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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tar surat bantah
import sisa plastik
Shah Alam: Kerajaan negeri akan menghantar surat kepada Kerajaan Persekutuan bagi meminta
import sisa plastik secara
pukal ke negeri itu dihentikan
sekali
gus
mengelak kesan buruk
kepada orang awam dan
alam sekitar.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pihaknya sudah menyatakan
secara jelas tidak membenarkan
mana-mana
kilang kitar semula plastik beroperasi kecuali
melepasi Penilaian Kesan
Kepada Alam Sekeliling
(EIA) atau melalui pihak
berkuasa berkaitan.
“Kita akan hantar surat
kepada kerajaan menerusi kementerian berkaitan supaya tidak lagi
membenarkan kema-

“

Berikutan itu,
langkah paling
awal adalah supaya
ia tidak
dibenarkan masuk
di peringkat
Persekutuan”
Amirudin

sukan ini.
“Ia berikutan kemasukan ini bukan biasa tetapi
membabitkan pukal yang
besar dan harus mendapat kelulusan pihak berkuasa negara ini seperti
Jabatan Kastam Diraja
Malaysia (JKDM).
“Berikutan itu, langkah
paling awal adalah supaya
ia tidak dibenarkan masuk di peringkat Persekutuan,” katanya ketika
ditemui selepas merasmikan Festival al-Quran
dan Kesenian Islam Antarabangsa Selangor di
Kompleks Seni Islam Antarabangsa Selangor di sini, se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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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eri Besar minta
dihentikan import sisa
plastik ke Selangor
Kerajaan negeri akan hantar surat kepada kerajaan
Persekutuan bagi bantah kemasukan 'sampah duni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akan
meminta kerajaan Persekutuan
mengharamkan import sisa plastik
yang telah menjejaskan kehidupan
ratusan ribu rakyat negeri itu.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permintaan itu selaras
dengan pendirian tegas kerajaan negeri
Pakatan Harapan yang tidak pernah
meluluskan operasi kilang memproses
AMIRUDIN tegaskan kerajaan negeri
sisa plastik di negeri itu kerana ia
Selangor memandang serius isu
memberi kesan buruk kepada alam
kilang plastik haram di Kuala Langat.
sekitar.
T
"Kita akan hantar surat kepada
kerajaan Persekutuan supaya tidak
lagi membenarkan kemasukan sisa
plastik lebih-lebih lagi dalam bentuk
pukal yang besar," kata beliau
ss SESkr
selepas majlis perasmian Festival
KE**TAN Kosmo, 1 al-Quran dan Kesenian Islam
Antarabangsa Selangor di Shah
Alam semalam.
Menteri Besar itu berkata demikian
bagi mengulas pengumuman Menteri
Perumahan dan Kerajaan Tempatan,
KERATAN Kosmo!
23 Julai 2018.

ZURAIDA melawat kilang memproses sisa
plastik di Telok Panglima Garang, Kuala Langat
baru-baru ini.

Zuraida Kamaruddin bahawa kerajaan
akan mengenakan levi RM15 bagi
setiap tan sisa plastik yang diimport
bermula 24 Oktober depan.
Kosmo! sebelum ini mendedahkan
kebimbangan penduduk Kuala Langat
apabila pihak berkuasa membiarkan 41
daripada 54 buah kilang sisa plastik di
daerah itu beroperasi tanpa lesen.
» BERITA DI MUK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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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eri Besar akan hantar surat kepada kerajaan Persekutuan haramkan sisa plastik

Selangor bantah import sampah
Oleh SUHANA MD. YUSOP

S

HAH ALAM -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memaklumkan kerajaan negeri akan menghantar surat kepada kerajaan Persekutuan
meminta diharamkan kemasukan sisa plastik yang menjejaskan kualiti hidup rakyat di negeri
ini.
Menurut
beliau, surat
tersebut selaras dengan
pendirian tegas kerajaan
negeri yang
tidak pernah
membenarZURAIDA
kan
sebarang operasi
kilang memproses sisa plastik
kerana ia memberi kesan kepada
alam sekitar.
"Kita akan hantar surat kepada kerajaan Persekutuan untuk
tidak membenarkan lagi kemasukan sisa plastik sebab kemasukan
barang-barang itu juga dalam
bentuk pukal yang besar," kata
beliau ketika ditemui selepas Majlis Perasmian Festival al-Quran
dan Kesenian Islam Antarabangsa Selangor di sini semalam.
Turut hadir pada majlis tersebut isteri Amirudin, Masdiana
Muhamad.
Amirudin bagaimanapun enggan memberikan butiran terperinci berhubung notis yang bakal
diserahkan kepada kerajaan
Persekutuan itu.
Menteri Besar itu mengulas demikian mengenai cadangan Menteri Perumahan dan Kerajaan
Tempatan, Zuraida Kamaruddin
yang mengumumkan kerajaan
akan mengenakan levi sebanyak
RM15 bagi setiap tan sisa plastik
yang diimport menerusi lesen
import (AP) yang dibuka semula
pada 24 Oktober depan.
Mengulas lanjut, Amirudin
memberitahu, kerajaan negeri
memandang serius isu kilang
sisa plastik haram yang berope-

AMIRUDIN (dua dari kiri) menerima cendera mata daripada Pengerusi Yayasan
Restu, Datuk Abdul Latiff Mirasa (kanan) selepas merasmikan Festival alQuran dan Kesenian Islam Antarabangsa Selangor di Shah Alam semalam.

LONGGOKAN sisa plastik di sebuah kil
Panglima Garang, Kuala Langat baru-b

ig haram yang beroperasi di Telok
u ini.

rasi di sekitar Kuala Langat dan
memberi jaminan akan menutup
kilang-kilang haram tersebut.
Katanya,
kerajaan
negeri
yang ada sekarang tidak pernah mengeluarkan lesen untuk
kilang-kilang memproses sisa
plastik dan jika ada lagi kilang
berlesen melakukan aktiviti
tersebut ia mungkin diberi oleh

pentadbiran Selangor terdahulu.
"Kerajaan sekarang tidak pernah mengeluarkan lesen dan
sekarang kita berusaha menutup
satu persatu kilang-kilang yang
didapati menyalahgunakan lesen
dan kilang yang beroperasi secara haram.
"Sehingga kini melalui beberapa serbuan pihak berku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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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Kronologi kontroversi kilang proses plastik di Kuala Langat
23 Julai 2018 - Hamplr 300,000 penduduk Kuala Langat, Selangor
terutamanya di Telok Panglima Garang terdedah kepada risiko pelbagai
jenis penyakit termasuk kanser apabila daerah tersebut dijadikan tempat
longgokan plastik kitar semula dari serata dunia
24 Julai 2018 - Kerajaan mengarahkan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segera menghentikan operasi kilang memproses sisa plastik di Kuala
Langat ekoran rungutan penduduk yang mendakwa mereka diancam
masalah kesihatan akibat pencemaran alam sekitar kerana kilang proses
sisa plastik
25 Julai 2018 - Kementerian Perumahan dan Kerajaan Tempatan
membatalkan lesen import (AP) sisa plastik yang dikeluarkan kepada
114 syarikat dan kilang di seluruh negara bagi tempoh tiga bulan berkuat
kuasa 23 Julai lalu
2 Ogos 2018 - Majlis Daerah Kuala Langat (MDKL) menutup lapan buah
kilang kitar semula plastik haram yang terletak di Banting, Jenjarom dan
Teluk Panglima Garang serta menyita berjuta-juta tan timbunan sisa
pepejal yang diimport dari seluruh dunia
26 September - Menteri Perumahan dan Kerajaan Tempat, Zuraida
Kamaruddin mengumumkan kerajaan membenarkan semula
pengimportan sisa plastik bermula 24 Oktober ini dengan peraturan baharu
mengenakan levi RM15 bagi setiap tan sampah yang diimport ke negara ini
27 September - Suruhanjaya Pencegahan Rasuah Malaysia (SPRM)
mengesahkan pihaknya telah membuka fail siasatan berhubung isu kilang
memproses sisa plastik haram yang bermaharajalela di Kuala Langat
sejak beberapa tahun lalu

KERATAN Kosmo! 26 September 2018.

tempatan, kita telah menutup
banyak kilang haram dan penutupan kilang akan dibuat secara
berperingkat," tegas beliau.
Kosmo! sebelum ini mendedahkan kebimbangan penduduk
Kuala Langat apabila pihak
berkuasa membiarkan 41 daripada 54 buah kilang sisa plastik
di daerah itu beroperasi tanpa
lesen. Kesan aktiviti memproses
sisa plastik dalam tempoh kirakira dua tahun itu menyebabkan kira-kira 300,000 penduduk
di daerah berkenaan berdepan
masalah kesihatan termasuk ber-

isiko menghidap kanser.
Pengarah
Suruhanjaya
Pencegahan Rasuah Malaysia,
Datuk Alias Salim dilaporkan
berkata, pihaknya telah membuka fail siasatan bagi menyiasat
kemungkinan wujud unsur rasuah dalam isu berkenaan.
Alias berkata, fail berkenaan
dibuka sejak dua bulan lepas iaitu sebaik sahaja akhbar Kosmo!
melaporkan mengenai skandal
tersebut pada Julai lalu.
Terdahulu, Festival al-Quran
dan Kesenian Islam Antarabangsa Selangor yang sudah
berlangsung empat hari sebelum berakhir semalam disertai
lebih 100 pempamer dari seluruh tanah air yang bertujuan
memartabatkan al-Quran selain
mendekatkan rakyat dengan
sirah dan peninggalan Nabi Muhammad S.A.W.
Antara acara pada festival itu
ialah jualan al-Quran terbesar
dan pameran kaligrafi, pesta
makanan Islam antarabangsa,
bicara selebriti, pameran seni
bina dan hiasan dalaman antarabangsa dan pameran Rehlah
Nabawiyy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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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daya Komuniti bentuk kesepakatan
FOTO: BERNAMA

Zuraida
(empat,
kiri) diberi
penerangan
oleh
Timbalan
Ketua
Pengarah
(Operasi)
JBPM,
Datuk Amer
Yusuf (tiga,
kanan).

PETALING JAYA - Program
Mendaya Komuniti diperkenal di Projek Perumahan
Rakyat (PPR) bertujuan
membentuk komuniti sepakat dalam menangani isuisu di perumahan tersebut.
Menteri Perumahan dan
Kerajaan Tempatan (KPKT),
Zuraida Kamaruddin berkata,
program di bawah Dasar Komuniti Negara itu akan melaksanakan penyelesaian isu
seperti kebersihan, penyelenggaraan, keselamatan dan
kesejahteraan di PPR tanpa
bergantung pada pihak lain.
“Sebagai permulaan 20
pegawai terlatih dari KPKT
akan di tempatkan di pejabat
sekretariat yang akan kita
buka di setiap PPR.

