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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BANGAN AIDILFITRIMBPJ KEPADA GOLONGAN SASAR
MAJLIS Bandaraya
Petaling Jaya (MBPJ)
meneruskan amalan
tradisi tahunannya
dengan menyalurkan
sumbangan Aidilfitri
kepada seramai 2.405
kakitangan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itu.
Sumbangan berupa
kain batik, kain pelikat
dan kuih raya itu
disampaikan Datuk
Bandar Petaling Jaya,
Datuk Mohd. Azizi
Mohd. Zain dalam
Majlis Anugerah
Kecemerlangan
dan Penyampaian
Sumbangan Aidilfitri
2018 di Petaling Jaya.
Dalam majlis sama
kira-kira 100 orang
terdiri daripada ibu
tunggal, orang kurang
upaya dan keluarga yang
mempunyai anak ramai

yang tinggal di sekitar
Petaling Jaya turut
menerima wang tunai
berjumlah RM300.
Turut menerima
sumbangan kira-kira
19 murid dan peiajar
sekolah rendah dan
menengah berikutan
prestasi cemerlang
mereka dalam
peperiksaan Ujian
Pencapaian Sekolah
Rendah dan Pentaksiran
Tingkatan Tiga.
• MOHD. AZIZI
MOHD. ZAIN (kiri)
bertanyakhabar
seorang kanak-kanak
kurang upaya semasa
Majlis Anugerah
Kecemerlangan
dan Penyampaian
Sumbangan Aidilfitri
2018 di Petaling Jaya.
Selangor baru-baru 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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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hari tempoh kumpul maklumat
Sinar H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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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hari tempoh
kumpul maklumat
Rangka pelan
masa depan
Selangor untuk
lima tahun akan
datang
NORAFIZA JAAFAR

SHAH ALAM

T

empoh 100 hari Pakatan
Harapan (Harapan) menang di Selangor adalah
waktu mengumpul maklumat untuk merangka sasaran
pelan pembangunan dalam
tempoh lima tahun.
Exco kerajaan negeri, Ir
Izham Hashim berkata, beliau melihat masa depan pertanian di Selangor perlu ditumpukan
kepada

penyelidikan, pemasaran dan
agro pelancongan.
Beliau yang memegang
portfolio Infrastruktur dan
Kemudahan
Awam,
Pemodenan Pertanian dan
Industri Asas Tani menambah,
ia seiring dengan status
Selangor yang ke hadapan dari
sudut pembangunan dan kemajuan serta perlu dimanfaatkan untuk kecekapan pengeluaran hasil.
“Selangor tiada isu tanah
untuk pertanian sebaliknya
yang menjadi masalah utama
disebabkan ketidakcekapan
pengurusan dan penyelewengan baja, benih dan
racun.
“Selain itu wujud duplikasi dan pertindihan kerja di
peringkat pusat negeri yang
perlu diselaraskan bagi mengurangkan pembaziran kos
dan tenaga untuk meningkat-

Bidang
pertanian
di Selangor perlu
dipertingkatkan.
Tak perlu
ikut negeri
lain tapi ikut
pelan strategik
menggunakan
kepakaran
tinggi." - Ir Izham
kan pengeluaran hasil,” katanya.
Jelasnya, pelan pembangunan pusat dan negeri
perlu diselaraskan bagi mengurangkan kebergantungan
bekalan import dari negara
luar.
“Bidang pertanian di
Selangor perlu dipertingkat-

kan. Tak perlu ikut negeri lain
tapi ikut pelan strategik menggunakan kepakaran tinggi.
“Begitu juga sektor perikanan yang akan diberikan
perhatian mengikut program
jangka masa panjang dan pemantauan sistem untuk pengekalan seterusnya meningkatkan hasil,”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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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m wreaks havoc in Taman Jaya, PJ
By JADE CHAN and
AZIRA SARFARAZ
metro@thestar.com.my

THE thunderstorm that hit Petaling
Jaya last Friday evening wreaked
severe damage at the Taman Jaya
park, resulting in uprooted trees
and fallen branches around the
recreational spot.
During a check by StarMetro yesterday, it was found that two large
trees by the lake were uprooted,
partly damaging the metal fencing
that separated the pathway from
the lake.
One uprooted tree also obstructed part of the reflexology path,
while another tree had fallen
across the open carpark, but it did
not appear to have caused any
damage.
A Section 10 resident, who wanted to be known as Lee, 66, said the
situation was "quite horrendous"
considering that the fallen trees
were old and deep-rooted.
"The situation on Friday was
awful. The park maintenance
workers have started clearing a
small part of the mess, although
there is still a lot more work to do,"
he said.
Section 10 Residents Association
president Ronald Danker said a
few residents saw that many trees
were uprooted, but most of the
mess had been cleared by council
workers.
"A number of trees in front of
houses in Section 10 were also
uprooted, but were cleared within
an hour or so, also thanks to the
council workers.
"But there are complaints that
the park's lights are out of order,
making some pathways and park
areas dark and dangerous at night,
he added.
Two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officers were spotted at
Taman Jaya, assessing the extent of
damage to the park.
"Besides Taman Jaya and Section
10, incidents of fallen and uprooted
trees were also reported in neighbouring areas due to the thunder-

T w o large t r e e s
uprooted, partly
damaging the
metal fencing
that separates
the pathway
f r o m t h e lake.

storms that occurred on Thursday
until Saturday," said MBPJ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deputy
director Abdul Hakim Khairuddin.
"We received reports of at least
18 fallen trees in the Bukit Gasing
constituency, with other affected
areas including Sections 5,11 and
16. The incident was attributed to
strong winds and freak storms,"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heavy rain
could have also resulted in the lake
overflowing.
However, Abdul Hakim said
MBPJ had not received any complaints involving landscape maintenance works at the park.
"The council does carry out periodic maintenance works and has
installed a waste trap to prevent
rubbish from clogging the lake.
"There are two types of maintenance works at Taman Jaya - for
softscape and hardscape.
"The softscape works are done
according to a schedule, with contractors on site daily for cleaning
work.
"The hardscape work is based on
site requirements, such as to repair
damages on playground or exercise equipment," he explained.

An uprooted tree o b s t r u c t i n g part of t h e reflexology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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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bus terminal in Shah Alam to open in Ju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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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bus terminal in
Shah Alam to open in July
Online ticketing system to be installed at the facility in Section 17
By PRIYA MENON
priya@thestar.com.mv

SHAH Alam City Council (MBSA)
has finally received the 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 and Compliance
(CCC) from two government agencies for the Section 17 Bus
Terminal.
The council had been waiting for
the CCC since early this year, as
contractors had completed works
on the city's new-terminal.
Mayor Datuk Ahmad Zaharin
Mohd Saad said the terminal
would begin operations in mid-July
as the online ticketing system needed to be installed first.
"The vendor needs at least oneand-a-half months to set up the system called Terminal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is similar to that
used at the Bandar Tasik Selatan
bus terminal,"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vendor had been appointed
and was waiting for clearance to

proceed with the job.
Each online ticketing counter
will cater to 24 bus companies.
The terminal will have 13 parking bays for visitors, 14 designated
parking bays for buses and six for
taxis while there will be designated
lanes for express buses and other
vehicles.
Separately, Ahmad Zaharin
announced that 74 officers above
Grade 44 contributed RM45,494 to
Tabung Harapan, which was set up
to help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lleviate national debts.
The MBSA officers donated 10%
of their bonuses that was
announced by former Selangor
Mentri Besar Datuk Seri Azmin Ali
during his final meeting with the
state's civil servants.
Speaking during the MBSA full
board meeting yesterday, Ahmad
Zaharin said the money had
already been channelled to the
fund.

"There are only a few officers
under that category so it is a small
sum, but we have donated the
money fromthe bonus," he added.
MBSA began the bonus payouts
to the staff yesterday with the 10%
cut.
The full board meeting yesterday
was the last for the 2016/2017
batch of councillors whose tenure
ends on June 30.
Their tenure, which was initially
until December 2017, was extended
for another six months.
While some councillors have
been tipped to continue their service, there could be several who
will be dropped.
Despite it being the last meeting,
councillors made it a point to continue speaking up for their respective areas.
Petty trader issues, budget allocations and cleanliness were
among the issues raised.
Ahmad Zaharin thanked the out-

going councillors for their services
on behalf of MBSA.
"I would like to extend our sincere appreciation to the councillors
who have made all our events a
success.
"They also diligently spearheaded their respective residents representative councils to ensure we
worked together at all times," he
added.
The team of councillors, he
added, had helped the city council
achieve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accolades including their fifthplace ranking under the "We Love
Cities" international programme.
The programme is organised by
the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and encourages people to vote for
their favourite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Ahmad Zaharin said he hoped
that the new councillors will continue the service and work left
behind by- the existing b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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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46-year-old hawker centre in Jalan Sena, Klang, was razed in a fire last month.

By ELAN PERUMAL
elan@thestar.com.my

SIXTEEN traders who lost their
food stalls in a fire last month in
Klang are in a quandary about
where to continue their business.
Some of them had operated their
stalls at the gutted 46-year-old
hawker centre in Jalan Sena for
many generations.
However,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will not rebuild the
hawker centre, a landmark for
many Klang residents, because of
lack of space.
Six other hawker stalls at the
adjacent Jalan Papaya were spared
in the predawn fire.
Ng Tick Seng, 62, was devastated
after the fire destroyed his lobak
stall, which he had been operating
for over four decades. But he will
move to Jalan Papaya to continue
his business.
"We will have to share a shop
with other hawkers," said his wife
Lim Chiew Lai.
Curry noodles seller Tung Yee
Keow, 34, said he inherited his food
business from his father.
He has plans to move to a new
place in Lorong Gopeng, which is
about 200m from Jalan Sena.
A few other affected traders will
be sharing the same premises with
him.
"We have been in the business
for a long time and believe our
customers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us at the new place," he said.
Wantan noodle seller Pua Eng
Keong, 52, and his wife will move
to Jalan Papaya.
MPK councillor Jeremy Khoo

Traders who lost stalls
in fire to relocate
Klang council not rebuilding hawker centre due to lack of space

I\lg says he
will continue
his food
business at a
stall nearby.

said the razed hawker centre sat
on a narrow piece of land that
belonged the District Land Office
and was not suitable for
redevelopment.
"We can't accommodate all the
16 stalls if we rebuild the hawker
centre at the former site because
we need more space for public
toilets and facilities," he said.
Khoo said MPK had also offered
the traders stalls at Plaza MPK in
Jalan Pos.
"The six stalls in Jalan Papaya
can continue to operate there," he
said.

