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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hun 2020 lebih getir, kata
Abdul Khalid
SHAH ALAM - Rakyat dijangka akan menghadapi
cabaran getir bermula tahun ini.
Bekas Menteri Besar Selangor, Tan Sri Abdul
Khalid Ibrahim menerusi status dimuat naik dalam
akaun Facebooknya berkata, 2019 merupakan tahun
mencabar dalam semua kategori termasuk politik dan
sosioekonomi.
Menurutnya, berdasarkan keadaan ekonomi dan politik masa kini yang tidak menentu, beliau beranggapan
majoriti rakyat terpaksa berhadapan cabaran getir.
“Pada Oktober lalu di Singapura, saya pernah menyatakan kerisauan tentang perkembangan politik
Malaysia yang celaru dan menjurus kepada ketidakstabilan.
“Bertambah malang apabila
kerajaan hari ini gagal mempamerkan pentadbiran telus dan
cekap sehingga menjejaskan
polisi serta program kebajikan.
Malah kerajaan negeri yang
termaju dan terkaya juga tidak
mampu meneruskan
pelbagai program
yang telah dimulakan pada tahun
2009 untuk menolong golongan isi rumah
berpendapatan
ABDUL KHALID
rendah (B40),”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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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ar lapan juta pelancong ke Selangor sempena TMM2020
SUBANG - Kerajaan Selangor menyasarkan lapan juta pelancong dalam dan
luar negara ke negeri itu dengan perolehan RM15 bilion sempena Tahun Melawat Malaysia 2020 (TMM2020)
Exco Kebudayaan dan Pelancongan,
Peradaban Melayu dan Warisan Selangor, Datuk Abdul Rashid Ashari berkata, 16 program utama membabitkan
peruntukan RM9.7 juta disediakan bagi
tujuan promosi TMM2020 sepanjang
tahun ini.
Menurutnya, kerajaan negeri yakin
jumlah sasaran itu mampu dicapai melalui empat produk utama pelancongan
di Selangor.
“Selangor mempunyai banyak produk
unik termasuk eko dan agrotourism, perubatan, pendidikan dan sukan antaranya
Sky Mirror, kelip-kelip Kuala Selangor,

Selangor Fruit Valley.
“Pelancongan perubatan turut mendapat tempat khasnya di Selangor. Sebuah pusat perubatan di Subang Jaya
telah menerima anugerah fasiliti terbaik
Asia Pasifik. Sebanyak 80 peratus daripada 500,000 adalah pesakit luar negara,” katanya pada Majlis Sambutan Selamat Datang sempena TMM2020 di
Terminal Subang Sky Park di sini semalam.
Turut hadir Pemangku Pengurus Besar Tourism Selangor, Mohammad Zaim
Mohammad Nashir.
Pada Majlis Sambutan Selamat Datang sempena TMM2020, kumpulan
pelancong yang tiba di Terminal Subang
Sky Park disambut dengan paluan kompang dan penyerahan cenderahati dodol
serta kain batik.

Abdul Rashid (tiga dari kiri) berada di Terminal Subang Sky Park menyambut ketibaan pelancong
sempena TMM2020 di Subang se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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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capaian luar biasa
Selangor tutup tirai 2019
dengan prestasi cemerlang
Oleh NUR FARHANA ABDUL MANAN

SHAH ALAM

S

elangor direkod menutup
tirai tahun 2019 dengan
beberapa pencapaian luar
biasa termasuk mencatat
hasil pelaburan sebanyak RM16.4
bilion melebihi sasaran RM10
bilion sebelum ini, kata Menteri
Besarnya,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Beliau berkata, di peringkat kerajaan negeri, beberapa jabatan
termasuk dua pejabat daerah dan
tanah, dua badan berkanun, dua
agensi serta tujuh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juga berjaya mencapai prestasi cemerlang.
Menurutnya, kesemua 13 jabatan itu menunjukkan gerak kerja
sangat baik dan tugas dilaksanakan

dengan penuh amanah dan berintegriti sehingga mendapat pengiktirafan Jabatan Perkhidmatan Awam
(JPA) serta Suruhanjaya Pencegahan Rasuah Malaysia (SPRM).
“Hasil pelaburan yang tinggi
diperoleh tahun ini membuktikan
visi Selangor Negeri Pintar Utama
Serantau berada dalam genggaman.
“Dengan tema Selangor Negeri
Unggul, Kehidupan Bermartabat,
beberapa strategi digariskan
dalam Belanjawan Selangor 2020 sebelum ini,”
katanya menerusi perutusan tahun baru semalam.
Beliau berkata, inisiatif lama seperti
Skim Peduli Sihat,
Skim Air Darul Ehsan
dan juga Skim
Mesra Usia
Emas dijajarkan semula dan
diperkasa.

Menurutnya, beberapa program
inovatif turut diperkenal termasuk
biasiswa Selangor BITARA, Inisiatif Roda Darul Ehsan (RiDE) dan
lain-lain untuk manfaat rakyat.
Katanya, Dasar Kelulusan 100
Hari yang bakal dilaksanakan turut
akan mempermudahkan dan menyaksikan ease of doing business
di Selangor yang bakal mengekalkan negeri sebagai tempat teratas
destinasi pelaburan utama di Malaysia.
“Begitulah serba sedikit apa
yang akan kita alami nanti.
“Marilah kita memandang
ke hadapan, melangkah
bagaikan ‘bunyamun marsus’
barisan yang teratur rapi,
seolah-olah bangunan yang
tersusun kukuh bagi
mencapai iltizam menjadikan Malaysia
sebuah negara
AMIRUDIN
terus membangun secara
mampan,”
katanya.

Headline
MediaTitle
Date
Section
Page No
Language
Journalist
Frequency

Settle assessment bills, MPS warns defaulters
The Star
02 Jan 2020
Color
Metro
Circulation
1,4
Readership
English
ArticleSize
GRACE CHEN
AdValue
Daily
PR Value

Full Color
175,986
527,958
475 cm²
RM 23,905
RM 71,715

BE WARNED

Selayang council
urges property
owners to settle
assessment
bills or face the
consequences
>4

Settle assessment bills,
MPS warns defaulters
Ultimatum issued to errant property owners who risk having assets seized
By GRACE CHEN
gracechen@thestar.com.my

PAY up or Selayang Municipal
Council (MPS) will seize your movable assets.
This was the ultimatum given by
its president Shamsul Shahril
Badliza Mohd Noor to assessment
defaulters during the full board,
meeting.
He said this was according to
Section 148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Act 1976 which empowers local
authorities to enter any house or
building during the day to seize
movable assets to offset arrears
owed by the property owner
Shamsul said MPS began issuing
arrest warrants to owners with
arrears of RM200 and above from
Oct 1 last year. So far, from the
27,492 warrants issued.
"MPS will visit residents or owners who fail to settle their assessments after seven days of receiving
the warrant.
"Our enforcement unit will seize
movable assets amounting to the
arrears owed and we will do this on
a weekly basis," said Shamsul.
The seized assets will be auctioned off by licensed auctioneers to
recover what was owed to MPS.
Three auctions have since been
held at the MPS building last year.
Items seized and auctioned off
included furniture, electrical items
and factory machinery.
As of Nov 30, MPS collected
RM98.9mil in assessment from property owners. Shamsul said this
accounted for 96% in its assessment
revenue of RM103mil for 2019.
The areas of Sri Gombak,
Selayang and Batu Caves were

MPS enforcement officers will seize movable assets amounting to the arrears owed by the owners. - Filepic

named the biggest assessment revenue churner for the municipality
with 60% of the collection obtained
from these areas.
Latest records showed that
RM5.5mil had been paid up of the
RM7mil assessment amount owed.
Citing vacant properties and land
as the main cause for default in
assessment payments, Shamsul said
the council put up notices at empty

lands and premises according to the
law to empower MPS to auction the
property in case of non- payment.
As of Nov 30 last year, 5,207 Form
H notices were issued of which
2,550 were put up.
Stressing on the seriousness of the
situation, Shamsul said the council
took action against a company of
leasehold land lots in Rawang by
auctioning a house, located on the

property, last September.
Assessment arrears for these lots
amounted to RM700.000.
Shamsul said property owners
whose premises or lands had been
left vacant for more than six months
were eligible for a remission of not
more than 10% of the assessment
tax provided and they could settle
all owing assessment arrears before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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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s many attractions to draw eight million tourists

Abdul Rashid greeting tourists at the arrival hall in SkyPark Terminal,
Subang in conjunction with Visit Malaysia 2020.

