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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YAH
AL TANAH KERAJAAN SELANGOR DI IJOK

ditahan
rima suapan
ek
wa
suapan
at
nding

menerima sejumlah wang
rasuah antara RM70,000
hingga RM150,000 daripada
syarikat perunding.
Sumber berkata, aktiviti
itu membabitkan Jawatankuasa Bertindak Projek Terbengkalai Alam Mutiara
dan Alam Utama di bawah
Projek Rancangan Revolusi
Hijau II & III Bukit Cheraka.

Hafiz Aziz
bdulaziz@nstp.

Balasan tak lindungi
kepentingan peneroka
“Siasatan mendapati, suspek disyaki menerima suapan daripada syarikat perunding pampasan sebagai
balasan untuk tidak melindungi kepentingan peneroka Fasa 1 dan 2 Mukim Ijok.
“Kedua-duanya dikesan
sudah menerima wang berjumlah antara RM70,000
hingga RM150,000 daripada
syarikat perunding berkenaan untuk melakukan

Lumpur

jaya PencegaRasuah Malaysia
menahan Pedan Timbalan JaBertindak Peasa 1 dan2 Mukim
or bagi memkes penjuamilik kerajaan

Abd Ghani ketika dihubungi mengesahkan penahanan itu dan memaklumkan
kes disiasat di bawah Seksyen 16(A) Akta SPRM 2009.
“Kedua-duanya ditahan
di Ibu Pejabat SPRM Putrajaya pada kira-kira jam
12.30 tengah hari ketika hadir untuk memberi keterangan bagi membantu siasatan,” katanya.
Isu penjualan tanah 880
hektar kepada syarikat pemaju swasta pada harga
RM1.18 bilion menimbulkan kontroversi selain turut
dipersoalkan pelbagai pihak.
Sebelum ini, Ketua Pesuruhjaya SPRM, Tan Sri
Dzulkifli Ahmad, memaklumkan siasatan merangkumi penerimaan bayaran
menerusi transaksi wang
RM200 juta kepada lima
syarikat iaitu masing-masing menerima lebih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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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 lagi ditahan
kes tanah li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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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erusi dan Timbalan
Pengerusi Jawatankuasa
Bertindak Peneroka Fasa 1
dan 2 Muldm Ijok, Selangor
ditahan SPRM.
Dipercayai terima
habuan antara
RM70.000 dan RM150,000
dari syarikat perunding
pampasan.

Sebagai
balasan untuk
tidalc melindungi
kepentingan peneroka
Fasa 1 dan 2 Mukim
Ijok.
Sebelum ini, tujuh
individu termasuk
tiga lelaki bergelar
Datuk dir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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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 lagi ditahan
skandal tanah Ijok
KUALALUMPUR5 April - Suruhanjaya Pencegahan Rasuah Malaysia (SPRM) menahan Pengerusi
serta Timbalan Pengerusi Jawatankuasa Bertindak Peneroka
Fasa 1 d a n 2 Mukim Ijok dekat
sini dipercayai menerima wang
rasuah melibatkan Jawatankuasa Bertindak Projek Terbengkalai
Alam Mutiara dan Alam Utama.
Menurut sumber, kedua-dua
lelaki berusia 66 tahun dan 75
t a h u n itu ditahan kerana disyaki m e n e r i m a suapan daripada
syarikat perunding pampasan
sebagai balasan untuk tidak
melindungi kepentingan peneroka Fasa 1 dan 2 Mukim Ijok.
"Difahamkan,
kedua-dua
mereka menerima wang berjumlah antara RM70,000 hingga
RMl50,000 daripada syarikat
perunding berkenaan untuk
melakukan perkara tersebut.
"Mereka ditahan di Ibu
pejabat SPRM Putrajaya kirakira p u k u l 12.30 tengah hari ini
ketika hadir memberi ketera-

ngan bagi membantu siasatan
kes jawatankuasa bertindak
terbabit di bawah projek Rancangan Revolusi Hijau 2 dan 3
Bukit Cherakah," katanya di sini
hari ini.
Pada 22 Februari lalu, SPRM
menyerbu lima syarikat. dan
merampas beberapa dokumen
berkaitan isu penjualan tanah
di Ijok kepada syarikat pemaju
swasta pada harga RMl.l8 bilion.
Seramai tujuh individu termasuk tiga lelaki bergelar Datuk
direman bagi membantu siasatan membabitkan kes berkenaan,
namun empat daripada mereka
dibebaskan dengan jaminan masing-masing sebanyak RM25,000
berserta dua penjamin.
Pengarah
Sementara itu,
Kanan Jabatan Siasatan SPRM,
Datuk Simi Abd. Ghani ketika
dihubungi mengesahkan penahanan tersebut dan memaklumkan kes disiasat di bawah
Seksyen 16(A) Akta SPRM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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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min berbohong isu tanah Ijok - Peguam
SHAH ALAM 5 April satu Perjanjian PenKenyataan Menteri
gurusan pada tahun
Besar, D a t u k Seri
2000.
Mohamed
Azmin
Menurutnya, dua
Ali k o n o n n y a p e syarikat p e m a j u itu
n e r o k a di Ijok t i d a k
iaitu LBCN Developboleh
menuntut
m e n t Sdn. Bhd. d a n
t a n a h itu k e r a n a ia
Mujur Z a m a n Sdn.
kini milik p e r s e n d i Bhd. b a g a i m a n a p u n
rian a d a l a h
satu
telah gagal m e m a pembohongan.
j u k a n k a w a s a n itu
termasuk membina
Peguam
yang
rumah untuk penmewakili peneroka,
eroka seperti y a n g
Datuk
K a m a r u d i n KAMARUDIN AHMAD
dijanjikan.
Ahmad
berkata,
"Akibat kegagalan itu p e r j a n t a n a h seluas kira-kira 1,200 hekjian a n t a r a p e m a j u d a n p e n e r o k a
tar di Alam Mutiaran d a n Alam
terbatal d e n g a n sendirinya d a n
U t a m a di Ijok itu p a d a asalnya
t a n a h itu s e p a t u t n y a d i s e r a h k a n
adalah milik p e n e r o k a s e b e l u m
kembali k e p a d a p e n e r o k a .
d u a syarikat p e m a j u dilantik u n tuk membangunkannya dalam
"Namun, susulan kecuaian

Menteri Besar d a n kerajaan
negeri, t a n a h itu sebaliknya
diserah kepada pemaju yang
gagal d a n m e m b e n a r k a n p u l a
pemaju menjualnya
kepada
pihak ketiga," katanya ketika
d i h u b u n g i Utusan Malaysia
di
sini h a r i ini.
M o h a m e d Azmin p a d a m i n g g u
lalu m e n y a t a k a n p e n e r o k a t i d a k
b e r h a k u n t u k m e n u n t u t t a n a h di
m u k i m Ijok k e r a n a ia adalah milik persendirian.
K a m a r u d i n d a l a m p a d a itu
memberitahu,
dua
syarikat
p e m a j u itu h a n y a m e m b a y a r
RM15 j u t a k e p a d a k e s e m u a peneroka ketika m e n a n d a t a n g a n i
P e r j a n j i a n P e n g u r u s a n p a d a tahun 2000.
"Adakah logik d e n g a n h a n y a

m e m b a y a r RM15 j u t a d u a syarik a t itu m e n d a p a t h a k milik k e
a t a s t a n a h s e l u a s kira-kira 1,200
h e k t a r milik p e n e r o k a di m u k i m
Ijok.
"Sebab itu saya j u g a c a b a r
Menteri Besar u n t u k m e n a m a k a n
pemilik t a n a h itu yang d i k a t a k a n nya persendirian k e r a n a t a k betul," u j a r n y a .
T a m b a h n y a , d a l a m Perjanjian
Penyelesaian y a n g dikendalikan
kerajaan negeri j u g a h a n y a melibatkan p e n j u a l a n kira-kira 8 8 0
hektar t a n a h p e n e r o k a di m u k i m
Ijok.
Jelasnya, sebab itu p e n e r o k a
m a h u m e n u n t u t baki kira-kira
4 0 0 h e k t a r lagi t a n a h m e r e k a
y a n g tidak d i n y a t a k a n d a l a m
p e n j a n j i a n i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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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ji aspek perundangan jika
Azmin gagal buat keputusan
• KUALA LUMPUR 5 APRIL

K

ERAJAAN Pusat akan meneliti peruntukan perundangan
berkaitan
bagi
membolehkan penstrukturan semula perkhidmatan air di Selangor dilakukan sekiranya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PKR-Gombak)
gagal membuat keputusan muktamad berhubung tawaran pembelian Syarikat Pengeluar Air
Selangor Sdn. Bhd. (Splash) sebelum 4 Julai ini.
Menteri Tenaga, Teknologi Hijau dan Air, Datuk Seri Dr. Maximus Ongkili berkata, tawaran
harga bagi pembelian Splash

Beliau berkata demisepatutnya dibuat oleh
kian ketika menjawab
kerajaan PKR Selangor.
soalan t a m b a h a n Tan
"Tawaran
berdasarSri Abdul Khalid Ibrakan prinsip menang-mehim (Bebas-Bandar Tun
nang sudah digunakan
Razak) berhubung usaha
sejak sekian lama oleh
kerajaan Pusat dalam pekerajaan negeri Selannyusunan
penstruktugor, oleh itu tiada sebab
ran semula industri air
mengapa prinsip terbabagi menyelesaikan kribit tidak boleh digunakan untuk pembelian MAXIMUS ONGKILI sis air di Selangor.
Splash.
Maximus t u r u t menyuarakan
"Sekiranya hal ini tidak dimukkebimbangan kerana usaha metamadkan, Kerajaan Persekutuan
m u k t a m a d k a n perjanjian akhir
akan meneliti kuasa-kuasa yang
itu sudah m e m a k a n masa bertaada termasuk menggunakan Akta
h u n - t a h u n sehingga menyebabIndustri Perkhidmatan Air 2006
kan krisis air di Selangor, Kuala
(Akta 655) atas dasar kepentingan
Lumpur dan Putrajaya berlarunegara," katanya.
tan.

Hee Loy Sian (PKR-Petaling
Jaya Selatan) seterusnya bangkit
m e m p e r t a h a n k a n kerajaan PKR
Selangor dengan meminta Kerajaan Pusat memberikan harga
cadangan berdasarkan nasihat
p e r u n d i n g luar yang digunakan.
N a m u n , Maximus menjelaskan b a h a w a perunding luar yang
digunakan oleh Kerajaan Pusat
adalah untuk tujuan penilaian
harga dan bukan bagi kegunaan
kerajaan PKR Selangor.
"Kalau kamu mahu berkahwin
dengan seseorang, adakah m a h u
orang tengah yang tentukan harga. Kerajaan Pusat menggunakan
perunding luar sebagai harga rujukan sahaja,"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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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ADAAN Stadium Mini MPAJ yang masih belum siap sepenuhnya menjelang perasmiannya Ahad ini. - UTUSAN/MUHAMAD HAFIZ (PELATIH UITM)

Perasmian cetus spekutasi ekoran pembinaan masih belum siap

Stadium Mini MPAJ tanpa CF?
Oleh ROSKHOIRAH YAHYA
kota@utusangroup.com.my

KERJA-KERJA
pembinaan di
dalanTkawasan
Stadium Mini
MPAJ di Pandan
Perdana,
Ampang Jaya,
Selangor,
semalam.

• KUALA LUMPUR 5 APRIL

P

ERASMIAN Stadium Mini
Majlis P e r b a n d a r a n A m p a n g
Jaya (MPAJ) p a d a Ahad ini
m e n c e t u s k a n spekulasi ekoran
pembinaan stadium berkenaan
m a s i h b e l u m siap s e p e n u h n y a .
Sehingga berita ini ditulis p a d a
p u k u l 3.15 p e t a n g ini, k e m u d a h a n
s u k a n yang dibina d e n g a n kos kira-kira RM19 j u t a itu m a s i h tidak
m e m p u n y a i Sijil Layak Mend u d u k i (CF),
Yang Di pertua MPAJ, Abdul
Hamid Hussain ketika dihubungi
Utusan Malaysia
mengesahkan,
pihaknya masih tidak mengeluarkan kelayakan CF u n t u k stadium
itu tetapi m e m p u n y a i kuasa u n t u k
mengeluarkannya pada bila-bila.
"MPAJ b o l e h m e n g e l u a r k a n
CF p a d a bila-bila m a s a kerana itu
bidang kuasa kami. Kalau m a h u
esok juga sijil tersebut boleh dikeluarkan.
" S t a d i u m ini adalah hak MPAJ.
Apa-apa yang berlaku p a d a hari
p e r a s m i a n n a n t i a k a n jadi tang-

g u n g j a w a b kami," k a t a n y a di sini
hari ini.
M e n u r u t Abdul H a m i d , pihaknya kini s e d a n g d a l a m p r o s e s m e n y i a p k a n kerja-kerja akhir p e m b i n a a n d a n yakin a k a n selesai
s e b e l u m majlis p e r a s m i a n .
Dalam k e n y a t a a n MPAJ terd a h u l u , dianggarkan 5 , 0 0 0 a k a n
hadir p a d a p e r a s m i a n s t a d i u m
y a n g a k a n d i s e m p u r n a k a n oleh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M o h a m e d Azmin Ali.

T i n j a u a n Utusan Malaysia
di
sekitar t a p a k s t a d i u m y a n g terletak di Jalan P e r d a n a 6/3, P a n d a n
P e r d a n a di sini m e n d a p a t i kerjakerja p e m b i n a a n giat d i j a l a n k a n
n a m u n tidak m e m b a y a n g k a n dapat disiapkan sepenuhnya dalam
t e m p o h d u a hari.
Berdasarkan p e m e r h a t i a n m e n dapati sekurang-kurangnya
20
peratus kerja p e m b i n a a n masih
b e l u m siap s e p e n u h n y a t e r m a s u k
laluan di pintu m a s u k u t a m a , la-

luan pejalan kaki d a n b u m b u n g
hadapanbangunan.
S e m e n t a r a itu, k e p u t u s a n Ker a j a a n Negeri Selangor m e n g a d a k a n majlis p e r a s m i a n itu dilihat
sebagai t i n d a k a n t e r d e s a k u n t u k
m e r a i h s o k o n g a n rakyat m e n j e lang Pilihan Raya U m u m Ke-14
(PRU-14) t a n p a m e n g a m b i l kira
k e s e l a m a t a n o r a n g ramai.
P e n d u d u k , G.Kishiva, 47 berkata, kerajaan negeri sepatutnya
lebih m e n g u t a m a k a n keselamat a n p e n g u n j u n g p a d a hari perasm i a n d e n g a n m e n y i a p k a n sepenuhnya stadium berkenaan.
"Jangan p e r j u d i k a n keselamat a n orang r a m a i s e m a t a - m a t a u n t u k k e p e n t i n g a n politik.
"Kita b i m b a n g k e a d a a n stadiu m y a n g tidak siap d e n g a n s e m p u r n a ini b o l e h m e n g u n d a n g kemalangan," katanya.
A z m a n Ramli, 47, pula b e r h a r a p kerja-kerja p e m b i n a a n kem u d a h a n rakyat itu tidak d i l a k u kan dalam keadaan tergesa-gesa.
"Berdasarkan
pemerhatian,
saya r a s a baki k e r j a p e m b i n a a n
s t a d i u m itu t i d a k m u n g k i n d a p a t
d i s i a p k a n d a l a m m a s a d u a hari,"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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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gun kawasan risiko banjir
Kajang: Kedudukan kawasan tanah yang rendah
menjadi antara punca utama
kejadian banjir kerap berlaku di Kampung Sungai Jernih di sini.
Yang Dipertua Majlis Perbandaran Kajang, Mohd Sayuthi Bakar, berkata kawasan kampung itu lebih rendah jika dibandingkan dengan kawasan sekitarnya,
sekali gus menyebabkan
kampung didiami hampir

1,500 penduduk itu mudah
dinaiki air.
Katanya, dalam Rancangan Tempatan MPKj, kawasan kampung itu dikategorikan sebagai kawasan
yang boleh dibangunkan
bagi menyelesaikan masalah ini untuk jangka masa
panjang.
“Kawasan kampung ini
terletak di kawasan tanah
rendah. Jika tidak dibangunkan dengan cara meninggikannya...kejadian banjir
akan terus berlaku.
“Kalau diikutkan, pihak
yang lebih bertanggungjawab berhubung isu banjir
ini adalah pihak Jabatan
Pengairan dan Saliran
(JPS).
Bagaimanapun
pihak MPKj turut mempunyai pelan kami sendiri.
“Kami minta pemilik
tanah tampil untuk
berbincang
dengan
MPKj supaya kita dapat bangunkan kawasan kampung mereMOHD
ka,” kataSayuthi
nya pada si-

LAPORAN Harian
Metro semalam.

dang media selepas majlis
perasmian Program Publisiti
dan Penyertaan Awam Draf
Rancangan Tempatan MPKj
Selangor 2035 di sini, semalam.
Mengulas lanjut, Sayuthi
berkata isu pembangunan
tanah kampung adalah satu
isu yang rumit.
“Kita sediakan perancangan pembangunan ini secara umum. Untuk perancangan yang lebih khusus,
pemilik tanah perlu tampil
dengan cadangan bagaimana kita nak bangunkan
kampung mereka,”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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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mpulan Inovasi JPS Johan iCompEx’18
KUALA LANGAT -Kumpulan
Inovasi Jabatan Pengairan
dan Saliran (JPS)Kuala Langat
berjaya meraih Johan dalam
Pertandingan National Innovation and Invention Competition Through Exhibition
2018 (iCompEx’18) Peringkat
Kebangsaan dalam kategori
binaan dan bahan di Kedah
baru-baru ini.
Ketua kumpulan, Muhamad Irwan Abd Ghafar berkata, projek inovasi yang dipertandingkanitumerupakan
tangga pelindung tebing yang
menggunakan tayar lori yang
terbuang.
Menurutnya, ia berfungsi
sebagai pelindung permukaan tebing sungai daripada
ancaman udang tanah atau
katak.
“Udang tanah tersebut
akan membuat korekan

Inovasi tangga pelindung tebing yang dihasilkan.

lubang pada tebing sungai
sebagai tempat tinggal dan
habitatnya.
“Kesan korekan itu akan
semakin merekah dan besar
disebabkan tekanan pasang
surut air sungai seterusnya
menyebabkan banjir kilat di
kawasan sekitar akibat kegagalan tebing sungai tersebut
yang gagal berfungsi dengan
baik untuk menahan air

sungai,”katanya projek itu
telah digunakan di Kampung
Sungai Judah, Pulau Carey.
Beliau turut memberitahu kumpulan itu pernah mewakili JPS Selangor dan turut
dikenali sebagai Kumpulan
Jugra meraih tempat pertama
dalam pertandingan Inovasi
peringkat JPS Malaysia dan
Kementerian NRE serta Anugerah Inovasi Selangor.

