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設立全民醫保，造福廣大市民

關注不同階層住屋訴求，設立恆常申請經屋機制；

前瞻規劃交通，改善長期困局；

加快總體城規編制，推進都市更新進程；

支援中產階層，提升免稅額度；

完善長者政策，
貫徹“老有所養、老有所屬、老有所為”施政方針；

加快推進全民共享基金，科學合理分配財政盈餘；

合理調控物價通脹，減輕居民生活壓力；

創新思維應對挑戰，迎大灣區發展機遇；

加大扶持創新創業，促進經濟適度多元；

改革公共行政，完善法律制度；

落實家庭友善政策，建立平等社會環境；

助力青年向上發展，引進人才完善結構。

1

3

5

7

9

11

13

2

4

6

8

10

12

【活動及社區關注】 

觀國安展收穫多 倡長期恆常設展

研討滬澳社區治理

促完善金蓮花廣場旅遊配套

【我和我的祖國】 

澳門青年延安學習 增家國情懷

【為民發聲】

宋碧琪冀加強監管公益法人及公共資本公司

宋碧琪書面質詢「高齡」樓宇缺乏保養維護

 

 

 

訪內港商戶收集擋潮閘意見

「專家面對面」 時政沙龍系列

兒童早療服務需求日益增多 倡推早療臨時津貼

促公開跨區醫保計劃 保居民醫療權益

推銷電話擾民 倡手機滋擾納規管

助學生加強認識議會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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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碧琪議員服務處

