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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Speaker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baharu yang bakal dilantik haruslah calon dipersetujui semua
pimpinan dalam Pakatan Harapan (PH).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pihaknya masih
berbincang dengan pemimpin PH
mengenai calon yang layak, namun yakin satu keputusan bersama dapat dicapai dalam masa
terdek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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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abar angin’
Ketika ditanya mengenai dakwaan Parti Keadilan Rakyat
(PKR) mahukan jawatan itu sedangkan ia secara tradisinya disandang wakil rakyat DAP, Amirudin berjawab dengan nada
berseloroh: “Khabar angin dan
dakwaan bukan maklumat yang
sahih.”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kepada
pemberita pada Majlis Rumah Terbuka Aidilfitri peringkat negeri di

sini, semalam.
Pada Pilihan Raya Umum Ke-12
(PRU-12) pada 2008, jawatan Speaker DUN disandang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Sungai
Pinang, Datuk Teng Chang Khim
daripada DAP.
Pada PRU-13 pula, Pakatan Rakyat sekali lagi menawan Selangor
dan ADUN Subang Jaya, Hannah
Yeoh daripada DAP dilantik sebagai Speaker.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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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TAN SHARAFUDDINIDRIS SHAH bersalaman dengan rakyat jelata dalam Majlis Rumah Terbuka Aidilfitri Peringkat
Negeri Selangor di Padang B Dataran Merdeka Shah Alam. semalam. Turut berangkat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kin dan
Tengku Amir Shah. Hadir sama. Amirudin Shari. - BERN AMA

Sultan Selangor berangkat ke rumah terbuka
SHAH ALAM 24 Jun - Sultan Se-

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dan Tengku Permaisuri Selangor,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kin berkenan berangkat ke
Majlis Rumah Terbuka Aidilfitri
peringkat negeri di Dataran Kemerdekaan di sini hari ini.
Keberangkatan Sultan Sharafuddin dan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kin disambut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dan

isteri, Masdiana Muhammad.
Turut berangkat, Raja Muda
Selangor Tengku Amir Shah dan
kerabat diraja.
Baginda kemudian menyampaikan sumbangan duit hari raya
kepada warga emas, anak-anak
yatim di bawah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Selangor dan Jabatan
Kemajuan Orang Asli.
Majlis yang bermula pukul
I0.30pagi hingga 3 petang itu disa-

sarkan dihadiri kira-kira 50,000
tetamu yang menikmati pelbagai
juadah termasuk lemang, rendang, ketupat, nasi beriani dan
sate dari lebih 45 gerai.
Turut hadir ke majlis berkenaan adalah Timbalan Perdana
Menteri, Datuk Seri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dan Menteri Hal
Ehwal Ekonomi yang juga bekas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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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rudin sedia bekerjasama dengan Idris
SHAH ALAM 24 Jun -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menyatakan kesediaannya untuk
bekerjasama dengan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Ijok,
Dr. Idris Ahmad walaupun wakil
rakyat PKR itu 'menyerangnya'
baru-baru ini ekoran isu pelantikan Menteri Besar.
Menurut Amirudin, beliau
tidak mahu melihat kepada soal
perbezaan di antara kepimpinannya dengan Idris, kerana percaya ada banyak lagi persamaan
dalam hala tuju Pakatan Harapan
yang memungkinkan dan membolehkan kedua-duanya bekerjasama dalam satu pasukan.

"Sebagai Menteri Besar saya
kena baik dengan semua, saya
akan meraikan sesiapa sahaja
termasuk pembangkang jika
dia ada idea yang baik serta rasional. Perbezaan itu biasa, jadi
lebih baik fokus kepada agenda
bersama," katanya kepada pemberita di sini hari ini.
Minggu lalu, Idris yang dilihat banyak pihak sebagai calon
Menteri Besar dari kem 'Segambut' secara terbuka mendakwa Amirudin tidak mendapat
sokongan daripada komponen
Pakatan Harapan, kecuali hanya
memperoleh restu daripada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se-

orang sahaja.
Dalam perkembangan berasingan, Amirudin memberitahu,
teka-teki siapa yang bakal menjadi Yang Dipertua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dijangka akan dapat dimuktamadkan pada Selasa.
"Saya rasa kita akan dapat
keputusan konsensus, dalam
satu atau dua hari, kita akan
buat keputusan," katanya.
Kepada soalan kemungkinan
jawatan itu akan disandang PKR
dan bukan lagi DAP sepertimana
sebelum ini, beliau berkata, ia
sekadar khabar angin dan bersifat separuh be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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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war
bertambah
7
baik

Keadaan Anwar bertambah baik
Dimasukkan
ke PPUM selepas
pulang dari Turki
SHAH ALAM

K

eadaan Ketua Umum Pakatan
Harapan,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yang dimasukkan ke
Pusat Perubatan Universiti Malaya
(PPUM) malam kelmarin berikutan
masalah kesihatan bahu kanan dan
belakangnya, semakin baik.
Timbalan Perdana Menteri,
Datuk Seri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berkata, berikutan per-

kembangan itu suaminya dijangka
pulih dalam masa terdekat.
“Saya sempat melawat beliau
pagi tadi (semalam) sebelum saya
hadir rumah terbuka Selangor hari
ini (semalam). Alhamdulillah, teruskanlah berdoa. Kami amat berterima kasih kepada semua yang
mendoakannya,” katanya kepada
pemberita selepas menghadiri
Rumah Terbuka Aidilﬁtri Negeri
Selangor di sini, semalam.
Turut berangkat ke majlis berkenaan,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dan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kin serta Raja
Muda Selangor Tengku Amir Shah.
Sementara itu, Dr Wan Azizah

yang juga Presiden Harapan dalam
pada itu menyambut baik keputusan Anggota Parlimen Bagai Serai,
Datuk Dr Noor Azmi Ghazali yang
ingin menyertai Harapan selepas
mengumumkan keluar Umno.
Ketika ditanya sama ada
Harapan akan menerima Noor Azmi
sekiranya beliau ingin menyertai
pakatan itu, Dr Wan Azizah berkata,
perkara tersebut diserahkan kepada
Harapan Perak.
Noor Azmi ketika mengumumkan keputusannya itu, semalam
turut mengisytiharkan sokongan
kepada Perdana Menteri,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dan kepimpinan Harapan. - Bernama

FOTO: BERNAMA

Raja Muda Selangor, Tengku Amir Shah (kanan) berkata sesuatu kepada Dr Wan
Azizah dan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dua, kanan), se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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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apa jadi Speaker akan diumum
Kita yakin
akan
dapat selesaikan
dalam masa
terdekat selepas
mencapai
konsensus
bersama." - Amirudin

Proses
perbincangan
masih berjalan
HASNIZA HUSSAIN

SHAH ALAM

I

su pelantikan Speaker dan
Timbalan Speaker Dewan
Negeri Selangor yang masih belum dimuktamadkan
dijangka akan selesai dalam
masa beberapa hari lag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buat
masa ini, proses perbincangan mengenai perkara tersebut
masih berjalan.
“Kita yakin akan dapat
selesaikan dalam masa terdekat selepas mencapai konsensus bersama.
“Malah pemilihan tersebut akan dibuat dengan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beramah mesra dan menyampaikan sumbangan duit raya
kepada kanak-kanak,semalam. - FOTO BERNAMA

mengambil kira semua aspek
dan saya akan pastikan individu yang dilantik untuk ke-

dua-dua posisi terbabit adalah mereka yang benar-benar
berkemampuan untuk me-

mikul tanggungjawab tersebut,” katanya ketika ditemui
pada Majlis Rumah Terbuka

sempena Sambutan Aidilﬁtri
peringkat Negeri Selangor di
Padang B, Dataran
Kemerdekaan Shah Alam, di
sini, semalam.
Selain itu, beliau berkata,
portfolio Adun Batu Tiga,
Rodziah Ismail yang baharu
sahaja dilantik bagi mengisi
kekosongan jawatan Ahli
Majlis Mesyuarat (Exco)
Kerajaan Selangor juga akan
diumumkan selepas pihaknya mengadakan Mesyuarat
Exco pertama nanti.
Dalam perkembangan

lain, ketika mengulas mengenai hubungannya dengan
Adun Ijok, Dr Idris Ahmad,
Amirudin berkata, setakat ini
tiada apa-apa masalah antara
mereka dan masih berhubung di dalam grup
WhatsApp dan sebagainya.
Menurutnya, sebagai seorang menteri besar beliau
perlu bekerjasama dan menjalin hubungan baik dengan
semua pihak bukan sahaja
dengan Dr Idris dan pemimpin Harapan, malah termasuk pemimpin pembangkang terutamanya
mereka yang mempunyai
cadangan atau idea yang baik
untuk memajukan negeri
Selangor.
Jangat terlalu obses atau
taksub dengan perbezaan dimiliki, sebaiknya kita fokus
pada persamaan yang kita
ada terutamanya di kalangan
pemimpin Harapan itu sendiri,”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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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 serbu rumah terbuka
FOTO: BERNAMA

Keberangkatan
Sultan Selangor,
Permaisuri
serikan majlis
HASNIZA HUSSAIN

SHAH ALAM

K

ira-kira 50,000 pengunjung
dari seluruh Selangor hadir
memeriahkan Majlis Rumah
Terbuka sempena Sambutan
Aidilﬁtri Peringkat Negeri Selangor
yang diadakan bertempat di Padang
B, Dataran Kemerdekaan Selangor,
di sini, semalam.
Majlis turut diserikan dengan
keberangkatan tiba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Tengku Permaisuri Selangor,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kin serta Raja
Muda Selangor, Tengku Amir
Shah.
Majlis anjuran kerajaan negeri
yang bermula jam 10.30 pagi hingga
jam 3 petang itu, turut dihadiri ramai
pemimpin negara antaranya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berswafoto
bersama
seorang
pengunjung
ketika
menyampaikan
sumbangan
duit raya.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beramah
mesra
bersama
orang ramai
yang hadir.

Timbalan Perdana Menteri, Datuk
Seri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dan
Menteri Hal Ehwal Ekonomi,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Pada majlis sama yang mengangkat tema ‘Kesatuan Hati
Kemenangan Diinsaﬁ’ itu, Sultan
Selangor turut berkenan untuk menyampaikan sumbangan duit raya
kepada insan-insan kurang bernasib

baik di bawah seliaan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KM)
Selangor serta Jabatan Kemajuan
Orang Asli (Jakoa) Selangor.
Penganjuran majlis terbabit juga
bertujuan menjalin mahabbah serta mengekalkan keharmonian rakyat
di negeri ini khususnya yang mempunyai latar belakang yang rencam.
Pengunjung yang hadir terdiri
daripada pelbagai lapisan masyarakat dan bangsa juga berpeluang menikmati juadah Hari Raya yang disediakan di 45 buah gerai, selain
turut dihiburkan dengan persembahan oleh artis-artis tempatan
seperti Khai Bahar dan Haiza.
Sementara itu,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menyifatkan hari raya sebagai satu ke-

gembiraan untuk semua masyarakat
walaupun berlainan bangsa untuk
sama-sama meraikannya dengan
semangat muhibah.
“Masyarakat di Selangor adalah
masyarakat kosmopolitan dan atas
faktor itu, kita menumpukan perhatian kepada banyak perkara yang
kita ada bersama dan tidak taksub

dengan perbezaan yang dimiliki.
“Prinsip diterapkan terutamanya dalam aspek tadbir urus adalah
kesederhanaan dan keadilan untuk
semua, maka resipi istimewa ini
menjadikan Selangor sebagai model
atau contoh terbaik keseimbangan
dan keharmonian yang diperlukan
negara,” katanya.

Tengku Permaisuri Selangor,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kin berkenan
menyampaikan sumbangan duit raya kepada rakyat jelata.

Sebahagian para
pengunjung beratur untuk
mengambil pelbagai jenis
juadah makanan dan
minuman yang disediakan.

Headline
MediaTitle
Date
Section
Page No
Language
Journalist
Frequency

Masalah banjir di Hulu Langat
Sinar Harian
25 Jun 2018
Selangor & KL
22
Malay
AHMAD ISMADI ISMAIL
Daily

Color
Circulation
Readership
ArticleSize
AdValue
PR Value

Full Color
160,000
509,000
389 cm²
RM 6,635
RM 19,906

kenaan dengan sumbangan

Parlimen Hulu Langat.