Six stalls in the adjacent Jalan Papaya that were spared from the fire will
continue to operate in th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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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56州議員今宣誓
(巴生25日讯)尽管雪州 名州议
员将於明日一早，向雪州议长宣.誓就
任，但是目前议长人选仍陷入胶著状
态，希望联盟四党中央领导层将於今
晚召开紧急会议，务必推出议长人
选！
一旦议长人选依旧难产，明日的州
议员宣誓仪式也会遭到波及，恐怕宣
誓仪式将被逼告吹。
消息向《中国报》说，原本受到行
动党推荐为议长人选的候任适耕庄区
州议员黄瑞林，遭到公正党拦路。
据知，公正党继获得雪州行政权，
担任大臣和4名行政议员後，又有意
争夺议长一职，并推举有法律背景的
56

議長人選•曖_穩
公青团署理团长拉查曼为人选，惟行
动党不愿让路，导致议长最後一分钟
f乃然_产。
知，公正党执著於要拉查曼进入
雪州立法议会，但是根据雪州宪法，
非州议员者只能担任正议长，不能担
任副议长。

S

召開緊急會議決定
反而是州议员，可以担任正或副议
长，因此公正党要黄瑞林让路，由拉

查曼担任议长，黄瑞林退而求其次，
担任副议长。
不过，雪州希盟无法对此事达成共
识，因此议决交由中央领导层商，为
此事做最定夺。
根据本报消息，希盟领导层将於今
晚开会，而今晚的会议必须选出人
选，否则明曰的州议员宣誓仪式，将
会告吹。
据 州宪法，州议员必须在议会
内，在议长见证下宣誓就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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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場地下火
交地主處理善後工作
月15日再度死灰复燃。
从15日至今，消拯队伍已连续
多曰进行灭火工作，也成功把火
势灭熄，并通过神手挖泥灭熄地
下火。
该°非法垃圾场也是位于隆布大

道的沙登休息站旁，该非法垃圾
场的的面积预计是0.8公顷，约
80%的面积出现火势。
据悉，当局相信涉及违例倒垃
圾的罗厘是从隆芙大道旁的一条
小路进入该地段。

2(
I
5

日

，)还有 辆
3 神手还在进行挖

掘工作，以泥土掩盖在垃圾堆上。

•截至周

地點••斯里沙登濱吉蘭布特拉花園

(吉隆坡25日讯）经过多曰灭
火，沙登消拯队伍今日终于结束
非法垃圾场灭火工作，该土地的
善后工作将会由地主处理。
据《中国报》了解，位于斯里
沙登州选区滨吉兰布特拉花园
(Taman Pinggiran Putra)PP56
路，毗邻一座非法垃圾场是于6
月12曰晚上9时开始传出火灾的
投报，在消拯局展开灭火工作
后，非法垃圾场的地下火也于本

Page 1 of 1

随著非法垃圾场发生火灾后迄
今，已未见到有任何人士再进行
非法倒垃圾的活动。
来自沙登消拯队的执勤员莫哈
末再古诺阿菲提接受电访时说，
该非法垃圾场的火势大致上已灭
熄，目前只有1、2个地方还有烟
胃。
也说，该消拯队目前还有12位
消拯人员正在该非法垃圾场进行
灭火和处理善后工作，消拯队预
计@于今日下午收队，结束多曰
的灭火工作。

i

將監督非法垃圾場
他说，他们并将把接下的善后
工作交给地主处理，并由梳邦再
也市议会和县土地局进行监督。
“无论如何，我们会继续监督
该地点的情况，确保地下火不会
再死灰复燃。”
梳邦再也市议会受询时说，市
议会将会监督该非法垃圾场，确
保不会再有非法倒垃圾的活动。
市议会也没有进一步说明有关
土地是否是属于马来西亚农业发
展研究院（MARDI)所有，只表
明已要求地主必须要管理好其土
地。
消息说，该地点的非法垃圾堆
已层层堆积，市议会也将要求地
主清理其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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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溪華小
f溪行动党服务团队趁学校开学
/匕前，陪同雪邦市议会卫生局灭蚊
组到龙溪国民型华小校园喷射灭蚊药；
确保学生在安全健康环境中上课求学，
不受到黑斑蚊以及骨痛热症的威胁与危
害。
^图为龙溪行动党服务团队和雪邦市
议会卫生局灭蚊组整装待发向黑斑蚊宣
战，右2起为前市议员张联成博士和雪
邦区社青团长黄耀亮，及龙溪国民型华
小校园笼罩在蚊药喷雾中，确保学生不
受黑斑蚊的危害。

寒^

4W�

�

J®

爾面

JHnl •

Page 1 of 2

26 Jun 2018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Page: C5 • Printed Size: 268.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5,286.00
PR value: MYR 15,858.00 • Item ID: MY0032973001
Provided for client's internal research purposes only. May not be further copied, distributed, sold or publish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copyright owner.

Page 2 of 2

26 Jun 2018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Page: C6 • Printed Size: 674.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13,295.00
PR value: MYR 39,885.00 • Item ID: MY0032973016
Provided for client's internal research purposes only. May not be further copied, distributed, sold or publish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copyright owner.

Page 1 of 1

•莎阿南第17区巴士总站估计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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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政府發公務員援助金

74人級10%_
(莎阿南25日讯）雪州政府配合
开斋节，于今日发放给公务员的援
助金中，莎阿南市政厅共有74人，
把10%的援助金捐到大马希望基金，

感謝市議員貢獻

涉及款额为4万5494令吉。
莎阿南市长拿督阿末查哈林指出，州内
等级44级以上的官员收到援助金后，当
中的107。会自动扣除，并转到大马希望基
也今日主持常月会议后说，市政厅内达
到等级44级以上的公务员并不多，因此只
有74人的援助金被扣除。
‘阿南第17区巴士总站仍在等
‘待雪州水供公司及国能发出
准证，继而取得完工证（CCC)，
估计总站最早能在8月中投入服
务。
°阿末查哈林说，市政厅也迫不
及待要让巴士总站投入服务，即
使取得完工证，也要安装售票系

i

一‘

也指出，巴士总站的结构在年

前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在本月4
日，出席常月集会时宣布，等级44级以上
的官员，会扣出10%的援助金给大马希望基
金，以展示爱国情操。

今日也是众多市议员在6月30日届满
前，最后一次共同召开的常月会议。
阿末查哈林感谢诸位市议员对莎阿南的
贡献，让市政厅在国内，甚至是国际上享
有美誉。
“Sk市议员在任期内的意见，以满足

捐款救d
Malayan Banking Derhad
戶頭：566010626452
纳税人的需求。”
他指出，在现有市议员届满后，相信新
任市议员会在7月后就职。

莎阿南第17區巴士總站

最早8角中投入服務
头竣工，目前已有负责安装售票
系统的承包商。
“售票系统需要1个月半的时间
安装，其系统如同南湖镇巴士总

-i- L»

99

站。
他说，若按照进度，第1T区巴
士总站最快也需等到8月中或9月
才能启用。

•阿末查哈林感激即
将届满的市议员，为
市政厅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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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左为傅永輝。

。右为傅承
」

马来西亚傅氏总会会长
拿督傅添来说，自从改朝
换代以来，社会各界上至
名流企业，下至平民百
姓都在踊跃响应“希望基
金”捐款救国运动，宗亲
三机构经过开会讨论，决
定响应这救国运动，并以

交支票捐 希
r盟基金

2 在)邓章钦 左(3 见)证下，移

•傅添来 左(2 和
)罗志明 右
(

(莎阿南25日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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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证下，移交1万7000令告支
票捐给“希望基金”。

傳氏總會賴羅傳宗親會

捐希望基金1萬7000
总会的名义播出1万2000令
^fcr

口°“同属于宗亲组织的马
来西亚赖罗傅宗亲联谊
会，也同样以宗亲会名义
拨出5000令吉。”
傅添来是于日前（周
三）率领宗亲会一行人，

前往雪兰莪州政府大厦拜
访雪州行政议员邓章钦，
并在后者见证下转交象徵
救国意义的善款支票。随
行人员包括马来西亚赖罗
傅宗亲联谊会会长罗志
明，总财政傅承崇和执行
秘书傅永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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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党新加影支部2018至2019年新届执委，坐者左起为郭纬界、陈志荣、谢伟
贤、李福祥及王天顺。

民行新加影支部

謝偉賢當選主席
(加影25日讯）民主行
动党新加影支部日前召开
支部常年大会和2018至
2019年新届执委改选，全
体党员一致推选谢伟贤、
王天顺和郭纬杰分别出任
支部主席、财政和秘书。
新任主席谢伟贤在改选

会议说，该支部党员过去
一路来给予他无私奉献与
付出，党员的齐心协力，
成功协助党在加影和锡米
山新村赢得选民支持，把
执政61年的国阵拉下台，
为这一次的全国大选打下
漂亮一战。

行動黨新加影支部
2018至2019年新屆執委
主席
副主席
财政
秘书
副秘书
宣传秘书
查账
委员

谢伟贤
李福祥
王天顺
郭纬界
|魏子权
古掌豪
李金祥，叶炳雄
林伟健，官立强

他说，希盟成功执政中
央政府，都是靠党员干部
的长期努力及斗争，汇聚
强大的力量，才成功打下
江山，为大马的政治斗争
写下新的一页。
他认为，希盟执政中央
后，必须调整策略和行动
方针，向人民证明希盟可
以做得比国阵好，尤其
是在制度和施政上做出改
革，这样人民才会对希盟
更有信心。

行動黨新加影支部
改選會議通過的議案
呼吁中央政府尽早落实地方政府选
举，让人民选出市议会和村委会阵
容。
呼吁中央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彻查赵明福冤案，缉拿真凶。
呼吁中央政府加速处理无国籍小孩和
老年人红登记课题，让受影响人士能
够早日享有应有的公民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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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4日讯）人民公正党
实权领袖拿督斯里安华早前因旧患
复发送院治疗，多位希盟领袖今曰
亲自前往马大医院，探访前者。
副首相兼安华妻子拿督斯里旺阿
兹莎在上午时分便来到医院陪伴安
华，之后从早上10时至中午12时，
陆续前来医院探访的有雪州州务大
臣阿米鲁丁和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3人皆逗留约1个小
时后便匆匆踏出医院，全程没有对
外发言。

至于卫生部长袓基菲里阿末则在
下午2时左右到达医院，期间只逗
留近1小时随即乘车离开。
根据报导，安华在上周五（23
曰）从土耳其回国，他在下机后感
到肩膀及背部疼痛，并因椎间盘严
重突出被紧急送院治疗，而旺阿兹
莎随后曾多次前往医院探望前者。
较后，安华在今日透过推特撰
文，对外报平安，指自己健康状况
逐渐恢复，也感谢医疗团队的细心
治疗及慰问。

阿I米鲁丁

希盟領袖探訪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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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指出，

