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牙市民彼此互助 
  



基督徒聯盟黨 (CU) /政治改革黨 (SGP)：海牙市民彼此互助 
 

海牙，一個法治和平安的國際城市，一個漂亮，但不平衡發展的城市。Statenkwartier 區和

Schilderswijk 區、 Marlot 區和 Moerwijk 區的區別越來越大。我不接受這事實，對我來說每一個人有

同樣的價值，不論年輕的或年長的，不論有信仰的或沒有信仰的，不論是海牙居民或在海牙出生人

士，不論外僑勞工或荷蘭人。我為一個和平共生活的城市努力，使各人有價值地度過晚年，使孩子

們有一個持續的未來。 您們想加強這概念，想要一個關注市民的市議會，想要一個真正聆聽您聲音

的市政府嗎？ 
 

請 3 月 21 日投“基督徒聯盟黨 (CU) /政治改革黨 (SGP) 一票。為一個互助的城市，為一個共同完成

目標的城市投一票。 

海牙市民 ～ 為您，為我！海牙市民彼此互助！ 
 
Pieter Grinwis 

海牙基督徒聯盟黨(CU)/政治改革黨 (SGP) 

第一號候選人 
 
 
 
 
 
 

政治主張 

政治主張分五大綱：城市和平、給社會弱者有盼望、為我們下一代創造美好的將來、 

妥善管理大自然的創造、每人有就業機會 
 
  



城市和平 

海牙基督徒聯盟黨(CU)/政治改革黨 (SGP) 為一個團結，讓市民和平共同居住的城市而努力。 

海牙市民的種族、文化、宗教、理想背景都不同，所以在海牙能和平共處不是自然的事情。這些差

異通常帶來很多緊張及分裂。海牙基督徒聯盟黨(CU)/政治改革黨 (SGP) 維護差別的存在，但我們同

時相信我們的共同點可以令我們成為更精彩。倘若每一個（新）海牙居民贊同民主憲政國家的基礎，

并内化我們社會的中央價值觀，例如基督教的文化及傳統，我們可以和諧地處理人與人之間的差異。 

1. 每個人能安全走上街道不幸的是，在我們城市也出现了基于種族，宗教，性別取向或性别差

異的暴力。這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將要更加堅定地對付，首先要更好地注册對種族、宗教和

