个方向每两分钟一趟

2分钟到中央火车站

(CENTRAL)

6分钟到马丁广场

(MARTIN PLACE)

8分钟到巴朗加卢

(BARANGAROO)

2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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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铁卢地铁站上方 
开发项目概念提案

A

B C

E F

GH

三栋住宅公寓楼

29 层 (A)  
25 层 (E) 和  
23 层 (F)

下面三层拟作为零售和商

业办公空间等综合用途

一幢三层高的综合用

途建筑，可提供社区

和娱乐设施 (H)

四栋中等层高的住宅公寓楼

10 层 (B, D) 
四层 (C) 和  
七层 (G)

B楼、C楼和G楼将位于滑铁

卢地铁站大楼上方，D楼将

位于拟建的零售和商业办公

空间的外壳上方

D

拟建的滑铁卢地铁站

上方开发项目

拟建的建筑物高度和用途

对滑铁卢的地铁站上方开发项目的建筑物和该地点的不同土地用途，已经调查了若干建筑方案。

拟建的建筑物和土地用途，包括社会福利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从解决住房的目标来看是合适

的，从在该地区设定的提供就业目标来看也是合适的。建筑方案要与周围的城市环境、该地区 

预期的未来特色、滑铁卢的现有开发提案以及滑铁卢小区的未来规划保持一致。

18

图例

拟建的三层零售和商业办公空间的外壳

滑铁卢地铁站的建筑物

拟建的建筑外壳

穿过场所的通道

滑铁卢公理会教堂

滑铁卢地铁站入口

1918



一栋新的社区广大厦，包括商店和服务
设施

改善公共区域，包括新的人行道和

自行车道、新树和加宽的小道

新空间供创造性活动和文化活动之用

在早上的高峰期，

6050人
将穿过滑铁卢地铁站。

除了地铁站建设和运营期间的工作岗位
之外，还增加了大约

450个新的固定职位

大约

700套新房，
包括5-10％的经济适用房和

70套社会福利房

地铁广场是一个地铁站综合开发项目，由

滑铁卢地铁站以及一个分开的地铁站上方

开发提案构成。使用综合开发的方式，在

2024年悉尼地铁市区与西南线开始提供

服务后不久建设项目就可以竣工。

地铁站大厅和月台将建在地下。顾客可以

从库普 (Cope) 街和拉格兰 (Raglan) 街

以及库普街附近的公共大厦进入地铁站。

悉尼地铁于2017年1月获得滑铁卢地铁站

的规划批准，该地铁站目前正在建设中。

*仅大致显示建筑物设计 2120



  

