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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汉密
尔顿的愿景
Ka hua. Ka puaawai. Ka ora.
“当人们主动去创造梦想、培养梦想并赋

予梦想以生命时，梦想就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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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hamilton.co.nz SHAPE YOUR FUTURE CITY

汉密尔顿 (毛利名：基里基里罗亚）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

有潜力成为世界上最适合生活和发展的地方之一。

我们是新西兰的第四大城市，有17万人在汉密尔顿安家。在仅仅三代人的时间
里，我们的人口增长了八倍以上。

而且我们也非常多元化。 汉密尔顿的人民代表着160多个族裔，这使我们拥有丰
富精彩的文化机遇。

重要的是，我们很年轻。在汉密尔顿，我们的中位年龄只有32岁，使我们成为

所有新西兰城市中“最年轻”的城市。

汉密尔顿已经具备了成为新西兰乃至全世界最适合生活、工作和养育孩子的场所

之一所需要的一切条件。

在本市，我们现在更加关注环境问题、代际平等和住房可负担能力 - 我们知道这
些事情对本地居民非常重要。

市政府已经非常专注于照顾我们已经拥有的城市资产，但我们希望为那些能进一

步增进汉密尔顿人民福祉的事情提前准备并做好计划。

这本手册列出了汉密尔顿未来十年的五个长期优先事项。这些优先事项反映了你

们认为对自己、家人和邻居都很重要的事情。

它们还反映了议员们的意见，他们一直在认真听取你们的发言并了解你们对这座

城市的愿景。

基于这些优先事项，我们确定了市议会要重点关注的工作领域。我们诚挚邀请你

们考虑一下如何能够参与这些工作，成为汉密尔顿建设中的一份子，因为我们都

知道，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这是我们的城市。 它属于我们所有人，我们所有人共同决定它的未来。作为一

个社区，确保我们的城市充分发展，淋漓尽致地发挥其潜力是我们应该做而且能
够做到的事情。

让我们共同塑造我们的城市。葆拉· 索斯盖特（Paula Southgate）

汉密尔顿市长

共同
塑造我们
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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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花园！ 可以带着访客免费参

观，并向他们展示这座城市有这么美妙
的资产，这真是一种享受， 让人为我们

拥有如此一流的设施而感到自豪。” 

Craig

 “我喜欢河流。” 

Mar

“沿河的自行车道和VOTR。”

Silverdale, 60s

“汉密尔顿的人民比其他任何地

方的都更可爱，更友善。”  

Rosalie

“我喜欢住在汉密尔顿，因为到处都是

适合我小孩玩的很好的游乐场，而且

我喜欢我几乎可以走路到达任何地
方。” 

Ahmed

“美丽的环境。 友好的人

们。 安静的夜晚。” 

Claudelands

“对于年轻人来

说，很酷的事
情正在发生。” 

Hamilton East, 20s

“环境优美。 人们很棒。 一
切顺畅。 不太拥挤。”

Maer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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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喜欢
汉密尔顿

什么?

当我们问汉密尔顿人“你喜欢汉密尔顿什
么？”- 这是你们给出的（一些）答案！*



“一个活跃且不断扩展的
音乐和艺术社区，市中心
举办许多家庭活动。”

6 7futurehamilton.co.nz

我们还问过

什么会使汉密尔
顿变得
更好？

哈密尔顿人对如何改善我们的城市有很
多想法！*

“接纳所有人，让
他们自由表达自己
的个性并有归属

感。”
“市中心商业区有
更多人流和保安，
这样我一个人四处
走动时能感到安

全。”

“使它成为一
座易于建设和
易于投资的城

市。”

“发展一座以河流为
荣，面向河流的城

市。”

“让我们重振市中
心，使其充满活

力，人们希望在这
里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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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一个大型、富有创意且多
元化的节日，庆祝哈密尔顿的多
元文化：美食、舞蹈、人们、音

乐。  ”

Suha, Dinsdale

“打造活力满满的CBD，人
们应该在那里生活。有很多
人。楼下企业商铺，楼上公

寓住宿。”

Nona, Hillcrest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让年轻人
在大学毕业后可以留在汉密尔
顿。 建造更多可负担住房。”

Sarah, Hillc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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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河道。 这是我们最好的资产之
一。 打造更好的自行车道和更宽的人

