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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jib: Rakyat Selangor perlu kembali kepada BN
K U A L A SELANGOR 2 M e i - R a k y a t

Selangor perlu memilih Barisan
Nasional (BN) dalam Pilihan Raya
Umum Ke-14 (PRU-14) jika ingin
keluar daripada pelbagai belenggu masalah terutamanya melibatkan gangguan bekalan air bersih.
Perdana Menteri, Datuk Seri Najib
Tun Razak berkata, disebabkan Selangor ditadbir gabungan pembangkang PKR sejak dua penggal lalu,
negeri itu membawa 'pemikiran'
berbeza yang akhirnya menyusahkan rakyat keseluruhannya.
Jelasnya, jika keadaan itu tidak
segera diubah dalam PRU-14, ungkapan pemimpin PKR dapat undi,
rakyat dapat baldi akan terus menghantui penduduk Selangor kerana
kerajaan negeri sedia ada tiada kemampuan untuk menyelesaikan
isuair.
"Saya lihat masalah air di
Selangor masih tidak selesai,
sedangkan kerajaan Persekutuan
telah membelanjakan RM3.65
bilion untuk membina Loji Rawatan Air Langat 2, sebab apa?
"Sebab kerajaan negeri nak
buat perkara lain, dia nak ambil
alih Splash (Syarikat Pengeluar
Air Sungai Selangor) pun masih
tidak selesai sehingga ada ungkapan 'pemimpin PKR dapat
undi, rakyat dapat baldi'.
"Jadi ketika saya bentangkan
manifesto BN untuk PRU-14, jika
BN menang semula di Selangor
masalah air kita selesaikan," katanya ketika berucap sempena

NAJIB TUN RAZAK mengusap kepala Abdurrahman Muhammad Azwan sambil diperhatikan ibunya, Sawalliyati Abd, Saleh ketika
melawat Klinik Ibu dan Anak, Bandar Puncak Alam. Kuala Selangor. semalam. Hadir sama. Irmohizam Ibrahim. - BERNAMA

lawatan kerja ke Parlimen Kuala
Selangor di sini hari ini.
Dalam pada itu, Najib yang
juga Pengerusi BN menempelak
pakatan pembangkang yang kononnya mahu menjanjikan sebuah
kerajaan lebih baik jika berjaya
menawan Putrajaya, sedangkan di
Selangor sendiri rakyat mengeluh.
Menurut beliau, bukan sesuatu
yang luar biasa jika pembangkang
menjanjikan bulan dan bintang
kepada rakyat, kerana mereka

langsung tidak kisah atau merasa
bersalah untuk memungkiri janjijanji tersebut.
"Ini belum lagi macam-macam
cukai naik sehingga ada yang
mengeluh pada saya, caj nak buat
perumahan dah tambah. Jadi ini
akan sebabkan harga rumah jadi
mahal. Sekali lagi kita lihat segala
janji pembangkang dimungkiri,
tidak ditunaikan.
"Belum lagi masalah tanah
di Ijok, sampai tergesa-gesa nak

bagi kepada syarikat swasta,
walhal kes Ijok akan selesai di
Mahkamah Persekutuan dalam
sedikit masa lagi, tapi apa sebab
(sinis) tindakan mereka itu?"
soalnya.
Menyentuh mengenai Kuala
Selangor, Najib berkata, banyak
pembangunan akan disalurkan
kerajaan jika BN menang ke semua kerusi di kawasan tersebut
dan kembali memerintah kerajaan neg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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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MILIK SIAPA?

bali ke pangkuan BN nanti.
"Kita nak wujudkan satu hab
anak muda yang dipanggil Young
• Anak muda 'ajar' PKR?
Pengundi di kawasan Parli- Entrepreneur Outlet atau singkamen Shah Alam rata-rata berin- tannya YO yang mengumpulkan
telektual. Mereka mereka me- produk-produk orang muda.
Jika di Klang, ada GM yang kenekankan tentang intellectual
banyakannya di situ produk dari
discourse dan bukan politik maki
China, di YO nanti,
hamun. Daripada jutaakan ada produk
wan, yang berpangkat
tempatan.
antaranya
pegawai
tadbir dan diploma"Usahawan muda
tik (PTD), ketua polis,
di Shah Alam cukup
orang kerja di kemenramai, boleh buat
terian, yang sudah penmacam-macam,"
cen, pegang jawatan
katanya. Azhari metinggi kerajaan, ahli
ngingatkan, dengan
perniagaan, pengurus
kira-kira 40 peratus
besar dan yang tinggal
daripada
hampir
di
kawasan-kawasan
110,000
pengundi
perumahan elit berke- AZHARl SHAARl
Shah Alam terdiri
naan, mereka ini sangat terbuka.
daripada pengundi muda terNamun, calon BN Parlimen masuk 40,000 pelajar UiTM dan
kolej-kolej swasta, gabungan
Shah Alam yang baru berumur
48 tahun, Datuk Azhari Shaari pembangkang PKR memasuki
gelanggang PRU-14 yang paling
memberitahu, Shah Alam ibarat
~sakit' kali ini.
gambaran landskap senario kehidupan, keresahan, desakan
serta tuntutan anak muda dalam
• Lembu punya susu, sapi
mengharungi cabaran di bandar. dapat nama?
"Anak muda Shah Alam ini suka
Ini kisah sikap mendabik
berniaga...buka gerai makan,
dada Mohamed Azmin yang
niaga air balanglah.
mendakwa kononnya ekonomi negara ini akan kian parah
Tapi tengoidah syarat-syarat
yang dikenakan • PBT (pihak sekiranya Selangor tidak berberkuasa tempatan, Majlis Ban- jaya mericatat perolehan 23.6»
daraya Shah Alam) iaitu bayaran peratus dalam Keluaran Dalam
fi sebanyak RM30 sebulan untuk Negara Kasar (KDNK) negara.
Wah! bukan main lagi lagak mensetiap meja makan.
"Kalau 10 meja, sudah teri besar ini sehingga 'menginRM300. Jika masuk sewa yang gatkan' Noh bahawa 'setiap ringcecah ratusan ringgit sebu- git di Malaysia dalam poket Noh,
lan campur dengan meja yang 25 sen datang dari Selangor."
Sebenarnya siapa yang baditambah di luar kedai makan;
sudah berapa? Itu belum mas- wa pelaburan asing masuk ke
uk lagi caj deposit untuk majlis negara ini, yang kemudian
tentu
sekali sebahagian be-.
bandaraya, majlis daerah, juga
untuk papan iklan yang ada di sar fokus pelaburan itu bertumpu di Selangor, tonggak
premis, gerai atau kiosk. Kalau
iklan bercahaya RM60, yang ekonomi negara ini sejak sekian lama sebelum 2008 lagi?
tidak bercahaya RM90.
Berbanding kepemimpinan ne"Tak boleh salahkan PBT kegara daripada Perdana Menteri
nakan caj itu ini kerana mereka
sehinggalah ke menteri-menteri
bertanggungjawab kepada parti
pemerintah yang berkuasa...sia- Kabinetnya yang agresif menarik pelaburan asing dalam
palagikalautakkerajaanpakatan
pembangkang," kata Azhari lagi. tiga tahun kebelakangan ini,
Mohamed Azmin buat apa? Ya,
Kata Azhari, banyak kemudahan
dia juga mengadakan lawatan
yang tersedia ada telah diperjuangkan oleh orang muda parti pelaburan ke luar negara, antakerajaan seperti Projek Transit ranya pernah Jepun menjadi
Aliran Ringan 3 (LRT 3) sepan- pilihannya.
*jang 37 kilometer dengan jajaPemergian itu begitu diuarran melintasi 26 buah stesen
uarkan, jumpa orang sana jumpa
termasuk di Glenmarie, Shah
orang sini, orang penting-pentAlam. Demikian juga peman- inglah ini. Tapi tidak adakah
suhan tol di plaza Batu Tiga yang bertanya, apa hasil yang
dan Surigai Rasau yang menji- Mohamed Azmin bawa balik
matkan antara RM100 hingga
untuk rakyat Selangor selepas
RM150 sebulan pengguna la- lawatan tersebut? Berapa billuan lebuh raya berkenaan. lon, berapa ratus juta atau apa
jua
nilai pelaburan yang berjaya
Banyak perancangan yang
dijamin untuk disumbang balik
berada dalam fikiran Azhari jika kerajaan negeri kem- kepada rakyat negeri itu?
(2016) dan RM546,591,098 (2017).