Kumpulan Inovasi Jabatan Pengairan dan Saliran (JPS)Kuala Langat diketuai oleh Atikah Johan dalam
Pertandingan National Innovation and Invention Competition Through Exhibition 2018 (iCompEx’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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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 lagi ditahan kes tanah Ijok
PUTRAJAYA - Suruhanjaya
Pencegahan Rasuah Malaysia (SPRM)
semalam menahan dua individu selepas dipercayai menerima wang rasuah melibatkan Jawatankuasa
Bertindak Projek Terbengkalai Alam
Mutiara dan Alam Utama di bawah
Projek Rancangan Revolusi Hijau II &
III Bukit Cheraka.
Kedua-dua lelaki berusia 75 dan
66 itu ditahan di Ibu Pejabat SPRM
Putrajaya pada kira-kira jam 12.30 te-

ngah hari ketika hadir untuk memberi
keterangan bagi membantu siasatan.
Menurut sumber, mereka disyakii
menerima suapan daripada syarikatt
perunding pampasan sebagai balasan
untuk tidak melindungi kepentingan
peneroka Fasa 1 dan 2 Mukim Ijok.
Difahamkan, kedua-dua mereka
menerima wang berjumlah antara
RM70,000 hingga RM150,000 daripada syarikat perunding berkenaan bagii

melakukan perkara tersebut.
Sebelum ini, seramai tujuh individu termasuk tiga lelaki bergelar
Datuk direman bagi membantu siasatan SPRM membabitkan kes berkenaan.
Sementara itu, Pengarah Kanan
Jabatan Siasatan SPRM, Datuk Simi
Abd. Ghani ketika dihubungi mengesahkan penahanan tersebut dan memaklumkan kes disiasat di bawah
Seksyen 16(A) Akta SPRM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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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bin halang laluan taman permainan
PANDAN PERDANA – Penduduk
di sebuah pangsapuri di Pandan
Perdana menggesa Majlis
Perbandaran Ampang Jaya (MPAJ)
mengambil tindakan ke atas sebuah kabin yang diletakkan di atas
jalan raya berhampiran kawasan
perumahan itu.
Timbalan Ketua Biro
Perkhidmatan dan Aduan Awam
Gerakan, Ben Liew Pok Boon berkata, pihaknya menerima aduan
daripada penduduk berkaitan kabin yang diletakkan di atas jalan itu
sejak bulan lalu.
“Kami akan mengemukakan
surat dan memanjangkan perkara
itu kepada pihak Majlis
Perbandaran Ampang Jaya (MPAJ)
untuk mengambil tindakan lanjut
kepada pemilik kabin berkenaan,”

Ben Liew (empat kiri) bersama penduduk setempat membantah kabin
diletakkan di atas jalan raya.

katanya.
Menurutnya, penduduk juga
mengadu masalah parkir di kawasan pangsapuri itu.
“Segelintir penduduk akan
parkir kenderaan mereka di tepi
bahu jalan di kawasan luar pang-

sapuri ini pada setiap malam.
Disebabkan adanya kabin ini, ia
menimbulkan masalah kekurangan ruang parkir.
Sementara itu, Penduduk,
Thiruchelbam, 55, berkata, MPAJ
perlu bertind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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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SB giat banteras iklan haram

Abdul Khalim (empat kiri) bersama anggotanya dan penduduk menunjukkan sebahagian iklan haram
yang diturunkan di Taman Pertama, Sabak .

SABAK BERNAM - Sebanyak lebih 100 gegantung dan iklan haram pinjaman tidak berlesen
diturunkan di Taman Pertama, Sabak, di
sini.
Operasi itu dilaksanakan Penguatkuasa
Majlis Daerah Sabak Bernam (MDSB) diketuai
Abdul Khalim Haron bersama 10 anggotanya
dan 10 penduduk taman berkenaan.
Penolong Pengawai Komunikasi Korporat
MDSB, Noraini Ahmad berkata, operasi itu
dilaksanakan selama tiga jam bermula jam
9.30 pagi.
“Operasi menurunkan iklan haram ini dilaksanakan pada hari Jumaat setiap minggu,”
katanya.
Norani berkata, langkah yang dilaksanakan itu adalah gerakan awal pencegahan untuk menyekat kegiatan mengiklan pinjaman

selain memberi kesedaran kepada orang ramai.
Katanya, pihaknya amat sukar untuk
mengambil tindakan terhadap golongan yang
menggantung bahan iklan tersebut.
“Kami kesal apabila setiap kali iklan ini
ditanggal, tak sampai beberapa jam iklan ini
ditampal dan digantung semula.
“Kami akan mengambil tindakan tegas
sekiranya ada mana-mana pihak yang didapati
menggantung iklan ini sesuka hati di bawah
Undang-Undang Kecil (UUK) Iklan MDSB
2007 yang boleh dikenakan denda maksikum
RM1, 000,” katanya.
Beliau memberitahu, tujuan utama program itu dilaksanakan adalah mengeratkan
hubungan hubungan antara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dan masyarakat setemp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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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duduk Jalan Palas kreatif
Tanam aneka
pokok bunga
hiasan,herba dan
buah-buahan
NURUL FIRDAUS KHAIRI

TELOK PANGLIMA
GARANG

I

nisiatif penduduk Jalan
Palas, Taman Dato
Hormat, di sini mengindah dan menceriakan taman rekreasi harus dipuji.
Pengerusi Persatuan Jalan
Palas, Taman Dato Hormat,
Ahmad Nazli A Manaf berkata, taman yang dijaga dengan baik secara tidak langsung dapat menarik minat
kanak-kanak beriadah di

situ.
Menurutnya, penduduk
sendiri juga ada memberikan
sumbangan segi kewangan,
tenaga dan juga benih pokok
bagi menambah baik keceriaan kawasan.
“Saya tak sangkalah penduduk semangat turun padang melakukan kerja -kerja
keceriaan maalah pengunjung luar juga singgah
ke taman ini kerana ianya
indah dan terjaga,"katanya.
“Penambahbaikan dan
pembaharuan dari masa ke
semasa mengikut kemampuan yang ada,”katanya kepada
Sinar Harian.
Ahmad Nazli berkata, antara pembaharuan yang dilakukan termasuklah mendirikan pagar yang diperbuat
daripada kayu “pallet” terpakai.
Katanya, paling menarik

Antara kemudahan tong sampah yang disediakan.

Nazli (kiri)menunjukkan sebahagian kawasan yang telah dinaiktaraf.

kebun komuniti turut dipenuhi tanaman anak-anak
pokok buah-buahan, herba
dan bunga seperti Nenas
Yankee, betik, kari.

“Di sini tak ada masalah
sampah kerana kutipan sampah di padang permainan
diselenggara penduduk seminggu sekali,"katanya.

Beliau turut memaklumkan setiap minggu juga penduduk mengadakan rondaan
k bagi mengelakkan vandalisma di kawasan itu.
Beliau yang juga
Setiausaha Majlis Perwakilan
Penduduk Zon 5 Majlis
Daerah Kuala Langat
(MDKL)berkata, komunitinya pernah mendapat tempat

kedua dalam Kategori Rakan
Taman Bagi Daerah Kuala
Langat tahun lalu.
Katanya, inisiatif menceriakan kawasan juga adalah
galakan daripada Ahli
Majlis,MDKL Zon 5 yang diketuai oleh Ab Rahman Amir
dan bantuan khidmat nasihat
daripada Bahagian Lanskap
dan Mampan LA21,MD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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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wist to Ijok
land controversy
Two committee leaders held over bribes
PETALING JAYA: The Ijok land sale controversy has taken a new twist with the arrest
of two leaders of the new Ijok settlers committee over claims that they received bribes.
The two men, aged 66 and 75, are the chairman and deputy chairman of the Ijok Phase 1
and 2 Settlers acting committee.
They were arrested at the Malaysian AntiCorruption Commission (MACC) headquarters yesterday afternoon after having their
statements recorded.
A source said the duo allegedly received
between RM70,000 and RM150.000 from a
compensation consultancy firm in exchange
for neglect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Ijok settlers
in Phases 1 and 2.
It was learnt that the alleged bribes
involved the Alam Mutiara and Alam Utama
abandoned projects acting committee, under
Phases II and III of the Bukit Cherakah Green
Revolution Plan.
The number of arrests mad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jok deal now stands at nine, with
seven others arrested over the past month.
MACC investigations director Datuk Simi
Abd Ghani confirmed the arrests.

.The two suspects are expected to be
remanded at the Putrajaya court today.
According to reports, the land in Ijok,
Selangor, was given to settlers more than 20
years ago through a state programme to
upgrade their standard of living.
Two companies - LCBN Development Sdn
Bhd and Mujur Zaman Sdn Bhd - were roped
in to develop the land for the settlers in 1998,
but could not fulfil their end of the bargain
of building houses and paying the settlers
RM180,000 each.
In 2009, then Selangor mentri besar Tan Sri
Khalid Ibrahim seized the land from the
developers and both companies dragged the
state to court, but lost the case.
The developers then appealed to the
Federal Court.
In 2016, current Mentri Besar Datuk Seri
Azmin Ah filed a settlement agreement and
returned the seized parcel of land to the
developers. The land was then sold to a
third-party company for RM1.18bil.
The 981 settlers were then paid the
RM180,000 and given a house worth about
RM400,000 each by the third-party develo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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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ts still waiting for
road resurfacing 15 years on
Taman Kinrara 4 / 8 folk also want neglected public park to be maintained

www.perfectfivin.com
By KATHLEEN MICHAEL
kathleen@thestar.com.my

FOR the past 15 years, roads in the
gated-and-guarded housing area of
Taman Kinrara 4/8, Puchong, have
not been paved.
There are 96 houses in the area,
comprising Jalan TK 4/8A to Jalan
TK4/8D.
TK 4/8 Residents Association
vice-chairman Noorul Ainah said
road conditions were so bad that
when it rained, there was stagnant
water on the road.
She said the road condition was
worst along Jalan TK 4/8D.
"We have seen roads outside our
housing area being paved two to
three times over the years but
roads in our area have never been
resurfaced," she said.
Noorul added that aside from
road conditions, residents could
not enjoy the recreational park in
the area due to snakes and rodents.
"The oil palm trees in the park
attract snakes and rats. These trees
should not be planted in housing
areas.
"I'm not sure who planted the
trees but the park is maintained by
the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Sp," she said, adding that the
trees also darken the park.
Fairuz Abdullah, who lives along
Jalan TK 4/8A, said contractors

Roads in the TK 4 / 8 gated-and-guarded community have not been paved for 15 years

hired to maintain the park have
not been doing a good job.
"They are not monitored and
there were times when they
trimmed the trees but did not clean
up properly after work was done.
"If they are supposed to come
once a month, then they should be
here according to schedule, not
come whenever they like," he said.
Yet another problem in the area
is the sinking perimeter wall facing
a petrol station.
Noorul said three months ago,
Syabas had repaired a pipe leak in
the recreational park but it was
done too late after complaints were
made years ago.
"The ground is now damp, all
the way to the playground which
can be dangerous for children.

She added that the perimeter
wall facing Persiaran Kinrara was
also low and thieves had taken
advantage of this.
Fairuz added that they had
looked into installing barbed wire
on the low perimeter walls to prevent break-ins but the cost was too
high.
The last burglary in the area was
in October along Jalan TK 4/8D.
Noorul said they asked MPSJ to
help raise the perimeter wall three
years ago and even made an online
application but they had yet to
hear from the council.
She added that residents in TK
4/8D had raised the walls on thenside on their own last year.
Kinrara MCA Puchong service
centre chief assistant Lawrence

Chiew, who met with residents yesterday, said he was surprised that
roads in the area had not been
paved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that residents' concerns had not
been addressed by the council.
"Residential areas within the
Kinrara constituency have been
paved about three times.
"In Taman Bukit Kuchai, roads
were paved so much that the level
of road is high and causes water to
seep into homes when it rains," he
said.
He said the council should spend
its MARRIS funds wisely and look
into areas left out for years.
Selangor MyPPP secretary Datuk
Inder Singh, who was also present,
said he would be forwarding the
residents complaints to MP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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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jang local draft plan on display until May 4
efforts to conserve the district's
green spaces, which occupy about
53% of the district.
For more details on the local
draft plan, members of the public
can review its contents by visiting
the designated counter in the lobby
of Menara MPKj between 9am and
4.30pm on work days.
Alternatively, the local draft plan

By NOEL FOO
noelfoo@thestar.com.my

FROM now until May 4, residents
and business owners around
Hulu Langat district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review the Kaj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j) Local
Draft Plan 2035 (Replacement).
MPKj president Mohd Sayuthi
Bakar launched the publicity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programme
for the local draft plan yesterday in
the lobby of the council's headquarters in Kajang.
"The new local draft plan takes
into account all amendments
that we have made before this as
well as the district's development
needs for the future," said Mohd
Sayuthi.
He added that the local draft
plan was made in line with MPKj's
vision to make Kajang a city of
choice for people to live in with
developed urban facilities and a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Mohd Sayuthi said that Kajang's
close proximity to Kuala Lumpur
and Putrajaya placed the township
in a position to attract new residents, businesses and even tourists.
At a glance, one of the biggest
noticeable changes to the local

c a n also b e r e v i e w e d at t h e office

Sayuthi (second from right) with (from left) Bangi assemblyman Mohd Shafie
Ngah, Balakong assemblyman Eddie NgTien Chee, PLANMalaysia@Selangor
director Muhamad Ridzuan Arshad, PLAN Malaysia officer Ahmad Tarmizi
and MPKj deputy president Najmuddin Jemain (back row) at the launch.

draft plan is the conversion of former agriculture zones into mostly
future residential areas, with a few
areas mark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zones.
Some of the objectives listed in
the local draft plan include improv-

ing public facilities in urban centres and placing emphasis on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he plan also looks at developing
infrastructure in order to improve
tourism, developing local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as well as making

of PLANMalaysia@Selangor
(Selangor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Department) at level 16,
Bangunan Darul Ehsan, 3, Jalan
Indah, Section 14, Shah Alam.
For greater convenience, the
public can also read the contents of
the local draft plan through the "RT
MPKj 2035" mobile application, now
available for download through the
App Store and Google Play.
the public can provide their
feedback or raise objections by
filling up the feedback form, available at the local draft plan counters
or through the mobile application.
The feedback form can then be
sent to MPKj or PLANMalaysia@
Selangor in person, via post, fax
(03-8733 1:260) or email to rtmpkj2035@mpkj.gov.my
For further enquiries, call MPKj
at 03-8737 7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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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Traders want
Jalan Tengku
Kelana turned into
one-way street

>6
Cross-section view of Jalan Tengku Kelana

Call for MPK to
improve road
system in Klang

Current system

Business owners want council to create parking space
and turn Jalan Tengku Kelana into one-way street

Proposed s y s t e m

Streetlight

Softscape

By EDWARD RAJENDRA
edward@thestar.com.my

HAPHAZARD parking along Jalan Tengku
Kelana, the main thoroughfare in Little
India, Klang, has been a nagging problem in
the area and business owners have proposed
several solutions to the local council.
Klang's Little India Entrepreneurs
Association president N.P. Raman said eight
months ago, the association had submitted a
memorandum to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requesting for parking bays to be created on both sides of the road.
Currently, motorists are not allowed to
park their cars on both sides of the road but
they continue to do so, resulting in the council's need to tow the vehicles away
An average of 50 cars are towed away in a
month. In addition to MPK's action, the
police issue summonses too.
In 2017, MPK Enforcement Department
towed away 624 cars in Jalan Tengku Kelana.
This year, up to March 14,187 cars were
towed.
Each car towed by the council is served
with a compound of RM300 and a towing fee
of RM100.
In 2017, MPK collected RM249.600 from
cars towed along the road.
Raman said Jalan Tengku Kelana was a
busy street and new solutions were needed,

in addition to the parking bays.
"Recently, the state government allocated
funds to improve Little India.
"So, we want MPK's Urban Planning
Department to consider our proposal for a
smoother traffic flow and make the area
pedestrian-friendly too," he said.
On March 19, Star Metro reported that the
state, through its Selangor Economic Action
Council, had approved RM6mil for tourism
development in Little India with a project
called Royal Klang Town Heritage Walk.
Raman said the association's memorandum also suggested for wider pedestrian
walkways, removal of the road median and
textured cobblestone pavers be constructed
to slow down vehicles for the safety of
pedestrians.
"Business owners also want a one-way
traffic system to be implemented in Jalan
Tengku Kelana to reduce congestion.
"We want the 350m stretch, from the Jalan
Tengku Diaudin/Jalan Tengku Kelana junction to the junction of Jalan Taliair, turned
into a one-way street so that motorists can
park at designated bays on both sides of the
road," he added.
Raman said with the proposed oneway system, motorists from Musaedin
Bridge could turn left while motorists from
Jalan Tengku Diaudin could either turn
right into Jalan Tengku Kelana or lef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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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lan Musaedin.
"Motorists coming from the Bulatan
Simpang Lima will have to turn into Jalan
Taliair and enter Jalan Tengku Diaudin via
Jalan Mohet, before turning right into Jalan
Tengku Kelana," he said.
Former Kapar MIC division leader
Ganesan Thankaveloo said the one-way
street proposal would allow for parking
along the road, which will help businesses in
the area as there would be parking spaces
for customers.
"Business owners and Klang residents are
stakeholders of Little India and along with
those who frequent this tourist spot, they
want better infrastructure.
"There is a common consensus that MPK
should hold a briefing with the traders' association to get feedback before refurbishment
works are carried out," Ganesan said.