Mereka akan melatih komuniti muafakat PPR supaya
mereka nanti mempunyai
kesedaran dan mendayakan
diri menguruskan kemudahahan seperti penyengaraan
bangunan, sampah, keselamatan dan kesejahteraan di
PPR mereka,” katanya selepas
merasmikan Program Mendaya Komuniti di PPR Lembah Subang 2.
Zuraida berkata PPR
Lembah Subang 2 dipilih untuk melaksanakan projek
perintis ini dan tempoh sebulan diberikan bagi melihat
kejayaannya.
Katanya, selepas tempoh
itu, segala kekurangan akan
ditambah baik sebelum ia
diperluaskan ke peringkat

nasional.
Lembah Subang 2 juga
akan menjadi PPR pertama
melaksanakan Komuniti Sokongan Kanak-Kanak PPR di
mana penduduk secara sukarela menjaga anak-anak
penduduk lain ketika mereka
mempunyai urusan di luar.
“Saya dimaklumkan bahawa terdapat seramai 33
orang yang berminat menjadi
ahli kumpulan sokongan ini.
Mereka ini telah diberi latihan
oleh JKM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katanya.
Katanya KPKT akan memikirkan insentif kepada ibuibu yang sukarela menjaga
anak-anak ini seperti baucar
barang runcit atau sebagainya.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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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abatkan al-Quran
Pembikinan
Al-Quran Mushaf
Selangor di
peringkat akhir
SHAH ALAM

S

elangor kini di peringkat akhir pembikinan
dan percetakan Al-Quran Mushaf Selangor yang
telah diusahakan oleh Yayasan Restu, kata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
Beliau berkata, terdapat
beberapa perkara berkenaan
percetakan itu yang perlu
mendapat kelulusan khususnya daripada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Saya percaya ini (percetakan Al-Quran Mushaf Selangor) akan mengembangkan lagi aspek dan keindahan

Islam serta memudahkan
dakwah dan memperkenalkan al-Quran kepada masyarakat khususnya di negeri ini,”
katanya selepas merasmikan
Festival Al-Quran dan Kesenian Islam Antarabangsa
Selangor anjuran Yayasan
Restu dan Sinergi Ilmu Resources Sdn Bhd di Kompleks
Seni Islam Antarabangsa Selangor, semalam.
Turut hadir isteri Amirudin, Masdiana Muhamad,
exco-exco Kerajaan Negeri,
Haniza Mohamed Talha dan
Datuk Rashid Asari serta pengerusi yayasan itu, Datuk Abdul Latiff Mirasa.
Festival selama empat
hari yang berakhir semalam
disertai lebih 100 pempamer
dari seluruh tanah air yang
bertujuan memartabatkan
al-Quran selain mendekatkan rakyat dengan sirah dan
peninggalan Nabi 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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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Terdapat beberapa
perkara berkenaan
percetakan itu yang perlu
mendapat kelulusan
khususnya daripada
Sultan Selangor

Amiruddin (dua, kiri) menerima cenderahati daripada Abdul Latiff Mirasa (kanan) selepas merasmikan
Festival Al-Quran dan Kesenian Islam Antarabangsa Selangor 2018, semalam.

hammad SAW.
Terdahulu, dalam
ucapannya, Amirudin berkata, Yayasan Restu sebelum ini
telah memulakan usaha

pembinaan
manuskrip Al-Quran Mushaf Malaysia pada 1995 dan dalam
tempoh lima tahun, manuskrip itu berjaya disiapkan.

“Pada tahun lepas, Yayasan Restu berjaya dalam usaha menubuhkan Pusat Percetakan Al-Quran yang kedua
terbesar di dunia selepas

Kompleks Percetakan Al-Quran Raja Fahd di Madinah
al-Munawwarah.
“Namun begitu, dalam
mengharungi peredaran
masa yang serba mencabar
ini, pelbagai usaha jangka
masa panjang perlu terus diterokai Yayasan Restu bagi
memperluaskan bidang fardu kifayah seperti bidang seni
bina, hiasan dalaman, penerbitan dan aplikasi seni Islam
yang lain tanpa jemu,” katanya.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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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mlah cawangan, ahli meningkat
Pemimpin Amanah
yakin parti itu antara
peneraju PH
MOHD IZZATUL IZUAN TAHIR

SABAK BERNAM

J

umlah cawangan dan penyertaan ahli baharu dalam Amanah
Sabak Bernam menunjukkan
peningkatan drastik terutama selepas PRU14 lalu.
Ketuanya Ahmad Mustain Othman berkata, berlaku peningkatan
200 peratus di cawangan dan ahli

parti selepas PRU14.
Menurutnya, jika sebelum ini
sebanyak 10 cawangan Amanah di
kawasan terbabit, namun jumlah itu
dijangka meningkat dalam waktu
terdekat.
“Setakat ini, kita ada 31 lagi cawangan penaja bakal ditubuhkan
selepas PRU14 dan ini bermak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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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
Penyokong semakin ramai,
31 cawangan penaja bakal
ditubuhkan

Ahmad Mustain (dua kiri) menyampaikan hadiah cabutan bertuah kepada penerima pada Karnival Sihat Selangor Peringkat
Daerah Sabak Bernam di Stadium Sungai Besar.

apabila ada cawangan, jumlah ahli
juga bertambah.
“Jika tak ada sebarang masalah,
jumlah cawangan parti ini meningkat daripada 10 kepada 41 cawangan pada masa akan datang,” katanya

kepada Sinar Harian selepas Karnival Sihat Selangor Peringkat Daerah
Sabak Bernam di Stadium Sungai
Besar, di sini.
Ahmad Mustain yang juga Adun
Sabak berkata, penambahan jumlah

cawangan dan ahli Amanah adalah
kerana keyakinan mereka terhadap
parti itu sebagai salah satu daripada
peneraju PH.
“Mereka yakin dengan Amanah
sebagai sebuah parti masa depan,

apatah lagi seramai 11 wakil rakyat
Amanah dilantik sebagai menteri
dan timbalan menteri,” katanya.
Mengulas mengenai karnival itu,
Ahmad Mustain berkata, pihaknya
merancang mengadakan program
sama di Dun Sabak tahun depan.
Beliau berkata, karnival seperti itu
mampu mendidik rakyat untuk lebih
berdisiplin dalam soal kesihatan terutama membabitkan penyakit kronik.
“Kita tahu bahawa kadar penyakit kronik di negara ini meningkat
terutama melibatkan tiga serangkai
iaitu kencing manis, darah tinggi dan
jantung.
“Malah, mengikut laporan, Malaysia berada pada kedudukan kedua di Asia mengalami masalah
obesiti,”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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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bat sampah dalam lori
Buang sisa
industri ke sungai
waktu malam
elak dikesan
AHMAD ISMADI ISMAIL

BANGI

S

ikap pihak tertentu
yang mengambil jalan
mudah dengan membuang sampah dan bahan
sisa perindustrian ke dalam
sungai menjadi punca pencemaran.
Lebih teruk apabila sampah berkenaan dimuatkan
dalam lori atau pacuan empat
roda sebelum membuangnya
di tebing atau dalam sungai.
Ahli Parlimen Bangi, Dr
Ong Kian Ming berkata, perbuatan itu dilakukan pada
waktu malam bagi mengelakkan dikesan.

Kian Ming bersama Mazwan (kiri) turut mengutip sampah.

“Ada yang mengambil
kesempatan ini kerana kurang pemantauan daripada
pihak berkuasa,” katanya.
Menurutnya, sampah
dan persekitaran yang tercemar itu boleh menimbulkan
masalah lain seperti denggi
dan ancaman kepada keindahan sungai.
Kian Ming berkata, Majlis
Perbandaran Kajang dan Jabatan Pengairan dan Saliran

(JPS) terpaksa melaksanakan
kerja-kerja membersih dan
memulihara sungai.
“Masyarakat juga perlu
mengetahui kesan buruk pencemaran sungai,”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ketika berucap pada Program
Hari Sungai Dunia, di sini,
semalam.
Turut hadir Adun Sungai
Ramal, Mazwan Johar.
Katanya, program ber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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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ara peserta yang terlibat dalam program River Clean Up.

naan bertujuan meningkatkan kesedaran orang ramai
terhadap pemuliharaan dan
keindahan sungai.
“Saya melihat masih ada
masyarakat yang tidak tahu
Sungai Langat merupakan
sungai terpenting di negeri ini
khususnya dalam aspek
pembekalan sumber air setelah diproses dan dirawat di
loji rawatan air,” katanya.
Menurutnya, masyarakat

di Bangi akan turut terjejas
dan mengalami gangguan
bekalan air jika ada pencemaran yang serius berlaku di
Sungai Langat.
“Insiden ini pernah berlaku dalam tiga atau empat
tahun lalu, ada kawasan perumahan di Parlimen Bangi
turut terjejas dan terlibat dengan gangguan bekalan air,”
katanya.
Menurutnya, pihak ber-

wajib, NGO dan pihak swasta
perlu menganjurkan kempen
secara berterusan untuk meningkatkan kesedaran
masyarakat tentang kepentingan sungai.
“Saya boleh bekerjasama
dengan semua pihak yang
berhasrat mahu menjaga
alam sekitar, kita harus
mengadakan rancangan
jangka panjang untuk memulihkan sungai,”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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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COUNTERS
The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will
have EZ-Pay counters throughout
this month at four locations between
10am and 3pm at SS24 near Taman
Megah market (now until Oct 7 and
Oct 29 to 31), Jalan SD12/1 near
McDonald's (Oct 9 to 14), PJU 8 Flora
Damansara (Oct 15 to 17 & Oct 20
to 21) and PJU 10 Damansara Damai
near McDonald's (Oct 22 to 28).

01 Oct 2018
China Press,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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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ed for client's internal research purposes only. May not be further copied, distributed, sold or publish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copyright owner.