ZUUQFLI
JALIL
rencanautus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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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JAK seorang pemimpin
Barisan Nasional (BN) di
Selangor menyandang
jawatan menteri yang
bertanggungjawab pasal
hal-hal berkaitan kesejahteraan
bandar, lif-lif yang ada di Projek
Perumahan Rakyat (PPR) dan
pangsapuri kos rendah termasuk
prasarana sekitarnya di negeri
itu kembali bercahaya.
Pendekatan Tan Sri Noh Omar
untuk merencanakan kerja-kerja membantu rakyat negeri itu
berbeza 360 darjah sehinggakan menteri besarnya yang juga
Timbalan Presiden PK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pun
tak senang duduk. Ini kemudian
membawa kepada amaran Mohamed Azmin dalam sidang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tahun lalu terhadap semua agensi,
jabatan serta anak-anak syarikat
kerajaan negeri supaya memastikan tidak ada senaskhah pun
akhbar Kumpulan Utusan (Utusan Malaysia dan Kosmo.') serta
Berita Harian masuk dalam
pejabat-pejabat berkenaan
Kalau nak difikirkan pun,
'Inisiatif peduli rakyat' yang
diumumkan oleh menteri besar terbabit realitinya semua
sudah ada di Selangor sebelum
ini. Sebutlah apa yang kurang.
'Peduli sihat' untuk suntikan vaksin pneumokokal? Peruntukan
percuma rawatan jantung dan
penjagaan paliatif penyakit kanser untuk rakyat berpendapatan
rendah dengan amaun berjuta-juta ringgit yang baru diumumkan
Kalau 'inisiatif peduli rakyat' 2018 yang nak diumumkan
kerajaan PKR itu benda yang
baharu, tak apalah. Ini, program
seperti Smart Life & Ceria iaitu
menggantikan lif-lif lama dan
mengecat semula pangsapuri secara percuma dengan RM45 juta
diperuntukkan - inisiatif itu sebenarnya telah pun dibuat lebih
awal, secara agresif lagi.
Bukankah semua itu telah
disediakan oleh kerajaan BN?
Habis yang tersergam Hospital Shah Alam di Seksyen 7
sediakan segala pakar perubatan
dengan
kemudahan
yang caj cuma RMl itu apa?
Begitu juga 'insiatif' Kasih Ibu
Smart Selangor (KISS), apa tu?
Setelah hampir 10 tahun baru
nak buat? KISS among each other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mencuci longkang dalam satu program terjah di sekitar Selangor
pada penghujung 2017.

Cukup-cukuplah Azmin, kalau kata Selangor ini
hebat, hebat tara mana? Urus bola
pun tak pandai, boleh pula lari
malam. Mengurus sampah pun
kelam kabut. Mengurus rumah
orang miskin pun tak boleh.
Bagaimana nak urus Selangor?"
Pengerusi BN Selangor

kah? Dikatakan hanya untuk
dibuka kepada rakyat Selangor
yang tak dapat apa-apa bantuan
kebajikan daripada kerajaan pusat dan negeri. Logik ke? Kalau
banyak songeh sangat, jangan
beri harapanlah pada rakyat.
Pengundi di Selangor boleh
renung-renungkan dan mempertimbangkan usaha-usaha yang
telah diperjuangkan kerajaan BN
selama ini di negeri itu. Ini termasuklah mendengar luahan daripada pemimpin muda BN terhadap hasil kerja kerajaan gabungan
pembangkang PKR selama tempoh lima tahun ini di negeri itu.
• Terima kasih Noh!
Mengapa pula tidak boleh
Noh membuat
pendedahan
siri kelemahan Mohamed Azmin? Mohamed Azmin bilang
dia lancar kad peduli kesihatan, tetapi malangnya Selangor merupakan 'juara' kes

denggi. Ini apabila mencatatkan kes tertinggi selama enam
tahun berturut-turut selain
turut merekodkan kes kencing tikus yang tinggi. Bahkan,
ada mangsa meninggal dunia.
Itu soal penyakit. Beralih pula
ke bab bola yang peminatnya
ramai daripada kalangan orang
muda. Mengapa sampai sekarang Mohamed Azmin tidak
benarkan pasukan bola sepak
Selangor yang digelar The Red Giants juara Piala Malaysia 33 kali
bermain di Stadium Shah Alam?
Mengapa pula pasukan bertaraf kelab, PKNS FC yang
hanya memiliki kira-kira 200
penyokong sahaja boleh bermain di stadium keramat itu?
Stadium Selayang sahajakah
setakat taraf The Red Giants?
Sikap kurang cerdik inilah yang
diperli oleh Noh tempoh hari:
"Cukup-cukuplah Azmin kalau
kata Selangor ini hebat, hebat

tara mana? Urus bola pun tak
pandai, boleh pula lari malam.
Mengurus sampah pun kelam
kabut. Mengurus rumah orang
miskin pun tak boleh. Bagaimana nak urus Selangor?"
Dan yang menyakitkan hati
lagi, sekali gus membangkitkan
kemarahan Noh apabila Mohamed Azmin tidak mengisytiharkan jumlah peruntukan disalurkan kepada Sistem Maklumat
Rekod-Rekod Jalan Raya Malaysia (MARRIS) yang diterima Selangor sejak 2012 sehingga 2017.
Ia berikutan peruntukan akaun
bukan hasil kerajaan negeri
tidak merekodkan penerimaan
wang MARRIS, padahal Kerajaan Persekutuan menyalurkan
peruntukan itu setiap tahun.
Selangor dilaporkan menerima
sebanyak RM4l6,97l,395 pada 2012; RM498,033,994 (2013); RM523,486,773 (2014); RM468,774,527(2015); RM496,900,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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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mbalikan kegemilangan
agropelancongan Tanjong Sepat
SEPANG 2 Mei - Mengembalikan
zaman kegemilangan agropelancongan menjadi agenda utama
calon Barisan Nasional (BN) di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Tanjong Sepat, Datuk Dr. Karim Mansor sekiranya menang
dalam Pilihan Raya Umum Ke-14
(PRU-14).
Menurut Karim, ketika ini
produk agropelancongan di Tanjong Sepat iaitu inap desa yang
menjadi kebanggaan suatu ketika
dahulu dilihat semakin merosot
tanpa sebarang pembaharuan serta bantuan khusus daripada kerajaan PKR Selangor.
Menurut beliau, zaman kegemilangan agropelancongam berakhir sejak 10 tahun lalu iaitu selepas pentadbiran Selangor jatuh
ke tangan pembangkang dan
bermula saat itu segala program
pembangunan tidak dapat dilaksanakan secara menyeluruh.
"Tanjong Sepat sejak sekian
lama terkenal dengan agropelancongan inap desa selain menjadi
hab pengeluaran produk industri
kecil dan sederhana (IKS) seperti
kerepek. Namun, itu hanya tinggal kenangan selepas negeri ini
ditadbir kerajaan PKR.
"Sejak mereka (kerajaan PKR
Selangor) memerintah, kedua-dua
industri itu tidak diberi tumpuan

