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業主要約
EBURY BRIDGE 

2023 年 1 月  

您的 EBURY。
您的未來。

讚成
為了更好的 EBURY BRIDGE 住宅區

投票



Ebury Bridge 住宅區的願景是為房
地產重建樹立新標準。我們一直與 
Ebury Bridge 居民合作。重建項目
將建設 781 套優質住宅，其中 370 套
預計為社會性租房。此住宅區的重
建是為了為威斯敏斯特的居民修建
高品質、負擔得起的房屋。我們將最
大限度地為當地居民提供機會，與
此同時，盡量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除了新住宅，還將為居民和當地社區提
供新的社區空間、托兒所和健身中心。
此外，還將打造四個優質公共廣場。 
新的樹木和花壇以及保留的成熟樹
木將為當地社區創造天然的樂園。

關於這本小冊子
我們向您發送這本小冊子的原因是
因為您在獨立居民投票中 
有投票權。您的投票將決定我們如
何推進 Ebury Bridge 住宅區的重
建提案。

我們正在為現有居民和當地居民提供現
代化、且負擔得起的房屋，同時改善社
區設施。投“贊成票”意味著我們可以
向大倫敦當局 （GLA） 申請額外資金，
幫助我們增加社會出租房屋的數量。
來自 GLA 的額外資金可以幫助我們將
社會房屋的數量從 239 個增加到 370 
個*。這為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
居民創造了更多負擔得起的住房。

其來自威斯敏斯特議會
這是您的業主要約 

在接下來的幾頁中，您會找到有助於
您作出決定的所有所需資訊。我們幫
助您了解您所重視的事項。業主要約
（Landlord Offer）列出了您的願景、願
望和優先事項，即在按照最高標準建
造的社區內建造一個設計精良、節能
且安全的住宅。它規定了您作為受保障
居民而得到房屋的資格、其他權利，以
及對租賃業權業主居民的公平交易。 
我們承諾在投票後繼續進行公開和透
明的磋商和參與進程。最後，它包括投
票過程的細節、誰有資格、如何投票。

我們想確保您能夠全面且清晰地了
解該要約。如果您有任何疑問，請到
重建基地（Regeneration Base）與我
們聯繫，或者通過電話或電子郵件與
我們聯繫。如果您希望根據當前提
案繼續進行重建，請投“讚成”票。 
您將單獨收到您的選票。選票將
於 2023 年 1 月 20 日星期五郵寄給
您，以便您在 2023 年 2 月 16 日星
期四下午 5 點之前進行投票。

EBURY BRIDGE
您現在有機會投票 
以支持重建 

我們在此提供幫助
我們知道這是一個重大決定。我們的團隊隨時為您提供支持，以
解決您可能遇到的任何問題。您可以通過以下方式聯繫我們： 
           eburybridge@westminster.gov.uk         0800 011 3467

           Regeneration Base 15 – 19 Ebury Bridge Rd, SW1W 8QX

*須經較小的規劃修正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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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是 Asaelle，從我

第一次呼吸的那一刻起，我

就住在 Doneraile House。

我在此結交了親密的朋友，見證了社區的發

展，我喜歡來自這裡的每一個回憶。當我第一

次聽到 Ebury 住宅區將被拆毀時，我覺得我

的童年時光被一散而去，然而，新的計畫和開

發讓我看到了積極的一面。我很興奮，非常盼

望著這個專案的開始。從 Ebury 搬走感覺很

奇特，我知道這裡的氛圍和氣氛會完全不同

了。我的感覺是對的。我創建了一個心理倒計

時，並希望一切都在眨眼之間完成。每天我

都會問自己什麼時候會再次回來，當我閱讀我

們收到的每一份時事通訊時，我更加按捺不

住了。我分析了提出的每一個計畫，並想像自

己在幾年後我們將進入的這個新環境中。當我

們從返回居民聚會走出的那一刻，我無法抑制

自己的興奮，因為新的建設計畫讓我 充滿了

樂觀情緒。我知道我會喜歡新的 Ebury，它的

新居民也會喜歡。新的開始帶來新的祝福。 

回到 
Ebury

Asaelle,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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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居民：
我榮幸地向您介紹業主提案。這
本小冊子闡述了市議會對您的承
諾，以及如果您投“贊成”票，我們
可以提供些什麼的詳細資訊。 
作為管理層，我們希望社區對您的
住宅和社區的未來擁有最終決定
權。我們還希望最大限度地增加
在 Ebury Bridge 建造的真正負擔
得起的（公營租房）房屋的數量。
在首次考慮重建方案時，您告訴我
們，解決過度擁擠、提高房屋質量
和保持社區團結是您最想得到解
決的優先事項。我們在本文件中做

出的承諾旨在實現這些期待。
高品質的公共空間和遊樂場所不應該
離您家門口太遠。Ebury 將會有四個新
的公共廣場和全新的管理方法，我們希
望住在這個區域的每個家庭或個人都能
在安全、安心和溫馨的地方繁榮發展。 
自今年 5 月以來，我們在整個威斯敏斯
特迅速採取行動，提高其他住房開發專
案的質量和經濟適用房。如果您在即將
舉行的居民投票中選擇投“贊成”票，
我們可以繼續兌現我們的承諾，確保您
和您的家人擁有更美好的家園和社區。
這意味著除了更換所有 198 棟現有