行道，实现微移动。”

Dale, Hamilton Lake

“有更多的文化艺术
设施。”

Dejin, Frankton

“实施一个由社区设计的综合
交通计划，体现多种具有安全

走廊的交通选项。”

Raymond, Chartwell

“通过补贴人们种
植树木来恢复更多
的本土树木。”

Kiri, Silverdale

“设定一个在工作日开放的
市场。 使当地人和企业更加

团结。”

KP, Whitiora

“着重恢复城市的沟壑，并改善公众到达
沟壑的路径，寻找方法使它们成为无害虫

的景点。 ”

Benjamin, St Andrews

“创建一个步行城市，
更加注重替代性交通模

式。”

Nevada, Whitiora

“保护、恢复和重视我们独特的
生物多样性和沟壑系统，打造沟

壑典范。”
 居民，40多岁。

*这些评论是通过与社区的多种互动形式获得的：

市议会的福利互动运动、认识您的邻居系列活动、社交媒体渠道以及市议

会的季度生活质量调查。



增进
哈密尔顿人

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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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
增进汉密尔顿人的福祉。

每天市议会都会做出影响本市未来和哈密尔顿人福祉的决策。这些决策

始终会考虑人们的社会、文化、经济和环境福祉。

为了使城市保持应有的状态，我们需要做很多事情。我们必须提供和维

护供水服务；我们必须为不断发展的城市做出充分的计划；我们必须维
修道路；我们必须确保垃圾得到安全处理……这还仅仅只是开始。这些

工作都是不可协商、必须要做的，尤其是对于像汉密尔顿这样城市，越

来越多的人选择把它做为自己安居的家园。有关基本服务和基础设施的

重要工作不会停止。但是，我们要做的不止这些。

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以人为本，同时我们就如何使我们的河流城市成

为更好的地方做出各种选择。

汉密尔顿人已经告诉了我们他们想要的城市是什么样子，他们对汉密尔

顿的未来有什么期待。

我们根据你们的反馈意见为汉密尔顿制定了五个优先事项。我们有很多

事情要做，但时，我们也有很多机会。

我们期待着和你们一起塑造我们的城市。

12 13我们对汉密尔顿的愿景



第一个优先事项

塑造

一个便于居住
的城市

Ahuahungia teetehi 
taaone e tau ai te  

noho ki r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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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要什么
汉密尔顿地方够小，可以让人享有强烈的社区意识，但人口够多，使

这个城市充满活力和趣味。

随着我们不断发展成为大都会中心，我们有革新机会，让汉密尔顿成
为一个20分钟的城市。一个20分钟的城市就是要创建宜居的社区，让

每个社区都拥有对当地居民来说很重要的便利设施。它还涉及将现有

的目的地、设施、工作地点和教育机构用安全的步道、自行车道和公
共交通工具连接起来，以便我们的居民可以在20分钟内安全地到达他

们所要去的大部分地方。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安全地骑自行车上学。各年龄段和各种行动

能力的人都可以通过所选的任何交通方式，从怀卡托河的一侧到另一

侧，轻松去到不同社区。

本市人民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有活力、安全、有集体认同感并拥有各种

公共设施如图书馆、游乐场和社区中心的社区中，这些公共设施人人

可以享用。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享受本市绿色和开放的空间，漫步怀

卡托河小径和汉密尔顿花园这样令人流连忘返的地方，照顾自己的身

心健康应该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通过投资自行车道和通道，并利用我们美丽的沟渠网络，我们将能够

创建一个人们可以轻松享受和探索的城市。但是，我们还需要改善公
共交通 - 因此，我们将与怀卡托地区委员会等合作伙伴合作，改善公

交服务。

而且，我们需要集中精力在现有社区和新社区中提供能够打造强大社

区的设施和服务，并支持多种住房类型，包括经济适用房。

选择将汉密尔顿称为家园的新移民人数越来越多，这要求我们必须投

资新的宜居郊区。我们要在振兴既有社区与投资新的宜居郊区之间找

到适当的平衡。

我们想要一个便于居住、便于探索和便于联络的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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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关注的
焦点