masanya sebuah instisebaliknya Kementerian
tusi pengajian tinggi
Pelancongan dan Ke(IPT) dibina di Tanbudayaan yang banyak
jong Sepat. Banyak
memberi
sokongan,"
lokasi yang sesuai
katanya ketika ditemui
dan perkara ini tidak
pemberita di sini hari ini.
mustahil untuk direaMenurut Karim, banlisasikan
sekiranya
tuan daripada kementeriBN menang di sini
an secara tidak langsung
dan menawan sedapat memastikan penmula Selangor dalam
duduk tempatan terus
PRU-14.
K A R , M MANSOR
mendapat manfaat dari"Selain IPT, saya juga berjanji
pada industri itu walaupun jumlah
kedatangan pelancong berkurang- untuk memastikan sebuah puan berbanding ketika era pentadbi- sat transformasi bandar (UTC)
dibina di Tanjong Sepat bagi meran BN di Selangor.
"Kementerian banyak mem- mudahkan penduduk setempat
beri sokongan dalam memastikan berurusan dengan agensi keraTanjong Sepat terus dikenali se- jaan selain membangunkan pubagai lokasi tumpuan inap desa sat pengumpulan produk IKS,"
terkemuka. Antara menjadi tum- katanya.
Walaupun mengakui bukan
puan termasuk Homestay Batu
Laut; Homestay Kampung Kun- tugas mudah menawan semula
dang; Homestay Banghuris dan Tanjong Sepat, Karim yang perHomestay Kampung Endah," ka- nah menjadi wakil rakyat di kawasan itu pada 2004 dan 2008
tanya.
Karim berkata, sekiranya di- berkata, kemenangan boleh diberikan mandat dalam PRU-14, capai berdasarkan penerimaan
ribuan hektar tanah terbiar di pengundi dan gerak kerja jentera
Tanjong Sepat juga akan diusaha- pilihan raya BN ketika ini.
Dalam PRU-14, Karim akan
kan untuk produk pertanian yang
menjadi sumber IKS sebagaimana menentang calon Pas, Ir. Mohd.
diusahakan secara berkelompok Haslin Hassan yang juga meruketika beliau menjadi wakil rakyat pakan penyandang kerusi berkenaan selain calon PKR, Borhan
di kawasan itu sebelum ini.
"Saya juga rasa sudah tiba Aman Sh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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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ar umbi Pas sokong Azmin?
Yakin pengundi
pilih wakil rakyat
boleh bentuk
kerajaan yang
kuat

Mereka
dapat
merasai manfaat
polisi dan
program kami,
mereka akan
terus menyokong
Pakatan
Harapan."

AHMAD ISMADI ISMAIL

AMPANG

- Mohamed Azmin

T

imbalan Presiden PK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meluahkan
rasa keyakinan apabila rakyat
khususnya penyokong Pas
dijangka akan mengundinya
untuk kerusi Parlimen
Gombak dan Dun Bukit
Antarabangsa pada PRU14.
Mohamed Azmin mendakwa akar umbi Pas masih
bersama dan menyokong
beliau.
“Mereka dapat merasai
manfaat polisi dan program
kami, mereka akan terus me-

Mohamed Azmin meluangkan masa bersarapan bersama masyarakat di Dun Bukit Antarabangsa.

nyokong Pakatan Harapan,”
katanya.
Menurutnya, landskap
politik negara kini sudah berubah, PRU sebelum ini hanya
ada dua penjuru berbanding
PRU14 hampir setiap kerusi
ada pertembungan tiga

hingga lima penjuru.
“Saya juga yakin dengan
kebijaksanaan pengundi
khususnya di negeri Selangor
untuk membuat pilihan yang
terbaik.
“Mereka juga sudah melihat polisi dan program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mereka juga menghargai apa
yang telah kami laksanakan
sepanjang tempoh 10 tahun,”
katanya.
Beliau berkata, rakyat bijak dan membuat keputusan
untuk menentukan keraja-

an.

“Mereka mahu wakil rakyat yang boleh bentuk kerajaan yang kuat dan stabil serta
memenuhi kehendak rakyat,”
katanya.
Mohamed Azmin merupakan penyandang Dun

Bukit Antarabangsa dan
Parlimen Gombak sejak 2008.
Beliau memenangi kerusi
Dun Bukit Antarabangsa
pada PRU lalu dengan jumlah
undi sebanyak 16,502 menewaskan calon BN,
Mohamad Nazim Ibrahim.
Manakala di Parlimen
Gombak pada PRU lalu,
Mohamad Azmin memperoleh 54,287 undi selepas menewaskan calon BN, Datuk
Rahman Ismail dan Bebas,
Datuk Paduka Said Naz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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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NURKARTINI JASMIN
metro(g>thestar.com.my

RESIDENTS of the Petaling Utama Peopled
Housing Project in Jalan PJS 1 can expect better facilities in the near future with the
launch of Program Rakyat Sejahtera in the
area.
_ Urban Wellbeing, Housing and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Tan Sri Noh Omar, who
launched the programme, said a budget of
RM27mil had been allocated for the low-cost
flats under his leadership to ensure the
well-being of residents there.
The event was attended by Barisan
Nasional candidate for Taman Medan state
seat, Datuk Abdul Mutalif Abdul Rahim.
Also present were residents from Block C
and D of the flats.
It was announced that the ministry would
replace all the faulty lifts at the flats while
more safety measures, such as the use of
access cards and CCTV cameras, would be
implemented.
The proposal to build a new futsal hall has
just been approved by the ministry so that
residents will have a place to conduct community-related events.
Program Rakyat Sejahtera is an initiative
by Prime Minister Datuk Seri Najib Tun Razak
and carried out by the Urban Wellbeing,
Housing and Local Government Ministry.
The programme is to ensure that residents
in the city not only have a house, but also live
in a good environment and are well taken
care of. This includes fixing faulty lifts, peeling paint, leaky roofs and other problems.
Noh Omar, who is Selangor Barisan chief,
said, "Pakatan Harapan has been holding the
Selangor state for two terms but has not done
much to help residents at low-cost flats, especially here in Tamah Medan.
"If Barisan wins Selangor in this e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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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aling Utama flats
to get better facilities
Programme launched to raise standard of living in Taman Medan

Noh Omar (centre) and Abdul Mutalif (left)
at the event.

we will not have a problem star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ulti-storey carpark," he
added.
Abdul Mutalif said he hoped that voters
around Taman Medan now realised that the
Opposition had not governed the state well.
"Garbage is not well managed, and there
have been around 10,000 dengue cases
recorded since, they took over Selangor," he
added.