更公平的威斯敏斯特策略
請務必在線查看我們的更公平的威斯敏斯特
策略，網址為  
westminster.gov.uk/fairer-westminster

內閣成員

我們致力於為我們的居民創造真正負擔得起的住
房，以及社區所需的、更好的住宅與公共設施。

Cllr Matt Noble，氣候
行動、再生和租房者內
閣成員和教堂街選區
成員。

的公營房屋外，我們還可以淨建造大
約 170 個新的公營房屋，以滿足公營
租房的需求。每棟房屋都將按照高標
準建造，提供寬敞的儲物空間和戶外
空間。您的每一步都將得到支持。
我真的非常高興在整個威斯敏斯特，
我們有機會增加人們負擔得起的房
屋的數量。我們對 Ebury Bridge 規
劃所做的更改將增強現有社區，並
為新家庭提供機會，讓他們居住在
這個令人興奮的社區。通過投“讚
成”票，您可以發揮自己的作用。

簡介

觀看我們的視訊， 
了解您 投票的重
要性

Cllr Liza Begum (內閣成員住
房服務 ) 和 Cllr Matt No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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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內確定的優先級以及收集到的反饋幫助我們制定了提案。 
隨著專案的進展，我們將繼續聽取您的意見，了解我們
如何才能最好地實現和推進這些優先事項。

您的 基於您的參與，來制定提案

設計變更 
• 新的社區空間。
• 照明充足的空間和人行道。
• 90% 的家庭擁有雙向景觀客廳。
• 新住宅區將是一個幾乎

零汽車的開發專案。 
• 使用的材料將持久耐用。
• 與現有企業合作開發 

Ebury Bridge 零售。
• 大多數房屋將比目前的房屋更大

更少的建築物 
一個重大的變化則是拆除住
宅區南端的建築物。這將： 
• 進一步減少來自近鄰的

光線和隱私問題。 
• 增加綠色公共空間的數量。 
• 完善貫穿住宅區的步

行及自行車通道。

尊重環境 
新建築將融入當地： 
• 建築用的磚將主要與保護

區和鄰近建築物相匹配。 
• 這些建築物將與 Ebury 

Bridge Road 上建築物的
現行高度保持一致。 

• 將保留高街（High Street）。
• 旨在減少對鄰近建築物的影響。
• 拓寬 Ebury Bridge Road。
• 保障更廣闊的城市景觀。

優先事項 我們如何回應您的反饋

為未來而建造的家園和社區 
您想要高品質的現代住宅和具有更好服務和可持續發展特徵的社區，以造福子孫後代。

 寬敞明亮的家居。

 新樹和種植。

 高性能住宅。

  更溫暖、更安靜的家。

 經改善的開放空間。

 更好的照明以確保安全。 

 高標準消防安全。 

 三層玻璃房屋。 

 改善空氣質量。

 私人陽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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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成”票意味著什麼
如果在投票中，大多數 
投票的居民投“贊成”，則專案將根據與居民一起
制定的當前提案繼續進行 
開發。我們還將有資格申請資金，這將有助於
增加社會出租房屋的數量。這將符合議會的更
公平的威斯敏斯特承諾，即為威斯敏斯特居民
提供更多負擔得起的住房，並在未來重建 Ebury 
Bridge。 

我為什麼要投“讚成”票？
這是您發表意見的機會。 
您來決定您的投票方式。

除了有機會來增加交付的社會住宅數量外，“贊
成”投票對 Ebury 居民和租賃業權業主意味著：

•  面積適用、全新、安全、節能的住宅。
• 現代化的廚房和浴室。
• 一個更安全、更有吸引力的居住地。
• 改善公共空間和遊樂區，供所有人享用。
• 新家空氣質量極佳。

• 每個家庭有私人陽台或露台。
• 增加生物多樣性。
• 即時供暖、即時熱水。

對社區重建投“讚成”票，意味
著什麼
如果投贊成票，我們將確保我們能夠提供
最需要的現代化、適用的住宅，從而解決長
期存在的問題，例如，過度擁擠、能源效率
低下；並改善設施，以造福於現有的以及新
的社區居民。我們將能夠向大倫敦管理局申
請資金，以增加我們提議的經濟適用房。

投“反對”票，意味著什麼
如果在投票中投反對票，議會則需要審
查當前提案的交付方式。我們將徵求居
民的進一步反饋，以完善當前的提案，
然後再次讓您過目經修改的提案。
投反對票也意味著我們無法從 GLA 獲得該
專案的資金，並且，意味著我們可能不得不
重新評估擬建造的公營出租房屋的數量。

投票
我們為什麼要

您的投票很重要
居民投票期限為，1 月 23 日星期

一至 2 月 16 日星期四、下午 5 點。
我們鼓勵所有符合條件的居民進
行投票。您的投票將是保密的。

參與方式

我們將通過每月時事通訊、
我們的網站、反饋建議小冊
子為您提供最新信息。您可
以到重建基地來探訪我們。

2000 名居民收
到每月通訊

www.

