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不断扩展的Braybrook
进行规划
提出您的看法

Department
of Transport

我们正在为Braybrook的未来进行规划
我们正与Maribyrnong市政府（Maribyrnong City Council，以下简称市政府）合作，
为不断扩展的Braybrook所需的新的服务、公园、基础设施和住房制定规划。该规划名为
《Braybrook城市设计框架》（Braybrook Urban Design Framework）或Braybrook
UDF。
Braybrook正在不断变化

《通向Braybrook城市设计框架》
（Towards a Braybrook Urban
Design Framework）

随着内西区不断出现新的就业机会，新居民因为本地区
的可负担性以及临近Sunshine和市区的位置而被吸引而
来，Braybrook正在扩展和演变。Braybrook的街道上已
经出现明显的变化，新房屋正在取代老房屋，新的基础设
施正在兴建。
Braybrook位置绝佳，毗邻Sunshine、Footscray和
Highpoint购物中心，距离墨尔本中心商业区（CBD）不
到9公里，能有力支持墨尔本的人口增长。

我们与市政府合作，制定了一份名为《通向Braybrook
城市设计框架》（Towards a Braybrook Urban
Design Framework）的文件，在其中探索了我们关于
Braybrook发展的初步想法。这些想法包括州政府能如何
更新已不再合适的老旧社会和市场住房，以及与市政府合
作提供本地开放空间、社区设施和更好的交通连接。

维州开展的重大基础设施投资正在重新塑造西部地区，墨
尔本机场铁路连线（Melbourne Airport Rail Link) 、
地铁隧道（Metro Tunnel）和西门隧道（West Gate
Tunnel）等项目将使Braybrook出行更加便利。

这本手册说明了《通向Braybrook城市设计框架》
（Towards a Braybrook Urban Design Framework）
中的六个主要想法，以便您能够了解我们的初步规划并提
供反馈意见。

维州住房署（Homes Victoria）是一个新成立的政府部
门，旨在管理、更新和扩展维州的社会住房和经济适用住
房。维州住房署（Homes Victoria）将继续根据本规划
中所述的愿景重新开发Braybrook老旧的公共住房。

Braybrook的规划工作由谁领导？
维州规划管理局（Victorian Planning Authority）在
Maribyrnong市政府（Maribyrnong City Council） 、
维州住房署（Homes Victoria）和维州交通部
（Department of Transport）的协助下领导Braybrook
的规划工作。

为不断扩展的Braybrook进行规划
我们正在探索新的想法，改变Braybrook的规划规定，以
鼓励公寓生活、社会和市场住房更新以及公共基础设施投
资。

维州规划管理局（Victorian Planning Authority）是维
州政府的专业管理部门，负责规划维州各地指定地区内的
城市增长。

这些变化或许会促使Braybrook的住房数量从4000套逐
渐增加到10000套，居民人口从目前的10000人左右逐渐
增加，到2051年达到约22000人。

维州住房署（Homes Victoria）的成立宗旨是为难以获
得稳定的经济适用住房的维州居民提供支持。维州住房署
（Homes Victoria）负责管理目前居住着11万6千多名维
州居民的住房资产。

即使没有这些新的规划规定，Braybrook预计在未来30年
内仍将增加2000多套住房。如果我们现在开展良好的规
划，就能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多住房和更好的选择，并确保
更好的社区设施、开放空间和交通连接。

维州交通部（Department of Transport）负责规划、建
造和管理维州的交通系统。该部门负责规划Sunshine交
通区（Sunshine Transport Precinct）和墨尔本机场铁
路连线（Melbourne Airport Rail Link）。

UDF通过审批后将被纳入《Maribyrnong规划方案》
（Maribyrnong Planning Scheme），为Braybrook的
未来开发制定规则。UDF将与新的控制规定结合使用，这
些控制规定要求开发项目为Braybrook需要的基础设施支
付合理比例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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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扩展的Braybrook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Braybrook正在不断变化。这种变化为场所营造、设计质
量和社区基础设施带来了挑战和机遇。我们知道，如果现
在开展良好的规划，我们能为未来实现更好的结果。
其中一些挑战和机遇包括：
• 确保较高的新建筑的设计符合邻里地区期望的未来特
点，同时控制对邻里的影响
• 支持社会和社区设施满足不断扩展的社区的需求
• 以环境可持续方式管理这种扩展
• 为不断扩展的社区提供设计良好的开放空间
• 为不断扩展的社区提供合适的交通基础设施，提高
Braybrook地区内外的交通便利
• 确保供水、供电等公用事业基础设施能满足不断增长
的需求
• 支持本地企业的可持续增长。
我们的规划将以通行和泊车、公用事业服务、城市设计、
开放空间、环境可持续性以及基础设施资金等方面的技术
证据和解决方案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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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断扩展的Braybrook进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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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不断扩展的Braybrook的六个想法
1 市民中心