We want MPK to
consider our proposal
for a smoother traffic
flow and make the area
pedestrian-friendly
too. •§
N.P. Raman

06 Apr 2018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Page: C2 • Printed Size: 754.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d Value: MYR 14,873.07
PR value: MYR 44,619.21 • Item ID: MY0032212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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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國謹擋不住賊

5

Page 1 of 3

地點=蒲種金鑾花園第4 區4 / 8 A 至4 / 8 D 路

年
不曾鋪路

•社区围墙太矮，窃贼深夜翻墙
进来破屋行窃，左2起英德星、赵
启兴及努鲁（右3)。

其他花園已鋪路
•居民林秀芳
•社区的休闲公园种植油棕
树，引来蛇鼠窜人居民住
家。

]1对面花园搬来这里入住I年
+入路面不曾重铺，反观之前居
的花园已铺好路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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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种5日讯）金銮花园第4区
(Taman Kinrara Seksyen 4)围篱住宅
区内的4/8A至4/8D路，15年来不曾重新
铺设，凹凸不平的路面导致雨后叙水，
社区围墙太矮无法与外界有效阻隔，花
园虽聘用保安人员，但窃贼深夜经常趁
保安不备，翻墙进来破屋行窃。
花园4/8A至4/8D路有96户单位，居民从15年
前人住至今，梳邦再也市议会从未为该社区重
新铺路，路面已出现凹凸不平的状况，反观
对面花园在过去10年来，已获得市议会3次铺
路。

公園換水管草坪下陷
居民都希望市议会尽快为社区重新铺路，他
们3年前向市议会申请建高围墙，至今仍不获
回应，同时也不满雪州水供公司（Syabas)维
修当地休闲公园地下水管后，导致公园草坪泥
土松软下陷，因此向蒲种国会选区第14区居民
代表委员会主席赵启兴投诉。

Page 2 of 3

赵启兴今日与人民进步党蒲种区部主席拿督
英德星前往该花园，与居民展开视察，并承诺
会联络梳邦再也市议会主席，提出铺路与升高
围墙的诉求。
金銮花园第四区居协副主席努鲁指出，该花
园与金銮道（Persiaran Kinrara) ffl比邻，仅
仅一道矮墙之隔，经常有窃贼翻墙，潜进来偷
窃居民的鞋子甚至爆窃住宅，得逞后就循著金
銮道通往莎阿南大道逃走。
她说，社区休闲公园也面对民生问题，雪州
水供公司更换公园的地下水管后，公园草坪就
出现湿润情况，泥土开始松软下陷，她3个月
前向州议员反映却不获回应。
她指出，社区的休闲公园种植油棕树，引来
蛇鼠窜入居民住家，消拯人员曾多次上门捕
蛇，居民都希望市议会砍除油棕树，改为种植
其他树木。
“小孩经常在公园内玩乐，这对他们非常危
险，清晨与夜晚油棕树也遮挡了大部分灯光，
居民都担心会有不法之徒躲在树下，伺机干
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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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啓興••社區路仍由市會管轄

启兴说，虽然是围篱社
^•区，但住宅区道路都是由
市议会管辖，当局不能弃而不
顾，15年不曾为社区铺路。
他指出，由于路况不理想，
有居民只能自掏腰包，聘请发
展商员工自行为自己家门前铺
路。
k说，社区围墙太矮也导致
匪徒有机可趁，去年至今当地
已发生3宗破屋行窃案，最近
一宗案件是在除夕当天发生。
“当地一名陈姓居民向我投
诉，去年10月25日凌晨2时，
有匪徒翻墙潜入他家中爆窃，
吓得事主反锁自己在楼上房间
内，任由窃匪搬走楼下的财
物，损失数千令吉。”
英德星承诺，近期内联络
梳邦再也市议会主席，传达居
民要求铺路与升高围墙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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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哈迪效應
歐國輝
A两届大选的反风效应，催生
HU 了好些新人，他们初上阵就
攻破国阵传统强区，在不受看好
情况下把部长级和中央级领袖拉
下马，变成了今日的政治明星。
政治明星大多数是专业人士，
形象好，拥有学识和胆色，站在
台上演讲有大将之风，像潘俭
伟、刘镇东、张念群、杨巧双、
杨美盈等，每到一处单靠人气就

吸引上千人聆听几个小时演讲。
但反对党尤其是行动党能赢的
选区，在上两届大选都已赢完，
估计今次难以再有突破性佳绩，
所以把过去两届赢到和“养熟”
的选区让给新人，并把政治明星
调到危险区去，希望凭著明星效
应寻求突破。
但是，刘镇东直捣马华署理总
会长魏家祥的亚依淡选区，当地
马来票占多，传统马来人对行动
党仍有所保留，因此，希盟不得
不把希盟i席马哈迪放在前头，
以其影响力吸引马来选票。
今次行动党选择放下与马哈迪

的恩恩怨怨，为的是要拿到行动
党t向拿不到的马来人支持，好
笑的是，行动党骂马哈迪骂了几
十年，现在自打自脸，给了马华
个很好的机会来讥讽行动党没
有原则和立场。

人民是喜是悲？
话说回来，希盟不得不利用马
哈迪来增加执政的胜望，上两届
反风大吹的时势制造了政治明星
般的英雄，今届希盟要用马哈迪
为反对党的英雄来造时势。
反对党虽不计马哈迪在任首相
时的霸权和独裁劣绩，但部份行
动党的华裔支持者和公正党内的
烈火莫熄中坚分子，到现在还未
必能完全接受与老马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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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届大选希盟把注都押在马哈
迪身上，所有竞选方针都因他而
开展，其他领袖都成了被动和配
角，希望马哈迪能掀起马来海
啸，协助反对党改朝换代。
国阵也应把焦点火力集中在马
哈迪身上，如果能把马哈迪过去
的种种不对用放大镜放大给选民
看，那马哈迪就不能发挥出反对
党所预期的效果，反对党也就可
能因骨牌效应而兵败如山倒。
反对党与国阵打了几十年，到
最后依要靠一•名93岁老人来完成
执政梦想，今次或许成也马哈
迪，败也马哈迪，马来西亚过去
政治数十年都由他一人i导，人
民是喜是悲？（稿费捐南洋报业
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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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會派我去哪…”

劉天球競選
郭貞聚

一

(吉隆坡6日讯）
行动党中委刘天球重
申，一麗行动党在下
届大选派他上阵任何
国席，包括危险区，
他都会卯足全力，
“拼老命”去竞选。

是被派到危险区，我
都可以接受，没有说
明一定要在那一个国
席上阵。”
刘天球说，一旦行
动党委派他上阵国
席，他将会投下所
有的资源，卯足全
力，“拼老命”去

据《中国报》了
竞选。
刘天球
解，随著大选的脚步
他说，他等待了 5
年多，对于希盟而言，这届
已近，也是行动党雪州州委
大选也是“终极一战”，兼
的刘天球多次被传将于下届
负改朝换代的使命。
大选代表行动党上阵。
刘天球也是行动党内一位
但对于刘天球的上阵，坊
间也有许多不同版本的说
争议性很强的领袖，在1999
法，包括被传可能在金马仑
年和2004年，他曾代表行动
国席、劳勿国席上阵，也传
党在八打灵再也北区上阵，
但两届大选都败予马华候选
出可能在甲洞国席上阵，另
外双溪比力州席也被传也可
人周美芬。
能是刘天球上阵的州席。
在2008年，他弃国攻州，
刘天球接受询问时表明他
代表行动党在班达马兰州席
本身的意愿是要上阵国席，
上阵，除了成功击败马华候
但对于上阵州席的意愿并不
选人，也被委为雪州行政议
大。
员。
他也没有圈定要在那一个
但在20] 3年大选之时，行
州属的行动党国席上阵，没
动党并没有委派他上阵。
有圈定那一个国席，也不一
刘天球曾被控于2 0 0 7 年教
唆他人妨执法人员执行任
定是要在雪州国席上阵。
他说，如果行动党下届大
务，上诉庭于2016年也驳回
总检察署对于刘天球无罪释
选委派他上阵国席，不管是
放的上诉申请，保持高庭的
那一个国席，他都愿意接
原判。
受。
“如果是上阵国席，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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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
•吴哈末亚布：
蚊症确诊病例有
下降的趋势。

(巴生5日
讯）巴生市议
会防坟活动奏
效，今年首3月
的确诊蛟症病
例，较去年及
前年相比已有
下降的趋势。
巴生市议会主
席拿督莫哈末亚
希指出，今年首3
月的确诊蚊症病
例为1T29宗，较
去年同期的1886
宗下降了 157宗。
他受访问时指
出，今年截至目
前，巴生市议会
官员已经前往2万
8308个单位进行
防蚊检查，同时
也在12万4383个
地区进行喷蚊雾
行动。
“这些措施是为了可以防止黑斑蚊孑孓
的滋生，如此一来也将会有效减低蚊症病
例，这是我们市议会努力宣导及清洁环境
带来的效果。”

鑑定9蚊症熱點
他指出，目前市议会鉴定9个巴生地区
为蚊症热点，其中包括黄梨园路、胡姬花
园、圣淘沙花园、加埔圣淘沙花园、哈
扎阿郎路、士文达路、斯、里门宁古花园
(Taman Sri Menegun)及高阳苑等。
“另外，我们也联合莎阿南市政厅、雪
邦市议会及加影市议会合作每周进行•找
及毁灭黑斑蚊孑孓行动，以确保涉及地区
的卫生及环境受到保护。”
他指出，市议会将会继续努力，以便可
以进一步减低巴生蚊症病例，早日免去讀
州蚊症之冠的污名。

巴生2018、2017及2016年首3月的蚊
症確診病例數據
一月
二月
三月

2016
1074
877
805

2017
607
512
767

2018
494
659
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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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贝仕1土乇込H

喷蚊雾，消灭黑斑
虫艾孑孓。

•官员在居民住家花圃检查有无黑斑虫艾
子孓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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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足總杯
*8强首回合

今曰賽程（6曰)
9:00PM彭亨

对柔佛达鲁塔克欣

(关丹达鲁马末体育场）

明曰賽程（7曰)
4:15PM霹雳经济发展局对土地发展局联
(巴都加湾体育场）

9:00PM吉隆坡

对雪兰莪

(蕉赖吉隆坡足总体育场）

9:00PM雪兰莪发展机构对霹雳
(莎阿南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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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雪水務公司中央等獻價
(吉隆坡5日讯）能源、绿色工艺及水务部长拿督斯里麦西慕
说，只要雪州政府提出献价收购雪州水务公司（SPLASH)，再让
中央政府衡量价格是否公道即可。
他今日在国会问答环节，回答公正党八打灵南区国会议员许来
贤时说，雪州政府已完成70°�收购水供公司的程序，目前，还有收
购雪州水务公司程序，这也有待書州政府向中央政府报价。
他强调，中央政府遵守“愿买愿卖”的原则，进行收购雪州水
供公司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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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議院無限期休會

355私人動議無緣提呈

扎希盼議貝貫徹民主意義

議長：不知未來命運如何

(吉隆坡5日讯）副首相拿
督斯里阿末扎希希望所有国会
议员，即使不在下议院会议
中，也应该良好贯彻民主意
义°
他相信，国会议员将利用在
下议院的经验，良好地处理意

旳专业。”

见分歧。
“虽然我们将在（大选）战场

他也感激首相拿督斯里#吉。
“如真主所愿，如果我们获得

见，但我相信，以我们在议会厅

更大委托，我们会为人民做到最

内的经验，我们虽然有不同看

好，让我们以最好的方式在战场
见面，对手还是对手。“

法，但在议会厅外，我们还是朋
友。，’

议长与朝野议员合照留念
阿末扎希也是内政部长兼省眼
拿督区国会议员；他今日在第13
届第六期第一次国会下议院会议
休会前代表政府致词时，感激议
长、副议长、国会职员和传令
官。
“至于政府和在另一边的朋
友，我们感激议长丹斯里班迪卡

自3月5日召开的本次If议院会
议，今日起无限期休会。本届国
会将于6月24曰届满自动解散，并
于60天内举行全国大选。

•议长班迪卡（前排右四）随著第13届国会下议院休会而功成身
退，一众国会秘书处和议长办公室的职员，纷纷与班迪卡一同合
影，留下珍贵纪念。
.
期休会前发表临别秋波感言时，
感谢朝野议员尤其是首相纳吉给
予合作，协助他改革议会。
“我希望在下届国会会议见到
你们。如果我不是第14届大选的

除了下议院，上议院也于今日
召开最后一天会议。上议院提則3
周于3月5日开会，以便两院同时

候选人，我准备面对失望。谁知
道‘谁将風得大选的将是左边的
(反对党）。”

间休会，外界揣测这是政府是为

国会反对党领袖拿督斯里旺阿

了随时解散国会而做出的罕有决
定°

兹莎开玩笑说，如果希望联盟赢
得大选，将会建议保留班迪卡成

为议长人逸。
她也感谢所有给予反对党合作
的人士。
在议会宣布休会后，议长与朝
野议员合照留念。
本次国会通过数项法案，包括

�2018年（2017年）附加供应
法案》、备受争议的《2018年反
假新闻法案》、《2017年牙医法
案》及�1988年消防服务法令修
正案》°
(LMY)

议长班迪卡在宣布下丨土院无限

受過危機管理訓練

付所有可能在大选期间中
出现的诽毁。

7萬警員可應對大選騷亂

持合选举犯罪法令及和平

他说，为确保竞选活动
集会法令，内政部也指示

能源部：等雪接管SPLASH

才評估報價是否公正
么匕源、绿色工艺与水务部长拿督斯里麦西慕说，

警方动员7万名受过危机管

(Light Strike Force )也展
开体能训练，他们足以应
对任何骚乱。”

理训练，有能力应对任何
骚乱的警力。

“此外，警方联合通讯

管|辖区内的所有政治演
^、党旗、横幅、海报与
传|单0

与多媒体委员会、消拯局

另外，诺加兹兰说，警

他今日在国会下议院回

及国防卫队召开会议，讨

方也会打击利用大选进行

答立碑区国会议员拿督阿

他今日在国会下议院回答独立人士敦拉萨镇国会议

论有关治安及可能发生的
恐怖主义的危机管理。”

赌博的非法活动，包括援
引投注法令及公开赔博法
令打击相关非法赌博集
团，并会在必要时会援引

员丹斯里卡立的提问时说，联邦政府不会主动向雪兰

+政部副部长拿督诺加

II兹兰说，来届大选，

都拉曼的提问时说，警方
早于2016年9月已为来届大

他透露，警方也跟通讯

选进行准备，也为进行各

与多媒体委员会成立专案

种培训准备充足的经费。
“警方的轻型突击队

小组，负责监督社交媒
体，并将援引相关法令对

所有警区主任，监督各自

防范罪案法令（P0CA )来
对付°
(LMY)

冃匕联邦政府只会在雪兰莪州政府为接管雪河公司
(SPLASH )报价之后，才会评估有关报价是否公

正°

合约奉行“愿买愿卖”

•斯兰党主席兼马江区国会
u议员拿督斯里哈迪阿旺今
日的最后一天国会下议院会议，

起来询问，为何不行使其裁量

仍无缘提呈�1965年伊斯兰法

议，因为哈迪阿旺的动议已于去

庭（刑事权限）修正法案（355

年提呈及进行到一半。

法令修正案）》私人法案动议。
下议院议长丹斯里班迪卡说，

说，他受限于议会常规第15

对达基尤丁的询问，班迪卡

人事务优先处理，以及议会常规
第12 ( 1 )条文，允许政府将议
程表上的事务推迟。
“之前我允许哈迪阿旺提呈私

他说，他不知道未来召开的新
国会会议，谁会坐在右边（政
府）或谁坐在左边（反对党），
毫不相干。

许议会辩论哈迪阿旺的私人动

(1 )条文，即政府事务应比私

他不知道哈迪阿旺这项动议在国
会解散后‘未来的命运会是怎
样。

f他现在做出决定，他的决定会

权，在完成所有政府事务后，允

人动议，是因为获得政府的允
许。我是应政府的要求。”
去年4月6日，哈迪阿旺获得

他说，这项私人动议已批准在

议长允准提呈动议，并获得达基

国会提呈与获得附议，尽管没有

尤丁附议，而哈迪之后萱布展延

辩论，但哈迪阿旺和附议此动议

辩论。

的伊斯兰党总秘书兼哥打峑鲁区

呈要求会议完成第一项财政部动

哈迪阿旺提呈的355私人法案
动议内容，提出3项加重伊斯兰
刑事法刑罚的建议，以便鞭刑从
原本的6下增加至100下。如婚
前性行为的刑罚是100下，诬告
他人通奸（Qazaf ) 80下，而饮

议后便休会的动议，而达基尤丁

酒则是40至80下。（LMY)

国会议员拿督达基尤丁已经完成
任务。
较早时，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
阿莎丽娜在问答环节结束后，提