SELANGOR is expecting eight milli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ourists this year, with a projected
tourist receipt of over RM15bil.
Selangor culture, tourism, Malay
customs and heritage committee
chairman Datuk Abdul Rashid
Asari said this to the press after
welcoming passengers at the arrival hall of SkyPark Terminal in
Subang (also known as Sultan
Abdul Aziz Shah Airport) yesterday.
Passengers departed from the
Seletar Airport in Singapore.
They received a rousing welcome to the sounds of kompang
and were gifted with batik scarves
as well as a goodie bag that contained dodol (a traditional sticky
dessert).

Abdul Rashid said that although
Selangor ranked third after Sabah
(first) and Penang (second) for the
most number of tourists, Selangor
had the highest amount of tourism
receipts in 2018 at RM13.2bil.
"It is estimated that 500 to 600
tourists will be arriving at the
SkyPark Terminal today (yesterday)
and we expect the number to
increase in the days to come.
"In conjunction with Visit
Malaysia 2020, we have 16 programmes lined up for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tourists,"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data (for tourism
receipts) for 2019 would only be
available in four or five months'
time.
According to Abdul Rashid,

Selangor has many unique tourism
products across the sectors of eco
and agro-tourism, med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tourism.
"Sky Mirror is the current most
popular tourism attraction. There
is also the fireflies and Fruits Valley
in Kuala Selangor.
"As for medical tourism, we have
hospitals and medical specialists in
Selangor that offer facilities and
unique treatments at an affordable
price," he highlighted.
He said RM9.7mil will be allocated for tourism from the Selangor
Budget this year.
The welcome ceremony was held
at 22 arrival halls and selected locations nationwide. — By OH ING
Y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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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ts in Sg Buloh want broken street lights fixed
By ALIA IZZATI
metro@thestar.com.my

SOME 50 residents in Taman Sri
Putra 3 in Sungai Buloh are afraid
for their safety, especially at night,
as a result of broken street lights in
the neighbourhood.
Residents are worried of crime
sprees that might occur if the problem was not addressed soon.
Annie George, 54, said they forwarded their complaints to the

Housing and Local Government
Ministry's Public Complaints
Bureau.
"We have not heard anything so
far about this matter.
"We are scared to go out at night
because of the poorly lit roads" she
said. Choi Hing Leong, 62, is concerned that they might have to
spend the upcoming festive season
without sufficient lighting, while
Vincent Ng Tuck Kong, 66, urged the
relevant authority to look into the

matter immediately.
Residents have also forwarded
their complaints to the Selayang
Municipal Council (MPS).
MPS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department deputy director Ahmad
Fauzi Ishak in a statement said the
developer should consult Tenaga
Nasional Berhad (TNB) on the matter.
In a letter from MPS to the
developer dated Oct 29 last year,
it stated that the electricity cut off

by TNB.
"You (developer) did not arrange
for the transfer of the account name
to us (MPS).
"We request that you (developer)
transfer the name of the two
accounts involved and settle any
arrears," the letter read.
Annie said the residents should
not suffer from any bureaucratic
mishap.
"We the residents are suffering
from the consequences," s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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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h aid for 401 Selangor schools
RM4.5mil disbursed under programme to fund repair works and facility upgrades
SELANGOR presented 401 schools
with cash aid of more than
RM4.5mil.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lor
Lee Jen Uyin said the school aid programme which started over five
years ago, was to help provide funding for repair works and improvement to school facilities.
"The schools can apply for funds
for the programme every six
months.
"The committee will then evaluate applications based on the size of
the schools to decide the funds they
get," said Lee.
Kota Damansara assemblyman
Shatiri Mansor attended the cheque
presentation ceremony as 15
schools had been chosen to receive
the funds.
"The amount of funds they
received was between RMS,000 and
RM20,000 depending on their
needs," said Shatiri, hoping that the
programme could be extended to
more schools.
"I want to let everyone know
about this programme so next year,
all eligible schools are informed and
can put in their applications," he
said. — By MINNOW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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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tiri (fifth from left) at the aid handover ceremony with Kota Damansara school represent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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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warded for keeping premises clean
Annual council event recognises Klang businesses with cash prizes and trophies
By BRENDA CH'NG
brenda@thestar.com.my

SOME 40 awards were given to
owners of clean public eateries and
toilets in Klang in a bid to raise
awareness on the importance of
cleanliness in the township.
Organised by the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the
annual event saw winners going
home with cash prizes up to
RM1,000, certificates and trophies.
Winners were chosen based on
four categories - franchise, air-conditioned restaurants, council-owned stalls and school canteens.
For the clean toilet award, the
winners were categorised within
council-owned toilets, council hall,
petrol stations and shopping malls.
"We checked all the eateries
many times including 91 toilets
before the winners were selected,"
said MPK health department head
Azmi Muji before handing out the
awards at a ceremony at Dewan
Hamzah in Klang.
He said 51 eateries were shut

SMK Tengku Ampuan Rahimah Klang canteen owner Noordiana Mohd
Noor (second from right) receiving her prize for the 'Cleanest School
Canteen' from Elya Marini.

Siti Adawiyah Ibrahim (second from right) accepting the prize for
the 'Cleanest Council-owned Stall' from Elya Marini.

down last year due to uncleanliness, unsanitary food handling and
having traces of rat urine or droppings.
"We hope this contest can be a
platform to promote hygienic practices among eateries and public toilet operators.

She added that MPK was doing
its best to raise awareness and
inculcate hygienic practices among
restaurant operators.
MPK is also running a cooking
oil recycling progamme, which has
been ongoing since 2016. It has
successfully collected 73,808kg of

MPK deputy president Elya
Marini Darmin who presented the
awards urged restaurant operators
to practice cleanliness at all times.
"According to the Selangor
Health department, there were six
food poisoning cases recorded in
Klang last year (2019)," she said.

used oil from eateries in Klang.
"All operators should cooperate
and practice proper food waste disposal, and not just dump it into the
drains or rivers nearby.
"Failing which, it will cause the
drains to be dirty and clogged
resulting in floods," s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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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嘉隆1日讯）瓜拉冷岳县议
员洪友亮日前在仁嘉隆默拉迪花园
(TAMAN MELATI)主办预防骨痛热
症运动，以唤醒居民，在年尾雨
季，骨痛热症病例一般上会有増加
这&活动获得村长洪平进，仁嘉
隆乡管会，瓜冷县议会及达鲁益山
集团（KDHB)，一起配合在该花园
进行清理非法垃圾，沿户检查住宅
区周围和公园，避免黑斑蚊滋长及
派发蚊药。
洪友亮也是瓜冷县第九区县议
员。他呼吁村民，采取必要步骤，
防止黑斑蚊繁殖，预防骨痛热症。
濱海新聞專線
他促请民众，每周用1〇分钟的时
03-33435977
间，确保住家范围和周围环境，没
有任何可供黑斑蚊繁殖的场所，比
■瓜冷县议会及
如空罐、瓶子等都要被清除，也确
KDEB公司，清理非
保家里面有水的地方，比如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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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嘉隆默拉迪花園