Masalah banjir di Hulu Langat
Pusat, negeri
adakan
perbincangan
cari jalan
penyelesaian
AHMAD ISMADI ISMAIL

HULU LANGAT

K

erajaan Persekutuan
dan negeri kini dalam
perbincangan dalam
mengatasi masalah banjir
yang kerap berlaku di kawasan Hulu Langat.
Ahli Parlimen Hulu
Langat, Hasanuddin Mohd
Yunus berkata, beliau telah
mengadakan pertemuan dengan Adun Dusun Tua, Edry
Faizal Yusof bagi membincangkan isu banjir di kawasan ini.
“Hasil pertemuan itu, kita
akan melaksanakan bebera-

pa perkara dalam perancangan jangka masa pendek
antaranya mengkaji semula
sistem saliran di jalan raya
kawasan Hulu Langat,” katanya.
Hasanuddin berkata, beliau difahamkan jalan raya
tersebut di bawah seliaan
Jabatan Kerja Raya.
“Sebelum ini berkemungkinan
penyelenggaraannya agak lemah, saya telah mendapat
senarai lokaliti longkang tersebut untuk dinaik taraf segera agar aliran air ini baik
ketika hujan lebat.
“Saya melihat ada juga
sistem saliran yang telah tertimbus, malah teman ahli
perniagaan telah menutup
parit dengan sengaja atau tidak sengaja, kita akan memberi pendidikan dan kesedaran kepada mereka agar lebih
bertanggungjawab untuk kepentingan orang ramai,” katanya.
Menurutnya, rancangan

Hasanuddin beramah dengan kanak-kanak yang hadir pada majlis rumah terbuka Parlimen Hulu Langat.

jangka panjang pula adalah
pihaknya akan menunggu
rancangan Malaysia yang
akan datang bagi memastikan agensi berkaitan seperti
Jabatan Pengairan dan Saliran
(JPS) lebih fokus terhadap
sungai yang ada di kawasan
ini.

“Saya percaya ia akan ambil masa yang agak panjang,
tetapi saya mengambil kira
kedua-dua perancangan
jangka pendek dan panjang
untuk menyelesaikan masalah banjir ini,” katanya ketika
ditemui pada majlis Rumah
Terbuka dan Pelancaran

Tabung Harapan Malaysia
Peringkat Parlimen Hulu
Langat, di sini, semalam.
Dalam perkembangan
sama, Hasanuddin turut berpuas hati dengan tindakan
pantas dan kerjasama agensi
berkaitan yang terlibat dalam
operasi pemindahan mangsa

banjir di Hulu Langat, kelmarin.
“Pada jam 6.30 petang air
sudah naik, kira-kira dua jam
kemudian kita berjaya memindahkan mangsa banjir ke
dua pusat pemindahan sementara di Sekolah Rendah
Agama Sungai Serai dan
Kompleks Penghulu Batu 10,”
katanya.
Dalam perkembangan
berasingan, Hasanuddin juga
akan memohon kementerian
berkaitan agar menambah
aset Angkatan Pertahanan
Awam (APM).
“Saya dimaklumkan ada
beberapa peralatan yang masih belum lengkap lagi dan
dalam proses permohonan,
kami akan pastikan senarai
yang mereka perlukan seperti
bot dan gergaji elektrik dipandang serius.
“Anggota APM terpaksa
meminjam gergaji elektrik
orang kampung apabila berlaku banyak kes pokok tumbang,”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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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PRAYERS’

DPM: ANWAR IS RECOVERING

PKR de facto leader
who was warded for
shoulder, back pain
doing better
THARANYA ARUMUGAM
SHAH ALAM
tharanya@nst.com.my

P

KR de facto leader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who
has been admitted to
University Malaya Medical Centre (UMMC) for shoulder
and back pain, is recovering.
Deputy Prime Minister Datuk
Seri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who visited her husband before
s h e a t t e n d e d t h e S e l a n go r
menteri besar’s Hari Raya Aidilfitri open house here hoped Anwar would recover soon.
“After (he was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last night, (he is) better
this morning. I saw him before I
came here. Alhamdulillah, please
continue the prayers. We are very
thankful for all the support and
prayers.
“I think he will recover soon to
continue his work,” she said at
Padang B, Dataran Kemerdekaan
Shah Alam here yesterday.
It was reported that Anwar had
been experiencing pain on his
shoulder and back after returning from Turkey recently.
On another matter, Dr Wan Azizah, who is Pakatan Harapan
and PKR president, said the party welcomed anyone to join the
coalition to serve the country.
She said this when asked to

Deputy Prime Minister Datuk Seri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centre) greeting visitors at the Selangor
menteri besar’s Hari Raya Aidilfitri open house in Shah Alam yesterday. PIC BY MOHD ASRI SAIFUDDIN

MAMAT

comment on Bagan Serai member of parliament Datuk Dr Noor
Azmi Ghazali, who has quit Umno
and Barisan Nasional, and
pledged his support for PH and
Prime Minister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That is his prerogative and
choice. I think we welcome anyone to join (PH) and make a
change for the country.”
Asked if PH will accept Noor

Azmi as a member if he wished to
join the pact, she said: “We leave
it to the state PH to deliberate on
that.”
Noor Azmi said yesterday that
he would be an independent MP
and hoped the people would understand and accept his decision.
On the arrest of lawyer and activist Siti Zabedah Kasim, better
known as Siti Kasim, on Saturday

for allegedly kidnapping her
client from a hospital and obstructing the police from carrying out their duties, Dr Wan Azizah said the matter should be
left to the police.
“Siti Kasim’s arrest? I am sorry.
Please inform me (of the news). I
did not follow (the news). I leave it
to the police. I was very busy with
my husband last night and I did
not follow the news. I am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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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EBRATION

Selangor sultan graces MB’s Raya open house
SHAH ALAM: Sultan of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and his consort, Tengku Permaisuri Selangor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kin, graced Selangor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s Hari Raya Aidilfitri open
house here yesterday.
Present was Raja Muda of Selangor Tengku Amir Shah.
Their 11.30am arrival at Padang
B, Dataran Kemerdekaan Shah
Alam was marked by the sounds
of the kompang, as well as the
cheers of 50,000 members of the
public who had joined the celebration.
The royal entourage was welcomed by Amirudin and Deputy
Prime Minister Datuk Seri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The event started at 10am and
was expected to end at 3pm.
The Selangor ruler, along with
Wan Azizah and Amirudin,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with the
rakyat at the event themed “Kesatuan Hati, Kemenangan Diinsafi”.
Amirudin, who is also Sungai
Tua assemblyman, delivered a
speech at the open house, which
was his first since he took office
on June 20.
Among the guests are members of underprivileged communities, invited by the state Wel-

Sultan of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being greeted by
the people upon his arrival at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s
(behind the sultan) Hari Raya Aidilfitri open house at Dataran
Kemerdekaan Shah Alam yesterday. With him is his consort,
Tengku Permaisuri Selangor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kin
(behind Amirudin). PIC BY MOHD ASRI SAIFUDDIN MAMAT
fare Department.
Present were members of the
state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senior stat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 array of Hari Raya delicacies was served, including Aidilfitri must-haves, such as satay,
lemang and a variety of kuih at 45
st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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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don't have millions in
foreign accounts: Azmin
> Economic Affairs minister
challenges anyone with
evidence to lodge report
SHAH ALAM: Economic Affairs Ministe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regards the
allegation that he and his wife hav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ringgit in several overseas
accounts as malicious and aimed at tarnishing
his reputation.
Mohamed Azmin said the individuals or
parties who made the allegation should
lodge a report with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if they have the evidence, instead of making

baseless accusations.
"If anyone has strong evidence, the person
concerned can go to the authorities so that
investigations can be carried out, he told
reporters when met after attending the
Selangor Aidilfitri open house here.
Also present were the Sultan of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Tengku
Permaisuri Selangor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kin and the Raja Muda of Selangor
Tengku Amir Shah.
Mohamed Azmin was commenting on an
allegation made by a blogger going by the
name "Toyol of Selangor", who claimed he
had previously worked with the former

mentri besar of Selangor.
In the article dated June 18, the blogger
alleged that Mohamed Azmin and his wife,
Datin Seri Shamsidar Taharin, ha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ringgit in several bank accounts
overseas.
Asked whether he was prepared to declare
his assets to counter the allegation, Mohamed
Azmin said this had been the practice by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since 2008, including
during his term as mentri besar.
"Our policy is that all executive members
should declare their assets so that there is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in the
administration," he said.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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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病复发人院旺姐：安华状况稳定
(莎阿南24日讯）副首相兼人民公正
党主席拿督斯里旺阿兹莎透露，目前公正

党实权领袖拿督斯里安华健康状况稳定，
并相信安华很快会出院。
_

文稿中披露，安华椎间盘严重突出，
而医生正在观察和评估他的病情。
“安华家属陪伴着他，他感谢外界的关

安华昨夜惊传旧病复发紧急送入
医院，其妻子旺阿兹莎今日在出席雪

心、祈福和支持。”

州政府开斋节门户开放后，向媒体表
示，安华健康状况已稳定，而她在出

_对人权律师茜蒂卡
y I 欣遭警方逮捕一事，
f\

牟+5

旺阿兹莎坦言，由于从昨夜开
始，就陪伴在其丈夫安华身
旁，并不晓得西蒂卡欣遭逮

“我们受劝告要求父亲不要接见任何的
访客，因为他必须接受必要的观察和治疗。”

席这场活动前也特地前往医院，了解

公正党通讯局主任法米昨夜发布一项

安华病况。
“感谢媒体与各界的关心，感谢上

简短声明，指安华于昨曰从土耳其回国

苍，他的情况总算稳定。我们相信他
很快会出院。”

来亚大学医疗中心接受治疗。
其实，安华的右肩疼痛症状一直没有

后，申诉肩膀和背部疼痛，而紧急送往马

此外，安华家属今午也发文告表

好转，在去年9月22曰的一场车祸，更让

示，安华在接受治疗的这段期间，将

他的肩伤恶化。他接着于11月在吉隆坡中

暂时不会接见任何访客。

央医院进行右肩手术。#

没跟进新闻

不細茜蒂磕捕

捕0
她说，本身未跟进此事

被逮捕了吗？抱歉，我昨晚

就忙着丈夫送院事宜，我没
件，因此交由警方处理。
“什么？她（茜蒂卡欣）有跟进此新闻。”

“我们就交给警方处理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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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入希盟须退出巫统
_望联盟主席拿督斯里旺阿兹莎表

布;

后，接受媒体质询时表示，这是诺阿兹米的决

她对于荅眼色海国会议员拿督

定，她给予尊重，而希盟欢迎任何反对党州议

诺阿兹米宣布退出巫统，并表明欲加入希盟的

员或国会议员的加入，但前提是必须先退出原

决定给予尊重，惟她也要求诺阿兹米，若要加

先的政党。

入希盟任何一个政党，必须先退出巫统。
她今曰在出席雪州政府开斋节门户开放

“我们欢迎任何州议员或国会议员的加
入，但这些人在加入前，必须先完成原先政党
的退党手续。”
诺阿兹米今早
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退出巫统，并
转而表态支持首相
敦马哈迪、希盟中
央政府和希盟霹雳
州政府。
他表示，在退
出退出巫统后，他
将成为独立人士。
不过，他也透
露，本身有意加入
希盟的土著团结
党，成为希盟一份
子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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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24日讯）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否认，本身在外国银行存放超过3亿令吉的存款，更指他
自2008年起，就已公开本身财产。
近来，有一名声称为前雪州
大臣阿兹敏阿里的职员，撰文揭

起，各种不实指控便甚嚣尘上，

露阿兹敏家财万贯，更在多个国

而他的态度就是不予理会。
“倘若他们有证据，就请到执

家银行开设户头，拥有超过3亿
令吉的存款。

法单位揭露我的弊端，否则我不
会去对这些指控一一做出回应。”
“我也再次呼吁，如果有我

2008年起公开财产
不过，也是公正党署理主席
的阿兹敏今日在出席雪州政府开

弊端的证据，就请公诸于世，不
要做无谓的指控和诽谤。”
一名声称前雪州大臣的职

斋节门户开放活动，受询时否认
这项指控，并指倘若他拥有逾3

员，于周一（18日）在部落格

亿令吉，就无需待在人民公正党。
他强调，其实自民联（希望

撰文，形容阿兹敏为“雪州魔
鬼” (Toyol of Selangor)，更

联盟前身）掌管雪州后，就制定

揭露阿兹敏与其妻子拿汀斯里珊

要求所有雪州行政人员必须公开

茜达除了在我国拥有多个银行户

财产的政策，而他并无豁免权。

头，亦在新加坡、印尼、澳洲、
香港、美国、杜拜、及印度等多

“是的，我们在接管雪州政
府后，就规定州政府的所有行政

个国家拥有银行户头，存款数额

人员都必须公开财产，而这个政
策持续至今。”

高达3亿令吉。他也表示，本身

他说，自他担任雪州大臣

不能公开身份，否则他和他的家
人的安全都会有危险。#

旺阿兹莎（左起）、阿米鲁丁及东姑阿米尔交谈甚欢

虽禺开州政府仍获雪民拥戴

欢迎，而他也展现亲民风范，对民众
的合影和握手要求都来者不拒。
值得一提的是，副首相拿督斯里旺

合雪州政府周曰在莎阿南B

更与雪州苏丹沙拉弗丁殿下交谈甚欢。

阿兹莎也于上午1•时3•分，在新任雪州

至于当曰的焦点，就是雪州苏丹
沙拉弗丁殿下与苏丹后诺拉西京的抵
步，殿下一抵步就获得出席民众夹道
欢迎，而殿下也握手送上佳节祝福。

臼G区大操场举办雪州政府开斋

尽管已离开雪州政府，阿兹敏阿

大臣阿米鲁丁的陪同下抵达会场。随

这场雪州政府开斋节门户开放于

节门户开放，前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

里仍获得雪州人民的拥戴。他今早一

后，雪州王储东姑阿米尔身穿一袭紫色

今早10时展开，直至下午4时3〇

敏阿里也携妻子拿汀斯里珊茜达出席，

抵达活动会场后，就有大批民众夹道

马来传统服装，也来到会场。

分，吸引了约5万民众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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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雪议长人选