沙亞南第17區

现有市议员将在6

巴士總站延8或9月啓用

月30日届满，预料
新一批市议员将在
7月中获委任，因

(沙亚南25曰

公司迟迟还未发出

使用准证，导致沙丨
讯）沙，亚南市长
拿督阿末扎哈林披 i亚南市政厅还不能
露，沙亚南第17区 ‘发出完工及符合证
巴士总站今年初就
已完工，基于国能

书（CCC ) °
已持续跟进此事，

术问题，预料必须

预料7月初能就解

延至8月中或9月初

决此事，但基于过

才正式启用。

后将安装综合售票

政厅常月会议后在

安装，因此市政厅

此希望这批新市议

估计巴士总站于8

员，能延续过去旧
市议员的努力，与

月中或9月初就用

市政厅充分配合。

正式启用0

(TSI )

他指出，市政厅

及雪州水供公司技

他今早主持沙市

证书发出后，就能

系统，还需要1个
月半时间。

记会上说，已在今

阿末扎哈林透

年初竣工的沙亚南

露，综合售票系

第17区巴士总站，

统安装计划已经投

因国能及雪州水供

标，待完工及符合

•今年、初竣工的沙亚南第17区巴士总
站，预'料在8月中或9月初启用

74公僕4.5萬捐救國金

令吉"转账"给希望基金。
阿末扎哈林说，沙亚南市政厅已于上

'=1=| 州所有G 4 4 级别或以上的的公务

周五将扣除后的10%花红转账给希望基

员，配合州政府宣布今年所得到的

金，总计4万5494令吉。沙亚南市政厅

1个月开斋节花红将自动扣除10%奉予财
政部“希望基金”，共有74名有此级别

G44级别或以上的公务员共有74人，因.

的沙亚南市政厅公务员将总计4万5494

10°/�作为捐献给希望基金�（TSI )

此每人今年所得到的开斋节花红都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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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栏插入长巴
酿2死7伤
(麻坡25日讯）双层长途巴士失控猛撞大道防
护栏后，防护栏从底层车头插入巴士，酿成2死7
伤的悲剧。
这起意外于周一凌晨3时20分左右，在南北大

164公里处发生。事发当时，

道巴巴莪通往东甲约

巴士上载有40人，从新山北上吉隆坡。车祸导致长
巴严重撞毁，现场一片狼藉。
据悉，两名死者分别是雪兰莪州华裔女乘客及
森美兰州印裔男乘客。7名伤者皆被送往医院救治，
包括左脚骨折的巴士司机，其余乘客则安然无恙。
武吉甘蜜和东甲的消拯局接获投报后，双双赶
到现场施援，并于清晨5时结束拯救行动。
麻坡苏丹娜法蒂玛专科医院公关部负责人较后
受访时说，此宗车祸造成7人受伤，包括长巴司
机。这7人当中，3人在急诊部，1人留院观察，另
3人则已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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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党推荐非议员

Page 1 of 2

据知黄瑞林身为4届“兀
老” ，W此早前被推举担任议
长，不过有传闻指这面对盟党反

传副公青团长任雪议长

对，因为前者没有法律背景，继
而推荐拥有法律背景，从伊斯兰
党跳槽公正党的巴也惹拉斯州议
员莫哈末凯鲁丁出任，不过，此

独家报道

也推举该党公青I才丨副团长拉兹

番言论，耐人寻味

说法被部分议员否决。

兰担任议K。
潘丽嫜

黄瑞林被指没法律背景
议K人选一事引起行动党

没法律背景不影响表现
大部分希盟盟党议员认为，

晚就一定要决定雪州议K人选，

(八打灵再也25日讯）雪兰莪

及公正党内部热烈讨论，尽管

法律背景只是辅助，不会影响个

以赶在明朝在苏丹殿下见证下，

州议K：一职临阵或出现变数，

宣誓就职仪式在即，但据知希

人的表现，议会常规也没规定需

委任议长主持新届；J�丨、丨议员宣誓就

据传公正党推荐该党一名非议

盟党中央领袖今晚仍就此事做

由有法律背景者或州议员出任。

任仪式。

员人十担任该职。

最后协商，其中行动党正极力
争取“出线”：‘

消息说，公正党推荐的人选

黄瑞林是于2004年全国第

为拉兹兰，他同样没有法律背

11届大选中选为适耕庄州议

雪州新届州议员明旱10时
便宣誓就职，早前外界皆推测

新任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昨

景，甚至不是州议员，至于为何

员，在国阵时代曾与同僚槟榔州

向来都是由民主行动党“坐镇”

R出席雪州开斋节茶会后被询

盛传他会被推荐担任议K，也令

议员邓章钦并肩作战，在州议会

的雪州议长职，将由行动党资

及雪州议K：人选时，指议氏人

许多人摸不着头脑，而且费解为

有幽默的辩论口才；至于拉兹

深适耕庄州议员黄瑞林出任，

选仍在商讨中，且是否由有法

何不从盟党现有州议员中选贤。

惟据《南洋商报》探悉，公正党

律背景者胜任则见仁见智，此

无论如何，希盟中央领袖今

兰，他活跃于党务，ill是哥打白
沙罗州选区协调员，

26 Jun 2018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al • Page: A23 • Printed Size: 578.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7,270.44
PR value: MYR 21,811.32 • Item ID: MY0032973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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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盟占51州席

应挑选议长非委任
希盟在雪州占有51个州议

席；在新州内阁成员巾，除了

席，有议员认为，应从中挑选议

大臣由公正党议员出任，该党

长人选，不该转向委任方式。

还获分配4位州行政议员，行

消息坦言，过去在其他州
属，的确有委任非州议员担任议

动党、诚信党及土团党的分配
额则是3+2+1�

长的先例，但此状况一般是在朝

雪州议长一职从2008年全

野人数相近情况下，在朝阵营为

国第12届大选起，由行动党资

免失去拥有议K身分的州议员一

深的槟榔州议员邓章钦出任，

票，而以委任方式，推荐非议员

而公正党美丹花园的哈妮查是

者任议长。

副议tC：；2012年全国第13届大

“希盟今次在人民海啸中，

选后，由行动党梳邦再也州议

在56个州议席里稳赢51个席

员杨巧双出任，她当时缔造历

位，可轻易通过政策，不该委任

史成为我国首位女议长：副议

州议员以外的人选担任议K:。’’

K是公正党斯里斯迪亚州议员

雪州共有56个州议席，公

聂阿兹米，聂阿兹米后来转任

正党本届大选拿下21席，行动

州行政议员，改由万宜的沙菲

党16席、土[才丨党6席及诚信党8

益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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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湘灘方嚴华
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周一下午到医院探访公正党实权领袖拿督
斯里安华，后者于本月23日晚因肩膀及背部疼痛，被送入马大
医院紧急病房治疗。安华从土耳其回国后就投诉有关部位疼痛。
副首相兼安华夫人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医生周日指安华进展良好，
预计很快会复原。
由安华支持者（DSAI

)放上Instagram的照片显

Supporters

示，探访安华者还包括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和利物
浦大学皇家医院的骨科专家西蒙弗罗斯迪医生，后者也给予一些
医疗上的意见。

Page 1 of 1

26 Jun 2018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al • Page: A24 • Printed Size: 775.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9,748.43
PR value: MYR 29,245.29 • Item ID: MY0032973827
Provided for client's internal research purposes only. May not be further copied, distributed, sold or publish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copyright owner.

Page 1 of 1

总检署撤1500万失信案

2前银行高层获释
(吉隆坡25日讯）两年前涉嫌“收

阿兹和前董事经理拿督慕斯达法阿

1500万令吉却没为首相出书

都拉萨无罪释放，

案，地庭今日宣判被控教唆罪和失
信罪的人民银行前主席丹斯里阿都

本案原定审讯，然而，来自反
贪污委员会的主控官阿夫再尼占副

在总检察署撤销控状后，他们

检察司告诉法庭，总检察署巳撤销
两人的控状《

二人在地庭获判无罪释放。

“现在有新进展，我们在6月1

f

人 新闻背 景
2016年9月7

日接获律师的陈情书，在考fi了提

涉嫌挪用巨款却没出书

R，身为大马武

装部队前参谋总长的阿都阿兹被控
教唆该银行董事经理拿督慕斯达法

典第109条文，并与刑事法典第409
条文同读。
一旦罪成，他们可判处彳、 少于2
年及最高20年监禁，以及可被罚

涉嫌失信被控上庭，但两人皆不认

款。

外候审。
根据控状，慕斯达法被控于

W此，法官马迪哈宣判50岁的
慕斯达法和67岁的阿都阿兹无罪，

i

阿都拉萨挪用1500万令吉，双双因
罪，各付40万令吉和一名担保人保

呈的事实和理据后，控方同意撤销
两名被告的控状。“

并谕令归还两名被告所缴交的40万
令吉保释金和护照。

阿都阿兹是在2016年8月30

阿都阿兹（右）及慕斯达法阿都拉萨在地庭获判无罪释放

R下午1时15分，被传召到反贪会
问话后，遭到逮捕，反贪会申请延

拿督慕斯达法档案

扣LC：达7天，直到9月5

拉华路的人民银行双塔楼，失信挪

口头保释出外，涉案的董事经理也

出生于1951年8月26日，现年67岁

用1499万1283令吉20仙的集团市

遭到逮捕。

早年在新街场皇家军人学院接受教育，于2007年

会计协会会员

出任武装部队总司令，于2年后退休

1991年-加入人民银行，担任执行员

2010年至2013年-从武装部队退休后，出任大马

2008年9月至2012年8月-出任人民银行财务总监

场行销拨款。阿都阿兹则被控在相
同时间和地点，和慕斯达法同谋犯
罪。
慕斯达法被控抵触刑事法典第

409条文，阿都阿兹被控抵触刑事法

R才获得

丹斯里阿都阿兹档案

2016年3月11日，在位于吉隆坡特

他除了涉嫌出书案，也涉嫌通
过银行系统敛财。

出生于1968年3月5日，现年50岁；澳洲会计协会及大马

驻法国大使

2009年8月至2()12年8月-担任人民银行公司秘书

莫哈末沙菲宜：慕斯达法的代表律

2013年8月1日-担任大马英雄企业公司主席

2012年9月至2013年3月-担任人民银行营运高级总经理

师是拿督卡马鲁。

2015年7月16日-受委为人民银行主席

2013年4月至今-出任人民银行董事经理

阿都阿兹的代表律师是丹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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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17区巴士总站
竣工半年未获准用证
(莎阿南25日讯）莎阿南17区巴士总站