網站 （ Ebury 
Bridge.org）

視訊和網
絡討論會

專門的專案團隊
和重建辦公室

舉行了 40 次利
益相關者會議

步行街

展覽和參觀 80% 的 Ebury 
Bridge 居民
參與其中

租戶和租賃業權業主
的獨立顧問，社區第
一（Communities 
First）

讓您持續參與
我們將確保 Ebury Bridge 居民和利益相關者繼續
參與開發的所有階段。我們將舉辦協作且透明的參
與活動，以幫助您了解重建過程、幫助您了解識別
優先事項、幫助您了解影響未來的開發提案。 
您可以參與的事項為： 
• 專案狀態和現場專案會議。 
• 成為社區夥伴關係小組的成員。 
• 考察其他地區的重建專案。 
• 現場參觀。 
• 公開展覽和隨時參觀。
• 線上諮詢平台。 
• 建築師主導的設計工作坊
定制活動以滿足難以接觸到的群體的需求，包括老年
居民、英語不是第一語言的居民和年輕居民群體。

社區未來小組（COMMUNITY FUTURE GROUP）
從 2017 年開始，具有戰略意義的“社區未來小組”（CFG） 代表了 Ebury Bridge 住宅區
的居民。CFG 在製定住宅區未來提案時融入了社區居民的意見。CFG 牽頭制定了“社區
憲章（Community Charter）”，其中規定了議會將如何在整個專案中與居民合作。 
近期，CFG 已覆蓋至更廣泛的社區、當地企業及周邊地區的居民，從而實現了壯大。其後來被更名
為社區合作小組（CPG），每月與威斯敏斯特團隊會面，以討論專案的進展、社區提出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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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 Westminster City Council Regeneration Team continues to be available 

to support and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generation Project.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at eburybridge@westminster. gov.uk

In this issue Ebury Bridge Residents Information Events 

Ebury Edge upcoming activities 

Rephasing update

Construction updates  

Successful Engagement 

Events!

The team recently met with residents to provide updates 

about the new homes being built. This included updates on 

key dates, and images of the new homes. 

The events were very well attended and it was great to feel 

the excitement in the room. See page 2 for a wonderful letter 

written by Asaelle, (16), daughter of  

one of our returning residents! 

Residents completed surveys which will help the team to 

understand rehousing preferences when allocating to the  

new homes.

All information displayed at the events can be found  

on our website www.eburybridge.org

If you haven’t yet completed the survey and are an Ebury secure 

tenant or resident leaseholder please call 0800 0113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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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願景
EBURY BRIDGE

住宅區
您的 

Ebury Bridge 住宅區的重建將提供 781 套
優質住宅。該社區將為現有和新居民提供公
營住房租戶和租賃業權業主的混合使用權，
這將有助於滿足威斯敏斯特的住房需求。
新住宅的設計將會滿足您的優先事項、需求
和期待。新住宅的設計將使用最新的可持續
技術，以減少個人的能源使用、幫助減少能
源開支、改善福祉並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重建的主要目標
以有意義和透明的方式與居民和企業合作，
為 Ebury Bridge 住宅區提出最佳提案。

提供更多的社會住宅。

創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混合社區。

 
建立完善的公共空間和社區設施。

 
對所有租戶採用高質量的設計，為
社區重建設定標準。 

使用最新的可持續材料，交付適用
於將來的房屋。 

尊重周圍的環境。

市議會正在為現有社區和新居民創建一個充滿活力的現代化社區。 

尊重環境 
新社區尊重周圍社區的歷史、
外觀和感覺，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設計了面向 Ebury Bridge 
Road 的六層建築，並讓鐵路沿
線的高層建築退至後方。建築的
材料和磚砌結構將與保護區內
的材料和磚砌結構相匹配。這將
減少開發專案對周邊的影響。 
高街（High Street）將保留在底層的
零售和商業單位。在 Ebury Bridge 
Road 將設有新的入口，可通往北
邊和 Grosvenor Water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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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Westco——我們能否將圖像 B 中的標籤合併到圖
像 A 中（圖像 A 更清晰）？可在下一頁找到相應的解釋

Northern Gateway  
從 Ebury Bridge 後退

到較低的公共區域

樓宇露台  
樓內居民共享的舒適空間

裙樓露台 
共享建築間舒適空間

MUGA  
是一個適合不同年齡段的多

種運動和活動的非正式遊
戲區 

南部門戶 
（Southern Gateway） 

將連接綠植區與 Grovesnor 
水濱開發區

社區中心廣場  
靈活總體規劃，多 
用途和聚會中心

1

1

4

2

2

5

5

3

6

6

3
4

*經濟適用房的擬議位置。



老少皆宜的遊樂
將為所有年齡段的人提供更多的遊樂空
間，包括自然和正式的遊樂區。

商業和零售
高街將被保留，並將有更多空間吸引新商家到該地區。

新的社區空間。
新中央廣場的中央將是一個全新的社區空間，所有
居民都可以在這裡享受禮賓和包裹服務。周圍將有
各種水景、遊樂區和咖啡館，供您放鬆身心。 

公共廣場 
所有的廣場都將連接起來，以提供一條南北走向的
步行路線，優先考慮行人和騎自行車的通行。 
這將涵蓋： 
• 大量房屋享有公共廣場的景緻。 
• 由於開闊的區域不會受到目光聚集，因此讓人感覺很安定。 
• 清晰的指示牌和導視。

綠色空間和社區花園
您告訴我們，室外和綠色空間的改善非常重要。我們設計的
核心是透過以下方式增加綠色空間的數量並提高其質量： 
• 中央社區區域。
• 共享花園空間。
• 共享公共空間。
• 行人友好的街道空間。
• 更好的戶外照明。