须获希盟各党同意
(莎阿南24日讯)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强调，雪州议长人选
必须获得希望联盟各党的同意。
他周日出席雪州开斋节餐会时说，目前他仍与希盟领袖讨
论符合资格的人选，且有信心很快共同达致一项决定。
受询及传指人民公正党要传统上由行动党议员担任的议长
一职，阿米鲁丁笑言：“那是谣言，而传指并非真实的消
息。，，
民联在2008年第12届全国大选拿下雪州政权，当时由
来自行动党的双溪槟榔州议员拿督邓章钦担任议长；民联在
2〇13年第13届全国大选继续捍卫雪州政权，并由也是来自行

动党的杨巧双担任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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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会拉近长西马关系

砂沙首嵌安搏敦3
(吉隆坡24日讯)砂拉越和沙巴州
政府领导表达支持首相敦马哈迪医

马哈迪医生周曰在首相官邸设宴，砂拉
越和沙巴州政府领袖均出席了宴会。
沙巴首席部长拿督斯里莫哈末沙菲益阿
达宴后向马新社表示，沙州政府承诺为了国
家整体发展而与联邦政府紧密连系。
与此同时，砂拉越首席部长拿督斯里阿
邦佐哈里指出，首相愿意邀请他和莫哈末沙
菲益阿达一同出席宴会将拉近两州与联邦政
府的合作和关系，并对国家带来正面效应。
#

马哈迪与出席宴会的砂州政府领袖言谈甚欢。左三为联民党主席的黄顺舸。

砂沙两州政府领袖出席了在首相官邸举行的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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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濰褐：業者沒裝濾油器

蓮花费溝钃H塞
報道•林承德
(安邦24日讯）行动党莲花苑区
州议员黎潍福指出，鉴于安邦再也市
议会没有严格地监督餐馆业者安装滤
油器，导致不少餐馆的食物残渣仍直
接流入沟渠内，造成莲花苑一带的沟
渠阻塞及发出恶臭，影响环境卫生。
他指出，他日前巡视数个地区包括福
全山庄及太子园一带时发现，不少餐馆因
没有安装滤油器，以致周边沟渠因食物的
油渍凝结而阻塞，并且发出恶臭。
他说，地方政府现有系统已指示各个
餐馆必须安装滤油器，因为食物残渣及油
渍是沟渠阻塞的罪魁祸首。
“我将指示市议会检讨关于检查滤
油器的工作，我认为市议会没有严格进行
检查，才会导致很多餐馆沟渠有油渍的存
在，所以必须对这些没有安装滤油器的餐
馆发出警告，限制他们在时限内安装。”

分解技術還在實驗中
潍福指出
早前已有间泰国公司将良菌与酵
素分解的技术带到安邦
区，并在太子园的沟渠
内进行试验，以分解当
中的油垢和厨余。
他说，该技术是
把良菌与酵素撒在沟渠
内，在溶人水后可自动

分解油渍和厨余，把它
们化为水源；但这项技
术还在实验当中，目前
只进行大约一周时间，
必须等到一个月后才决
定是否有效。
“接下来，我也
会寻找•些滤油器承包
商或对于这类问题有专
业知识的专家进行交

流，并在交流后将报告
交给市议会，才决定哪
-个仪器或方式更适合
处理这些油渍及残渣，
并且在研究后才制定政
策及执行。”
他也补充，这些
问题不仅仅是地方政府
的问题，商家及人民本
身也必须负起责任，问
题才能一劳永逸地解
决。

•1.黎潍福（右二）带领
来自泰国的专家巡视遭油
渍阻塞的沟渠，并将他们
所带来的良菌放入沟内，
以实验方式观察效果。

•2.不少厨余、垃圾及油
渍等堆积在沟渠内，导致
沟渠阻塞。
•3.部分无良业者将垃圾
放在沟渠旁，导致沟渠受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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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会》社区报于今
日报道利家窘境，以及洪缵
隆捐助700令吉新闻后，今日
-名华裔男子多番拨电骚扰
利家，威胁他们吐出捐款，
否则将上门和不排除会做出
激烈的追讨行动，让利国勇
和年迈的父母深感恐慌。
该名男子指700令吉乃他
交给洪缵隆捐给利家，如今
他因车镜遭人打爆，无钱修
理所以要讨回500令吉。利国
勇指虽然澄清捐款已支付各
项开销，无法退款，男子却
依然死缠烂打，不住以电话
发动攻势骚扰。

洪缵隆：将报案
本报记者在根据电话
号码联系男子时，对方先是
凶神恶煞指自己是洪缵隆助
理，同时拒绝透露姓名，后

'A

十�一
.|>1 Ml

J

騙子威脅利家退還捐款

假 扮洪纘隆助理 撥 電 騷 擾

(万挠24日讯）无良
骗子假扮士拉央市议员洪缵
隆助理，威迫因为遭撞了逃
右手骨裂，而无法扛起奉养
老父病母重责的利国勇“吐
出”捐款！

再改口说自己是其亲戚，最
后更以粗口辱骂记者后关上
电话，无法再联系上。
洪缵隆表示，他将针对
此事报案，并将该名男子的
电话号码提供予警方，要求
扫荡这类利用他人的不幸进
行诈骗的不良分子。
“追讨捐款是荒谬的做
法，我与全部助理未曾向利
家追讨捐款，该名男子肯定
是骗子》我对这种行为深感
遗憾，也绝不姑息。”
他呼吁有意捐助利家
者，可联系其华裔女助理
(012-333 1618 )。“我希望
通过助理，可以协助利家过
泸欺诈分子的恶意行为。”
47岁的利国勇是于5月16
日在万挠三育分校的交通灯
前遭轿车撞了逃，右手4处骨
裂，暂时无法再做泥水匠奉
养父母。
其母冯彩媚（70岁）患
有糖尿病，其父利耀芳（80
岁）则患有高血压，两人长
期服药，生活仅靠利国勇人承担和亲友接济。

IF

—

，•冯彩媚因为糖尿病严重，脚
,掌溃烂。
-

=嘁由士拉央医院开出的医疗报
告指利国勇右手有4处骨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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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24日讯）为帮助更多中下阶层人士获得
良好及可负担的医疗服务，雪州政府计划在5年内建立5所
SELGATE医院，为民众提供综合性的医疗服务，受惠民众。
掌管雪州环境、绿色工艺及消费人事务的行政议员许来贤于昨晚
出席“奇迹心声献大爱”慈善晚宴时，如是指出。
许来贤表示，SELGATE医院目前已在万绕及沙亚南设立，该医
院是隶属雪州政府子公司，即雪州发展机构（PKNS)，收费是在私
人医院和政府医院之间，也是中下阶层人士能够负担的费用范围。
他表示，八打灵再也至今没有‘所中央医院，他希望政府未来能
在该区设立中央医院，让灵市一带的人民有更多选择，尤其较为贫苦
的人民在有了中央医院后就不必到沙登或双溪毛糯医院看病。

晚宴筹获逾25万
值得-提的是，千百家洗肾中心为筹募医疗基金在“奇迹心声献
大爱”慈善晚宴，共筹得25万3000令吉，突破15万令吉的目标。晚宴
上，艺人们使出浑身解数表演，让观众既能行善又能欣赏好歌好舞，
让大家过_ •个有意义的周末。
许来贤指出，我国患上肾病的人数增加，昂贵的洗肾费让中下阶
层民众很难应付。雪州政府过去都会对收入3000令吉以下家庭进行资
助，每年拨出每人5000令吉帮助他们。
“很多人至今不知道州政府有这项政策，我们希望通过千百家洗
肾中心能够传递该资讯，让更多人申请拨款和受惠。希盟执政中央是
希望能够带来改变，洗肾的职务应该交由政府去承担，不应该由非政
府组织去负担。我们希望能够在未来的5年内成立政府洗肾中心，让
每个县都设有洗肾中心去帮助中下阶层的人民。”
他也现场捐献5000令吉作为洗肾中心的活动经费。

•四川变脸的表演者呈献“抹脸”、“吹脸”、“扯脸”的绝技。

G

G

許來賢：助中下層獲良好醫療

雪 年内建 醫院
，^柔歌
罗万^曲
宾里及。
立长么
J城客

陳順群：
盼曰後擴大中心
‘隆千百家佛教居士
林会长陈顺群表
示，该中心一向热心投人社
区服务的工作，更经常施医赠
药，该中心与国家肾脏中心合
作于八打灵双溪威成立一所非
盈利的洗肾中心，希望能够帮
助贫苦的民众9
“该洗肾中心已经于4月
30日开始启用，并设有6部洗
肾机，可为36名病患洗肾，还
有多名具备专业资格的医护人
员照顾日常的医务工作。我们
希望日后能够继续扩大中心，
让贫穷的病人到中心进行。“

•众嘉宾与剪裁仪式
上合影。前排左六起
为杨如福、叶麒龙、
陈兆俊、林怡威、
嘉玛莉亚、陈顺群、
许来贤、蔡兴明及
潘文俊。

出了 A
g恰料
来似^
宾你等
献由经
上温典

•魔法精灵表演组合呈献以多支精彩舞蹈表演，为晚宴掀开序
幕。

嘉瑪利亞：艱難時刻互助
i达镇州议员嘉玛利亚表示，非政府组织为
Z 1 慈善筹款的活动一直都在各社区举办，而
这皆是我国善心人民懂得互相扶持的象征之一希望往
后能够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及照顾自己区域的民众，
若有类似的活动都会尽量支持。
“我担任八打灵再也市议员2年期间，不时看见
为贫困民众筹款的活动，这证明马来西亚人都很善
良，会在艰难的时刻帮助彼此，就如我是第一次听见

万I

人民自发性的要求捐款给国家，希望帮助国家，让社
会和我们的将来变得更好。”
而甘榜东姑州议员林怡威表示，即便马来西亚国
家肾脏基金会（NKF )有资助肾脏病患，然而那只包
含民众的医疗费用，基金会的日常运作经费还得需依
靠筹款来维持，因此民众一直以来的帮助是很令人感
动的，她希望日后民众能够的更广泛的福利和支持。
出席者包括千百家佛教居士顾问拿督陈兆俊及蔡
兴明、署理会长潘文俊、副会长杨如福及总秘书叶麒
龙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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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颁赠水果礼篮给嘉宾
何淑云、安南及黄信友。

(双溪毛糯24日
讯）双溪毛糯高州会馆
曰前设联欢晚宴，热
烈庆祝成立10周年纪念
兼筹募新会所及活动基
金，场面热闹
大会主席黄信友
致词时说，高州会馆成
立至今已有10年。回顾
过去，高瞻远瞩的前辈成立会馆，是
希望能促进高州同乡之间的团结，来
达到敦睦乡谊，共谋福利的理念。
他也提及，希望联盟上台执政，
为国家及人民带来新的希望，盼新政
府能够公平施政，制定开明、惠民及
透明的政策，同时贯彻国家宪法的实
质精神，杜绝贪污腐败，加强政府的
行政效率，吸引更多外资来强化国家
经济，许马来西亚一个光明的未来》
代表双溪毛糯国会议员西华拉沙
出席的八打灵再也市议员邓惠国说，
509大选过后，希盟政府在人民的支
持下上台执政，带来新气象及正能

洁
動
金

他指出，希盟政府将公平施政

左起为潘汉、胡朝栋、邓惠国

不分种族，如在双溪毛糯靠近橡胶研
究局的发展项目中，由希盟执政的州
政府竟然会保留一块华文中学的校
地，这是巫统及国阵所做不到的事。

沙迪里：不分种族为民服务
公正党哥打白沙罗州议员沙迪里
感谢双溪毛糯的各族选民在大选中，
给予他强力的委托，并承诺会不分种
族为民服务，并带动双溪毛糯的发
展。
他当晚宣布拨款3000令吉给大
会‘

胡朝栋：推动系列改革
高州总会会长拿督胡朝栋说，
高州总会已经在会务发展上做出一系
列的改革，包括以手机及电邮与属会
进行联系，以节省纸张及邮寄费用，
同时也统一全国各属会的高州会馆名
称。
晚宴出席者包括沙亚南市议员安
南、双溪毛糯新村村长何淑云、宋华
小学董事长拿督林咏强、顾问李水生
及筹委会主席潘汉《

Page 1 of 1

25 Jun 2018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Page: 9
Printed Size: 251.00cm² •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7,893.08 • PR value: MYR 23,679.24 • Item ID: MY0032963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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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哈末沙布
(前排左二）与
一众希盟领袖出
席雪州诚信党开
斋节开放门户活
动。左一为依兹
汉；右起为卡立
沙末、哈妮查
黄瑞林、刘天球
及阿米鲁丁

(沙亚南24日讯）国防部长
莫哈末沙布指出，内阁新一批部
长职将在下个星期公布，-旦部
长及副部长尘埃落定后，内阁就
会全面运作。
他呼吁人民给予新政府一些
时间，待部长及副部长受委后，
就会尽力在100天内落实之前做出
的竞选宣言承诺。
莫哈末沙布今午出席雪州诚
信党开斋节开放门户时表示，他
必须警惕自己及所有希盟领袖，
巫统之所以败走政权，都是“钱
太多”作祟，引起人民痛恨。
他说，希盟领袖绝对不能以
“金钱”为从政目标，-旦希盟
步上巫统同样的道路，-定会被
人民唾弃。
“希盟执政后，一举一动都