輸
水

(万宜30日
讯）国际贸易
及工业部副部
长王建民说，
大部分滤水
站，是依靠河
流输水，继而
提供净水给人
民使用，因此
每人都需爱惜
河流，勿让河

水遭到污染。
他指出，许多人依然不懂河
流的重要性，认为滤水站均是
依靠水坝，事实并非这样。
“不少排水系统的水源，都
是流向何流，继而输到滤水
乂占。
他说，之前就发生过氨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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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标和工厂污染的事件，造成
邻近区域的水供都受到困扰。
建理
逆建民也是万宜区国会议
民河
员。他今曰到万宜新镇第7区，
与博特拉大学学生一同清理毗
邻的冷岳河时，这么指出。
他说，公众除了要保护河流
以外，河畔同样需要清洁，否
则就会有人乘机扔丢非法垃
圾。
“当河畔的卫生受到影响，
不但地方的外表大打折扣，更
可能会带来骨痛热症。”
王建民说，虽然世界河流曰
是每年9月份的最后一个周末，
但他希望各造能够时刻保护河
Bahagia) 一条通往民宅的道路
他指出，以上道路后方只有
流
‘ °此外，双溪拉玛区州议员 出现崩塌后，他已要求土地局1户人家，但为免影响对方出
入，有关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马兹旺说，甘榜幸福（Kg 调查和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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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祖辈，在兵荒马乱的中国，无法谋生，只
好下南洋讨生活。
他们先到锡矿地，辛苦采矿，后来，樣股业兴
起，就去割胶……
许多原乡的行业，还有在家乡习得的谋生技能
和手艺，也随著他们的到来，得以在南洋传

•報導=許雅玲
•本報資料中心、許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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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廖文辉博士表示，从中囯原乡传入马新的传统
行业，架抅上仍采用学界的分类法，不过，因受
方言和地缘的影响，内答情况和原乡或別囯不一
样——更加著重“在地化”和“行业转型”。
大小城市老建筑五脚基柱子上的中文商号浮
字，便是东西文化交汇下的在地生活特色！

新纪元大学学院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主

纪元大学学院副教授廖文辉表
I示，“中国原乡的传统行业何
时在马来西亚落户，确实年份和情
况恐怕已不可考。可以确定的是，
早期华民带进马来西亚的传统行业
繁多。非沃恩于18TO年出版的《海
峡啊知名地华人的风俗习惯》，论
述了逾百种的华人行业。”
根据民俗学分类法，传统行业基
本可分为渔农，工匠和商业交通
三大类。这其中，闽粵华民从事垦
殖、胡椒和香料的种植、鞋匠、打
金、铁匠、造枪工人、木匠、供焙
I)币j専或；矿工。
有^分的°福建人经商，广东人则

W

为矿工和手艺者。说到商业交通，
不得不提森美兰芙蓉的兴化人，他
们最早在此充当人力车夫或三轮车
夫，有所积蓄后，开始经营脚车和
机车修理店，最后扩大至脚车行、
机车行和汽车行等。
“马新的传统行业有其方言和地
缘的特色。不过，我国情况跟他
国不一样，虽然，架构上仍采用学
界的分类法，但内容不一样，因为
我们会比较注意在地化和行业转
型。”他说S
°自古以来同乡同业，是中国极
为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但华民移
入马新后，人地生疏，为了彼此照
顾，又自然地形成亲属移民网络。

“

为两种模式，第一种以地
缘为结合，比如说，福建
和潮州人主要在营商，广东
人为手工业者，各豕人主要
在开矿，海南人经营餐饮，
姓氏所垄断，像霹雳的锡米
开采，不少由广东客家的胡
姓人士把持，加影的五金行
业，是由源自安溪的上官人
士经营，源自南安的叶氏族
人来到雪隆，经营矿业和五
金买幸 “
’此外°， “先来后到”也直
接影响行业的操控。迟来的
华民（海南、福州和兴化）
下南洋，许多行业已为其他
方言群体霸占，他们能从事
行业有限，海南人唯有“打

•传统行业的商号，不
仅反映乡情，也反映了
愿望和期许。

I! II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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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才记434咖啡馆，便
另一个转型成功的老行
/不不是老行业成功转型的业，便是太平十八丁的泉成
典范。才记原为飘洋过海的炭窑。炭窑面对日益萎缩的
海南人郭汉才于1950年代所国内市场，除了积极开发曰
创办，以销售自家种植和手本市场，同时也让木炭功能
工烘炒咖啡粉为主要业务，多元化，比如说，根据中国
生产有限；。2000年，第二原乡制炭过程（烧一个窑，
代传人引进咖啡机，尝试冲把木柴放进去），又开发出
调和售卖咖啡，结果反应良副产品（肥皂），甚至，炭
好；目前进入第三代，有了窑结合旅游业，形成特色旅
自己的咖啡产业，包括现代游。
咖啡馆。

在，有了工厂量产的便宜塑
料桶，人们便不再需要木桶
了。可是，这些工艺是老袓
宗传承下来的工艺，属于文
化的一部分，应当想方设法
去保留。
”

懂得現代經營管理
，

老行业的转型，关键在于
个别老板有没有“行业消
失”的危机意识。在此之
上，才记的转型成功，亦跟
家庭里的孩子，接受现代训
练，懂得现代经营和管理。
“面对现代工商业社会和
现代科技，传统行业几乎没
有竞争力量.》除非配合现代
发展，成功转型，才能在现
代工商业社会保有一席之
地！传统行业流失速度非常
快。我要呼吁有兴趣的人士
参与抢救传统行业，年轻人
可以在家附近，从事传统行
业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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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统行业里面，招牌或商
I》号，是经商的标志，各
行各业皆会在建筑的门楣和
枋梁上挂上牌匾，或称“匾
额”（橫为“匾”，竖为
“额”)，以招徕顾客。
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
录》里，就有许多商号，诸
如“曹婆婆豆饼”、“李生
菜小儿药铺”、“张戴花洗
面药”、“丑婆婆药铺” 、
“唐家酒店”、“黑虎王医
生”等等。
1 严、6来说，凡是刻在

古代人一般都是以自己的
姓氏、名字作为商号。我们
的焦点，还是要放回原乡的
商号来到大马在地化的表
现。
“华民的商号，不仅反映
乡情，也反映了愿望和期
许。”他说。“商家喜用本
身籍贯来命名，广东人用
广，福建人用福，潮州人用
潮，然后再加一些好意头的
字眼来命名，潮兴，潮隆等
等 ”

“

另外，一些特定的行业也
有特定用词，比如中药店用
“堂”（春生堂、资生堂

木、石头、或者是铜材质上
的文字，不论任何形式，
均统称碑铭，宋朝叫金石
学。”廖文辉说：“商号或

和同仁堂）；厨师喜欢用
“慎”（马六甲有慎行堂，

者行号，很早以前就有，人
家一看到你的商号，就知道
你干的是哪个行业。

吉隆坡暨芙蓉慎忠行，怡
保慎全行，太平慎远行）等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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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拍照留念。
，，
人几块钱，让他们到各地展款，叫做侨批。
开新生活。赚到钱后，他们
商号上的汇字，就是这样
会交托给曾袓，带回他们在得来。至于丰，则是商人对
乡下的家人，以前做这种汇事业的美好愿望。

店柱子h的中文商号
寺色，引来麻坡市议
会的注目。
9月4日，市议会通知华裔
商家：商店招牌的中文字体
尺寸不符合规格，下令商家
拭除O
营°业超过70年的济生堂药
f/.

行东主曾披露，如果地方政
府下令，为了不违反条例，
也只能痛心地将这些中文字
商号涂掉。
就此，廖文辉坦言，“麻
坡的中文商号浮字，具有文
化艺术的作用，很多是书法
家题字，非常美观。此外在
马六甲，商家爱找沈慕羽

题字，配合上五脚基的建
筑，形成独树一帜的柱子商
号"。”
°全马各州，五脚基老街是
越来越少，历史悠久的茨厂
街和苏丹街，经过几次改
建，五脚基已不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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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不愿承担柱子的
广告费，考虑抹掉，
这是一个麻烦的问题。不
过，我想强调，麻坡一些
商家，在风波之前，已经
把柱子的中文商号刮掉，
或漆上新漆，现在，他们
深深后悔一一原来这些

费，必定增加商家的负担，
可是，商家刮掉之前，请三
思。现代人还要花钱复古，
营造出要古色古香。也有年
轻人租下店面经营餐厅，极
力保留了古老牌匾和柱子商
号呢。”

是那么有价值的文化遗1
产！”廖文辉说。
被学者公认属于亚
洲特有的“五脚基文
化”，可以追溯至1819
年，莱佛士开埠之初，
他规定，凡建在接到边的
店屋，屋子与马路之间，
至少要有一条5英尺（马
来语即5 Kaki)宽，有遮
篷的人行道，让行人免受
曰晒雨淋之苦。
最后，刘俊光补充，
“商家奉公守法，如果政•商店有多少的广告牌，便
府不收费，这是好事，付得付多少的广告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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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强次回合

前日成績（2阳)
柔佛达鲁塔克欣胜彭亨

2比0

(总成绩柔佛达鲁塔克欣赢3比1)
沙巴

胜吉兰丹1比0

(总成绩2比2,沙巴凭客场进球优势晋级)

I

昨曰成績（30曰）
雪兰莪发展机构负霹雳

(总成绩霹雳赢 比0)
2

0比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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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SO日讯）“南
虎”柔佛塔克欣2球击
败彭亨，与“海龟”登
嘉楼在马杯半决赛碰
头。
—
2018年马来西亚杯足
球赛复赛次回合在本
重燃战火，作为卫冕冠
军的柔佛达鲁塔克欣
(JDT)在自家门前布
阵迎战“大象”彭亨，
凭借国脚莫哈末萨法
威梅开二度，以2比0成
绩战胜对手，总比分3比1赢得半决赛的资
格。
JDT4强对手将会是登嘉楼。登嘉楼在周
五的比赛和土地发展局联上演一场进球大
战，最终以4比3成绩战胜对手，并以总比
分6比4锁定一席4强资格。
在亚庇球场进行的另一比赛，沙巴的塞
尔维亚籍前锋鲍诺维奇在第32分钟罚球破
门，也是全场唯一的进球，以1比0小胜到
访的吉兰丹；双方总成绩2比2,不过东马
球队仍凭客场进球的优势成功拿下4强资
格。
沙巴半决赛对手将会在雪兰莪发展机构
和霹雳之间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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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双（中）前往砂拉越进行访问，并与当地官员开会，商讨童婚课题。
(吉隆坡30日讯）妇
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
副部长杨巧双指出，砂
州多数童婚案例因青少
年涉及社会问题失身而
起，当局将就此举行觉
醒运动，以提高民众觉
醒意识。
“当局决定觉醒运动
需专注於遏止童婚问

楊巧雙：遏止童婚問題

和儿童不愿继续求学等
问题的原因，其中官员
建议加强法律，强制让
儿童接受教育。
!
只停留在
12岁阶段；教育除了能
建立人们的事业和改善
家庭经济之外，尚能帮
助人民脱困，避免童婚
问题的发生。”

