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175th Street 走廊需要改善
175th Street 走廊是 City of Shoreline 最活跃的东西向
干线之一，连接了该市最繁忙的南北道路：State Route 99/
Aurora Avenue N、I-5 和 15th Avenue NE。 Shoreline 已优
先改善位于 Stone Avenue 和 I-5 之间的 175th Street，使其对
于所有走廊用户而言更加f方便和安全。改进措施可能包括减少
交通拥堵、完善人行道网络、增加交通工具选项、修建走廊或
并行的自行车设施以及开发一项支持毗邻 175th Street 的社区
未来发展的总体设计。

为何是 175th Street 走廊？
我们一直努力致力于确定交通需求，以满足我们日益发展的社
区的需求。随着城市的发展和轻轨站在 145th Street 和 185th 
Street 的开放，走廊上的交通运输量将继续增加。

在我们开始考虑 175th Street 走廊的项目之前，我们的团队就
在研究交通模式，审查安全要求，并寻求使我们所有的交通走
廊 更便于人们步行、骑行、驾车和乘坐交通工具的方式。来
自居民对该地区其他项目的信息资源有助于告知该市的优先事
项，并有助于将 175th Street 确定为 2011 年 Transportation 
Master Plan（交通总体规划）中的重点工程。该项目符合我
们在 2012 年 Comprehensive Plan Transportation Element（
综合规划交通要素）中确定的许多交通目标，以及Complete 
Streets Policy（完整街道政策），包括允许更多的交通、自行
车和行人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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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AREA

175th Street 走廊项目区横跨位于 Stone Avenue N 和 I-5 之间的 175th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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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th Street 是 Shoreline 最繁忙的东西向
干道之一。

175th Street 的部分地区无法容纳所有类型的
使用者，例如使用婴儿车和轮椅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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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B

175TH STREET CORRIDOR IMPROVEMENTS PROJECT175TH STREET 走廊改善项目



第 1 阶段 
现有条件与信息收集

第 2 阶段
设计理念和评估标准

第 3 阶段
首选理念设计

2019 2020

联系我们
如需其他项目信息，请访问 shorelinewa.gov/175corridor 

Don Ranger
City of Shoreline, Project Manager
dranger@shorelinewa.gov  |  (206) 801-2457

如何保持参与
我们致力于有意义的协作性公众参与，并将在整个设
计过程中为早期的持续反馈提供足够机会。为帮助我
们了解社区需求和愿景，以及制定走廊设计方案，我
们将接触附近的邻居、当地企业、社区组织和通过 
175th Street 出行的人们。这是您的社区，我们希望确
保走廊设计可以反映您的愿景和需求，同时满足项目
的技术需求。

项目时间计划
在整个设计过程中，我们将与社区保持联系，就关键里程碑事件收集反馈信息。

秋季
发布理念草案

2020 年初
- 发布首选设计理念
- 30% 设计里程碑

4 月 – 5 月 
- 利益相关者会谈 
- 业主/居住者免预约会谈
- 线上及面对面开放日

秋季
- 利益相关者简报
- 业主/居住者免预约会谈
- 线上及面对面公共活动

2020 年初
- 利益相关者简报 
- 业主/居住者免预约会谈
- 线上及面对面公共活动

2

正如我们对待其他项目的方式一样，我们致力于公众
参与，以确保设计可以反映社区的愿景。

技术里程碑 外展服务里程碑

175TH STREET 走廊改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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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初步研究已完成

您若希望與 Shoreline 市展開交流或 閱讀以其他語言寫
成的文檔，請寄送您的請求及您的連絡資訊至下方所
示的電子郵件地址，或撥電話 (206) 801-2700。

쇼어라인시(City of Shoreline)로 연락이요하시거나 
문서를 다른 언어로 보시려면 연락 정보와 함께 요청 
사항을 아래 이메일로 보내시거나 (206) 801-2700
으로 전화해 주십시오.

Nếu quý vị muốn liên lạc với Thành Phố Shoreline 
hoặc muốn xem một tài liệu bằng ngôn ngữ khác,  
xin gửi yêu cầu của quý vị cùng với thông tin liên lạc 
đến địa chỉ email dưới đây hoặc gọi điện thoại số 
(206) 801-2700.

Si le gustaría comunicarse con la Ciudad de Shoreline o 
revisar un documento en otro idioma, por favor envíe  
su solicitud junto con su información de contacto a la 
dirección de correo electrónico a continuación o llame al 
(206) 801-2700.

Kung nais niyong makipag-usap sa Lungsod ng Shoreline 
o rebyuhin ang dokumento sa ibang wika, pakipadala 
ang inyong kahilingan kasama ang impormasyong 
pagkokontakan sa inyo sa email address sa ibaba o 
tawagan ang (206) 801-2700.

Email: clk@shorelinewa.go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