2 住房

创造一个新的公共广场用于聚会和节庆活动

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各种类型的住房

今天的Braybrook

今天的Braybrook

Braybrook有一个很好的社区中心、儿童游戏场和椭圆
体育场为社区提供服务。

Braybrook有很多租赁物业、较大的家庭住宅和社会住
房。我们知道，多样化和经济适用的住房对维州的生产
力、宜居性和社会平等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哪些方面可以改进

哪些方面可以改进

对Braybrook的市民中心进行更多投资，创造新的社区
空间用于户外餐饮，增加树木绿化，改善商店和社区中
心之间的连接通道。

重新开发老旧的社会和市场住房，为小家庭和单身者创
造更多多样化、高质量的社会和经济适用公寓和联体别
墅。

我们的想法

住房的设计和可持续性也可加以改进。

• 在商店门前建造一个新的公共广场

大部分社会住房已接近使用寿命，需要重大投资——现
在应该为如何更好地开展这项工作进行规划。

• 降低车辆限速，鼓励步行和骑自行车
• 创造新的户外场所让人们聚会、放松和户外就餐

我们的想法

• 植树和景观美化

• 为增加住房选择和提高住房质量进行规划，到2051年
新增7000套住房（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住房数量将
增加4000套）

• 鼓励楼下商铺、楼上住房的开发项目，建筑最高可达
六层，帮助为商店业主带来新的业务。

• 提供新的社会住房，并升级现有社会住房
• 为所有未来开发项目制定新的生态可持续开发标准
• 为所有家庭类型和人生阶段提供更加多样的住房类型
• 允许沿着Ballarat Road建造6到8层的小高层公寓
楼，以尽量提高获取服务的便利程度，并创造一条宜
人的林荫大道
• 允许在大多数住宅区内建造三层公寓楼，在主要道路
和社区中心周围建造中等规模的公寓楼
• 重新开发空置的政府住房土地，提供满足租户需求和
展现优质当代设计的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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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行

4 公园和树木

提高Braybrook地区内外出行的安全和便利
程度

提高街道、公园和住宅的绿化程度

今天的Braybrook

今天的Braybrook

Braybrook地区内有Tottenham火车站、沿着Ballarat
Road、Churchill Avenue和South Road连接
Sunshine、Footscray和Highpoint的巴士线路，以及
沿着Churchill Avenue和铁路线的自行车道。

Braybrook在Skinner Reserve、Pritchard Reserve和
Kinder Smith Reserve有大型公园，另外在邻里地区各
地还有一些较小的公园。其中一些公园深受人们喜爱，
使用率很高，另一些公园则使用率较低。

哪些方面可以改进

哪些方面可以改进

提高Ballarat Road的通行舒适度，改进巴士服务，提高
在主要街道上步行和骑自行车的安全和便利程度。

升级现有公园和空间，让更多人能享受；在通向公园的
街道上种植树木、铺设草坪，提高这些街道的安全和绿
化程度。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想法

• 将Ballarat Road升级成一条更宜人的街道，拓宽人行
道，种植树木，增加公共交通

• 通过景观美化、铺设座椅、设置照明和创造社区空间
来升级现有公园

• 改善South Road、Melon Street、Darnley Street
和Churchill Avenue上的人行道

• 在Ashley Street和Ballarat Road附近建造一座新的
邻里地区公园

• 改善Churchill Avenue和South Road上的自行车
道，在Darnley Street和Melon Street上设置新的自
行车道

• 在Castley Street和Duke Road的商店附近创造新的
小型公园

• 关闭部分从主要道路进入一些本地街道的车辆交通，
提高在这些本地街道上步行和骑自行车的安全程度。

• 投资改善公园等公共开放空间的设计和质量，创造能
让更多人更经常享受的空间
• 确保新的开发项目为居民提供私人开放空间，大型开
发项目为居民提供公共开放空间
• 要求新建筑前后都有树木和绿色空间
• 在所有公共街道上种植更多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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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社区基础设施

6 规划规定可能发生的改变

更多、更好的本地服务

将想法变为现实

今天的Braybrook

今天的Braybrook

Braybrook中心（Braybrook Hub）是位于地区中心的
绝佳社区空间，Skinner Reserve和RecWest提供一流
的室内运动和活动场所。Braybrook邻里地区各地还有
各种小型空间可供社区团体使用。