末希
沙盟
布

物资支援，顺道慰问驻扎在当地的
军医。

内天
閣內

沙拉胡丁：部长人选敦马定夺

百

央
運
作

会被检视，希盟领袖须警惕。”
另外，莫哈末沙布表示，他将于7月4
日启程前往孟加拉罗兴亚难民营，以给予

民政黨要加入希盟？

“須各黨達共識”
对民政党正式退出国阵，未来

V|是否会加人希盟，沙拉胡丁表
示，对于任何政党或个别人士要加人希
盟，都需要希盟各党达成共识及同意。
他说，希盟目前并没有收到民政党
申请加人希盟的要求，惟若真的有，希
盟会开会协商。
“他们（民政党）刚离开，就让他

他说，孟加拉是贫穷国家，但
收留了100万名罗兴亚难民，物资相
当缺乏，极需外援，所以此次行程
将带_ •些物资给当地难民。

稍早前出席开放门户的农业及
农基工业部长沙拉胡丁坦言，外界
确实有很多关于另_ •轮部长职委任
的消息，惟碍于他已是内阁成员
不愿作出任何评论。
“我确实听到各式各样的消
息，但我身在内阁就不好说太多
委任的事宜全交由首相敦马哈迪定
夺。”

O

也是诚信党署理主席的沙拉胡
丁针对该党将有谁将受委任部长及
副部长一事，作出回应。而对于何时将公
布内阁新_ -轮部长职人选一事，他仅说不
清楚，就让敦马去公布。

们先处理自己的问题，安置自己。”
媒体进•步询问希盟是否“不排
斥”民政党加人希盟，沙拉胡丁直言，
任何人都有加人或退出政党的民主自
由，但民政党欲加人希盟，还是需要在
希盟内得到共识才能定夺。
出席活动嘉宾包括雪州大臣阿米鲁
丁、雪州行政议员阿都拉昔、依兹汉、
茜蒂玛迪雅和哈妮查、沙亚南国会议员

卡立沙末、行动党适耕庄区州议员黄瑞
林及双溪比力区州议员刘天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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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丽兰（左）接受星洲日
报记者李慧颖专访，谈起过去
9年来为哥哥赵明福寻求真相
的心路历程。

扫描二维码
看赵丽兰的专访
视频。

ir'V1*

趙明福案開檔重査燃希望

更接IE眞相
李慧穎
辛柄耀
(八打灵再也24日讯）

矛盾，又期待又害怕。很想亲
自问他、了解和认识他，却又
担心是否有和前首相拿督斯里
纳吉•样，做了许多承诺却没
有实现。”

时任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
的前助理赵明福离奇坠楼死

失望涉案者续任职调升

亡一案，在内阁同意开档重
查后“重见天日”，让起家

“有多大的希望就有多
大的失望，这些年是很大的煎
熬，情绪起伏很大，特别是很
无助的时候，或是一些执法单
位不负责任的说法，而涉案的
官员获升职，至今还继续任
职，没有被调查《 ”

再次燃起一丝希望，期盼距
离真相又靠近一步，他们只
盼政府有决心揪出凶手，就
会有希望。

赵明福的胞妹赵丽兰说：
再过3个星期就是赵明福逝
“我们经历了太多，常常感觉
世9周年，她问：“新政府成立
有希望，最后却又失望。这
近两个月，他们有没有办法将
次，赵家其实抱着期待，这是 这些人停职受查？”
让我们更接近完整的真相，揪
她说，目前还没有任何单
出凶手的机会。”
位与赵家联系，他们希望能与
赵丽兰接受星洲日报专访
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会面，他
时表示，如果有机会，她希望
们下周二会和律师团商讨，讨
能亲自与首相敦马哈迪会面，
论和总检察长会面的事宜《
但心情是既期待又害怕。
她说，本届大选令她印
“我想和马哈迪见面，谈
象最深刻的是，马哈迪在一场
谈他的意愿，想知道他对案件 演讲上提到，他想为了这个国
的看法和决心，但我的心情很
家，把不公平的制度与腐败废

除，但他需要掌权才能做到。
“如今马哈迪胜选并担
任首相，希望他能履行承诺，
改革不好的制度，希望他可以
记得他说这句话的心情和意
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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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總檢察長印象佳
‘去9年，赵咖兰为

过;
••哥哥的死寻求真相
四处奔波，她坦言：“这些
年很辛苦，从验尸庭、高庭
到上诉庭，每个阶段都有不
-样的心情，都是靠着信念
走下去。我-•直觉得，无论
多辛苦，多难过和煎熬，只
要坚持，就会看到成果和希
望《“

虽然内阁同意开档重
查赵明福坠楼案件，但赵丽
兰认为，目前 <切还未有定
案，包括重查案件的方式是
否会比以往更专业、独立和
透明。
“调查官是旧的或会换
人？若案件需要更多资源如
国外专业人士，政府是有有
意愿作出申请？毕竟案件已
经过了9年。”
她也顾虑到，雪州反贪
会总部已经搬迁，案发现场
也未获警方保留，有许多层
面需要考虑，包括是否重建

现场等，并希望此次的调查
比过去更专业。
她说，大选后看到首
相委任许多新旧官员，她认
为，若当中有官员与赵明福
的案件有利益冲突，或有间
接关系，就应该避嫌，不能
以身分或地位来插手或影响
案件的调查，
“首相做了这个承诺，
案件重新开案后，他是否有
决心委任独立、专业的调查
官？调查结果出炉后，届时
首相是否会坚持？假设涉
案人士或主谋是高官、知名
人士、同僚或他所信任的
人，他是否会把这些人交出
来？总检察署是否会提控他
们？”
“这些过程需要时间
以及当局以行动来证明，他
们的决心有多大，是否宁愿
牺牲也决定要向社会大众交
代，这才能促成涉案的人被
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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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貪會盤問應限辦公時間
到体制
改革，
她无法认同反贪会
在非办公时间盘问
证人或嫌犯，促请
政府修改2009年大
马反贪污委员会法
令第30条文，只允
许反贪会在办公时
间盘问。
她说，证人或
嫌犯都需要休息，
他们也有人权，他
们的权利须获保
障6
她指出’扣留
室死亡案件涉及执
法单位，担心会出
现官官相护及掩盖
证据的现象，她希
望新法律制定后，
可将举证的责任落
在反贪会，因为负
责监管证人或嫌犯
的反贪会须附上责
任，提供证据来证
明无罪。
至于反贪会承
认在赵明福坠楼事
件上有疏忽过失而
赔偿66万令吉，赵
丽兰说，许多人误
认为获得赔偿后，
就代表结束及结
案，外界更对此予
以负面舆论，令她
感到痛心。
“我们要追
究的是凶手，如果
有得选择，死者家
属宁愿取回家人的
性命，也不要这
笔钱。过去有政治
人物的不负责任言
论
度伤害1
这是-•个
很痛心的事，为何
人们无法区分民事
诉讼和刑事案件S
获得赔偿金后，
不代表要放弃追究
刑事责任，而赵家
入禀民事诉讼要求
赔偿，也是迫不得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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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敏：2008年起公布資產

駁擁3億海外存款
(沙亚南24日讯）经济事务

放活动时受询上述匿名指控时反

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强调，他从

问，如果他有3亿令吉，何必还需

2008年民联（希盟前身）执政雪

留在公正党。

州开始，就公布个人资产，并驳

他重申，公布个人资产目的

斥一家不明网站以其一名“前职

是为了透明与负责任，这是希盟

员”的身分，匿名撰文指他在海

执政原则，因此欢迎那些声称掌

外拥有多个银行户头逾3亿令吉存

握相关证据的人士，向执法单位

款的指控。
“我形容这是一项诋毁和恶

举报，让当局展开调查，而非做

意攻讦，以玷污我的声誉，类似
诋毁对我亦非新鲜事。”
也是前雪州大臣的阿兹敏，
今日出席雪州政府开斋节门户开

出没根据的诋毁。
询及会否采取法律行动起诉
对方诽谤，阿兹敏坦言，这是-篇来历不明的网络撰文，作者身
分无从知晓，难以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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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問題已解決

雪正副議長曰內公布
(沙亚南24日讯）雪州正副议
长人选迟迟未公布引发猜测，但雪州
新任大臣阿米鲁丁今日表示已解决此
事，但鉴于尚需在希盟高级别会议进
-步商讨，相信人选会在这一两天内
公布。
他今日出席雪州政府举办的开
斋节门户开放活动后，受询及传闻指
公正党亦争取议长职，并以议长人选
需具备法律资格为由合理化，让原本
传行动党黄瑞林出任议长出现变数，
大臣玩味的说：“传言始终为传言，
传言只是半个真相。”令事情充满揣
测。

追问议长-职是否会保留给行动
党时，他同样不回应，表明不宜在目
前做太多披露。
另外，阿米鲁丁透露，将会在召
开行政议会会议后，公布行政议员的
职务变动。
询及他与另一名声称曾被希盟点
名为大臣人选的公正党依约区州议员
依德利斯阿末的关系时，他强调，身
为大臣，他需要与所有人保持友好，
包括反对党议员，前提是反对党议员
需有好的与理智的理念，协助和发展
雪州。

询及议长是否需要有法律背景
时，阿米鲁丁表明，在委任正副议长
事件上，他考虑所有因素与结果，认
为希盟接下来会针对人选达致共识。
“我相信希盟政党会理智接受
所有争论，确保我们会委任一名好议
长、或受委的是一名好人选，以确保
议会良好运作“

指与依德利斯配合没问题
记者再追问是否与依德利斯保
持联系时，他证实两人有通过群组联
系，重申配合没有问题。
他不讳言，领袖之间出现差异是
可被接受的，毕竟同僚间还是有许多
共同点，与其扩大差异，倒不如把焦
点放在共同理念。

黃瑞林“煮熟鴨子飛走” ？
_州议长花落谁家，大热门人选行动党适耕庄区州议员黄瑞
M林，“煮熟的鸭子会否飞走” ？
雪州56名州议员将于后日（周二）进行宣誓就职仪式。按照惯例，
州议会正副议长人选，必须在宣誓典礼前出炉。
自民联（希盟前身）于2008年执政雪州以来，过去两届的州议长
都由行动党人选担任，分别是2008至2013年的拿督邓章钦、及2013年至
2018年的杨巧双，两人都是律师•
不过，黄瑞林因欠缺律师背景，使得他尽管是4届议员（包括两届
反对党）的资深议员，似乎难敌传闻中的另一名人选，公正党巴也加拉
斯区州议员莫哈末凯鲁丁或可能凭律师身分出线。
传闻也指，-•旦凯鲁丁成为议长，副议长保留给行动党*
黄瑞林今日出席州政府开斋节门户开放活动受询时，表明“不谈”
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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峑眼色海國會議員

諾阿茲米退出巫統
(吉辇24日讯）巫统崙眼

他说，他是医生，在当地

色海国会议员拿督诺阿兹米今

开设诊所已约27年，他中选后

日宣布退出巫统，成为独立议

提供服务是首要任务。

员，并全力支持首相敦马哈迪

他说，他需要平台来服务

领导的希盟政府及霹州希盟政

选民，希望崙眼色海选区能获

府他也表示将加人土团党。

得希盟政府的照顾。
出席者包括其“社区之

指被巫统区部排挤
他今早在崙眼色海其服务

友”团队众多成员，他们将与

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说，这

在第14届大选，诺阿兹米

是他深思熟虑后的决定。过去5

第2次上阵崙眼色海国席，面

年，他虽为巫统议员，但一直

对伊党罗哈雅、希盟土团党阿

被崙眼色海巫统区部排挤，犹

当的栏路，以1万7220票胜出。

如独立议员，通过非政府组织
即“社区之友”服务选民。
“这次第2次中选为本区国
会议员，要全力服务和回馈选
民，提供各项服务，包括提升
教育、基设和解决社会问题、
而这须有强力的政府协助及拨
款一’

诺阿兹米（前中）宣布退出国阵，成为亲希盟的独立国会议员

他共进退。

他的得票只比罗哈雅（1万7048
票）多172票，亚当则得1万
2987票 °
崙眼色海国席之前也曾发
生跳槽事件，即公正党国会议
员旲星在2008年大选中选后，
于隔年退出公正党，成为亲国
阵的独立议员。

阿茲莎：歡迎國州議員加入希盟
首相兼公正党主席拿

针对巫统霹雳州峑眼色海区

督斯里旺阿兹莎欢迎

国会议员拿督诺阿兹米今早宣布

副

任何国州议员加人希盟，以便为

退党，成为亲希盟独立议员，未

国家作出改变，但前提是有关议

来可能加入希盟土团党一事回应

员的跳槽，必须获得当地希盟州

时表示，这是诺阿兹米的个人权

联委会的商讨与允准。

利。

她是今日出席雪州政府举办

询及希盟会否接纳诺阿兹

的，斋节门户开放活动后，如此

米，旺阿兹莎指出，-切交由霹

表本。

雳州希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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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而她也在阻差办公罪名下被
捕。
不过，警方今日向推事庭申请延扣西蒂
卡欣时，遭推事驳回申请。
雪州刑事调查主任法迪尔高级助理总监
指出，警方于今日凌晨12时40分在加影
警区总部逮捕西蒂卡欣，并援引刑事法典
第363 (掳绑）条文，以及第I86 (阻差办
公）条文调查此案。

