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6 日投綠黨
請投票給 Sian Berry 當選倫敦市長

讓綠黨 (Green) 在倫敦議會代你發聲

倫敦需要一個新開始
「倫敦已為未來做好準備， 

可以成為全世界最綠色的環保城市。 
綠黨市長，綠色未來。」

倫 敦 人 都 在 高 呼，我 們 需 要 一 個 新 開 始，
重 整 生 活，振 奮 人 心，同 舟 共 建 安 全 的 未
來，自 豪 地 為 下 一 代 開 創 更 美 好 的 世 界。 

在過去五年，Sian Berry 與 Caroline Russell 
每一天都在倫敦議會中全力以赴，以綠黨議員
身份代你發聲。

在疫情之前，她們已與倫敦人和義工一起應付
重重困難：

租客深受貴租折騰；流落街頭的露宿者人數上
升；交通擠塞；少數族裔和女性每天因歧視和

不公的刑事司法制度而受到傷害；低收入人士
苦苦掙扎；撥款減少嚴重影響青少年服務。

當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來到，更加突顯出我們社
會當中的貧富懸殊問題嚴峻。但是，這一切都
可改變。

而改變就始如此：你的綠黨市長候選人和議會
候選人已籌劃好一個藍圖，改造倫敦。



包容尊重 各人權利
綠黨支持每一個人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不受歧視。我們會：

 � 支持遷徙自由和歐盟公民的權利，並且致力終結針對移民和
難民的敵意政策。

 � 訂定全城參與的目標從而終止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支持  
LGBTIQA+  公民權利，保護倫敦的青年及長者，並且幫助倫敦
的殘疾人士打破障礙。