議員辦公室
澳門羅理基博士大馬路

第一國際商業中心 21 樓 2104 室

電話    2876 1999 傳真    8798 1580

微信公眾號民众願景網站

提十三項施政建議今年是第五屆行政長官的選舉之年，社會和廣大

市民對新一屆特區政府施政充滿期待。

為推動新一届特區政府更好科學施政，更大改善

民生，民众建澳聯盟特別組織本澳居民意見調查活

動，通過各區服務處、街頭問卷、網站、社交平台

等多種渠道，廣泛收集廣大市民對第五屆特區政府

施政的期望。

根據調查結果，居民最為關注本澳住屋、交通、

醫療、社會保障等問題；另外，大部分受訪者期望

未來能落實全民醫保政策及調升養老金。

民众建澳聯盟到訪第五屆行政長官候選人賀一

誠競選辦公室，正式提交社會調查意見書，並提出

十三點建議，促請新一屆政府加快推動行政改革，

加大改善民生，保障市民安居樂業。

訪賀一誠競選辦

 在不同地區進行街站，以收集市民對新一屆特區政府施政的意見及期望。



聽民聲‧解民意‧為民做實事

【為民發聲】

      ─ 質詢監督

民众建澳聯盟協助居民組織大廈業主大會。

房屋局：
支援業主會發展 續提供技術輔助

    房屋局局長山禮度回覆表示，特區政府重視高樓

齡樓宇的檢測及維修需要，透過《樓宇維修基金》內七項

財政支援計劃，以資助方式鼓勵業主履行維修大廈的職

責。同時，當局亦會持續為業主成立管理機關提供相應的

技術輔助，如向業主提供業主名冊、業主大會召開程序短

片、小冊子、相關擬本等。

提 問 如 下 ：

有無計劃對樓宇維修基金政策進行適

當檢討，提高計劃的針對性、靈活性

和應急性，以減少大廈消防、水電設

施老化等長期隱患？

未來如何進一步推動更多大廈居民積

極參與成立業主會？如何完善目前制

度，加強對大廈檢修保養的行政、技

術及司法支援，不斷提升大廈管委會

及業主的大廈管理技能？

宋碧琪書面質詢當局交代

本澳不少「高齡」樓宇缺保養維護

行政法務司司長陳海帆回應表示，中心已深入檢

討廉署工作報告及其後的補充調查所指出有關中心

在人員招聘的問題，並參照廉政公署的意見作出完

善。包括修訂了員工手冊、優化招聘制度守則、利

益迴避制度等，並於內部與各級主管分別舉行工作

會議，強化對廉署報告所指問題的認識。

陳司：修改章程完善監督

 宋碧琪冀
 加強監管公益法人及公共資本公司   

廉署工作報告及補充調查揭發生產力中心任人

唯親，立法會 5月 27 日舉行全體會議。

議員宋碧琪提出口頭質詢，她表示生產力中心等公營

機構是由政府公帑注資營運，作為上級的行政監管部門，

針對這些部門的財政管理、人資招聘、日常營運等核心

問題，究竟如何切實履行監管職責，加強對相關部門的

監督管理，避免違紀違法問題再度上演？



【為民發聲】

      ─ 質詢監督

兒童早療服務需求日益增多
倡推早療臨時津貼

促公開跨區醫保計劃 
保居民醫療權益

推銷電話擾民
倡手機滋擾納規管

議員宋碧琪提出書面質詢表示，本澳發展障礙兒童評估

治療輪候需時長，有家長反映，即使兒童接受評估後，治

療輪候時間長，往往為了讓兒童治療只能自資到私人機構，

但治療費對家庭經濟造成一定壓力。

建議政府考慮推出臨時津貼措施，讓發展障礙兒童可以

到私人機構及早接受治療。又建議政府考慮開設專門的發

展障礙兒童照顧中心。

澳門政府正與珠海探討，為在橫琴居住生活，並持有

內地居住證的本澳居民購買珠海醫療保險，把本澳醫療

保障延伸至內地。

宋碧琪形容，此舉為本澳醫療制度改革的一次重要突

破，社會普遍表示歡迎。惟政府對外公佈資訊有限，建

議加快資訊公開；加強統籌協調，盡快把醫療保險擴展

至大灣區其他城市；並以灣區醫保計劃為契機，積極探

索落實本澳全民醫保制度。

美容推銷電話猖獗，不少居民深受困擾。宋碧琪認為

推銷電話存在多年，且已嚴重影響到居民生活的安寧，

政府應檢討傳銷電話的規管漏洞，及時更新完善“個資

法”。

另外，《刑法典》有規管家居電話的滋擾行為，違法

者最高可處監禁，但未與時俱進涵蓋手提電話或網絡電

話等，建議可檢討擴大規管範圍。



聽民聲‧解民意‧為民做實事

【民众活動】

      ─ 活動及社區關注

助學生加強認識議會運作
日前，議員宋碧琪在立法會接待澳門城市大學同學，

為大家介紹立法會的工作，透過講解、分享，讓同學們

進一步了解立法會、了解澳門。

研討滬澳社區治理

觀國安展收穫多 倡長期恆常設展

民众願景協會舉辦“上海澳門社區治理經驗研討會”，

上海市靜安區委統戰部長、靜安海聯會會長凌惠康率領上

海訪問團一行參加。宋碧琪致詞表示，今年是澳門回歸

二十周年，期望特區政府積極作為，完善制度政策，提升

行政治理能力。

民众願景協會組織會員及居民參觀“國家安全教育展”，藉

此提升居民對國家安全的瞭解和認識，共同維護國家和澳門公

共安全，並建議恆常舉辦國安展。

有成員表示，今年的國安展新增視聽元素，展區新穎又吸引，

易於學習，更加深認識國家總體安全觀及特區政府在維護國家

安全方面的法治建設及工作成就。

向上海市靜安區委統戰部長、靜安海聯會會長凌惠康 (左 )致贈紀念品



【為民發聲】

      ─ 議程前發言及書面質詢

聽民聲 ‧ 解民意 ‧ 為民做實事

訪內港商戶收集擋潮閘意見
風季即將到來，民众願景協會副會長、中區社諮委歐陽

廣球，民众願景協會理事長、民建聯中區辦事處主任許龍

通到訪下環及內港一帶，瞭解區內商戶對建擋潮閘等相關

水浸治理工程的意見。

區內居民及商戶急需當局解決水浸問題，他們均表示支

持政府建擋潮閘禦水患，另一方面，亦擔心舊區一遇到水

浸，即使建擋潮閘，但牆身仍然會滲水、沙井亦會反湧。 

亦有商戶反映，一旦停電，就會無電給水泵，亦無辦法將

積水抽掉。

促完善金蓮花廣場旅遊配套

民众願景協會理事長、民众建澳聯盟中區辦事處主任許

龍通指出，金蓮花廣場為遊客旺區，因泊位不足，部分旅

遊巴只能佔線停泊和上落客，或直接將車停在巴士站前後，

引起當區擁堵，促當局合理規劃周邊交通配套，以及研究

是否有條件在金蓮花廣場地下興建綜合性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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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活動】