滑铁卢的历史和
文化遗产

滑铁卢地区的欧洲人定居点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中

叶。历史记录显示，1855年，一位名叫威廉·鲍威尔

(William Powell) 的建筑商在地铁广场所在的整个

街区取得了99年的租约，他把其中一些地方分租出

去了。

1893年滑铁卢地铁站所在地的悉尼水务局规划显示，

这些房屋中有许多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

悉尼地铁团队于2018年在滑铁卢地铁站所在地的19世

纪房屋遗址发现了埋藏了几十年的人工制品。这些文

物有助于了解滑铁卢的历史并证实我们对这个地区早

期历史的了解。第23页介绍了所发现的部分文物。

十九世纪的滑铁卢的特点是许多临时住房和街道没有

遵循悉尼当时的建筑法规或任何形式的城市规划。 

结果，人口中的卫生条件非常差。直到19世纪八十年

代和九十年代，该地区才接通了供水系统和污水处理

系统。

从20世纪二十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世纪的房

屋主要被工业仓库代替，在20世纪四十年代，有一项

城市规划措施在滑铁卢建立了第一批社会福利房。

1970年以后，许多老式工业搬出了滑铁卢地区，老式

排屋 (terrace) 和旧仓库成为了更新、升级的地点。

今天，人们认为滑铁卢地区属于繁荣的市中心，有欣

欣向荣的多元化社区。

2018年，悉尼地铁团

队发现了许多文物，

这些文物有助于我们

了解滑铁卢的历史。

这些文物有助于深入

了解从其他来源无法

了解的日常生活情况，

让我们了解滑铁卢的

历史和定居情况。

大约在1886年的滑铁卢地图

大约在二十世纪10年代的库比 (Cupie) 娃娃 药瓶和大约在十九世纪60年代的陶瓷小布丁玩偶

在1910年瘟疫爆发后，在20世纪初的房屋中可能已经使用砖铺道 大约在1850-70年的弹珠、纽扣、顶针和别针

2322



滑铁卢未来的总体规划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的城市改造部门—— 

UrbanGrowth新州开发公司 (UrbanGrowth 

NSW) 正在与新南威尔士州土地与住宅公司合

作，为滑铁卢州重点小区制订全面的总体规划。

重新建设这个地区有助于建设一个面向未来、

欣欣向荣的多元化社区，并为有需要的人提供

适合居住的现代化住宅，同时提供新的社区设

施、各种服务和室外公共空间。

总体规划有助于滑铁卢在今后15至20年内逐

步增长，而地铁站将成为改变城市面貌的催化

剂。

这个小区由滑铁卢地铁广场和滑铁卢住宅区

(Waterloo Estate) 组成。滑铁卢地铁广场由

悉尼地铁项目团队与UrbanGrowth新州开发

公司合作重新设计，滑铁卢住宅区由新州土地

与住房公司作为新州政府的“增强社区计划”

的一部分重新开发。

滑铁卢地铁广场

悉尼地铁项目作为地铁站综合开发项目，将

建设滑铁卢地铁广场。它将包括新的悉尼地

铁的滑铁卢站和地铁站上方开发项目，包括

新的住宅、商店、社区设施和公共大厦。

滑铁卢住宅区

新南威尔士州土地与住房公司将重新开放

滑铁卢住宅区，以创建一个新的综合社区，

包括新的社会福利房、经济适用房和私人

住宅，作为新州政府的增强社区计划的一

部分。该计划取决于单独的州重点小区研

究的结果。

滑铁卢的社区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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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和位置

