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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LOO
SOUTH
新闻简报
本期新闻简报为Waterloo社会住房南部园区的居民以
及周边邻近社区提供关于本地区再开发项目规划的最新
动态和信息。

充满挑战的一年即将结束。
回顾过去十二个月，Waterloo
各界居民相濡以沫，共渡难关，使我们的凝聚力得到加深
巩固，彰显了真正的社区精神。

防疫封控限制放松之后必须注意健康和安全

虽然新南威尔士州各地的防疫封控措施正在逐渐放
松，但是COVID新冠病毒依然在社区中传播。
我们提醒
Waterloo园区的居民继续关注自己是否出现受感染的
症状。
一旦感到身体不适，就应该接受检测。

如果你至今尚未接种疫苗，应该立即行动起来。
这是你保
护自己、亲人和本地社区的最佳方法。
我们同时鼓励已经
完全接种疫苗的居民在恰当时候尽早接种加强剂。

新州卫生部（NSW Health）将继续通过本地药房和全科
医生诊所为你所提供疫苗接种服务。
了解详情可访问悉尼本地卫生服务处（Sydney Local
Health District）网站或联系全国COVID-19新冠病毒
帮助热线（24小时工作）查询。

https://www.slhd.nsw.gov.au/coronavirusresources/
1800 020 080

Waterloo社会住房南部园区发展规划
Waterloo社会住房南部园区是新南威尔士州政府的
Waterloo再开发项目的第一阶段工程。
整个项目将分为
三个阶段施工。
南部园区再开发工程将为整个Waterloo
社会住房园区的改头换面奠定基础，因此有着极其重要
的意义。
本期新闻简报将为你介绍工程规划详情以及你可以通过
哪些途径发表意见和建议，为塑造Waterloo社会住房南
部园区的未来畅所欲言。
请阅读第2-3页了解详情。

COUNTERPOINT最新消息
Counterpoint是属于你的本地社区中心，为个人和家庭
提供一系列支持服务项目。
我们渴望能够再次返回社区，
与老朋友重新建立联系，同时结识更多的新朋友！

过去十多个月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充满了挑战。
但是，我
们手拉手，肩并肩，共同走过了这段艰难路程！如果你需要
支持或建议，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我们目前正在积极规划和组织丰富多彩的免费社区活动，
包括计划于2022年1月28日在Waterloo Green公园举
行Counterpoint年度“绿色夏季家庭大聚会”。

社区和司法事务部（Department of
Communities and Justice）已拨出专
款，通过Counterpoint服务机构实施
COVID Vax免疫计划，为本地园区的居民
提供有关COVID疫苗接种的建议和帮助。
请阅读本份新闻简报最后部分了解
COVID Vax免疫计划的详情。

This newsletter is also available in English and Russian.
For more information, turn to the back page.
本新闻简报有英文和俄文版本。请阅读最后部分了解详情。

请阅读第4-5页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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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工程规划最新动态

规划、工业和环境部（Department of Planning, Industry
and Environment）为将开发工程提案推进至下一个实施
阶段已经完成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良好进展。
这些工作包括针对项目基本条件要求所作的评估报告，例如
保留现有树木、建筑物位置和高度测试以及在确保财政可行
性的前提下实现社会住房、经济住房和商品房合理混合的建
议方案。

我们计划在12月8日和9日举行两次在线信息沟通会，为居民
讲解工程规划需要考虑的多个方面的问题。
请阅读最后部分
了解信息沟通会详情。

我们接下来的工作是向社区公众展示工程规划提案，并听取
广大居民的意见。
这一环节称为“规划公示”。
规划公示的目
的不是向公众展览将要建造的房屋或楼房的户型或设计。

社区居民今后将有机会就这些方面的事务提出建议和意见。
目前的规划是为发展商在将来开始投入设计工作时需要遵
循的规则制定框架政策。
在这一阶段，我们将向社区展示拟议的各项要求，例如建筑
高度、密度、土地划分和使用以及建筑退缩（距离街道的距
离）。
这些指标要求将主要通过地图、三维模型和动画视频展
示，以便社区居民对新开辟的公园、街道和建筑物以及它们
的位置与比例形成较为具体的概念。
我们还将向你展示建议
的新公园、社区设施和商店的布局位置。
广大社区居民在检阅工程规划提案之后将能通过填写调查
问卷和参加我们的活动提出意见和反馈，这将有助于我们最
终决定应该如何划分和使用土地。
规划提案预计在2022年
年初正式向公众展示。

