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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is et alertes
Abonnez-vous au Montreal.ca/sujets/alertes pour recevoir des informations sur des situations 
imprévues d'urgence ou d’entraves majeures à la circulation dans votre secteur pouvant avoir un 
impact sur votre quotidien (avis d’ébullition d’eau, etc.).

Renseignements

LÉGENDE
Localisation des travaux

蒙特利尔即将在蒙特利尔会议中心（Palais des congrès）举办第15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COP15）。为确保安全，会议中心周
围设立护栏区域。

安装高安全级别护栏需要暂时关闭街道。最后的安装阶段包括以下路段：
● Saint-Antoine 街，直至 11 月 24 日星期四（含当天）；
● Saint-Urbain 街，11 月 23-26 日星期三至星期六（含当天）；
● Chenneville 街，De La Gauchetière 街（从 Chenneville 街到 Côté 街）和 Côté 街 - 直至 11 月 23 日星期三（含当

天）。

设置路障的时段：

● Saint-Antoine 街 - 直至 11 月 24 日（含当天）

● Saint-Urbain 街 - 11 月 23-26 日（含当天）

● Chenneville 街，De La Gauchetière 街（从 

Chenneville 街到 Côté 街）和 Côté 街 - 直至 11 
月 23 日（含当天）

COP15
安装高安全级别护栏

图例 
道路关闭（不允许本地车辆通行）

道路关闭（允许本地车辆通行）

护栏  
停靠点搬迁或新增：汽车 x  客车（非STM车辆）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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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Montréal.ca Visitez Montréal.ca pour une version française de ce document. 
311 Visit Montréal.ca for an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document.

安装护栏期间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交通 完全关闭 Saint-Antoine 街在 Robert-Bourassa 街和 Saint-Urbain 街之间的路段：
○ 允许本地车辆通行；
○ 直至 11 月 24 日星期四（含当天）。

安装护栏后，一直持续至 2023 年1月中旬：
○ Saint-Antoine 街介于 Jean-Paul-Riopelle 广场和 Saint-Urbain 街之间的路段北侧的车道将

设置路障；
○ Saint-Antoine 街将保留一条车道，以便通行。

在Saint-Antoine 街和 Saint-Jacques 街之间的路段，以下街道仅限本地车辆通行：
● Saint-François-Xavier 街；
● Saint-Pierre 街；
● 直至 11 月 24 日（含当天）。

完全关闭 Saint-Urbain 街在 Viger 大道和 Saint-Antoine 街之间的路段：
○ 不允许本地车辆通行；
○ 11 月 23-26 日星期三至星期六（含当天）。

安装护栏后，一直持续至 2023 年1月中旬：
● Saint-Urbain 街介于 Viger 大道和 Saint-Antoine 街之间的路段西侧的车道将设置路障；
● Saint-Urbain 街将保留一条车道，以便南向车流通行。

完全关闭 Chenneville 街，De La Gauchetière 街（从 Chenneville 街到 Côté 街）和 Côté 街 - 直至 
11 月 23 日（含当天）。

安装护栏后，本地车辆依然可以通行。

停车场 ● 自 12 月 1 日起，会议中心的停车场仅限授权人员使用。

自行车通行 ● Viger 大道和 Saint-Antoine 街上的自行车快捷通道将维持通行。

公共交通 应当局要求，Place-d'Armes 地铁站将于 12 月 1 日至 20 日期间关闭。Champ-de-Mars 至 

Square-Victoria-OACI 之间的地铁双向行驶均不再停靠 Place-d'Armes 站。

蒙特利尔交通公司（STM）时间表和路线已有所调整。

了解详情：www.stm.info/COP15。或者 STM-INFO (514 786-4636)。

行人通行和建筑物

入口

● 在安装护栏的过程中，Saint-Antoine 街和 Saint-Urbain 街上与会议中心邻接的人行道将设

立临时路障。

垃圾，可回收材料 ● 回收按照常规时间表进行。

施工时段 ● 一周七天7点到19点。

https://montreal.ca/articles/cop15-et-mobilite-ce-quil-faut-savoir-39236
https://montreal.ca/articles/cop15-et-mobilite-ce-quil-faut-savoir-39236
https://montreal.ca/en/articles/getting-around-during-cop15-what-you-need-to-know-39236
http://www.stm.info/COP15
http://www.stm.info/f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