滑铁卢地铁站上方开发大楼将位于滑铁卢地铁

站上方和周围，其所在街区的边界是波顿尼 

(Botany) 路、拉格兰 (Raglan) 街、库普

(Cope) 街和惠灵顿 (Wellington) 街。

拟建的建筑物将综合包括住宅公寓、零售和社

区场所以及商业办公空间。建筑概念规划包括：

• 拟建的三层综合用途建筑的围护结构和在

公共大厦内的独立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合

在一起，可以适用于各种用途，包括：

• 社区服务

• 卫生设施

• 社会服务

• 休闲设施

• 娱乐场所

• 餐饮场所

• 零售服务，例如小型超市

• 办公空间。

• 拟建的三栋23层、25层和29层住宅楼，

以及拟建的四栋中等层高大楼，分别为4

层、7层、10层（两栋），位于已批准的地

铁站大楼或拟建的三层综合用途建筑围护

结构上面。这些建筑将与下面的建筑融为

一体，可提供约700套公寓，包括5-10%

的经济适用房和70套社会福利房。

所有建筑物的建筑材料和建筑元素都会经过认

真考虑、仔细选用。这是将详细设计工作的一

部分。

这些建筑的概念规划请参见第19页和第21页。

2017年1月，滑铁卢地铁站的规划获得了批准，

包括地铁站建筑内的额外零售空间、自行车停

放设施和公共领域的改善，以便于公共汽车和

地铁的衔接。

地铁广场内的公共区域将进一步改善，包括公

共大厦、穿过该地点的通道、额外的自行车设

施以及改善人行横道；人行小道将是地铁站上

方开发项目的一部分。

交通

滑铁卢地铁站上方开发项目造成的交通流量，

对周围道路网络的状况预期不会产生严重不良

影响。滑铁卢地铁站还会促使大家选择公共交

通和主动的交通方式（如步行或骑自行车），

从而减少在当地出门时依赖开车。

概念提案包括多达427辆汽车和36辆摩托车的

停车位以及八辆服务车辆的装卸区域。还提供

约700辆住户自行车和440辆公共自行车的设

施，以鼓励主动的交通方式。滑铁卢地铁站也

有180个自行车停车位。

综合交通方式

作为地铁站已批准的项目的一部分，地铁广场

周围现有的一些公交车站位置可以重新安排，

以便与地铁站入口更好地结合，并便于悉尼地

铁和公交车网络之间的衔接。

到2036年，77％的人在早上的高峰期将使用

主动的交通方式到达地铁广场，因此地铁广场

有两条东西走向的行人通道，以便通过该区域

轻松进入。

噪音和振动

对建筑物进行的声学评估表明，可以显著减轻

进入建筑物的噪音以及从建筑物发出的噪音的

影响。

将会进一步考虑建筑物的声学性能，作为详细

设计阶段工作的一部分。

景观

地铁站上方开发项目将成为滑铁卢地铁站一带

的景观地标，建筑围护结构与根据州重点小区

研究拟采取的控制措施保持一致。

在设计建筑物时考虑了景观共享的原则，地铁

广场将只是稍微改变附近区域的景观。因为在

许多情况下，现有建筑物和大树将为地铁广场

的建筑物提供视觉屏障。

环境影响声明的内容

滑铁卢的社区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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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影