婦•將辦鼸運動 11
题，包括在校园或透过
她今日发文告透露，
社交媒体及手机应用程她日前首次前往砂拉越
序，推广该运动，让儿进行访问，并藉此机会
童尤其父母明白童婚所召开会议，向当地官员
带来的不良影响。”
了解砂州童婚问题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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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日都会督庆妇庭发部双尊越对非的国欠巧张此砂至到区理双大
吉 民国拿张轰家会副巧得拉，人乎邦有。杨 因有甚 感是的巧更
{3}区员里炮、社部杨懂砂民州在州位感“、3 ，义那她杨
坡讯鲁议斯信女及展长不動人砂常砂地敏双念越义^ 为|违否念订

I

不懂尊重砂拉越 人民

張慶信炮轟楊巧雙

fIl
f^ft
xf

歧視砂人民訴求
张庆信今日发文告炮
轰杨巧双指砂拉越向来
并不欢迎像她这样的政
治人物。
“509大选前，行动党
指西马人民已在求变，
但这并不足够，反之需
要借东马选民的力量，
才能达致改朝换代的目
标；今天的杨巧双，却
只字不提希盟对砂州所

许下的承诺跳票，反而
来到砂拉越这片和谐的
土地上大搞破坏、歧视
砂拉越人民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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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善用水制定長遠計 劃

#州行政议员黄思汉说，州政
^府正在思考是否对免费用水
政策做出调整，以让真正有需要的
雪州子民受惠。10年了，免费水政
策也应该调整了，以免人民因免费
而不知珍惜用水。
，这政策可为普ii家庭省下"11令吉
®
的水费，其实这对很多繊来说九
牛一毛。州政府为此每年需承担平均1亿8000万令吉的
财政开销。
我觉得大部分人有能力负担那11令吉水费，政府应转
用这笔近2亿令言去施行更多福利政策，而贫穷家庭则
可经过筛选鉴别后获得豁免。
翻找资料，马来西亚方面已经明白到水资源的重要
性，也定期举办座谈会如�2018年亚洲水展Asia Water
2018》。马来西亚水协会会长在座谈会上提出几个值得
我们关注的问题。
在东南亚，水资源已经成为政治筹码。因此大多数东
南亚政府都不愿意调高水价，反而以提供免费或低廉的
饮用水换取人民的支持，这样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因
为政府很可能几年换一次，而水企业或机构获得的政策
支持很可能因为选举而撤销或替换，严重打击人民获得
更完善水供应的积极性。

j

降低無收益水量比例
免费供水也让人民看轻水处理营运成本，顾著眼前小
利而忘记完善用水的长远利益。邻国新加坡在水资源处
理上已达到国际水平。该国在污水处理、再循环用水、
淡化海水方面表现卓越。其《新加坡国际水周201S�目
前已经专注在新型智慧水务的未来技术应用、如何将革
新水务科技成功市场化等。
我觉得，新加坡讨论的课题是我国水务未来可发展的
方向，不过饭要一口一口吃，我国在水务领域上最应著
手的是降低无收益水量比例。
无收益水就是经过处理，在运送至用户之前已流失或
去向不明的水。目前马来西亚平均无收益水量是35%�
根据报导，造成无收益水量的主要原因是水管老旧及破
裂，大部分水管从殖民时代就开始使用，已经60年没有
更换。
马°来西亚目标在2020年时将无收益水量降至25%,而
雪州政府也应听从民间组织建议，制定一个10年、20
年，甚至更长远的更换地下水管计划，以长远的民生利
益换取选民的支持。同时，政府也应推动更多水资源教
育，灌输人民如何节省使用饮用水。
政府负责更换水管，并教育民众节省用水，或要求人
民承担部分水费，同时引进企业参与投资，降低供水营
运成本，多管齐下才有可能在全球未来越来越缺少水资
源的情况下持续繁荣发展，甚至以水资源成为国家的竞
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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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新田（左8)与理事及代表们呼吁华社大力支持义演，左起黄美韵、郭锦
全、符昌和、彭明祥、叶健隆、黎亚高及林义明；右起谭敬康、伍凤美、赖嵘
文、符树存、邱锦成、黄柏森、李清文、林裕及陆永福（后排右3)。

葉新田促希盟政府
叶新田促请希盟政府，对....• >
前朝政府拟定的教育大蓝

以显示对华教采取开明的
多元团结教育政策。
“我们恳请政府表明
立场，毕竟当年有100万
人签署反对这项教育大蓝
图。”
他日前联同该会理事会
宣布该会筹办中国天津市
河东区侨联文化文流艺
术团义演晚宴时，这样指
1

出

育的幽灵未散，反而华教
纠缠不清。
他语重心长说，华教运
动到明年就满200年，没有
天是路好走的，风雨飘
揺，艰幸万分，即使换了
政权，华教也不会从此无
事。

籌辦義演

o

他说，自改朝换代以
来，华教不如臆测般的前
景光明，反而各种课题如
宏愿学校的复办，一再被
提起，各种华教问题逐步
浮现，华社感受到单元教

叶新田说，2013-2025教
育大蓝图正在逐步落实，
必须从单元教育的最终目
标，去认清国阵留下的遗
°他希望华文教育获得改
善，包括认同统考文凭，

让华教有更大的发展空
间。
另一方面，叶新田该会
筹办的义演，目标是筹款
3
0万令吉经费。义演地点
是在吉隆坡中国华小，开
幕人是雪州行政议员许来
贤。
大会特设捐款奖励如
下：捐款500令吉或上者
就获赠贵宾券，捐款5000
令吉或以上者获邀为大会
击鼓嘉宾券，凡捐助100券
一张。有兴趣者可联络主
任苏子源0123398960、赖
嵘文012-2908729或康泽稳
011-263 13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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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溪普魯14璐大草【讓•piHifate

鄧章欽撥_
(巴生30日讯）巴生新城区州
议员拿督邓章钦宣布，拨款4万令
吉提升卫星市双溪普鲁14B路大草
场的休闲设备，让居民有机会休
闲及运动。
以上草场20多年来，未曾获得
提升任何设备且疏於照顾，导致
草地窟窿处处，如今终获政府发
放4万令吉，用於建设草场运动器
材、休闲长椅及儿童游乐设施。
邓章钦也是雪州行政议员。他
说，卫星市有11个不同面积的草
场，要同步提升确实不易，因为
市议会的拨款有限，只能分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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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胥视个案紧急程度，来进行提升
和维修。
“至於双溪普鲁14B路草地窟窿
问题，得交给市议会去负责，我会
要求领养该区的市议员黄智荣跟进
此事，以向市议会申请拨款铺沙，

起邓
一章
列钦
：」出、
草黄
场智
正荣
面及
；-：对严
.，的玉

路休
大闲
草设

使草地变得平坦，让居民安全行走
在草皮上，当然这工作需要一段时
间安排，促请居民稍安勿躁。”
邓章钦今日前去巡视时说，他会
向相关承包商了解铺沙价格，若费
用不高，不排除使用选区拨款铺平
草场，这至少不用苦等市议会动
工，惟一切将视进度而定。
“为了在接下来日子全面提升卫
星市草场，我们现在先从双溪普
鲁14B路大草场做起，打造模范草
场，就像永安镇休闲草场一样，成
为一个参考蓝本。”
他说，要做好草场包括设备，居
民也要多加配合和提高基本环保知
识，勿在草场上栽种任何大型植物
或公开焚烧塑料瓶。
他补充，草场休闲区最好保持现
状，勿再扩大范围，并且照顾卫生
即可。
出席者还有市议员陈如坚、严玉
梅及居民代表杨文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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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成绩（28日）
组：澳洲胜阿富汗
4比0
D组：韩国胜伊拉克
2比0
今曰賽程（30曰）
D

*8強淘汰蠻
强1:日本对P可曼(武吉加里尔)
8强2: _对酷克（八打灵市政厅体育场)
明曰賽程（1曰）
8强3:印尼对澳洲(马大竞技场)
8强4:車韦国对印度(八打灵碰JT体育场)

4:30PM 8
8:45PM

4:30PM
8:4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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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巧雙：助走出貧困

孩童教育不能停留在12歲
(八打灵再也30曰讯）妇女、家庭
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说，通过和
一些单位进行会议所得到的结论是，孩
童教育不能仅停留在12岁，建议加强
在这方面的法律。
她发表文告提到，这是她受委为妇
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后，首次
到砂拉越进行官访，并召开有关结婚习
俗会议，以从伊斯兰法及习俗的角度了
解童婚课题，及了解砂拉越未成年婚姻
的真正情况。
她披露，会议结论是建议加强法律，
孩童的教育不能停留在12岁，这除了
可建立及改善家庭经济，也有助这些孩
童走出贫困。
她表示，学校应举行醒觉运动，或通
过应用程式及社交媒体，不仅提供孩童
在这方面的醒觉，更重要的是让父母了
解，允许孩子年龄太小便结婚，恐带来
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杨巧双今早出席2018年
蒙福少年城毕业典礼后声称，该部过往
做出许多拨款，却无法追踪关键绩效指
标，蒙福少年城获政府拨款后，给予少

年培训，并在毕业
后获就业机会，可
作为一个典范。
她指出，随著中
央拨款的减少，蒙
福少年城所获津
贴也逐年减少，
今年仅获1万3600
令吉，因此他们需
向民众筹款以应付
800万令吉的营运
开销。
她今早也以副部
长身分，宣布拨款
5万°

•杨巧双建议加
强法律，除了可
建立及改善家庭
经济，也有助孩
童走出贫困。

此外，蒙福少年城理事会主席陈志仁
致词时提及，该校常被误认为青少年改
造学校，实际上，这里是为边缘少年提
供技职教育与训练课程的学校。
他介绍说，该校的任务是要帮助孤
儿、贫穷、单亲、弱势或不健全旳家
庭，他们没有技能、希望及没办法预见
自己未来的潜能。（TKM)

多角度介入克服童婚案
巧双说，沙巴、砂拉越及吉兰丹

杨I是未成年结婚个案最多的州属，
有关问题涉及范围广大，包括贫穷及缺
乏性教育，因此需以多角度介入，方可
克服此问题。
她提及，习俗婚姻在沙巴及砂拉越两
±也相当常见，因此需持续与有关州属密
切联系。
她表示，该部将探讨把结婚年龄提高
至18岁，收集数据后先与各州首长及
州务大臣商讨，并由后者带上州议会辩
论，再带入内阁修改非穆斯林结婚最低
年龄，同步进行醒觉运动。
她指出，该部将专注于孩子的健康问
题，由于部分父母认为未成年结婚不会
出现问题，因此，该部计划将卫生部收
集的未成年怀孕，对健康影响的数据派
发予民众。