在这项动议获得通过后，即刻站

阿莎麗娜：審反假新聞案

政府未建議設特别庭
•府仍未建议成立特别法庭
M的案件。

以聆审《2018年反假新闻法令》下

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阿莎丽娜今日在国会下议院部长问答环节回
答伊斯兰党哥打峑鲁区国会议员拿督达基尤丁的附加提问时说，这

莪州政府报价。
他说，除了是联邦政府及州政府都同意的公正报
价，当局也会参考国际独立@估机构的评估，因此卡
立无需担心在处理水供特许经营权合约奉行’的“愿买
愿卖”原则会导致特许经营权公司获得暴利。（LMY)

类案件目前仍将在地庭聆审。
“至于是否要成立特别法庭，胥视首相署法律组监督的这类案件
的数量。“
她指出，若有需要，政府不会阻止任何单位在打击假新闻案件中
使用紧急证书。
“我们也不否认，如果任何单位需要入禀紧急证书，法庭确实不
会阻止。“(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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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马哈迪（左四）、旺阿兹莎（中）和林冠英（左三）以及众希盟和非政
府组织领袖一起展示希盟面向印裔社群;的宣言。左起为赛维尔和古拉；右起
为安努亚达希、拉加惹迪南、瓦达慕迪和拉马沙米。

指政府用盡手段打擊希盟

馬哈迪••通過大選阻國陣續獨裁
(八打灵再也5日讯）希望联盟主席敦
马哈迪说，虽然政府用尽一切手段打击
希盟，但希盟最终仍会通过在大选获得

阵领袖，指后者并没有履行职责去兑现
自己向印裔所作出的承诺。
“我或许会因为过去忽视某些族群的

巨大多数票，来阻止国阵继续他们的专

权益而被视为有罪，但我认为，如今已

制独裁和寡头政府。
“马来西亚是一个种族多元的国家，

经有人取代了我的位置，他太大了，大

而多数的种族多元国家都会有不少的种
族纠纷问题，若其中一个种族占据绝对
主导权，•各种族之间很难团结一致。但

印裔作出的承诺，因此，他和他的政党
应该被淘汰。”

很幸运的是，我国的人民都非常温和，

出巨大贡献的印裔族群并没有受到政府

相比其他类似的国家在面对不公的情况
时，大马的一切都显得非常安静。不

太多旳重视，而作出25项面向印裔社会

过，我们的忍耐是有限的，我们在过去5

无国籍印裔的问题，以及提升印裔的教

年来有一个非常糟糕的政府，现在是时
候采取行动去撤换这个政府。”

育、卫生和就业等民生课题。

“因此，我们成立了希望联盟，我知
道政府用尽一切手段来打击我们，但不
管他们怎么做，我们将会通过在投票箱
内的巨大差距，去阻止国阵政府继续他
们的专制独裁和寡头政府。”
马哈迪周四下午在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公民礼堂举行的希盟面向印裔社群的宣
言主持开幕仪式上致词时说，相比专制
独裁的国阵政府，希盟则是一个代表所
有族群，包括少数族裔在内的政党联
盟，且希盟拥有代表各族群的成员党。
“相信我，我们将不分彼此，和全国
人民共同分享所有资源。”
他也以自嘲的方式，不点名讽刺某国

到我看不穿他，我发现他并没有履行向

他指出，'希盟是因为感觉到为国家付

的大选宣言，包括在执政100天内解决

出席活动的嘉宾尚有希盟总裁兼公正
党主席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希盟署理总
裁兼行动党总秘书林冠英、希盟兼公正
党总秘书拿督赛夫丁、希盟财政兼行动
党副主席古拉、槟州第二副首长拉马沙
米、行动党斯里安达拉斯州议员赛维
尔、行动党副主席兼士布爹区国会议员
郭素沁、诚信党总秘书安努亚达希等希
盟领袖。
此外，少数民族权益行动党（MIRA )
主席拉加惹迪南、兴都权益委员会
(Hindraf)主席瓦达慕迪、以及净选盟
2.0前主席玛丽亚陈等人也都出席这项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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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姐宣佈藍眼首批戰將

们在哪个州属上阵。”

4公青圑領硌上陣

选为候选人不应仅仅被视

(吉隆坡5日讯）人民公
正党昨晚率先宣布第一批

的精神

延续公正党斗争

的精神

并为国家未来带

候选人名单，即4名公青团

来改变。
公正党副主席努鲁依莎
指出，希盟要通过候选人
找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致
力完成让改变国家变成事
实的目标。

领袖受委托在第14届大选
上阵，但却没有宣布他们
将竞选的选区。
4名年轻候选人分别是公
正党宣传局主任兼班底谷
公青团团长法米、公青团

她表示，在吉隆坡公布

团长聂纳兹米、沙巴公青

候选人名单，不代表他们

团团长雷蒙阿华和霹雳公

将在吉隆坡上阵。
“如果你们了解候选人

青团副团长黄诗情。
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旺
阿兹莎在"希望世代：宣

的背景，大致能够知道他

聂纳兹米受访时说，被
为是一种荣誉，更重要的
是作为一项必须履行的重
任。"公青团候选人不仅
会在安全区竞选，也接受
到边缘区竞选的挑战。”
除了宣布第一阶段候选
人，公正党也于昨晚推介
公青团大选主题曲及咅乐
视频，藉以呼呼人们共同
改变国家，迈向新希望。
出席者包括新邦波赖区
州议员兼公正党竞选局主
任陈家兴、士拉央市议员
蔡伟杰及雪州依约州议员
依德利斯阿末。（LMY)

布公青团候选人"活动上
指出，全国候选人的名单
仍还在确认中，至于4名率
先宣布的候选人要在哪个
国州议席上阵，将在首相
拿督斯里纳吉宣布解散国
会后才公布。
她强调，获得上阵的候•旺阿兹莎（中）与4名年轻候选人合照，左起为法
选人，必须秉持为民服务米和黄诗情，右起是雷蒙阿华和聂纳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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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市廳與業者對話會

靈市廳限24小時餐館

即起關2小時洗店面
(八打灵再也5日讯）
八打灵再也市内的24小时
餐馆，从即日起每天必须
关闭2小时清洗店面，意
即营业时间只有22小时。
八打灵再也副市长佐哈
里指出，这项指令已经发
给市政厅管辖区内98间24
小时营业的餐馆。
“业者可以自由选择时
间来进行清洁工作，但他
们必须在显著位置置放告

示牌，通知民众清洁工作
正在进行中。”
他今早为灵市政厅与24
小时餐馆业者对话会主持
开幕仪式后表示，市政厅
最近成立了一支隶属于卫
生与环境组的卫生执法单
位，负责检查及执法，包
括在2007年食品执照条例
62条文下，关闭不遵守指
示的餐馆。
他说，市政厅环境与卫

•佐哈里（左三）在对话会后，与环境与卫生组
主任阿都葛立（左二）及灵市议员温宗龙（右
四）等人合照

生组去年为1095间餐馆进
行等级评估，其中726间
餐馆被列入A级别、349间
餐馆被列入B级别，其余
30间餐馆被列入C级别。
"去年有47间餐馆因为
作业环境不达标，而被勒
令关闭，市政厅也开出了
559张罚单。•”

29餐馆遭勒令关闭
他指出，截至今年3月
为止，市政厅已针对各
项违例事件开出303张罚
单，至于卫生水平较低的

29间餐馆，则在2007年食
品执照条例下被令关闭。
他称，市政厅经常接获
民众投诉，质疑餐馆业者
没有妥善管理作业环境和
处理食物，为了确保食品
素质和环境卫生达标，市
政厅希望所有餐馆小贩能
遵守指示，确保灵市远离
疾病的散播，并打造成为
旅游景点。
他说，士拉央市议会
也指示24小时营业的餐
馆业者必须关闭2小时，
以进行环境清洁工作。
(TS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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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财产倡廉
反贪不能够只靠领袖在台上高呼有多大决心打贪反
贪，也不能够只靠领袖自己说自己有多么清廉，它
需要一个有效的法律制度加以约束和管制，还有多
方式的监督机制的建立，才能够确保廉洁持续可以
得到保障。
$州希联政府4月5曰公布行政议员及希联州议员财产申
@报。这是2011年以来，州政府第3次公开议员财产，
之前一次是在2013年。
我国最早公布政府行政议员财产的是雪兰莪州民联政
府，民联2008年取得雪州政权后，2009年行政议员就公开
了财产。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国际上被认为是一种防止官员贪污
腐败的措施，是反腐倡廉最为根本的制度保障。源头可以追
溯到1766年瑞典的“阳光法案”，250多年前瑞典公民就有
权查看从一般官员直到首相的纳税清单。
我国第十四届全国大选即将举行，选前朝野都互相以贪
污作为攻击武器。可以预料，大选选战正式开打，贪污、反
贪将会成为其中一个攻防主轴。
反贪倡廉是唯一可以确保国家资源不会被滥用，掌握权
力的官员，不会因贪而出卖人民的利益。
然而，反贪不能够只靠领袖在台上高呼有多大决心打贪
反贪，也不能够只靠领袖自己说自己有多么清廉，它需要一
个有效的法律制度加以约束和管制，还有多方式的监督机制
的建立，才能够确保廉洁持续可以得到保障。
雪州和槟州政府首开大马行政议员申报财产行例后，其
它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也有必要参与完善这方式面的机制，将
申报财产通过国会、州议会立法成为正式的法令。
而一个完善的廉洁机制，除了规定官员必须要申报财
产，政府也有必要针对近年引起朝野争议的政治献金，通过
立法方式来加以管制，将模糊不清部分透明化。另外，官方
机密法令也有必要修改，以利人民的监督，不应抹煞人民的
知情权和削弱监督的力度。
所谓再好的律法制度，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很多时候也
会形同虚设，可惜的是，政府在这方式面一直都没有给人民
足够的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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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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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希联议席分配

讯）雪兰莪州希联
议席分配中，民主

火謫雄15+2瀉

行动党将在原有的
15席上阵，并有可
能从南柏再也、斯
里沙登、杜顺大这3
个席位中，拿多1或
2个席位。

林家尨

行动党在雪州原有的15席包括适耕
庄、新古毛、莲花苑、无拉港、史里肯邦安、
金銮、梳邦再也、武吉加星、甘榜东姑、百乐

来届大选，雪州是
兵家兵争之地，各

镇、双溪槟榔、班达马兰、哥打阿南莎、直落

政党摩拳擦掌，调
兵遣将，一场混战

拿督和双溪比力。

势所难免。

据悉，雪州希联尚未谈妥的6个州席，
分别是双溪武隆、双溪班让、斯里沙登、南
柏再也、哥打白沙罗以及杜顺大。
据了解，行动党在两年前就开始在南
柏再也、斯里沙登、杜顺大耕耘，所以有可
能可以从3个席位，嚢括其一或二，而这3
个州议席都是伊党选区。

两黑区可能换“大将”
在15个原有席位中，行动党已经把适
耕庄、新古毛和双溪比力鉴定为危险区，除
了适耕庄原任州议员黄瑞林预计会在原区
上阵外，其他两个黑区都有可能会换人守
土，并可能派遣“大将”上阵。
不过，根据消息披露，雪州“大将”仅有
“输出”，没有“输入”。因此，雪州选区的排
阵，可能只属于州内调动，不会有外来的
“大将”前来驻守。
因此，行动党最终会否派遣“大将”驻
守危险区，仍是未知数。
尽管选区重划影响希望联盟的议席排

阵，但由于已经有许多消息和风声都表示
本周五会解散国会，所以为了应对大选，预
料行动党的最后排阵将会在近期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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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属意的人选，甚至有意染指雪州以

$州希联的议
席分配一直

外的人选安排，以巩固本身在党内外的

谈不妥，固然与最近

势力，但努鲁和拉菲兹则是党中央选举

通过旳选区重划以致

布局的关键人物，各有盘算。

各党须重新布局不无

据了解，两派曾因候选人名单一事

关系，但公正党署理主席兼雪州大臣阿

僵持不下，阿兹敏甚至亲自与安华会

兹敏阿里，与副主席努鲁依莎和拉菲兹

面，并获得安华的首肯全权决定雪州的

等对最终名单的拉锯战，也是主因之

公正党候选人名单，但条件是只限雪

—o

州，至于雪州以外的名单，最终仍交由
党中央定夺。

据悉，以阿兹敏为首的“挺伊
派”，以及努鲁依莎和拉菲兹为首的

上周六（31曰），阿兹敏曾披露，

“弃伊派”自去年爆发的“断绝政治合作

基于选区重划对雪州的影响很大，以致

关系”出现分歧后，两派不咬弦的局面

希联各党对雪州一些争议性的议席谈判

已浮上台面。

被迫挪后至本周一（2曰）才有最终决

而今来到对推荐和决定党候选人的
关键时刻，贵为雪州大臣的阿兹敏自有

定。无论如何，至截稿为止，最终的谈
判结果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郭素沁料对垒陈君儿
士;

.布爹国会议席料将

伦敦大学，考获法律学位。她还

.上演检控官对垒铁

拥有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

娘子战役，由马华的31岁年轻

学位。她于2014年3月至今年3

女专才陈君儿，以“小刀锯大
树”之势力撼有“火箭铁娘子”

月，在总检察署担任副检察司。

之称的郭素沁！
据悉，马华士布爹区会副

织的董事职位。
至于素有“民主女战士”美

秘书陈君儿，是联邦律师兼副

誉的郭素沁（54岁）是最早一

此外，她还担任多个非政府组

检察司，自2•岁那年便加入马

批进入国会的反对党女议员之

华参与政治活动，直到最近为

一，她拥有马来亚大学政治学

了在来届大选上阵，才辞去官

学位与哲学系硕士学位，从

职。

1999年开始一连四届当选士

据了解，陈君儿是道地的

布爹区国会议员，且多数票从

旧巴生路居民，曾在华联花园

52〇0张，增加至上一届大选的

和快乐花园居住，18岁开始已

5万1552张票，可谓是火箭最

活跃于公益活动，参与阳光教

高票的常胜军之一。

育基金会协助吉隆坡区内的

一般相信，郭素沁在来届

27间华小，其中4间位于士布

大选会留守原区上阵，这也是

爹区。

她本身的意愿。#

陈君儿于2009年毕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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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潜

政选
、、厶

座人
谈
/n

“与民共换，坚持改变”政治座谈会吸引逾千民众出席聆听_
(马六甲5日讯）马六甲民主行动党在国会解散前主办
“与民共换，坚持改变”政治座谈会，正式让数名“潜能候

A

选人”亮相发表言论，同时为民意探温。
有关“潜能候选人”，分别是该党甲州组织秘书谢守
钦、副组织秘杨胜利及宣传秘书杨勇平。

探
公曰

/皿

除了谢守钦与杨勇平是全新人，杨胜利曾于2008年
大选时出征鲁容州席、2013年上阵亚罗牙也国席，两次皆饮恨沙场。
杨胜利曾经与已退党的沈同钦、吴良山、林敬贤和陈仲祥是战友，但后
来理差异和无法认同沈吴等人退党之举，他并没有追随沈吴等人的脚步，继
续留在党内活跃。
由于前战友很可能在这次大选以“锁匙”标志的独之人士上阵，杨胜利
特制了模拟选票，大力谴责“一些华人”（独立人士）、“一些马来人”
(伊斯兰党）会在这次选举中“搅局”，因此促请选民不要理会他们，只要投
火箭或其他希盟成员党的候选人。

逾千人聆听筹获5914令吉
座谈会吸引逾千民众出席聆听，现场筹款获得5914令吉。
其他主讲人还包括行动党全国副主席张健仁、副秘书长兼霹州主席倪可
敏、雪州百乐镇区州议员杨美盈、甲诚信党主席阿德里、甲行动党怡力区州
议员郑国球、爱极乐区州议员邱培栋、哥打拉沙马那区州议员赖君万及甲公
正党代表哈斯慕妮。

倪可敏：火箭料“牺牲”标志
倪可敏提指出，大马的改朝换代需三大民族齐心协力，因此为了确保能
改朝换代，可能最后会使用公正党的标志上阵，而对行动党来说，这是“牺
牲小我，完成大我”，就如国马华和民政一样，一直以来都是在天秤的标志
出征。

张健仁：关键在马来票
张健仁表示，大马如今的选票三分天下，即为巫统、希望联盟和伊斯兰
党，只要华人和印度人继续支持及维持高投票率支持希联，而决定换政府的
关键就是马来人选票。

杨美盈：没贪污就少税务
杨美盈则说，只要政府没有贪污，人民就不需要缴付这么多的税务，反
之政府还能给予人民更好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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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毛月花园耗92万全面改善沟渠
(加影5日讯）经过两年的商讨，加影市议会去
年尾批准92万4470令吉，全面提升士毛月花园
老旧的沟渠：‘
十毛月花同是士毛月区的第一个花同，当地
的沟渠是以50年代需求为标准，W此已不适合用
于符合现在雨水fi。
加影市议员黎潍福咋早与市议员拉贞到场视
察后说，该丁程共涉及4条路，包括后巷的沟
渠，承包商于3月通过公开召标的方式受委，并
在4月内动工。
他强调，这不是第14届全国大选来临前的糖
果，两年前接获投诉后，他巳到场视察，虽然这

mm
‘爐翁

地区+是其领养区，但视察后，已要求市议会开
档案。
“市议会是动用今年的大马道路档案系统拨款
提升该花园的沟渠，并在去年的会议上通过〗”

黎潍福（左起）

拉贞视察士毛月花园屋子前后

老旧的沟渠。

他指出，十毛月区80%的马路已重铺，即使
动用该笔拨款，也不影响马路重铺丁作。
他也说，有约：10间屋子进行非法扩建，市议
会将发出拆除通令给相关业主，希望业主将之拆

除，若业主由对问题，可联络他们。
“该花园有200多间屋子，我们不希望看到因
为非法扩建问题而导致沟渠提升工程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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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竞选国席

