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M-CP2019/0267
常见问题（FAQs）（请分开交回此文件）
提案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在这个阶段，我们正就相关计划的提案征询民众意见。
“河滨振兴”与“河边改造”项目提议：

改造公园的河边区，沿着河边建设新的通道，

从陆地入水的河边斜坡，

一处水上活动码头，用于划皮艇、划船和划站立桨板等活动

请注意，此项目主要涉及 McIlwaine Park 河边升级改造工作，目前并不包括水池。我们把水池作
为一个选项包含在总体规划中，以便将来可以分析研究其可行性。

为何提出这个项目？
Canada Bay 市享有 36 公里的沿河地带，我们致力为居民提供更多机会充分享受 Parramatta 河的优美环
境。
该项目将增加前往河边的通道、创造更多休憩空间，并通过河边入水斜坡，打造更可持续发展的环保区
域，从多方面为社区创造实实在在的成果。
该项目是 Parramatta 河集水区管理小组总体规划下的一项重要举措，集水区管理小组将重点提高河流环
境的质量和改善前往河边的通道，以此作为这个项目的支柱。总体规划分为十步，计划在 2025 年前形
成一片可以游泳的水域，详见此处。我们将与集水区管理小组密切合作，确保民众随时了解最新进展。
该项目对社区有什么好处？
民众可以获得好处包括：





就近参与水上活动
丰富的水上娱乐项目
河边入水斜坡在生态上有益于动植物生存
新增步道和路牌，在整个公园都易于到达河边

McIlwaine 公园作为一处水边露天娱乐场所，目前非常受欢迎，有大量本地居民和周边游客前来。公园
的基本设施有卫生间、野餐桌、一个烧烤炉、儿童游乐设施和迷你高尔夫球场。
“河滨振兴”与“河边改造”项目主要将：改造公园的河边地带，沿河边建设新的通道；改造一段海堤，用
作岸边入水的观景台阶；建造一处水上活动码头，用于划皮艇、划船和划站立桨板等活动
鉴于该地区人口预期将不断增长，按照《Rhodes East 修订版计划草案》的方针，在 Parramatta 河打造更
多前往 Parramatta 河的安全、清洁，有保障的出入通道，可为社区和环境创造重要价值。
Parramatta River 河总体规划由 PRCG 编制，以助改善水质和河流状况的管理，并在 2025 年前让水域再
次适宜游泳。如果实现这一目标，当地民众就能在家附近安全地游泳。我们将提供有关 PRCG 如何实施
总体规划的持续更新，总体规划可在此处的资料库查阅。
该项目从哪些方面反映了公园的管理计划（PoM）和修订版 Rhodes East 计划？
该项目包含了几份重要战略文件的愿景和计划，包括 Canada Bay 市政府的《2012 年 Brays Bay
Foreshore 公园管理计划》、《2015 年 Rhodes 半岛开放空间管理计划》、新州政府《修订版 Rhodes
East 计划》，以及《Parramatta 河总体规划与游泳场所振兴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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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Brays Bay 河边公园管理计划
o 已确定 McIlwaine 公园适宜人们前往水边垂钓、划皮艇、沿河边步行和骑行
o 可在沿岸铺设木板步道（包括独木舟下水码头），方便公园游人体验海湾乐趣
2015 年 Rhodes 半岛开放空间管理计划
o Brays Bay 公园管理计划概述了建造水上平台，以改善河边环境的各项计划？
新州规划部 Rhodes East 优先区域发展规划和修订版 Rhodes East 计划
o 从 Concord Road 到 McIlwaine 公园的新人行天桥将为这处现有公共开放空间提供更
便捷的通道
o Canada Bay 市政府议会正在规划通过区域支持项目出资改造 McIlwaine 公园，吸引
更多的居民和游人前来
o 增加公众进入 Parramatta 河边、Leeds Street 和 McIlwaine 公园的开放空间
Parramatta 河集水区管理小组的总体规划和游泳场振兴计划
o 到 2025 年，我们的本地民众就能在 Parramatta 河沿岸的以下三个新游泳场游泳嬉
水：
McIlwaine 公园，Rhodes East
McIlwaine 公园位于 Rhodes，面对 Brays Bay。该公园是一处倍受欢迎的娱乐场
所，有野餐桌、烧烤炉、卫生间、游乐设施和停车场。照计划，通过改善邻近的河
边并建造新的码头，振兴河边地区之后，划皮艇、独木舟、桨板等水上活动很快将
成为 Brays Bay 湾的常见景象。