“父母须主动教导孩子性教育，家人
的支持也对未成年怀孕者非常重要，若
没有指引后者回到正道^恐会衍生弃婴
的问题。”
杨巧双声称，国内目前的教育规定孩
子须在6岁入学接受6年教育，因此该
部正探讨义务教育的年龄，需修正法令
确保青年可继续接受教育。
她直言，若青年处在都是未成年都怀
孕的环境，那她们会认为这是普遍的
事，也成为未成年怀孕的一分子。
“另一个未成年结婚的原因是家境贫
穷，父母让孩子结婚，由丈夫抚养，因
此我们会与技职教育与训练（TVET )
洽谈，商议是否能给予学生奖学金，让
经济负担较重的父母，将孩子送往技职
学校。” (T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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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

旺偕同学生一起清理河里的

•王建民 右
(二起 和
)玛兹

王建民：瀘水站需淨水

M眾應愛惜河流

(万宜30日讯）国际贸
易及:h业部副部长王建民
说，i大部分滤水站是依靠
河流输水和提供净水给人民
使用，民众应爱惜河流，勿
让河水受污染。
也是万宜国会议员的他，
今早在万宜新镇第7区与博
特拉大学学生一同清理毗邻
的冷岳河时说，虽然不少排
水系统的水都流向河流，继
而输到滤水站，但很多人依
然不知河流重要，以为滤水

站都是依靠水现。
“之前便发生过氨含量超
标和工厂污染事件，造成邻
近区域水供都受影响，居民
面对制水困扰。”
王建民强调，公众?S保护
河流，同样需清洁河畔。若
河畔卫生不佳，更可能会带
来骨痛热症。
他说，虽然世界河流日定
在每年9月最后一个周末，
但他希望各方能时刻保护河
流。（T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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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章欽：缺照顧窟窿處處

4萬提升雙溪普魯草場
.(巴生30日讯）巴生
新城区州议员拿督邓章
钦，在巡视了巴生卫星
市双溪普鲁14B路大草
场后宣布，先拨款4万令
吉提升该草场的休闲设
备，让居民能善用此休
闲场所。
也是雪州行政议员的
他提到，该草场20多年
来都不曾获提升设备，

加上疏于照顾，导致草
地窟窿处处，如今获州
政府发放4万令吉拨款，
用于建设草场运动器
材、休闲长凳及儿童游
乐设施。
他表示，卫星市共有
11个大小面积不一的草
场，若要同步提升确实
不易，因市议会拨款有
限，只能一步步来，视

•杨文登（左起）向黄智荣、邓章钦及严玉梅
投诉草场窟窿处处的问题。

个案急缓程度进行提升
和维修。
他补充，双溪普鲁14B
路草地窟窿问题交由市
议会负责，他则会要求
“领养”这个地区的市
议员黄智荣跟进，包括
向市议会申请拨款铺
沙，使草地更为平坦，
让居民安全行走在草皮
上°
"我也会向相关承包
商了解铺沙价格，若费
用不高，不排除会使用
选区拨款，至少不用苦
等市议会动工，惟一切
将视进度而定。”
邓章钦提及，要做好
草场包括设备，当地居
民也应给予配合，勿在
草场上栽种任何大型植
物、打扫枯叶后放在一
旁待垃圾承包商上门清
理及勿公开焚烧塑料瓶
罐等。
陪同巡视者尚有巴生
市议员陈如坚、严玉梅
及居民代表杨文登等。

(TKM )

Page 1 of 2

01 Oct 2018
Kwong Wah Yit Poh,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Supplement • Page: B2 • Printed Size: 169.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 ASR: MYR 793.79
Item ID: MY0033895521
Provided for client's internal research purposes only. May not be further copied, distributed, sold or publish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copyright owner.

从波德申行动看蓝眼老二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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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陈仁杰

眼为候任党主席安华重返国会铺

敏还是拉菲兹阵营，他们的主轴都是“效忠

现，拉菲兹看似占尽了上风。安华本身没有

路，策划了波德申行动。这补选也

安华”。因此，拉菲兹此举，无非是想给阿

为拉菲兹炮打阿兹敏的言论做出澄清，而绕

为阿兹敏与拉菲兹之间的党老二之战正式拉

兹敏套上一个“不忠”的罪名，力求通过此

过党内最高理事会公布制造补选的决定，更

开帷幕，两个派系之间的纠纷也浮出了台面。

举获得更多的支持。

把他营造成“安华亲信”的形象。

rm

阿兹敏与拉菲兹不咬弦，已经是不争的

先声夺人的也是拉菲兹，在波德申国会

不过，阿兹敏并不是省油的灯。从政多

事实，在两人皆提名竞逐署理主席后，虽然

议员宣布让出席位的那场记者会中，出席的

年，他靠的是平稳、精明和务实的政治手

党内表现上看来仍然平静，不过这乃是山雨

蓝眼领袖一字排开，几乎清一色都是拉菲兹

腕，才能一步步从走上街头抗争的反对党领

欲来前夕的迹象。对于党内暗流汹涌，安华

的人马，更让人惊讶的是阿兹敏派系居然被

袖蜕变成为雪州大臣，再到如今经济部长这

夫妇选择为党选降温，力指公正党没有派系

蒙在鼓里，必须通过媒体才获知消息。此举

举足轻重旳角色。

之分。不过，这似乎只是门面话而已。

摆明将阿兹敏排挤在外，忿忿不平的阿兹敏

无可否认，阿兹敏势力曰益膨胀与敦马

率先发难的是拉菲兹，为了顺利成为安

派系大将纷纷出言批评，蔡添强炮轰拉菲兹

关系密切，很难让安华感到放心。不过，以

华的接班人，他仍保持昔曰作风，继续扮演

的行为如同“黑社会”文化、祖莱达质疑公

他候任首相的身份，他绝对不能够接受一个

爆料王的角色，只是把矛头从政敌转向了自

正党已经被特定群体给操纵了、阿菲夫则表

四分五裂的党。因此，要如何缓和两虎相争

己的同僚，对阿兹敏左右开弓，更指阿兹敏

示现在不是制造补选的最佳时机。

所带来的内耗，避免内讧继续恶化，这考验

曾在安华到土耳其治疗期间，要求安华让出
主席大位。自创党以来，安华
一直是公正党至高无上的领
袖，因此这次当选无论是阿兹

踩着阿兹敏，一副安华代言人姿态出

着安华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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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双溪普鲁14B路大草场

邓章钦拨4万改善设备

Page 1 of 2

会拨款有限，要同步改善不
易，只能一步步来，视个案
急缓程度来改善和维修。
“为了接下来全面改善卫
星市草场，我们现在先从双

(巴生30日讯）巴生卫星市

场运动器材、休闲K:凳及儿

溪普鲁14B路大草场做起，

双溪普鲁14B路的大草场20

童游乐设施。

打造模范草场，就像永安镇

多年来不曾获改善，加上疏

他说，卫星市共有11个

于照顾，草地窟窿处处，获

不大小小的草场，由于市议

休闲草场一样，以成为参考
蓝木

雪州行政议员兼巴生新镇州
议员拿督邓章钦拨款4万令
吉改善休闲设备。
邓章钦今早巡视大草场
后宣布会先拨款4万令吉以
展开改善工程，包括建设草
陈如坚（左起）、严玉
梅、邓章钦及黄智荣，和
卫星市居民品茶讨论地方
民生课题；右二杨文登。

巴生市会负责草地窟窿问题
邓章钦说，
至于草地窟窿问
题会交由市议会
负责，并要求领
养该地区的市议
员黄智荣跟进此
事，向市议会申
请拨款来铺沙。
他也表示会
向相关承包商了
解铺沙价格，若
费用不高，不排

邓章钦将拨款4万令吉，在卫星市双溪普鲁14B路大草场改善休闲设
备。

除会使用自己的选区拨款来铺平草场

至少

包括勿在草场上栽种任何大型植物、扫集枯

不用苦等市议会动工，惟一切将视进度而

枝和枯叶后放一旁等垃圾承包商上门清理，

定。

以及勿焚烧塑料瓶罐等。

此外，他也吁请居民多加配合，提高基
本环保知识，以共同打造状况良好的草场，

陪同巡视者包括巴生市议员陈如坚、严
玉梅及居民代表杨文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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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民吁予时间解决

“林冠英有能力处理国债”
(加影30日讯）国际贸易及丁
业部副部氏王建民博士说，国
家面对债务挑战，呼叮人民给
予财政部长林冠英更多时间解
决问题，并相丨目后者以曾任槟
州首长的经验，有能力处理好
国家的财政问题。
他表示无法保证5年后可
以解决所有国家债务，但相信
会一年比一年更好。
他说，希盟执政中央4个
月，他曾担任财长的特別助
理，发现国家财政问题严重，
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在任期间
不按规矩施政，导致国家财务
面对严峻挑战。
王建民前晚出席加影风凰
山龙天宫九天玄女总庙61周
年庆晚宴时致同。
他说，5 • 09全国大选后，
人民对马来西亚抱有新希望，
希盟新政府感受到压力，但W
有鞭策所以是好事。
他也表示希盟中央政府会
和雪州政府积极配合，管理好
国家政策，打造更好的加影、
雪州及马来两亚。
大会也拨款10万令吉捐给
加影育华中学，协助该校在加
影工艺城兴建育华二校。
出席者包括无拉港区州议

员王诗棋、林木生集I才丨董事经
理丹斯里林福山的代表拿督斯
里林福成、MKH董事丹斯里曾
贵秋、加影育华中学董事K:李
清福、龙天宫理事会主席彭则
斌、副主席拿督斯里沈世华、
财政白文辉、总务赵福添、理
事李文送及宫主苏协成师傅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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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移交志银10万令吉模型支票协助兴建育华二校，左起白文辉、李文送、赵添福、王诗棋
沈世华、苏协成、王建民、曾贵秋、林福成和李清福，右为彭则斌。

彭则斌：龙天宫路段重铺
彭则斌说，龙天宫过去1
年积极改善及展开改善丁

二校。
林福成代表林福山致同时

程，庙外路段已重新铺设浙

赞扬该庙历史悠久香火旺盛，

青，此外去年拨款10万令吉

得到善信支持，庙会作为活动

救助槟城灾民，今年也拨款

据点，将宗教发扬光大之余也

10万令吉协助兴建加影育华

起了导人向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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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起其他源流学校，华小的日常操作有时会有阳奉阴违，没有根据教育部
标准作业程序。比如收费电脑班列为正课，已违反了教育部的规定。因此，
华小督学必须多办讲座及汇报会，让华小教职员更了解教育法令及通令。