我们充分了解Waterloo是一个多元文化社区，由来自不同
背景和不同需求的居民组成。
我们为此正在与社区大众、社
区领袖和本地机构组织合作，从而为所有人创造方便他们畅
所欲言的最佳机会和方式。
这包括让每一位居民全面了解开
发工程提案的内容，协助他们作出知情决定。
你提供的反馈
是规划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将为你的参与提供一系列
渠道，包括工作坊、随访会或街道活动等各类符合文化习俗
的在线和面对面活动。

1

规划、工业和环境部制定并审核批准工程规划提案。
右图列出了需要完成的六个步骤。

2

土地和房屋管理署联合社区和司法事务部共同制定动迁策略计划。
我们将会在这个阶段向你告知动迁的具体安排。

3
土地和房屋管理署寻求项目交付合作伙伴，包括项目开发商和社区住房服务机构。

4
项目发展合作伙伴准备并全程负责开发申请以及审批事务。

5
分阶段施工和安排租户迁入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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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规划流程步骤

Waterloo社会住房南部园区再开发工程进展阶段

了解再开发工程的不同阶段和步骤
Waterloo社会住房南部园区再开发工程预计需要15年至20年才
能全部完成。

本页上方图表显示了完成此项目涉及的各个步骤以及我们目前所
在的阶段。
我们在本期新闻简报中为租户解答了一系列与再开发工程有关的
常见问题，详情见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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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ERPOINT之角

在本期新闻简报中，Counterpoint机构应我们的要求向
本地社区居民介绍他们提供的各项服务以及能够如何支持
你对Waterloo社会住房南部园区再开发工程提出建议和
反馈。

支持你畅所欲言
Counterpoint机构深深体会任何改变都意味着是
一种挑战。
Waterloo社会住房园区再开发工程从
启动至今已经持续超过五年，本地居民的生活也为
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WATERLOO封城的日子
作者：Norrie

疫情大流行带来的最令人痛苦的事情
莫过于孤立无助的感觉。
但是，我又能
向谁倾诉苦衷呢？大家都和我一样，
承受着疫情的压力！然而，这或许未必
就是一件坏事。

不要错过！

2022年
1月28日

悉尼市议会政府目前拨出专款，聘用
Counterpoint机构为Waterloo园区的租户
提供独立的支持服务和建议，为居民解答有关
Waterloo社会住房园区再开发工程的疑问，帮助
他们消除顾虑。
疫情封控限制现在已经放宽，你可以
随时亲临我们的中心获取服务。
你也可拨打以下所
示电话与我们联系。

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戴着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口罩；无论走
进还是离开一家店铺都要拿出手机不必要地点击无数次
才能完成扫码签到和签出；现在每次离开住处之前，不仅
要检查是否带上了手机、钥匙和购物袋，更不能忘记揣上
一副口罩。
所有这些麻烦事儿都令人“惧怕”出门，不如选
择整天呆在家中。

音乐表演
儿童活动
美食排挡
特色节目

我们鼓励每一位居民积极参与再开发工程的咨询
工作，就Waterloo社会住房南部园区规划提案发
表意见。

这将是你第一次有正式机会对本地社区的未来发展
方向表达自己的愿望，因此确保有更多的居民参与
其中至关重要。

Waterloo重建工程行动组

Waterloo社区年度盛会！

行动组定期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三召开全体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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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城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所有地方都关上了大门。
对于
我和无数邻居来说，每天仅仅能在园区周围散步，算作是
必不可少的运动。
我们擦身而过时会彼此点头致意，但是
却都脚不停步，继续匆匆前行。
就像我一样，大家希望暂
时忘记公寓大楼单调的水泥墙壁，让自己的思绪穿越绿
树丛林，与小鸟齐飞，去往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

不用再戴口罩就能走出家门真是令人高兴。

现在，大家又可以相互微笑致意，同时期待着社区中心早
日开放，我们能再次其乐融融地聚在一起。
就在前几天，我在购物回家的路上遇到一群站在大街上
聊天的朋友。
其中一个人看到我，马上就大声地对其他人
说“让女士通过”。
所有人都主动地往后退了几步，让出中
间的道路。
从人群中穿过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说：
“这是
很多个多月来我第一次与陌生人有这么近的距离。
谢谢
你！
”
经历了这么长的一段封城日子，现在终于又能回到人群
中去，哪怕只是短短的数十秒钟，依然令我兴奋不已。