女子母親疑控制慾強
法迪尔于今日发文告说，警方于本月21
曰接获一名24岁巫裔女子母亲投报，指
女儿在加影医院接受精神检查时，遭西蒂
卡欣掳走，同时一名陪同该女子到医院做
检查的警员也作出投报，指西蒂卡欣当时
在保安人员的阻止下，硬闯病房将女子带
走。

押上推事庭办理延扣程序。

子，反遭女子母亲报警指她涉嫌
綁架，随后警方上门“救出”该

•西蒂卡欣 左
(3 双)手被扣，身穿橙色扣留服，被5名警员

護受虐女指阻差辦公被捕
(吉隆坡24日讯）人权律师西蒂
卡欣疑因保护一名被指遭虐待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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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警方随后接获可靠情报，指西蒂
卡欣位于隆市泗岩沬的公寓单位发现有关
女子，警方于昨晚9时上门“营救”该女
子。
“警方昨晚上门时，该女子将自己反锁
屋内，为避免她自残及伤害他人，因而破
门而入。”
法迪尔透露，该女子已重新被送往医院
继续未完成的检查，让查案官获得医生的
完整报告。
他说，警方事后在加影警区总部逮捕西
蒂卡斤欠。
西蒂°卡欣被捕前，不断抨击警方，指她
是保护一名被指遭母亲虐待的女子，却反
遭警方采取行动对付。
昨曰陪同西蒂卡欣到警局的友人也将警
方扣查她的过程视频上传至社交网站，一
度引起网民留言议论。
另外，西蒂卡欣日前也曾在其面子书贴
文指出，该名24岁女子是想要脱离控制欲
很强的母亲，独自生活，结果该女子母亲
却向警方和雪州宗教局投诉指女子的精神
状况不稳定和信仰不坚定，该女子因此向
她求助。

•
•被指遭母亲虐待的女子，在警局内向
警方指出西蒂卡欣并没拐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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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华（左）周六在机
上因右脚疼痛，无法行
走，下机后以旅客电动
车代步。

(DSAISUPPORTERS IG)

N

M•‘

(吉隆坡24曰
讯）昨晚因椎间盘
严重突出被紧急入
院治疗的公正党实
杈领袖拿督斯里安
华，目前情況稳
定，谢绝访客。
公正党候任荅东
埔区国会议员努鲁
依莎及母亲拿督斯
里旺阿茲莎，分别
在社交媒体发声明
说，医生建议除了
家属外，禁止访客
探望安华。

•安华由救护车送院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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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觀察謝絶訪客

安華情況穩定
+文接封面

“安华因椎间盘严重突出，而紧急叫救
护车送往马大医院治疗，目前医生正在监
督和评估安华的病情。”
努鲁依莎说，父亲需要观察和治疗，不
会接待任何访客，家人感谢各界的理解。
她说，家人与安华在一起，对各界的关
心与支持表不感谢。
副首相旺阿兹莎今午出席雪州政府举办
开斋节开放门户活动后告诉记者，安华目
前情况已稳定。
旺阿兹莎表明，在此期间仍会出席官方
活动，或另行通知。
安华是昨天从土耳其回国，他下机后感
到肩膀及背部疼痛，于晚上9时30分从武吉
泗岩沬住家由救护车送往马大医院治疗。
根据"DSAISUPPORTERS" Instagram贴
文，安华从土耳其抵达吉隆坡国际机场
时，由於在机上已感觉右脚疼痛，无法行
走，在下机后要求机场职员以旅客电动车
载他离开抵境处。
安华于2014年吉隆坡金地花园一次意外
导致肩膀受伤，需以运动和物理治疗疗
养，之後因肛交案入狱；去年9月22日安华
从吉隆坡医院返回监狱过程中遇上车祸，
导致肩伤恶化。
安华到访土耳其3天，与土耳其总统埃
尔多安会面，也和当地学生和多名故友叙
旧，包括在2009年入榜500大最具影响力穆
斯林兼土耳其总统发言人依布拉欣卡林会
面。

Page 2 of 2

25 Jun 2018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Sport • Page: B2 • Printed Size: 166.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3,274.44
PR value: MYR 9,823.32 • Item ID: MY0032962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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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足總杯

大勝雪發展機構

紅巨人決賽在望
(吉隆坡24日讯）“红巨人”雪兰莪以4比0完胜
雪兰莪发展机构，晋级马来西亚足总杯决赛在望。
马来西亚足总杯昨曰进行半决赛首回合，雪兰栽
凭藉外援鲁菲诺的帽子戏法，以及对手的乌龙大
礼，得以4比0大胜雪兰莪发展机构，为晋级决赛奠
定 大 好 基 础 。 雪 兰 莪 最 后 一 次 晋 级 决 赛 是 在 2009
年。
°上半场前30分钟，两队多次组织进攻都没能打破
僵局；一直表现积极的鲁菲诺在第34分钟，成功进
球为雪兰莪取得1比0的领先；随后第41分钟，他又
再次获得机会并为球队扩大至2比0的领先。
下半场，鲁菲诺在第56分钟完成本场比赛第3次
进球。着兰莪发展机构的阿兹米兹在因为门前的解
围失误，把球踢进自家大门，给对手送上乌龙球大
礼。
°另一场比赛，彭亨在主场以1比1踢和霹雳经济发
展局。
彭亨主教练多拉沙列表示，球队并没有表现出应
有的水平，尤其在出现伤号后打乱了节奏，也没能
制造更多的进球。
无论如何，他相信在下周末在怡保客场比赛时，
他们能够克服问题，同时也将会排出全新阵容，尤
其3名主力包括马修、沙夫万和诺阿兹曼届时将解禁
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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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決賽首回合

前日成績（23日）
3 二找

胜

雪兰莪发展机构

4比0

彭亨

和

霹雳经济发展局

1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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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4日
讯)公正党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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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魯：樂觀看待繼位承諾

任答东埔区国会
议员努鲁依莎深
信，父亲拿督斯
里安华会是“完
美首相”。
安华也是公正党
实权领袖，努鲁依
莎说，从小在父亲
熏陶下，学会民主
与多兀。
“父亲曾说过，
成立公正党是希望
将种族基础政党的
方式转变为依需求
为基础政党，安华
希
望能够建立一个
更有同情心的马来西
亚。”
她接受《新海峡时报》访问
时，针对传闻首相敦马哈迪不会传
位给安华做出回应。

需時間適應環境
“这是阴谋论，父亲刚被释放，
他在狱中待了超过11年，他需要时
间来适应环境，而且他也表明会全
力支持新政府和首相。”
她强调，根据希盟宣言，安华是
下一任首相人选，如同一场婚姻合
约(Akad)，当公正党主席拿督斯
里旺阿兹莎成为副首相，按约定马
哈迪就成为首相，一切遵循协议价
值与承诺。
努鲁依莎指她对于不传位安华之
说已感到厌倦，不过她乐观看待安
华会继位下一任首相。
此外，询及公正党内出现三派系

之争，，努鲁依莎却不认为这是一
场斗争，反观乐见每一位领袖有自
己的风格来领导。
“公正党有许多人才，如署理主
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副主席拉
菲兹、公正党青年团团长聂纳兹米
或公青团总秘书郑立糖，在1998年
创党时就与我们站在一起，我不认
为阿兹敏阿里和拉菲兹之间的冲突
是如此严重。我不解为何人们一直
关注我们党派之争，我会这么看，
一个山内只有一头狮子，但现在有
4头獅子在同一座山内，公正党就
是你的，就尽情的大声地吼叫吧。
就努鲁依莎早前上电台被批评衣
著骚扰时，她说，已会见律师团体
草拟反性骚扰建议，并认为现阶段
我国在这方面仍做的不足。

不看好凱里當選巫統主席
鲁依莎对原任巫青团长凯里竞

努选巫统党主席点赞，却不看

好凯里会从两名巫统头号候选人手
中，脱颖而出。
她形容自己从不会干预其他政党
内部事情，但此次不同，因为希望
联盟需要强大的反对党，并认为
，里决定竞选党主席的决定令人鼓
里早前宣布竞选巫统党主席一
职，让巫统主席陷入5角战，一般
相信凯里会面对两名劲敌，即巫统
代圭席拿督斯里阿末扎希和巫统元
老东姑拉沙里；另两名党主席候选
人则是敦拉萨区部主席莫哈末依克
巴与依斯干达布蒂里区部主席莫哈

末尤索夫慕沙。
她说，虽然不知道凯里是否会成
功当选党主席，但知道这不容易。
“我们（新政府）都希望看到凯
里做得更多，但我们无法左右巫统
党选，这是巫统的未来，由巫统党
员自己决定。”
她说，巫统作为国内历史悠久及
庞大的政党，必须为人民作出贡
献。
“现在正是最佳时刻让巫统重新
评估，去决定对巫统成为最强大政
党的方向，或许东姑拉沙里可掌
舵，他拥有丰富的经验，不过，我
相信在此时此刻确实需要一位年轻
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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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姐••交霹希盟討論

會否讓諾阿茲米加入土團黨

(莎阿南24日讯）副
首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
指出，候任荅眼色海区
国会议员拿督诺阿兹米
宣布退出巫统，并支持
希盟及申请加人土团党
的事项，现在先让霹雳
希盟先讨论。
她说，诺阿兹米拥有
本身的选择，希盟会欢
迎任何国州议员加入，
为国家作出改变。
对于会否让诺阿兹米
加入，她指出，现阶段
先让霹雳州希盟讨论。
她今日出席雪州政府
举办开斋节开放门户活
动时受询上述事项后，
这么回应。
旺阿兹莎也是公正党
主席o
-询°及人权律师西蒂卡
欣昨夜被警方扣留，她
说，她昨晚都在陪伴安
华，因此不清楚事情的
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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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名 誉。

阿茲敏：指控企图破

阿茲敏斥部落客亂講

沒3億存海外銀行
」
r

(莎阿南24日讯）经
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
兹敏阿里否认，本身在
海内外的银行户头内，
存有3亿令吉的巨款。
他说，某名部落客自
称是他的前下属，所作
出的指控是无稽之谈，
企图破坏他的名誉。
“若我有3亿令吉，现
今已不在公正党。”
他认为，若对方有确
实证据，就应该以书面
方式提呈给执法单位。
阿兹敏阿里也是•州
前大臣。他今曰出席奮
州政府的开斋节开放门
户活动时说，他不会理
会这种指控，因为长期
来都有不实的指控指向

自B�
社i媒体在昨晚，传出一名自称为阿兹
敏阿里前下属的人士，撰文指控前者与太
太在国内外拥有多个银行户头，且里头存
有a款。
阿兹敏阿里说，从2008年起，州政府就
有申报财产的规矩。
询及会否对部落客采取行动时，他坦
言，本身连对方是谁都不清楚，所以发出
指控者必须把确实证据交给执法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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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大臣：擁法律背景者擔當
•阿米鲁丁（右2)亲自派发压岁钱给现场的小孩。

正副議長人钃
(莎阿南24日讯）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指出，议长和副
议长人选，仍在讨论阶段，惟他不愿意评论，议长的名
额是否应该让行动党担任。
“对于议长应该让有法律背
景的人士担当，其实我们是根
据各方面的能力，最重要的是
委任一名好的议长。”

與依德利斯沒問題
他指出，估计一两天就会有
结果，一个达成共识的结果，
希望各造能理性接受。
他补充，在下周的行政议员
会议召开后，就会宣布新任行
政议员罗芝雅，负责掌管的事

i也曰出席州政府举办的开斋

节开放门户活动受询时，如是
指出o
询°及是否还有和依德利斯联
系时，他说，他与候任依约区
州议员依德利斯间没有问题，
大家在社交群组内仍有联系。
他强调，作为一州之长，会
和各人保持关系，包括反对党
议员，尤其是提出发展雪州的
建议。
—“意见不同没有关系，因为
我们还是有很多意见相同的地
方，反观只有小部分是各持己
见，所以大家可以专注在意见
致的方向。”

阿米鲁丁在上周二宣誓就职时，依德
利斯却同时召开记者会，表明本身才是
希盟4党所支持的大臣人选。
在今早的开放门户上，雪州苏丹沙拉

夫丁殿下、苏丹后诺拉西金及雪州王储
东姑阿米尔沙也有到场，与现场5万名公
众欢庆佳节。

：

—沙拉夫丁殿下（中）派发
装有压岁钱的黄包给出席的
公众。左3起是阿米鲁丁及诺
拉西金。

•东姑阿米尔沙 (右）与阿米
鲁丁在活动上进 行交流。左2
是旺阿茲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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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纪念品。
•黄思汉至今仍保留
1
9

年

94

的世界杯人场门票，视为一份珍而重之

省
想当年，为了看一场世
界杯赛事，我不惜省吃
俭用，增加做兼职的时
数，跟同学共乘6小时
车，从印第安纳州到
密西根，终于亲眼
见证巴西对垒瑞典
的精彩赛事！”
这是候任金銮
区州议员黄思汉
第一次如此近
距离欣赏世界杯球
赛，虽然事隔24
年，他对能够亲
自到球场看世界
杯的过程仍念念
不忘。