“我们非常关注此技术问题，如今预

竣工半年，却因国家能源公司和雪州水供

计月尾或7月初将可得到认证，届时我们

公司（SYABAS)延迟提供认证，以致无
法得到地方政府发出准用证（CCC)投人
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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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市厅74官员
4.5万捐希望基金
莎阿南市政厅74名44级别以上官员，通过扣除10%开
斋节援助金，总计捐献4万5494令吉予希望基金。
阿末查哈林表示，按前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的指

还得等待承包商安装车票系统后，才能正
式启用巴士总站。”

示，凡上述级别或以上官员都会通过扣除K)%援助金，来提
供捐献，以表爱国之心。

他说，市政厅巳圈定安装车票系统承

“随援助金在26

莎阿南市K拿督阿末查哈林证实，有

包商，有关系统安装料耗时1个月，换言

关工程于今年1月初建竣后，本应可立即

之，若技术问题得以在上述时段完成，加

启用，惟因上述两个单位尚未提供认证，

上安装系统等，总车站仍得等到8月初或

莎阿南17区巴士总站竣工半年

导致总站被迫拖延至今仍未投人运作。

9月之间才能正如营运。

才能正式启用。

FI发放后，相关公务员也将从薪水内直

接扣除，以捐献给希望基金。”
目前要等得等准用证

他说，有关级别公务员人数不多，W此捐献数额也不是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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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来贤：污染问题破坏环境

现代化养猪刻不容缓
(八打灵再也25日讯）传统养猪业引发河流及空气污染问
题悬而未解，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认为目前该让谈论多时
陈奕龙
的现代化养猪场计划加以落实，以免对环境造成进一步的
破坏。
许来贤掌管雪州自然环境、绿色科技及消费人事务，他说，州内仍有一些传统畜
牧业者，如养猪业还是以家庭方式经营农场，导致猪粪流向河流，引发污染问题
来贤说，这类畜牧方式长期破坏环境，反观若落实集中养猪，
_科技化畜牧业，小 但有效过滤猪只的排便，避免破坏环境，甚
i

至能用来发电。
他表示能理解传统猪农或会担心落实现代化养猪场将加重成本甚至
倒闭，因此此计划必须周洋策划才能落实，
许来贤接受《南洋商报》专访当天上午去了一趟瓜拉冷岳巡视养猪
业，发现当地的空气弥漫异味，河流受到污染，因此认为有必要正视养
猪业课题。
他强调，现代化养猪场计划并非在其管理的事务范围，惟为免污染
情况持续，他将向负责的雪州行政议员依占哈欣反映，携手推动有关计
划。
他也说，两年前州政府有计划在东目设立一个面积达350至400英
亩的现代化养猪场计划，W “卡”在征地，包括一些马来地段，加上负
责的公司规模较小，难以处理庞大的征地工作，以致计划停滞不前。
“东S位于瓜冷县议会及雪邦市议会之间，S前两个地方政府巳在发

台湾行政院环境保

展蓝图上规划出地段，以进行养猪场计划。”

护署来访时给许来
贤送上的纪念品，

环保须从教育开始

都是纸张制成，值

环保“欲速则不达”，许来

得我国仿效。

贤认为，垃圾分类和零塑料袋

身分大转变自认责任加重

都是环保重要的一环，但要达到
理想效果，必须从教育开始。
他说，尽管雪州旱巳落实零

许来贤曾任八打灵再也南区

塑料袋，但一些商家为免失去

国会议员，如今则是加影州议

顾客，轻易给出塑料袋，一些

员及雪州行政议员，身分出现

消费者则为了方便，随手付20

了大转变，责任加重！

仙购买塑料袋，可见民众的环
“我们也常看到新闻报道，
鲸鱼被剖开后里面藏有很多塑料
袋，可见塑料袋严重破坏海底生
态。”

环保等课

题侃侃而谈。

他说，要杜绝使用塑料袋，
不是多付20仙甚至更多就能达

料袋。

为减低排碳量，许来贤也曾
能性，当时国会得到的回应是

代，作为希盟议员，当人民抛

安全及会影响摩托车制造业，而

出问题后，其责任不仅是通过

无法落实。

媒体反映或在国会上提出，而
许来贤对于爱护环境

能达到可观的节能效果。”
在国会提出探讨电动脚车的可

他坦言，先是中央改朝换

保意识有待加强。

兴建，才能获得发展准证，长远

“电动脚车在巾同很普遍，

是要想方设法地解决；至于行

没使州汽油也没噪音，排碳量是

政议员的角色，所涉及的范畴

零！况且多个地方政府都设有脚

更为仔细，需考虑周全及长

车道，所以电动脚车计划或可推
行。”

远0

到，W此他计划未来走人学

许来贤也考虑在民众环保意

他说前任雪州行政议员黄洁

他相信在节能和环保的大前

校，加强灌输学生环保意识，才

识较成熟时，把如今以20仙购

冰推行及落实了识•多有利环境

提下，我国未来5至10年，电

是上策。

买塑料袋的价格提高，这除了
让消费者在使用塑料袋时有“心

的政策，他将持续并加强，以
助打造雪州为“绿色州”。

动车、电动巴士、电动脚车等将

他建议仿效台湾使用防水纸
张，比民众如旧时代般，利用

疼”的感觉，也鼓励商家善用这

“好比目前巳有条例限制商

交通部K：陆兆福，做好相关准备

纸张打包湿物，或者自带容器

笔费用，选择较好品质的纸袋取

业楼发展计划必须以绿色概念

如饭盒等，从中逐步减少使用塑

代塑料袋。

加强警报掌握河水污染
雪州过去数年多次发生河流

闭清洗。

是人民代步工具，W此他将拜会
迎接电动交通工具的时代。

垃圾分类减政府开销
政府实施撙节运动

分一

个地方政府开始。

毫都要花得其所，许来贤认

“要全面落实垃圾分类必须

为，地方政府最小 值得花的钱

修改条例，我们希望能在落实

污染引发大制水，这是因为发

他指出，州政府可在距离滤

现污染时已太迟，滤水站必须

水站较远的上游处设立“预先警

就是垃圾处理费，W此他希望

后给予半年或一年的缓冲时

紧急关闭所致，许来贤认为只

报系统”，及早掌握河流污染情

雪州能在2020年全面落实垃圾

间，丨丨：民众适应，我们小 希望

要加强警报系统，就能避免类

况，就能避免大制水。

分类，肖然就能减少这笔开

马上强制落实或惩罚小 遵从

销。

者，这都需要时间。”

似情况重演。

他强调，设立上述系统耗费

i

i

i

他说，S前的警报系统靠近

庞大，只要州政府有资金就会

他说，目前八打灵再也市政

他表示将和负责地方政府的

滤水站的位置，W此一旦发现

率先在较常发生河水污染的地

厅、莎阿南市政厅及梳邦再也

行政议员黄思汉探讨此事，以

河水污染巳太迟，污染的水源

方，如士毛月河及冷岳河设立此

市议会具备财力及资源推动垃

便尽快在二个地方政府率先落

已不能再输出，反之要马上关

警报系统。

圾分类，因此此计划将从这二

实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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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宜

莱士雅丁指不怡当
前新闻、通讯及文化部长丹斯里莱
士雅丁敦促财政部长林冠英停止以中文
发表文告。
他认为，有官方语言

马来语版

本的文告文告已经足够。
他周一在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UKM ) 一项论坛演讲上表示，以中文
发表有关政府课题文告，是不恰当的。
「官方语言是马来语已足够了。这
(以中文发文告）是从没出现过的。」
目前是土团党党员莱士雅丁表示，
在议会议程下是只有马来语和英语允许
被使用。
询及他与候任泗岩沫杨巧双被传是
下议院议长的人选一事，莱士雅丁却不
愿多谈并拒绝回应有关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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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快拍

莎阿南

州议员遭盗名收租
雪州行政议员兼斯里沙登州议员西蒂玛丽亚扬
言，将对滥用其名义收取营业地租金的人士，采取严厉
行动！
社交网站早前流传一则投诉，指有人使用西蒂玛
丽亚的姓名，向注册在蒲种柏迈国能下的商家及二手车
行业者，征收租金。「我在此澄清，我不曾发布信函准
许有关行为，因为那是违法的；商家无须向任何单位缴
付相关租金。」
她强调，执法单位还未计划要求贩商搬迁。无论
如何，若日后地主或是有关当局有意收地或是要求商家
搬迁，那么贩商们也必须遵守法律。她也呼吁，若民众
商家发现有人盗用其名字，可即刻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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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哥打答鲁、芙蓉25
日讯|雪州56名州议员将于明日
(周二）举行州议员宣誓就职典

雪州议员今宣誓正式推选议长

至于由希盟执政的森州州政
府，36名州议员，包括行动党11
人、公正党6人、诚信党3人、巫
统15人和国大党1人，则预料会

礼，而吉兰丹州45名州议员则预

丁表示，雪州新届州立法议会将

会正式推选出雪州正副议长的人

计会在本月28日（周四）举行宣

在周二召开，但只会特别专注州

选，有关职位人选备受关注。

誓就职，至于森州36名州议员，

议员宣誓就职礼。宣誓就职礼必

即将在明日宣誓的雪州56名

兰丹州，45名州议员包括37人来

举行宣誓就职，并同步举行正副

则预料会在7月2日（周一）举行

须尽快举行，方能继续其他会议

州议员，包括希盟阵营的公正党

自伊党和8人来自国阵，也预料会

议长的宣誓就职。如无意外，诚

宣誓就职。

议程及辩论。

21人、行动党16人、诚信党8人

在来临的周四举行宣誓就职。当

信党森州主席祖基菲里将受委州g

和土团党6人；其他中选政党包括

天也会推选出议长和副议长。

议长。（401 )

新科上任的雪州大臣阿米鲁

据悉，明日雪州州议会也

伊党1人和巫统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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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伊党继续执政的吉

在7月2日召开的特别州议会上，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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彳乂正党实杈领袖拿督斯里安华因肩膀及背部疼痛，周
^六晚被紧急送入马大医疗中心接受治疗后，目前情
况已好转。
公务繁忙的首相敦马哈迪（左）周一到马大医疗中
心探望安华，陪同在侧的是副首相兼安华夫人旺阿兹莎

(中）。

Page 1 of 2

安华早前在推特推文感谢马大医院和医疗团队的治
疗，也谢谢所有关心他的人士，并表示病情已好转。
安华自5月16日获特赦释放后，即马不停蹄地展开连
串活动，包括到全囯走透透及出访外囯等，而上周六才
出访土耳其回国。
»洋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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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慵好转安I赛庙谢关心
吉隆坡25日讯|公正党实杈领袖拿督斯安
华表示，经过在马大医药中心（UMMC)密切
治疗之后，其情况已经有好转。
安华今早在推特推文表示，