Noh Omar (left) meeting the elderly and the disabled at the launch of Program Rakyat Sejahtera
in Taman Medan. — NORAFIFI EHSAN/The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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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friendly community hall
opens in Damansara Damai
By SHIMA RANI
metro@thestar.com.my

THE new Urban Park 1 community hall in
Damansara Damai is set to benefit thousands of residents in the area.
The RM3.8mil hall on a plot of land measuring 4,691 sqm was completed in March.
It has three badminton courts and two
futsal courts, and can fit about 500 guests.
There are 84 parking bays for cars and 26
for motorcycles.
Petaling Jaya mayor Datuk Mohd Azizi
Mohd Zain, who officiated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noted that the hall was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He highlighted that the community hall
adopted the Collection and Reuse of
Rainwater method for irrigation and sanitary systems to meet the city's goal of green
development.
"I hope residents can work with the
council to keep the community hall in good
shape and protect it from vandalism," he
added.
Selangor Tourism, Environment, Green
Technology and Consumer Affairs committee chairman Elizabeth Wong Keat Ping
said this was the first community hall in
Damansara Damai.
"I believe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commu-

The new community hall can fit 500 guests,
and uses rainwater-harvesting technique to
meet Petaling Jaya's green goals.

nity hall will bring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urbanisation structure and consequently
bring significant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improvements to the local community," she commented.
Mohd Azizi urged the residents to use
the PJ city bus, a free bus service initiated by
MBPJ tp reduce traffic congestion at peak
hours while making the city carbon-free, to
get to the hall.
"Two new routes, PJ 05 and PJ 06, will
cover Damansara Damai and Bandar
Utama," he said.

Mohd Azizi (left) and Wong looking at the details of the community hall.

03 May 2018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Page: 1 • Printed Size: 969.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d Value: MYR 19,114.07
PR value: MYR 57,342.21 • Item ID: MY0032475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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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OT鄧倩惠

(吉隆坡2日讯）在国阵一
直处心积虑要重夺的雪兰莪
州，希盟艰辛守土；受选区

重新划影响和旧战友伊斯兰
党挖局打击之下，希盟政杈
有点动摇，但靠著华人区和
城市区的反风，目前被估计

上届大选，希盟（前身为民
联）在伊党协助下，在56个州选
区中赢得44个州议席。
事过境迁，公正党与行动党换
上“新搭档”即诚信党和土团

党，选民或对新党候选人不太熟
悉，加上国阵强打“水供问题”
与“骨痛热症全国冠军”的课
题，希盟欲再次重演上一届的辉
煌战绩，难乎其难。

仍最少可取得30个州议席，
以“低空飞过”姿态连续3届

藍眼民行一席都不可少

执政雪州。
事实上，国阵在雪州的攻势可
不是在竞选时期才展开，而是长
年累月的。它对希盟最大的杀伤
力武器，就是甫于国会解散前通
过的选区重划。这一招令到希盟
在强区固然稳固，但在混合区就
不利。
进入竞选期的第5天，初步估
计，希盟可能会失去大约U个州
议给国阵；最终结果是否如此，
还要看接下来双方攻守战的进
况。

此次，公正党竞选21个选区、
行动党16个选区、诚信党与土团
党各10个与9个选区。换言之，
公正党和行动党扮演最重要的角
色，且必须“万无一失”的攻下
最少26个以城市区与半乡区为主
的州选区。
再加上诚信党与土团党贡献最
少4个州议席，即可顺利执政。
至于，分家后，孤力无援的伊
斯兰党，尽管被视为陪跑角色，
但他们还是派出4T人上阵雪州选
区，全力向希盟与国阵开战，成

为两大联盟争夺雪州政权的最大
“绊脚石”。
估计伊党无法保住上届大选赢
得的13个州选区，失去民联的助
阵，该党最少会失去一半以上议
席。
余伊党搅局，雪州水供问题以
及骨痛热症全国冠军之名，成为
希盟能否继续执政的隐忧，也是
国阵重点强攻的论调之一，不过
相信选民“不介意”再给予他们
一次机会，继续领导雪州。
毕竟雪州政府执政10年来，也
在各方面也交出了不错的成绩，
包括推出不少利民措施。还有一
点就是，不少选民还是认为，相
比前朝，当今州政府“廉洁”和
“有效率”。

f

而早前扬言重夺雪州的国阵，
估计最少还是稳拿12个州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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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華有望破“零” 原任行政議員
料可輕騎過關
&华有望在此次大选中，从适耕庄、
彳新古毛、万津、双溪比力和万挠州
选区中，取得“零”的突破！

雪州马华在2013年失去仅有两个州议
席即新古毛与双溪比力，并由行动党的
李继香和赖玉兰2名女将攻破该区，如今
行动党派出天兵守住双溪比力，引起选
民不满，加上选区结构的变化，令黄作
信增加胜算。
至于新古毛方面，如今马华重新委任
曾在2008年赢得新古毛的功臣兼前任州
议员拿督黄冠文上阵，以本土姜方式，
强力对阵服务5年的李继香，两者皆有各
自支持者，实力不相上下。上一届大
选，马华是以“拖车姐”黄繪埔上阵取
代黄冠文，结果不敌李继香。
万津方面，马华派出活跃于华团的当
地领袖黄淑华出战，且前任州议员陈春
水也插上一脚，双双夹攻飞象过河的行
动党候选人刘永山，后者欲过关料非易
事。
fe定公正党能安全将万挠州选区作为
囊中物，唯提名前最后一刻上演换候选
人的戏码，引起当地选民反感，这使马
华有望夺回这个失去10年的州议席。

•州原任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
^阿里、行动党原任行政议员
拿督邓章钦和欧阳捍华，以及公
正党原任行政议员黄洁冰皆可轻
骑过关。
多名雪州政府原任的领军人物
打出安全牌，在14届大选原区上
任，寻求蝉联；阿兹敏阿里虽面
对亲弟与其他4人的挑战，但论实
力与名声，他还是占据上风，想
要守住国际山庄区州选区将不是
问题。
至于邓章钦、欧扬捍华和黄洁
冰，在巴生新城、史里肯邦安和
武吉兰樟州选区上演与马华或民
政一对一的竞争，但马华与民政
的新兵都不会对希盟老将造成威
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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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鎭溝渠提升工转

渠龟裂。
他指出，工程已
成功招标并委任了
承包商，惟有关承
包商却从9至 月都
无法开工，因此加
影市议会决定终止合约和重新招
标。
“经过一系列的程序后，终于在
3月29日委任了新的承包商，工程
将耗资99万令吉，涉及的沟渠长
度约为600公尺，并分为明沟和暗
沟，而提升工程除了加宽原有的沟
渠，也会增加一个出口。”他今早
联同加影市议员丘钦翰召开记者会
时，这么指出。
黄田志指出，沟渠提升工程完工
后相信可有效解决当地俺水的问
题，尤其是首都镇的4/1.\路约T户
住家避免再面对淹水问题。
他也为工程的耽误向当地居民致
歉，因遇到无法表现的承包商，已
将该承包商列入黑名单，并在雪州
各地方政府都无法承包任何工程，
限制时间约为2年。

重委承包瞧月完工
(加影2曰讯）由于原本的承
包商无法如期开工，导致首都镇
大路的
沟渠提升工程有所耽误，所幸加影
市议会已重新委任新承包商接手，
并将开工和料在9月完工。
希盟行动党无拉港州选区候选人
黄田志指出，首都镇大路和第4区
常年面对淹水问题，每逢下起大
雨，沟渠就会阻塞，如果雨势较大
和下得久，水就会淹入住家内。
他说，他在20]6年年尾接到居民
的投诉，也要求加影市议会正视，
而市议会在2017年委任了顾问公司
研究和探讨淹水的根源。
他指出，顾问公司调查报告建议
提升当地排水系统，因发现当地的
排水系统存有很多瓶颈问题，也因
路边树根延伸生长而导致地面和沟
(Bandar