(

第15届世界杯于1994年6月18
曰到7月1T日在美国举行，而当
年，黄思汉尚在美国特里尼大
学报读电子工程理学士学位。

現場氣氛濃
由于从小热爱足球，当知道
美国是世界杯主办国，便萌起
亲临现场观看球赛的念头。
“当时我在美国念书是半工
读和贷学金，要观看世界杯需
要另外存钱。”
黄思汉也是雪州行政议员，
他接受《中国报》记者访问时
指出，记得在学校帮忙洗碗的
时薪是4美兀25美分，存了一段
曰子后，终于买下球赛门票。
他回忆在现场看球赛的情
节，由于座位比较偏角落，往
往看不清楚球的动向，进球

后会慢几秒才跟著球迷一起欢
呼。
“看直播可以看重播镜头、
放慢镜头，清楚拍著球员追著
球，看不清球的动向是现场看
球赛遗憾的事。”
不过，他说，现场球迷欢
呼、紧张的气氛是电视机前看
直播完全无法比媲。
虽然对足球非常喜爱，但是
他称当时是穷学生，所以并没
有购买任何周边产品，仅保留
当时价值100美元的门票，如今
已是一份珍而重之的纪念品。
“我只会收集可乐罐，一些
重要赛事和世界杯的可乐罐，
我都会保存起来。”
他希望有朝一日，我国能成
为世界杯举办国，与孩子一起
到现场观赏球赛。

•餐饮业商家配合世界杯，要为“大马
希望基金”展开筹款工作，并送上一件
世界杯T恤给黄思汉作为纪念。

常與友族同學踢球
#思汉从中学时期开始就热爱足球，时
常与友族同学在学校踢球，还不时与
友校的足球队切磋球技。
“我就读国中，各族同学都爱聚在一起
踢足球，大家相处得和谐、融洽。”
询及世界杯最支持的球队，在南美洲球
队当中，黄思汉最爱巴西球队，球员的踢
球、短传技术令赛事更为刺激，至于欧洲
球队，他则锺情法国球队。
他指出，毕业后的工作常常到法国出
差，与法国同事接触后，便发现他们无论
是吃饭或聊天，都离不开足球。
“法国的孩子们对足球的热爱，让我也
对法国球队留下印象。”

im

；

M

从为人父，黄思汉追看球赛的时间被
曰孩子牢牢箝制住，不过父爱满满的
他，在球赛与亲子时间之间，毅然选择后
者。
也指出，原本邻居相约一起观看6月15曰
的球赛，更准备了西餐和红酒，然而刚品
尝完美食，就接到妻子的来电。

f

_

%
•现场球迷的欢呼声和情绪，使黄思汉留下深刻印象。

為孩子放棄看球賽
“妻子说孩子要睡觉了，要找爸爸，我
唯有放弃看球赛，回家陪孩子们。”
他直言：，在成为梳邦再也市议员之前，
对世界杯非常热衷，连小组赛也频密追

看。
“自从成了市议员，后来当了金銮州议
员，便较少时间追看球赛，现今有了3名孩
子，看球赛的时间更少之又少。”
他说，现在要追看球赛可能会选择在家
看，若是决赛，则考虑在外与其他球迷一
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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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下种划金

日翁雪灵筹宴
4人，孝在晚

蒲在支州本、届

年善持蒲计基

讯鼎兰宫募

< }力莪原建

•大会贵宾和孝灵宫理事为筹募建庙基金晚宴主持开幕仪式；右11为黄基全；右13起为余正财和杨福明。

中筹逾200万令吉，最终筹得500万
令吉！
蒲种孝灵宫昨晚在蒲种新明华小庆祝城
隍殿大二三爷伯第5届千秋宝诞和筹募建庙
基金晚宴，在大会准备的12件投标福品和
现场筹款中，出席者都踊跃支持，让大会
打破200万令吉的筹募目标。

^4

蒲種孝靈宮籌建廟基金

RSSi500liiI
大会也秉持“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
会”的理念，当晚各别捐出2000令吉给3个
慈善团体，受惠单位有大爱之家、菩提之
家和得胜老人院。
蒲种孝灵宫第5届千秋宝诞筹委理事会大

‘

会主席杨福明指出，在该会永久名誉顾问
拿督斯里余正财博士从旁协助下，蒲种孝
灵宫终获得雪州政府拨出一片8000平方尺
的土地，作为建庙用途。

新廟料2020建竣
他说，该宫获得土地后就马不停蹄的展
开筹备工作，以完成新庙的建筑概念和图
测，因此感谢所有理事成员的辛苦奔波。
“福品所投标得款项将全部纳入为建庙
基金，我们预计新庙会在2020建竣，相信
获得大家的支持下可完成建庙的宏愿。”
他昨晚出席晚宴时，这么指出；出席者
有有蒲种孝灵宫第5届千秋宝诞筹委理事会
筹委会主席黎才誉、坛主郑富豪、总务洪
金耀、文书林展琮和理事廖金伦。

•洪金耀（左）移交2000令吉模拟支票给大爱之家、菩提之家和得胜老人院代表。

黃基全：金鑾區物色服務中心地點
任梳邦国会议员黄基全指

候出，蒲种和金銮区的选民

已纳入进梳邦国会选区，因此
为了更进一步接触当地选民，
让选民容易找到他，他已在金
銮区物色了新的地点作为服务
中心，料在8月就可投入服务。
他指出，他的服务中心目前
是在梳邦再也SS14/1路，早前
也在候任金銮区州议员黄思汉
服务中心附近找到了合适的地
点作为服务中心，也欢迎选民

若寻求协助可前往服务中心求
助于他。
他笑言，作为国会议员，他
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贪污，并
时时做好准备服务选民。
“我国目前已由新政府接
管，为了确保国家经济可继续
往前迈进，希盟政府务必在9个
月搞好我国，虽然我并非内阁
成员，可是也是政府背后的后
盾，同时也会协助人民反映心
声和监督政府。”

•蒲种孝灵宫在蒲种新明华小礼堂前设有新庙的模型，让出席
者了解新庙的建造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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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减少交通阻塞的问题。

「

交通事务议程，有望在雪州上
• 无轨列车 己列人州政府

.

)

tettmsts

...霸爷：
照肌列車列入議程待交通事務研究
“无轨列车”计划还未

(巴生以日讯）“无轨列车”有望开入

知是否能落实，惟雪州精
明巴士预料在今年内，多
増加33辆免费巴士。

雪！
由中国发明的“智能轨道快运^统
(Autonomous rail Rapid Transit-ART)全新公
共交通，据知已列入雪州政府交通事务议程，州
政府有意引入这个项目，减少交通阻塞的问题。
不过，目前掌管州交通事务已“易主”，从掌
管雪州投资、中小型工业及贸易的行政议员拿督
邓章钦的部门划分出来，转移至掌管州地方政府
及新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的部门中。

未有官員匯報
因此，此计划是否能够推行，最终还有待州交
通事务“新主”黄思汉与相关公司、部门及官员
了解後，才能定夺。
黄思汉受询时向《中国报》指出，他才刚刚接
管州交通事务不久，截至目前，官员还没有向他
汇报“无轨列车"计划。
他说，如果这项计划原本就在该部门的议程
中，他会向官员进行了解，并会从成本和实效性
等各方面，进行研究。
“如果最终证明这项计划可行，并且可以恵及
雪州子民，而州政府在财力方面又可以应付，便
可以考虑落实。”
不过，他强调，他目前还完全不理解这项计
划，因此一切还有待从长计议。

路，获得民众好评如潮。
无轨列车既保持轨道川行，却像巴
样灵活，不过它的轨道是无形的“虚拟轨

别路面虚拟轨道的线路，将运行信息传送至列车的
“大脑”（中央控制单元），随後根据“大脑”的
指令，使到列车能够根据虚拟轨道运行。
无轨列车长达30多米、最高时速为TO公里，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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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軌道無需建鋼軌
中国中车株洲电

W力机车研究所有
限公司所研制的全新
交通公具一 “无轨列
车”，去年6月在中国
湖南株洲亮相时，惊
艳全球，并成功入围
“比兹利年度最佳设
计奖，I，�
今年5月，无轨列车也在株洲正式上
道”，并不需要建造肉眼可见的钢轨，而
i车箱是根据有关虚拟轨道行驶。

简单来说，它是通过各类感应器，识

无轨列车长达30多米、最高时速为TO公里，虽是
别路面虚拟轨道的线路，将运行信息传送至列车的
马路上的“巨无霸"，却非常灵活，它比普通巴士^
的通道宽度更小，能够解决车身过长而难以转弯的
问题，同时它也采用双车头设计，可进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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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部门而腰斩。

划，希望不会因为转

车 是项不错的计
」
无
「轨列

•邓章钦：

黃思漢=著重精明巴士新路@
_^思汉指出，在“无轨列车”计划还未知是否能落：
他将重心放在雪州精明巴士上，希望能在今年内，
加33辆免费巴士，进一步减少民众使用私家车，解决；
塞车问
题。
他说，33辆巴士将会新增多条路线，几乎每个地方j
有涉及，其中已肯定的一条新路线，将在巴生市议会：
带。
^ °“州政府已指示涉及的地方政府配合，包括规划新j
并必须经过一些指定地点，以便协助州政府减低这些：
带的交通量，希望在今年内可以推出这些新路线。”
他说，有些地点的巴士班次可能比较少，例如沙白 一带，
不需要太多巴士川行，因此可以把新巴士放到繁忙j
增加班次。
“州政府将考虑公开招标，引入这些新巴士。

•在此之前，“无轨列车”初步圈定了一条实验性路线，即从蒲种到万达广场（One

Utama)—带。

都章欽：初步圏定實驗性路線
士前负责州交通事务的
<邓章钦受询时指出，
“无轨列车”已在中国湖
南株洲正式上路运行，在
他掌管州交通事务期间，
已有相关公司向他提呈报
告，官员也已在进行跟进
工作。
他1兑，根据最新进展，
初步圏定了一条实验性路
线，即从蒲种到万达广场
(One Utama) 一•带，至于
长度还在研究中。
“选择这条路线，是因

为会经过八打灵再也的许
多热点和人口密集区，
不过一切还只是初步建
议。“

料需收費
他说，当时，他已原则
上同意这项计划，并要该
公司计算成本，以便确认
州政府是否有能力落实。
他指出，“无轨列车”
估计不能像精明巴士一样
免费乘搭，不过州政府可
以津贴，以便车票低廉，

無軌列車路線伸縮性
章钦指出，“无轨列车”非常有伸

P缩性，列车会根据画在路上的路线
行驶，因此若是原有路线不适合，只要擦
掉，然後进行重划，便可以随时更换路
线，非常方便。
他说，无轨列车与巴士最大的分别，就

并按照路程长短收费；例
如，可能每3公里收费50
仙，以此类推，惟一切都
需要再研究。
“若以路程长短决定收
费，可鼓励更多人乘搭公
共交通，减少私家车上
路，进而疏缓公路的拥挤
问题。“
他说，他目前已换了部
门，不过官员还是给他汇
报，日后一旦黄思汉提出
实行，他可以协助说服同
疗，使计划顺利落成。

是每节车箱可容纳100人，可以同时让更多
人一起上路，最多可以有5节车箱。
“不过，以我国目前的陆路状况，顶多
只能两节车箱上路，可以同时让最多200人
乘搭。”
他°个人认为，这是一项不错的计划，最
好尽快落实，希望不会因为转换部门而腰
斩，他也因无法亲自完成这项计划感到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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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B里绐元首
芜薹内阁周内出炉
吉隆坡24日讯|希望联盟政府会在来临一周内，宣布完整内阁名单。
国防部长莫哈末沙布透露，
完整内阁名单预料会在周内公
布。
末沙布指出，在完整名单出

知道的就是这些。我不知道有谁

末沙布、教育部长马智礼、经济

在名单内。」

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我们要等到（首相）公
布，预料会在下周公布。」

赛夫丁或任高教部长

他说，一旦正副部长人选解
决后‘希盟政府就能专注洛实百
曰新政。

政府部长祖莱达、又通部长陆兆
福、通讯及多媒体部长哥宾星、

炉后，希盟政府也会宣布各部门
的副部长人选。

乡区发展部长丽娜、房屋及地方

人力资源部长古拉、农业及农机
工业部长沙拉胡丁和卫生部长祖

此前，也有传赛夫丁或会出
任高教部长。

基菲里阿末。
早前，本报探悉，即将公布

自509大选后，首相敦马哈

第二批内阁名单中，柔州行动党

信党雪州在莎阿南举行开斋节开

迪在5月1 8曰公布的第一批内阁

料会获分配一名部长和2名副部

放门户后，接受《透视大马》访

部长名单，只有13名部长，而一

长名额，其中，荅吉里国会议员

问时，如此表示。

些重要部门，如外交部长的空缺

杨美盈料受委为能源、科技及环

尚未填补。

境部长；而刘镇东或受委为上议

莫哈末沙布是在今曰出席诚

此外，据《星报》报导，希
盟总秘书拿督赛夫丁在关丹出席

马哈迪早前承诺，会为内阁

开斋活动时披露，部长和副部长

瘦身，预料内阁会有28名部长，

的名单已经提呈国家元首。

目前已有13名部长宣誓就任。

员，出任副部长，以及张念群料
会出任教育部副部长。
此外，也有消息指出入阁的

询及他是否受委为外交部

马哈迪已宣布的部长，为

领袖，还包括行动党士布爹国会

长时，他表示，自己对此并不

副首相旺阿兹莎兼任妇女及家庭

议员郭素沁、万宜国会议员王建

知情。「我听说内阁名单已经敲

发展部长、内政部长丹斯里慕尤

民、公正党总秘书赛夫丁、诚信

定，并已提呈给国家元首。我所

丁、财政部长林冠英、国防部长

党副主席拿督慕加希等。

末沙布（左2)出席诚信党雪州开斋节开放门户活动，民众纷纷与这名新任国防部长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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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24日讯|国防部长莫
哈末沙布有信心现任雪州大臣阿
米鲁丁能领雪州迈向进步。
他提醒大家，不要质疑阿