马华4副总料提名前辞官
m
报道：陈福星

马

(亚罗士打5日讯）大选一到，自然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但也有人不
得不放下眼下的有薪职务，才能够上阵大选，寻求选民的委托。

华的4个重量级领袖

何是马六甲港务局主席，张是

这其中，只有李志亮一人

攻打雪兰莪士拉央同席的交通

预料将在大选提名前

教育部副部长；而王赛之则是

准备在原区金宝上演“复仇

部长拿督斯里廖中莱政治秘书

辞去现有官职，两人是票选副

首相署国家团结事务特别顾

记”，何国忠和王赛之从5-05

筒明发、将出战雪州加影州席

问。

大选上阵的柔佛居銮和吉打巴

的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魏家祥

东色海移师，而张盛闻则是大

博士高级机要秘书郑耀民，

tC：拿督李志亮和拿督斯里

总会

何国忠博士，另两人是当然副

如果没有最后一分钟变

总会长，即马青总团

IC：拿督张

动，这4名马华副总都将上阵

盛闻和妇女组主席拿督王赛

国席，李志亮和何国忠出征霹

除了这4位大咖，马华其

室策略传播副总监、来自人民

之。

雳金宝和柔佛地+老，张盛闻

余必须辞职应战的，还有预料

公正党的林秀凌已在上个月30

和王赛之则分别出战森美兰芙

将出征马六甲亚罗牙也国席的

日停职，她相信将再次出征马

蓉和霹雳务边。

首相政治秘书拿督王乃志、将

六甲马捷州席。

拿督斯里何国忠博士

拿督张盛闻

拿督王赛之

李、何、张二人目前都是
上议员，李是财政部副部长，

选初哥。

此外，雪州大臣新闻办公

'机，I

拿督李志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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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钦：行政议会分工有序

雪大臣不会一人独大
独家专访
(莎阿南5日讯）三分天下的雪兰卩
报道：林秀芳、陈钊伦
莪州行政议会有序分工，按章行
专访雪州高级行政议员 邓章饮
摄影：房子康
事，并不会出现雪州大臣一人独大
的情况。
雪州高级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强调，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并不如外界认为般强势领导，而是朝“有序
分工，按章行事”的方向，治理雪州。
盟执政的雪州，不
会像过去般大臣一

w

人说了算数，这使州政府的行政
更井然有序。”
邓章钦接受《南洋商报》专
访时说：“当然，身为州务大
臣，阿兹敏必须树立木身的威
信，行政议员也很自然会从旁辅
助，但这并不代表大臣强势或压
制同僚。
“如果外界想制造阿兹敏强
势大臣的印象，这并不正确；况
且，行政议会三分天下，行政议
员人数平均，阿兹敏就算想要强
势也很难。”

推出惠民措施
他举例，获得最多拨款的常
务委员会，如丁程基建、房屋及
交通等，皆不是由阿兹敏所属的
公正党的行政议员掌管。
他也以啤酒节风波为例，阿
兹敏在没有剥夺市议会主席的权

邓章钦认为阿兹敏“有序分工，按章行事"来治理雪州。（档案照）

力下，表明州政府立场，全权交
照费等惠民措施。”

由地方政府在其权限范围内做出

骇浪中接棒，在短期内平定局

“雪州政府的储备金从2008

定夺；遗憾的是警方不放行，使

势，还能在不影响州财政状况下

年的9亿令吉，增至0前的36

他指出，数字会说话，希盟

啤酒节无法符合批准所需的程

成功让州务迅速发展，顺利推动

亿令吉，而在阿兹敏担任大臣这

执政后，不仅继续维持经济发

各项发展计划和项0，实屈不

两年，还推出豁免廉价屋、新

展，还能在没有影响州储备金的

易。

村、乡村的门牌税，以及小贩执

情况下，增加雪州人民的福利。

序，最终被迫腰斩。
邓章钦认为，阿兹敏在惊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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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雪州优势拟发展策略
邓章钦指出，雪州政府凭着

并锁定在需要发展领域。

胆识和魄力，执政10年来政绩

他认为，中央政府的发展大

显著，经济发展与福利政策尤

蓝阁欠缺落实与具体的实践，而

其亮眼。

雪州在配合国家策略上择取符合

他说，雪州政府发展经济着

本身特点与长处的方向，例如在

重在突出木身的特点，拥有明

服务业和制造业开拓蓝海政策，

确发展方向，因此能持续成为

有0标和方向，朝高科技领域、

国家经济发展领头羊。

交通配备、生物科技等5大领域

“过去，雪州经济发展主要

发展。

依循中央政府的指示，我们执

他说，州政府不仅经济表现

政这10年来，配合中央政策之

觉眼，福利政策也有觉点，成为

余，也主动拟定本身策略，以

其他州政府争相仿效和取经的对

州的优势、特点及需求，专注

象0

修订《雪城乡规划指南》

非回教徒料有惊喜
修订后的《雪兰莪州城乡规
划指南》，料为非回教徒带来
惊喜。
一度引起非回教宗教组织争

外公布。
“修订后，它将为非回教徒
带来惊喜。”
邓章钦也是雪州政府非回教

议的《雪兰莪州城乡规划指南》

事务委员会主席。他说，也就因

第三修订版，在各民族、宗教

为这样，非回教宗教组织不再向

及部门和谐讨论下，已完成修

州政府施压，并愿意耐心等候公

订，料将于近期“惊喜”出

布的最佳时机，以免遭有心人利

炉o

用炒作课题。
邓章钦表示，指南修订获各

他透露，修订后的指南是经

造参与讨论，并在和谐气试下

各造讨论后的最理想方案，未来

完成定案，如今有待阿兹敏对

或将成为全国各地效仿的指南，

行政议员“怕”自己人提问
雪州的国阵反对党议员在州

代，就算只剩下2名反对党议

立法议会的表现，远远不及希

员，我们也可以成为州议会的

盟后座议员，行政议员反而更

焦点；反观，现在作为反对党

“怕”自己人的提问。

的国阵，大不如前。”

邓章钦表示，希盟后座议员

他指希盟议员做足功课，对

在议会的提问，比反对党的国

课题了如指掌，可以随时发

阵议员更尖锐、广泛和有深

问；反观国阵的议员，需备稿

度，也常成为议会焦点，对州

发问，若无事先准备，常会出

政府制定施政方针起着监督的

现语无伦次的情况

作用。
“在我担任反对党领袖的时

“坦白说，对于国阵议员的
提问，我们都可应付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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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党员较后于4月2

怀疑私下安插候选人

R，针对对话会的内容发函要

雪600火箭人杠上潘俭伟

求潘俭伟公开所谓具有胜算候
选人的标准、遴选候选人的方
式及所谓12名具潜质候选人
的名单，以示透明化处理遴选

(八打灵再也5日讯）民主行

根团结宴”，讨论的议程便是

“其实，草根党员旱在3月

动党雪兰莪州主席潘俭伟被指

要求州领导透明化，并以具有

25日便对此召开首次会议。当

禾A下安插个人属意的候选人，

公信力的方式遴选候选人。

时，有30个支部主席出席，

英、全国主席陈国伟、雪州署

并在达成共识后发讯给全国主

理主席哥宾星、雪州副主席拿

席陈国伟，反映基层不认同潘

督邓章钦、杨巧双及秘书欧阳

俭伟的领导方式。”

捍华。

此举触动草根党员的神经，雪
州多个支部据说已结集超过

下周三办草根团结宴

600名党员，准备共商对策，

基于行动党中委会同一晚

和推荐雪州各区的候选人。
函件也附件予秘书LC：林冠

力促雪州领导层公开和透明化

将在八打灵再也举办一场大选

之后于3月29日，行动党

据了解，潘俭伟巳收到草

遴选候选人的机制。

汇报会，据悉主要讨论希盟上

国会领袖林吉祥召集雪州草根

根党员的来函，但至今仍未作
何回应和表ZK。

据消息透露，来自雪州各

阵将使用共同标志课题；原定

党员对话，当晚出席率踊跃，

地支部的上述草根党员原定4

的“草根团结宴”改期至星期

潘俭伟也出席解答党员的提

本报今天尝试联络潘俭

月9日（星期一）晚上举办“草

-二，预计筵开至少60席，在

问，包括被指推荐12名有潜

伟，以作回应，惟多次拨电皆

巴生举行。

质的候选人相关的问题。

无人接听。

基层不满“企业式”作风
消息指基层对潘俭伟的领
导小 满，冰冻二尺，非一日之

推出7名新秀上阵的新闻，以

最终须由党正式公布所委任的

及开始有人接触各区基层投石

候选人，从来没有出现过州主

寒’

问路，甚至有人更以半公开方

席私肖宣布‘准候选人’的情
况。”

i

据了解，潘俭伟已收到草
根党员的来函。

散后才由州主席推荐候选人，
再交由党中央5人小组讨论，

肖潘俭伟担任雪州主席

式声称是“准候选人”，是今

后，其“企业式”的行事与作

次草根党员对潘俭伟领导不满

风，与不少草根党员格格不

情绪升级的导火线。

消息说，草根党员认为潘
俭伟的上述遴选与推荐方式犹

人，甚至渐行渐远，丨丨：一些数

不满者认为，潘俭伟私下

如先斩后奏，而且一意孤行的

十年来与行动党生死相随的忠

安插候选人的做法，巳违反了

做法显示他完全不尊重，甚至

实党员，感到不被尊重《

行动党的惯例。

漠视一直以来都积极服务和工

最近报章报道雪州行动党

“行动党向来都是在国会解

作的基层意愿与意见。

06 Apr 2018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KL/Selangor • Page: B1 • Printed Size: 587.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d Value: MYR 7,384.00
PR value: MYR 22,152.00 • Item ID: MY0032212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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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市下月试行停车及罚单系统

区。

此外，SSDU革新有限公司
项目经理（精明雪州传递单位）

(八打灵再也5日讯）八打灵

期二）起，在双威广场及哥打

在双威广及PJU5区试跑 个

再也市政厅将于5月1日（虽

白沙罗PJU5区试跑“雪州精明

月。

停车” （SSP)之雪州停车系统

一

峑迪利沙指出，这系统除可付
停车费，民众也可查看是否逾

“该区约有1552个路边停

时或违例接罚单，并可通过系

车格，存有许多交通违例或双

统上支付罚单；未来有可能取

这项系统主要为路边停车

重停车等问题，即使市政厅曾

代传统纸张作业。

的民众提供多元及方便付费的

在该区执行限时停车措施，但
成效不大。”

里、财务组代主任聂娜芝丽、

及罚单综合系统。

管道，同时是灵市政厅与雪州
大臣办公室通过SSDU革新有
限公司合作推动的系统。
在此系统下，使用者可通

出席者有灵副市长佐哈

他说，当局将根据民众的

市议员陈德升及阿兹里�LiTS

回应、满意程度，探讨是否延

革新科技与系统有限公司总执

伸至到其他地区或整个管辖

行长黎添昇等人。

过手机应用程序，轻松为轿车

新系统没涨停车费

支付停车费或加额，也可查看
罚单状况及缴付、转额、更新
轿车资料、加额及支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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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兹强调，在新系统服

月费则是100令吉，特定租位

阿兹里（左起）、佐哈里、阿兹兹、峑迪利沙、陈德升及聂娜
芝丽为停车系统及罚单综合系统应用程序作出推介。
询及这项系统开发费用，

厅、雪邦市议会、安邦再也市

灵市长拿督阿兹兹今午为

务下，辖内路边停车费收费维

每月收费400令吉，而现有停

阿兹兹仅表示，灵市政厅仅承

议会及士拉央市议会等，去年

此系统主持试跑推介仪式时指

持小 变，每小时停车费60

车同本持续沿用。”

担小部分费用。

也有采用此手机应用程序作为

通过精明雪帅I停车系统手机应

ill，灵市政厅辖内逾有2万

仙，每加额单位以小时计算。

“Android"用户即R起下

用程序，民众可轻松付停车费

4000个路边停车格，随当局早

“收费时限是周一至周五

载，至于“Apple”用户得等

地方政府以“精明雪州停车”

之余，还拥有付罚单、转额、

前以同木取代电子付费系统

上午8时至傍晚6时，周六日

至本月23日后，当局将通过

名义下推动，在这之前，州内

程序，在州内有推动这项应用

更换停车地区等功能。

后，也将于5月1日至31日，

及公假除外；日费为5令吉，

官方社交网站推广、宣传。

其他地方政府包括莎阿南市政

程的地方政府管辖区使用。

i

据了解，灵市政厅是首个

付停车费选择之“。
同时，用户可通过这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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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业者自行定时间
市厅限24小时营业者

每天腾两小时清理餐馆

灵市政厅卫生服务与环境

重：据知士拉央市议会也有这

组主任阿都贾尼较后回应记者

么做，限制24小时营业业者需

询问时指出，当局非强制限制

腾两小时做卫生，时间由业者

业者需关上两小时，如果他们

自行定制。”

能在一小时内完成也可继续营

他指出，在一些较大的餐馆

业，或者局部关闭进行卫生工

可局部关闭进行清理，当局会

作。

抽样派员检查餐馆的卫生程

“餐馆生意繁忙，并且24小

度，不达标者将下令关店执行

时营业，我们担心卫生会被忽

卫生丁作、接罚单，甚至冥顽

略，所以要求他们这么做，以

小灵者将被控上法庭。

确保大众的安全与卫生受到注

(八打灵再也5日讯）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为提升
辖内餐饮业的卫生程度，即日起下令24小时营
业餐饮店需腾出两小时做卫生，卫生不达标者，
将勒令暂时关闭、接罚单或控上法庭。

29餐馆被令暂闭

灵市政厅辖内共有98家24小时经营的餐饮店，

共发出了 303张罚单给不符合卫生条件

当中以嘛嘛餐馆占多数，业者受促置有告示板，

及严重犯错的餐饮业者，并有29间餐

今年迄今发303罚单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今年起至3月，

馆勒令暂时关闭。

注明清理卫生时间，以通知食客。
灵副市tC：佐哈里今早主持“24小时营业餐饮店限时进

阿都贾尼指出，灵市政厅辖内去年

行卫生”对话会致词时说，根据大马一份公共卫生医学杂

共有1095家餐饮店被规范卫生程度等

志报告，我国在2000年共有8129宗食物中毒案发生，并

级，A级别有726间，B级有349间及

在2009年增至1万238宗，在餐馆发生的个案增多。

C级有30家，这些都是按房屋与地方

“世界卫生组织（WHO)指每年有150万名儿童死于

政府部的评估表格鉴定。

腹泻，大部分与食物和饮料受污染有关o ”

“在去年共有47家餐饮店勒令暂时
关闭及发出了 559张罚单，”

他强调，市政厅相当关注辖内餐饮业的卫生，通过卫
生服务与环境组成立卫生执法单位，加强餐饮业的检查，

据卫生程度等级，卫生组官员将每

以免引发各种疾病。

半年到A级别餐馆店检查卫生程度，B
级別则每3个月一次，C级别每月一

他说，在灵市2007年食品管制法令下，赋予权力检
查及义闭+符卫生的餐馆，包括限制营业时间，意味在腾
出两小时做卫生情况下，24小时店只能营业22小时。

次，当局会抽样突击或根据民众投诉展
灵市政厅召开对话会，向业者传达限制卫生的用意。左二起为阿都贾尼、佐哈里及灵市议员温宗龙

开检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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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加影为住宅重镇
(加影5日讯）根据《加影市议会2035 (替代）地方发

该草案也拟定于2035年，加影市议会辖区被发展

展蓝图草案》，加影曰后将发展为住宅重镇，加影市议的地区占约47%，其中25.4%为住宅区，无论如何，
会辖区的人口将从现有的100万人增加到135万人。

还会保留53%的绿肺，其中40%是森林。

•pi影市议会辖区面积占

/iU地7万8761公顷，至

今市议会有5分地方发展蓝图，
但全部在2020年到期，而《加
影市议会2035 (替代）地方发
展蓝图草案》则是根据当地的发
展适时作出调整。
加影市议会主席沙尤迪今旱
在加影市议会主持《加影市议会
2035 (替代）地方发展蓝图草
案》展示推介仪式说，未来加影
将发展为住宅重镇，惟相信区内
的房产价格，人民还能负担。
他指出，未来的房屋发展将
在加影的南部，即士毛月和峑玲
珑0

改善公交打造宜居城
沙尤迪说，十毛月地区将兴
建两条新的道路，其中一条新路

沙尤迪（前右二）主持《加影市议会2035 (替代）地方发展蓝图草案》展示推介仪式

是从Ecohill衔接至万宜双溪旦
卡斯到布城，长达13.78公里<3
“另一条5公里的新路则从
十毛月加蕉路富贵山庄衔接至加
影外环大道。”
他也说，市议会根据当地的

除此，民众可通过手机程序

即起展示蓝图草案

上网查阅相关资料，提呈意见

欢迎民众查阅提异议

rlmpkj2035@mpkj.gov.my�
沙尤迪说，若民众错失相关
机会，在期限后才提出异议，

发展需求，适时的调整地方发展
蓝图。

和议异，邮址是：

民众可到加影市议会底楼柜

《加影市议会2035 (替代）

程序会延K，需至少7至8个

“我们希望加影地区的基本

地方发展蓝阁草案》今日开始

台、莎阿南达鲁益善建筑物16

设施和公共交通服务逐步改善

展示至5月4日，民众受促查

楼

后，加影将变成一个宜居城
市。，’

阅，以免错失提出异议和看法

SELANG0R ( JPBD SELANG0R)

有异议或意见，即刻在期限内

的机会。

查阅。

把意见呈给负责单位。

PLAN

MALAYSIA

@

月才能重新调整，
他希望民众在期限内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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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地摩路草场旁
拟辟大沟减缓水患
加影市议会研究在加影地摩