願景
社區

該專案的重點目標是開發高質量的公共空間、綠地及社區設施。
我們計畫為在該地區生活、工作或來訪的人們提供可用空間。 
其中包括： 

建築線後移以提
供更寬的人行道 

零售

車輛通道 

社區花園

保留幾棵現存
的成熟樹木

車輛通道 

用於公共場所的材料：

景觀台階從住宅區
北面通向主要入口

更好地利用非住宅空間，
以促進整個住宅區的活動

完善的綠色空間，
以及更多的樹木

在建築物之間建造裙樓，將居民
的汽車和自行車從視野中移除

景觀遊樂區

住宅入口以及下客處

社區空間 

將重建通往南部的門

Ebury Bridge 

St Barnabas St

E
b

u
ry

 B
ri

d
g

e
 R

o
ad

行人通道的
連通性，鼓
勵居民步行

獨特的混凝土表
面從北向南延伸

社區廣場潛在的
優質天然石材 

優質、堅固的街
道家具與材料的
顏色相得益彰

樹脂結合的礫石穿
過綠地，營造“公
園綠地”的感覺

盡可能在遊樂設
備下方鋪設樹皮，
以保留自然特性

社區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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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家
您的 

所有住宅、獨立房間、儲藏室和私人室外空間的大小都將根據大倫敦當局製
定的現行《倫敦住宅設計指南》標准進行設計。 

為未來建造的高品質住宅
新住宅按照最高的現代標準建造，隔
熱良好且更節能。其特點包括：
• 明亮的房屋，配備大型窗戶，以及

高度充足的優質天花板。
• 大約 90% 的家庭將擁有 

雙向景觀的客廳，相鄰牆壁上的窗戶
可以看到不止一個方向的景色。

• 三層玻璃窗將意味著更溫暖、
更安靜的居住空間。

• 改善空氣質量和自然通風。
• 隔熱良好的房屋。
• 每個租戶都採用相同的空間標準。
• 高消防安全標準和獨立噴水滅火系統。
• 私人陽台。
• 每個家庭的電器能耗級別均為 A+ 。
• 帶有即時熱水的低能耗加熱系統。

您已經告訴我們，您想要更好質量的住宅。您的新家將滿足您的需求、保障將來多年的安全、
穩定與寬敞。您將能夠在高品質的室內裝修、現代化的浴室和廚房中打造屬於您自己的家。

您告訴我們

新居應寬敞、
溫馨、安靜。

面向未來的低成
本能源住宅。

每個家庭所需的
一個私人空間。

有些家庭人
過分擁擠。

和居民福祉

節能住宅
更溫暖、更安靜的房屋將由有助於保持
房屋溫暖的隔熱織物製成。這減少了打
開暖氣的需要，從而減少了能源使用。
明亮的房屋具備雙向採光，雙向窗戶，
以減少白天開燈的需求。低能耗 LED 
照明和智能電錶也將造福地球。

環保社區
節水配件和灰水回收系統將
使每戶家庭的用水量減少至
每棟建築用水量的 30%。
屋頂空間將用於可持續排水系
統，這將減輕倫敦排水網絡的壓
力。藍色屋頂和太陽能電池板將
抵消住宅區 7.5% 的碳排放量。
作為一項無化石燃料的開發專案，
將使用全電力能源中心，供暖、
製冷和熱水，因此碳排放量的縮
減量將高出現行法規的 70%。
重新使用拆除材料將減少對垃圾填
埋場的影響。第一階段的環保建築
材料有助於消除 120 噸隱含碳。

健康與福祉
我們將為幾乎每個家庭提供私人陽
台，並提供設計精美的公共空間，以
鼓勵居民在戶外度過更多時間。
植物種植將有助於增加該地區的生物
多樣性。產生花粉的植物，以及可為
鳥類提供築巢和移動空間的灌木。
每個家庭都將安裝一個連續廢熱回
收機械通風裝置，居民將呼吸到更清
潔的空氣，這對健康有很大好處。
減少用車方案（Low Car Scheme） 
將鼓勵居民採用更可持續的交通方
式，例如跑步、步行和騎自行車。

傑出的開發
Ebury Bridge 在其最新的“可持續性”
評估中獲得“優秀”評分，其在社會和
經濟福祉、地方經濟、資源能源、生態
和交通方面的工作得分超過 90%。

新住宅和社區將使用最新的可持續技術來減少能源使用，
改善福祉並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環保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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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臥室

面積 53sqm

雙向景觀 有

陽台 5sqm

儲藏室 1.9sqm

浴室 1

2 臥室

面積 76sqm

雙向景觀 有

陽台 7sqm

儲藏室 5.7sqm

浴室 1

佈局
新家 

以下幾頁的佈局建議用於待建造的房屋大小範圍。這些建議規劃
僅限於參考，可能在專案進程及進一步協商過程中得到更改。

兩人公寓

四人公寓

威斯敏斯特市議會（Westminster City 
Council）正在建造的新住宅是什麼樣的？

Lisson Arches
將於今年年底完工，將建造 60 個新的社區支持之
家，以支持在行動方面有需求的人群。我們與居民
合作，以確保他們在搬進新家時能夠進行所需的改
建（包括浴室和廚房）。這些房屋將擁有私人陽台
空間、配備齊全的廚房櫥櫃、自然光線充足的大窗
戶、冰箱冰櫃等白色家電，以及充足的儲物空間。

Luton 街
於 2022 年完工，以前非常擁擠的家庭，近期獲得了一個更大、
更現代化的住宅。Bashir 先生和他的家人，搬進了一個新的四
臥室住宅。他說：“重要的是，我的孩子們現在有了自己學習
空間，能夠為自己的前途做準備。我們的家也更溫暖，有更多
儲物空間、更寬敞的廚房，以及我們自己的私人戶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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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台