防长对阿米鲁丁有信心
臣°」

Page 1 of 1

立最佳的合作关系，以确保雪州
继续进步。」
阿米鲁丁是于本月19日，宣

莫哈末沙布是今早出席雪

「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必

誓就职出任雪州大臣，他也是接

米鲁丁作为年轻领导人的能力。

州诚信党在莎阿南体育馆举办的

须给予他支持，当然我们作为希

替经济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我全力支持他出任新任雪州大

开斋节开放门户受询时，这么表

盟的一个合作伙伴，也将与他建

出任新雪大臣。（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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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大臣 ：与依德里斯保持友好
莎阿南24日讯|雪
州大臣阿米鲁丁说，他
与所有的雪州议员都保
持良好关系，包括依约
州议员依德里斯。
他指出，他和依德里斯仍有
在通讯软体WhatsApp群组里保持
联系°
阿米鲁丁也表示，他和依德
里斯虽有少许的意见不同，但这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他们两人还
是有很多相同的政见及理念。
「作为州务大臣，我必须与
大家保持良好关系’这也包括反
对党议员。」
他指出，如果反对党议员的
意见对人民及发展雪州有益，他
也会毫不犹豫地接受。

雪议长人选协商中

询及公正党要求议长人选必
须拥有法律背景，这是否意味来

米鲁丁也说，目前分配还在协商

雪州王储东姑阿米尔沙也驾临，

中，希望大家不要揣测。

与民共度开斋节。

阿米鲁丁今早在雪州政府举

自行动党没有法律背景的黄瑞林

他说，雪州政府将在来临的

现场共迎来5万名族群的民

办的开斋节开放门户时，被记者

将出局，阿米鲁丁说，希盟将从

雪州行政会议后，公布雪州行政

询问他与依德里斯目前关系如何

多方面来委任议长人选，包括对

议员罗兹雅将掌管的部门。

众及政商人士共襄盛举，热闹不
已°

时，这么表示。

方的表现，确保受委的议长是_

雪州政府今早10时30分至下

雪州政府也精心安排了 45个

个好人选，且获得各党的共识。

午3时，在莎阿南独立广场举办开

食物档口、分派青包给儿童及乐

当记者询问雪州议长会是

斋节开放门户，雪州苏丹沙拉夫

龄人士，大会也邀请艺人表演，

公正党还是行动党的人选时，阿

丁殿下、苏丹后东姑诺拉西京及

让出席者都尽兴而归。（410)

另一方面，阿米鲁丁也说，
委任雪州议长的工作目前正在进
行中，相信近期内会完成。

25 Jun 2018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Page: A9 • Printed Size: 507.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8,892.00
PR value: MYR 26,676.00 • Item ID: MY003296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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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兹敏S认海外有3亿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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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莎阿南24日讯|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茲敏阿里否认他在海外拥
有高达3亿令吉的资产，同时促请指控他的人出示证据举报他。
阿兹敏阿里也是公正党署理
主席，他今早出席雪州政府举办

再有这种事发生。
「我不知道污蔑我的人是

里在担任雪州大臣期间，拥有许
多「战利品」。
匿名者在文章内也阐明，

的开斋节开放门户被询及此事时

谁，所以无法采取法律行动，

驳斥这项指控，并表示，若他拥

不过任何人若有证据，我请他现

根据一项独立调查，阿兹敏阿里

有3亿令吉资产，他现在也不会在

身，向执法单位投报。」

在海外拥有多个银行户头，分别

公正党了 ！
「这是不实及恶意的指控，
我们不必理会，污蔑我的那个人

阿兹敏阿里也表示，打从

港、上海、印度、澳洲、美国、

政策，申报个人财产。

阿布扎比、苏黎世等，这些户头
共有数亿美元存款。

应该现身，出示有力的证据向执
法单位作出举报，好让执法单位

网传海外54户头

文章指，阿兹敏阿里拥有
54个银行户头，其妻子拿订斯里

展开调查。」

已申报个人财产

在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香

2008年起，他就已根据雪州政府

「雪州政府在2008年执政

珊西达则有47个，其兄长佐汉达

后，就规定所有行政人员必须申

哈林有54个及其代理人莫哈末嘉

报财产，以示透明。」

达菲也有54个银行户头。「我们

他说，有关人士应出示证

网上最近流传_篇文章，该

不能再袖手旁观，看著他抢劫人

阿兹敏阿里欢迎握有证据指他搜刮民脂的人，向执法单位举

据，而不是对他做出没有根据的

匿名作者声称是阿兹敏阿里的前

民，我们也不要国家再出现下一

报。图为他出席雪州政府开斋节门户开放时，抱著可爱的孙

指控’以国家现在的气氛“不应

职员，并在文章中指控阿兹敏阿

个纳吉和罗斯玛。」（410)

女法拉，与同僚在闲聊。

-徐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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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送院
安华好转
y>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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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安华好转

肩背疼痛急送

八打炅再也24日讯人民公正党实杈领袖拿督斯里安华情况好转

安华因背部和肩膀旧患
疼痛，于昨晚被紧急送入马大

感谢媒体及各界的关心。j
旺阿兹莎今早出席雪州政

会议员努鲁依莎昨日表示，安

安华，于去年9月22日发生车祸

华从土耳其回马后，因背部和

伤及右肩后，右肩时常出现疼

医药中心（UMMC )接受治疗，

府举办的开斋节开放门户时，

肩膀旧患疼痛至无法行动，进

痛情况，令其情况加剧。他也

副首相兼公正党全国主席拿督

受到媒体追访时，如此表示。

而被紧急送往医院治疗。

曾于去年11月，到吉隆坡中央

斯里旺阿兹莎指出，安华背部

此外，公正党通讯局主任

法米也于晚上发出文告表

和肩膀旧患复发，昨晚进院治

法米于今早接受《东方曰报》

示，安华在昨日从土耳其回马

疗，今早情况已经逐渐好转。
她说，自己今早到莎阿南
独立广场出席雪州政府举办的
开斋节开放门户前，到医院探
望丈夫，丈夫的情况已好转。
「我相信他很快会康复，

的访问时透露，安华目前情

后，便投诉肩膀及背部疼痛，

况已好转。安华今早已能够行

最终安华由救护车从其位于武

动，也能到祈祷室祈祷。

吉泗岩沫住家紧急送院。

他说，至于其他的情况，
医生仍在观察中。
安华女儿兼候任荅东埔国

他说，送院治疗的安华情
况稳定。
一直备受背脊问题困扰的

医院fe受右肩手术。

医生劝谢拒访客

安华©公正党实杈领袖
她说，基于安华目前必须

另一方面，努鲁依莎今早

接受一系列治疗及观察，因此

代表家人在面子书及推特账号

医生劝告家人谢拒访客前来探

撰文说，自安华昨晚入院后，

望。「我们感谢大家对我们的

医生便严密观察他的情况。

关;L�、祈祷及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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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人?掳人? 人，^获释
杈律师西蒂卡欣被指在医院内「_掳走」I-驟參
•受精神检查的巫裔女子，周六晚遭警片援m發国
典第186 (妨碍公务员执法）条文逮捕及援引刑
363 (綁架）条文调查。

|

西蒂卡欣（左）肖日早上被送往加影_庭
延扣，惟加影减在听M絲律_ _的
后，驳回警方的延扣申请，西蒂卡欣也于周日
分在加影警区获释。
图为西蒂卡欣（左）于周日早上在一名
下，前往加影地庭欲进行申请延扣程序。

y>s:ni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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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获鼉

绑架疑案補扣査人权律
加影24日讯雪州警方
于昨晚破门进入人杈律师
西蒂卡欣住家，带走一名
被指遭西蒂卡欣「绑架」
的巫裔女子，并将西蒂卡
欣逮捕，惟随后警方欲为
其申请延扣时，却遭加影
地庭驳回申请，西蒂卡欣
随后获释。
雪州警方指早前接获一名母
亲的投报，指24岁女儿艾尼斯遭
西蒂卡欣「绑架」，因此，警方
于昨晚前往西蒂卡欣位于吉隆坡
的公寓住家，并破门入屋将该名
女子带走。
而过程中，陪同在侧的友人

西蒂卡欣在加影警区内，向一名女警质

将在警局内的情况拍摄视频，并
上载至社交媒体。

西蒂指协助离家女子
长达4分钟的视频中，西蒂
卡欣与数名友人质问数名警察到

问，警方是在什么法令条文下将她逮捕。
西蒂卡欣（右2)于周日获释后，在扎菲尔（左）的陪同下离开加影警区。
随后，警察要求其友人们离

母亲报警指女儿的精神状态不稳

开，期间双方不断争执，最后，

定，并质疑女儿的信仰，导致艾

警察将西蒂卡欣及友人们隔开，

尼斯被警方和雪州宗教局逮捕。

再将他们请出办公室外。

西蒂卡欣表示，艾尼斯遭宗

底是援引什么法令及条文调查案

西蒂卡欣于本月21日曾在面

件及将她逮捕，其中一名男警察

子书表ZF，她协助艾尼斯逃离母

行精神病检查后获释。报导称，

则回应说警方是援引刑事法典第

亲的控制，因为艾尼斯声称遭到

艾尼斯周四（21日）获得西蒂卡

186 (妨碍公务员执法)条文及

母亲勒颈伤害，被迫离家出走。

欣收留，直至警方昨晚上门逮捕

第363 (绑架)条文。

西蒂卡欣也说，艾尼斯的

教局盘问，并被带去加影医院进

西蒂卡欣，并带走艾尼斯。

一照片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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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24日讯|副首相兼公
正党全国主席拿督斯里旺阿兹莎

希盟决定是否接纳诺阿兹米

表示，交由希盟州领导来决定，
迪和希盟政府。「希盟欢迎任何

眼色海国会议员诺阿兹米，加入

国州议员，一起改变国家。」

她说，诺阿兹米有权做出选
择，退出巫统及支持首相敦马哈

于人权律师西蒂卡欣被警方捕一
事时，感到惊讶不已
由于忙于照顾入院的丈夫安

是否接受今天宣布退出巫统的答
希盟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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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是否让他加入希盟，
我们交由希盟州领导来决定是否
接受他的加入。」

旺阿兹莎是今天出席在莎阿
南独立广场举行雪州政府举办的
开斋节开放门户后，受询及有关
课题，如此表示。
另外，她今早被记者询问关

华，旺阿兹莎表示，自己不知人
权律师西蒂卡欣遭警方逮捕。
「很感谢媒体告诉我，
不过一切就交给警方调查。」
(4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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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
)谈。
务大臣阿米鲁丁 左
(三 .
)和副首相旺阿兹沙 左
(
莪州政府开斋节日门户开放活动时，与雪兰莪州
立广场等候雪兰莪州苏丹沙拉弗丁杭顧在临雪兰

•雪兰莪州王储东姑阿米尔沙 右
( 在
)沙亚南独

佈

(沙亚南24日讯）雪兰莪州新任大臣
阿米鲁丁说，雪兰莪州正副议长人选课
题已经解决，并相信人选会于这一两天
内公布。

“我相信希望联盟政党都会理智接受
所有争论，确保我们会委任一名好议
长、或受委的是一名好人选，以确保议
会良好运作。”

他于今日出席雪兰莪州政府主办的开
斋节门户开放活动后受询时，以这课题
还需在希望联盟高级别会议作进一步商
讨为由，表示他不便于目前透露太多内
情。

阿米鲁丁也透露，会在召开行政议会
会议后，公布行政议员的职务变动。
询及他与公正党依约区州议员依德利
斯阿末，在大臣职归他后的两人关系
时，他说，身为大臣，他必须与所有人
保持友好，包括反对党议员，前提是反
对党议员需有好的与理智的理念，去帮

对人民公正党也欲争取议长职的传
闻，他的回应则是：“传言始终为传
言，传言只是半个真相。”
他也拒绝回应议长一职是否会保留给
行动党的问题，重申不宜在目前做太多
披露。
询及大臣是否需要有一名法律背景的
议长，以完好维持州议会运作时，阿米
鲁丁说，他在委任正副议长时考虑所有
的因素与结果，认为希望联盟接下来会
针对人选达致共识。

助与发展雪兰莪州。
他也证实，依然有通过群组与依德利
斯联络，并重申两人的配合没有问题。
他不讳言，领袖之间出现差异是可被
接受的，毕竟同僚间还是有许多共同
点，当中只存在一些小差异，与其扩大
差异，倒不如把焦点放在共同理念。
另一方面，黄瑞林在受询时，称“不
谈”此事。（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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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姐：安華好多了
(沙亚南24日讯）副首相兼人民公正
党主席拿督斯里旺阿兹莎透露，她于周
日早上到医院探望安华时，安’华肩膀及
背部疼痛的情况已稳定与好了许多。
“我探望了他，告诉他我会过来这
里。请继续为我们祈愿，我们很感激，
相信他会很快复原，去进行他要做的事