Damai

Perdana)

工•，右为黄田志。

•搁置沟渠提升工程已复工，料9月完

?
11

n

03 May 2018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Page: C3 • Printed Size: 379.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d Value: MYR 7,475.99
PR value: MYR 22,427.97 • Item ID: MY003247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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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 T a man

Melur)

SUKE)

o

近该大道工程的屋子，
自动工以来不时发生淹
水事故，
大道
Prolintas

o

的发展，但原则是不能
为发展计划附近居民生
活带来麻烦和干扰。”
他今早前往安邦美乐
园
了
角率新街场
淡江局架
大道（
工程防洪
工作的成效时，怎么指
出
1
°安邦美乐园约4间最靠

木头垃圾。左为黎潍猖及

(班丹2日讯）希望联
盟民主行动党莲花苑州
席候选人黎潍福指出，
任何发展计划都不应干
扰居民生活，而是为居
民带来更好的生活素
质。
“我们欢迎一切良好

来

莫哈末少末

雨时沖

•阿都拉昔展示 右
( 向
)记者展示下

)

黎濰捐巡視安邦美樂園

發展計劃不應干擾民生
公司便在工地与民宅之
间建设立防洪池。
屋主阿都拉昔指出，
每次下大雨都让他心惊
胆颤，建防洪池后，淹
水情况有所改善，惟有
时排水沟被垃圾阻塞，
雨水来不及排走又淹
水。
黎潍福指出，这是实
例，承包商没做好各方
面的防范措施，没有预
先设想工程可能会带来
的破坏就动工，导致居
民还没享受到发展的成
果，就先吃了苦头。

莫哈末沙末：續監督排水問題

他强调，发展工程的
排水和防洪工作一般由
水利灌慨局 负责
监管，地方政府也必须
配合监督。
“在这课题上，安邦
再也市议员莫哈末沙末
第一时间召集各单开
会，用最快的速度解决
淹水问题。
“水利灌慨局不是州
政府所管辖，我们只能
给意见，一且希望联盟
执政中央，我们就会
要求在这方面做得更
好。“
UPS)

的大‘水沟，一劳永逸解决问
题。
他说，他会尽快安排黎雜福与
大道公司见面，为前者讲解
事全部事情的概况。
莲花苑在选区重新分划后范围变得
更大，对我们而言挑战更大，我们会继
也云继续lk’fe垃圾阻塞排水沟的问续互相酉B合照I页好选区。”

f

fit

£

Prolintas

5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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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吉隆坡計劃
莱 惠及雙溪比力

中

(双溪比力2日讯）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
廖中莱说，大吉隆坡计划转型成功，积极
展开多项大型计划，带动国家和地方经济
发展，而双溪比力州选区就在大吉隆坡范
围内将受惠。
他今早莅临马华双溪比力选区行动室，
为马华国阵候选人拿督黄祚信站台时说，
希望选民给力黄祚信，给力马华支持国阵
政府。
他说，只要中央政府重夺雪州政权，要

有华人代表在国州就能借助中
央资源发展双溪比力选区，带
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旅游活动
等商机。
“雪邦区是衔接森美兰州宏
愿谷和大吉隆坡计划以及国际
机场的关键区，数字自贸区也
处于国际机场区域内。因此，
双溪比力选区和雪邦必须成为
大吉隆坡计划的一部分。这两
个大计划正大力发展，雪邦区
不该被遗忘或落在后头。”

抨希盟沒帶來發展
他抨击希盟政府执政雪州10
年，没有为人民带来州和地方
建设发展，为雪州子民感到遗
t感O
^“他们推行民粹政治，善于
玩弄政治课题；没办法发展雪
州，把水供和教育课题政治
化，和中央政府对著干，诸多
刁难，以致东海岸铁路计划在
鹅唛的土地问题未解决、班丹
中华华小问题拖拉18个月还是
无法兴建。”
他’^憾。，华裔给很多力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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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行动党，但是行动党没有给
人民带来发展，不注重地方发
展。
也说，雪州由于没有基础发
展，因而面对困难以致牺牲了
很多地方发展。
他说，雪州政府推行民粹政
治，传达复能量，散播仇恨的
种子，为了夺权给一点甜头收
捞取政治选票。
廖中莱指出，州内的高速公
路、房屋建筑等基础建设都是
中央政府在做，相信雪州子民
也看到这点。
他说，马华走对路线和走向
正道，给予人民正能量。但是
州政府和中央政府不同政权将
影响州发展和地方建设。
他指出，森州的宏愿谷和大
及隆坡计划大力发展后，交通
计划将获得全面提升。他有信
心可以通过交通部和物流委员
会甚至旅游部，协助雪邦区的
地方建设和旅游发展。他再次
呼吁选民给力黄祚信，给力国
阵马华，一起并肩作战，实现
人民的愿景。

i

•廖中菜贤伉俪（坐者左3起）以及黄祚信和党员比赞，给力
黄祚信，冀旗开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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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力花園演講吁除三害

陳國偉送選民
(吉隆坡2日讯）希望联
盟在蕉赖友力花园自举办
首场蕉赖国席政治演讲，
希望联盟行动党蕉赖区国
席候选人陈国伟赠送选民
"333"神字，一&改朝换
代就可以为国家带来3大改
变。
°他解释，所谓“333”

家都是落后的国家，而严
厉肃贪的国家则发展进
步、富国强民。
他举例中国、韩国、台
湾、香港和新加坡，即使
缺乏天然资源，都能发
展成功，反观一些国家即
使有丰富资源，却因贪污
腐败而停滞不前，甚至退

就是铲除祸国三害（种族
政治，宗教极端和贪污腐
败）、三明政府（英明、
开明、清明）和三平机会
(平等权力、平等地位和
平等机会）。
他指出，我国的内部腐
败严重，而国阵就是造成
这局面的人祸，人民应该
与希望联盟并肩作战，打
倒国阵。
他强调，贪污严重的国

止

O

吸引逾千人出席
“改革不能再等，人民
不能再忍，要挽救大马就
要全民肃贪！”
他直言，国家太多金钱
因为贪污而流失，政府国
库空虚就向人民徵收消费
税，但每年徵收的440亿
令吉消费税，超过三分之
二的收入还国债的利息，

导致国家各方面仍节节败
退。
针对马华蕉赖区会批评
陈国伟担任国会议员期间
服务零分，陈国伟直批这
是羞辱选民的说法。
他指出，蝉联的每一届
大选，所得的多数票都在
增加，他代表行动党向大
家致上谢意。
这场政治演讲吸引逾千
人出席，由于现场座位有
限，不少居民是全程站在
一旁聆听众主讲人演讲。
一众来自行动党的主讲
人分别有士布爹国席候选
人郭素沁、莲花苑州议席
候选人黎潍福、史里肯邦
安州议席候选人欧阳捍
华、社青团秘书刘致焜和
士拉央市议员游佳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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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素沁

i
z

是国阵最畏惧的人，有关单位不
惜将马哈迪的肖像从希望联盟候
选人竞选橫幅中剪下来。
她说，自己也找人设计有马哈
迪头像的橫幅，看有关当局是否
也来采取行动，把马哈迪肖像剪
下来。
她k言，很多人会重提马哈迪
任相期间留下很多祸根，行动党
也对此非常清楚，但是目前最重
要的是为下一代著想，而不是翻
旧账。
“我们要的是国家、子孙的未
来，要扭转局势，所以这届大选
是大马最重要的大选之一s “