生活在社会住房园区的一个优点就是我们有着常年不变
的左邻右舍。

我们必须学会与自己和睦相处。
我们之所以生活在这里，
不是因为我们跑在了社会竞争队伍的前列；我们之所以
生活在这里，是因为我们中的一些人需要更多帮助才不
至于无家可归，因为我们中的一些人是老弱群体，因为我
们中的一些人身患残障，因为我们中的一些人面临文化
和其他的挑战，因为我们中的一些人没有下一代照顾，因
为我们中的一些人刑满释放后重返社会，因为我们中的
一些人是历经艰辛来到这里的难民。

希望深入参与规划阶段工作的居民可以加
入Waterloo重建工程行动组（Waterloo
Redevelopment Group - WRG）。
行动组成员
每月举行一次会议，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加入。
作为
行动组成员，你将有机会直接获取来自州政府有
关部门和地方政府机构的信息，更加全面地了解
Waterloo重建工程规划的发展动态。

此外，行动组还下设租户分组（仅供租户参加）
，定
期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召集开会。
这些小组不
仅让你有机会结识其他居民，而且能在安全和友好
的环境中就Waterloo重建工程相互交换想法、意
见和顾虑。

在红绿灯前等待穿越马路时，我们都会不由自主地与周
围的同路人“保持社交距离”
，结果就像在玩躲猫猫的游
戏一样。
四目相对时，彼此的眼角都露出一分尴尬的微
笑。
疫情倒是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同理心了。

无论曾有怎样的过去，我们每个人来到这里安居之前都
经历了不同的挫折。
或许也正是这一共同点让我们彼此
更加友善。

请联系Counterpoint机构，了解行动小组和
COVID Vax项目的详细信息。
如果你需要独立
的支持和建议，也可随时联系查询。
电话：(02) 9698 9569
电邮：info@counterpointcs.org.au
地址：67 Raglan Street Waterloo

“无论曾有怎样的过去，
我们每个人来到这里安居
之前都经历了不同的挫折。
或许也正是这一共同点让
我们彼此更加友善。
”

其他有用的社区联系详情：

Phary Stamatis
Mission Australia 项目经理
租户参与社区契合计划（Tenancy Participation Community Engagement）
电话：(02) 9357 1144
电邮：tenantparticipationce@missionaustralia.co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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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公告栏
OZHARVEST集市
OzHarvest集市
（地址：95 Wellington Street
Waterloo）继续向社区开放。

居民可在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10时
至下午2时获取集市提供的各类服
务。
你进入集市前需要按COVID安全
规定登记签到。

ROSS SMITH纪念碑
最新消息

提高WATERLOO地区的社会服务水平

Waterloo社会服务协作小组（Waterloo Human
Services Collaborative Group）的宗旨是协调并支持
各个社会机构为Waterloo社区提供服务。

协作小组正在着手制订相关的行动计划，以解决
Waterloo社区，尤其是那些居住在社会住房中的居民当
前和未来的健康以及福祉需求。
新州社区和司法事务部、悉尼本地卫生服务处和
Counterpoint服务机构将共同主持协作小组的工作。
未来的行动计划将着重改进以下六个领域的工作：

Ross Smith生前是Waterloo
社会住房园区的一名长期居民。

他的纪念碑建设工作目前尚在
进行中。

作为REDWatch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
Ross Leslie Smith于2016年去世之前一
直担任REDWatch协调委员会司库之职。

他是一名在民间和官方各个层面都极为积极的社
区活动家，曾参与本地Waterloo邻里顾问委员会
（NAB）和全州多个为社会住房租户利益代言机构
的工作。
Ross生前在Kings Cross和Waterloo两
个社区广受尊敬，曾通过无数社区中心和社区团体
为本地区的租户和居民声张权益，帮助陷入困境的
个人和家庭克服生活的挑战。

WATERLOO城铁站
最新消息
Waterloo城铁站建造工程目前
正在进行中。
John Holland建筑
公司的Waterloo城铁站建筑工程
队计划为本地社区组织一次环
境清理活动。

我们希望得到你的帮助，告诉我们有
哪些具体区域需要得到清理。

你将在下周的电邮通讯中获得更加详细的信
息。
注册订阅电邮通讯、建议需要清理的区域或
查询信息可致电 1800 171 386或发送电邮至
waterloometro@transport.nsw.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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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保安

客户服务

健康和福祉

整合服务和
消除障碍

沟通、咨询
和参与

响应能力和
问责机制

协作小组目前正在向利益相关机构和社区征求意见，从
而争取早日完成计划草案，以便在明年落实实施。

社区成员常见问题解答

不少租户对园区重建工程存在疑问。
以下是一些常见
问题解答。
请你务必注意，我们目前尚未对动迁计划或动迁时间
作出任何决定。
你将在土地划分和使用获得批准之后
收到进一步信息。
我将要搬去哪里？