马来西亚向来以多元文化共存为荣，

教育部近期的州教育局行政架构重

多源流教育体系也受到宪法保障，但始

组，爆出各语言科督学将统称为「语言

终有一股不认同多源流教育体系的声

科助理总监」，各源流学校的督学也统

音与暗流，使到华文教育工作者如履薄

称「小学助理总监」，这也使到华小督

冰，对任何关于华教条例及政策上的风

学及华文科督学，将会改名，与关注去

吹草动，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以避免

掉了「华小」、「华文科」字眼，从而

华教前途「一子错，满盘皆落索」。

引起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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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源流督学统一称为「小学助理

他直言，对不少教育局掌权者

而吉隆坡前华文科督学彭德生在

总监」而引发的风波，华教团体的抗

来说，不谙华文资格的督学也可以去

接受本报访问时则提到，他在2007年

议，是否小题大做？

视察华小，未必要具备华文资格。但

至2012年于吉隆坡教育局服务时，在

对华教而言，华小督学必须要具备本

近500名教育局官员当中，只有3人是

出来的前督学游雅伦及彭德生看来，

身的使命，以在政府体制下扮演好角

华裔官员，分别是华小督学、华文科

华教团体的抗议并非小题大做，因为

色，基本要具备华文资格、熟悉华小

督学及管理财务的主管。

政府部门向来依章行事，职称及条文

事务及教育管理的专业知识。

对于这个疑问，在政府教育体系

字眼显得重要。

雪州空缺一年未补

雪兰莪州前华小督学游雅伦在接

部门行政作风，任何争议点都会「依

他也向本报展示当年出任华小督

章行事」，即便政党轮替，1"曰公务体

学时的文件，信件清楚列明他是华小

系的标准作业依然如此。因此要谨慎

督学(DGA32

发生问题会百辞莫辩。
他提到，全国各州都有一位华小
督学的职位，在华小较少的半岛东海

「现在的问题是，当名称统一为

的官员，因此大家有必要谨慎看待这
次的重组。

Penyelia Sekolah Cina )
及华小高级督学(DGA34 Penyelia
Kanan Sekolah Cina )，并表示其实

华小督学可追溯到80年代，首任雪

教育局没有必要在重组时，去掉「华

从1980年3月1日至1983年12月31

小」的字眼。

曰），但资料也显示雪兰莪在2017年

他也提醒，雪兰莪州华小督学从

岸地区，华小督学则兼任教育局的其
他职务。

数，而华小督学和华文科督学谈得上
是州教育局内等级最高处理华教事务

受《东方日报》访问时直言，以政府

看待任何信件的条例，否则未来一旦

他点出，由于在州教育局的架
构下，具华文资格的华人官员屈指可

2017年10月空缺迄今近一年尚未填
补，职务相信是由非华裔官员暂代，

据雪兰莪州教育局的档案资料，

州教育局华小督学为黄世连（任期

10月15日之后，华小督学一直空缺迄
今o
至于华文科督学则迟至2000年才

『小学助理总监』之后，如何保障每州都

这对雪州华小长远规划，并不是好

设立，以协调华小课程及中学华文班

有一位深谙华小事务的助理总监呢？」

事0

的事务。

推荐信乱飞督学如夹心饼
#小督学和华文科督学，被视为

中，其中一项最为成就感的事就是

t州教育局里负责华小事务的最高

一口气填满70多个副校长的空缺，因

级别官员，而这个「官」是否好当，

华小老师的确对升任副校长的兴趣不

或许还需要感慨「如人饮水，冷暖自

大，将副校长一职视为吃力不讨好的

知」？

工作，而他当时是日以继夜打电话去

卸下华小督学7年的游雅伦感
慨，这些年来因推荐信乱飞、校长调

询问校长及鼓励老师升级当副校长，
最后凭著一股劲完成了这个任务。

派无法服众等问题，使到有些教育界
人士对督学抱持负面的看法。

曾有人同时推荐4人

他称，华小督学实际上属于教育
部与校方之间的「夹心饼」，尽管州

在访谈中，游雅伦还谈到了推荐

教育局的原则是不受干扰，但有时难

信问题，这也是他最感到难为又痛恨

免身不由己，有时还要面对教育部里

的「产物」。大至内阁部长，小至政

拿著鸡毛当令箭者的干预。

党的区会领袖，都会捎来推荐信，甚

游雅伦提到，在各源流学校中，
国小及泰米尔文小学较跟从教育部的
标准作业程序（SOP )来行事，而华小

雪兰莪前华小督学游雅伦

至有些领袖同时推荐了 4个不同人当同
一所学校的校长，令他啼笑皆非。

次推荐信的人选，而得罪了人。

他说，这些推荐信只能作为参

坊间流传很多督学都是马华写的

则会阳奉阴违，比如：电脑班课题、

考，不可能100%采纳，他当时也拒绝

推荐信才有机会担任，游雅伦不否认

课外作业簿及鞭打学生等等，这时就

了几次，甚至还有一次写了一封信给

有存在这种现象。不过有些推荐过来

非常考验华小督学对教育法令等专业

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拿督斯里魏家祥投

的人选是真心为华教工作，有些则是

知识。这种情况下，华小督学必须多

诉推荐信不合理让督学难为，后来听

害群之马使到督学给予人负面印象。

举办讲座及汇报会，向华小教职员讲

闻涉及的官员向魏家祥解释是误会。

解教育法令、保护儿童法令及教育通
令，传达减少作业簿的教学法等。
在游雅伦的3年华小督学生涯

他赞成希盟政府早前采取的废止

他提到，有些学校的校长做得很

所有支持信的行为，并希望真正可以

好，不可能一封高官的推荐信就要逼

做到选贤与能，因督学的任务任重道

有关校长离开，只因他曾拒绝了好几

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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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工作繁重华文科督学要有使命感
•隆坡前华文科督学彭德生称，在

没有专人去处理，使到许多有意报

n华文科督学设立之前，中学华文

读报考大马教育文凭华文科的莘莘学

这一领域几乎是属于「真空」状态，

子，错失修读华文班的机会。

的工作。
他不讳言，这些安排及调派的工
作涉及多个单位，有时会出现乱象，

他说，根据教育法令，只要有15

有时则不如愿，尤其是国民型华文中

名学生要报读母语班，就可向校方提

学的校长调派方面，更是要谨慎处理

出开班，而督学可需扮演协调角色，

及协调。

包括处理安排师资等工作。

「因此，华文科督学必须要有使
命感，才能办好这项吃力不讨好的工

华中校长调派谨慎处理

作0」
他提到，除了本地师范大学的师

彭德生也是马来西亚华文理事

资培训，华文科督学都会配合与国内

会副主席，据该会的统计，自设立华

外文教组织，以筹划中小学华文教师

文科督学，中学华文班的开设情况曰

进修课程，包括参与汉办及留华同学

益稳定，目前我国每年在全国各中学

赴华培训的活动。

(国中及国民型中学）需开设约1100
班华文班，以应付需求。

吉隆坡前华文科督学彭德生

他补充，华小的整体情况比中学
华文班来得好，因华小有三机构及华

他提到，华文科督学另一项重要

小督学的把关，而华文科督学在华小

的任务就是做好数据统计的工作，根

的任务主要是积极掌握教育部课程发

据需求好让苏丹依德里斯教育大学培

展司、课本局及考试局的最新教材与

训专职的中学华文教师，并协助调派

政策，以确保能在第一时间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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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治標不治本

從源頭拒r洋咖J
爱谈天下事

随著中国实施「洋垃
圾」禁令后，包括大马在
内的东南亚国家成为「洋
垃圾」转移的目标，也让
「洋垃圾」成为近期备受
关注的一个名词。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
通和新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员黄
思汉表示，「洋垃圾」的定义太过
广泛，目前我国所面对的所谓洋垃
圾，多数是塑料垃圾。
他坦言，过去几个月，他接
获相当多民众投诉关于臭味或是环
境污染的投诉。
他表示，根据报告显示，上
述现象从去年杪开始，今年则曰
趋严重。
「°当中国禁止洋垃圾进口
后，这些洋垃圾就开始转向有
港口的城市，因为运输费比较便
宜。雪州和槟城因靠近港口，自
然成为目的地。」
黄思汗表示，雪州向来都有
回收及再循环工业，这些工厂都
有合法的执照，并依据条例来处
理问题，雪州鼓励这些工业的存
在，但却没有必要去接受他国的
垃圾。

關閉24大型回收廠
黄思汉指出，目前所面对的问

自中国拒收「洋垃圾」后，大马等东南亚国家正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替代垃圾场。
题是雪州政府并不知道实际的洋垃
圾进口数量，因为没有权限去处理
进口准证的问题，进口准证并不在
雪州政府的权限之内，更不在市政
府的权限。
「雪州政府也采取了好多次的
联合执法行动，过去总共关闭了24

间大型非法回收厂，但执法行动始
终是治标不治本，一些非法工厂被
取缔后转移阵地前往森美兰、霹雳
或柔佛，这显示问题还是必须回到
源头解决。」

涉及國家須解釋

他认为，洋垃圾的问题需带
上国际会议讨论，涉及的国家
有必要解释为何他们不靠自己
的能力处理垃圾，而把它们送
到其他国家，导致这些国家的
环境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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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再循環價値高才能變「黃金」
垃圾」泛指塑料、废
1
纸、金属材料等，都是
还有一定回收利用价值的材料。从
废塑料当中回收的新塑料，原料成
本比从石油提取物中直接合成新塑
料稍显便宜，一旦使用量足够大，
就能创造巨大的利润空间。
黄思汉则说，有人说垃圾是黄
金，垃圾能变成黄金，那如果垃圾
能再循环，处理妥当的话，的确能
变成黄金，反之垃圾还是垃圾，对

环境造成很大破坏。

業者多是中國人
「垃圾处理妥当，可以拿来
发电，可变成很多再循环有用的
原料，但现在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是
塑料是价值很低的垃圾，就算再循
环之后的价值还是很低，如果价值
低，业者就不会下重本去投资去设
一间有根据环境部及地方政府所定
下的规格的再循环工厂来生产或是

制造。j
「据我所知，这些低价值的塑
料当进口来马来西亚，再送到非法
工厂去处理时，只有百分之七十或
八十能再循环。至于那些不能再
循环的，业者会采用最经济的方式
来经营，很多时候是一把火把它烧
掉，因此造成环境污染。」
他也说，当中也有发觉许多
业者都是中国人，因为早期他们
都是在中国经营，当中国禁止这种

行业，他们就转移阵地到东南亚
国家，他相信大马会成为首选，最
主要的原因是语言方面，沟通会比
较容易。黄思汉表示，除了徵收税
务，当局也必须严厉监督及控制入
口准证的申请，确保拥有者必须向
其他有关的单位注册。
「这个问题已经受到州政府，
市政府及中央政府的重视，这是一
个好的开始只有各个相关单位的配
合，才很彻底解决其问题。」