辦預防骨痛熱症運動
冰箱、桶，旧轮胎等，没有黑斑蚊
繁殖。这些有水的物品最好都要封
盖起来，或是放置灭蚊药。

政府與人民配合
“黑斑蚊肆虐带来的结果就是骨
痛热症，为了避免患上骨痛热症，
灭蚊行动刻不容缓。”
洪平进村长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
努力，让周围环境，包括住家，学
校等，没有黑斑蚊繁殖，减少骨痛
热症病例。村民也应确保住家四周

没有积水处，让黑斑蚊没有繁殖的
场所。
“预防蚊症，人人有责，政府和
村民的配合是不可或缺的。”
他呼吁村民应管理好住家的环
境，并认识骨痛热症的症状，一旦
身体出现相关症状时，及时求医，
及早发现疾病和接受治疗能保住你
的性命。
他说，没有人希望成为蚊症的下
一个受害者，因此村民与政府须合
作，同心协力共同对抗黑斑蚊。

法垃圾。

一

■仁嘉隆乡管会派发蚊药给居民，右起为洪平进及洪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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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都拉昔

撥970萬推廣旅業
雪政府設下3目標

(梳邦1日讯）掌管旅
游、马来习俗与遗产事务
行政议员拿督阿都拉昔指
出，雪州政府今年设下800
万游客、150亿令吉游客消
费、2500万旅游税的目标。
他说，州政府今年预算
案中拨款9T0万令吉推广雪
州旅游业，同时在国内外
制定16项旅游推广活动，
希望吸引更多游客莅临。
他指出，2020年是旅游

大马年，大马旅游局的目
标是3000万游客人次，及
1〇〇〇亿令吉的游客消费。
他说，在雪州方面，他
们设定的目标是800万人次
及150亿令吉消费的目标。
“根据统计，2018年游
客在雪州的消费达到132
亿令吉，是全国最高的州
属，沙巴砂拉越则紧随在
后。”
他指出，在20 18年在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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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旅游税收也达到2060
万令吉，紧随沙巴与槟城
之后，位居全国第三。
“雪州旅游大致分为4
种，包括生态旅游、医疗
旅游、教育旅游与体育旅
游，我们拥有优美的自然
环境、优秀的医疗服务，
可吸引许多国外游客。”
他今日配合旅游大马年
首曰，前往梳邦机场，派
送纪念品给国内外游客
后，如是指出。
他说，梳邦机场今曰估
计有500至600名游客入境。
“今天是旅游大马年的
第一天，希望未来的曰
子，游客会日渐増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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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登街頭跨年派對

逾千人倒數
(沙登1日讯）逾千人齐聚沙登新
村，一起倒数，送2019年，迎2020
年！
“2020年沙登街头跨年派对”是由
蒲种国会选区服务中心、沙登社区
服务中心、梳邦再也市议会第21至24
区、沙登新村村委会，以及梳邦再
也地方青年推动委员会第21至24区主
办，昨晚在沙登新村SK6/1举行。
逾千名来自沙登新村、附近一带
的居民，前往现场，
一起迎接2020年的到
来，蒲种区国会议员

哥宾星和史里肯邦安区州议员欧阳捍
华也出席参与其盛。
主办单位尽心思策划各项活动，包
括乐队演唱、舞蹈表演、扯铃比赛、
游戏环节等。
乐队演唱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与经
典歌曲，带动观众一起唱响沙登新
村；而舞蹈员身穿一身雪白的舞蹈服
装，在灯光的照亮下，加上优雅的舞
姿，犹如仙女下凡。
此外，扯铃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
组及公开组，参赛者们的扯铃技巧非
凡，大家奋力使出绝招，展示独有的
风格，让这场竞赛成了震撼人心的表

演。
由于比赛过于精彩，所有参赛队伍
的实力旗鼓相互当，所以在评审评分
及公众投票环节时，让大家感到很懊
恼，难以定出胜负。
另外，游戏环节方面则邀请现场观
众到舞蹈上参与，为现场进行破冰，
而大家的笑声与欢呼声，使全场气氛
陷入高潮的状态。
在主持人及工作人员的引领下，观
众在跨年派对结束后，有秩序处理善
后工作，并将椅子叠起来送上罗里，
在民众的极力配合下，该跨年派对成
功且圆满落幕。

■与亲人一起出席跨年倒数
活动，有助促进亲子关系，
共同感受跨年的热闹气氛。■欧阳捍华（中）移交奖金模型支票给扯铃比賽的冠军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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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政府打造更和諧社會
(沙亚南1曰讯）雪州
政府在2020年的目标，
将继续施政不分种族、
宗教或肤色，打造一个
更和谐的社会。
雪州行政议员凯鲁丁
昨晚在雪州政府跨年倒
数庆典致词时指出，雪
州政府的责任，是亲近
和造福州内各阶层的子
民，而这是州政府致力
朝向的目标，要促进和
加强这方面理念，促成
全民团结。
他以“雪州跨年倒数
庆典”为例指，这是州
政府常年活动，旨在提

倡和鼓吹举办有益身zl、
的大型活动，让各族子
民一起参与。有别于往
年，这次大会在节目上
改变极大，将保守讲座
改为具特色和有趣的表
演，通过嘉年华方式吸
引更多年轻人加入。
“倒数庆典可为所有
人提供传达信息和娱
乐，州政府以现今社会
的需求，通过包容、轻
松及加入娱乐元素呈
献。多项节目为青少年
制造一个融入社区的平
台，希望他们能通过更
有意义的活动，来迎接

2020年。”他表示，从
2020年开始，2019年所
发生的_切已成过去，
应化为一股力量，带领
大家继续成长，改进不
足之处，确保雪州不断
蓬勃发展，自我超越。
上述跨年倒数庆典于
沙亚南独立广场从下午
4时开始举行至午夜，_
系列节目有各语言音乐演
出、各族文化表演及趣味
比赛，如航拍、篮球、足
球、陀螺及线上游戏等，
吸引约5万人参与。至午
夜12时，现场还燃放5分
钟烟火，在场者纷纷拿起
手机拍照留念|共同迎接
2020年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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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電流短路

冼都巴刹8攤檔燒毁

■消拯员接报，第一时间赶往现场灭火。

(八打灵再也1日讯）2020
年新年元旦前夕，经营了半世
纪之久的冼都巴刹疑是电流短
路引起一场大火，造成8个摊
档被烧毁，所幸消拯队快速灌
救，火势及时扑灭，未造成任
何伤亡。
据消拯队指挥官莫哈末再因
说’该局于昨晚9时33分接获
投报，先后调动来自冼都、汉
都亚、金地花园、鹅唛南区及
蒂蒂旺沙消拯局的5辆消防车
及25名消拯员到场救火。
他说，消拯队抵达现场时发
现火势非常猛烈，已有一排小
贩摊档陷入火海，火势于10分
钟后受控制，至晚上10时2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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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扑灭0
莫哈末再因指出，火患没造
成任何伤亡，损失有待事主估
计，消拯局派出鉴证组到场调
查起因。记者今午走访巴刹现
场，发现部分小贩照常营业，
不过被烧毁的8间熟食、杂货
和服装店的巫印裔档主因无法
营业，聚集在巴刹似在讨论对
策。据知，吉隆坡市政局官员
今早已到灾场视察，并在火灾
现场围起黄色警戒线。
一名不愿名字见报的华裔椰
浆生产档主说，其店铺虽没遭
火舌吞噬，但烧毁了电线，他
们无电供而没法开工出货，蒙
受数千令吉损失。(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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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批准建消拯局

楊巧雙鼓勵居民戶外運動

級50萬握齋29公B
©©©©丨四岩沫
報道►鍾可婷攝影►黃玲玲

拿督斯裡葉僑強（泗岩沫國會選區第一區居民代表委
員會主席兼Davinia居民協會主席）
“第一区居民代表委员会与杨巧双
及其团队维持良好合作关系，以尽力改
善该区面对的民生问题及基设。
我们开心的是，自杨巧双担任泗岩
沫国会议员后，本区有明显改善，同时
也与吉隆坡市政局配合得不错。
另外，本区已获批准兴建消拯局，
目前正等待动工。同时，我们希望本区
增建政府诊所，我们期望早日落实该计
划。”