1.
我们将优先考虑建立连通且安全的人行道

和自行车道，让我们能够快速轻松地游走

于城市中间，并将各个社区紧密地联接到

一起。

2.
我们将振兴我们现有的社区，并投资

创建新的社区，以确保我们拥有一个

宜居、可持续的城市。

3. 
我们鼓励在汉密尔顿开发房
地产涵盖各种房型，包括可

负担住房。

4.
我们将启用并支持强大的公

共交通网路，帮助汉密尔顿
人轻松到达各种基本服务场

所，例如学校、医疗中心和

超市。

5. 
我们将更加关注具有社区意
识、并支持整个城市的社区

空间的社区。



第二个优先事项

塑造

一个人们得
以在此发展

的城市
Ahuahungia teetehi  

taaone e puaawai ai ngaa 
taangata kat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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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的城市欢迎所有人并为所有人提供工作和机会。

汉密尔顿拥有许多优势，经济状况看起来比大多数城市更好，更能应对新西
兰其他地区面临的一些挑战。我们位于新西兰“金三角”的中部，介于奥克兰

和陶朗加之间。我们已经采用了适当的计划，立志成为新西兰最重要的物流

枢纽。

我们正在与中央政府、毛利部落和邻居城市陶朗加、奥克兰、怀卡托和怀帕

等市议会密切合作，以确保我们的地区继续蓬勃发展。汉密尔顿繁荣发展

了，周边更广泛的地区就会繁荣发展。因此，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利用每一个

机会为汉密尔顿以及汉密尔顿人谋取福利。

我们已经成为各行各业世界一流企业的家园，这为我们的年轻人带来了机

遇、就业和投资。我们是一个精通科技的城市，拥有在世界舞台上进行研发

的数字技术。

我们的城市越来越成为人们和企业想要来、想要留下和在此发展的地方。我

们的生活方式建立在一个充满活力、便于居住的城市的基础上，极富吸引

力，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来此定居。

年轻人现在正来到我们的城市（在某些情况下是回到家乡）寻找好工作、购
买房屋、养育孩子并成为我们社区的一份子。这，连同构成我们城市的160

多个种族一起，为汉密尔顿增加了宝贵的多元性，为所有汉密尔顿人带来了

机遇和利益。

我们希望汉密尔顿继续不断提高其在创新、培训、智能和科技行业等领域做

为卓越中心的声誉。我们需要将基础设施和支持服务落实到位，以呵护和促

进可持续发展的业务，为我们的城市增值。

我们希望积极创造机会，让人们在工作、事业和生活中

蒸蒸日上，能够充分享受本市的美好生活方式，利用本

市提供的各种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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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关注
的焦点

1.
我们将与中央政府和其他市议会等合

作伙伴开展良好的合作，专门打造
快速高效的交通连接系统，将汉密

尔顿与奥克兰和陶朗加市等地高速

连接起来。

2. 
我们将超越地区界限，与区域合作伙伴
合作，最大限度地利用机会将汉密尔顿

打造成怀卡托地区的枢纽和心脏。

3.
我们将确保我们的经济实力得

到进一步发挥，让汉密尔顿成

为工作和经商的好地方。

4. 
我们将赋能和授权我们多元化

的社区，让他们分享自己的心

声，塑造他们心目中的城市。

5. 
我们将投资合适的基础设

施，以确保汉密尔顿成为企

业成功的风水宝地。



第三个优先事项

塑造

人们喜欢
居留的中
心城区

Ahuahungia te pokapuu 
o teetehi taaone e arohaina

ai e te taang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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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希望中心城区成为我们这个国际化和多元化城市的活力中心。一个围