陽台

臥室

浴室

浴室

臥室 臥室

廚房

客廳/飯廳

客廳/飯廳

儲藏室 儲藏室

儲藏室
儲藏室 儲藏室

儲藏室



3臥室

面積 90sqm

雙向景觀 有

陽台 8sqm

儲藏室 4.6sqm

浴室 2

2臥室

面積 76sqm

雙向景觀 有

陽台 7sqm

儲藏室 4.2sqm

浴室 1

三人公寓（輪椅適用） 五人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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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台

陽台

臥室

臥室

臥室 臥室

臥室 廚房廚房 客廳/飯廳

客廳/飯廳

浴室

浴室

儲藏室

儲藏室 儲藏室

儲藏室 廁所 儲藏室



4 臥室

面積 136sqm

雙向景觀 有

陽台 13sqm

儲藏室 12.5sqm

浴室 2

複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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廁所

廚房

客廳/飯廳

露台

儲藏室

儲藏室

第一底樓

儲藏室
儲藏室 浴室

陽台

臥室 臥室 臥室

臥室



租賃要約
有保障的

關鍵承諾
如果您被要求或已經成為 Ebury Bridge 住宅
區搬遷居民，威斯敏斯特市議會可以保證： 
• 您將擁有返回 Ebury Bridge 住

宅區的完整權利。
• 您有權在 Ebury Bridge 住宅區購買新房。
• 您將獲得一個全新的家，租賃條款與您現在

相同，您的市政租金將保持公營租金水平。
• 我們將根據您的需求，為您提供新家。 
• 獨立顧問將為您提供幫助。 
• 與您的搬家相關的合理費用，將由市議會報銷，

例如搬遷費用、斷線費用和郵件改投費用。 
• 您將收到 7,800 英鎊的法定房屋損失賠償金。 
• 如果您願意，您可以選擇搬

離 Ebury Bridge 住宅區。 
• 市議會將為弱勢居民安排額外支持，例

如幫助打包和運送到他們的新房屋。 
• 所有現有的市議會租戶都將會

得到新的市議會房屋。

您有權在 Ebury Bridge 住宅區
得到新房。
所有現有的公營房屋租戶都將會得到新的公營房
屋。您可能需要暫時搬入威斯敏斯特的另一個社
會住宅，並有權在新的社會住宅準備就緒時返回。 
如果您不想搬進新家，您可以搬進威
斯敏斯特的另一個社會性房屋。 

如果您需要暫時搬遷
如果，您的新住宅尚未準備好讓您入住的話，
我們將確保您獲得適當的臨時住所，以供您所
需。我們將幫助您找到一個盡可能靠近您的工
作單位、學校和家人或朋友的臨時住所，這樣您
就不必在住在臨時住所期間改變您的生活。 

市議會仍將是 
您的業主
您的租約不會改變，您將擁有與現在相同的
租賃保障。例如，受保障租戶將獲得另一種安
全租約，靈活租戶將獲得另一種靈活租約。
您的權利和市議會的責任則保持不變。 

您有權獲得 7,800 英鎊
的搬家損失賠償金 
如果您在搬家前已在家中居住 12 個月，您有
權獲得法定的房屋損失賠償金，目前該金額為 
7,800 英鎊。該金額由政府每年決定，在您搬家
時，該金額可能會有所提升。聯名租戶會收到一
筆付款。您可以隨心所欲地使用房屋損失賠償
金。如果您欠市政府租金或其他費用，我們將與
您就相關欠款進行商定，並且，在向您發放賠償
金之前，將在您的賠償金中進行相應的扣除。 

以下幾頁列出了市議會為受保障租客提供的要約，包括您的權利、資格、
重新安置方案以及市議會將如何在整個重建過程中為您提供支持。

市議會還將支付合理的搬家費用 
這包括搬家費用、郵件改投費用、電器斷開
和重新連接費用，窗簾和地毯的重新安裝費
用。在許多情況下，市議會將為租戶安排這
些服務，以便租戶無需自己預先付款。 

關於新家
新家的大小將符合您的需要，這意味著它可能
比當前的家更大或更小。在您搬家之前，我們將
進行住房需求調查，您將能夠考慮您的選擇並
與獨立顧問交談。市議會將對您家中的人口、所
需的新房以及您的任何具體需求進行評估。 

如果您需要更多臥室（因為
您家太擁擠了），您可以搬進
一個大小適合您的房子。
如果您需要比現在更多的臥室，並且被評估為過度擁
擠，您將能夠搬進一個大小適合您和家人的新家。如果
您需要搬到更大的房子，您將支付相應的市政租金。 

您的新家將滿足您的
殘障或行動需求。 
如果您需要對新家進行改造，我們將確保這些
事項在您入住前得到評估、就位。所有新房都可
以不用上下樓梯即可進入前門和大樓入口。

在題為《租戶：您的選擇摘要》
傳單中，提供了更多資訊。 

您可以掃描二維碼，
或從 Ebury Bridge 重
建基地獲取副本。

Tenants: Your options
Summary of the Policy for Tenants in Housing Renewal Area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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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費
作為租戶，您目前支付的租金覆蓋了一些服
務費。租賃業權業主也支付了一些服務費用。
將來所有的開發服務費用將涵蓋以下服務：
• 公共區域的維護，例如，清潔和照明
• 場地維護 
• 升降機保養
• 勤雜服務
隨著專案的進展，我們將與您討論您想
要的、需要的服務，了解您希望我們提供
哪些服務，以確保對住宅區得到有效的
管理；了解哪些服務適用於您，以確保
您獲得的服務物有所值，價格實惠。 
低收入或領取福利的人群，可能將有
資格透過住房福利/通用信用福利，
獲得租金及服務費方面的資助。

