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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80公路升级项目（Sydney road

至Edgars road段）采用了尽可能	
减少对环境的影响的设计。

政府按照相关州和联邦立法的所有规
定评估了该项目的潜在环境影响，全
部符合要求。

我们通过建立保障体系和管理体系保
护环境，保护当地动植物群、空气质
量和水道。

保护植物

清除树木和植被，安全添加新车道，
高速公路扩宽并升级高速公路交叉	
道口。

政府聘请持牌生态专家和树艺专家，
对整个项目区域的各种树木和植被调
查研究，确保在施工期间保留和保护
所有重要物种。

政府将通过以下方法尽最大努力减少
对树木和植被的影响：

	• 采用特定设计的施工方式，最大程
度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尽量保留原
有树木

	• 聘请环境专家监督对所有敏感植被
的保护工作 

	• 仅在项目区域内作业 

	• 设置“隔离禁区”，保护树木和敏感
植被 

	• 移除树木和植被前请专家检查确定，
除非别无他法，否则不轻易移除树木
植被

	• 修剪树木，防止树枝意外折损和损坏
树木

	• 与当地社区团体合作，了解如何将可
用木材重新用于环境和社区项目。

木材再利用的范例如下：

	• 利用大型原木空洞为野生动物创造栖
息地

	• 将木材用于公园长凳或雕塑等社区	
项目

	• 将木材加工成用于园林美化的木屑或
捐赠给当地学校和社区团体

	• 向当地社区团体捐赠木材，用于公共
艺术项目

	• 将移除的树木留下的树种重新种植于
高速公路两侧

保护动物

确保所采用的施工方法对环境的影响降
到最低，保护项目区域的当地动物。采
用以下方式，最大程度降低对当地动物
的影响：

	• 在进行区域清除作业前，请持牌生态
专家开展动物生态调查，了解作业区
内的是否有动物栖息。

	• 请持牌野生动物捕手安全转移可能受
到影响的动物。

M80公路升级项目	
（SYDNEY ROAD至EDGARS ROAD段）
概况介绍

无论木材大小，都能找到每
种类型木材的最佳用途。

与地方政府和社区团体合作，	
再利用移除树木和植被。

环境管理
施工期间对环境的保护
M80升级项目会增加新车道，升级主要交叉道口，安装智能高速公路管理
系统，并建造新匝道，每天能减少165,000多名道路使用者的路程时间，
帮助大家出行更安全、更早到家。



如果希望接收此信息的无障碍格式， 
请联系我们
如果有听力或语言障碍且需要帮助， 
请访问：relayservice.gov.au	

欲获得中文支持，	
请致电：9209 0147

在社交媒体关注我们 

	 @roadprojects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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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contact@roadprojects.vic.gov.au

1800 105 105 
Major Road Projects Victoria 
GPO Box 4509, Melbourne VIC 3001 

水道管理

在施工期间，将通过定期现场检查和
水质测试来保护当地水道。通过创新
设计，M80环形公路Merri Creek桥梁不
再需要扩建，最大程度减少对水道的	
影响。

空气质量管理

将通过以下方式控制施工期间的粉尘，
确保当地空气质量不受影响：

	• 对土方工程区实施洒水作业 

	• 在炎风天气中准备额外的水车

	• 卡车上公路前遮盖载货斗

	• 在风势条件不太会扬尘的日子做表土
剥离和整地作业

	• 缩短表土剥离和挖掘作业开始的时间

	• 在工作现场的长期运输路线铺设碎石

	• 对密集施工场地和住宅区周边进行空
气质量监督。

施工影响控制

政府将采取措施，尽量减少工程对	
社区的影响，减少建筑噪音和振动	
影响。

欲了解政府控制噪声和振动影响的
详情，请参阅噪声和振动影响控制
的概况介绍。

施工完成后，将为高速公路沿线进行景观设计， 

并力求替换为腾出施工空间而移除的大部分树木
和植被。

最大程度减少道路上的尘土和泥浆 

保持施工期间使用的道路干净，无尘土
或泥浆。

将通过以下方式达到此目的： 

	• 控制施工现场出入口的数量 

	• 在工作现场及其周围繁忙的运输道路
铺设碎石

	• 在施工车辆离开现场前清洁尘土和	
泥浆

	• 清理工程车辆留在公路上的尘土和	
泥浆

	• 定期检查工地和周边道路。

保持施工现场整洁

保持工作场所整洁，可以确保施工时可
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环境的影响。确保
施工作业区干净整洁，并适当处理掉大
量建筑废料、废土、食物包装等。

对于建立的施工支持临时场所，施工结
束后将确保将其恢复到以前或类似的	
状态。

Contact us
contact@roadprojects.vic.gov.au

1800 105 105

Major Road Projects Victoria 
GPO Box 4509, Melbourne VIC 3001 

Please contact us if you would like this  
information in an accessible format

If you need assistance because of a hearing or 
speech impairment, please visit relayservice.gov.au

 For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please call 9209 0147

Follow us on social media 

 @roadprojectsv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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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ing waterways

We’ll protect local waterways by 
regularly undertaking site inspections 
and water quality testing during 
construction. Through innovative design, 
we’ve removed the need to widen the 
M80 Ring Road bridge over Merri Creek, 
to minimise impact on the waterway. 

Managing air quality

We’ll manage dust during construction 
and maintain local air quality by:

 • watering areas where earthworks 
are occurring 

 • having additional water carts 
on standby during hot and 
windy weather

 • covering truck loads when 
travelling on public roads

 • planning topsoil stripping and 
grading on days when wind 
conditions are less likely to 
carry dust

 • minimising the time between 
stripping topsoil and 
commencing excavation

 • using crushed rock to pave 
long-term haulage routes within 
our work site

 • monitoring air quality in areas 
adjacent to high activity construction 
sites and residential properties.

Managing construction impacts

We’ll put measures in place to 
minimise impacts to the community 
from our works, including construction 
noise, and vibr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how we’ll 
manage noise and vibration please 
see our Managing noise and 
vibration fact sheet.

Once construction is complete, we’ll landscape 
areas along the freeway and aim to replace 
most of the trees and vegetation we removed 
to build the upgrade.

Minimising dirt and mud on roads 

We‘ll keep the roads we use during 
construction free of dirt and mud. 

We’ll do this by: 

 • limiting the number of entry 
and exit points at each 
construction site 

 • using crushed rock to pave 
busy haul roads on and around 
work sites

 • cleaning dirt and mud off 
construction vehicles before 
they leave our sites

 • cleaning any dirt and mud that 
our vehicles may have left on 
public roads

 • regular inspections of work 
sites and local roads.

Keeping our worksites tidy

Keeping our worksites tidy and 
clean means we can minimise our 
environmental footprint while we work. 
We’ll ensure our construction zones 
are tidy and dispose of all rubbish 
appropriately, whether it’s large 
volumes of construction material, 
soil or lunch wrappers.

In areas where we’ve set up temporary 
construction support sites, we’ll ensure 
these are reinstated to their previous 
or similar condi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