陣畏懼馬哈迪

吉心指出，纳吉和马哈迪上
子P演“双雄对决”，而马哈迪

••國

。

'5：

局势势在、

‘国伟以张艺谋导演的作品《秋菊打官
司》回应蔡添强在荅都国席提名失败
的事件，希望联盟会透过法律途径为蔡添
强讨回公道。
他指出，蔡添强在2013年被起诉毁谤，
判决罚款2000令吉，不过仍保留他的国会
议员的资格。
他说，若受到这个罪名影响，蔡添强当
时就马上失去议员资格，但是此次选举委
员会超越法庭，令蔡添强失去提名资格，
实属非常冤枉，故必须采取法律行动捍卫
权利。
另外，陈国伟提及，全国700万个家庭
可以获得一马援助金，反映出残酷的事
实，就是大马太多穷人。
他说，希望联盟执政后不会废除一马援
助金，废除消费税后，恢复销售税，通过
廉政、减少浪费的开销、以及严厉肃贪，
减轻人民生活负担。
“为了安顿国阵犯罪分子，相信现有的
监狱无法容纳，希望联盟会增建监狱。”

up

希盟誓為蔡添強討公道

和下 代I ，我国扭转
•郭素; 为了国家

•陈国伟（左3)在政治演讲现场，获
得支持者赠送“改朝換代”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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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左4 起是许来 贤及再 顿。

•加影州议席4名候选人，左起赵劲玮及郑耀

四角戰仍是國陣與公正黨角力
爾

鼸鼷民

加影州議席

1996

馬華加影州議席候選人
姓名
年龄

党耳只
婚姻状况
学历

郑耀民
46岁
马华乌冷区会秘书
己婚
马大中文系

1.你对今次大选有胜算吗？

有，但不容易，需由选民做抉择。
2.你的优势是什么？

熟悉加影，政府部门经验丰富。
3.你认为对手有何优点？

执政党，资源充足，选民选党不选人。
4.你认为对手有何缺点？
不理民怨，只搞煽动和民粹政治。
5.你的政治理想是什么？
坚持对的事，踏实履行被委托的职责。

公正黨加影州議席候選人

名龄庭职历
姓年家党学

士”影州议席今次迎来四角战，除了国阵马华候选人郑耀
”
口民与公正党候选人许来贤，沉寂一时的人民党（牛头
党）及伊斯兰党也来插上一脚，使到加影战场热闹起来。
人民党候选人是37岁、年轻有活力的赵劲玮，而伊斯兰
党则派出59岁女将再顿，挑战3名男将。
虽然多了两名候选人参选，但相信加影战场依然是国阵
与公正党之间角力。
年马大中文系毕业的郑耀民，将对上同样马大毕业
的学长许来贤，上演一场精彩的校友对决。
郑耀民曾在内政部、教育部、卫生部及首相署服务过，
拥有13年的政府部门工作经验，这是他的优势之一，相信
凭著这些部门服务经验，可获得注重服务的选民一票。
许来贤是公正党雪州副主席，也曾是两届八打灵再也南
区国会议员，拥有服务与表现记录。
他今次弃国攻州，被视为未来雪州行政议员人选之一，
其正在绽放的政治实力为他加分不少。
虽然两名选将都有过人之处，但也不容忽视新加入战场
的赵劲讳。

趙勁瑋插旗增添火花

1.你对今次大选有胜算吗？

充满信心，但不会掉以轻心。
2.你的优势是什么？

曾担任两届八打灵再也南区国会议员，
愿意聆听选民心声及与民对话，出席
社团邀请的宴会。
3.你认为对手有何优点？
不0售^平。
4.你tT为对手有何缺点？
不了解，不愿置评。
5.你的政治理想是什么？
希望为马来西亚带来改变，现在大环
境许多政策都涵盖种族主义。

反風盛公正黨料捍衛議席
十 影州议席在
年和
年大选，以及
年加影补选，都是公正党的
囊中物，今届大选反风依然
昌盛，估计公正党可以轻松
捍卫加影州席。
公正党在加影州议席选举
已经连赢三次，虽然过去几
年陆续有商民针对民生课题
对市议会或州政府表达不
满，但没有面对民生问题的
年轻选民或外地选民，预料
都会把票投给公正党。
加影州选区经过选区重划
后，选民人数从原本的4万
多增加到6万2000人，其中
807。是华裔选民的皇冠城与
双溪龙镇，也被划分到加影
|p|

/ j U 2013

2QQ8

2014

州选区。
这形势对马华不利，因为
双皇两地在过去两次大选都
是希盟票仓，马华也没有强
势团队驻守两地，要在短时
间内拉拢这两个地区的华裔
选票，确实困难。
根据最新选民册，力口影州
选区华裔选民有 %，巫裔
选民 %，印裔选民
马华过去只要争取到
的华裔选票，就可凭著国阵
马来票过关，但今届不一
样，国阵的马来票在选区重
划后，许多已被分割到其他
选区，如此看来，马华确实
是艰辛一战。

且足

背

赵劲玮扛著牛头红旗帜走入加影战场，让加影老一派选
民感到惊喜，还是有部分加影选民是这个老牌政党的粉
丝，在人民党沉寂的那些年，他们只是转而支持另一股反
对势力o
人民°党打著第3股势力的口号来加影插旗，为选战增添火
花，他们强调人民党是纯反对党，不在中央执政，也不做
州政府，只求单纯的成为反对党，为民监督政府。
人民党这个理念，也受许多选民欢迎，尤其是那些对国
阵与希盟都不满的选民。
至于伊党再顿，相信主要取争妇女票，加影有过数名女
性州议员，包括已故马华前州议员拿汀巴杜卡刘丽玲，以
及原任州议员拿督斯里旺阿兹莎。

人民黨加影州議席候選人
姓名
年龄
家庭背景
党职
学历

赵劲讳
歹
己婚，两个孩子
人民党雪州青年团秘书
马大拍卖官文凭
J/

0 f^\

43

41

14%�

30%

()

许来贤
48岁
己婚
公正党雪州副主席
马大物理科学系

1.你对今次大选有胜算吗？

有。
2.你的优势是什么？

真正的纯反对党。
3.你认为对手有何优点？

资源充足。
4.你认为对手有何缺点？
联盟阵线包袱，两个阵线都有贪污的丑闻。
5.你的政治理想是什么？
成为人民的喉舌，制衡国阵与希盟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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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黨是攪局者

_：

(巴生2日讯）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指出，除了国阵和希望联
盟，参与第14届全国大选的其他政党仅是搅
局者。
他以不点名方式揶揄伊斯兰党，指该党即
使在来临的大选赢得数个国会议席，也没有
能力组织政府。
将在我4麦国席和国际山庄州席守土的阿兹
敏说，希盟做好准备在大选应对多角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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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票支持希盟候选人刘
天球，继续捍卫双溪比力
选区，稳固雪州迈向布
城。
民主行动党全国主席陈
国伟及希盟雪邦国会候选
人哈尼苔也出席这项造势
活动和发表政治演说。

希盟有很多人才
刘天球在会上说，政府
是人民的经理A.仙的二
大目标是保住]仅溪比力选
【以攻下布
区和—州政杉
城，由管好国；
家，希盟有
很多人才为政/存工作，为
人民服务。
他欣慰获糊[赖玉兰协