议会2035 (替代）地方发展蓝

路草场旁开辟一条大沟，以把

图草案展示推介仪式后，受媒

上游的水流1人大沟，避免排

体询问时，这样指出。

人刘治国路的沟渠。
加影市议会主席沙尤迪说，

刘治国路和加影育华中小学
于星期一（2日）下亇发生严重

来自上游如蒂沙柔斯花园等地

水灾，低洼处水深3尺，育华中

的水流皆排人刘治同路的沟

小学变成“泽国”外，逾10辆
轿车“泡”在水中。

渠，草场旁的大沟建成后，则
可储存部分水流及减缓上游的
水流直接冲人刘治国沟渠。
他说，由市议会拨款兴建的
大沟工程预料在今年内进行。
沙尤迪今R上亇主持加影市

沙尤迪指出，刘治国路的地
势低外，也无空间可兴建新的
排水道。

加影地摩路草场旁（图左侧）将兴建一条大沟，让上游的水流排
入沟内，避免直接冲入育华中小学前的刘治国路沟渠。

他补充，早前有建议在草场

的水灾问题，不过直鲁河加宽

旁兴建防洪池后，草场的防洪池

兴建防洪池，以解决加影市区

和改善工程完成及在加影监狱

计划也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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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可从4月23日起下载「雪州精明停车」手机应用程式，惟
暂时仅开放在哥打白沙罗PJU5路边停车位使用。

-陈为康-

哥打白沙罗精明停年试跑
八打灵再也5日讯丨八打

「民众从本月23日开始，可

灵再也市政厅将从5月1日至31

以下载『雪州精明停车j应用程

日，在哥打白沙罗PJU 5双威广

式，届时市政厅也将透过各大社

场�Dataran Sunway ) 一带展开

又网络发出通告，民众可浏览面

「雪州精明停车」（SSP )手机应

子书、推特、Instagram和官网

用程式实验计划，驾驶人士可透

www.mbpj.gov.my了解详情。」

过应用程式缴付停车费和罚款。

「推出电子付费后，民众依

目前莎阿南市政厅、雪邦市

旧可用固本缴付停车位。在推出

议会、加影市议会、安邦再也市

应用程式后，停车费将维持于每

议会和士拉央市议会已使用手机

小时60仙，除了周六、周日和公

应用程式缴付停车费，未来雪州

共假期外，每逢周一至周五早上8

将统一使用同个手机应用程式。

时至6时，都需缴付停车费。」

灵市市长拿督阿兹兹表示，

他表示，灵市有逾2 万4 0 0 0

民众可下载手机应用程式，注册

个路边停车位，其中设有最多停

一个户头后，便可透过网上银行

车位的地区包括PJS 8有2290个及

或信用卡购买电子现金，再缴付

SS2有2122个。

停车费。「该实验计划仅适合用

「双威广场的路边停车位也

于哥打白沙罗PJU 5的路边停车

是其中一个设有最多停车位的地

位。」
「民众可透过智慧手机，于

区，因此一旦该处的实验计划成
功，即可推广至其他地区。」

安卓或苹果tApp storej下载应

他今日推介「雪州精明停

用程式缴付停车费，也可透过短

车」手机应用程式时，如是指

讯SMS方式，缴付停车费。」

出。其他出席者包括灵市副市长

他说，民众也无需再特意前

佐哈里、灵市市议员阿兹里、陈

往柜台及排队等待缴付罚单，如

德升、财政组代主任聂娜兹丽和

今只需透过手机应用程式便可轻

精明雪州传递单位（SSDU )项目

易解决问题。

管 理 巴 迪 。 （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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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带来发展首相促荅南人力挺
马鲁帝5日讯|首相拿督斯

选。

但现在却经常面对缺水及水供中

他称，在全国大选时，人民

断的问题。我认为因为被所谓的

大选中给予国阵政府大力支持，

有两个选择，即为改变而投票或

改变所误导，使得领袖获得选

他将为荅南带来更大的改变及发
展°

者为持续性而投票。在两个选择

票，人民获得水桶。因为州政府

之间，人民需要明白改变是为了

无法与联邦政府达成共识，导致

什么，就只是为了改变而改变，

该州水供问题一直不能获解。」

里纳吉承诺，只要荅南人在来届

纳吉今曰上午在马鲁帝四
方城举行的马鲁帝大桥工程的推

还是为了持续性获得更好的发展

展礼上致开幕词时，如是表示。

而改变。在国阵政府率领之下，

桥 全 长 1 540公尺，耗资8400万

他每次前来砂拉越都不是空手而

可以看到非常具有前景的未来。

令吉。马鲁帝是美里省其中一个

首相今日推展的马鲁帝大

来，这些年已经额外拨款43亿给
砂州°

他说，其实很多国家可看

县，距离美里市约70公里。马鲁

到改变这个词所带来的影响。许

帝县约2732平方公里，拥有超过

他指出，我国在今年将迎来

多国家因改变而导致更不好的改

57个乡村。

两个重要的节庆，即开斋节以及

变。近一点而言，雪兰莪州政府

第14届国家选举。他预计，相比

因改变而导致常面对断水问题。

起开斋节，人民将先迎来全国大

「雪州本来是先进的州属，

横跨荅南河的马鲁帝大桥预
计将让2万7000人受惠，并且为周
围地区带来更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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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24小吋餐疗
P腰毎B打S2小时
八打炅再也5日讯为了确保餐饮店的清洁卫生，八打灵再也市政
厅从即日起，要求24小时餐饮业者需腾空2个小时进行打扫工作。
灵市约有2960间餐饮店，

持续增加。

时，如是指出。其他出席者

其中98间属24小时营业，为了

-般上市政厅所接

确保24小时营业的业者也有时

获的投诉是指，餐厅环境肮

间作清理工作，市政厅才规定

脏、食物不干净、员工没有

上述指令，而清理时间则由业

穿围裙和垃圾等！许多涉及

去年共评价1095间餐饮店，

者自行决定。

包括市政厅卫生服务与环境
小组主任阿都嘉里。
阿都嘉里表7F，市政厅

餐厅环境卫生的事件发生后

其中726间获A等级，B等级有

虽然市政厅不会每曰检

才引起社会关注，因此必须

349间和C等级有30间。

查餐饮业者是否有作2个小时

采取更严厉措施，确保食物

的清洁工作，惟一旦发现餐

和环境是安全的。」

饮店不符合卫生清洁标准，
市政厅将可开出罚单或勒令

时关闭，此外，市政厅也开

员工须注射疫苗
他表示，餐饮业者必须

B等级为每3个月和C等级为每

遵守《 1983年食品法令》和

1个月。

《2009年食物清洁法令》，

八打灵再也副市长佐哈

出 559张 罚 单 。 从 今 年 初 至 3
月，市政厅则开出303张罚

暂时关闭。市政厅将于每6个
月检查获A清)吉等级的餐厅‘

「去年有47间餐厅因
卫生清洁不达标而被勒令暂

所有员工也必须注射疫苗。

单，29间餐厅因卫生清洁不
达标而被勒令暂时关闭。」
他表示，市政厅规定24
小时餐饮业者需腾出2小时作

里表不：，根据马来西亚一份

「市政厅也已成立『卫

清洁工作，是为了避免业者

公共健康医学报告指出，我

生执法单位』检查和监督餐

忽略卫生问题，若业者可在

国在2000年发生8129宗食物

饮业。J

1小时内完成，便可继续营

中毒案件，而2009年则有1万

他今日出席灵市政厅

0238宗，该案件的数量也在

与餐饮业者对话会主持开幕

业，或者业者也可选择局部
关 闭 作 打 扫 。 (407)

佐哈里（左3)出席灵市市政厅与24小时餐饮业者话会时，与业者相互交流。-陈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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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万挠_

阿茲敏讽巫统「变色龙」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促请巫统领导人，
不要如「变色龙」般，一直改变说辞，在雪州课题上不
断发表错误言论，误导和混淆雪州人民。
他说，巫统领导人近来频频针对雪州课题发表各
种不实的言论，还通过本地媒体炒作，扭曲事实。
他指出，巫统领导人在雪州水供课题上一直改变
说辞，尽管州政府已针对巫统提出的错误言论作出解
释，但对方不久后又会更改说辞。
「巫统早前指控雪州储备水不足，当州政府作出
解释后，他们又改变说法了，巫统这种举动，就像喜欢
变换肤色的变色龙，一直变来变去，令人无法接受。」
阿兹敏阿里是在万挠出席一项活动后，如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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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

加影展示发展大蓝图
加影市议会推介�2035年地方发展大蓝图》，列出
配合各项大型基本建设的地方发展计划，欢迎民众透过
手机应用程式、网络或到展览处查看并提供回馈意见。
加影市议会主席莫哈末沙尤迪周四为发展大蓝图
主持推介礼时表示，这是市议会推出的第5个地方发展
大蓝图，考量现有发展和未来的大型基建如捷运、东巴
生谷大道、新街场_淡江高架大道，与冷岳第二滤水站
计划，希望把加影打造为「宜居城市』。
「我们预计士毛月和荅玲珑将来会高速发展，欢
迎各界人士踊跃提供意见，民众可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RTMPKJ2035�发送电邮至rtmpkj2035@mpkj.gov.my.，或

直接到加影市议会填写意见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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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焚烧垃圾空置木屋失火

Page 1 of 1

烧垃圾而引发的火患。
赵启兴称，由于周遭仍有许
多合法木屋，所以不少居民担心

蒲种5日讯|蒲种旧甘旦花
园 （ Taman Kandan Lama )木屋

金钱，外劳在没有任何安全指南

不已，担忧下回若再发生类似事

下，铤而走险违例扩建木屋。

故，火势将一发不可收拾。他促

区的一间空屋，疑因有人露天焚

根据消拯员披露，在该所木

请雪州政府及梳邦再也市议会关

烧垃圾，导致发生火患，所幸无

屋旁寻获垃圾堆和火种，故初步

注当地非法木屋问题，并加严取

人员伤亡，但却引起附近居民恐

猜测此次事故起因是有人露天焚

缔行动。(413 )

慌，并促请有关当局加严管制非
法木屋问题。
蒲种第14区居民代表委员会
主席赵启兴表示，今日下午约1
时左右行车经过相关地段时，发
现前方冒起浓烟，随即下车与附
近居民会合并向前探个究竟，结
果发现一间空屋著火了。

测丨

「有关地点靠近河边，而
且周遭长满苗蕉树，由于隐秘度
高，因此一些人在此违建屋子，
有些甚至长达二三年之久。」
他说，原本当地就有很多旧
木屋，大部分都是本地人居住，
可是近年来一些屋主出租给外

赵启兴（右）在消拯员到来前，与居民一同用水尝试扑灭起

劳居住后，为了贪图方便和节省

火的非法木屋，以免火势蔓延到附近的木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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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国R10%補逸人名单来教定
新山5日讯柔州国阵主席拿督斯里莫哈末卡立透露，尽管柔
州国阵已将所有候选人名单提呈予国阵中央，但基于策略上的需
要，目前尚有约5%至10%的候选人名单未敲定。
「柔州国阵所提呈的国州议
席候选人无法100%敲定，主要是
因为必须考虑选民的接受度，以
及部分选区的反对党候选人是由
谁上阵等策略需要。」
他也透露，本届大选，柔州
国阵的国、州议席候选人将会是
新面孔加旧面孔的策略组合。

近期公布竞选宣言
莫哈末卡立也是柔佛州务大
臣，今日首次接受「柔佛频道j
(Johor FM )电台接受访问时，
这么透露。陪同出席包括柔佛州
卫生、环境、教育及新闻委员会
主席拿督阿育拉末。

莫哈末卡立（左）接受「柔佛频道」（Johor FM)电台访问
时，回应柔州囯阵大选备战工作进展。
-图由柔州大臣办公室提供宣言，并非著重在给选民希望

莫哈末卡立当时透露，柔州

(Harapan )，而是更倾向于让选

国阵共有10万个竞选机器，并都

何时公布时，莫哈末卡立表示，

民了解国阵能提供（Tawaran )什

已做好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第

柔州国阵竞选宣言将会在国阵中

么给选民。

14届全国大选。

当被询及柔州国阵竞选宣言

央宣布竞选宣言后，即本月中旬
宣布。
另外，他强调，柔州国阵
竞选宣言有别于国阵中央竞选

上月30日，柔州国阵正式启

他以柔州三面环海为例，指

动竞选机器，推出「我们选择蓝

柔州的代表颜色就是蓝色，象征

色j ( KITA PILIH BIRU )的竞选

团结、和谐及进步，希望选民不

口号及竞选歌曲。

要选择干扰蓝色的一方。（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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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雙溪比力天兵上陣
賴玉蘭守土獲支持
報道•陳海波
(双溪比力5日讯）天兵上阵？原任州议员
继续守土 ？
尽管传言在即将来临的大选中，行动党将换
人改由天兵出征双溪比力州议席，但行动党当地
基层仍属意赖玉兰继续守土
据悉，行动党雪邦区内领袖在上个月已提皇：
候选人推荐名单给党总部，名单内有3个人选，首
选是现任州议员赖玉兰，另两个包括一名印裔。

传欧阳捍华或黎潍福上阵
消息说，雪邦区内几乎100%的行动党支部，
以及所有华、印裔村长都_ •致支持赖玉兰继续捍
卫双溪比力州议席，她本身也有此意愿，但最终
是否会继续守土，她交由党中央决定。在这之
前，有传言指行动党将派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
或加影市议员黎潍福空降到双溪比力。

•赖玉兰获得雪邦
区内所有华、印裔
村长一致支持，而
她本身也有意愿继
续捍卫双溪比力州
议席。

陈国伟：党支持者选党不选人
行动党主席陈国伟于上周，在副主席郭素沁和欧阳捍华的陪同
下，先后在雪邦与双溪比力出席“邀你喝咖啡”活动时，当地行动党
基层原本以为他会公布候选人名单。
但是，他只宣布行动党将继续在双溪比力守土，并希望无论是谁
出来竞选，当地行动党支持者选党不选人。
在2013年第十三届大选中，赖玉兰以1千972票多数票击败马华候
选人拿督黄诈信。
赖玉兰得票1万零997票，黄祚信9千零25票，这也是行动党首次攻
破国阵（马华）堡垒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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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州議員
再公布財產
•第7版

i 07

國内
希盟公布對印裔宣言

敦馬：雖遭受各種打撃

敦马哈迪（左
四）、旺阿兹莎（中）
和林冠英（左三）以及
众希盟和非政府组织领
袖一“起展TF希盟面向印
裔社群的宣言。左一起
为参维尔和古拉，右一
起为安努亚达希、拉加
惹迪南、瓦达•迪和拉
马沙米。

马国阵领袖，表示后者并没有履行职责 承
哈迪也以自嘲的方式，不点名讽刺某

去兑现自己向印裔所做出的承诺。
他说：“我或许会因为过去忽视某些族群
(八打灵再也5日讯）希望联盟主席敦马哈迪表示，尽管政府
用尽_ •切手段去打击希盟，但希盟最终会通过在大选获得巨大多数
票，来阻止国阵继续他们的专制独裁和寡头政府^
“大马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而多数的多元种族国家都会有
不少的种族纠纷问题，如果其中一个种族占据绝对主导权，各种族
之间很难团结一致。”
“但很幸运的是，我国的人民都是非常温和，相比其他类似的
国家在面对不公的情况，在大马一切都显得非常安静；不过我们的
忍耐是有限的，我们在过去五年来有一个非常糟糕的政府，现在是
时候采取行动去撤换这个政府。”
“因此我们成立了希望联盟，我知道政府用尽一切手段来打击
我们，但不管他们怎么做，我们将会通过在投票箱内的巨大差距，
去阻止国阵政府继续他们的专制独裁和寡头政府。”
马哈迪是在今午于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公民礼堂举行的希盟面向
印裔社群的宣言主持开幕仪式上致词时，这么表示。
他表示，相比专制独裁的国阵政府，希盟则是一个代表所有族
群，包括少数族裔在内的政党联盟，拥有代表各族群的成员党。
“相信我，我们将不分彼此，和全国人民共同分享所有资
源“

的权益而被视为有罪，但我认为如今已经有人取
代了我的位置，他太大了，大到我看不穿他，我
发现他并没有履行向印裔做出的承诺，因此，他
和他的政党应该被淘汰。”
他表示，希盟是因为感觉到为国家付出巨
大贡献的印裔族群并没有受到政府太多的重视，
因此做出了25项面向印裔社会的大选宣言，包括
在执政W0天内解决无国籍印裔的问题，以及提
升印裔的教育、卫生和就业等民生课题。

諸
解
決
lilt

國
籍
問
題

出席活动的嘉宾尚有希盟总裁兼公正党主
席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希盟署理总裁兼行动党总
秘书林冠英、希盟兼党总秘书拿督赛夫丁、
希盟财政兼行动党副主席古拉、槟州第二副首长
拉马沙米、行动党斯里安达拉斯州议员赛维尔、
行动党副主席兼士布爹区国会议员郭素沁、诚信党总秘
书安努亚达希等希盟领袖。

此外，少数民族权益行动党（M I R A ) 主席拉加惹
迪南、兴都权益委员会（Hindraf)主席瓦达慕迪、以及
净选盟10前主席玛丽亚陈等人也都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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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車站發展准證已獲批

LRTl 10站進B沙S南
報道•蘇斯敏攝影
(沙亚南5日讯）
从八打灵再也万达镇
(Bandar Utama )至巴

生佐汉瑟迪亚（Johan
Setia )轻快铁第三路线
(LRT 3 )，将徐徐驶

珍珠白沙罗

经沙亚南市政厅管辖区
内的10个车站，涵盖沙
亚南重要的工商业区、

万达万达|真

高等学府、政府机关及
住宅区。
沙亚南市政厅管辖
区内的上述地区，是轻快
铁第三路线共26个车站的
“必经之路”，该地方政
府已经批准10个车站中的7
个发展准证、动工准证和
建筑图测。
剩下的3个轻快铁站，
包括沙亚南体育馆轻快铁
站、卡央岸站、第七区轻
快铁站，虽有关方面已向
市政厅一站式中心提呈申
请，但因面对技术问题，
如仍等待排期与一站式中
心委员会开会、市政厅向
承建商列出一些附带条
件，所以仍未批准动工。

