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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动态
设计发布
现已择选出墨尔本West Gate大桥替代项目的设计和项目建筑商。引进West Gate
隧道项目(原西部干道)。
West Gate隧道项目将为墨尔本带来所急需的West Gate大桥替代选择，将从住宅街道上分流
数千辆卡车。
该项目包括：在West Gate高速公路上增建更多车道，在M80和Williamstown路之间双
向各增设两条车道，连接Hyde街，建设一条连接港口、CityLink和城市的新隧道和高速
公路。
在内西部还将实行新的卡车禁令。
我们从当地居民那里得知，保护和创建户外空间、增设步行和自行车路线非常重要，
而这一项目设计考量了这一反馈。
项目中还将使用隔音效果极大改善的隔音墙。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我们将深入到社区中去，所以您可以在2017年年中发
布“Environment Effects Statement”之前，抢先见识项目设计并提出问题。

新木板路和湿地，Footscray
仅为艺术效果图—不包括细节设计

新的公用过路桥，Harris Street, Yarraville

设计动态—更好的道路连接、新自行车道、更多的开放空间

参加不定期举办的信息说明会

根据社区百姓的反馈，我们制定了一种设计，
提升了道路连接，减少对社区的影响，增设了步
行和自行车道，以及增添了绿色空间。一些关键
变化包括：
• 延长West Gate高速公路内隧道，使该公路的
南部出口远离现有的居民住宅
• 通过简化道路连接，减少Moonee Ponds
Creek两个平交道口，改善城市通道设计
• 新建和升级超过14公里的自行车道和步行道，
包括在Footscray路上2.5公里的自行车高速路
• 在Francis，Buckley和Moore街以及
Somerville路上禁止卡车通行
• 改善West Gate高速公路沿线社区间南北向行
人和自行车道路的连接
• 新建社区开放空间近9公顷，相当于近4个
MCG的大小，包括公园和湿地，以及植种超
过17,000棵树木

我们在项目区域不定期的举办信息说明会，提供
有关设计、规划程序的最新消息并回答您的问
题。一些信息说明会会有专家出席。

• 世界一流的建筑、城市和景观设计，彰显墨尔
本西区的原住民文化和海事历史。
• 为符合新的标准，使用质量上乘、隔音效果
显著改善的隔音墙，同时在设计时心系居民，
在不遮挡自然光的前提下，减少噪音，保护
隐私。

即将举办活动的地点：

Maribyrnong河上的新桥和MacKenzie路上的坡道
仅为艺术效果图—不包括细节设计

后续步骤
后续步骤
在过去两年中，我们与社区居民、利益相关方和投标者合作，开发West Gate隧道工程。我们现已
进入“第4阶段”，即您可通过Environment Effects Statement（EES）程序，对项目的设计、
施工和运营情况表达看法。
预计施工时间为2018年，2022年末开放通车。

阶段

拟订设计

概念设计

参考设计

投标回应
和EES

最终项目

我们希望……

了解什么对
您很重要

讨论关键问题
和可能性

与社区居民进行
持续的讨论

解释设计，帮助您
参与EES

定期更新并
准备施工

您的反馈
意指……

• Transurban
的提案

完成

• 影响评估
• 如何构建项目
• 设计方案

完成

我们还将在Spotswood、Docklands和
Yarraville举办徒步感受设计的体验活动。

• 影响评估
• 投标人设计

完成

• 规划审批
• 设计细化

目前进度

日期

日期

时间

Point Cook
Stockland Point Cook，Main Street &
Murnong Street

4月7日星期五

上午9点 - 下午5点

Spotswood
Donald McLean Reserve，
The Avenue 大道
徒步体验(Walk-through experience)

4月8日星期六至
4月10日星期一

周末：上午10点 - 下午4点
专家：上午10点 - 下午4点
星期一：上午10点 - 晚上7点
专家：下午4点 - 6点

Altona
Altona Gate购物中心，134 Millers Road

4月11日星期二

上午9点 - 下午5点
专家：下午3点 - 5点

Werribee
Pacific Werribee 购物中心，Derrimut Road与
Heaths Road交界处

4月12日星期三

上午9点 - 下午5点

Yarraville
Yarraville Pop-up Park，Ballarat Street
(比邻the Sun Theatre)

4月13日星期四

上午9点 - 下午5点
专家：下午3点 - 5点

North Melbourne
North Melbourne邮局门口，70 Errol Street

4月18日星期二

上午10点 - 下午5点
专家：下午3点 - 5点

Docklands
维多利亚海滨大道(Victoria Harbour Esplanade)
(Etihad体育场对面)
徒步体验 (Walk-through experience)

4月19日星期三至
4月21日星期五

上午10点 - 晚上7点
专家：下午4点 - 6点

Yarraville
Woods Street Reserve，Woods Street
(邻近Yarraville火车站)
徒步体验(Walk-through experience)

4月28日星期五至
4月30日星期日

星期五：上午10点 - 晚上7点
专家：下午4点 - 6点
周末：上午10点 - 下午4点
专家：上午10点 - 下午4点

• 施工

无法参加信息说明会?
您可以在我们的项目网站上详细探究
项目的设计，或者联系项目团队展开
进一步讨论。
westgatetunnelproject.vic.gov.au

仅为艺术效果图—不包括细节设计

北部隧道门户，Footscray

后续步骤
通过制定和展示Environment Effects Statement (EES)，有条不紊地开展全面的规划和审批流
程。EES将评估项目的环境影响，包括设计和施工方法。
在2017年年中公开展示EES时，将有机会审视EES并表达自己的观点，正式的反馈将由独立的调查小
组和公开听证会考量。
欲获得有关维多利亚州政府EES流程的更多信息，敬请访问环境、土地、水和规划部网站
delwp.vic.gov.au。

2018年初开始施工
我们将在今年晚些时候规划审批之后开始
施工，工程将在2022年底完成。

联系我们
您对该工程是否有疑问？如果您需要更多信息或
想提供反馈，请与我们取得联系。
westgatetunnelproject.vic.gov.au

同时，我们将继续从事设计和施工规划工
作。这可能涉及一些调查工作，例如岩土
（地面）测试、监测和测量。

western.distributor@wda.vic.gov.au

我们会提前向附近的居民通告任何活动，
并确保在我们的网站上提供信息。

facebook.com/westgatetunnelproject

1300 280 939

twitter.com@westgatetunnel
West Gate Tunnel Project
GPO Box 4509
Melbourne Victoria 3001
口译员服务：13 14 50
如果您是失聪人士，或者有听力或言语障碍，
请通过National Relay Service联系我们。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relayservice.gov.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