所有建筑物将比相邻的物业适当退后，并且建

筑物围护结构将与州重点小区研究中拟采用的

控制措施保持一致。

建筑围护结构将给附近的物业造成一些阴影，

通常限于早上或下午的短暂时间。

根据相关的规划控制，新建筑物不需要完全保

持相邻物业和附近物业的光照，下面列出的变

化与不断增长的市中心区的环境是一致的。

对在冬季中期的影响进行了评估。在一年中的

其他时间，当太阳在空中挂得较高时，阴影的

时间会更短。

在亚历山大公园保护区 (Alexandria Park  

Conservation Area) 内沿着温德姆

(Wyndham) 街和花园 (Garden) 街的一些住

宅，阴影在上午将稍微增加。这些建筑物仍将

符合光照规划控制的要求。

温德姆街74号在东北面有窗户的公寓，阴影在 

上午将稍微增加。波顿尼 (Botany) 路133-149

号在东面有窗户的公寓，阴影在下午将稍微增

加。这些建筑物仍将符合光照规划控制的要求。

波顿尼路74-88号计划中的建筑，朝着波顿尼

路的窗户将有阴影。正在调查该物业的其他建

筑方式，以努力达到光照规划控制的要求。

惠灵顿 (Wellington) 街130-136号的老式排屋

将因为建设地铁站而在地面层朝着惠灵顿街的

外墙上阴影将稍微增加。地铁站上方开发建筑

不会增加这种影响。

惠灵顿街122-128号的老式排屋在下午阴影将

稍微增加。这些物业将仍符合光照规划控制的

要求。

文化遗产

大家认为，地铁广场建筑不太可能影响该地区

的重要文化遗产。

地铁广场靠近许多项文化遗产。滑铁卢公理会

教堂位于波顿尼路103-105号，与地铁广场位

于同一街区，今后仍将保留。该建筑不包括在

地铁广场拟进行的建设范围内。靠近开发项目

的其他重要文化遗产包括：

• Cauliflower 酒店

• CBC 银行故址

• The Cricketer’s Arms酒店。

地铁广场也位于亚历山大公园文化遗产保护区

以东一个街区。

概念设计极力让地面层临街的墙与这些文化遗

产建筑高度保持一致，以便与当地文化遗产建

筑保持和谐。设计还在滑铁卢公理会教堂周围

大幅度退后，让这个教堂在街道上看起来更

醒目。

原住民文化遗产

作为滑铁卢地铁站环境影响声明的一部分进行

的评估，未发现地铁广场范围内有原住民遗

址。研究的结论是，在挖掘过程中不太可能发

现原住民文物。

滑铁卢地区是不少部落的大量原住民的家园。

有许多重要的原住民故事与滑铁卢有关，可

以作为地铁广场公共艺术计划的一部分进一

步开发。

公共艺术

概念申请确定了适合安排公共艺术品的便利、

醒目的位置以及选择、委托制作和安装公共艺

术品的原则、方法。

将制定公共艺术计划，作为详细的州重点开发

项目申请的一部分。

经济

提案将提供多达12,500平方米的空间用于零

售、办公和社区用途，从而增加当地就业机会。

除了施工和地铁站运营期间提供的工作岗位以

外，今后的开发还有可能提供约450个固定工

作岗位。

环境影响声明还考虑了许多其他环境因素，包括

• 空气质量

• 环境的可持续性

• 街景和公共领域

• 雨水和洪水

• 对铁路基础设施的影响

• 出色的设计

• 悉尼机场需要的空域

• 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和各项服务

• 施工造成的影响

• 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

• 风。

减少影响的措施

已经列出了减少影响的各种措施，以控制

滑铁卢地铁站上方开发项目在今后的设计

开发和建设的每个阶段带来的影响。

这些措施包括：

• 保护和弘扬当地文化遗产的策略，确保

开发项目对该地区的文化遗产产生积极

作用

• 在设计和施工期间依照最佳实践实施的

可持续性措施

• 在建筑物投入使用后尽量减少噪音和振

动的措施，包括降低装卸码头的噪音、

工厂和设备所需的减少噪音处理以及公

寓的朝向和设计

• 风洞测试，以建立风力模型，为减少影

响的策略提供信息

• 评估建筑物朝向处理及建筑物反射阳光

到司机和行人身上的可能性

• 实施雨水管理措施，以尽量减少洪水

• 遵循交通影响评估中的建议，以减轻对

交通的影响

• 垃圾管理的策略

• 提供进出工地的通道

• 制订建筑环境管理制度，以识别和减轻

施工带来的影响。这个制度将包括减少

噪音、振动、灰尘和交通流量的各种

措施

• 坚持出色的设计策略中概述的原则，包

括按照国际标准体现优质和最佳实践的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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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咨询

