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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North Melbourne 区 Abbotsford 
Street 小区的修订规划方案发表您
的看法。  

卫生及人文服务部（DHHS）要求规划部长调整

Abbotsford Street 小区的规划方案。   

部长转请独立的公房改造常务顾问委员会（简

称“顾问委员会”进行研究并对修订方案提出相

关建议。  

建议调整哪些内容？ 

DHHS 要求修订 Abbotsford Street 小区的规划

方案。DHHS 准备对此地重新进行开发，建设

公房和私房混合小区，项目内容包括拆除目前

没有电梯的楼房。 

修订规划方案将支持提高住宅区密度并扩大土

地用途，以便满足 Abbotsford Street 小区本地

社区的需要。 

另外还提议在 Abbotsford Street 小区中划地在

未来建教育设施。维州学校建筑管理局将获得

North Melbourne 区 Abbotsford Street 小区中

的 5,500 平米土地，具体用途有待与社区和教

育部门协商确定。 

Abbotsford Street 小区 

Abbotsford Street 小区距墨尔本市中心约 1.4

公里。  

这个小区呈三角形，面积 1.9 公顷，有 15 栋不

带电梯的三层楼建筑。 

 

 

小区边上有 Abbotsford street 的有轨电车和

Haines Street 的公共汽车，距 Flemington Road

的有轨电车站不到 400 米，南面约 1 公里处是

North Melbourne 火车站。  

图 1：Abbotsford Street 小区的周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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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单  

2017 年 8 月 
 

展览开始  2017 年 8 月 23 日 

展览结束  2017 年 9 月 20 日 

指令听证 2017 年 9 月 28 日上午

9.30 

公共听证  2017 年 10 月 23 日一周 

向部长汇报 2017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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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规划方案的变化 

 

 

 

 

 

 

 

调整建议总结如下： 

混合用途区：混合用途区的作用是提供各种住

宅、商业和工业用途以及辅助本地混合用途功

能的其它用途。  

开发计划覆盖图：开发计划覆盖图（DPO）要

求为此地批准控制开发形式的开发计划或“总

图”。DPO 要求综合考虑密度、设计和交通影响

方面的问题。  

开发计划覆盖图仍需要规划许可，不过符合获

批开发计划的提议没有第三方通知及申诉权。

开发计划由主管部门审批。 

停车覆盖图：停车覆盖图建议在 Abbotsford 

Street 小区减少居民楼的停车位。停车覆盖图 – 

表 12 针对内城区范围内的住宅区开发项目，说

明可以为每一户最多提供一个停车位，超过这

个限制的话需要获得规划许可。  

对本地规划条款的调整：建议修改与增长区域、

稳定住宅区和本地区域相关的几项条款，在这

些条款中插入策略、实施和政策指南，鼓励和

宣传对现有公房小区进行改造，增加公房数量，

并说明公房小区的密度会提高，以与周边环境

的特点相协调。  

主管部门的变化：建议由规划部长负责审批所

需的开发计划和此地随后的规划许可申请，就

是 说 今 后 由 规 划 部 长 而 不 是 市 政 府 来 负 责

Abbotsford Street 小区相关规划方案的管理和

实施。  

 

  

墨尔本规划方案 

Abbotsford Street 小区 

（土地归 DHHS） 

现有条款 修订建议 

普通住宅区 – 表 1 混合用途区 

设计及开发覆盖图  – 

表 66 

保留 

 开发计划覆盖图 – 表 11 

 停车覆盖图  – 表 12 

墨尔本市政府对此地

负责的主管部门。 

规划部长是表中的主管

部门移至第 61.01 条。 

对本地规划条款的调整 

 更新第 21.04-1.5 条，建

议在开发公房小区时提

高住宅区的密度。  

 更新第 21.04-2 条，建

议对公房需求做出响

应。  

 更新第 21.16-5 条，建

议改造墨尔本西北部的

公房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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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房改造项目 

维州政府致力于更好地满足维州人对公房的需

求。为实施 Homes for Victorians（维州人的家）

战略，政府承诺投入$27 亿实施公房项目和帮

助无家可归者的项目。建设安全、便利、经济

和合适的住房是政府的工作重点。 

 

公房改造项目经费$1.85 亿用于将陈旧的公房小

区改造成充满活力、连接紧密、多功能的邻里

街坊，确保公房居民的安全和稳定。  

 