分，在其推特上载一张探望留院

感谢马大医院和医疗团队所提供

治疗的安华，在场者还包括旺阿

的医疗，也谢谢所有关心和问候

兹莎。

他的人士。

「谢谢你们的祈祷和祝
福0 j
副首相兼安华夫人拿督斯里

阿米鲁丁也在推特写道：

「到马大医药中心探望安华，他
正在休养，旺阿兹莎陪伴在侧。
祈求拿督斯里安华早曰康复。」

旺阿兹莎今早在出席活动后也透
露，丈夫安华健康状况良好。

背肩旧患疼痛

「自他（安华）入院接受医
疗团队的治疗后，他已经好很多

也是现任经济事务部长的

了，我们很感激。不过，他还要

拿督斯里阿兹敏则于今早探望安

做进一步的检查。」

华，他在下午1时推特上载一张

她说，安华从监狱和医院

与卧病在床的安华及安华两女儿

及右肩后，右肩时常出现疼痛情

权后，获得国家元首特赦，重获

出来后，一直都没有好好休息。

的合照，并写道：「上苍保佑，

也指出，安华在入院后，医生严

况，令其情况加剧。同年11月，

自由，当时他是在蕉赖康复中心

「他需要好好休息。」

更健康与快乐。」

密观察他的情况，情况已好转，

他曾在吉隆坡中央医院接受右肩

留医，并从蕉赖康复中心获释离

但基于安华目前必须接受一系列

手术。

开0

此外，现任雪州大臣阿米

安华周六从土耳其返回国

安华家人在昨日发出文告中

鲁丁和前任雪大臣拿督斯里阿兹

后，投诉背部和肩膀旧患疼痛，

治疗及观察，因此医生也劝告家

敏阿里今天分别前往马大医药中

无法移动，其家人于晚上召来救

人谢绝访客前来探望。

心，探望安华。

护车，将他紧急送往马大医药中

据阿米鲁丁今早约1 1时30

心治疗。

早前因肛交案罪成入狱的安

获得特赦的安华在重获自由

华，在服刑期间也曾多次因背部

之后’活动不断，除了在全国走

一直备受背脊问题困扰的安

旧患问题而入院治疗。安华于今

透透，会见基层、觐见王室统治

华，在去年9月22日发生车祸伤

年5月16日，在希盟取得中央政

者之外，也曾到多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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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试噴番系有机喷雾天藿蚊
怡保25日讯霹雳州行政议员西华尼申指出，霹州政府将在曼绒或近打县
区物色一个地点，试验性喷射有机蚊雾, 若证实有良好效果，将向卫生部提呈
使用有机蚊雾，杜绝黑斑蚊滋长。
他表示，过去50年来，前

以被根除，因此本地有一家生

朝地方政府所使用的蚊雾含有

产有机蚊雾的公司向州政府推

柴油和药物成分，危及喷射人

荐其零化学成分，并萃取自香

员和公众的健康，且只能在户

茅成分的产品。」

外使用。

媒体发表谈话。
出席者包括州行政议员阿
都阿兹巴里。

3295宗病例降低了 64%

而死

亡人数也由6人降至3人。
他指出1发生最多病例的

西华尼申续说，有关产品

地区是曼级（379宗)‘其次是
近打（356宗），第三是下霹雳

西华尼申周一与该家有机

以安全、有效、低成本和环保

「由于长期使用同样蚊

蚊雾的公司、怡保市政厅、霹

为概念，目前在印度，也是使

(1 26宗)；最少病例的县区

雾，导致黑斑蚊对之免疫，难

州卫生局代表召开会议后，对

用类似成分的蚊雾。

是慕亚林（10宗），至于半城

「惟基于卫生部已向喷

乡地区病例也不高，即上霹雳

雾公司公开招标，因此不能向

(28宗)和中霹雳（15宗）。

该部建议使用该产品，卫生局

他表示，一般上新兴住宅

将物色一个未曾使用蚊雾的黑

区比旧住宅区少病例，毕竟沟

区，以便试验该产品效能。』

渠较干净，此外一些病例是来
自外地，例如病人在雪州患上

蚊症病例降64%

骨痛热症“不过在抬保投报病
例。

西华尼申透露将在曼绒或近打县物色一个地区，试验性喷

另外，他指目前州内共有

他也说，根据世界卫生组

5个骨痛热症黑区，在今年5月

织的数据，在2010年，全世界

18曰至19日发生数宗病例，即

共有230万宗骨痛热症病例，

近打县的巴里花园（2宗）、甘

2015年增至350万宗。

榜玛拉弯英达（11宗）、曼绒

针对打彳n —群柚农投诉面

县的新雅荅鲁花园（2宗）、莫

对被驱赶命运，他表示将代农

珍歪大街（9宗）及巴登巴冷的

民将问题带入周三召开的州行

蒂沙达迈花园（4宗）。

政议员讨论以外，同时也会在

他透露，今年至5月19日

周四上午11时亲自率相关农民

射有机蛟雾，测试其效能，若可行，将向卫生部建议使用

为止，霹州所累积的骨痛热症

拜会霹州务大臣，确保州内所

有机蚊雾。

病例共1197宗，比去年同时期

有农民不被驱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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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调査越明福之死
陈锦松
•教育工作者
时事评论员

质正皓然
若现在还是当时的同
一个政府国阵，这个谜团
恐怕会一直成为悬案。莫
名其妙死在反贪会，竟然

\丨/一个国家管理体制准备尊重每一个无

他的死亡，历经九年光景，还是不断引起

辜的生命，这个国家才可能看到「人

社会广泛的议论与关切。九年来，痛苦、无

权」。当国家机器「被质疑」滥用权力置一

奈、沮丧、等待一直缠绕其家属，但他们没

个人于死地，是因为要掩盖「不道德」，这

有放弃，没有气馁，一直努力在寻找真相，

个冤屈必须获得伸张，以彰显国家展现法治

但结果都是令人失望，前朝政府信誓旦旦要

的精神价值体系及对每个生命的最高尊重。

找出真凶，显然都是「空头支票」。

9年前的2009年7月16日，一位30岁没

但等待了九年，终于等到了一个新政

有犯罪记录的有为青年，活生生的在雪州

府，唯有等待新政府，真相才有机会被彻底

反贪污委员会以「证人」身份被叫去问话，

的再次「抽丝剥茧」，真可谓情何以堪。预

事关选区拨款的问题，这是一件「很小的事

计新政府不会包庇、护短及掩盖犯罪者，赵

情」，常理判断，没有理由他需要为此「寻

明福之死或有机会真相大白。

死J。但隔天下午这个青年却无端端离奇卧
尸于反贪会5楼阳台，推断是从雪州反贪会

没有当作「重案」严查严

14楼坠落。这个悲剧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能解

办，竟然对一个人的死可

开其死亡的根源与道理。

以如此「轻描淡写」。

9年冤案待昭雪
还有就是反贪会解释赵明福在经过审问

《名家》版《八方论见》
唯不设稿费。
来稿请附真实姓名与联系
方式，并以电脑打字，电邮至

opinion@orientaldaily.com.my
予本报言论互动组编辑。本版
谢绝一稿多投，亦不做任何私
人回复。

「还赵家一个公道」说来容易，但当时政治
的介入、司法的缺席、媒体的冷待，使这个悬案

原本将于当年的7月17日与未婚妻苏淑慧注册

的真相似乎遥不可及。没有早期行动党的积极，

结婚，即是证实其死亡的隔天。赵生前也知

没有公民社会的契而不舍，赵家一个无权无势的

道未婚妻已怀孕2个月。无法理解的是，他怎

家庭有能力抗衡一个专断政权的「无情」吗？

么会因为只是去做「证人」，就不告而别，

如果被释放1为何他的个人物品包括手机等

匆匆选择自杀？更大的疑点还有他难道会为

没有被归还，还扣押在反贪会里？太多的谜

了区区2400令吉选区拨款一事而自绝生命。

被自杀、他杀还是谋杀？

栏目，供各界人士发表意见，

在质疑赵明辐死亡原因的各项猜测与推
断中，其中最令人悲痛及深刻的还是赵明福

后的隔天凌晨3时45分就被释放，但问题是

团留到今天，许多人一再追问：他是自杀、

八方论见征稿

「政治化」合理化一切

当时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认为，反

一并还司法公道
2010年8月备受嘱目的赵明福验尸庭审讯1

贪污委员会选择性地调查，忽视巴生港口自

拥有25年刑事案法医经验的泰国著名法医普缇坚

若现在还是当时的同一^|~政府国阵，这

由区、前雪州州务大臣基尔多益涉及贪腐的

持她首次供证时所提出的推断，即赵明福坠楼时

个谜团恐怕会一直成为悬案。莫名其妙死在

「基宫」等大案件，而专注一项2400令吉的

并非清醒，而且不是死于自杀。普缇也坚称，赵

反贪会，竟然没有当作「重案」严查严办，

拨款案件，显示有政治的因素。时任民政党

明福颈部伤痕是坠楼前的伤势。

竟然对一个人的死可以如此「轻描淡写」。

全国副主席的马袖强还不忘谴责企图政治化

这些证据，早就应该立即受到政府的重视

幸运的是，历史给了一"机会，本届大

或种族化赵明福命案的团体，与时任首相纳

与钜细靡遗的调查，不可挂一漏万。但当时政府

选，一个一党独大的腐败政权被推翻了。新

吉同一口径，纳吉早前提醒林吉祥不要将此

却更有兴趣去质疑这位在泰国家喻户晓，享有盛

政府的诞生，这个政府承诺的廉洁、公正与

案政治化。「政治化」形同是当时政府合理

名的法医资格。

改革是其获得拥戴与支持的基础。现在正是

化一切不当行为的最佳借口，而国阵成员党

它展示与前朝政府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冤

竟然也同声同气，跟著起舞。

希望新政府，能够排除万难，让赵明福冤
死的真相能够逐步还原。司法的独立运作，不应

死案」是否能够在新政府有力的追根究底下

新政府体制下的现任财政部长及行动党

受外界干扰。事实上还赵明福一个公道也等于还

获得还原事实与真相？给死者一个公道，给

秘书长林冠英6月20日透露内阁会议同意重

马来西亚司法一个公道，证明我们国家不会纵容

「犯罪者」知道法网难逃。

查赵明福命案。他重申：「行动党要求重新

一个人无端端死在政府机构内，而司法却无所作

调查及确认赵明福的死因，以便当局能采取

或草草了事。公道不是留在嘴巴说说，更是看到

行动，还赵家一个公道。」

行动力。赵明福沉冤待雪，但愿不会遥遥无期。

这个青年是众人皆知的赵明福’生肖U是
行动党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的政治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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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星元首躕闻霣近IR宣蓄
八打炅再也25日讯首相敦马哈迪证实，
新一批内阁名单已敲定及呈予国家元首，因此
新阁员将在近期宣誓。
他说，内阁成员名单已经最