绕着人文和自然环境精心设计的市中心。我们希望我们的城市活力四射，

充满生机与喧嚣，人们在中心城区快乐地生活和娱乐。

中心城区应该可以通过不同的交通方式到达，并有便利通道通往附近的怀

卡托河。怀卡托河是本市宝藏，闻名遐迩，备受推崇。

市中心各色餐厅和酒吧为汉密尔顿人提供娱乐选择，并吸引汉密尔顿郊外

的人们前来游览汉密尔顿市中心，因为他们知道市中心非常值得一来。

中心城区应该利用地方标志性的剧院来支持蓬勃发展的视觉艺术和表演场

景，激活怀卡托地区剧院周围的区域，进一步将本市与壮丽的怀卡托河密

切相连。

市内居民可以选择各种公寓住宿，或靠近其工作地点或靠近四通八达的交

通枢纽。但同时他们也始终靠近绿色开放的空间，沿河一带以及怀卡托河

附近的公园如维多利亚公园。

本地企业，本国企业和国际企业都将选择将自己的基地设在我们的中心城

区。这里住房可负担且交通便利，服务设施应有尽有，尽享汉密尔顿式生
活。

我们希望中心城区成为汉密尔顿的跳动之心，总有各种

活动，让我们的多元社区可以聚在一起共享快乐时光。



我们将关注
的焦点

1. 
我们将加强市中心和怀卡托河之间的

连接和交通。

2. 
我们将推广白天和晚上的活动。

3. 
我们将创建表演场所，例如

新的地区剧院，并利用现有

的中心城区空间来支持艺术

和文化活动，为我们的城市

带来独特的东西。

4. 
我们将支持市内各种居住选

择，鼓励人们在汉密尔顿市

中心生活。这里有充满活力

的零售商铺、酒店餐饮和娱

乐场所。

5. 
我们将通过一系列替代性交

通方式，让进出中心城区和

周游中心城区变得简单容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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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优先事项

塑造

一个活动丰富
的趣味城市

Ahuahungia teetehi taaone 
ngahau e tini ai ngaa 

kaupapa papai hei w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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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想确保我们的城市为所有人提供娱乐和玩耍的机会 - 无论是通过有组
织的体育运动、当地游乐场、大型活动还是旅游目的地。

无论您是想加入当地的合唱团还是当地的智力竞猜团队，一个有趣的城市

总有适合每个人的东西 - 我们希望我们所有人都有活动可以参与。

我们希望继续提高我们在举办杰出大型活动方面越来越高的声誉；这些活

动带来经济效益，深受哈密尔顿人的喜爱，将来自新西兰各地的人们吸引

到本市。

但是，小型活动在我们的城市生活中也担当重要角色。我们渴望支持更多

的艺术和文化活动，并确保拥有合适的室内外设施，以支持各个年龄段的

人都可以参与地方社区体育活动。所有这些都增强了社区意识，这也是汉

密尔顿弥足珍贵的地方。

我们已经投资了世界一流的体育场馆和活动设施，例如Seddon公

园、Claudelands活动中心和FMG怀卡托体育馆。我们也是许多重要旅游目

的地的所在地，例如汉密尔顿动物园、汉密尔顿花园和怀卡托博物馆。

我们将继续推广户外活动，不仅是怀卡托河，还包括怀瓦克雷克

（Waiwhakareke）自然遗产公园，目的地游乐场和Lake Rotoroa（汉密尔顿

湖）之类的地方。这些设施为当地人和游客提供了美好的记忆和体验，使

人们感到快乐并渴望更多类似的经历。它们使人们对本市产生兴趣和赞

赏。它们使这里的生活变得有趣。

汉密尔顿的活动丰富多彩，但我们的社区也有安静的地方。无论是躺在当

地公园的树下，欣赏怀卡托河的景色还是在怀卡托博物馆探索我们的过

去，我们也会投资创建人们可以放松、休息和思考的空间。

我们希望汉密尔顿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每个人都有
可以玩的东西，每个角落都有可以参与的活动或可以
参观的项目。



2. 
我们将投资并改善怀卡托博物馆、汉密尔

顿花园、汉密尔顿动物园和怀卡卡瑞克自

然遗产公园，为当地人们和游客创造新奇

和独特的体验。

3. 
我们将主持和庆祝城市大型活

动如汉密尔顿花园艺术节和怀

卡托气球节等。

4. 
我们将积极庆祝和推广这个让

居民有机会与朋友和家人一起

玩乐的城市。

5.
我们将通过投资活动场所来

支持当地的体育赛事，并努

力吸引国内外的体育赛事到

本市来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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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关注的
焦点

1. 
我们将发展开放的社区空间，例如

Rototuna的Korikori公园和Forrest Lake的

Minogue公园，人人得以使用并参与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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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优先事项

塑造

一个绿色城市
Ahuahungia teetehi 
taaone tiaki taiao

42 43我们对汉密尔顿的愿景



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通过挑战发展城市的方式以及我们在城市中的生活方式来促进本市成为