助，即日起全程参与助选
团队至投票曰。
咖啡店论坛结束后，大
队浩浩荡荡，高喊口号直
往巴刹及附近商店餐室拜
西O

fl

•赖玉兰（前排右4)亮丽现身刘天球造努
呼盱选民支持。前排左4起为戴祖
兴、蔡志雄（左6起）、刘天球、哈尼荅、陈国伟及张联成（右3)。

荅站台，右为赖玉兰。

(双溪比力2日讯）前
双溪比力区州议员赖玉兰
昨曰上午现身希盟行动党
的咖啡店政治论坛，为候
选人刘天球造势活动站
台，粉碎外界对她的诸多
猜测和误解。
该论坛昨日上午9点在
双溪比力日夜香咖啡店举
行，现场约有400名支持
者；赖玉兰一现身，支持
者即报以热烈掌声。
赖玉兰说，她有如选区
人民的妈妈、姐妹和女
儿，他感谢人民给予的支
持和配合，并和在场支持
站者握手问好。
她呼吁选区人民善用手

IL1 阿茲敏：不需再玩弄種族課題

賴玉蘭_壓

•阿茲敏 左(2 为)刘天球 左(起 和)哈尼

為劉天球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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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指
^出，我国已独立60年，不需要
再玩弄种族课题。
“多元种族社会就像一家人，不管
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还是孟加拉
人•，我的敌人是贪污者，与其支持嘉
马不如支持刘天球。”
他于周二（1日）下午与刘天球前
往甘榜乌鲁楚楚拜票时，如是指出。
阿兹敏在演说时加插华语问候大家
好和“我们都是一家人”，应该互

相支持，和谐相处并停止种族政治，
华人可以支持马来人，马来人也可以
支持华人。
他提醒选民，为了下一代，为了好
的意愿，谨慎投票。
他说，我国不会因为废除消费税面
对破产。他举例，雪州有500个新村
和甘榜在过去4年免交门牌税，每年
少收8000万令吉，4年共3万2000万令
吉的税收，可是还有40亿储备金。
他强调，为了国家，为了人民，必
须斗争下去，布城人民来不到雪州，
那就让希盟入主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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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冠城主要出人口经过数次提升，但仍未解决塞车问题。

mmmMXrn
廖潤強：若馬華勝出

(加影2日讯）囯阵马

华万宜囯席候选人拿督廖
润强承诺，一旦马华团
队赢得万宜国席与加影州
议席，他将向中央政府
建议在皇冠城（B a n d a r
Mahkota Cheras )主要出
入口，兴建一座尚架天桥

衔接蕉赖加影大道，解决
路口交通阻塞问题。
一他说，马华也承诺，在双
溪龙路（ Jalan Sg . Long )

兴建一条道路衔接至外环公
路，让双溪龙居民可以避开
蕉赖十一哩路口，直接通
往无拉港（Balakong)�
沙登（Serdang)及布城
(Putrajaya)方向。

料工程費需卯00萬
他今日与马华加影州席候选
人郑耀民及无拉港州席候选人
林振华到皇冠城召开记者会
时，这么指出。
马华竞选团队也到皇冠城路

口视察交通情况。
廖润强说，从皇冠城主要出
入口衔接到蕉赖加影大道的天
桥，预计工程费需要9000万令
吉，他已与大道局接触，初步
讨论如何落实计划。
“这项工程需要庞大资金进
行，若国阵可以在这个地区胜
选，我便可要求中央政府拨
許 ”
JilKo

至于双溪龙的交通问题，他
说，双溪龙路国油旁边的外环
公路路段，目前只能从外环公
路进入双溪龙路，不能驶出外

环公路，但只要多建一条路衔
接上外环公路，便可让居民直
接通往无拉港。
他透露，这项工程比较简
单，预计工程费需1 000万令
士
口C

他强调，这两项工程都需要
中央政府部门及雪州政府支
持，若国阵可重掌雪州，事情
将事半功倍。
“双溪I及皇冠城两地是持
续性发展的地方，交通问题若
不尽快解决，又要拖5年，问题
将会越来越严重。

鄭耀民：雙皇交通問題
华加影州席候选人郑耀民说，双溪龙

马 与皇冠城的交通阻塞问题需要中央政
府支援才能解决，希望双皇两地选民给力马
华候选人，让马华万宜国会议席候选人拿督
廖润强可向中央申请拨款，否则输了便失去
要求拨款的身分。
他说，两项工程都涉及庞大资金，只有中
央政府才帮得到双皇两地居民。
“除了这两项道路建设建议，马华团队若
胜选，也会重新检查双皇两地整个交通系
统，减轻居民每天面对交通阻塞的压力。”
马华无拉港州席候选人林振华说，从双
溪龙贯穿安邦（Ampang)的东巴生谷大道
(EKVE) —旦竣工，会有许多车辆进入皇冠
城，届时皇冠城交通阻塞问题会更严重。

•马华万宜国会议席竞选团队承诺胜选，一定解决皇冠城及双溪龙交通阻塞问题，
前排左2起是郑耀民、廖润强及林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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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經驗介紹選民

楊巧雙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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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邦再也2
曰讯）行动党前
梳邦再也区州议
员杨巧双，昨夜
回到熟悉选区为
候选人黄美诗站
台，以过来人身分向新候选人介绍当地
选民，并向对方传达重要讯息，梳邦再
也人永远会站在对的事情上，她以过来
人身分分享经验并支持对方，令到黄美
诗大为感动当众落泪。
现今杨巧双已改攻吉隆坡泗岩沫国会
议席，其留下的空缺由黄美诗负责捍
卫。
杨巧双昨夜回到梳邦再也参与讲座，
为黄美诗站台时说，只要是做著对的
事，那怕最后无法完成，选民都会给予
原谅。
、二°一般上，都是向选民介绍候选人，
但我希望做些不同的，就是介绍选民给
候选人认识。”

•杨巧双（右）替黄美诗助选，并给予真
诚建议，使到后者感动落泪。

杨巧双向黄美诗表明，国阵能欺骗国
民，但不会欺骗到梳邦再也人，当地选
民也不会被金钱收买。
她指出，若有人攻击你是基督教，当
地穆斯林就会挺身而出支持你。
她建议黄美诗以身作则，成为当地的
榜样，继而影响，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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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协
等大助
待将辑
多获？1"
年得。
，发
无M
拉商

S路

(加影2日讯）基于发展
通u 夕 蓬勃而增加车流量，蕉赖
11 哩（ Batu 11 Cheras )
主要大路的无拉港大路
(Jalan Balakong )多年来
塞提
都面对交通阻塞的困扰，
所幸附近的发展商即将展
开疏缓当地交通的提升计
划。

阻將

升

規劃欠理想
希盟行动党无拉港州选区候选人黄田志
指出，无拉港大路是无拉港州选区重划
前，唯——条属于中央道路，全长800公
尺，惟因早前的规划不完善和有欠理想，
导致大路多年来的阻塞问题逐年严重。
他指出，整条无拉港大路有许多瓶颈，
也有许多车辆会停在路中央而要转向右
方的路口，造成后方的车辆也被迫一起等
候，而大路部分路段即使已设置了分界堤
禁止任何车辆右转，可是前方的道路依然
可右转，导致阻塞问题尚未解决。
他指出，基于附近有发展商即将发展，