选，询问他们是否接受我委任的

后敲定，阁员也将在近期进行宣

职务，而奇怪的是，都没有什么

誓仪式，惟他并没有透露宣誓的

反对。j

确切曰期，仅表示等待国家元首

-些人觉得我应该委任
某人，但我当我表明已有人选填

的时间。
询及何时将公布内阁名单
时，敦马哈迪则说，「在他们宣
誓过后。」

补有关职务之后，他们也没有反
对，他们都接受。」
预料敦马哈迪的内阁会有28

敦马哈迪在接受《亚洲新闻
台》访问时否认，希盟因第二批

名部长，目前已有13名部长宣誓
就任。

内阁名单而起内讧，并表示他已

现有的13名部长包括，副首

将新一批内阁名单呈予国家元首

相旺阿兹莎兼任妇女及家庭发展

苏丹莫哈末五世。

部长、内政部长丹斯里慕尤丁、

他指出，他已向国家元首提
呈了新一批的内阁名单。

财政部长林冠英、国防部长末沙
布、教育部长马智礼、经济事务
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乡区

否认希盟内讧

发展部长丽娜、房屋及地方政府
部长祖莱达、又通部长陆兆福、

敦马哈迪（前排中）周一主持土著团结党最高理事会议后宣布，土团党将东渡砂州。前排左为

针对希盟出现内讧，敦马哈

通讯及多媒体部长哥宾星、人力

暴尤丁。

迪说：「这并不正确。新一轮的

资源部长古拉、农业及农基工业

内阁名单已拟好了，我已提呈给

部长沙拉胡丁和卫生部长祖基菲

国家元首。」

里阿末。

土团党考虑东渡砂州不会插手进沙巴

孚女马哈迪之肖 」表7F‘将在开

早前，本报探悉，即将公布

八打灵再也25日讯| 土著团

斋节时公布完整的内阁名单，但

第二批内阁名单中，柔州行动党

结党会长敦马哈迪指出，该党正

新一批内阁阵容却迟迟未公布。

1

路曼-

-

不是最后决定，该党会进一步作
出讨论。

「我们看到很多巫统普通党
员要加入土团党，如果他们支持

料会获分配一名部长和2名副部

考虑扩展至砂拉越州，惟他表示

自509大选后，首相敦马哈

长名额，其中，荅吉里国会议员

该党不会进入沙巴。

迪在5月18日公布的第一批内阁

杨美盈料受委为能源、科技及环

他今日主持土著团结党最

部长名单，只有13名部长，而一

境部长；而刘镇东或受委为上议

高理事会议后说，希望联盟四党

他认为，砂州方面，全部

他也说，土团党最高理事会

些重要部门，如外交部长的空缺

员，出任副部长，以及张念群料

中，只有土著团结党没有在砂拉

(州执政党）已脱离国阵自组联

还未讨论，是否接受玻州巫统主

尚未填补。

会出任教育部副部长。

越设立党部，因此该党考虑「东

盟，当公正党、行动党和诚信党

席拿督斯里沙希旦胞弟依斯迈卡

渡」砂州。

进驻那边，土团党也应该进入。

欣，以及荅眼色海国会议员诺阿

敦马哈迪指出，尽管希盟各

此外，也有消息指出入阁的

希盟可以加入土团党，但我们会

慎选欲入党跳槽者

筛选欲入党的巫统领袖和国会议
员。J:

成员党提呈了他们推荐的名单，

领袖，还包括行动党士布爹国会

「但我们不会进入沙巴，因

但他遴选了一些名单以外的人

议员郭素沁、万宜国会议员王建

为沙巴已经有我们的友党，民兴

意跳槽至土著团结党，马哈迪说，

选0

民、公正党总秘书赛夫丁、诚信

党在那里。」

若巫统普通党员要加盟就没有问

党将会在7月6日于霹雳武吉美拉

题，但会仔细遴选欲入党的领袖。

举办全国开斋节开放门户活动。

「我召见这些正副部长人

党副主席拿督慕加希等。

不过，马哈迪也强调，这还

针对多名巫统基层和领袖有

兹米加入土团党。
此外，马哈迪也补充，土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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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数度展延竣工期的灵市旧区巴士总站在今年4月举行开幕仪式，惟至今迟迟未能启用，对公众引起不便

不曾見過巴士總站開門

報道•伍思薇攝影•黃冰冰

羅亞桃（75歲，居民）
(八打灵再也25日讯）八打灵再也旧区商

“灵市旧区巴士总站的重建工程历时多年终于完成 但
至今还未启用，大家也不了解其中原因。
我听附近报贩及居民说，灵市政厅官员在巴士总站进行2
次开幕仪式，但大家等了很久都不曾见过巴士总站开门s
我们依然在距离巴士总站不远处的兴业银行(RHB
Bank)前，以及巴士总站对面候车，而大部分巴士也没有驶
人巴士总站里停车。”

民不满该区的巴士总站于今年4月竣工和举行
开幕仪式后，至今迟迟未启用！
尽管灵市旧区巴士总站在4月13及17日分别进行
了移交仪式与开幕仪式，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工程组官
员也称随后将启用该巴士总站，不过，《大都会》社
区报记者今日走访灵市旧区巴士总站时，发现该巴士
总站大门深锁，从外往内察看，底层大厅布满灰尘，
似乎未曾有人清理过。

不應“開幕”欺騙居民

居民蹲坐阶梯等巴士

徐先生（43歲，靈市舊區業者）
“我在今年4月于报章上看见许多官员在灵市旧区巴士总
站举行开幕仪式，以及巴士总站将启用的消息，然而至今已过
了两个月，仍然毫无消息，让我有受骗上当的感觉。
我认为，市政厅若没有打算启用巴士总站，就不应该如此
欺骗灵市居民，让那些经常搭巴士的居民空欢喜•场。
从外观看，除了行人天桥的手扶梯还未完工，巴士总站的
其他设施_ •切已完善，不能启用的原因不仅让人感到不解，也
让我们不禁怀疑当中有舞弊行为》”

受访的民众异口同声表示，灵市政厅迟迟没有
启用巴士总站，让大家深感不便，部分民众只能在巴
士总站外或蹲或坐在阶梯上等候巴士。
他们也认为，灵市政厅应在巴十总站张贴通
告，让大众知道巴士总站的启用日期，同时安排好巴
士停候的地点。
据悉，该巴士总站备有多项设施，如巴士停车
场具有巴士泊车位、4个巴士停等格及2个巴士载客
格。底层有大厅、通往男女与残障人士厕所的电梯、
售票处、警岗、24小时便利店及可容纳50人的冷气候
车室。1楼则有16个至少144平方公尺的店铺。
当时，当局为了提升该区的公共交通质量及舒
适度而重建巴士总站，希望民众可将公共交通作为主
要交通工具来代步。

遲遲未啟用無法理解
卡瑪魯丁（47歲，德士司機）

应擁m丨丨丨丨邛i
•

巴士總站已啟用
八打灵再也市议员温宗龙透露，据他向
义灵市政厅相关单位了解，灵市旧区巴
士总站在移交与开幕仪式完成后，就已开始启
用，惟总站里的小贩与便利商店仍未进驻与营
业，
他补充，他将继续向相关单位反映巴士总
站情况，包括大门深锁、民众在外候车及巴士
路过巴士总站未停车等问题。

y

):•

他们“

•据悉，目前只有八打灵也城市巴士驶入灵市
旧区巴士总站载客，欲乘搭Rapid KL巴士的
民众只能到附近的银行前等候巴士。

停車位被附近工作民眾停滿
1=3管灵市旧区巴士总站未启用，但巴士总
7
二>站旁的停车位已被附近工作或前往银行
办公的民众车辆停满。
据记者观察，该区的巴士没有准时抵达巴
士总站，且只有免费的八打灵再也城市巴士（ PJ
City Bus )驶入巴士总站让民众上下车，而Rapid

...

“我每日在灵市旧区巴士总站旁载客。尽管我亲眼目睹八
打灵再也市政厅官员于两个月前在这里举行2次开幕仪式，但
我无法理解巴士总站为何至今无法启用。
由于四周大门全都锁上，民众无法进去坐着等巴士，加上
没有清洁人员打
扫，里面的椅子及
地面全都是灰尘。
巴士总站四
周并未张贴任何文
告解释，或通知启
用的日期，因此尽
管许多顾客不断问
我，我也无法回答

KL巴士则停在距离该巴士总站不远处的兴业银行
(RHB Bank )前。
此外，记者也发现，还未竣工的手扶梯提升
工程也没动工迹象。民众在提升工程进行期间，
只能小心地越过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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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巾議員大換血

G

火痛 新人
•伍醒罱_

u

:

報道•謝仲洋

•黄智茉

•严玉梅（原任市议员）
« ~f 一 S v
届的标准下，预料得暂时“到届下车”。”

•陈如坚（原任市议员>

行動黨巴生市議員
9名預測人選

在选区划分前，圣淘沙州席（前为哥打阿南沙州席）
属巴生国席，时任州议员甘纳巴迪劳获2名市议员配额，
而巴生国席同样有2个配额。至于从双溪槟榔易名后的巴
生新城州席则有4个配额；班达马兰州席1个。在25名巴生
市议员中，行动党获9个名额。

9

原任市议员。

梁德志争取市议员配额至3人

3.黄智荣

邱宜达李富豪料“到届下车”

随着选区划分后，班达马兰州选区范围扩大，并吸纳
前哥打阿南沙的部分选区，州议员梁德志极力争取把市议
员配额增至3人，其推荐的其中一名印裔新人亚伦，其实
也是甘纳巴迪劳的人选。他将负责“领养”南区和巴生老
街区的“印度街”；两名华裔新人吕精伟和谢秀则为梁德
志人马。
吕精伟是一名在巴生池隆花园自设诊所的家庭医生，
从医资历有近30年，党职为班达马兰北区（前身是哥打阿
南沙）联合支部主席兼行动党巴生国会联委会财政；谢秀
党职是巴生港口大路支部秘书。

(巴生25日讯）随着选区重划使巴生1国3州选
区版图更动，加上班达马兰区州议员在本届大选换
人当，行动党在巴生市议会的9名新届市议员大换
血，将迎来6名（占三分之二）新人，其余3人则属

《大都会》社区报记者探悉，新任市议员包括6名
华裔和3名印裔，当中各有1名华印裔是使用非政府组织
(NGO)配额获委；获连任的陈如坚以巴生海南会馆名额
出任；普士拔（Pushpa )则以印裔非政府组织配额受委。
这9名新届市议员，是分别来自巴生新城州席、班达
马兰州席及巴生国席的各3人。原任市议员邱宜达（双溪
模榔州席）和李富豪（班达马兰州席）由于任期已满2届
4年，因此在州政府于2013年制定县市议员任期不宜超过2

