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aterloo改造更新工程
新南威尔士州土地和房屋管理署（NSW Land and Housing 
Corporation – LAHC）目前正在与社区各界及所有相关政府
部门合作，对Waterloo地区的必要社会住房设施予以改造更
新，为广大居民提供符合他们生活需求的新式住房。

在未来20至30年期间，我们将创建一个集社会住房、可负担经
济型住房和私人所有权住房于一体的混合型宜居社区，开辟全
新或升级公园绿地、开放空间和社区设施。

本期新闻简报为社区和司法事务部（Department of 
Communities and Justice – DCJ）以及Counterpoint社区
服务社的租户居民报告改造更新工程的最新动态、Waterloo
社会住房南部园区发展规划草案、Metro Quarter商业区建设
进度以及其他信息。

改造更新工程的第一步
虽然Waterloo社会住房南部园区发展规划方案目前尚未最终
确定，但是LAHC已经开始在南部园区着手实施Waterloo改
造更新工程的第一步。

LAHC将在2022至2023年期间完成合作伙伴集团甄选工作，
在未来30年内负责交付本项改造更新工程。合作伙伴集团将
包括一家开发商以及多家社区住房服务提供商，共同实现对
Waterloo社会住房南部园区的改造与更新。这一合作伙伴集
团同时有机会参与Waterloo社会住房中部及北部园区各期的
开发工程。

作为本项目的理想合作伙伴，他们必须尊重Waterloo地区历
史悠久并且极为多元化的社区，在改造更新工程期间支持本地
居民应对变化，同时创建一个充满活力以及融洽和谐的内城区
并致力扶植真正的社区归宿感。

我们已经在本月公布意向书（EOI），启动选择改造更新工程合
作伙伴的第一步。预计甄选程序将需要约18个月才能完成。

LAHC已经作出承诺，改造更新后的Waterloo园区内至少有
10%的新建社会住房以及可负担经济型住房供原住民家庭居
住。LAHC和原住民房屋署（Aboriginal Housing Office – 
AHO）目前正在紧密协作，为原住民社区提供支持，确保他们
能够进一步受益于本项改造更新工程。

为协助原住民家庭在工程实施期间能够继续生活在他们的
社区中以及传统的土地上，我们将利用Waterloo Metro 
Quarter商业区以及未来的Elizabeth Street Redfern开发
区支持原住民住户的动迁工作。

动迁尚未开始
LAHC和DCJ目前正在合作制订居民动迁策略计划，内容包
括分阶段动迁时间表、动迁程序以及相关的必要支持服务。这
些措施旨在帮助居民顺利度过变更时期。详细信息预计将于
2023年年初公布。

根据目前的工作进度，我们相信在2024年年初之前社会住房
居民无需搬离原住地，但是这有待动迁策略计划出台后确认。

DCJ动迁工作人员（DCJ Relocations Officer）将在动迁期
间为居民提供全面支持与协助。所有住户都将提早至少半年收
到动迁通知。将来Waterloo园区竣工后，符合资格条件的居民
将有权选择重返这里的新房居住。

合作伙伴甄选流程

Waterloo 
改造更新工程
最新动态

第二步：征集第一阶段工程方案
我们将邀请不超过六名合作伙伴候选人提交详细的工程方案草案。

第一步：发布意向书
意向书阐述我们对改造更新工程合作伙伴的各项要求。潜在的合作伙
伴可有大约六个星期作出回应。

第三步：征集第二阶段工程方案
我们将邀请两名入围的合作伙伴候选人提交进一步完善的工程方案
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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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更新工程至关重要
Waterloo是建于Gadigal土地上的一座独一无二的城市村落，而Waterloo
改造更新工程将能进一步弘扬本地的多元文化历史。改造更新工程将为这
里带来全新的居所、社区设施和绿地空间，并将社会住房居民的身心健康以
及社区的可持续性发展放在首要地位。本项工程的基本目标：

全新和更好的社会
住房

为本地多元化社区交
付更多和更好的社会
住房，从而满足居民目
前和未来的需求。

为原住民创造更好的
社会利益

在规划、交付和运作中
优先考虑为Redfern-
Waterloo原住民和托
雷斯海峡岛民社区带
来最佳的社会利益。

可持续发展

支持社会包容和开放，
创造一个在经济和环
境上均可持续发展的
社区。

为居民创造积极成果

创建一个支持社会住
房居民身心健康的宜
居环境，并能提供长期
细致入微的管理。

扶植归属感

充分利用Waterloo
地区过去和现在的优
势力量，创造一个真
实、独特和温馨的社区
环境。

加强社区合作

与社区、非营利组织和
私营行业紧密协作，为
住房和社会带来持久
的良好效益。

混合型社区 
LAHC致力不断扩展和改变社会住房，从而确保
更多有需要的个人和家庭能够搬入质量更好的现
代住房设施。

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之一即是创建一个混合
型社区。这种也称为“混合所有权”的社区集新式
社会住房、可负担经济型住房以及属于私人所有
的住房于一处，从而创造更好的地区和社会效益。

混合型社区内建造的社会住房设计精良，与可负
担经济型住房以及私人所有权住房没有区别。

住房和基础设施得到提高改善之后能够进而带来
良好的教育和就业结果，同时减少劣势群体、犯罪
率以及反社会行为。

我们采取改造陈旧的社会住房园区并将它们重新
发展成为一个混合型社区这一模式，不仅有机会
让本地重焕新生，同时也能让目前和将来的首次
置业者和新房购买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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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loo社会住房南部园区发展规划公展
Waterloo社会住房南部园区发展规划草案经过八周公
展并向社区各界征集意见之后已经转交州规划与环境部