社区和司法事务部（DCJ）将专门委派负责动迁事务的
工作人员与你见面，了解你的需要，以便能为你安排适
合的搬迁房。
动迁负责人员将会尽量根据你对住房的要求找到匹配
的房屋。
如果租户对所提供的搬迁房不满意，将有机会
要求复核这项决定。

如果你一直符合规定的条件，还有权将来重返
Waterloo区居住。
需要动迁的租户将会至少提前六个
月收到通知。

MYHOUSING账户和信息
门户网站以及移动应用

你知道吗？租户可以通过MyHousing账
户和信息门户网站，在自己方便的时候随
时安全地在线获取服务和管理各类有用
的信息。
MyHousing账户和信息门户网站以及移动应用能够让你：
•
•
•
•

更新联系详情；

查看帐户余额、交易和历史记录；
查看申请详情；

使用安全的在线支付系统。

你可以通过DCJ Housing网站登入此项服务，也可以使
用相同的网站登入用户名和密码注册开通MyHousing
移动应用。

我可以和邻居一起搬家吗？

Waterloo社区的租户彼此关心、支持和帮助，邻里之
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们理解这一点对你来说很重
要。
DCJ专职动迁工作人员将在恰当的时候与你见面，
了解你和你的家人在住房各方面的需求。
这些需求可
能包括你已有或需要的支持和帮助、对生活有重要影
响的问题以及涉及邻居等居住安排方面的偏好。
新建后的Waterloo社会住房园区将由谁管理？

一个社区住房服务机构（Community Housing
Provider – CHP）将负责管理新建后的Waterloo社
会住房园区。

由于我们目前仍然在制订重建工程计划，因此决定哪
一个CHP将负责管理新建后的Waterloo社会住房园
区还为时过早。
我们将在再建工程竣工交付使用之前
提供更多有关这方面的信息。

如果我选择重返Waterloo园区居住，我的宠物也可以
带回来吗？
我们理解宠物是很多人的伴侣，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
如果你选择将来重返Waterloo园区居住，可
以与DCJ专职动迁工作人员或CHP讨论有关宠物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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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登记参加在线社区信息沟通会

我们将通过在线社区信息沟通会与你讨论Waterloo社会住房南部园区规划的各方面问题。
第二场
12月9日，星期四，下午2:00至3:30

第一场
12月8日，星期三，上午10:30至中午12:00

• 住房类型组合、建筑位置和高度测试；
• 历史遗产保护；
• 交通和道路管理。

• 树木保留和位置；
• 开放空间；
• 噪音和空气污染。

如果你希望参加，请发送电邮至waterloo.project@dpie.nsw.gov.au，注明你的姓名以及对那一场信息沟通会感兴趣。

卷起袖管，接种疫苗！

接种疫苗，赢取奖品

你是社会住房的居民吗？你已经接种了两剂
Covid-19疫苗吗？

帮助我们遏制疫情，重返正常生活
你租住社会住房吗？

如果是的话，请参与我们的调查问卷，并有机
会每周赢取幸运奖品！

你对接种疫苗是否还在犹豫不决？你需要
帮助预约接种疫苗吗？
我们友好的服务团队能够随时协助你！

尽快接种疫苗的三大理由

• 我
 们社区中的居民受Covid-19新冠
病毒感染的风险极高。
• 你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在帮助保护亲朋
好友的健康，尤其是那些感染Covid-19
新冠病毒后容易罹患严重疾病的人。
• 你很重要，因为你在保障社区健康方面发
挥着关键作用。

参与问卷调查可访问：
卷起袖管，接种疫苗，
*
还有机会赢取奖品！

https://surveymonkey.com/r/JS7F29F

你也可以联系我们的服务团队
（02）9062 5161
电话：

*接种疫苗必须遵循执业医生的建议。

请联系我们获取信息和支持服务
电话：(02) 9062 5161
电邮：covid@counterpointcs.org.au
This newsletter is
available in English and
Russian online and in
print. To view the website,
scan the QR code or visit
https://bit.ly/3qlI0Eg.
You can get a print copy
from security or at the
Oz Harvest pick up
station.

本新闻简报有英文和
俄文电子版和印刷版。
请扫描二维码或访问
https://bit.ly/3CUoYrQ
网站了解详情。
你可以在园区保安处或
Oz Harvest食品发放点
拿取纸质新闻简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