盼提升兒童遊樂場

(吉隆坡1日讯）行动党泗岩沫
国会议员杨巧双拨出50万5000令吉提
升国会选区内29个公园的户外健身设

陳瑞發（南湖苑居民協會主席）
“我们感谢杨巧双的拨款， 提升公
园的户外健身设施。
我们是经过与居民协会商讨后，决
定安装户外运动设施的款式。同时，我
们也希望未来会有更多新计划
南湖苑公园儿童游乐场的地面已开
始脱落，我们希望可获得更换或提升地
面，让居民在玩乐时，不会蒙受跌倒的
风险。”

施，鼓励更多居民进行户外运动，保
持身体健康。
杨巧双特别助理谢有坚早前带领《大都
会》社区报记者走访泗岩沫国会选区第一区
居民代表委员会部分公园时表示，杨巧双是
采用亲民计划的拨款来提升这29个公园的户
外健身设施

盼望居民善用设施

杨巧双（前排右七）早前为12/62B公园户外健身设施主持开幕仪式D
获提升的公园包括第一区居民代表委员
会的7个公园（共12万5000令吉）、第二区居民代表委员会
的5个公园（共8万8000令吉）、第四区居民代表委员会的10
个公园（共17万3000令吉）、第五区居民代表委员会的4个
>访的居民协会主席除了感谢杨巧双协助改善住宅区的公园基设，也对记者
公园（共6万8000令吉）及第六区居民代表委员会的3个公园
-畅谈未来的计划，包括安装适合年长者使用的户外健身设施，以鼓励他们
(共5万1000令吉）
多运动，维持膝盖灵活和打造健康生活。
他说，杨巧双希望在安装户外健身设施后，居民能善于
此外，也有者分享住宅区将在今年迎来消拯局和民众礼堂的好消息。
利用该设施，提倡健康生活。
“杨巧双于前年透过亲民计划拨款提升选区内其中5个
公园的户外健身设施后，陆续接获许多居民代表委员会、居
民协会及睦邻计划的询问及申请，于是去年逐步提升区内29
个公园的户外健身设施。”
他说，泗岩沫国会选区第一区居民代表委员会获12万
5000令吉提升该区7个公园的户外健身器材，其中包括武吉
马鲁里花园布绒H来路公园（1万7000令吉）、孟惹拉拉
17/62路及15/62路公园（1万7000令吉）、双威SPK白沙罗公
园（1万7000令吉）、甲洞城市园Davinia住宅区公园（2万令
吉）、孟惹拉拉62B区16/62B路公园（1万7000令吉）、Villa
Manja曼加1路公园（1万7000令吉）及南湖苑公园（2万令
谢有坚（左三）与四岩沐国会选区第一区居民代表委员会成员巡视Davinia住
吉 >..0:
宅区公园户外健身设施。'

居協主席：將裝長者健身設施

承包商一週內完工
吳國彪（武吉馬魯裡花園居民協會主席）

Sunway SPK Damansara Villa Manja居民协会决定安装适合年长者使用的
户外健身设施，协助他们进行膝盖运动。

“武吉马鲁里是一个拥有30年历史的
住宅区，花园内共有两二个公园，当我们
接获杨巧双要在我们的公园内安装户外健
身设施时，就如雪中送炭，为我们增添更
多设施
在我们选择适合居
在我们选择适合居
民的户外健身设施后，
承包商在短短一星期内
就完成安装工作，然后
就开放让居民使用：”

鼓勵年長者多運動
顏金福（Sunway SPK Damansara Villa Manja居民協會主席）
“经过居民协会的讨论后，我们
决定选择…些适合年长者使用的户外
健身设施，尤其是适合进行膝盖运动的
器材，以鼓励他们多运动，维持膝盖灵
?舌〇
我们的公园范围较小，但在我们的
妥善管理下，公园范围内的清洁与卫生
都维持得不错。”

建民衆禮堂好消息
李莱盛（Sunway SPK Damansara居民協會主席）
‘‘Sunway SPK Damansara花园内有
4个大小型的公园，而我们决定在范围
最大及最多人潮的公园增设户外健身设
施，以鼓励年长者增加运动的次数。
同时，我们在选择户外健身设施
时，以年长者为首要考量，选择最适合
他们的户外健身设施。
公园内的篮球场地面出现裂痕及脱
落的现象，杨巧双已批准10万令吉拨款
提升已损地面，前在等待吉隆坡市政
局展开维修工作c
另外，在我们争取5年后，终于迎来
本区将兴建民众礼堂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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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却
认为外籍人

外籍人士目前尚可免费乘搭雪州精明巴士

雪精明巴士

来薄賣徴恭公民蓽霣
報道►黃文民攝影►蘇思旗
(安邦1曰讯）雪州
政府早前宣布向搭乘雪
州精明巴士的外籍人士
征收车资的措施，将在
2020年落实，但不是在1
月1曰。
民众希望州政府能尽快
落实有关措施，让他们享有
州政府优先照顾纳税者和雪
州子民的福利。
这项向外籍人士征收1
令吉雪州精明巴士车资的措
施，是雪州2020年财政预算5
大策略中的一项措施。在此
措施下，国人可继续享有免

盼儘快落實

费搭乘该巴士的福利。精明
巴士所收取的车资，将作为
维修巴士及增加巴士数量费
用^

林女士（ 65歲，乘客）

黄思汉：今年内落实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早
前曾表示，雪州政府将于今
年落实上述措施，但尚在研
究要如何执行，并强调这不
是在歧视外籍人士，而是优
先照顾纳税的雪州子民。
他今日向本报记者重
申，有关措施将在2020年落
实，但不是在1月1日:、

黄思汉重
申，雪州精明巴
士向外籍人士征
收1令吉车资的措
施不是在1月1曰
落实。

支持優先照顧納税人
着2020年元旦首日，《大
P会》社区报记者随即走
访雪州安邦一带，搭乘当地的雪州精
明巴士，一探上述措施落实与否a
-名不愿具名的雪州精明巴士
司机向记者指出，向外籍人士收取车
资的措施尚未落实，他也不晓得何时
会落实，切尚需当局做出宣布和指

趁震

“鉴于外籍人士是非公
民，而我们是雪州子民，故
我非常赞同向外籍人士征收
雪州精明巴士车资的措施。
我希望雪州政府可以尽
快落实这项措施:我住的地
区有很多外劳，他们时常搭
乘雪州精明巴士 :我曾看过部分外劳以婴儿
推车装取货物，并把整辆婴儿车带上巴士，
这占据不少巴士内的空间，以致我们无处可
站。
此外，相比起搭乘德士及电召车，1令
吉的车资对外劳而言，已是非常低廉及合
理。，’

徵50仙較合理
7Kq

陳女士（ 72歲，乘客）

另外，不少民众对此措施表示支
持，并认为这可照顾纳税人及雪州人
民的福利。
不过，也有者提出反对的声音，
认为在本地工作的外劳也属外籍人
士， •旦落实这项措施，或许将为外
劳带来经济负担6

“我个人认为此免费措
施应该持续下去，同时让外
劳也可以使用这项福利：
若真的要落实这项措
施，我认为1令吉的车资过
于昂贵，或许50仙较为合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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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路通告
曰期

1月3曰至3月2曰

(每逢星期一至
星期六）
早上9时至下午4时

时间
关闭路段 从Temasya Anggun
住宅区至Temasya
Kasih公寓的格再也
路（Jalan Kerjaya )
路段
原因

进行马电讯
电缆移植工程

热线
网站

1800-18-2585
www.lrt3.com.my

沙亞南罰單折扣50%
市廳呼吁民衆把握機會速繳
(沙亚南1日讯）沙亚南
市政厅将于本月1日起至31日
期间，提供高达50%的罚单折
扣，沙亚南市民受促把握机
会缴清罚单。
沙亚南市政厅公关主任
沙林发文告指出，这项罚单
优惠将维持•个月，目的是
为了鼓励市民缴清罚款。
“举办罚单折扣活动是
为了让市民以优惠价缴清罚
单，以免遭当局采取严厉行
动对付，包括控上法庭等；