同性戀人士的暴力，并處理街頭恐嚇案件。 

2. 宗教信仰自由-宗教自由權適用於每個人。信徒必須能夠在教堂，猶太教堂，清真寺或其他禱

告場所不受阻礙地聚會。 

3. 海牙兒童和平高峰會議- 設立一個兒童和平高峰會議，讓來自世界各地的孩子們可以彼此認

識及彼此談論世界問題。 

4. 在街道上更多巡警- 市政府使用更多金錢擴大執行能力。 

5. 促進融入社會-市政府更加促進持有居留人士的社會融入。通過一個收緊的市政融入程序掌握

荷蘭語、內化荷蘭中央價值觀擁有自己居住的地方、就業、做義工及/或上課程。積極與外僑

教會合作，接觸這目標群體。 

6. 對付積極份子- 海牙不歡迎激進使用暴力的伊斯蘭教或任何形式的暴力極端主義。海牙市繼

續對付穆斯林激進化。市政府利用所有法律手段使激進穆斯林年輕人的關鍵人物，如仇恨傳

教士, 離開我們城市。 

7. 最關注的是我們的市民 我們讓居民參與城市的新計劃，不僅在適當的時候，即使這些計劃預

料受到批評。 

8. 保存標誌性的教堂建築物-將會有一個關於保存教堂的政策，明確指出哪些空置的非歷史價值

建築物需要被保存與否。將有一個教堂建設基金，盡量為後代保存有歷史性的教堂建築物。 

9. 區域圖書館重新開門-在沒有圖書館的區域中，如 Bouwlust, 重新開圖書館  

10. 投資在大眾化運動  市政府特別投資在大眾化運動，海牙市促進運動，再不會投資在 ADO 足

球隊上。 
  



給社會弱者有盼望 

基督徒聯盟黨/政治改革黨為一個互相照顧的社會努力，讓人民彼此關注，幫助需要被幫助的人。市

政府鼓勵人民互相幫助，成為一個好鄰居，自願工作者或照顧患病者。市政府對社會弱者有特別的

責任，尤其是當他們得不到別人的幫助或沒有自我照顧能力的時候。基督徒聯盟黨/政治改革黨希望

社會最弱的人士得到權利維護，如債務人，販賣人口受害者和殘疾人士。 

1. 關注教會在社會的貢獻-教會和其他信仰團體經常作出重大的社會貢獻。市政府關注這一點，

並看到合作的可能性。例如，在可能的情況下，交換信息或鼓勵建築物的共用。 

2. 給寂寞人士生命意義- 孤獨往往與缺乏生命意義有相關：缺乏活著的目標。培訓探訪老年人的

志願者，培訓他們回答有關存在目標的問題及積極告訴老人家在附近會面和得到志願服務的可能

性。  

3. 好好照顧每個人- 每個海牙居民都需要一個適合他/她的良好護理。 如果有人不能整理房子，家

庭護理就應該來協助。基督徒聯盟黨/政治改革黨 把金錢用於家居護理及白天活動，讓他們參與

有意義的活動，減輕照顧患病者的工作。   

4. 防止加深債務-  提供協助還債援助員/地區社工一筆基金，讓他們自行決定使用，以防止加增債

務。對付可疑的追債公司。 我們寧願派遣一名救援人員，而不是追數人員。  

5. 更容易得到償還債務幫助-不僅把償還債務協助在最緊急的情況之下提供，也幫助一些人士處

理他們的普通債務。義工和義工機構可以在此扮演重要的角色。 

6. 在海牙禁止毒品- 在公共場所禁止吸毒，從滋擾最大的地方開始：Zeehelden, Regentesse, 

Valkenboskwartier 區, 購物區，學校，操場以及遊樂場等。 

7. 不要設賭場賭博- 海牙不設新賭場，也沒有進一步擴大賭場的分配面積，尤其是在脆弱的住宅

區裡面。 

8. 關閉窗門賣淫- 我們盡最大努力把所有的窗門賣淫關門。關閉後幫助他們尋找住宿，工作及為

街頭賣淫的婦女提供心裡創傷輔導。 額外金錢放在退出賣淫行業計劃上。 

9. 對付販運人口問題-  販運人口不僅是海牙或荷蘭的問題，是跨境的問題。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

要更密切地與國際刑警組織和國家警察合作來解決中歐和東歐國家的問題。 

10. 每個人在海牙都能容易進出建築物- 讓殘疾人士容易進出建築物，好像（電動）輪椅容易進出

巴士和商店一樣。行人道均設置有便利輪椅的斜道。  



為我們下一代創造美好的將來 

基督徒聯盟黨/政治改革黨想讓海牙成為一個家庭及孩子們有美好將來的一個城市, 讓我們的下一代

現在及將來有美好的生活、工作、居住環境。這意味著，海牙必須成為一個吸引年輕人、單身人士、

年長人士及家庭的城市，不論貧窮或富裕 。特別針對一些中等收入人士。負擔得起的房屋，良好教

育，足夠玩耍及學習空間。在一個房屋越來越昂贵，不斷發展的城市中，這不是必然的事。基督徒

聯盟黨/政治改革黨作明確的決定讓這觀點更接近，讓這城市吸引不同人士居住。海牙必須是一個多

元化、吸引不同人士居住的城市，以中等收入人士為骨幹。出發點是為我們的城市增加了划算的質

量，這樣每個人 – 特別是家庭 - 可以有一個負擔得起的生活。  

1. 平衡的區域 - 單方房屋供應的區域，如 Moerwijk 和 Bouwlust，必須吸引更廣泛的公眾。 重建

房子計劃需要被關注，防止水份和黴菌問題。 重建便宜的出租房子和自住房屋，代替廉價出

租房子。 在沙土區域將會蓋廉價房子 。  

2. 幫助流浪者找到住的地方-為了更快地幫助無家可歸者，向他們供應更多住房，社會服務和房

屋協會之間將會有更好的合作。  

3. 給難民學生一個機會- 難民學生必須有機會完成學習或補充文憑。 為了實現這目標，Roc 

Mondriaan , 海牙大學，亞洲聯盟教育之承認教育及語言教育與其他相關機構緊密合作。 如果

沒有（尚未）獲助學金，則可申請救濟金讀書。 

4. 家長在學校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鼓勵更多男士當老師- 家長不僅是學校不可缺少的志願者，