DHHS 要在这些小区扩大公房数量，因为它们

靠近公交线路，学习和工作机会多，而且接触

支持服务方便。每个小区的公房数量至少增加

10%，新建户型更符合租客的需要。 

 

改造项目一期工程确定了 9 个公房小区，其中

包括 Abbotsford Street 小区，因为这里的楼房

陈旧，维护成本高。60 年代建的楼房通常都不

带电梯，行动不便、家里有小孩和老人的话进

出非常困难。 

公房改造常务顾问委员会 

规划部长任命公房改造常务顾问委员会（简称

“顾问委员会“）负责对修订方案是否合适提出

建议，促进对现有公房小区进行更新改造，提

高公房的供应数量。 

顾问委员会成员是法规及战略规划、土地开发、

经济学和社会环境问题的独立专家。  

顾问委员会的目的为研究修订规划方案确保一

个高效透明的协商过程，推动对维州的公房进

行改造。 

 

 

 

 

 

 

 

顾问委员会在向规划部长汇报时必须涉及的事

项列在委员会工作范围之中，可以上网查看，

网址是 www.planning.vic.gov.au/shrp.。顾问委

员会在研究问题时还会到小区现场进行调查。  

提交意见 

我们欢迎您提出书面意见，以便让顾问委员会

考虑您对修订方案的看法。  

书面意见必须上网在 2017 年 9 月 20 日星期三

之前提交，网址 www.planning.vic.gov.au/shrp 

书面意见必须通过维州规划专家组转交顾问委

员会，内容可以涉及提交人认为相关的任何问

题，包括是否对修订方案表示支持或反对或是

否有更合适的另选地区或覆盖图。   

书面意见必须包括提交人的姓名和地址。书面

意见将被视为公共文件进行对待。  

如果无法上网，书面意见可采取邮寄方式。书

面意见前面必须有签字的抬头信。抬头信的格

式可向维州规划专家组索取，电话 (03) 8392 

5123。 

我在公共听证会上是否能发言？ 

您还可以在顾问委员会主持的公共听证会上发

言。公共听证会给意见提交人机会进一步阐述

其观点。公共听证会对所有意见提交人及感兴

趣的公众开放，听证会将于 2017 年 10 月举行。  

如果您想在公共听证会上发言，您必须在 2017

年 9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5 点之前上网提交书面

意见并填写相关内容。公共听证会的详细资料

将在展览期结束后公布，确定好的时间表将公

布在网上，网址 www.planning.vic.gov.au/sh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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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委员会汇报之后 

规划部长将考虑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并对小区修

订规划方案做最终的决定。 

我可以去哪了解更多信息？ 

我们已经准备了一份资料册，里面有小区修订

规划方案的详细资料。资料册包括： 

 一份规划报告，详细介绍此地的情况以及

为何接受修订规划方案。  

 目前及建议规划条款（划区及覆盖图）的

细节。 

 参考资料/背景资料。  

网上有资料册：www.planning.vic.gov.au/shrp 

资料册印刷版可在以下地点查阅： 

 墨尔本市政府  

Level 3, 240 Little Collins Street Melbourne 

 North Melbourne 社区中心  

49/53 Buncle Street, North Melbourne 

 North Melbourne 图书馆 

66 Errol Street, North Melbourne 

 North Melbourne 休闲中心  

204-206 Arden St, North Melbourne  

 

 

向顾问委员会提交意见的截至日期是什么时候？ 

书面意见必须上网在 2017 年 9 月 20 日星期三

下午 5 点之前提交，网址： 

www.planning.vic.gov.au/shrp 

这个过程要花多少时间？ 

顾问委员会的工作预计需要 5 个月的时间。顾

问委员会将于 2017 年 11 月向规划部长提交报

告。规划部长将考虑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并对必

要修订方案做最终的决定。  

联系方式 

如果您要询问小区及所选修订规划方案的情况，

请联系卫生及人文服务部，电话(03) 9096 5281，

或发电子邮件至：

housing.renewal@dhhs.vic.gov.au。 

如果您的问题涉及顾问委员会的工作，请联系

维州规划专家组，电话 (03) 8392 5123，或发

电子邮件至 planning.panels@delwp.vic.gov.au。 

其它方面的问题应直接与环境、土地、水资源

及规划部进行联系，电话 (03) 8683 0950，或

发电子邮件至 sh.renewal@delwp.vic.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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