希望市民把握机会，还清所
拖欠的罚单。”
他指出，凡由沙亚南市
政厅于2002至2009年所开出
的罚款，都可减至10令吉；
而在2010至2020年期间开出
的罚单，则将减至30令吉。
他解释，享有50%折扣
的罚单的项目包括抵触1983
年理发院条例、2005年沙亚
南市政厅园艺条例、2005年
地方政府破坏公物条例、
2007年食肆条例、2007年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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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管理条例、2007年广告条
例、2007年小贩条例、2007
年陆路交通指令及2007年巴
刹条例。
他说，市民可从即R
起，到沙亚南市政厅大厦主
要柜台、双溪毛糯分局、哥
打哥文宁分局及实达阿南分
局等，查询和缴付罚单。
如有疑问.可致电沙
亚南市政厅热线（03-5522
2882、03-5510 5133 转分
线至 1477、1656、1657 或
1658 )谘询详情；也可浏览
沙市政厅电子服务官网（eps.
mbsa.gov.my )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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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魔迅速呑嗔小贩摊档，火势非常猛烈。

E3A
(八打灵再也1
工X日讯）2020年新年元
旦前夕，隆市拥有半
世纪之久的冼都巴刹疑因电流短路
迎来一场大火，8个摊档在大火中被
烧毁，所幸在消防与拯救队的快捷

灌救行动下，火势被及时扑灭，未
造成伤亡！
据消拯队指挥官莫哈末再因
说，该局于昨晚9时33分接获投报
后，先后调动来冼都、汉都亚、
金地花园、鹅唛南区及蒂蒂旺沙消
拯局的5辆消防车及25名消拯人员到
场救火<s

损失待估
他说，消拯人员抵达现场时，
发现火势非常凶猛，已有 '排小贩
摊档陷人火海当中，火势于10分钟

后受到控制，并于晚上10时24分全
面扑灭。
莫°哈末再因指出，这起火患没
有造成任何伤亡事件发生，唯损失
有待事主估计才可得知，事后消拯
局也派出鉴证组人员到现场展开调
查，以调查火患起因。
记者今午走访巴刹现场发现-般巴刹小贩照常营业，不过被大火
烧毁的8间熟食、杂货和服装店的巫
印裔因不能营业，都聚集在巴刹讨
论今后的对策。
据知，吉隆坡市政局官员今早
已到灾场视察，并在现场围起黄色
誉戒线。
名不愿具名的华裔椰浆生产
业者说，其店铺虽未遭火舌吞噬，
却因大火烧毁电线，他们在无电供
情况下没法开工出货，而蒙受数千
令吉损失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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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亲人一
起出席跨年倒
数活动，有助
于促进亲子间
的关系，共同
感受跨年的热
闹气氛。

、!__

I
對

報道►李俊賢
攝影►黃安健
(沙登1日讯）璀
璨的烟花在午夜12时闪
耀沙登新村，照耀2020
年。
由蒲种国会选区服
务中心、沙登社区服务
中心、梳邦再也市议会
第21至24区、沙登新村

璀
璨
jdn
畑

花
耀

沙
登

村委会，以及梳邦再也地方青年推
动委员会第21至24区主办的“2020
沙登街头跨年派对”于昨晚顺利进
行，吸引近5000人次出席，感受逾

“2020年沙登街头跨年派对”在午夜12时时点燃烟花，照亮
夜空，与众人一起见证2020年的到来夕

千人一起倒数的热闹气氛，共同迎
接2020年的到来，同时见证这具有
历史性的-刻。

观众齐唱响新村
期间，主办方费尽心思策划
各项活动，包括乐队演唱、舞蹈表
演、扯铃比赛、游戏环节等，以让
现场的气氛进人高潮。
只见乐队演唱耳熟能详的流
行与经典歌曲，带动观众一起唱响
沙登新村；而舞蹈员身穿一身雪白
的舞蹈服装，在灯光的照亮下，加
上优雅的舞姿，犹如仙女下凡。

参赛者扯铃技巧非凡

沙登新村街头跨年派对在音乐及舞台灯光的笼罩下，似乎变
成一场演唱会。

此外，现场举行的扯铃比赛
分为小学组、中学组及公开组，参
赛者们的扯铃技巧非凡，大家奋力
使出绝招，展示独有的风格，让这
场竞赛成了震撼人心的表演。
由于比赛过于精彩，所有参
赛队伍的实力旗鼓相互当，所以在
评审评分及公众投票环节时，-度
难以定出胜负。
在主持人及工作人员的引领
下，观众在跨年派对结束后，有秩
序处理善后工作，并将椅子叠起来
送上罗里。在民众的极力配合下，
该跨年派对成功且圆满落幕。

欧阳捍华（中）移交奖金予扯锋比赛冠军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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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待动物、捉狗队不人
報道：本刊張露華

道捉狗行为的新闻，仿佛经
常都发生在雪兰莪州，最近

一次发生在梳邦再也，梳邦
管雪州地方政府的行政议员黄
思汉申诉，雪州并不是•个不
再也市议会执法人员与民众
友善动物州属，而州政府也已经采取行
因为捉狗而发生冲突，双方
动，改善各地方政府捉狗队的捉狗方法，
更因此闹上法庭。
并且安排导师给执法人员上课，让执法人
员更了解动物的身体语言与沟通方法，减
到底为什么这些动物
低过程中会出现的冲突。
保护课题一再发生在雪州？
他表示，州政府已在12月为州内12
个地方政府的捉狗队主办一项培训课程，
是因为地方政府缺乏执法指
聘请•位英国动物专家讲课，教导狗的习
南？还是雪州并不是一个动
性、脾气及各种肢体语言，让执法人员更
物环境友善的州属？发生了
了解狗的行为学，从而在执法时更人性化
对待流浪狗。
这么多事故之后，雪州政府
“同时，这名导师也会教导执法人
有采取什么行动吗？
员使用捉狗网，减少使用现有的颈圈。
虽然这不是唯一的方法，但我们会鼓励在
环境许可下使用捉狗网，减少对动物的伤
害。”
他重申，地方政府接到有关流浪动物滋扰的投诉后，捉狗队还
是要展开行动，不过今后将会减少对动物造成伤害，更好的照顾
动物福利。
“照顾动物的成本很大，费用不低于照顾一个人，对地方
政府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动保组织不了解前因后果，把捉
狗队当作魔鬼队，但其实有多少个人看过地方政府的动物收留中
心？”
“其他州我不清楚，但雪州地方政府的动物收留中心是完善的
如士拉央市议会的中心是州内最完善的，而没有收留中心的地方政府，如八
打灵再也市政厅、莎亚南市政厅会把捉到的流浪动物送到马来西亚爪子动物
福利协会（PAWS Malaysia)，付钱让该协会照顾，所以民众及动保组织一味
指责政府有欠公平:”
黄思汉也不认为雪州是•个对动物不友善的州属， 自上任后他一直都与
动保组织会面、学习，从中寻找改善动物福利的措施。
“雪州最大的问题是人多，发展密集，所以流浪
动物问题是人所造成的，很多不负责任的弃养，尤其
是建筑丁地，工程期间工人会养狗以看顾工地或陪
伴，完T.后就弃养：工厂也是如此，喜欢养狗却没有
结扎，结果就无限制繁殖，要如何解决流浪狗猫问题
是地方政府一大挑战。教育大众如何改变养宠物的方
式，达到动保组织的期望，我们还有很大距离。”

黄思汉：州政府会继续改善动物的福利，
培训执法人员、减低执法时对动物的伤
害，以及推广领养动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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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地方政府：減少流浪狗傷