购物广场^•敦依斯迈
花园

白沙罗lb城

武吉丁宜镇2

，丨武吉丁宜永旺购物中心

纟1_ j^AMBANG BOTANIK
绿林镇.AMBANG BOTANIK2
哥打
峑尤玛士

1

巴生公主镇

巴生柏兰镇•佐汉瑟迪亚
佐汉瑟迪亚
(总站/终点站）

輕快鐵第三路線建議路線將與
其他公共交通系統互相銜接
»建议兴建的铁快铁站据点
•轻快铁第三路线建议路线

|马来亚铁道公司巴生港口干线

iiiiiiii建议兴建地下隧道
格拉那再也延伸路线

格拉那再也轻快铁干线

捷运路线

1

沙亞南市政廳管轄區內
10個輕快鐵站的車站名稱如下
(車站依據順序）
1 格林玛丽2站(Stesen Glenmarie 2)
2 德玛西雅站(Stesen Temasya)

3 格再也站(Stesen Kerjaya)

部分車站面對的各種技術問題
•沙亚南体育馆站：
施工地段将占据体育馆的停车位，因
此沙亚南市政厅开出附带条件，规定
承建商必须兴建多层停车位，才会批
出发展准证。
•卡央岸站：
14区邮政局前路段将封路长达一
年°
•沙亚南第七区站(靠近i city)：
居民投诉工程的轨道有两根柱子将征
用住宅区的公园草场，市政厅与承建
商开会后，后者允诺将美化草场并增
建设施给居民，一站式中心委员因此
指示对方必须给予书面承诺。

•率先大兴土木的地点是格林玛丽2站，是属于最大规模的轻快铁站，它与目前的格林玛丽轻快铁站为邻
转换站，也是沙亚南市政厅管辖区内的起点，并一直延伸至武吉拉惹站。

格林瑪麗2站規模最大
都会》社区报记者再度为读者掀开“神秘
-的面纱”，游走于沙亚南地区的轻快铁
站后发觉，率先大兴土木的地点是格林玛丽2站（Stesen
Glenmarie 2 )和德玛西雅站（Stesen Temasya)-带，同时
只要从沙亚南驶经联邦大道，都会看到左边的柏西兰拿督
孟德里已经大兴大木，如火如荼赶建轻快铁第三路线
其中，格林玛丽2站是属于最大规模的轻快铁站，它

《大

与目前的格林玛丽轻快铁站为邻，是布特拉轻快铁的转
换站或交叉站，它作为沙亚南市政厅管辖区内的起点
站，将衔接至第二个站，即德玛西雅站，其周遭有
-些酒店、工业区（各种车厂林立地区）和少数住
宅区。
记者也探悉，靠近武吉卡央安王宫（Istana
Bukit Kayangan )交通圈•带，是从沙亚南体育馆’
轻快铁站延伸过去的第五个站，从卡央安到拿督孟
德里都是属于地下隧道，它被命名为卡央安站（Stesen

蔓多新辑
艮第3腺

Kayangan ) °

建隧道方式進行免製造噪音
丨避免卡央安站的隧道工程制造噪音，当局规定承
建商必须以兴建隧道的方式进行，因此工程相当
浩大。
-旦轻快铁穿越了卡央安站隧道后，将驶向沙亚
南十四区的邮政局及柏西兰拿督孟德里（Persiaran Dato
Menteri)，再前往I-CITY、玛拉工艺大学和第七区‘
据了解，沙亚南市政厅范围内的最后一个轻快铁站是

为

武吉拉惹站（Stesen Bukit Raja )，它周遭是工业区，是从
联邦大道通往巴生北部海峡大道（Shapadu)方向，再衔接
至巴生市议会的管辖区。
马资源（Malaysian Resources Corp Bhd，简称MRCB )
为上述工程的工程交付伙伴（Project Delivery Partner )，
负责执行轻快铁第3路线的主要基础建设工程，并由
RAHIMK0N有限公司负责承建。

•格林玛丽2
站的施工地点
周遭可以看到
布特拉轻快铁
飞驰而过。

，轻快铁第三
路线构想图。
(图片取自
LRT3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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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T 3 10站進駐沙亞南

•轻快铁第三路线徐徐进驻沙亚南格林玛丽工商业区，承建
商也在沿路一带设置各种石墩和路障，驾驶人士必须谨慎行
驶，以策安全。

陳斯偉：承建商須建多層停車場
亚南市议员陈斯伟接受《大

沙都会》社区报记者的独家专

访时说，其中•些面对技术问题的地
段，是在沙亚南体育馆站，因为其施
工地段将占据体育馆大约500个停车
位，因此市政厅指示承建商必须遵守
-些附带条件，如兴建大约两二层的
多层停车场。
他解释，市政厅的用意是未雨绸
缪，为免日后面对泊车位严重匮乏的
问题，才规定承建商必须建好多层停
车场，以弥补失去的停车场
•旦对
方作出承诺，市政厅才会批出发展准
证。
陈斯伟指出，靠近i city的第七区
居民投诉，该工程的轨道有两根柱子
将征用他们住宅区的公园草场，惟经
过市政厅与承建商开会后，后者允诺
将美化草场。
“居民以孩子将失去踢球空间
的理由，要求将柱子移至路中央，但
承建商却以这将使轨道面对太大的弧
度难题，因此承诺将增加一些设施给
居民，不过这只是口头承诺，_ •站式
中心委员会指示对方必须给予书面承
诺，以保障居民的权益。”

•陈斯伟：市政
厅的一站式中心
委员会每个月都
会与承建商召开
两次会议，目前
已指示承建商必
须在沙亚南体育
馆兴建好多层停
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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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種金鑾花園第3區

•疑有人非法露天焚烧，殃及蒲种旧甘旦花园末端木屋区一间非法搭建的木屋遭烧毁
(蒲种5日讯）金蛮花园第3区疑有人
露天焚烧垃圾，加上天气乾燥炎热，导致
火苗飘向非法木屋，火灾一触即发，所幸
及时发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蒲种国会选区第十四区居民代表委员
会主席赵启兴今午约1时，驱车从金銮花
园第与区驶往金銮花园第4区途经三岔路
口时，突然发现前方约200公尺的河边冒
出浓浓黑烟。
鉴于蒲种旧甘旦花园（Tmn Kandan
Lama )尾端设有多间木屋，赵启兴遂抱持

怀疑态度前往查看，并发现其中一间非法
搭建在河边的木屋后方正起火燃烧。

居民守望相助救火
他当机立断猛按车笛引起附近居民的
注意，同时吩咐其太太拨打电话通知消拯
局。所幸当时有居民听到叫喊声出外探个
究竟，并在发现失火后，马上奔人屋内拉
水管试图灌救®
由于面对水压不足及水势太小，难以
灭火。因此，在情急之下，赵启兴唯有吩
咐居民搬出各式各样的水桶盛水，再拿灭
霍
o
庆幸的是，正当众人杯水车薪感到焦
虑之际，消拯局派出的两辆消防车也陆续
赶到，接手救火工作；而火势也在15分钟
后被扑灭，没有蔓延到旁边的另•间居民

搭建的储藏室。
当地村民透露，该非法搭建的木屋之
前住着一名独居的印尼籍妇女，平时喜欢
从外面捡回一些可循环的旧物品，并堆积
在屋内。

木屋空置长满野草
不过，居民声称，该名妇女去年返
国，甚至已于不久前在家乡过世；因此，
房子就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人住及打扫，屋
旁也长满野草供
赵启兴较后发文告表示，他希望州政
府及梳邦再也市议会加强巡视及整顿，尤
其是在河边、沟渠旁及桥底下由非法人境
者或外劳搭建的木屋，同时也要定时修剪
这些地方的野草堆及砍伐野生树木。

•为了避免
火势蔓延，
赵启兴（右
一)与居民
在消極人员
抵达前，纷
纷以水桶盛
水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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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抢修水管，让村民的生活作息受到干扰

SEQANC DIJALANKAN
KESULtTAN MT DIKESAU

吳亞九（村長）
M

“村民确实因为多天无水而怨声载
道，亦有人怒骂村委会。我曾拨电要求水
供公司派水车来应急，但被告知水供很快
恢复，无需大费周章。
结果水供来了又断了，许多村民因为

挖泥机一来修水管，村路交通便受阻

,门前水管爆裂，让村民出入也不便

8天內7度爆水管

来不及储水，生活作息大受影响而大动肝
火。菁乡岭和人口更少的林旦村也换了水
管，何时方轮到本村呢？”

盼盡早更換水管
葉雄（村委會財政）
“新村8路和9路的300呎范围内轮流
爆水管已有多年，如今情况变本加厉，确

報道•林淑敏部分照片由葉雄提供

(万挠5曰讯）8天内7
度爆水管，影响水供，让
储水不及的万挠新村村民
大表不满！
据了解，村民自上周起便
因为电动火车站前的大型输水
管、新村8路、9路和三育华小
分校前的水管轮流爆裂，必须
关上水闸口进行抢修，导致制
水而生活作息大受影响

水供恢复数小时又断
根据村民和村委会的记
录，3月27日先是电动火车站
前的水管爆裂、30日清晨和夜
晚万挠新村9路两次爆水管、4
月1日是三育分校和新村8路出
事、3日8路再爆-•次，同日傍
晚电动火车站前再来一次，即
8天内共7次。

实已经影响到村民的生活起居。新村的旧
式石绵水管已有48年之久，极为脆弱，导

由于在爆水管前毫无预
警，村民未及储水，导致多人
怨叹不已，大小解亦必须外出

致村民生活在水压低时连洗衣机也无法操
作，水压一高便爆水管，全村陷人制水困
境中。”

解决。

“我们希望当局体恤民情，及早更换

村民指雪州水供公司
(Syabas )所提供的资讯不准
确，水供恢复的时间不定，甚
至恢复水供数小时后再度断
水
他们表示，水供是在本月
4日中午12时后方逐渐恢复。
他们也对雪州政府在2016年
初表示初步同意拨款188万令
吉，更换全村5600公呎水管，
但迄今却音讯全无而感到不
满。

挖路修水管扰人清梦
“水供公司在接获投诉后

水管，毕竟在清晨赶着出门工作时，无水
、一

冲厕和洗漱，是极为恼人的事。”

多次投訴沒改善
梁柄江（新村10路居民）
“我每次断水后均有向当局投诉，可
路修水管亦扰人清梦。村内的
石绵水管已有近50年，实在残
旧不堪，无法再承受水压。有
鉴于此，我们认为更换水管一
事已经是势在必行，当局必须
言而有信，讲到做到。”
“万挠村民今天不知明天

有派人抢修，可是村路窄小，

会不会因为爆水管而制水，人

挖泥机使交通受阻。在夜晚挖

人提心吊胆，害怕一未储水便

中招。”
另一"方面，颜贝悅在受询
时指出，她已向雪州水务管理
公司(Air Selangor )的乌雪分
局的查询，得知万挠新村更换
水管的申请转至总部处理。
“面对断水的村民，可以
联系我的服务中心，要求职员
安排水车到新村派水。”

•大门前的马
路挖了又挖，
水供来了又
断，让村民
的怨气越来越
S o

是情况依然没有改善。有时水压非常低，
村民洗衣也要花数小时才能完成，生活受
到严重干扰。
我向万挠州议员颜贝倪服务中心投
诉，却被职员告知此乃‘天灾’，令人气
结。我后来将不满通过手机短信向颜贝倪
反映。虽然她在产假，但也有回信，指将
尽力促成全村更换水管一事。所以村民目
前也只能静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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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謝仲洋
(沙亚南5曰讯）华人票于来
届大选普遍上仍被视为是反对党的
囊中物，但巫统大港区国会议员兼
双溪班让区州议员布迪曼认为，在
马来票分裂情况下，华人票反而是

大選諭了

能左右选情的“造王者”。
他日前接受《大都会》社区报专访
时向记者形容，政治上•些时候反而是
“少数决定多数”的命运，例如美国前

总统奥巴马在竞选时，极力争取在美国属于少数族裔的西班牙语系及拉
美裔选民支持，因此他把这套原理套用于亲近华社的策略。

亲近华社不怕巫裔反弹
“大港国席的华人票有30%多、马来票60%多、印裔选民则1000人
上下。我理解华人有不同的政治观，因此来届大选会是我过去几年亲近
华社成果的试金石，来证明我所作的价值有多大，毕竟我已尽力而为，
这在政治上是没有对错的。”
他认为，国阵在来届大选会有很大胜算，因为2013年的505大选，
是华人认定最大的改朝换代机会惟功败垂成，相信华人社会接下来会对
政治重新有过一番反思。

•布迪曼展示在选区派发给学童的1万本图册，于今年2月由教育部
副部长拿督卡马拉纳登在大港推介，盼能自小推动马来西亚国族精
神，加强国民团结意识。

无论如何，他不认为自己过于亲近华社，会引起马来社会的反弹，
因为他还是在马来社会积极工作和服务，另一边厢他继续用对待华社的
方式来对待华人，例如华人重视教育，他便在选区内推动免费补习满足
需求。

布迪曼：馬來票分裂

蓽人票•成造王舂
演
唱
明

5

i
好

迪曼为了赢取

布华人芳心，特
别于今年农历新年期间，
推出了一支亲自演唱中文
版《明天会更好》（Esok
akan jadi lebih baik )的2分
钟15秒音乐视频（MV )，
同时在大港选区的华人场
合高歌献唱，展现其与华
裔选民打成_ •片的亲民面
貌°

尽管布迪曼的中文发
音与咬字仍欠标准，但刻
意选唱这首脍炙人口，充
s 满正能量的经典歌曲精神
可嘉，为他赢得了掌声。

心

他受访时表示，这首
歌传达了很强烈的希望与
激励信息，他所知道原创
者意愿是要鼓励台湾人不
被台风打倒，因此他在许
多场合都献唱这首歌，希
望能鼓舞人心。
“不过，单单靠唱歌
是不够的，我的成绩单都
展示在我当选国会议员后
的工作表现，我要证明我
有做事的。”

•EESIEtrr riV

捍空

sS

臝取人心才能獲得支持
f迪曼说，适耕庄的华人基本归纳为3大

^rp类，即渔夫、农民和商人，面向他们
将面临各种不同的挑战。尽管有人说国阵政治
人物难以掳获华人芳心，但对他而言只要真诚
付出，作为选民的“客户”必有所感受。
“我知道华人要什么，人心始终是肉做的
(产生感情），我们先是要赢取人们的心，如
此才能得到支持，华人对政治很务实，而且，
相信报纸的公信力。
“华人选民的心态，在于要看到过程中的
努力，而甚于结果，所以他们要看到我们的付
出

通過華人朋友指導發音
-名没学过中文的马来政治人物，演

以,
|唱_ •首脍炙人口的华语歌是有难度，
但对擅长音律和曲调的布迪曼而言，这不是太
大问题，通过先学唱印尼文版本的《明天会更
好》熟悉歌曲旋律，接着才翻译成中文，他很
快便能对中文原版朗朗上口》
他表示，通过一些华人朋友的协助指导中
文发音，只花了3个小时录制音乐视频便大功告
成，加上本身常浏览YcmTube观赏音乐视频，了
解到每首歌都有既定的旋律。
拥有国大政治学博士的他坦言，选唱《明
天会更好》有政治宣传意义，惟促请各界不要
带着负面思维看待政宣，因为政宣有着提升自
我形象、贬低敌人及令敌方混乱的效用。
布迪曼坦言，《明天会更好》对不熟悉中
文的友族来说，不是一首容易上手的词曲，但
他将之变化和缩减成容易唱的旋律，让他唱起
歌来充满自信，跨越了这道障碍。
“要唱好一首歌，需深切体会歌词的精
髓才能唱得出。对熟悉我的人来说，要我创作
-首歌不是太难的事，每年开斋节我都会创作
-首歌曲，通过歌曲接近年轻人是•道有效方
式，

•布迪曼用罗马拼音拼写中文歌词，虽然唱起来未必
咬字标准，却因先熟悉了印尼文版本的�esok akan
jadi lebih baik))，唱起《明天会更好》也能朗朗上
口，歌词同时配上马来文翻译。

製2分鐘視頻吸引網民

育重
•-

L

•全长2分钟15秒的音乐视频从中段
起，便不断亮出布迪曼的政绩，及在
选区内与华社打成一片的政宣画面。

99

络战，以2分钟半以下的引人入胜片段决
lMJ胜负！布迪曼授招，网络视频时代，若
要吸引网民浏览本身制作的视频片段，•般必须精
简于2分钟至2分钟30秒的播放，太短无法具体展现
原意；太长则对网民的移动网路流量消耗过大，到
头来反被迁怒。

•布迪曼受访时重看自己演唱《明天会更好》的片
段，声言他从大港补选当上国会议员后，为选民真
正付出的实践精神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必须明白当代年轻人的想法，尤其他们
把政治视为一场名人秀。”
国大市场学士毕业、拥有博大传播硕士及国大
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布迪曼形容，政治本身就是一门
传播，政治人物传达政治讯息除了传统上的演说及
群众大会，尚可通过图像（海报）、视频和歌曲，
或结合所有形式在YouTube播放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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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會》社區報臉書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sinchewmetro/?f�ef=ts
•電郵：met�o@sinchew.com.my •熱線：03-79562452
•謝絕私人恩怨和毫無根據詆毁
•《大都會》社區報有權要求更詳細資料和具體聯繫方式