（Department of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进行评估。

2022年3月3日至4月29日发展规划草案公展期间，我们鼓励
社区各界踊跃提供反馈。这是规划工作向前走出的重要一步，
对Waterloo社区的每一位居民都有重要意义。

规划与环境部目前正在审阅草案公展期间收到的反馈，同时
对安全和交通等方面的问题作出进一步分析。这也包括涉及
McEvoy和Pitt两街交叉路口地区存在的问题。

发展规划草案公展期间，我们举办了一系列在线和面对面咨询
会议，有机会让社会各界与规划人员交流沟通并提出问题，分享
居民对工程方案的想法。为能协助社区全面了解改造更新计划，

我们在面对面咨询会中使用了3D立体模型，并提供俄语和中
文服务支持相关社区。此外，我们还提供了纸质规划文件以及
全景模拟视频。

其他活动和形式的支持包括在线会议、电话咨询、专题网页、新
闻通讯、报刊和广播宣传、数字媒体、口译服务以及翻译材料。

所有针对规划草案提出的意见报告已经公布在规划与环境部
网站上。与此同时，规划与环境部也正在积极准备总结报告，就
收到的各项意见反馈作出回应。这份报告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
候完成并公布。

我们感谢所有参与会议并就规划方案提供反馈的人士。社区反
馈是规划工作流程的关键环节，有助于制订完成Waterloo社
会住房南部园区改造更新的最终方案。

WATERLOO城铁站最新消息
悉尼城铁Waterloo站正在逐渐成形。南侧工地支柱安装施工
已经结束，北侧工地将在7月份继续施工。地下站台结构性施工
已经完成，目前正在铺设安装公共事业服务所需的设备并落实
收尾工作。车站内最后3条自动扶梯在6月底安装完毕，至此7
条自动扶梯已全部整装待用。感谢你在我们完成此部分工程期
间的合作和谅解。

你可以致电1800 171 386（24小时社区信息热线）或发送电子
邮件至Waterloometro@transport.nsw.gov.au联系社区服
务团队查询详情。

Waterloo Metro城铁站工程团队将在7月21日举办一次社区
随访会，与Waterloo Metro Quarter商业区代表见面。他们
可以为你解答任何问题并提供最新施工动态。届时备有咖啡茶
点招待。见面会将于下午1:30至3:00之间在Cafe Japanon 

（地址：129 Raglan Street，Waterloo）举行，我们欢迎你随
时前来参加。

Waterloo社会住房南部园区规划流程

目前阶段

评估反馈并确认最终 
方案

Waterloo南部园区 
新规划方案

规划方案送交有关部门
评估 准备公开展示规划方案 规划方案公展并征集 

公众反馈

2020年5月 2021年3月 2021年6月 2022年3月
2022年中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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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测试工作即将开始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LAHC将开始对Waterloo社会住房
南部园区土地状况进行测试工作，从而推进园区改造更新
工程。技术人员将会使用钻机和手工工具完成一系列测试项
目。我们将在8月份为社区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居民安全信息
DCJ致力为居民和周边社区提供更好的社会住房体验，包括
创造安全的居住生活环境。虽然绝大多数社会住房居民能够和
睦相处并遵纪守法，但是也有极少数人的反社会行为破坏了
邻里安全，为居民生活带来风险。DCJ已经制定相关政策和措
施，可以针对这些人员采取必要的行动，包括警告（Warning 
Notices）、记过（Strike Notices）以及向NCAT（新州民事与
行政事务仲裁庭）申请勒令违规租户搬迁。

举报任何反社会行为可以联系本地DCJ房屋署（DCJ Housing） 
办事处或致电1800 422 322（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工作）联
系房屋署服务中心（Housing Contact Centre）举报。

如果你向新州警务署报告任何事件，应该记得索要报案编号作
为记录。你向DCJ报告不良行为时需要提供这个编号。如果你
没有报案编号，DCJ可以向新州警方调取相关资料。

向警方报案可致电1300 333 000联系Crimestoppers热线 
（可匿名举报）。

了解报案步骤的详情可阅读： 
https://www.facs.nsw.gov.au/housing/living/

rights-responsibilities/antisocial-behaviour/chapters/

how-we-manage-antisocial-behaviour 

向上反映情况流程
任何提交本地办事处的查询事务，如果没有在下列时限内得到
回应或有结果，应该向上反映至DCJ团队负责人（DCJ Team 
Leader）：

• 搬迁转移：提交所有文件后28天

• 反社会行为投诉：报告后14天

• 其他租户事务：提出后14天

你可以致电9384 4166联系Waterloo办事处，并要求与团队
负责人讲话。

Counterpoint社区服务社
Counterpoint社区服务社是你的本地社区服务中心，能够为
居民提供独立的支持和建议。Counterpoint针对Waterloo改
造更新工程建立了两个工作组。

Waterloo重建工程行动组（Waterloo Redevelopment 
Group – WRG）定期举行公开会议，邀请政府代表、非政府组
织和社区成员参加，共同商议Waterloo改造更新工程事宜。工
作组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三开会，居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讨
论与重建工程相关的问题。

行动组下设仅供租户参加的租户分组，定期在每个月的第一个
星期三召集开会。这不仅为建立居民之间相互联系和见面提供
了机会，而且能让所有人在一名独立代言人的支持下交流想法
以及顾虑。

你可联系Counterpoint社区服务社了解详情。

• 电话：(02) 9698 9569 

• 电邮：info@counterpointcs.org.au

• 办公时间和地点：星期一至星期四 | 上午9:15至下午4:15, 
67 Raglan Street Waterloo

联系我们
如果你对Waterloo社会住房南部园区工程有任何疑问， 
请联系：

Waterloo Connect，电话：1800 738 718或 
电邮：WaterlooConnect@facs.nsw.go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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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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