上述各项战略计划可在此次的资料库阅览。
这个项目是否包括河水泳池？
不包括。项目总体规划对此有所考虑，目前正在调研。
市议会将采取哪些措施确保在公园进行水上活动的游人的安全？
通过风险管理方针，安全执行河流的振兴计划。
Brays Bay 目前水质怎样？
悉尼水务公司已针对总体规划中确定的三个优选游泳场 – 即 Bayview Park, Concord；McIlwaine Park,
Rhodes East；和 Putney Park, Putney 展开了水质监测。现在四到六天采一次样，雨天额外采样。此监测
属于初级阶段的工作，悉尼水务公司正在对 Parramatta 河制定更全面的 Riverwatch 水质监测计划。
市议会是否会修建从 Rhodes West 到该公园的更好通道？
作为修订版 Rhodes East 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在未来几年在 Concord Road 上方建造一座人行天桥。
施工需要多长时间？
2020 年 3 月开工，预计 2021 年 12 月开放使用。
可以在河里钓鱼吗？
可以。不禁止钓鱼，但新州初级产业部建议不要食用悉尼海港大桥以西，包括 Parramatta 河捕获的鱼类
或甲壳类。捕捞后应该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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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河里游泳吗？
选择合适的地点对于项目的顺利开展、满足群众所需至关重要。选择这个地点是因为它适合作为游泳场
所，场地相关风险水平可承受，并且作为游泳场舒适宜人。Brays Bay 可进行许多水上活动，如游泳、
划水和涉水、水上运动和岸上休闲娱乐等。
一旦从调研中获得更多信息，我们就能确定这个地点是否可以游泳。但是，即使一个地点不适合游泳，
它也是可以游泳的整个河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岸边小坐、慢跑、骑行、荡桨或涉水，也是享受河边时
光的好方式。
游泳场振兴项目
选择合适的地点投入时间和精力进行建设，对于项目的顺利开展、满足群众所需至关重要。并非所有水
质良好的地方都可以安全游泳，并非所有安全的地方都有海岸基础设施方便人们进入。以下说明了我们
如何选择特定河段来优先考虑某一项活动。
我们用这个框架来评估 Parramatta 河沿岸 12 个入选位置是否适合纳入将来的游泳场振兴项目。有关这
12 项评估的概述，请阅读 Parramatta 河游泳场振兴项目概述（Parramatta River Swim Site Activation
Overview）。
可行性
这是“有可能吗？”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
一个地点是否适宜游泳，我们要问：






它是否和公共用地相连？
在不破坏当地野生生物环境的情况下，它是否容易出入
来往船是否会构成任何危险吗？
它的水质是否良好？
它足够深吗？

缺点
简单来说，该选址的风险有多大？
要知道这一点，我们会问：







如果水质现在好，全年都能保持这样吗？
水下有危险的东西吗？
水清到足以看到水下的危险物吗？
有危险的湍流吗？
河边是否容易上下？
该地点会不会是遗址而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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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花了时间和精力搞建设，会有多少人前来使用？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会问：







开车、骑自行车、坐公交和步行便于到达吗？
有足够的开放空间给人放松消闲吗？
有林荫树和草地吗？
有地方坐下来用餐吗？
有强有力的地方议会或其它组织会负责管理吗？
民众是否想要这样的地方？

我们用这个框架来逐个评估 12 个入选地点以及目前的 4 个游泳场。
我们会在公园看到斑尾塍鹬吗？
斑尾塍鹬（Bar-Tailed Godwits）在 Abbotsford、Concord 和 Five Dock 周围的滩涂上最常见。
这个项目将如何影响公园的生态？
建设提案中的环境友好型海堤有利于生物在该地区繁衍生息。
水有多深？
我们的调查表明，涨潮时平均水位约为 0.5 米。
有救生员吗？
我们的调查询问民众是否需要救生员才会去 McIlwaine 公园游泳。根据此次意见征询的反馈，市议会将
考虑雇佣救生员在游泳高峰时段监督该区域。
打算改进便利设施吗？
不在此项目范围内，但我们会持续监测此处空间和现有便利设施的使用情况，以确保为民众和公园游人
都有足够的设施可用。
需要穿鞋游泳吗？河床条件怎样？
对于那比较娇嫩的人，可能需要穿水鞋。河床因为有淤泥而稀烂。多数河段都是如此，对于习惯在沙质
岸边，例如沙滩的人来说，会有不同的游泳体验。

4 of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