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我们热爱我们的环境并致力于为子孙后代保护环境。

我们承担着个人和集体的角色，即我们是土地、水和空气的守护者。我们共

同纪念，增强和保护自然珍宝如怀卡托河以及本市广泛而独特的沟壑系统。

我们为我们绿色、清洁的城市感到自豪，我们正在与企业、组织和社区团体

之间建立周到的、全市范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解决本市应对气候变化的问

题。

我们需要重视自然资源（例如水）的可持续利用，以管理好已有的资源。我

们希望改善美丽、开放的绿色空间，例如怀瓦克雷克（Waiwhakareke）自然

遗产公园，West Town Belt和Taitua植物园，这些地方都得到了汉密尔顿人的

高度评价。而且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引领全国废物最少化行动，以持续减少

对土地的影响。

我们希望继续为未来进行良好的规划，从而高度专注于设计像Peacocke这样

的新社区，使我们的自然环境可以与新房屋和服务和谐共存。这意味着我们

将需要一个更强大、更安全的替代性交通网络，为人们提供真实可行的选

项，同时也提供减少碳排放的方法。

我们希望大家齐心协力，让本市一天天变得更
美好，为子孙后代留下引以为傲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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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们将减少本市的碳排放，并建设一个

能够抵御气候变化影响的城市。

3. 
我们将减轻城市对怀卡托河和

Lake Rotoroa（汉密尔顿湖）

水质和生态的影响。

4. 
我们将鼓励并启用其他交通

方式让人们可以在城市中安

全快速地通行。

5. 
我们将规划一个可持续发展

的城市 - 平衡自然环境与建

筑环境，使其和谐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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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关注的
焦点

1. 
我们将保护和恢复自然沟渠网络和城市

的生物多样性，以增加本市的绿化，使

其变得更健康、更强大。

我们对汉密尔顿的愿景



共同
塑造我们
的城市



只有当我们与社区、利益相关者和合作伙伴通力合作
时，我们才能为汉密尔顿取得更好的结果。

塑造一座城市并做好这件事，必须与住在这里的人们一起努力，并和与我
们的成功息息相关的团体合作。因此，我们有意将人们放在我们的思考核

心，放在此前概述的优先事项的核心。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是汉密尔顿

的人们为我们确定了这些优先事项。

我们知道，我们负有实现本市土著人民对经济、环境、文化和社会诉求的

具体义务。

我们知道，毛利人在汉密尔顿历史上有着特殊地位，毛利人在本市未来的

建设中将发挥的重要作用。毛利人是具有监护权的原住人民。这对于我们

的城市很重要。保持开放的思想和心态以及增进与毛利人的有效关系将会

为我们所有人带来机会。

年轻人也可以发挥巨大作用。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城市，有天赋、受过良好

教育的年轻人带来满满的希望，他们有很多才能可以发挥。我们需要支持

他们，这样他们才能以有意义的方式为我们的未来做出贡献。

最后，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向那些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更
广泛的社区、慈善机构以及其他方面做出巨大贡献的，并将在未来几年继

续和我们一起塑造汉密尔顿的所有合作伙伴表示尊重和敬意。

我们期待与您一起，共同塑造我们城市的未来。

我们对我们的城
市有美好愿景，

但是我们无法独
自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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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确保

人民是我们

工作的核心，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与您合作、
为您工作

感到如此自豪

后排从左到右

Cr Rob Pascoe, Cr Sarah Thomson, Cr Mark Bunting, Cr Martin Gallagher, Cr Kesh Naidoo-Rauf,  

Cr Dave Macpherson, Cr Ryan Hamilton

前排从左到右
Cr Margaret Forsyth , Cr Maxine van Oosten, Chief Executive Richard Briggs, Mayor Paula 

Southgate, Deputy Mayor Geoff Taylor    , Cr Angela O’Leary, Cr Ewan Wilson

52 53我们对汉密尔顿的愿景



futurehamilton.co.nz

汉密尔顿市议会在毛利语中使用双元音来表示长元音，因为这是怀卡托-塔伊
努伊人的偏爱。

联系我们
Hamilton City Council 

260 Anglesea St 

Hamilton

电子邮件: info@hcc.govt.nz

电话: +64 7 838 6699

周一至周五早上7:45至下午5点
电话服务中心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开放

/hamiltoncitycouncil

@hamiltoncitycouncil

/company/hamilton-city-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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