民衆協助監督有問題速投報
能协助监督，一旦发现有可疑的工
圾分类在我国尚未获得国人
垃的积极响应，大部分往往都 厂可以向执法单位作出投报，当然
是将垃圾包起来就丢。
黄思汉表示，如果人民能做好
垃圾分类，相信国内的垃圾量已经
足够那些有执照或是合法的业者处
理，不需要入口国外的垃圾。
他说，对于提高国外入口垃
圾的税收是肯定有助于阻止这些洋
垃圾进口，如果徵收入口税，把成
本提高，相信这也是一个减少洋垃
圾入口我国的问题。「现在的现象
很多时候是政府在做，民众没跟著
做，雪州政府虽禁止使用塑料袋，
但并不是所有的民众跟其步伐，还
是有很多人使用塑料袋。」
「政府在做，民众也必须一起
黄思汉（中）认为，要彻底打击非法洋垃圾回收厂，必须要各政府单
位的配合。左为AIFM电台主持人黄晓涵，东方日报记者陈嘉敏。

配合，透过双管齐下，才能把环境
搞好，除了自己做好本分，民众也

要鉴定一间工厂是否非法或是合法
在经营的确有点难度，你在表面
上看到一间乾乾净净的工厂不代表
它是有执照经营的。」
他认为，最简单及最直接的方
式是若民众有嗅到难闻的臭味或看
到工厂排出污水，这代表有关工厂
没根据当局所定下的条例来操作，
民众可向环境局，县议会或市议会
作出相关的投报。
「现在投报程序很简单，最重
要是地址，或是上网将照片传给有
关当局，以便有关当局能够更有效
或更快的找到确实的地点，我们需
要多方面的配合，单靠州政府或是
市政府并不能完全阻止非法工业的
存在。」

30 Sep 2018
See Hua Daily News (Kuching),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Page: A3 • Printed Size: 191.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2,142.00
Item ID: MY0033894510
Provided for client's internal research purposes only. May not be further copied, distributed, sold or publish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copyright owner.

『楊巧雙：學生20多萬人

不關社展局幼兒園
(本报古晋29日讯）大马妇
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
巧双指出，该部不能把社会发展
局属下的幼儿园全部关闭，毕竟
它们在全马拥有超过20多万名学
生，若冒然关闭将导致现有的幼
儿园无法容纳学生人数。
她表示，本身将针对相关学
前教育问题和妇女、家庭及社会
发展部兼副首相作出反馈，特别
是政府必须把长屋及城市学前教
育问题的距离给拉近，而该部也
积极接洽州政府部门、部长及相
关单位探讨该课题。

州聯邦立場需一致
她强调，联邦和州政府在此
课题上必须拥有一致立场，大家
不可抱著政治议程，凡关於妇
女、福利及社会课题都必须公平
处理，不能说砂拉越是反对方州
属就会被差别待遇。
她今午出席砂拉越改革运动
组织举办的“爱国之日”交流会

_h,回应民众的提问时如是表
o

杨巧双也提到，福利事项在
联邦宪法下与州政府乃是共同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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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因此砂政府及联邦拥有共同
责任处理相关事务。
她也呼吁选民无需担心，联
邦政府将继续与砂拉越、沙巴及
其他州属进行沟通。

砂在福利應做更多
虽然如此，建立於砂拉越拥
有更雄厚的储备金条件下，她认
为砂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应该做
得更多
她°补充，本身与多个非政府

o

组织交流时，也多次建议非政府
组织进行永续及长期慈善活动，
例如最好的活动就是教导孩子阅
读及书写能力的活动，许多在政
府幼儿园的孩子没能力去补习，
因此在学习上落於人後，进而导
致孩子放弃学习。
她称，本身还建议相
关单位或退休人士教导这
些孩子做功课，让孩子们
能赶上学习进度。

4大马妇女、家庭及
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
巧双（右）为砂拉越
改革运动组织举办的
“爱国之日”交流会
主持开幕剪彩。左为
砂拉越改革运动组织
创办人佘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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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車主擺檔嚴厲對付「流氓」商家
加影28日讯丨加影市议会主
席莫哈末沙尤迪警告商家，需根
据条规使用停车位摆档，若被发
现以「流氓」举动驱赶车主，将
被严厉对付。
日前，鸿贸商城（Cherts
Trade Square)有民众因加班，
而未能赶在附近食店开夜市时
移车，疑因此触怒业者，而被
人「爆镜」教训。莫哈末沙尤迪
表示，较早前已跟该区的商家会
面，商讨有关事宜，主要是针对
停丰收费以及停丰位用途进行商
议，并最快会在今年内定案。
「我们体谅一些美食中心空
间小，只是一间小店不足以应付

很多客量，所以我们开放申请，
让业者能够有条件下使用停车
位摆放桌椅。前提是不能够（严
重）阻碍交通，以及根据我们定
下的条规去做事。」
「惟，车主同样拥有使用停车
位的权利，纵使超过了傍晚6时，
依然可以把车停在那里。所以我希
望彼此能互相体谅而不是使用流
氓的态度去驱赶人家。」
市议会设定该区的停车时间为
早上7时至傍晚6时，而商家被允许
在晚上7时以后，借用停车位充当
用餐地方。

須根據條規行事

他再三提醒商家，须根据条规
行事，例如申请程序、占地空间、
容纳数量及户外卫生管理等，因
当局需确保不剥削他人权益下，公
平分配资源，促业者勿挑战法治。
同时不忘告知民众若车子被恶意破
坏，可选择报警处理。
他也说日前也在该区展开取缔
行动，发现其中一间食店占用后巷
及违法扩建，故已勒令关闭并要求
即刻拆除违建部分。
被问及近来的假酒风波于雪
隆一带活跃课题，他坦言，碍
于当局并没有相关专业部门，以
过，市议会已在本月26日，在士

毛月一带调査6间卖酒店铺是否
拥有合法酒牌，以协助减少卖假
酒风险，而有关行动也会在其它
地区陆续进行。
另一方面，莫哈末沙尤迪也宣
布明年当局财政预算收入为2亿100
万令吉，而预算开销是2亿800万令
吉，象徵赤字达700万令吉。
他强调，有关数字对积极发展
的社区来说仍在控制范围，而且还
可以透过当局的储备金以及向州政
府借款，减低赤字。
此外，他说今年的门牌税收入
约为1亿100万令吉，目前第一和第
二季度已收取约70%的税收，预计
年底能够达到90%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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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還税務罰單更方便

多區設EZ-Pay流動櫃檯
(八打灵再也30日讯）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将于
10月1至31日，早上10时至下午3时在多个地区开设
EZ-Pay流动柜台。
灵市政厅发文告指出，流动柜台是为了让市民
更方便缴还税务或罚单，可选择邻近住家的流动柜
台，而不需特别前往市政厅大厦。
任何疑问，可致电灵市政厅(03-7956 3544，
分线101/103/104/106/109 )询问，或浏览脸书
(@petalingjayacitycouncil )、推特或Instagram

(@pjcitycounci )
EZ-Pay流動櫃檯時間表
曰期
10月1日至7日
10月9日至14日

10月15日至17日

地点

SS 24 (靠近美嘉园巴刹）
SD12/1 (靠近麦当劳快餐店与
Petron油站)
PJU 8 /9 (花乐白沙罗组屋区，
靠近祈祷室>

10月20日至21日 PJU 8 /9 (花乐白沙罗组屋区，
靠近祈祷室>

10月22日至28日 PJU10 (白沙罗达迈，靠近
麦当劳快餐店与蚬壳油站>

10月29日至31日SD12/1 (靠近麦当劳快餐店与
V
Petron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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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在舞狮队的

根登中秋晚會
I

明、蔡佩颐及沙勒

•干人fe燈遊柯胡T ; 右二起为颜

^

1

^
^

|
^
贝倪与阿兹曼。

(轰埠30日讯）由根登村委会主
办，轰埠州议员沙勒胡丁与士拉央市
议员拿督阿兹曼联办的“万家团圆庆
中秋”晚会，逾千各族民众在舞狮队
敲锣打鼓下，•同提灯游村。
根登新村村长胡水明指出，希盟
努力了10年，终在本届大选首次从国
阵手中赢得轰埠州议席，让今年的中
秋节分外有意义。

移交火灾灾民1.2万
“在沙勒胡丁的号召下，今年
有更多的巫裔同胞参与，并对燃放
孔明灯许愿及提灯笼吃月饼等传统表
现出强烈的好奇心和兴趣，让村委会
感叹反而华裔子弟越来越忽视传统节
日°”
他说，自308雪州变天以来，村

委会便不间断地举办提灯庆中秋活
动，以完成传承传统的使命。
胡水明在会上将社团、热心人
通过村委会所捐助的1万2330令吉义
款，在沙勒胡丁的见证下，移交给根
登大火灾灾民何耀昌（夜市小贩）一
家六口。
何家位于根登新村的祖屋于8月
28日因电流短路引起火灾，事发时何
氏夫妇在万挠李金狮村的夜市摆档。
当时年仅14岁的长女淑仪在救火
失败后，临危不乱地抱起仅有1岁的
小弟家辉，拉着11岁的妹妹祖仪和7
岁的弟弟家豪逃出火海，获社会人士
赞扬。
出席晚会的嘉宾尚有前任万挠州
议员颜贝倪和公正党士拉央市议员蔡
佩颐忍

Page 1 of 2

移交给何耀昌 家I六口。
胡丁的见证下，将模拟支票

•胡水明 左(一一起 在)沙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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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种30日讯）雪州行政议员
黄思汉指出，雪州严打洋垃圾非法
工厂，并将“看一间，关一间”，
直到所有没有执照的洋垃圾非法工
厂“消失”为止.a.