巴生新城
(由州议员邓章钦推荐）

1.严玉梅（原任）
2.陈如坚（原任）

Q

班达马兰
(由州议员梁德志推荐）

4.吕精伟
5.谢秀
6.亚伦（Aaron )

|•巴生国会
la (由国会议员查尔斯推荐）

伍醒罱
8.纳兰（原任）

9.普士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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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民當老辑

盼開拓文創文化活動
梁玉仁（50岁，巴生乌托邦音乐咖啡馆业者）
“我和商业夥伴吴柏延（39岁）希望，无论是市议会、
州或联邦政府都可帮忙推广巴生旅游业，只有把人潮带来巴
生，本地中小企业才有生意做。
巴生市议会两年前曾办过游船河活动，但之后停止了。
我觉得如果做足宣传功夫，这项活动可继续办下去，也能与
一些团体如巴生河文化遗产俱乐部配合。
市议会韩沙礼堂后有一道战前隧道，我曾向市议员传达
开放该隧道意愿以吸引游客，当局也有意这么做，但鉴于隧
道结构陈旧，因此需专家鉴定后才能做决定。
我期待联邦及雪州政府能协助开拓更多文创与文化活
动，不要只是办一次性的大型盛会，若能定期每月办一些小
型活动凝聚人潮，最好不过。经商方面，政府可改进一些繁
文缛节，如以开明态度处理申请酒牌店家。”

新人黃智榮或出線

另:

-边厢，巴生新城
州议员拿督邓章钦
推荐的配额从4人减至3人，
使他在维持推荐两名原任市
议员严玉梅和陈如坚的同
时，仅剩下一名空缺，或从
新人黄智荣和原任市议员朱
德恭之间二选一 o
据早前新闻报道，邓章
钦证实，推荐的人选为两名
原任和一名新人，这意味着
黄智荣出线机会极大。但也
有消息指出，黄智荣至今未

获呈交履历给推荐者，不排
除最后一分钟出现变卦。
巴生区国会议员查尔斯
争取到3名市议员配额，从过
去的2人增至3人，推荐人选
是2名印裔，包括已连任9年
的纳兰和1名华裔新人伍醒
罱。
无论如何，市议员推荐
名单有待本周三行政议会通
过后，新届县市议员才能在
7月1日各自向市议会宣誓就
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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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被指挪用雪樂齡基金

郭素沁訴嘉馬誹謗10月審
(吉隆坡25日讯）行动
党副主席郭素沁因不满被指
擅自挪用雪州乐龄亲善基金
(SMUE )款项，而起诉红
衫军领袖拿督斯里嘉马诽谤
-案将于10月8日开审播
承审本案的局庭司法专
员拿督万阿末法立原于今日
开审本案，不过，碍于嘉马
迄今下落不明，其代表律师
也无法获得进一步的指示，
所以案件被迫再度展延到10
月8至10日审讯。
此外，高庭择订案件于

7月23日再度过堂 以了解
案情的进展。
郭素沁是在2017年4月5
日人禀高庭起诉嘉马诽谤索
偿100万令吉。她在诉状中
说，嘉马在2017年3月8日召
开新闻发布会指控她滥权及
挪用SMUE的200万令吉，并
把新闻发布会的视频上载到
个人脸书及优管。
除了向嘉马索取普通赔
偿、严重性赔偿和惩戒性赔
偿外，郭素沁也要求高庭发
出禁令，禁止嘉马或其代表

进一步发表或蓄意向平面
或电子媒体发表类似的诽
谤性言论》
嘉马曾于2017年3月16
日向雪州反贪污委员会举
报郭素沁擅自挪用SMUE款
项，反贪会于同年3月31日
早上11时前往郭素沁的士布
爹区服务中心，收集该基
金会由2008年至今的所有文
件，其中包括付款凭证、银
行对账单、现金簿及其他相
关文件。
乐龄亲善计划基金是
-项由雪兰莪州政府推出的
福利计划，设立的目的是要
给予逝世的雪州子民家属援
助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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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賢與能
还有仅仅4天，就是雪州县市议员与村长任期届满
想必希盟四政党已谈妥大部分的配额，各地区的人民
也期盼有一份真正能“以民为本”的名单出炉。
日，

雪州县市议员与村长的遴选，应以他们过去的表现
为基准，而不是为满足四政党委派所属意的人选，或安插
“自己人”来巩固本身的势力！>:
当前，不少县市议员已纷纷表态，有者以“已连任多
届”、弃政从商及个人理由而选择不再续任。
雪州有12个地方政府，县市议员名额共有288个，在
僧多粥少情况下，难免会出现“顺得哥来失嫂意”情况，
因此是否能继续受委，则要看各人的造化，或胥视他们平
时的表现是否达标。
一些新村地区，除了有村长之外，也有县市议员，因
此村民在遇到各种民生问题时，除了可向村长投诉，也可
以向县市议员投诉，享受“齐人之福”。
然而，在接访线上，我也遇过村长与市议员不咬弦的
越检情况，因此，希望新届的县市议员与村长委任及他们
负责领养的地区能有调动，以尽量避开这些不必要的人事
冲突和矛盾问题，以免“殃及”村民或纳税人。
虽然雪州政府从民联到今天的希盟，没有出现“变
天”，但以希盟政府一贯的作风来看，相信7月1日起受委
或继任的县市议员都会出现大量新血，并确保尽量做到
30%女性参政配额。
值得一提的是，与过去有别的是，巴生县
的吉胆岛、班达马兰新村和瓜冷县的仁嘉隆3个
新村不再进行村长直选，这不仅是国家当前面
对巨额国债之际的最明智措施，也避免劳民伤
财。
衷心希望第三次执政的雪州希盟政府，
能真正做到选贤与能，以不辜负人民的委托
.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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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水供公司未發准證_ _ _

.

沙翻B士總站展延啓用
(沙亚南25日讯）沙亚南

I -

第17区巴士总站于今年初竣
工，惟国能及雪州水供公司
迟迟未发出使用准证，导致
沙亚南市政厅无法批准发出

_

让巴士总站延缓启用。
沙亚南市长拿督阿末扎哈林
今午主持沙亚南市政厅常月会议
后，召开新闻发布会时指出，沙
亚南第17区巴士总站建筑工程已
在今年初就完工，不过国能及雪
州水供公司因技术问题，-直还
没有发出准证，所以市政厅还不
能发出完工及落成准证。

料8月中或9月初启用

翻ft

F

完工及落成准证（CCC )，

---- -

I

UI •

‘

N

R

,

•由于国能和雪州水供公司还未发出使用准证
厅无法批准发出完工及落成准证（CCC )�

亞南市政廳捐希望基金逾4萬

配

t合州政府日前宣布雪
他说，市政厅已持续跟进此
•州所有G44级别或以上
事，预料7月初能就解决此事，但
基于过后将安装综合售票系统， 的的公务员，今年所得到的_个
月开斋节花红将自动扣除10%捐
还需要1个月半时间。
他披露，市政厅估计巴士 献给财政部“希望基金” -事，

总站于8月中或9月初就用正式启
用。
“综合售票系统安装计划已
经投标，待完工及落成准证发出
后，就能安装。”

—

阿末扎哈林表示，沙亚南市政厅
已于上周五将扣除后的10%花红
“转账”给希望基金，总计4万
5494令吉《
他说，拥有G44级别或以上

的市政厅公务员共有74人，每人
今年所得到的开斋节花红都扣除
10%作为捐献给希望基金。
另外，阿末扎哈林表示，现
有市议员将在6月30日届满，预
料新一批市议员将在7月中获委
任。
他希望，新一批市议员能延
续过去旧市议员的努力，给予市
政厅充分配合。

1
S

嘴

.阿末扎哈林：
沙亚南市政厅共
捐出4万5494令吉
给希望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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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亞南大道柏西蘭格華芝班
報道•俞嘵雯攝影•譚湘璇
(首邦市25日讯）尽管沙亚南大道的
柏西兰格华芝班交通枢纽已从6月9日起改
道，以野缓柏西兰格华芝班的交通阻塞问
题，惟仍需时间观察，以再做出改善。

仍需观察高峰时段交通
《大都会》记者于今早巡视柏西兰格华芝
班交通枢纽的交通情况时发现，虽然今天适逢
开学日的第一天，车流量增加，但该路段的交
通还在受控范围，现场也有交警驻守及指挥交
通°
沙亚南大道的柏西兰格华芝班交通枢纽于6
月9日起，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改道，以纾缓柏西
兰格华芝班的交通阻塞问题。惟早前因遇上学
校假期，当局无法准确测试高峰时段的交通状
况。

•改道期间，驾驶人士禁止在柏西兰格华芝班右转至沙亚南大道（往吉隆坡方向），轻型车辆可在3K
广场前U转，再左转至沙亚南大道；重型车辆则必须在沙亚南大道的高架天桥（靠近SS19区）进行U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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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受访民众表示，早前改道时间遇
到学校假期，因此还未感受到改道后的路况，
惟部分民众却认为有关改道已有效纾缓该区交
通。
此外，梳邦再也市议会工程部副主任阿里
夫丁表示，沙亚南大道和柏西兰格华芝班交通
枢纽的交通在控制的范围内，惟梳邦机场方向
则出现塞车，并需再观察。
交警在改道现场指挥，确保交通顺畅

k

謝有堅：關交通燈有效紆緩阻塞

梳

邦再也市议员谢有坚表示，他接获该区民众的
.投诉，指高峰广场与大门广场前的柏西兰格华
芝班路段十分阻塞，严重时会出现长达4公里的车龙。
“市议会关闭柏西兰格华芝班右转至沙亚南大道

(往吉隆坡方向）的交通灯后，驾驶人士必须行驶至3K
广场前U转，或左转至沙亚南大道的高架天桥U转。虽然
驾驶人士须多行驶数公里和进行U转，但却能纾缓交通枢
纽的交通阻塞问题，这是必须做出的牺牲。”

•市议会于改道期间，在电子布告
版上播放改道通告及路线图。

黃美詩：需時觀察改善
邦市州议员黄美诗周
-早上也与梳邦再也
市议员到该路段巡视路况。
她表示，柏西兰格华芝班改
道计划还需时间观察，市议会会
在试跑期间获取更准确的数据，
做更详细的交通计划来纾缓交
通。
“我们已经与沙亚南大道
公司接洽，对方也愿意配合提供
数据及摄像记录，看要如何更进
-步做出改善，让交通更加完