情。‘’
她是于今日出席雪兰莪州政府主办的
开斋节门户开放活动后，就其夫婿兼公
正党实权领袖拿督斯里安华昨晚因肩膀
及背部疼痛，紧急被送入医院急救事
件，如此回应。(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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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24日讯）国防部
长兼国家诚信党主席莫哈末沙
布说，内阁新一批部长职将于
本周内公布，而内阁也将在部
长和副部长尘埃落定后全面运
作。
他于今日下午在雪兰莪州国
家诚信党开斋节开放门户活动
上，呼吁人民给予新政府一些
时间，让部长和副部长在受委
后，尽全力于100天落实竞选
宣言许下的承诺。
在这之前，农业及农基工业
部长兼国家诚信党署理主席沙
拉胡丁在受询时说，外界确实
有很多关于另一轮的部长职委

所有部長出爐後全力踐諾

一旦希望联盟步上巫统同样的
道路，就一定会被人民唾弃。
“希望联盟执政后，一举一

会否加入希望联盟的问题，沙
拉胡丁说，任何政党或个别人
士的加入，都必须得到希望联
盟各党达成共识与及同意。
他说，希望联盟目前并没有
收到民政党申请加入的要求，
若有要求加入的申请，希望联
盟会开会协商。
出席活动的包括雪兰莪州大
臣阿米鲁丁、雪兰莪州行政议
员阿都拉昔、依兹汉、茜蒂玛
迪雅和哈妮查、候任沙亚南区
国会议员卡立沙末、适耕庄区

动都会被检视，所以全体希望
联盟领袖须警惕。”

州议员黄瑞林和双溪比力区州
议员刘天球。（LMY)

末沙布吁給政府時間
任的消息，但他因已是内阁成
员，不愿作出任何评论。
“我确实听到各式各样的消

袖，巫统之所以败走政权，都
是“钱太多”作祟，引起人民
痛’恨。

息，但我身在内阁，就不好说

他强调，希望联盟领袖绝对
不能以“金钱”为从政目标，

太多，委任的事宜全交由首相
敦马哈迪定夺。“
至于内阁新一轮部长职人选
何时会宣布，沙拉胡丁说不清
楚，就等马哈迪公布。
另一方面，莫哈末沙布说，
他必须警惕自己和所有希盟领

有关退出国阵的民政党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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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哈末沙布（左二）与一众希望联盟领袖出席雪兰莪州国家诚信党开斋
节开放门户；左为依兹汉，右起为卡立沙末、哈妮查、黄瑞林、刘天球和
阿米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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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揆：議員跳槽加入
須獲希盟聯委會允准
(沙亚南24日讯）副首相
兼人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
旺阿兹莎欢迎任何国州议员
加入希望联盟，以为国家做
出改变，但她也表明，有关

原任议员的跳槽，必须获得
当地希望联盟州联委会的商
榷与允准。
她是于今日出席雪兰莪州
政府主办的开斋节门户开放

活动后，询及巫统霹雳州咨
眼色海区候任国会议员拿督
诺阿兹米于今日较早前宣布
退党，成为亲希望联盟独立
议员一事时，如此回应。
针对诺阿兹米声称未来可
能加入希望联盟土著团结
党，她表示，是诺阿兹米的
个人权利。
至于希望联盟会否接纳诺

Page 1 of 1

阿兹米，她则说，一切交由
霹雳州希盟商权。
对人权律师兼社运活跃分
子西蒂卡欣于今日凌晨遭警
方逮捕事件，旺阿兹莎说，
她因为忙于丈夫昨晚被紧急
送往医院的事，对此案不知
情，一切交由警方调查处
理。(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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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掳绑女子警申请延扣遭驳

人权律师被捕后获释
(吉隆坡24日讯）人权律师西蒂卡欣因保护一名宣警局理论的西蒂卡欣。
称遭虐待的24岁女子，反遭女子母亲报警指她“掳
不过，推事庭今早驳回警方申请延扣西蒂卡
绑”，咋晚警方上门“抢救”该名女子，并扣捕到欣。

M

帝卡欣获释后，与加

影警区主任查菲尔助

理总监召开联合记者会。
查菲尔说，尽管如此，警方
仍援引刑事法典第363条文绑架
和第186条文妨碍公务员执法条
文调查此案。
“法庭驳回延扣茜蒂卡欣的
申请，警方也巳行使法律所赋
予我们的权限，因此，已在下
午释放茜蒂卡欣。
“调查仍在进行中，报告将
在不久后提呈给副检察司。”
查菲尔也驳斥警方被指无权
扣留茜蒂卡欣和其当事人的说
法，因为警方是根据刑事法典
574法令及刑事程序法典593法
令采取行动。

茜蒂：配合警方调查
“至于在昨天逮捕茜蒂卡
欣，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63及
第186条文采取每一步行动，这
两项条文允许警方展开逮捕行
动，我们在逮捕时没偏袒任何
人°，，
茜蒂卡欣在记者会上说，她

西蒂卡欣（右二）与律师前往加影警局。
准备配合警方调查此案。

申请，因为我所做的一切事情造问题。”

“我感谢法庭驳回延扣令的是本着律师的职责，并非要制

母投报女儿遭掳警员指西蒂卡欣硬闯病房
雪州刑事调查主任法迪尔高

子到医院做检查的警员也投报

法迪尔透露，该女子已重新

警方，指她是保护一名被指遭

级助理总监指出，警方于本月

指西蒂卡欣当时在保安人员的

被送往医院继续未完成的检

母亲虐待的女子，过后遭警方

21日接获一名24岁巫裔女子母

阻止下，硬闯病房把女子带

查，丨丨：查案官获得医生的完整

采取行动对付。

亲投报，指女儿在加影医院接

走0

报告。

受精神检查时，遭西蒂卡欣掳

他说，警方随后接获可靠情
报，指西蒂卡欣位于隆市泗岩

走0

警方上门“营救”女子
他在文告说，一名陪同该女

沬的公寓单位发现有关女子，
警方于咋晚9时上门“营救”
该女子。

另外，西蒂卡欣日前也曾在

保护疑遭母虐待女子
他说，警方事后在加影警区
总部逮捕西蒂卡欣。

其面子书贴文指出，指该名24
岁女子是要独自生活，结果该
女子母亲向警方和雪州宗教局
投诉指女子的精神状况不稳定

西蒂卡欣被捕前，小 断抨击
i

和信仰小i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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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显示与警争执
名男警官则解释，指

警方带走被母亲投诉遭
“掳绑”的女子后，根据网上

警方是援用刑事法典第363

出现的视频显示，西蒂卡欣

(惩罚绑架罪）条文，以及第

在警局与警官和一名便衣女

186 (阻差办公）条文扣查
她。

警起争执。

女警持手铐
当时该名女警持手铐，

另一段为时约3分钟的
视频显示，相信是被警方带
走的女子在警局内大声向警

西蒂卡欣要警方交代以什么

方说，西蒂卡欣并没绑架

罪名逮捕她。

她。

12代表律师相挺
西蒂卡欣很感动
“掳拐”投诉而被警扣捕

任她一人，但她并不知受害者

的西蒂卡欣，获得总共12名代

0前的状况，也小 知对方在哪

表律师相挺，让她深为感动。

家医院。

w

她说，看到有12名律师代
表她时，丨丨：她感动流泪。

证明获律师公会支持
“证明律师公会在支持我。”
她表示将继续成为受害者的
代表律师，因受害者现在只信

i

她说，受害女子日前是在妇
女援助组织（WAO)受保护，
但受害女子担心母亲找上门，
因而向她求助。
事发时，她并不在家，而是
出席一场研讨会，只有受害者
一人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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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不局限拥法律背景

商榷雪议长人选
(莎阿南24日讯）雪兰莪州务

职务，惟被指没有法律背

K

大臣阿米鲁丁表示，雪州立法

景，因此料改由从伊斯兰党跳

议会议tC：人选仍在商讨中，至

槽至公正党的巴也惹拉斯区州

于是否应由有法律背景者胜

议员凯鲁丁取而代之；换言之

任，则见仁见智。

行动党将丨丨：出原有的议长职

他今早出席雪州开斋节茶会
后强调，一旦议长人选定夺
后，就会于近期公布。

务，仅取得副议K职务，

跟谁都保持良好关系

“对于议长人选，州政府考

阿米鲁丁表示，身为州务大

量各方因素，并小 局限于拥有

臣，自己与任何人都得保持良

法律背景而巳，更重要的是人

好关系，包括反对党；若后者

选合适，而且能够胜任有关职

能提供有利州属发展的合理政

i

Az

”

务。

策，他也会接纳。

有传言指向来由行动党出任

他针对大臣职务争议后，与

的雪州议tC：职务，将由适耕庄

依约州议员依德利斯关系变

州议员黄瑞林出任，惟闪他没

化，这样指出。

有法律背景被“刷下”，改由
公正党物色人选担任。
据悉黄瑞林原本受委当然议

雪州政府今旱10时至下午

阿米鲁丁（左）陪同苏丹殿下与出席民众握手
跃出席，场面热闹。

3时，在莎阿南独立广场举办开

席上嘉宾高官显要、商贾云

斋节茶会，并吸引5万人次踊

集，其中雪州苏丹沙拉夫丁殿

下、苏丹后诺阿斯晋及王储东
姑阿米尔沙也大驾光临，让活
动生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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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接手数领域交易

终止商业垄断降物价
(新加坡24日讯）消息说，大马政府将会终止更多不同
领域公司的商业垄断，未来可能把“目标”转向电信、
能源、食物、医疗保健及运输领域的交易，致力降低物
价与生活成本。

新

政府在月初宣布终止国家稻米公司垄断白米进口，
而通讯及多媒体部长哥宾星也在上周宣布解除电信管制
的冻结，让宽频价格在今年底前下调25%。

敦马哈迪医生）。”

加坡《海峡时报》引

讨公共医疗的药物供应，以及

述消息指出，政府接

0前由电脑验车中心

国家稻米公司与电脑验车中

不会招标新发电厂。与此同

下来将着手“处理”前朝政府

(PUSPAK0M)所负责的强制车

心都由大马富豪丹斯里赛莫达

在电丨Pi、能源、食物、医疗保

辆检查。

所持有，后者在马哈迪于1980

时，我们也将会检讨现有不公
平的合约。”

健及运输领域的交易。
名部长告诉该报，由经济

暂不招标新发电厂

年代担任首相时，就与政府有
着密切关系。

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推动委员会去做这些事的

来自政府的消息说：“我们

所领导的内阁委员会，也将探

是这些部长本身，而非（首相

第一步将会公开招标，但0前

我们的产能过剩，所以近期内

较旱前，马哈迪巳表明将检
讨由前朝政府所推动，所有涉
及本地企业与外国投资者的不
平衡政府父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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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总与赖罗傳宗亲会捐希望基金1.7万
为了响应举国沸腾的捐款救国运动，马来西亚傅氏总会与马
来西亚赖罗傅宗亲联谊会在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的见证下，
移交1万7000令吉支票捐“希望基金"。
马来西亚傅氏总会会长拿督傅添来表示，宗亲三机构盼响应
救国运动，以总会名义拨出1万2000令吉，而同属宗亲组织的马
来西亚赖罗傅宗亲联谊会也拨出5000令吉，响应号召捐献。
图为傅添来（左二）和马来西亚赖罗傅宗亲联谊会会长罗志
明（右二）在邓章钦（中）见证下，移交支票捐献“希盟基
金”。右为该会总财政傅承崇，左是执行秘书傅永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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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传海外拥巨款

阿兹_：早申报财产
(莎阿南24日讯）

斋节开放门户活动

经济事务部K拿督

时，受媒体询问时

斯里阿兹敏阿里重

指出，有关信息明

申身家清白，肖

显是虚假，存有恶

2008年当时的民

意，以对他作出徘

联执政雪州后都有
申报财产，因此他

谤，抹黑其信誉。
“我觉得没有

无惧任何抹黑他的

必要理会这种莫须

消息及手段。

有的指责，若对方
拥有充足的证据，

无惧抹黑
据悉，一个以

就应该直接向相关

阿兹敏

有证据就举报

“雪州魔鬼” 我。

单位举报，以便有
关单位调查我，而

为题的网页，今早在网上及社

不是使用上述手段
来抹黑我。”

交媒体广传阿兹敏阿里在海外

询及会否采取法律行动，阿

(Toyol of Selangor)

拥巨款的信息，

兹敏表示，由于不清楚黑函的

这名肖称是阿兹敏阿里前职

幕后人是淮，因此无从采取任

员，声称“不堪阿兹敏阿里欺

何行动，为此，希望对方能够

骗人民财务”而指控他、妻子

站出来作出指责°

及亲戚在海外拥有多个户头
等。
阿兹敏阿里今早出席雪州政
府在莎阿南独立广场举办的开

针对是否将申报财产一事，
阿兹敏重申，肖2008年后都申
报财产，以符合行政达至透明
及负责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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