      ─ 專家面對面

第一期主題：  非法旅館猖獗  刑事化打擊有必要

非法旅館演變為黃、賭、毒等罪案的

溫床，對澳門形象有極大負面影響，經營者者公然

藐視澳門法律。對非法旅館問題採用行政處罰抑或

刑事處罰並不是只能二選一，在某些情況下可以同

時進行，香港、台灣、日本等城市，均偏向管理上

的嚴格審批、行政處罰與刑事處罰雙結合。

非法旅館經營者不一定是本地

人，而是非本地的租戶假借其他人進行租屋登

記，再進行經營，難以追查到背後指使人士。

非法旅館刑事化，警方才能取得更大權限進行

調查，單純行政程序很難做到。

澳門城市大學法學院
李洪江 教授

民众願景協會理事長
許龍通  

非法旅館屢禁不止， “太空艙”旅館，學生宿舍非法出租等

各種奇招不斷，嚴重影響市民安居、社會治安和旅遊城市形象。

邀請嘉賓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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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活動】

      ─ 專家面對面

第二期主題：  拓青年視野  融灣區發展

第三期主題：  推全民醫保制度 保障市民醫療權益

大灣區建設為本澳青年帶來前所未有發

展良機，目前，國家、廣東、港澳大都推出了優惠

貸款、青年創業孵化器等諸多利好政策，逐步完善

相關支援和服務，灣區每個城市優勢資源各不相

同，哪些地方產業環境更佳，經營成本更低，生活

更便利，更適合青年自身創業與生活，青年人需要

把握好方向。

先輩們勤奮付出、克服萬難才

有了澳門今時今日發展成就，大灣區規劃建設

為青年人發展拓展了平臺，青年人需奮發向

上，在專業知識、發展視野、為人處世、人脈

拓展等提升自我，篤志致遠，爭取一生長遠發

展機會。

現時本澳大部分市民集中到公立醫院求

診，導致輪候時間長，很多時候並非醫生不

想做好，而是根本沒有時間，因等候的病人

實在太多。全球化社會，醫保應是可攜帶性，

若推行全民醫保，市民可選擇不同的醫院或

到其他地區就醫，縮短輪候時間的同時，可

一定程度舒緩本地醫療壓力。

澳門城市大學協理副校長
葉桂平 教授

立法議員、民众願景協會會長 
宋碧琪

時事評論員、原理工學院社工系副教授
蘇文欣 先生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落地實施，本澳如何謀劃長遠，

青年人又當如何尋求發展機遇？

實行醫保制度是全球大多數國家或地區醫療衛生方面的重要政策，

如何建立一套適合本澳的醫療保險制度，需社會廣泛探討。

邀請嘉賓

主持人

邀請嘉賓

民众願景協會副會長陳曉雷作主持 (右 )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七十週年，澳門回歸祖國二十

周年，民众願景協會主辦，澳門南安同鄉會青委會、

澳門福建青年聯會、澳門福建體育總會協辦「澳門

青年延安學習團」，一行四十人前往革命聖地延安

和文化古都西安展開為期七日的學習交流活動。

中聯辦協調部處長郭曉輝和陝西省政協委員、民

众願景協會榮譽顧問黃檔梁擔任該團名譽團長，澳

門南安同鄉會•商會會長、民众願景協會常務副會

長呂子安擔任團長。

一行人在中國延安幹部學院開展了系列課程培

訓，並參觀了多處延安革命歷史景點，了解過去革

命戰爭歲月的艱辛努力。

延安期間，一行人前往中華民族人文始祖黃帝陵

焚香祭拜，尋根問祖。

與陝西省青聯、西安市委統戰部座談交流，共

同探討深化陝澳交流合作。

團長呂子安寄語：青年人成長和祖國發展不能

分割，此次學習有助本澳青年加深對國情國史的認

知，尤其是學習延安精神，冀強化使命擔當，發揮

自身優勢，為推動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發揮更多

青年力量。

澳門青年延安學習 增家國情懷

延安幹部學院對外交流與培訓開發部副主任楊文翔頒發證書予學員們。

梁家河村參訪，了解習主席及當年插隊知青事跡。

聽民聲‧解民意‧為民做實事

【我和我的祖國】

      ─ 澳門青年延安學習團



於黃帝陵參觀拜謁。

【我和我的祖國】

      ─ 澳門青年延安學習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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