她指出，今天是学校假期
后的开学日，车流量增加，另外
也需关注不同高峰时段的交通情
况：她也发现还有部分驾驶人士
还不习惯改道后的路况，需时间
适应新方向。
“试跑期间，我们会委派交
警和观察员在不同的高峰时段做
出观察，以便能更全面改善该区
的交通，比如说衔接路段交通灯
的等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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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八打灵
“我认为该改
道计划有效纾缓该
区的交通情况，以
往我们还未出到大
路，就已经开始塞
车o
改道后，如今
的交通比较顺畅，
因此我认为这项改
道计划可行。”

再也方向过来上班发
30 现，改道后，这区的
歲交通没那么拥挤，也
， 比往常顺畅许多。
面
我曾试过在交通
包灯处等候绿灯3次都
店还未能向前行驶；随
員着改道后，如今已能
工够顺畅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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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适逢学校
假期，因此我还未能
感受到改道后所带来
的改变，并需要多-"
些时间去观察。
同时，由于市
议会在路旁设置指示
牌和委派交警维持秩
序，所以不会感觉混
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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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盞路燈失靈4個月
布特拉柏邁路

梳邦市會月內修復

(沙登25日讯）布特拉柏迈路其中20
盏路灯失灵近4个月，惟碍于未能厘清有
关路灯的负责单位，以致迟迟未获修理，
经过多方协商之下，梳邦再也市议会将在
-个月内负责完成修复工作。
有关路灯失灵的路段是介于沙登大
学岭至史里肯邦安商业城（PSK )的交界
处，大约500公尺的路段。
该路段在过去4个月以来，在路灯无
法正常操作之下，周围环境陷人一片昏
暗。

欧阳捍华：电缆问题致失灵
行动党史里肯邦安州议员欧阳捍华指
出，位于联邦公路的有关路灯相信是因电
缆问题而失灵，他在过去这4个月内与公

共工程局、捷运第二路线及梳邦再也市议
会交涉，但却没有-个单位表明是负责修
理这些路灯^
欧阳捍华今午邀请各方代表前来协商
解决方案，所获取的结论是涉及的范围属
梳邦再也市议会的管辖区域，因此当局必
须在-•个月内完成修理工作。
他说，布特拉柏迈路旁的范围目前正
进行捷运工程，而捷运公司将在沙登商业
城外的布特拉柏迈路增加一条车道，惟公
共工程局必须事先把有关路段的管理权交
给捷运公司。
“因此，现在是先要由市议会在个月内修理好路灯及将之移交给公共工程
局；公共工程局之后再把有关路段和路灯
二路线°
“

他说，根据资料显示，路灯是
市议会安装，但是管理权不知道归
谁，惟他希望通过今次多方会谈能
够-•劳永逸解决路灯故障问题，同
时也不要产生太多纷争。
出席者包括梳邦再也市议员王
诗棋。

灯故障与管理权的解决方案。右一是王诗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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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車丢空地惹蚊蟲
溪毛糯工业园毗邻的
商业区TSB 10路，有
-块空地遭人丢弃废置的车辆fi
我看到该地点有一个大型的车
厂，但不确定是不是车厂在拆除所需
零件后，将毫无价值的汽车残骸丢在
空旷地带。
我们担忧这些有碍观瞻的废车在

陳順達（居民）投訴

日晒雨淋下，会导致蚊虫滋长，并衍
生骨痛热症问题。
这一带靠近哥打白沙罗，是外劳
聚居的社区，环境卫生问题长期受到
忽略和漠视，希望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能密切关注，不要等到有人患上骨痛_
热症后才来亡_羊补牢。”

可聯絡靈市廳投訴熱線
《大都会》社区报提醒读者，
当遇到相关问题时，可联络八打灵
再也市政厅24小时投诉热线（037954 2020 )或发送电邮至
aduan@mbpj.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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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水源夫妇（中）响应捐款救国活动，捐钱给大马希望基 •黄田志（右二起）及许来贤向黄水源（中）贺寿
金，右为黄田志，左是许来贤。
(加影25 R讯）日前庆
祝“八十寿辰聚会”的黄水

慶80大壽不忘公益

源，数百名亲友远道而来与
他欢聚，亦不忘公益，他在
当晚捐献多个团体组织和学
校外，同时响应捐款救国活
动，捐出3000令吉给大马希

黃水源捐希望基金3千

o

雪州行政议员兼加影区
州议员许来贤及无拉港区州

议员黄田志，亦到场为黄老
先生贺寿，场面温馨热闹《
出席者包括加影市议员林金
英、李仁英、李成金及拿督
黄添来等。

黄老先生也是公正党的
老党员，不少与他年龄相近
的党员，纷纷到贺，感受他
的喜悦,«
当晚除了美食佳肴招待

亲友，也有舞狮表演，出席
的宾客在喜气洋洋的场面大
展歌喉
其他获黄老先生捐款
的单位，包括公正党锡米山
支部、无拉港行动党、育华
小学、育华中学、锡米山华
小、新纪元大学学院、双溪
直落慈云宫、锡米山净妙及
士毛月师爷宫龙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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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首要足球聯賽
26日赛程
砂拉越对沙巴
(古晋州体育场；4.15pm )
大马印度人体理会/足总对联邦土地发展局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体育场；9.00pm )
25日成绩
槟城展警察3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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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希望他早曰康复。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前往马大医药中心探望安
安华两天前肩膀及背部疼痛紧急入院，

首相敦马哈迪（左）周一到医院探望安
华，旺阿兹莎也在场。

阿茲莎：病情好轉

安蓽需倥院_段時•
(八打灵再也25日讯）副首相兼
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旺阿兹莎透露，
该党实权领袖拿督斯里安华的病情正
在好转，惟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出
院，因为他需要多点时间以充分休
息°
她说，安华将在医院接受进_ •步的检

验，以鉴定其病发的导因。
她今日为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
(ASLI)主办的2018年东盟企业责任与可
持续发展峰会主持开幕礼后，受询及安华
的病情时说：“上苍保佑，他病情正在好
转，目前由一群医生给予他治疗，所以我
们非常感激，他将接受进一步的检验以鉴
定病因。”

针对安华何时可以出院的问题，她指
出，这仍需要一段时间。
“因为他从监狱出来后就他没有休
息，所以我认为他应该好好的休息。”
安华于本月23日晚因肩膀及背部疼
痛，•度传出其身体无法动弹，紧急被救
护车送人马大医院，后来确定是严重的腰
椎间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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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職人員”成納吉護身符?

首相律師：有基爾被控先例

“納吉若違法照控刑事罪”
(吉隆坡25日讯）首相敦马
哈迪的律师韩聂夫今日表示，有了
前雪州大臣基尔以“公仆”身分被
控贪污指控的先例，前首相纳吉或
任何内阁成员若涉及任何罪案，没
有理由不能进行刑事提控，这也包
括涉及一马公司和SRC丑闻相关案
件。
他说，民事法庭的程序和裁
决，并不能阻止刑事提控纳吉涉及
一马公司和SRC的任何罪行，包括
其他任何刑事犯罪，因为民事诉讼
内容和民事法庭裁决，不适用于刑
事案件或法庭程序。
他今日发表文告，针对民事法
庭裁决纳吉“不是”公职人员后，
是否可以在刑事法庭被提控他所引
发的争议发表看法。

基尔“公仆”身分照样被控
他表示，最好的例子是前雪州
大臣莫哈末基尔被控刑事贪污指控
的案件，联邦法院在2015年9月22
日维持基尔有罪的判决，基尔当时
是以“公仆”身分面对刑事提控。
韩聂夫表示，2016年1月26
日，时任总检察长丹斯里阿班迪在
新闻发布会上，以总检察长身分宣

布接获反贪会针对•马公司和SRC
丑闻的调查后，决定不对纳吉采取
行动任何行动，结果才导致首相敦
马哈迪、巫统前区部主席凯里丁和
另一人，通过该律师楼人禀民事法
庭，对纳吉采取民事诉讼。
文告说，吉隆坡高庭在2017年
4月28日撤销这项民事讼诉，理由
是纳吉不是公职人员案件不受理。
之后上诉庭和联邦法院到上诉庭都
驳回s

司法检讨纳吉非公职人员
在今年4月26日，全国大选提
名前两天，韩聂夫向联邦法院提交
-份司法审核，要求检讨联邦法院
之前宣判首相、内阁部长、总检察
长和州务大臣非公职人员，而是行
政人员的裁决
该裁决指，由于非公职人员的
身分，因此，他们无须就全职期间
的不当行为、失职、渎职和违法行
为负责。
韩聂夫认为，尽管联邦法院
将在8月6日聆听民事讼诉的司法检
讨，但涉及失职、不当行为的刑事
行动并不受到牵制，也无须等民事
审讯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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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林或拉茲蘭？
報道

棘頌

(巴生25日讯）本报探
悉，雪州议会议长_ •职最后关
头有3名人选，分别是行动党
适耕庄区州议员黄瑞林、公正
党哥打白沙罗协调员拉兹兰及
诚信党淡江区州议员沙阿里，
不过沙阿里因身体抱恙，目前
是黄瑞林和拉兹兰之争。
黄瑞林是行动党举荐的议
长人选，原本应该可以顺利坐
上议长位子，如今半途杀出来
自公正党的“程咬金”，让他
的议长梦暂时打住。

蓝眼盼补偿拉兹兰
有消息对星洲日报透露，
阿兹兰在今届全国大选原获选
披甲上阵哥打白沙罗州选区，
惟最后_ •分钟，因派系纷争之
下，名字被撤换。因此，相信
公正党为了 “补偿”他，才会
争取委他为雪州议长，再成为
当然的雪州议员。
据雪州宪法，雪州议长人
选不一定是雪州议员，他可以
被委任，再成为当然的雪州议
员，同时领取2份薪水。至于
副议长，则必须是雪州议员。
阿兹兰不是州议员，自

火箭藍眼力爭雪議長職
然不符合当副议长的条件，所
以公正党力争到底，才能“弥
补”阿兹兰。在公正党看来，
黄瑞林最后如果当不成议长，
至少还符合资格当副议长。

诚信党土团成关键票
然而，雪州议会议长职向
来是行动党的“囊中物”，行
动党不会轻易放手。
结果如何，雪州议员明早
宣誓就职之前，会进行秘密投
票后定夺。依目前形势看来，
公正党有21票，行动党仅有16
票，诚信党和土团党州议员的
票变成关键，

黄瑞林能否
当上雪州议会议
长？

蓝眼争取议长
把关敏感问题
另有消息说，行动党前雪
州议会议长杨巧双在任期内，
因秉公处事而“放行” 一些州
议员质问时任公正党大臣一些
敏感课题，让大臣支吾以对，
形象受损。
为了确保这种事情不再
发生，公正党这次想拿下议长
职，阻栏一切不利于大臣的提
问。

公正党意
属阿兹兰担任
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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