幫助您搬家
我們將如何

在您搬遷的整個過程中，市議會工作人員會幫助您。

讓搬家變得容易
在整個過程中，專職安置人員將幫助您進行搬
家。他們將在一對一的基礎上了解您，並讓您了解
流程和後續步驟。他們將在您入住前幫助您參觀
新家，提供您入住當天所需的支持，並在您搬家
後繼續為您提供支持，檢查您是否安頓下來。

我們將幫助您：

例如，我們可以組織搬家、斷開和重新連接洗衣機和其他電器。針對租戶的
個人情況，特別是年長者、弱勢群體和殘障人士，提供額外支持。

搬家

郵件改投

打包和拆包費用

斷開和重新
連接設備

重新連接電話、
電視和寬帶

搬家時的房屋損失
賠償金— 目前，受
保障的租戶的賠償
金為 7,800 英鎊

 EBURY BRIDGE 業主要約 � 2726� EBURY BRIDGE 業主要約 



租賃要約
臨時住宿的提供

以下幾頁列出了市議會對臨時住所租戶的要約。

本節適用於無家可歸的家庭，市議會已根據《1996 年
住房法第 7 章節（經修訂）》接受了全部住房義務。 
如果您已在房屋登記冊上登記十二個月或
更長時間，並且在您收到業主要約時居住在 
Ebury Bridge 房產內，您就有資格投票。 
如果在您在被要求搬家之前還沒有找到新的
永久住所，市政官員將拜訪您，並告知您何
時需要搬家，並提供有關流程的信息。 
如果您在獲得永久性社會住宅後的十二個月內，
您將獲得額外的優先權，可以嘗試並提前您的搬
遷，以避免您不得不在短時間內搬家兩次。 
如果這不適用，您將被優先安排其他臨時住所，
如果符合標準，可以在威斯敏斯特或在倫敦。 

租住私人業主房屋的租戶
如果您已在房屋登記冊上登記十二個月或更長時
間，並且在您收到業主要約時居住在 Ebury Bridge 
住宅區內，您就有資格投票。請在投票開始前聯
繫 Civica選舉服務（見第 34 頁）登記投票。

在題為《租戶：您的選擇摘要》
傳單中，提供了更多資訊。 

您可以掃描二維碼，
或從  Ebury Bridge 重
建基地獲取副本。

Tenants: Your options
Summary of the Policy for Tenants in Housing Renewal Areas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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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約
租賃業權業主居民

以下幾頁列出了市議會對租賃業權業主的要約，包括您的權利、資格和補
償金。如果您是租賃業權業主居民，我們還會承擔出售您目前房屋的費
用，並且給您購買新房屋的選擇，您也可以獲得的市議會的支持。

主要承諾
作為 Ebury Bridge重建的部分，如果您被
要求搬家或已經搬家，威斯敏斯特市議會
可以向所有租賃業權業主居民保證：
• 您將擁有返回 Ebury Bridge 住宅區的完整權利。 
• 您將有機會通過股權貸款或共享股

權的方式購買其中一處新房。 
• 市議會將為那些選擇搬走的人提供支持。
• 我們將與您合作，通過協議出售您的房屋。
• 您將收到相當於房產市場價值 10% 的法定房屋損失

賠償金（截至 2022 年 10 月上限為 78,000 英鎊）。
• 市政府將提供干擾費以支付所有合理的費

用，包括搬家費、等值的印花稅和律師費。

作為租賃業權業主居民，您將獲得
房屋的完整市場價值加上 10% 的
房屋損失賠償金
將房屋出售給市議會時，您將獲得房屋的全部
市場價值，如果您在搬家時已在房屋中居住了 
12 個月，還將獲得 10% 的房屋損失賠償金。 
房屋損失賠償的最高限額為 78,000 英鎊。
該金額由政府每年決定，並且可能會有所
提升。聯名房主會收到一筆付款。

協議購房
市議會將委託一名獨立的、有皇家特許測量師學
會（RICS）的成員資格的合格測量師，對您的房屋
進行估價。通常，市議會將在您的街區重建開始
前大約 18 個月或在某些情況下更早開始回購您
的房產（請參閱“購買時間的靈活性”部分）。

靈活購回您的房產
市議會的估價師將提前與您聯繫、在您方便的時間，上
門檢測房產。估價師將考慮房屋內部狀況、以及所有
修繕，例如新浴室和廚房。然後，您將收到一份來自市
議會的書面要約。如果您不同意其估價，市議會將報
銷您自行委託的獨立 RICS 估價師徵求以第二意見的
合理費用。委員會的目標是在可能的情況下通過協議
購買您的租賃物業，並將與租賃業權業主合作，找到
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市議會可能會動用強
制購買權作為後備措施，以確保提案能夠得到交付。 

如果您是非居民租賃業權業
主，您將獲得房屋的全部市
場價值加上 7.5% 的基本損
失賠償
如果在要求您搬遷時您不住在該房屋裡或
在您的房屋中居住的時間少於 12 個月，
您將被視為非居民租賃業權業主。如果您
同意將您的房產出售給市議會，您將獲得
房屋出售給市議會時的完整市場價值。 

您還將得到完整市場價值 7.5% 的基本損失
賠償金。聯名房主會收到一筆付款。您將要負
責安排您的房屋中的任何租客，並確保在您
將房屋出售給市議會時您的房產已騰空。 