改善捉狗方法，更趨人性化

暫不開放高樓住戶養寵物
虽然吉隆坡市政局允许高楼建筑物在有条件下饲养特定品种的小型犬，
但黄思汉表示，雪州政府暂时没有计划开放让高楼住宅居民饲养宠物，因为可
以预见会有很多问题，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动物而共管住宅的公共空间很
多，若经常在公共空间遇上会令邻居之间产生摩擦，再者公寓空间狭窄，对宠
物也不是友善的环境，所以州政府现阶段并不准备让高楼住户养宠物。
“现在地方政府也有饲养宠物的条例，但有多少人遵守？就以申请狗牌来
说，宠物数目远远比狗牌多。如果民众都有如外国饲主般成熟的守法精神，拥
有成熟的环境，我们才会考虑开放高楼住宅饲养宠物。”
他表示，州政府希望与非政府组织或动保组织合作解决州内流浪动物问
题，包括未来把动物收留中心改为领养中心，与动保组织配合，开放让民众领
养，从而减少流动动物问题。目前已经与 '些初创公司商谈开放领养动物应用
程式，更广泛的推广领养动物的意识。
谈到为动物置人识别晶片计划时，黄思汉苦笑说：“要饲主申请一个狗牌
已经这么难了，你觉得民众会接受宠物晶片吗？”
他强调，州政府会继续改善动物的福利，当下可以做的事就是改善动物收
留中心环境、培训执法人员、减低执法时对动物的伤害，以及推广领养动物计
划。
“我们是执法机构，有投诉就必须处理，希望公众体谅。再者，中央政府
应该认真考虑禁止宠物店动物买卖活动，以及管制繁殖场，从源头下手来避免
动物弃养问题，这些都是兽医局的权限。”

雪州政府将聘请专家替各地方政
府捉狗队上课，以更人道的方法
执行任务，减低执法时所产生的
各种冲突。

02 Jan 2020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2
Printed Size: 576.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7,349.00 • Item ID: MY003832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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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 of 1

首曰執法食肆抽煙罰250

求情不果2煙民無奈接罰單

增江南區及增江荅魯

生县卫生署8名执法官员是从上
t午11至中午12时许之间，在巴
生武吉丁宜一带的食肆和餐厅等地，展开
向违例烟民开罚单的执法行动，并开出罚
单给2名坐在食肆走廊餐桌吞云吐雾的烟
客。
其中一名印尼籍烟客的同籍太太和华
裔店主不断向卫生局官员求情，要求只是
给予藝告。

洞卫生局执法
队伍是于今早
11时许率队到增江南区及
增江崙鲁的商业区，并分
了为数个小队分别在不同区
域展开行动，也成功取缔
p=|违规的数名业者及食客。
同时，执法人员除了
Pet检查各食肆内是否有置放
■禁烟指示牌，也提醒及规
$—劝业者必须置放符合规格
^了及大小的指示牌，并置放
在显眼处，否则将会面对
被取缔及罚单。
执法人员在彳了动时
也派出宣传单给食肆内用餐的食
客，向他们解释及提醒禁烟令已
开始正式落实。

甲

I
|nJ

但官员表示，基于扩大食肆禁烟令
已给足一年的通融期，加上卫生官在3个
月前曾到同个地点教育商家和顾客禁烟醒
觉，因此不能再只是给予不具罚款惩戒的
警告。

動

印尼籍太太面对担任食店员工的丈夫
接下罚单后，相信对要“破财消灾”感到
后悔，不断叹息“运气不好”：

华裔烟客：被捉很“丢脸’
此外，和友人一齐坐在咖啡座露天
走廊抽烟的华裔烟客则坦言，被捉很“丢
脸”，恳求记者不要多拍，并叮嘱照片和
视频要打蒙面孔。
他表示，尽管知道今天是扩大食肆
禁烟令的执法首日，但和友人同聚却--时
忘了，何况几十年来都习惯坐在餐厅非冷
气的五脚基处抽烟，结果-•时不察而踩中
“地雷”：

.都会》社区报记者在向
t商民询问对禁烟令正式
落实的看法，发现受访民众都认同必
须遵守政府所定下的法令，也乐见禁
烟令及执法正式生效。
有者看到卫生局官员前往执法时
更主动询问禁烟令的详情。
有受访民众表示，烟民及非烟民
在有关措施及法令下应该互相配合及
谅解，包括烟民可以多走几步到被允
许的范围抽烟。

民

大;

叶先生：法令迫使改变习惯

rfn

來

樂
見
禁
煙

其中，不愿露脸的叶先生表示，
虽然本身为烟民，但在政府正式落实 八
禁烟令下，他也愿意遵守条例不在食
肆内抽烟。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毕竟你
不守规则就可能会被罚。”
他说，很多烟民多年来都保持在
用餐后抽烟，时这个习惯也非朝-夕可以改变，但在有法令及规则的管制下，就
能迫使他们改变这项习惯。
他也认为，随着这项禁令正式落实及开始
执法，相信有更多烟民会遵守规则，而非烟民
的食客在发现有者不守规矩时，则更有底气地
去指责及举报。

法

官员向食客解释禁烟
官员向食客解释禁烟
令，提醒他们不要在食肆内
抽烟以免遭到取缔

未正式执法之前，茶餐
室外面仍有少许烟民没有遵
守当局的规定，业者出言相
劝后，烟民愿配合。

庞亚威：须定期执法
另外，食客庞亚威则说，禁烟令在过去-年来，虽然未正式进行执法，但也发现在食肆
内抽烟的人数少了很多，可见禁烟令带来的成
效〇

®靄業者：多數食客遵守禁煙令
影地区的受访食肆业者表示，随著大多数食客已
配合政府有关禁烟令，因此他们也不担心卫生局
随时前来取缔。
业者指出，食客都不会在室内吸烟，唯独店外就会出
现少许食客没有遵守当局的指示，只要劝告，这些食客是
会配合，不会刻意为难。
业者说，店内及店外都贴上禁烟海报，大部份食客都
知道今天是食肆取缔烟民的第一天，因此不见有食客在店
的范围内吸烟。
业者披露，确有少许烟民非常顽固，不接受任何劝
告，•些同业不想得失食客，唯有忍受，但是政府宣布会

严厉执法，所以遇到不乖的烟民，还是给予劝告盼理解业
者的难处。

无论如何，他说，当局执法及开罚单确实
能带来警觉性，因此认为有关当局必须定期展
开执法，甚至也应该以便服进行突击及取缔行
动。

刘佳达：没接食客不配合投诉

食肆业者：曾提醒时引不满

此外，加影市议员刘佳达说，根据他的观察，经过多
个月的过渡期，食客渐渐习惯当局的禁烟令，也没有接获
业者申诉食客不配合的问题，这是好现象。
他表示，政付实施有关烟令，最重要是教育民众不要
在食肆范围内吸烟，执法人员展开取缔行动，除了开出罚
单，也要劝说食客

另-名不愿具名的食肆业者表示，过去-年还是看到不少顾客直接在店里抽烟，甚至他
们在给予提醒时还会引起对方不满及谩骂。
惟，业者表示，他们是愿意配合政府的禁
烟令，甚至在今日-早也贴上相关新闻报道的
报纸见报，希望借此提醒顾客禁烟令已正式生
效，勿继续在店内抽烟以免遭到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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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鲁丁：雪州政府的责任，是亲近和造福各阶层的州子民，
施政不分种族、宗教及肤色，以打造一个各族和谐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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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前排左四）和雪州子民
迎接2020年的到来。