社区的持续参与，为滑铁卢地铁站和地铁广场的规划提供了宝贵资料。

在2018年5月和6月期间，悉尼地铁和

UrbanGrowth 新州开发公司在正式规划评估

流程之前进行了早期磋商，征求对地铁广场提

案的反馈意见，包括与下列各界人士举行10场

面对面的互动活动：

• 当地社区成员和利益相关者

• 居民小组

• 非政府组织和服务提供者

• 原住民社区成员

• 俄语和中文语言组。

共有308人参加了这些会议。

悉尼地铁将继续与利益相关者和社区合作，确

保他们了解该项目，并有机会向项目团队提供

反馈意见。

进一步反馈

本手册第34-35页说明了如何对 “州重点开发

项目”概念申请提出反馈意见。

社区愿景 地铁广场

社区生活很重要。社区应该在

白天和晚上都繁荣，还应该尊

重这块土地及原住民。

地铁广场将是一个安全繁荣、充满活力、

让人感到温馨的新中心。公共艺术策略设

法通过其设计承认这里的土地、历史和原

住民。

新的地铁站应与其他交通方式

结合起来。

地铁广场将与 Botany 路的公交地铁站相

连，从而成为便利的交通枢纽。将提供大

约1300个自行车停车位，以提倡在往返地

铁站的同时锻炼身体。

住宅需要适合不同背景、年龄、

收入、能力和生活方式的人。

地铁广场将包括约700套新公寓，包括5-10

％的经济适用房和70套社会福利房 (social 

housing dwelling)。

应提供适当的必要服务，让所

有居民都能方便地获得保健、

福利、社区支持、零售和政府

等服务。

地铁广场将提供社区和零售设施专用的空

间，或许包括一系列的便民服务和基本服

务，比如医疗中心和超市、餐馆或药店等

零售设施。

公共场所应该有助于提倡步行

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即使在最繁忙的时间，地铁广场购物中心

和人行道也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走动。宽阔

的人行道将把地铁站跟滑铁卢和周围的市

区连接起来，在拉格伦 (Raglan) 街和惠

灵顿 (Wellington) 街的十字路口更加安

全，在库普 (Cope) 街有一个“慢行区”。

2014年至2017年期间，UrbanGrowth 新州开发公司和新州土地与住房公司

(NSW Land and Housing Corporation) 一直在征求社区关于从中央火车站

(Central) 至怡富雷 (Eveleigh) 走廊的意见以及对滑铁卢总体规划的意见。通

过征求意见获得的关于公共空间规划 (place-making) 的见解有助于形成地铁

广场 (Metro Quarter) 的概念提案。

社区咨询

早期咨询 
悉尼地铁市区和西南项目及 

定线 (alignment)

社区咨询和环境影响声明 
展示 Chatswood 到

Sydenham 定线

经过社区咨询， 
滑铁卢被选为悉尼地铁 

定线的第31个站

从 Chatswood 到
Sydenham 的悉尼地铁 
市内和西南项目部分， 
包括滑铁卢地铁站， 
获得了规划批准

悉尼地铁和 UrbanGrowth 
新州开发公司对地铁站上方 
开发项目进行了早期磋商

2015年
6月至11月

悉尼地铁将于2024年在滑铁

卢建成，在此之前滑铁卢地铁

站的建设已经在施工了。

2016年
5月

2016年
12月

2017年
1月

2018年
5月至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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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畅所
欲言

规划程序

悉尼地铁和 UrbanGrowth 新州开发公司一直

紧密合作推进地铁广场的综合交通和土地使用

成果。

在进行任何开发之前，需要两个单独的法定规

划程序作为城市改造程序的基础。

悉尼地铁已向新州规划与环境部门提交了滑铁

卢地铁站上方和周围开发项目的“州重点开发

项目概念申请”。

UrbanGrowth 新州开发公司已经提交了一项

州重点开发项目研究，以建立新的规划控制，

包括该区域可以包括哪些建筑物。这将有助于

重建地铁广场。

两个规划程序的结果将由新州规划部长决定。

什么是“概念申请“？

州重点开发项目的概念申请包括评估建筑围护

结构、土地利用和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包

括高度和对邻近土地的可能影响。申请不是征

求同意进行任何建筑或实际施工。

下一阶段是改进和完成设计，包括建筑的最终

结构设计。这称为详细的州重点开发项目报批

程序。在竞争性招标过程之后，悉尼地铁将选

择一个开发合作伙伴来负责这个项目的建筑。

该开发合作伙伴将准备并提交详细的州重点开

发项目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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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滑铁地铁广场的州重点开发项目研究和拟提出的规划

框架公开展示
《滑铁卢地铁广场环境影响评估》公开展示

早期咨询

审查通过早期咨询得到的反馈意见

随后由开发合作伙伴提交详细的州重点开发项目申请

提名滑铁卢作为州重点开发项目的并颁发“州重点开发

项目研究要求”

申请《秘书环境影响要求》，以便准备 
《环境评估声明》

向新州规划与环境部提交州重点开发项目研究报告

向新州规划与环境部提交州重点开发项目概念申请， 
包括环境影响声明

UrbanGrowth新州开发公司准备滑铁卢地铁广场的 
“州重点开发项目研究”和拟提出的规划框架

悉尼地铁准备《环境影响评估》

请您畅所
欲言

请您畅所
欲言

请您畅所
欲言

滑铁卢住宅区规划

新州土地与住房公司负责根据社区增强计划重

新开发滑铁卢住宅区。

新州土地与住房公司将继续在整个滑铁卢文化

遗产总体规划程序中与社区接触。

一旦总体规划和重新分区获得批准，新州土地

与住房公司将在15至20年期间管理滑铁卢住

宅区的重新开发。

有关新州土地与住房公司重新开发的详细情

况，请访问：communitiesplus.com.au/
major-sites/Waterloo。

我们重
视您的
意见

我们重
视您的
意见

滑铁卢地铁广场的州重点开发项目程序——

(UrbanGrowth 新州开发公司)
州重点开发项目申请程序—— 
(悉尼地铁市内和西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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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滑铁卢的社区咨询