基本損失賠償金將設置最高限額，目前為 
75,000 英鎊。該數額由政府每年決定。

您的房屋 
估價將由合格的獨立
測量師進行評估
您的房屋估價將由獨立的合格測量師進行，該測量師
將考慮當地房地產市場、您房屋的內部狀況以及所做
的任何修繕。估價將反映任一重建工作實施之前 
的房產價值。 

市議會將支付您合理的法律費用
市議會將支付出售您房產的法律費用，以及購買另
外房屋的費用和成本，無論是在新的住宅區還是在
其他地方。這將包括印花稅土地稅，上限為與出售給
議會的房產的約定購買價格等值的印花稅價值。 

市議會還將支付合理的搬家費
用。
市議會將補償您因搬家而產生的合理費用。

搬家費用將涵蓋以下服務： 
• 斷開和重新連接設備費用 
• 郵件改投
• 重新連接電話、電視和寬帶 
• 搬家費用
• 打包和拆包費用

對於安置方案，您將得到來自獨立
第三方的建議
將為您提供免費的獨立建議與支持，以幫助
您做出最佳選擇。在某些情況下，市議會也
可能會為租賃業權業主提供獨立的財務建
議，例如有關獲得新抵押貸款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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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住房選擇
租賃業權業主居民的

作為租賃業權業主居民，有一系列的安置選擇可以滿足不同的需求。

選項 1
以共享股權的方式購買 
其中一套新房
新房產的價值，將高於租賃業權業主居民目前的
房屋。作為租賃業權業主居民，您可以選擇通過
共享股權購買擁有相同臥室數量的新建房屋。 
這將使租賃業權業主居民的住房
成本與目前成本相持平：
• 直接從議會購買其中一處新房時，將提供共享股權。 

您投入新房的資金是出售當前房屋所得的
資金加上全額房屋損失賠償金。這意味著
如果您目前有抵押貸款，則需要籌集或轉移
另一份價值相同的抵押貸款到新房產。 
市議會將彌補租賃業權業主的供款與新房產
市場價格之間的差額。您將是該房產的完全
合法所有者，並需要支付全部服務費。
市議會的贈款不需要償還，只有在房產出售或轉
讓後才需要償還。如果您要出售或轉讓房產，對於
房產價值的任一增值或貶值，您和市議會將根據
您購買房產時的百分比進行分攤。為了保護理事
會的贈款，將要求您同意對該房產按其價值進行
法定押記。只有在出售或轉讓時才需要還款。 

選項 2
在共享所有權的基礎上購買 
其中一套新房
共享所有權不同於通過股權貸款或共享股權購買，因
為您將僅僅擁有該物業的一部分，而不是完全合法
的所有者，並且您將對不屬於您的部分支付租金。 
您將需要能夠購買至少 25% 的新房份額，無
論是否有抵押貸款， 並且必須能夠支付無所
有權部分的租金，該租金以這扣費率計算。
您還將負責支付房產的全部服務費。

對於希望繼續住在重建區的租賃業權業主居民，有五種可供選項，對於想要搬離的人，有一種可供選項。

選項 3
直接購買新房
如果您願意並且負擔得起，您可以直接購買其中一套
新房。即使您負擔得起，您也沒有義務以這種方式購
買。如果選擇這種做法，您可以購買任何規模的房產。 

為選項 1、2、3 提供的臨時住房
如果新房還沒有準備好立即入住，您可能需
要暫時搬入臨時住房。在這種情況下，市議
會將為您提供一份合理的有保證的短期租賃
要約，即私人租賃部門提供的租約類型。 
臨時住房的租金將取決於您當前的住房成本，包括
抵押貸款和服務費，這意味著住房成本不會增加。但
是，您將負責支付可能與您現在支付的不同的市政稅
和水電費。臨時住所將與您當前的住所大小相同。

選項 4
在當地購買另一處擁有租賃權的
物業
您可能更願意在當地購買與您當前房屋價值相同的另
一處物業，即不屬於重建計畫的物業（如果有的話）。 
在可能的情況下市議會將提供幫助，幫助您
找到一處物業。在某些情況下，市政府可能
會向您出售其空置房屋中的一處物業。 

在特殊情況下，我們可以討論對住宅區以
外的房產，以考量股權貸款的選擇。

選項 5
成為房屋重建區域的社會租戶
在某些情況下，您可以通過成為公營住房租戶， 
來留在當地。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會提供此
選項，例如，其他房屋所有權選項均不合適，
或您因健康問題而希望成為租戶的情況。 
如果雙方同意，您將獲得物業的市場價值的 75%， 
而不是 100%。將根據您的收入提供公營住房租賃。

選項 6
獲得幫助與支持，以搬離 Ebury 
Bridge 住宅區
在需要時，將為想要搬到威斯敏斯特的另一區
域或其他地方的租賃業權業主居民，提供實際
幫助與支持。這可能包括幫助尋找房產或參
與整個購買過程。在某些情況下，市議會可能
會向您出售其在威斯敏斯特空置的物業。

標題為《租賃業權業主：您的選
擇》傳單中，提供了更多資訊。 

 

您可以掃描二維碼，
或從 Ebury Bridge 重
建基地獲取副本。 Leaseholders: Your options

Summary of the Policy for Leaseholders 

in Housing Renewal Areas 2018

對租賃業權業主的支持
如果您想與我們進一步討論可用的選
項，您可以與我們的租賃支持團隊安
排一對一的預約。請致電 0800 011 
3467 或發送電郵至：  Ebury Bridge@
westminster.gov.uk 與我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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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
由獨立於威斯敏斯特市議會的 
Civica 選舉服務（Civica Election 
Services）安排本次投票流程。