 � 限制警方權力以保障公民自由，向警方問責，要求停止使用人
面識別技術，以及減少截查數字。

改革經濟 綠色未來
要達到真正的「綠色復甦」，唯有綠黨市長。我們會：

 � 支持商業街商戶和小店，讓他們承擔付得起的租金，令商戶更
具適應能力。

 � 創造綠色就業職位，著重於製造、重用和修理物品和服務，以
應付當地社區需要。

 � 支持「倫敦生活時薪」(London Living Wage) 定為 14 英鎊，支
持更靈活的上班時間以達到工作家庭平衡。

 � 設立「創意自主津貼」(Creative Autonomy Allowance) 試驗
計劃，讓年輕人獲得恆常收入以成立初創企業和藝術項目。

綠黨的主要政綱
我們為倫敦制定的政策深受城中各階層的支持。



安全城市 健康社區
我們的目標是塑造人人都感安全的城市，免受傷害。我們會：

 � 制定清晰目標防止暴力，將謀殺案減至零；真正投入資源阻止
針對女性的暴力；支持青少年服務讓他們開創精采人生。

 � 致力令人們更關心身心健康，精神健康與生理健康同樣重要。

 � 開拓更多綠色地帶，讓倫敦人可以於社區內與鄰居聯誼聚首。

 � 使行車道真正安全，減少超速駕駛，投資於制定穩妥的道路政
策。

 � 淨化空氣，將整個倫敦納入超低碳排放區域，減少汽車流量，
投資於綠色環保巴士。

共享權力 賦權人民
綠黨相信，權力應歸於人民。我們會：

 � 將不同聲音帶入決策過程中，讓倫敦人在影響他們的政策中
擁有真正的決策權，當中包括市長的預算案。

 � 致力從政府手上取回更大權力，直接參與稅務、NHS、教育、
刑事司法、房屋和環境政策，享有像蘇格蘭和威爾斯一樣的權
力。



交通新計劃 
倫敦路路通
綠黨希望人人都可以更輕易快捷到達倫敦各區。我們會：

 � 減少交通量及取消 Silvertown Road Tunnel 計劃，改為投資
於健康街道、步行徑、單車徑，提供更佳的巴士服務及新的公
共交通網。

 � 劃一交通費並設立地鐵及火車單一區域收費制，就像巴士收
費一樣，從而幫助居於倫敦外圍的人士承擔車費。

 � 更多資源投放於建立環保無車街道，以創造更寧靜、安全和睦
鄰的社區。

我們致力同心創造 
世上最綠色的城市
創造綠色未來，惟信綠黨市長。我們會：

 � 訂立 2030 前可達到的氣候生態緊急目標，鼓勵全體倫敦市民
一同參與邁向此目標。

 � 保護綠色地帶，減少使用殺蟲藥，改善市內各區林木和濕地環
境，以及建造新的休憩公園和綠色街道。

 � 投資更多於綠色能源和環保職位，提供更多資金減少「燃料貧
窮戶」，使更多家庭獲得暖氣。



新思維 新房屋
我們的計劃是幫助每一個人找到宜居又安全的住所。我們會：

 � 讓倫敦人持有的住宅數目增加，投資於收購住宅從而為疫情
中的關鍵工作人員提供 Living Rent  租金，並鼓勵發展更多合
作社房屋及社區房屋。

 � 讓更多居於公營房屋的人享有更大權力投票否決清拆，從
而避免流失公營房屋數目；成立人民土地委員會 (People’s 
Land Commission) 讓社區 人士可以為自己的家自行作出規
劃。

 � 與租戶合作並賦權，豁免因疫情而累積的欠租，從而減少人們
流落街頭成為露宿者。

 � 租金太貴，令貧富不均更趨嚴重。綠黨市長將竭力推動政府在
倫敦設立租金管制，為此誓不罷休。



Sian 是倫敦市議會議員，在上次的 2016 年市長
選舉中得票排第三，在第二人選中較其他參選
人獲得更多選票。

Sian 說：「我的工作生涯是在倫敦度過，當時我
是一名租客，我親身經歷過苛刻的房東、水管破
爛的房子和高昂租金等糗事。」

「在當選議員之前，我曾於英國國內與各社區
人士合作，保護環境，並且獲得新資金改善交通
服務。」

「在我面前還有太多工作要做，我已做好準備
服務市民，改善這城市，成為你的綠黨市長。」

「在綠黨，你會遇到很多普通人決定從政，而他
們目標只有一個：心繫家園、邁向未來，創造宜
居的社區。」

「倫敦市民都在渴求一個他們信任的人，為捍
衛人民的權利挺身而出。」

「投票支持我為市長首選，你可以在所有選票
上投綠黨以支持我們在議會中的工作。」

SIAN BERRY - 你的倫敦市長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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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s 
buses work on a one 
zone system – time  
for the tube too.”

Printed by Solopress, SS2 
5QF. Promoted by Nick 
Barnett on behalf of Sian 
Berry & London Green Party, 
all at The Biscuit Factory, 
J215, 100 Clements Rd, 
London SE16 4DG. 

A CLEAR PLAN TO

KEEP LONDON MOVING

JOIN
The Team

Like most Londoners, I depend  
on our buses, trains, trams  
and tube to get around, but  
fares are not fair for everyone.

Right now travelling is 
cheapest for people who  
live in Zone 1 or 2. But those 
who can only afford rent in 
Zones 3 and beyond face 
steeper charges.

This isn’t fair. 

As Green Mayor, I will flatten 
fares and work towards 
a single travel zone for all 
Londoners. 

So that travelling to and 
from outer London isn’t so 
expensive, similar to tickets  
in Paris, New York and Rome.

To get involved in our campaign  
to transform London, contact
team@london.greenparty.org.uk or 
visit www.sianberry.london

 @SianBerry         sian_berry

 facebook.com/sianberrygreen

“ Londoners are crying out for 
a new start. To bring fresh 
thinking to the housing crisis. 
To keep London moving.  
To help create the greenest 
city in the world.”

    SIAN BERRY, GREEN CANDIDATE 
FOR MAYOR OF LONDON

USE THREE VOTES FOR SIAN BERRY 
& THE GREEN PARTY ON THURSDAY 6 MAY

London Assembly – Local

Assembly – London-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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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票盡投 給 SIAN BERRY 和綠黨。 
五月六日齊投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