请您畅所欲言

州重点开发项目的概念申请公开展示至2019年1月30日。

社区、政府机构和项目的利益相关者可以对向

新州规划与环境部呈报的州重点开发项目概念

申请提交意见。在展示结束时，规划部将整理

提交的意见并在其网站上公布。

根据新州规划与环境部的政策，您提交的意见

会放在规划部的网站上。如果您希望您的名字

不让悉尼地铁知道或者不出现在规划部的网站

上，那么请在提交意见时明确说明。

您提交的意见应标明： 
Attention: Director, Key Sites 
Assessments  
提交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在网上提交： 

majorprojects.planning.nsw.gov.au 然后

点击“on exhibition”链接

邮寄至: 

Key Sites Assessments 

Department of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 

GPO Box 39, SYDNEY, NSW 2001

提交意见的人必须申报在过去两年内的应报告

政治捐款（包括1000元或以上的捐款）。

更详细的信息和披露表格请见： 

planning.nsw.gov.au/donations

在公开展示期间提交的所有意见和获得的所有

信息，都将根据 1988年《隐私法》使用。提

交的所有意见都视为公开文件，其中包含的任

何信息都可能在随后的评估文件中公布。

收到的意见可能发送给有关各方。如果提意见

者希望不分发这些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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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意见中提出的问题，关于所

提交意见的报告将概括这些意见。悉尼地铁将

考虑所提出的问题，并可能由于所提交的某个

意见而对项目进行修改。然后，规划部长将决

定是否批准州重点开发项目的概念申请。

如果进行地铁站上方开发项目，那么在编写和

评估详细的州重点开发项目申请期间以及建设

和运营阶段，将继续与主要利益相关方和社区

进行磋商。这种持续的参与过程对于减少潜在

影响、增加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将发挥重要

作用。

在哪里查看州重点开发项目的概念申请

环境影响声明及所附文件可在新州规划与环境

部的网站上查看： 

majorprojects.planning.nsw.gov.au 和 

sydneymetro.info

您还可以在以下地点查看：

悉尼市政府 

Town Hall House 

Level 2, 456 Kent Street 

Sydney NSW

滑铁卢图书馆 

770 Elizabeth Street 

Waterloo NSW

Green Square 图书馆 

355 Botany Road 

Zetland NSW

社区信息会议

项目团队组织了自由参加的社区会议，展示环

境影响声明并提供相关信息。

欢迎您参加这些会议，与项目团队中的专家 

见面，他们将在会场上解答您可能遇到的任何 

问题。

信息会议无需预先订座。欢迎您随时来电。

日期和时间 地点

12月1日星期六 
上午10点至 
下午1点

Alexandria Town Hall  
73 Garden Street  

Alexandria12月4日星期二 
下午4点至7点

您提交的意见可以使用任何语言，但最

迟必须在2019年1月30日送达新州规划

与环境部。

提交的意见必须包括：

1. 您的姓名和地址

2. 您申请考虑的意见名称

3. 这个意见所针对的提案编号： 

SSD18_9393

4.  简要陈述您是否支持或反对该提案

5. 您支持或反对该提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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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联系

If you require the services of an interpreter, please contact the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Service on 131 450 and ask them to call Sydney Metro  

on 1800 171 386. The interpreter will then assist you with translation.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Service

新的地铁广场公共大厦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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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保持联系

详细情况请见我们的网站：sydneymetro.info 

也可以打电话给：

Sydney Metro

 1800 171 386  
 24小时社区信息热线

  sydneymetro@transport.nsw.gov.au 

   Sydney Metro, PO Box K659, 
Haymarket, NSW 1240

3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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