雪跨年倒數慶典5萬人參與

(沙亚南1日讯）雪州
行政议员凯鲁丁表示，雪
州政府的责任是亲近和造
福各阶层的州子民，施政
不分种族、宗教及肤色，
以打造一个各族和谐的社
会。
他昨晚在雪州政府跨年
倒数庆典上致词时指出，这是

n前州政府致力迈向的目标之

踏入午夜12时，璀璨烟花升空，让大家拿起手机猛拍烟火画面。

，要更促进和加强这方面理
念，促成大马全民团结。
他说，“雪州跨年倒数庆
典”是州政府举办的常年活动
之一，旨在提倡和鼓吹举办有
益身心的大型庆典活动，让各
族子民一起参与其盛。
“倒数庆典是为大家提供
传达信息和娱乐的•项活动。
州政府以现今社会的需求，再

通过包容、轻松及加人娱乐元
素方式呈献。”

大型嘉年华
吸引年轻人
他解释，有别于往年，
这次大会在节目上作出极大变
化，即将保守讲座改为独具特
色和有趣的表演，透过大型嘉
年华方式，吸引更多年轻人加
人阵容。
“今晚节目，为青少年制
造一个融人社区的平台，希望
他们能通过更有意义的活动，
来迎接2020年。”
他表示，从2020年开始，
2019年所发生的一切已成过

上述跨年倒数庆典于沙亚
南独立广场举行，从下午4时起

去，应化为一股力量，带领大
家继续成长，改进不足之处，
确保雪州不断蓬勃发展，自我
超越。

至午夜，展开-•系列节目，计
有各语言的音乐演出、各族文
化表演及有趣比赛，如航拍、
篮球、足球、陀螺及线上游戏

学生参与打鼓演出
赛等，吸引约5万人共襄盛举
踏人午夜12时，现场更燃
放长达5分钟的璀燦烟花，吸
引在场人士拿起手机拍下历史
性一刻，同欢共迎2020年的到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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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手挥金锄，为5层楼高的会所新厦主持动土仪式:，左十一起为锺宝妹、谢国培、王顺和：邓章钦：
黄玉枝、林玉唐、黄福美和庄德枝。

.i

巴生惠安泉港公會

新會所重建I 不敷600萬
(巴生1日讯）巴生惠安泉港公会原址重建5层
楼新会所大楼总耗资1500万令吉，目前已筹获900
万令吉，尚不敷600万令吉，盼获乡亲及各界慷慨
解囊，建委会更希望巴生逾1万名惠安人，只要一
人愿出500令吉，便可填补不足的
五六百万令吉。

重建会所筹备逾10年
建委会主席兼该会副主席拿督工
顺和今早在动土仪式致词指出，楼高
5层的新会所建造费为1500万令吉，包
括300万令吉装修费，R前筹到900万令
吉，剩下的600万令吉相信可达标。
他形容动土礼意味着巴生惠安人将

有一栋富丽堂皇的会所、有个新家，毕竟重建会所筹备了
10年以上，当中经过风雨来来去去，总算所有政府部门在
近期对重建新会所•事发出了批文，并感i射雪州行政议员
拿督邓章钦从中帮忙不少。
主顺和表示，现有旧会所建筑有超过50年历史，从
外表看来虽是完整，但里头尽显陈旧，尤其洋房屋顶全遭
白蚁蛀蚀，下雨时漏水，担心总有一天屋顶轰然塌下，已
算是•间危楼，因此重建会所计划刻不容缓，不能拖延太
久。
他感谢动土礼有马来西亚惠安泉港联合会名誉会长
丹斯里林玉唐亲来助兴，替该会在筹款方面增添信心9
其余出席嘉宾有大马惠安泉港联合会总会长拿督谢
国培、巴生惠安泉港公会名誉主席拿督黄福美、永久顾问
庄德枝、会长黄玉枝及动土礼筹委会主席锺宝妹等。

鄧章欽：2020年值得期待
^^邀主持动土礼的邓章钦认为，我国在
jC2020年值得期待，虽然至今无法达到真

正目标，但他相信距离目标已不远，只要国民在
各行各业继续努力，便可看到全新的马来西亚。
他形容巴生惠安泉港公会在原址重建新会
所，为巴生的一座新地标，成为后代子孙的光

荣，在延续文化传承方面，起着正面积极发展意
义。
他恭贺该会在元旦举行动土礼意义重大，形
容巴生许多会馆都重视建设，动土礼意味着理事
对会馆未来基础发展的眼光，并宣布拨款1万令吉
予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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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5层楼会所
巴生惠安泉港欠600万
(巴生1日讯）巴生惠安泉港

会新会所主持动土礼仪式致同

顾问庄德枝、名誉主席拿督黄

公会耗资1500万令吉，重建

时说，新会所实际筹备了 10

福美、会〖(：黄玉枝及动土礼筹

一座5层楼新会所，不过0前

余年，在经历风风雨雨后，总

委会主席锺宝妹等。

只筹获900万令吉，不敷600

算获得各政府部门批准计划，

万令吉仍盼乡亲慷慨解囊。

在此需感谢雪州行政议员拿督
邓章钦给予的帮忙。

该会副主席兼建委会主席
拿督王顺和说，旧会所已有超

全体嘉宾及理事为新会所主持动土仪式

邓章钦：巴生新地标

过50年的历史，尽管从外表

“倘若惠安同乡能够一人
捐500令吉，相信要筹到5、

看起来完整无损，可是内部结

600万令吉绝不是问题，尤其

公会重建会有助于建立新地
标，而且，也对华裔子弟在了

构却非常陈旧，尤其屋顶全遭

今R获得马来西亚惠安泉港联

解中华传统文化有正面价值。

白蚁侵蚀，以致雨天期间不断

合会名誉会长丹斯里林玉唐乡
tC：助兴出席，也给理事增进信
心。”

馆也很重视会所建设，这也是

面对漏水问题。
“屋顶可能会坍塌下来，

邓章钦说，巴生惠安泉港

金木及理事庄德枝的极力推动
下，购得巴生与港口之间的一

他说，巴生有很多华团会
理事对会馆未来发展的基础。

为此，旧会所可算是一间危

动土仪式邀请大会嘉宾雪

邓章钦也捐助1万令吉给

楼，重建工作刻不容缓，希望
众乡亲给予支持，让新会所早

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主持开
幕仪式，出席者包括马来两亚

巴生惠安泉港公会。
巴生惠安泉港公会于1946

闩兴建起来
他今日在巴生惠安泉港公

惠安泉港联合会总会长高级拿
督谢国培、巴生惠安泉港公会

黄玉枝（右二起）赠送纪念品给邓章钦
(右）。

左为王顺和及锺宝妹

座宽阔洋房连同空地，作为新
会所，同时在1978年9月3
日举行32周年纪念暨会所落
成典礼。
如今，成立半个世纪的巴
生惠安泉港公会，会员人数已
达1500人，惟会所却老旧不
堪，又遭白蚁侵蚀导致屋顶漏

年9月3 R成立，并于1975

水，W此理事会决定在原址重

年在时任会长庄荣发、财政张

建新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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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鲁丁（前排左四）与雪州民众一同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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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2020年

万民与雪政府迎新

午4时展开的一系列节目，包括各语言音乐演
出、各族文化表及有趣比赛，如航拍、篮球、

(莎阿南1日讯）新一年新希望，雪州政府与

足球、陀螺及线上游戏比赛，共吸引约5万人
参与。

上万州民于元旦前夕，在莎阿南独立广场以
“多元”元素，共迎2020年到来！

璨烟花，丨丨:现场观众赞叹不已，纷纷拿起手机

“雪州跨年倒数庆典”是雪州政府举办的常
年活动。
雪^1+丨行政
议员凯鲁丁在
庆典上致词时
指，雪州政府
责无旁贷的责
任团结各族人
民。
“这是我们
致力要促进和
加强的。”
该场倒数
跨年活动位于
莎阿南独立广
场举办，从中
踏正午夜12
时，雪州政府
2020倒数跨
年庆典燃放长
达5分钟的璀
璨烟花。

踏人凌晨零时，现场燃放长达五分钟的璀
拍下欢乐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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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吸弓I 800万游客