亂丢垃圾腰料
洪纘隆：引水災制水自食其果
食其果，饱受水交和制水之苦。

誰出馬
士拉央市議員

洪纘隆
(万挠5日讯）士拉央市议员洪缵隆
警告，若万挠居民冥顽不灵，继续乱丢
垃圾与废料，恐将污染河域，最终将自

他表示，当需要严谨处置的废料被随意乱
丢，将随着雨水渗人泥地，最后流入大河。
“以万挠甘榜拉惹新村路旁的垃圾槽为
例子，居民在拉惹河旁丢出了约30呎长的垃圾
路，流在地上的脏臭污水最终将流人河中，
再排向为雪隆60%人口提供清水的雪河s因
此，如果发生污染必须制水，受苦的始终是人
民。”
“被冲人河内的垃圾也将使排水系统受
阻，提高发生闪电水灾的几率。”

匿
名
照
片
拍
到

工
•洪缵隆（右）要求其助理密切关注乱丢垃圾的状况，一有发现
便即刻拍照留档，揪出垃圾虫。

業
廢
料
棄
路
ii

•缵隆是
：在接获
投报，指有人涉
嫌将有毒废料丢
弃在甘榜拉惹的
公共垃圾槽，联
同《大都会》社
区报记者前往巡
-后，这么表
示。
他说，有万
挠居民匿名发出
多张照片给他，
指发现有人戴上
口罩，将怀疑是
工业用的废料丢
在路边。
“承包商已

•配合万挠次阶段排水系统提升计划而建造的防
洪沟内有垃圾，让人担忧闪电水灾会重来。

村路太小難沿門挨戶收垃圾
�>ff缵隆表示，
1^：鉴于甘榜拉
惹的村路太小，垃圾
车难以沿门挨户收垃
圾，市议会是根据村

民的要求在河边的空
地设置垃圾槽。
“村民指附近有

根据我的要求清
走垃圾，但我发
现垃圾槽旁边的
沙地上依然有味
道刺鼻的污水《
目前无法确定是否废料
所造成。”

•洪缵隆接获投报，指有人将疑为工业废料的垃圾丢至万挠
甘榜拉惹。

根据现场所见，拉
惹河以及配合万挠次阶
段排水系统提升计划而
建造的防洪沟中’有大
量垃圾漂浮。据了解，
当地居民和外劳均有将
垃圾抛人河中的习惯。

甘榜拉惹新村放置垃圾槽的空地，出现约30呎长的垃圾路

：一

许多居民为了保护本
身社区的整洁，特别
将垃圾丢到此处，以
致几乎每周均会出现
堆积如山的垃圾路，
他们亦对此深感无
奈。”

•垃圾槽处的污水有刺鼻的臭味，引起是否废料污染
的疑虑。

他强调，若再接
获投报，他将考虑要
求执法组将垃圾槽和
附近空地围起，避免
再有人将废料丢至该
处。

•甘惹河上的石桥，有许多随手乱丢
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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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市24小時營業餐館

毎B須圃112小R清洗
(八打灵再也5日讯）八打灵再也市
政厅下令其管辖区内24小时营业的98间
餐馆，从即日起必须每天关闭2小时清
洗作业环境。
八打灵再也副市长佐哈里指出，上述指
令是即时生效，并意味着餐馆业者每天只能
营业22小时，其余2小时是必须关店以进行清
洗用途。
他今早为八打灵再也市政厅24小时餐馆
业者对话会主持开幕仪式后说，尽管如此，
业者依然可以自行规定时间，以进行清理工
作。

佐哈里：通知民眾

業者須置放清洗告示牌
t-f-9

佐i在显著的位置安装或置放告示牌，
以通知民众有关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
他指出，为方便执行这项工作，市政厅
已在最近成立了一支卫生执法单位，它隶属
于卫生与环境组。
他说，这个单位被赋以的职责是检查及
执法，包括在2007年食品执照条例第62项条
文下，关闭不遵守指示的餐馆。
他披露，市政厅环境与卫生组去年为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召集其管辖区内24小时营业餐馆业者出席对话会
洗作业环境。
1095间餐馆进行等级评估工作，其中有
726间餐馆被列人A级别�349间餐馆被

列人B级别，其余30间餐馆被列人C级
别“
他说，有关评估工作是以房屋及地
方政府部的评估表格来进行

以解释他们必须关闭2小时，以清

餐館衛生環境不逹標

市廳3個月開303罰單
‘哈里说，去年有多达
的排泄物及肮脏的作业环境。
佐二 间餐馆因作业环境
“市政厅不时接获民众投
47

不达标而被勒令关闭，市政厅
也开出多达559张罚单。
他说，截至今年3月为
止，市政厅已针对各项违例事
件开出303张罚单，至于卫生
水平较低的29间餐馆则在2007
年食品执照条例下被指示关
闭。

确保灵市远离疾病散播

•佐哈里（左三）为24小时营业餐馆对话会致开幕词后
立(左_)及灵市议员温宗龙（中）等人合影。

与环境与卫生组主任阿都葛

他指出，食品不卫生将引
起各种传染病，包括痢疾、霍
乱、A型肝炎及食物中毒；有
关传染病是源自于人类与动物

诉，他们置疑餐馆业者没有妥
善照顾作业环境和处理食物，
因此为确保食品素质和环境卫
生达标，市政厅希望所有餐馆
小贩能遵守指示，确保灵市可
以远离疾病的散播，并打造成
为旅游景点及提高八打灵再也
餐馆业者的经济水平。”
他说，除了灵市政厅之
外，士拉央市议会也指示24小
时营业的餐馆业者必须关闭2
小时，以进行清洁环境工作，
因此其管辖区内的24小时餐馆
业者每天也只能营业22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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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5日讯）2035加影市议会地方发展蓝
图（替代）从即日起展示至5月4日，欢迎公众针
对蓝图地段提出反对或意见。
有关发展蓝图分别在加影市议会一楼大厅和

2035加影發展藍圖

即起展示徵民意

雪州城市及乡村规划局16楼展示，时间从早上9

会必须修改现有的发展蓝图

时至下午4时30分，公众也可以透过手机应用程
式下载蓝图的图片。

用途他披露，2035发展蓝图是综合现有4项地方
发展蓝图，包括即将完成的2020地方发展蓝图。
他透露，当局在发展蓝图下研究增建新路，
拉近与布城之间的距离。

市议会主席莫哈末沙尤迪今早为有关蓝图进
行推介礼时指出，随着加影区的发展，预计2035
年的人口将达到135万人，房屋土地占用更多。
他说，市议会之前曾邀请各界针对有关蓝
图提出建议，经过资料的收集后，依据土地进行
规划，包括房屋、商业、工业、交通及基本设施
等°
他表示，面对多项发展计划，例如巴生河
流域东部大道、冷岳2滤水站、地下排污管等工
程，以及士毛月和崙玲珑区发展房屋计划，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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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全面规划土地

育中旁拟建大水沟
出席推介礼者包括无拉港区州议员黄田志、
万宜区州议员沙菲宜、加影市议员苏仁强、彭爱
莉、迪亚加、黎潍福、李仁英、林金英及商家
等°
另-方面，莫哈末沙尤迪表示，刘治国路属

于地势较低的路段，遇到降雨量太大造成水灾，
主要原因是上游雨水流入。
他说，当局将会研究在育华中学旁边大草场
的路段建大水沟，把大量雨水引人渠道，减少流
人刘治国路，缓和水灾问题，预计今年内进行

•左图：加影市议会研究在育中旁边的草场路段建大水沟
以减缓刘治国路水灾问题。
•右图：莫哈末沙尤迪（左一）巡视地方发展蓝图展示厅
右二为黄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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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将于5月1日起在哥打白沙罗PJU 5双威广场实行为期1
个月的“精明雪兰莪泊车”计划，鼓励驾驶人士透过手机应用程序购
买泊车票。左起为阿兹里、佐哈里、莫哈末阿兹兹、巴迪、陈德胜及
聂纳兹里。

(八打灵再也5日
讯）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将
于5月_1日起，在哥打白沙
罗PJU5双威广场一带实
行为期1个月的“精明雪
兰莪泊车”实验性计划，
以更有效管理泊车位及提
供新泊车费缴交管道：
八打灵再也市长拿督莫
哈末阿兹兹今日主持推介礼
时表示，该项试验性计划由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及雪州大
臣机构合作呈献，驾驶人士
可下载“精明雪兰莪泊车”
应用程序或透过短讯方式缴
交泊车费及罚单々
“尽管目前已有几个地
方政府以智能手机的应用程
序缴交泊车费，惟市政厅是
首个采用精明雪兰莪泊车应
用程序。”

他也告诉媒体，雪州大
臣机构负责该计划大部分费
用，市政厅仅负责少数的费
用《
他说，该计划一旦成功
实行，市政厅预计将探讨如
何在其管辖范围逾2万4000个
泊车位实行精明雪兰莪泊车
计划，让驾驶人士更容易缴
交泊车费。
“市政厅以每小时为
计算单位，不会向使用该应
用程序缴交泊车费的驾驶人
士征收额外费用，驾驶人士
只需依据市政厅目前的泊车
费，即每小时60仙或每日5令
吉0 ”
23日起可下载App
他说，驾驶人士可在
本月23日起，下载该应用程
序，并在5月1日正式启用。

灵市政厅泊车收费时间为周
一至五早上8时至下午6时30
分S
他也说，市政厅选择在
哥打白沙罗PJU 5双威广场进
行试验性计划的原因为该地
区是双重泊车的黑区，尽管
该区有1552个泊车位，在灵
市管辖范围拥有最多路边泊
车位的商业区，惟仍成为泊
车黑区。
.、“尽管市政厅早前曾

在该区实行限时泊车计划，
惟最终未能达到改善泊车位
目的。因此，我希望透过该
计划能有效改善双重泊车问
题。”
出席推介礼者包括八
打灵再也副市长佐哈里、市
议员阿兹里、陈德胜、财政
组代主任聂纳兹里及精明雪
兰莪运送组(Smart Selangor
Delivery Unit )计划负责人巴
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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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甲洞宜信园口才训练协会日前
举行“大马华人梦，你我理想的
家园”公益讲座，获得该会会长周月芳及
来宾积极参与。
此活动由筹委主席李亚纯带领理事
们筹备。口才训练协会创办人之一的黄有
东，当晚引经据典道出大马华人数百年来

从中国南迁的心酸史，并与大家回顾马来
西亚独立前后华裔的各种奋斗，发人深
思。
讲师李柏华深入浅出地为大家揭开
国会的面纱，娓娓道来马来西亚的政治体
制，同时分享了 •些国会发生的趣事，令
会场欢笑连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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糸 言日

敦拉薩鎮區花落誰家？
交由国阵主席兼首相（纳吉）决
定°
“

萬綺珊
新闻从业员

'统敦拉萨镇区部主席

巫;
=里扎曼被查，我小人
之心地想，马华敦拉萨镇区会主
席邱应权应该松一口气了吧？
里扎曼争取巫统取代马华上
阵敦拉萨镇国会选区已是公开的
事实，他作为该巫统区部主席，
势力不小，如果国阵决定要马华
让出敦拉萨镇区，说里扎曼会是
潜在的候选人，一点也不奇怪^
最近一次看到里扎曼，是
在敦拉萨镇区大选机器推介仪
式上。那一晚，在巫统副主席兼
副首相阿末扎希面前，里扎曼
展示了基层对他强大的支持，他
的支持者全程激昂地高喊“里
扎曼” S阿末扎希喜上眉梢，直
说，看这股士气，国阵在敦拉萨
镇区，~•定赢了 ；而坐在~•旁的
邱应权，只是微笑&他是马华领
导层已经公开宣称的敦拉萨镇区
的最佳候选人人选。
记者把那晚的情形看在眼
里，记在心里，仪式结束后，特
地花了近一个小时守着阿末扎
希，要他当面说出谁才是敦拉
萨镇区的候选人，但他只回复我
们一句：“辛苦了，候选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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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拉萨镇区这块地，巫统
已经觊觎5届了。在1994年选区
划分，以及马华与巫统交换选区
后，敦拉萨镇就-•直由马华的候
选人上阵。该巫统区部，盼长了
颈，终于盼来了最好的时机，没
想到，日前竟然发生里扎曼因涉
嫌吸毒被捕被査的案件。
为什么说，在这宗案件以
前，是巫统取代马华上阵敦拉萨
镇区的最好时机呢？这主要有两
个原因0第一，马华在敦拉萨镇
区三胜二败，连续两届的败北，
一直被该巫统区部挂在口边，基
层要求让巫统候选人上阵的呼声
越来越强烈，近来更是达到了顶
峰。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在重
划选区后，敦拉萨镇区少了6个
以华裔选民为主的投票站，让敦
拉萨镇从一个近混合选区，变成
一个近马来选区®重划选区前，
敦拉萨镇区的马来选民本来就
比较多，占了52.6%，华裔只有
37.45%，这次选委会把华裔投票
站划走，该选区的马来选民的比
例无疑更高，而华裔选民比例进
一"步减少，这是巫统敦拉萨镇区
部要马华让出该选区的最佳理
由s
不过，敦拉萨镇的选情，因

为里扎曼的一宗案件，有了戏剧
性的转变。纳吉会不顾一切，让
-个有案在身的巫统基层领袖
出任敦拉萨镇候选人吗？马华会
用这件事和巫统谈判吗？里扎曼
在日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
确实努力争取出任敦拉萨镇候
选人，也希望国阵在评估候选人
时，不要抹杀他过去14年为敦拉
萨镇付出过的努力《如果他的努
力真的被"抹杀"了，他的区部会
不会心有不甘，像马华5年前杯
葛竞选硝山区的旅游及文化部长
纳兹里那样，杯葛竞选敦拉萨镇
区的邱应权？敦拉萨镇的选情有
太多可能，好戏都在后头。
敦拉萨镇区是第14届大选
的兵家必争之地。感i射公正党内
的党争，敦拉萨镇区现在既不属
于公正党，也不属于国阵，而是
独立议员、前雪州大臣卡立的选
区。这是敦拉萨镇区与全国其他
选区相比，最独一无二的地方®
你觉得，过去投票给公正党的选
民，他们成为公正党党争的受害
者后，还会继续支持公正党吗？
他们不支持公正党，可不一定支
持国阵哦。这样看来，希望联盟
会不会让其他成员党上阵敦拉萨
镇区呢？
身为敦拉萨镇区的选民，我
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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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主宅区的围墙已经龟裂，围墙的部分防盗设施也已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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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蒲种金銮第4区4/8路住宅的公园种有油棕树，容易引来
蛇鼠，威胁居民的安危

牆矯入賊油榇引蛇
居民心慌求助市會
•議_金讓區
(蒲种5日讯）蒲种金銮第4区
4/8路的居民多年来因住宅设施不完

善，而面对窃匪以及蛇鼠的威胁，
让该区居民担心安危问题，并希望
梳邦再也市议会能够给予关注，帮
忙居民解忧。蒲种国会选区第十四区居民代表
委员会主席赵启兴在接获当地居民投诉
后，今早与第七区主席拿督英德星到该
区巡视，向居民了解状况。

努汝：住宅区种油棕不合理
蒲种金銮第4区4/8路副主席努汝表
示，由于第四区住宅的墙身太矮，小偷
容易翻墙进人住宅区进行偷窃和爆窃，
加上住宅的公园林立许多油棕树，容易
招引蛇鼠，居民们都担心会遭到蛇虫类
攻击。
“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会有油棕树
出现，我认为这不适合种植在住宅区，
加上油棕树的树根造成草地凹凸不平，
不好走。另外该区A、B、C、D路的路面
已经15年没有重铺，每逢下雨必定会出
现积水的情况。”

•英德星（左二
起）及赵启兴陪
同蒲种金銮第4
区4/8路的居民们
巡视相关的社区
问题。右三为努
汝。
担心自身或家人的安全受到威胁。”

连续3年促加高围墙
努汝表示，居民们自3年前就开始向
梳邦再也市议会提出要求将围墙建高的建
议，惟至今都毫无音讯。而居民最关心的
就是爆窃案和蛇鼠出没情况，尤其当小孩
到公园玩耍时，大多家长都没有陪同在
旁，加上很多老人家习惯一早进行晨跑，

赵启兴表示，该区D路自2017年至
今，发生了至少3宗的爆窃案，最近一次
是在今年农历新年除夕当天。有一名陈姓
居民的家遭爆窃时损失了数千令吉，所幸
没有遭到匪徒的伤害。
“尽管该住宅设有保安亭，但是围
墙太矮让匪徒容易逃走另外，我很惊

因此居民不希望有意外发生。

讶该区住宅道路竟然15年没有重铺，比起
其他金銮地区已经多次进行重铺，州政

赵启兴：新春期间发生窃案

府是否有好好的利用大马道路档案系统
(Marris )的拨款？
”

“虽然市议会经常会进来修剪油棕
树，但居民也经常要联络消拯局来捉蛇。
这里经常发生爆窃事件的是D路，-些居
民甚至自行增高围墙来防范盗贼，我们很

英德星表示，他将与梳邦再也市议会
官员进行商讨该如何帮该区居民进行设施
上的提升。

06 Apr 2018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Page: 8 • Printed Size: 63.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d Value: MYR 3,509.90
PR value: MYR 10,529.70 • Item ID: MY0032213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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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國會速讀
雪州接管雪河公司

聯邦不主動報價
台匕源、绿色工艺及水务部
R匕长拿督斯里麦西慕表
示，关于雪州政府要接管雪河公
司（SPLASH )的谈判报价，联邦
政府要等雪州政府报价后，才会
评估有关报价是否公正。
他今日回答敦拉萨镇国会议
员丹斯里卡立的问题时指出，无
需担心在处理水供特许经营权合
约奉行的“愿买愿卖”原则会导
致特许经营权公司获得暴利，相
关的报价除了是联邦政府及州政
府都同意的公正报价，也会参考
国际独立评估机构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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