新建筑只需满足基本设计标准，而这些标准未必适合社
区。对于新项目开发商，为公园和社区建筑支付开发贡
献费方面的要求极少。

哪些方面可以改进

哪些方面可以改进

为新建筑制定更高的标准，允许建造一些较高的建筑，
使更多的人能住在Braybrook的社区中心、商店和公共
交通附近。确保未来开发项目为公共基础设施支付更多
的开发贡献费。

为更好地支持本地兴趣团体、创业者和商家，允
许在室内和室外空间开展更多活动。改善社区中心
（Community Hub）与本地商店和服务机构之间的连
接。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想法

• 制定新标准，确保住房采用可持续设计

• 改善社区中心（Community Hub）与本地中心之间
的连通性和活动

• 采用新的拨款机制，要求新开发项目为新建和改进公
园、街道和社区建筑支付开发贡献费

• 为更多的心理健康和早期学习服务规划空间

• 允许在社区中心和主要道路沿线建造更高的建筑，改
善社区里的住房选择和投资

• 为艺术空间和社区会议室腾出空间
• 升级Maidstone社区中心（Maidstone Community
House）

• 维持低密度区域内两到三层的建筑高度限制

• 利用新开发项目的开发贡献费为公园、街道和社区建
筑的改善工作提供资金。

• 确保新建筑与前后边界保持净距，从而符合邻里地区
期望的未来特点。

• 对未来开放空间、社区设施和交通设施改进作出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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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我们为不断扩展的Braybrook进行规划
随着时间不断变化的Braybrook
在Braybrook实现所有这些变化将需要30多年的时间。
第一轮本地基础设施升级将注重于Braybrook社区目前的
需求。维州政府和Maribyrnong市将进行规模更大的投
资，以满足随着时间不断增长的人口带来的需求。

后续步骤
我们将在制定《Braybrook城市设计框架》（Braybrook
Urban Design Framework）和规划方案修订草案的过
程中考虑本轮社区咨询收到的反馈意见。
2021年晚些时候会对最终规划文件开展另一轮公众咨
询，届时会邀请您提供更多意见。
VPA随后将考虑我们从社区、市政府和州政府部门收到的
反馈意见，任何未解决的问题都将由一个中立的委员会进
行审查。此后，维州政府将决定是否批准最终的UDF。
如果通过审批，UDF将被纳入《Maribyrnong规划方
案》（Maribyrnong Planning Scheme）。与此同时，
州政府和市政府将考虑为不断扩展的Braybrook进行其它
投资的时间和方式。

2051年
街道净距结合植
树区将使更大
的树能在前院里
生长

2041年

2031年

街道树坑将使街道景
观中出现更多树木，
同时收集雨水并降低
Churchill Avenue
上的车速

侧方净距将使现有房
屋和新建筑之间留出
间隔，通过景观美化
可以满足透水率要求

现在
资料来源：Lat47,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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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我们为不断扩展的Braybrook进行规划
我们想要了解您的想法
我们想要了解您对我们关于Braybrook未来的想法的反馈
意见，以及您认为需要采取哪些行动来支持不断扩展的社
区。
您的反馈意见将帮助我们制定最终的《城市设计框架》
（Urban Design Framework，简称UDF）并于2021年
晚些时候发布。

请告诉我们：
• 为支持Braybrook不断扩展的社区，需要作出哪些改
变？
• 您是否支持提议的想法？
• 您对适应Braybrook未来的社区服务、公园和开放空
间、环境、交通和住房有哪些想法？

我们将从现在起直到2021年5月28日星期五接受社区反
馈意见。

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

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和提出意见！

在线调查
完成在线调查，网址：engage.vic.gov.au/braybrook
所有参加在线调查者都将参加幸运抽奖，有机会赢取一份
$50礼券。

焦点小组
在Braybrook社区中心（Braybrook Community Hub）
大厅参加一个焦点小组。
焦点小组参加者将收到一份$50的MasterCard礼券，以
补偿他们的任何自费开支。
5月17日星期一
下午1:00到2:30
5月19日星期三
晚上6:00到7:30
5月25日星期二
晚上6:00到7:30
这些焦点小组参加者名额有限。如需详细信息和注册，请
访问 engage.vic.gov.au/braybrook

免预约活动
在Braybrook社区中心（Braybrook Community Hub）
大厅参加免预约活动：

在Engage Victoria网站上了解详情
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和提出意见，或访问
engage.vic.gov.au/braybrook

联系方式
我们开设了一条项目热线，每周7天、全天24小时为您提
供支持。
请拨打03 9021 0627获取协助（有非英语选择）。

5月22日星期六
上午10:00到下午1:00
5月27日星期四
中午12:00到下午3.00
您可以在上述时段内随时参加，无需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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