他們特別為孩子的發展提供一個安全和鼓勵的家園。我們鼓勵家長更多的參與。 將有一個針

對教師短缺的行動計劃，特別關注的是鼓勵更多男士當老師，讓海牙吸引及鼓勵更多男士當

（小學）老師 。 

5. 通過青少年中心提供養育兒女的課程-  父母之間有好的關係對孩子是最重要。因此，我們通

過幼兒健康院提供父母養育子女的課程 。生育護理不應只著重預備嬰孩的出生，還應關注父

母的心理變化。 

6. 給兒童安全的未來-  兒童在海牙必須有一個安全的未來。 市政府盡力防止家庭暴力，虐待兒

童，不和平離婚和欺凌行為。 家長在青少年和家庭中心在培養子女方面需要得到支持，例如

通過家長教育課程 。 

7. 預防抑鬱症和自殺 - 市政府鼓勵和促進兒童和父母的心理健康，並為防止青少年抑鬱和自殺

作出了額外的努力。 

8. 對付假結婚 – 對非正式婚姻有更嚴格的管轄。 如果一個女人或男人想舉報非法婚姻情形，警

方必須清楚知道如何處理。 

9. 孩子們在步行距離內玩耍-  遊樂區和遊樂場設備必須在市區內以良好的方式分配：兒童須在

步行距離內玩耍和移動。  



妥善管理大自然的創造 

我們相信，大自然的創作受託於我們管理，所以我們必須妥善管理。 我們希望盡好把海牙傳遞給我

們的孩子， 這就是為什麼基督徒聯盟黨/政治改革黨 希望我們的城市變得可持續和氣候中立。 一個

綠色和氣候穩定、很容易通過自行車和公共交通到達的城市。清潔的空氣和健康的居住環境。這樣，

我們確保我們的子孫能夠愉快地在我們的城市中生活。 

1. 持續的海牙-  最遲在 2040 年，海牙必須成為二氧化碳中立的城市。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必

須把煤氣從所有住宅移除，並實現持續性的設備。 將成立一個基金來幫助市民投資並採取持

續性的措施，如熱泵。 投資在當地地熱熱源的將獲得優先關注。   

2. 防止能源貧困-  我們利用 Eneco 的股息幫助低收入家庭設持續住房的措施。  

3. 嬰兒樹-  為每家庭在海牙出生的第一個孩子，市政府種一棵樹。在沒有樹木或其他綠化的街

道上，我們看可以添加什麼樹木。 

4. 看重自行車 – 鼓勵多踏自行車， 我們一直致力於自行車路線和自行車安全的建設和改進。進

行及應用創新科技，如交通信號燈處的雨量傳感器，使踏自行車者在下雨的時有交通優先權。 

5. 移除沒有車主的自行車-  沒有車主的自行車從整個城市移除。 為了減少沒有車主的自行車和

自行車殘骸的數量，每區域的居民每年有兩次機會將未使用過的自行車交給區內收集點。  

6. 公共交通：地下和地上 -  許多乘客的公共交通線路必須帶到地底下，至少是 Binckhorst-Den 

Haag Centraal-Madurodam 路線和 Grote Marktstraat 下面的現有電車隧道的延伸。在適當的時

候，這些線路可能會發展成為 Scheveningen 和 Leyweg 的完整的城市地鐵連接。  

7. 把公共交通更頻密，讓它更有吸引力- 質素，頻密和速度決定公共交通的吸引力。 在晚上，

電車每小時運行兩次以上。 

8. 交通安全是最重要- 將有一個道路安全計劃，我們將使其餘的不安全交叉路口和道路，如

Westduinweg 弄得更安全。所有學校附近的街道變成 30 公里區域。 

9. 支持停車政策-  只有在居民中獲得支持的情況下才進行繳費停車。 

10. 更多新鮮空氣-  海牙更努力使海牙城市的空氣更乾淨，採用創新的空氣清潔方法，並在必要

時擴大海牙市中心的環保區。 
 
  