作為獨立機構，Civica 選舉服務已受委託，確保投票安
全、獨立地進行，且符合大倫敦管理局的指導方針。
Civica 選舉服務會將選票郵寄給居民，接收投票、計算
投票，驗證選票是否合法，並發布結果。 
您的選票將於 2023 年 1 月 20 日通過頭等郵寄，您將有
三週的時間在 2023 年 2 月 16 日星期四下午 5 點之前
投票。 

下一頁，為投票的相關問題提供了 
進一步建議、指導 
以及詳細的聯繫方式。
如果您丟失/損壞了選票，並需要 
一張新選票，或者如果您想了解有關投票的更多資訊， 
您可以撥打 
電話  020 8889 9203 或發送電子郵件至  support@
cesvotes.com，聯絡 Civica 選舉服務（Civica Election 
Services）。打電話時，請說明您是 
 Ebury Bridge 住宅區的居民。 

在選票上您將被問到以下問題，
您可以投贊成票或反對票：
您是否支持目前的 Ebury 
Bridge 住宅區重建的提案？

誰可以投票？
居住在 Ebury Bridge 住宅區且滿足以下一項或多
項條件的所有 16 歲以上居民，則有權利投票：
• 在 2023 年 1 月 6 日或之前被列在租賃協議

中的市議會租戶，包括個人和聯名租戶。 
• 在 2023 年 1 月 6 日之前已將 Ebury Bridge 住

宅區作為其唯一主要住所、居住了 12 個月或
以上、租約上指定的租賃業權業主居民。 

• 在 2023 年 1 月 6 日之前在議會的住房
登記簿上登記 12 個月或更長時間的 、 
Ebury Bridge 的任一永久居民。

大倫敦當局和 
倫敦市長制定了誰有資格投票的規則。 
此業主要約於 2023 年 1 月 6 日發布。

有關 Ebury Bridge 住宅區重建計畫問
題的進一步建議和指導，請致電  
0800 011 3467  或發送電子郵件至 
Ebury Bridge@westminster.gov.uk 
聯繫我們。

結果
不存在最低投票率的要求，以多數票決定的投
票結果。 

投票後一周，Civica Election Services 將通過
信函，向您告知投票結果。您也可以在 Ebury 
Bridge.org 上了解投票結果。

投票後 會發生什麼
如果居民的投票結果為“贊成”，重建將根
據當前提案進行。市議會還將有資格向大倫
敦管理局 （GLA） 申請該專案的資金。 
如果居民的投票結果為“反對”，市議會將需
要重新考慮重建的方式。雖然仍會建造新房
屋，但投票的目的是確認 Ebury Bridge 社區是
否支持當前的提案（即進行投票的提案）。 

不同的投票方式

郵遞投票

線上投票

用預付郵資的信封寄回您的選票。

在 www.cesvotes.com/eburybridge  使
用選票上的唯一代碼，進行在線投票。

電話投票
要進行電話投票，請撥打選票上的免費電
話號碼，並使用唯一代碼進行投票。

居民投票期限為，1 月  23 日星期
一 至 2 月 16 日星期四、下午 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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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時間

時間表顯示了居民投票結果後，  
Ebury Bridge 住宅區工作的參考日期。

2021
規劃提案計畫對 Ebury Bridge 住宅
區進行重建，建造 781 套住宅。

2022/2023 
冬季
居民投票。2024

第一階段工作完成，
居民搬進新家。

2027
第二階段的預計完成日期。

2029
第三階段的預計完成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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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ury Bridge的重建
EBURY BRIDGE

Ebury Bridge 住宅區的重建將提供 781 套新住宅。
我們預計將交付 370* 套公營住房，以幫助滿足威
斯敏斯特的住房需求和 411* 套私人住宅。 

下面的地圖顯示了 Ebury Bridge 住宅區內的住宅樓，包括已拆除的街區。

1  Bridge House

2  Pimlico House （已拆除）

3  Mercer House （已拆除）

4  Dalton House

5   Westbourne House

6  Rye House

7  Victoria House

8  Bucknill House

9  Wainwright House （已拆除）

10  Wellesley House （已拆除）

11  Dalton House （已拆除）

 12  Hillersdon House （已拆除）

 13  Doneraile House

1

2

3

4

56

78

910

11

12

13

*須經較小的規劃修正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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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聯絡

Regeneration Base 15 - 19 Ebury Bridge Rd, SW1W 8QX 

電話：0800 011 3467 

電子郵件：eburybridge@westminster.gov.uk 

您還可以在 Ebury Bridge 住宅區網站上隨時了解最新資訊： EburyBridge.org

在 Facebook 上關注我們：facebook.com/EburyBridgeRenewal

社區第一（Communities First） 將針對重建計畫給住宅帶來的影響，為租戶
和租賃業權業主提供免費、獨立且保密的建議。您可以撥打 0300 365 7150 
或發送電子郵件至  Ebury@communitiesfirst.co.uk 聯繫 Louis
您是否需要......
 ?翻譯服務？Përkthimi? Tradução? ¿Traducción ترجمة؟,

Traduzione? ?অনবুাদ? 翻译？翻 譯？ 大字版?
如果您因殘障或英語不是您的母語而難以閱讀本文件，我們可以
為您提供幫助。請撥打   0800 011 3467 ，聯繫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