也是金銮区州议员的黄思汉昨晚
在“新政新希望，全民庆中秋”活动上
表示，在接获瓜冷地区居民的投诉后，
已联合各政府单位采取执法行动，在过
去两二个月，共关闭24间洋垃圾非法工
厂，以及逮捕55名非法外劳。
他指出，执法行动将会持续进行， •众嘉宾与金銮先锋队成员合影。站者左四起为叶志明、黄思汉、李佩芸、黄基
惟单靠地方政府的执法行动并不能有效 全、莫哈末朱古纳因、黄小真、叶国荣及彭康贤。
阻止洋垃圾厂的设立，而自从雪州严格
执法后，这些洋垃圾工厂的经营者已转
移阵地，到森美兰、柔佛及霹雳，因此
要控制洋垃圾，必须从源头下手

BJBHB，，
黃思漢：嚴打洋垃圾工廠

一

a-s

#思汉说’必须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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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丨..丨•'、丨丨,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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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让洋垃圾轻易从

I
w™»si

丨
2

港口进人我国，尤其雪州因为
制
靠近港口，成为首个受害的州
洋 属°
此外，他认为，洋垃圾不
只是雪州或大马的问题，而是
圾
国际性课题，因此需要藉由外
入 交部的协助，把有关课题带到
联合国讨论。
“我们要质问发达国家，
准
如美国、纽西兰、英国、澳洲
及R本等，他们为了保护环
境，把垃圾输出到发展中国
家，但却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环境。”
他也谴责这些发达国家的做法，并指
垃

P

證

他们比起发展中国家，更有能力及技
术来处理好他们自己的废料

现场派3千固本

•左图：小朋友点
蜡烛提灯笼，玩得
很开心。
•右图：黄基全
(右）与黄思汉欣
赏环保灯笼制作比
赛的参赛作品。

“新政新希望，全民庆中秋”活
动是由金銮州议员服务中心、梳邦国 •环保灯笼制作比赛公开组得奖者与嘉宾合影[
会议员服务中心及梳邦再也市议会第 右四起为黄小真及梅哈纳登；左三为李佩芸。
16区居委会联办，现场派送3000张每
张价值8令吉的固本给民众，吸引逾
4000人参与其盛> 现场也进行环保灯
笼制作比赛，共设3个组别，即小学
组、中学组及公开组，参赛者无不发
挥创意，展示精美灯笼。
金銮先锋队（Unit Tindakan
Kinrara )也在会上正式推介，并由梳
邦再也市议员叶国荣担任队长，副队
长则是叶志明及李佩芸。
其他出席者包括梳邦再也市议会
副主席莫哈末朱古纳因、梳邦再也市
议员梅哈纳登、黄小真及金銮州选区
事务主任彭康贤。
•参与环保灯笼制作比赛的参赛者发挥无
限创意，制作精致美丽的灯笼。

邦国会议员黄基全指
梳出，他的新服务中心

^将于今午正式开幕，与黄思汉
服务中心只有100公尺距离，选
日g民可丨：门寻求协助。
他说，该服务中心将有6名
律师提供服务，若选民面对法
Cfa律问题，或关于市议会的问题
可上门求助，他们会尽力提供
“最好的服务。他表示，该服务

m
I
m中心的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
M时至下午5时；每逢星期三晚上

io

8至10时则开放会见选民。
他也说，他将继续推动反腐败和
施政改革，希望人民要有耐心，给予
时间政府解决财务问题，并会在W月
推出明年度的财政预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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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童教育不能只到12歲”
楊巧雙：需加強相關法律
(沙亚南30日讯）妇女、家
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指
出，通过和一些单位进行会议得
出结论，孩童的教育不能仅停留
在12岁，因此建议加强这方面的
法律。
她今日发文告指出，这是她
受委副部长后，首次到砂拉越进
行官访，并召开有关结婚习俗的
会议，以从伊斯兰法及习俗的角
度了解童婚课题，及了解砂拉越
未成年婚姻的真正情况。
她指出，会议的结论是建议
加强法律，孩童的教育不能仅停
留在12岁，这除了可以建立及改
善家庭经济，也有助这些孩童走
出贫困。
她说，学校应该举行醒觉
运动，或通过应用程式及社交媒
体，不仅是提供孩童在这方面的
醒觉，更重要的是让父母了解，
允许孩子年龄太小的时候结婚，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沙砂丹未成年结婚最多
另外，杨巧双今天出席2018
年蒙福少年城毕业典礼后召开新
闻发布会时指出，沙巴、砂拉越
及吉兰丹是未成年结婚个案最多
的州属，此问题涉及范围广大，

包括贫穷及缺乏性教育，因此需
以多角度介入方能克服未成年结
婚问题。
“提及未成年结婚，许多民
众都会联想到40岁男子与11岁女
童结婚，往往不会联想到未成年
怀孕问题。”
她说，习俗婚姻在沙巴及砂
拉越非常常见，因此需持续与有
关州属密切联系。
她表示，该部将探讨把结
婚年龄提高至18岁，收集数据后
先与各州首长及州务大臣商讨此
事，由后者带上州议会辩论，再
带入内阁修改非穆斯林结婚最低
年龄，并同步进行醒觉运动。

拨5万给蒙福少年城
另-方面，杨巧双说，随中
央拨款金额减少，蒙福少年城所
获得的津贴也逐年减少，今年仅
获得1万3600令吉，因此他们需向
民众筹款以应付800万令吉的营运
费用。她以副部长身分宣布拨款5
万令吉。
蒙福少年城理事会主席陈志
仁致词时说，该校经常被误认为
青少年改造学校，但实际上是为
边缘少年提供技职教育与训练课
程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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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衛星市草满是对
(巴生30日讯）巴生新城区州议员
拿督邓章钦巡视巴生卫星市双溪普鲁
14B路大草场后捎来好消息，宣布先拨
款4万令吉提升该草场休闲设备，让地
方居民有机会休闲及运动。
该草场20多年来未曾获提升任何设备，
而且也疏于照顾，导致草地窟窿处处，如今
终于获政府发放4万令吉拨款，用于建设草
场运动器材、休闲长凳及儿童游乐设施。
也是雪州行政议员的邓章钦说，卫星
市共有11个不同大小面积的草场，若要同步
提升确实不易，因为市议会拨款有限，只能
-步步来，视个案急缓程度来进行提升和维
修。
•陈如坚（左
起）、严玉
梅、邓章钦及

窟窿问题由市会负责
“至于双溪普鲁14B路草地窟窿问题，
得交给市议会去负责，我会要求‘领养’这

黄智荣与卫星
市居民品茶1
讨论地方民生
课题，右二是
杨文登。

个地区的市议员黄智荣跟进此事，向市议会
申请拨款来铺沙，使草地变得平坦，让居民
安全行走在草皮上。然而，这项工作需要_ 段时间安排，因此促居民稍安勿躁。”
他周R早上对记者指出，他也会向相关
承包商了解铺沙价格，若费用不高，不排除
会使用自己的选区拨款来铺平草场，至少不
用苦等市议会动工，惟_ •切将视进度而定。
“为了在接下来日子全面提升卫星市草
场，我们现在先从双溪普鲁14B路大草场做
起，打造模范草场，就像永安镇休闲草场_ 样，以成为_ •个参考蓝本。”
他说，可是，要做好草场包括设备，当
地居民也要多加配合，勿在草场上栽种任何
大型植物、扫集枯枝和枯叶后放_ •旁等垃圾
承包商上门清理及勿公开焚烧塑料瓶罐等，
要提高基本环保知识。

“

，杨文登（左
起）向黄智
荣、邓章钦及
严玉梅投诉草
场窟窿处处的
问题。

章钦表示，当
地居民已打造

勿擴大草場休閒區範圍

的草场休闲区最好保持并且照顾卫生即可。陪员陈如坚、严玉梅及居
现状，勿再扩大范围’同巡视者包括巴生市议民代表杨文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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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卫星市双溪普鲁14B路大草场将获邓章钦拨款4万令吉，提升休闲设
备，让地方居民有机会休闲及运动。

Page 2 of 3

，市议会设告示牌，禁止任
何人在草场上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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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卫星市居民协会将办23周年和巡逻队3周年纪念暨筹幕会员子女奖励金联欢
晚宴。前排左起为郑进纪、柯振祥、陈丽丽、陈宝福、庄国兴、陈明宗、黎金桥
及彭建华。
(巴生30日讯）由陈宝福领
导的巴生卫星市居民协会宣布，在
各界热心士的鼓励和大力支持下，
该会将于10月7日（星期日）晚上7
时，在巴生皇城会展中心举办的庆
祝成立23周年和巡逻队3周年纪念
暨筹幕会员子女学业奖励金联欢晚
宴已突破125席，反应热烈。
他补充，巴生区国会议员查
尔斯已答应出席主持晚宴开幕礼，
并且有6名热心赞助人出任鸣锣嘉
宾，14人击鼓及35人剪彩。
他说，当晚的嘉宾将包括代
表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巴生
市议员黄智荣、伍醒罱、严玉梅、
陈如坚、纳登、布崙斯、巴生北区
警区主任马兹兰、巴生居民协会联
合会新任总会长梅英权及社团领袖等
他指出，晚宴开放给各界人士 尤
其是巴生卫星市居民参与和支持，同时

巴
生
衛曰
星
市年
居
協宴

也可以让大家互相认识和交流。
凡捐献3000令吉以上受邀成
为大会鸣锣人（获赠宴席一桌），
1500令吉受邀成为大会击鼓人（获
赠宴席一桌），1000令吉受邀成为
大会剪彩人（获赠宴席‘桌），餐
券一张70令吉（每桌700令吉）。

‘‘見

有意捐助晚宴经费或购券
者，可联络票务主任陈丽丽（019355 7522 )、吴永成（019-324
8981 )或总务庄国兴(019-216
9002 )。

破
125播短片倡和谐相处

他指出，会上将推介该会和
巡逻队录制的“和睦相处，守望相
助”短片。

jSF
lrT,

出席新闻发布会者包括副主席陈明
宗、总务庄国兴及财政柯振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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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动党大港
港口支部与双
溪班让支部欢
迎民众踊跃出
席政治讲座。
坐者左起为谢
诗庆、谢愈
添、谢美成、
佘克顺、谢喜
茂及谢敬兴。

“新政府、新希望”講座

日舉行歡迎參加

18

(巴生30日讯）行
动党大港港口支部与双
溪班让支部将于10月18
日（星期四)晚上7时，
在大港群华海鲜楼举办
“新政府、新希望”政
治讲座会。
大会主席佘克顺召
开新闻发布会时指出，
主办此政治讲座会的目
的主要是民众了解国内
政治情况、新政府的政
策及雪州政府的各种福

利等

目标筹10万基金
他说，同时也藉此
平台筹募搬迁新会所与
活动基金，目标是10万
令吉，希望获得民众的
支持，
“当晚的主讲嘉宾
包括国防部副部长刘镇
东、雪州议长兼适耕庄
区州议员黄瑞林、雪州
行政议员黄思汉、万津

州议员刘永山及双溪比
力州议员刘天球“”
他说，当晚的政治
讲座会以售票的方式进
行，凡捐赠一席（300令
吉）者，可获3张餐券；
捐赠2席者则可获5张餐
券与担任剪彩人；每张
餐券则是50令吉。
出席者包括筹委会
主席谢美成、财政谢喜
茂、委员谢诗庆、谢愈
添、谢敬兴、谢丽云及
梁秀梅@
欲知详情者，可
致电佘克顺（012-203
7021 )或谢美成(012288 0267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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