每人有就業機會 

希望基督徒聯盟黨 /政治改革黨海牙每個市民都能有果效地工作。有就業機會比僅僅賺錢更有意義。

工作帶來連結、發展、獨立和為社會做貢獻的能力。基督徒聯盟黨 /政治改革黨希望每個人在海牙都

能作這樣的貢獻。無論是有償的工作，志願工作或照顧病人工作，我們在海牙不僅為自己工作，也

為彼此工作。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鼓勵持救濟金人士去工作，通過（社會）企業家，創業公司和

Scheveningen 碼頭為金手青年提供就業機會。幫助每個人都有一份工作！ 

1. 給企業家更多空間 -  特別注意減少妨礙企業家的規則，如在使用店舖門前的公共空間方面。

另外還需要有一個強大的商業櫃檯，為他們提供更多空間：中小企業必須擁有更多的商業舖

位空間。  

2. 沒有強制性的周日營業-  企業家不可被強迫在週日開店。 週日在菜市場沒有（強制）開營

業，我們支持選擇週日休息的企業家。  

3. 購物中心將有財務推動力-  經過與企業家和居民協商，街道、門面和商店櫥窗將被翻新。 

4. 為就業生涯中得到的經驗獲取文憑-  許多年輕人及長期從事相同工作的老年人沒有文憑。 

這不符合他們在職業生涯中建立起來的技能。這些人士可以通過一些特殊程序獲得官方文憑。 

5. 初創公司在地圖上-  影響城市和影響經濟的公式成為海牙的出口產品。 我們正在尋求一個

影響全球網絡的城市。 創業和規模擴張對經濟也有好處。 Binckhorst 仍然是海牙企業創業的

最佳地點。 通過公共交通和更好的標牌可以更好地進入 Binckhorst，將海牙啟動區置於地圖

上。 

6. 旅遊城市海牙 -  我們致力於以小規模的眼光來打造高品質的旅遊業。 Noordeinde 皇宮和皇

家馬厩等皇家熱點更多地向公眾開放。 將有一個 Airbnb（出租私人房子）滋擾投訴點，並與

Airbnb 商討有關支付旅遊稅。 

7. 社會創業-  為有心發展事務的企業家設立更多空間 。 不同的目標群體和企業家之間會有更

好的匹配。 我們正在努力開展更多的學徒活動，幫助年輕人和其他弱勢群體進入勞動力市場

和教育領域。  

8. 大型會議在海牙- 海牙的會議越來越多。 我們希望繼續加強這一項發展。 

9. 給救濟金人士更多控制權-  我們正在製定個人重返社會預算，讓他們自己提議有關參加課

程或學習一門技巧，以致他們長久性脫離救濟金。讓濟金人士更容易參與做義工。 

10. Scheveningen，真正的港口 - 應該為港口設立更多與港口相關的活動及設備。 因此，將會

減少居住房子，不建旅館，不建設通過 Pijp 的橋樑。也不會設立流行博物館，劇院或賭場。 
 
  



基督徒聯盟黨 (CU) /政治改革黨 (SGP) 

基督徒聯盟黨/政治改革黨在選舉的政治主張中提出一些實際的建議改善您所居住的區。在我們的網

站可以找到這些提議：https://denhaag.christenunie.nl/vooruwwijk  
 

投資在一個 彼此互助的海牙 

基督徒聯盟黨 /政治改革黨的選舉計劃財務狀況良好。 在未加重公民和企業家負擔的情況下，未來

幾年我們將有機會投資於：負擔的起的住房（5000 萬歐元）、照顧弱勢人群（5800 萬歐元）、更環

保和更可持續發展的城市（7700 萬歐元）、一個自行車友好的城市，擁有良好的公共交通和良好的

交通流量（4500 萬歐元），在一個安全、每個人都能融入並有工作的城市裡（1500 萬歐元）。 
 
 
  

https://denhaag.christenunie.nl/vooruwwij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