雪医疗旅游“镀金”
(梳邦再也1日讯）雪兰莪州政府配合2020年马
来西亚旅游年的展开，今年放眼吸引800万名游
客到来发掘雪州之美的0标，包括近年州政府大
力推动极具潜力的医疗旅游，崛起成为另一个
“镀金”创汇行业。
掌管雪州文化、旅游、马来习俗的行政议员
拿督阿都拉锡指出，医疗旅游是雪州旅游的一
个特点之一，雪州政府正与马来西亚健康旅行
委员会合作，以促进2020年马来西亚健康旅行
年。
他为梳邦天空花园航厦举行推介仪式时说，
在2018年，共有720万名游客到雪州旅游，也
让雪州从税收中赚取了 2060万令吉。
“因此，今年州政府的设定0标超过2018年

生态体育旅游吸引旅客

的人数，全力通过各种旅游优势，以吸引国内
外游客到来。”
雪州比起其他州属，拥有先进医疗服务，以
及完善舒适的疗养环境，甚至比其他国家更具

雪州政府积极通过生态之
旅来推广地方上的无烟工业发

优势一面，所以近年来，有不少医疗旅游配套

展。

在州内积极推广。

动，包括1月18日和19日在
赛城举办的双城马拉松赛、2
月22日至23 R在雪邦举行的

阿都拉锡在致词时，就有

雪州马拉松赛以及3月8日在

同时，大部分医疗中心位于策略地点，也有

提到州内的各种旅游优势还包

八打灵再也的马来西亚女子马

旅游商品种类，例如毗连的购物中心、度假

括生态旅游，例如参观自然景

村、高尔夫球场及旅游景点区等，成为外国人
的医疗旅游选择地。

点如莎阿南生态公园、瓜拉雪

拉松赛。
阿都拉锡说，在文化方
面，将于4月11日和12闩举
行自行车爱好者狂热聚会，并

据了解，邻国印尼、新加坡，以及中东国家
是最大的医疗旅游群体，业者也积极招徕其他
潜在市场国，如越南、印度或中国。

兰莪的天空之镜等，来吸引国
内外旅客。
其他的活动包括体育旅
游，雪兰莪州将举办几项大活

于8月1日和2日举行雪兰莪
国际土著艺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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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1日讯I雪州大
臣阿米鲁丁表示，雪州在
去年取得164亿令吉的投资

164
亿
投
资
额

额，超过原订目标100亿令
吉成为全国之首，证明雪州
绝对有能力成为东盟首个智
慧州0
他也列出雪州政府
2019年的成绩，包括13个
雪州政府机构获得公共服务
局及反贪污委员会的认可，
获得杰出表现的认证，
他誓言，将继续带领雪
十丨在2020年完成更多项由前

S)
指
东 调整加强数计划
盟
智
慧
人所设下的计划。

「通过主题为ir雪兰
莪卓越州属，文明生活的』
2020年雪州财政预算案，州

政府已拟定数个策略来达到
目标。一些原有的计划经过
调整后已获得加强，例如健
’
康关怀计划、达鲁益山水供
计划及乐龄亲善基金等。」
阿米鲁丁今曰发表2020新年献词
I

时也说，雪州政府也推出多项惠民计
划，例如BITARA教育基金、雪州摩哆
执照计划（RIDE )等，确保雪州子民
的福利获得保障。
他也相信，雪州政府将于2020年
推出的「100天政策」，将有利于打造
一个利商的环境，进而确保雪州继续
成为投资者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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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料达150亿
梳邦1日讯I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阿都拉昔表示，雪州2019年的旅游业收入预计达到
150亿令吉，不过完整的数据要等到今年4月才会对外公布。
他说，根据了解，去年到访雪州的国
内外游客消费额达到150亿令吉。在2018
年，雪州则成功吸弓1720万名国内外游客的
到来，旅游业收入则达到132亿令吉，居全
国之首，超越沙巴及砂拉越。
他今日配合2020旅游年，在梳邦国际
机场的国际抵达大厅迎接游客的到来时，
接受媒体询问时这么表示。
阿都拉昔表示，今日的活动正式为
2020旅游年掀开序幕，预计有600名国内外
游客将通过梳邦国际机场入境雪州。
他说，今日所有通过梳邦国际机场入
境大马的游客皆可获得由大马旅游局及雪

州旅游局送出的答迪布及一份纪念品。
另外，阿都拉昔透露，雪州多元化的
旅游产品有助于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的到
来，因此雪州政府放眼2020年可吸引800万

^雪州政府放眼2020年可吸
引800万名游客到来。
娜拉昔■

名游客到来。

多元化旅游产品
「雪州多元化的旅游产品，包括生
态旅游、农业旅游、医药旅游、教育旅
游及体育旅游等，有助于推广雪州的旅游
业0 J
「此外，雪州也有多个闻名的旅游景

点，例如瓜雪的天空之境、萤火虫栖息地
及雪州水果谷等。」
他透露，雪州目前是国内第三个最受
游客欢迎的州属，位居沙巴及槟城之后。
「有鉴于此，雪州政府今年拨出970
万令吉来推广雪州旅游业。雪州政府在
2018年接获2060万令吉的旅游税收也将用
来推广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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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生惠安泉港公会
尚欠600万建会所
巴生1日讯I巴生惠安泉港公会拟建5层楼高的新会所，预计耗资
1500万令吉，唯目前只筹到卯0万令吉，希望乡亲能够继续慷慨解囊！
雪州行政议员邓章钦表
示，巴生惠安泉港公会新大楼
的建设，有望在巴生建立另一
新的地标。这也让后代子孙倍
感光荣，对延续文化传承也有
正面积极的发展。
「选择元旦动土礼意义
重大，巴生许多会馆都重视会
所的建设，选择今天进行动土
礼，带出理事们对会馆未来基
础发展非常重视且有所期许，
然而需要大家继续努力。.d
他说，2020年对马来西亚
而言，原本就非常值得期待，
虽然至今多方面无法达到真
正目标，但相信距离目标也不
远。国民在各行业继续努力，
依然可看到全新的马来西亚。
邓章钦于今早出席巴生惠
安泉港公会，主持新会所动土
礼，在致词时作出上述发言。
他也现场宣布拨款1万令吉给予
该会。

另外，巴生惠安泉港公会
建委会主席拿督王顺和披露，
新会所的建造费1200万令吉，
另外需要300万令吉作为装修

以上，经过不少风雨，总算所
有政府部门批准重建新会所，
感谢邓章钦居中帮忙不少。
当天出席嘉宾包括马来西

费用。在经过10年的筹办和准
备，共筹获900万令吉。
他指出，剩余的600万令

亚惠安泉港联合会名誉会长丹
斯里林玉唐、总会长高级拿督
谢国培、巴生惠安泉港会馆名

吉，会继续向巴生社会贤达筹
款，巴生有1万多的惠安人，只
要一人捐500令吉就可筹到5、
600万，相信很快可达到目标。

誉主席拿督黄福美、动土礼筹
委会主席锺宝妹，以及理事庄

旧会所遭白蚁侵蚀

时任会长庄荣发、财政张金木
及理事庄德枝的极力推动下，
购得巴生港口一宽阔地段作新
会所，同时在1978年举行32周

他透露，旧会所已超过50
年历史，从外表看还算完整，
但进到里头已非常陈旧，屋顶
全遭白蚁侵蚀下雨漏水，总有
_天屋顶会塌下，算是一间危
楼，因此重建会所刻不容缓。
他说，动土礼意味巴生惠
安人将有一栋富丽堂皇的新会
所。会所的筹备工作已有10年

全体嘉宾及理事为巴生惠安泉港公会新会所主持动土仅式。

德枝等。
巴生惠安泉港公会于1946
年9月3日成立，并于1975年在

年纪念暨会所落成典礼。
如今，成立半个世纪的
巴生惠安泉港公会，会员人数
已达1500人，惟会所却老旧不
堪，又遭白蚁侵蚀导致屋顶漏
水，因此理事会决定在原址重
建新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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