增設街燈提升排水系統

|田志指出，他已多年向公共工程局要
^求拨款提升，可是该局的答复都是声
称拨款有限，甚至连街灯也并非每一座都
可运作。

因此就向市议会提交发展令的申请，他为
此要求市议会指示发展商所委任进行交通
评估报告（T1A)的相关顾问公司，就无拉
港大路的交通进行评估，否则发展工程竣
工也会增加车辆和加剧当地的塞车情况。
“发展商也提出了初步的计划，以提升
从加影外环大道（Kajang Silk)驶入无拉
港大路的交接路口，让车辆无需经过红绿
灯就可左转驶入无拉港大路，而现有的两
个方向红绿灯处的U转处也会加宽。”
他今天召开记者会时，这么指出。
黄田志指出，换言之，从蕉赖11哩红绿
灯至捷运站红绿灯是禁止转右，整条无
拉港大路提升成66尺宽的双车道路段，目
前的大路路况较为奇怪，部分路段是单车
道，一部分路段却是双车道。

他指出，上述发展商也会在沿途增设街
灯，原有的排水系统也会提升，也可有效
解决春山园逢雨成灾的问题。
“发展商已经获得基本的批准，目前将
准备提交技术建议计划，所有费用都是交
由发展商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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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丹國州議席4候選人

僅教濰褶01窗§£3懇
(安邦2日讯）莲
花苑州选区部分非
政府组织和居民，
邀请班丹国州议席
候选人签署黄皮
书，4名出席的候
选人当中，仅有希
望联盟行动党的候选人黎濰福拒绝签
署
^场签署黄皮书运动由四季儿童传统文
化、安邦太子园畈商联合商业公会、安邦莲
花苑祈祷室发动。
今曰愿意签署黄皮书的分别是国阵马华班
丹国席候选人拿督梁国伟、国阵民政党莲花
苑周议席候选人刘博文、人民党班丹国席兼
莲花苑州议席候选人李映霞。
这场签署仪式约中午12时在安邦太子园巴
刹对面举行，由安邦莲花苑祈祷室代表依布
拉欣宣读黄皮书内容，再由各候选人轮流发

表意见。
当中内容包括打造太子园布雅丹绒7路
(Jalan Bunga Tanjung 7)成为“中华
城” （China Town )、成立一支24小时巡逻
的队伍、提升基设、巴刹和早市的垃圾清理
费还给小畈公会徵收、关注私会党入侵校
园、一旦中选必须承担黄皮书的律师费6888
八士笔
7 口守o

不能隨意許諾
刘博文建议增加2个条例，第一，他会用
一切方式保留巴刹后方空地，不允许进行不
道德交易；第二，保证太子园不会成为红灯
区。
在开始签署前，黎潍福直言，由于这份契
约涉及公众利益和其他元素，故他拒绝签
署。
也也强调，这并非与公会做对抗，而是身
为负责任的政治工作者，不能随意许下承

i

N-H-

右O

•莲花苑州议席3名候选人受邀出席签署黄皮书仪式；左起
刘博文、李映霞和黎潍福。

要落實不容易

是很好的方式

•国阵民政党莲花苑州议席候选人刘博文

•国阵马华班丹国席候选人拿督梁国伟

&署黄皮书环节是为了莲花苑的未来，
^是个先进、民主、成熟政治的现象。
黄皮书的内容条例要落实是可以，不过
过程并不容易，比如由居民选出市议员、
设立投诉中心、垃圾中心等。
黄皮书部分内容早在2008年就开始有，
但是2013年大选后，很多条例很大改变。
要成为莲花苑州议员不容易，但我认为
是可以做到。
我也促请选民们别散播政治仇恨，大家
支持任何人都没有问题，选举过程只是一
个过程，大家之后还要一起生活，彼此尊
重对方的权力和选择。

&署黄皮书是很好的方式，因为很多候选人中选
’么后，尚未兑现对人民许下的承诺就可能被换到别
区上阵。
谢公会举办这场候
选人宣誓大会，这
是民主国家很普遍的做
法，社区的问题不分政党
处理，只要有需要，这就
是人民代议士。
选民对候选人应该有要
求，这种诉求我早前在双
1

候选人最爱说“一旦中选后，表现不好就换掉
我”，但问题在于选民有没有机会评估。
候选人们在选举的时候，获得给予那么多委托，但
是来到新届大选时就换区，这对选民不公平。
台湾和新加坡也不允许候选人到处竞选，除非有强
力的理由，奈何我国没有法力限制候选人到处竞选。

要求減少外勞

•人民党班丹国席兼莲花苑州议席候选人李映霞
溪龙曾举办有类似活动。
我2006年就来莲花苑服
务，大家对我不陌生，虽
然在上一届败选，但是我

没有离开。
太子园巴刹面对许多
问题，包后方的空地，2
年前开始动工建设娱乐中

心、外劳抢滩问题。
现今我国面对的问题是
外劳太多，一旦中选，我
会要求政府落实10年计划
减少外劳，这过程需要地
方政府、州政府和中央政
府联手才能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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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潍福指出，他愿意接受
该份黄皮书当成一份备

至于刘博文指要取回巴刹
后方空地，黎潍福直指这是
忘录，而不是一份契约，所
天方夜谭的说法。
田
以坚决不会签署黄皮书。
他解释，该地段在1980
他在签署黄皮书仪式后召 成 年已是私人地，土地局
开记者会，他不解为何要签
在2 005年才从超用途
(Pasar Raya)改为商业用
署契约（Agreement)，其
途（Perniagaan)，安邦再
实对于居民和公会提出的诉
求，只需要备忘录就足够。 忘 也市议会在2012年也在地方
他说，黄皮书的内容部分
蓝图，将该地段从超市用途
錄
涉及技术层面的问题，比如
改为商业有用途。
“2005 年是国阵执政时
要落实中华城，需要的举 非
期，2012年是李映霞担任州
动包括更改安邦再也土地蓝
图，将布雅丹绒7路改为巴 契 议员，梁国伟和李映霞不应
该：晋.重;々丨、”
刹保留地，再命名中华城。
他提及黄°皮书其中一项是
“我喜欢这个中华城的概 約
念，一旦中选，可以成立委
成立24小时巡逻队伍，他
员会与业主讨论，竖立告示牌
说，若警察能有效执行工作，
州议员无需花这笔钱这么做。
通知计划，便有机会达成这个
目标。”
“我建议警方加强巡逻，以
他直言，这需要100?。业主赞
多设置路障，而不是民间团体
成才可以，因当初业主购买单
自救，再者，若整个选区都有
位的时候，当地的土地用途并
提出这项要求，州议员一年80
万的拨款都不够应付。”
非巴刹o
‘"'如。果我做不到契约的内
他说，一旦中选，会在网上
容，我的行为就如同毁约，犹
公布拨款细节，民众也可透过
如不诚实，所以我不能随便许
自由丨咨询法令，只需12令吉就
下承诺。”
可以到土地局取得这些资料。
願

m

黃田志：黃皮書無法律效應

^动党雪州组织秘书黄田志
指出，这份黄皮书没有法
律效应，即使签署者在事后出
现毁约行为，带上法庭也无法
采取法律行动。
他强调，行动党的原则是不
开空头支票，不为捞取选票就
开出空头支票，故他对黎潍福
不签署的决定表示认同，贸然
签名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他在黎潍福召开的记者会上
说，公会在黄皮书提出的要
求，其实不一定是州议员都可
以做到，只要有责任感，市议
员都可以达成。
“黎潍福曾担任加影市议

员，他也曾做出发展，是可以
信赖的人，过往的记录证明他
有能力做到，所以无需契约的
约束他如何发展莲花苑。”
黄田志补充，这份契约内容
很简短，没有考虑技术上的问
题，即使黎潍福没有签署，他
也会尽量去做好。
他举例，黎潍福在士毛月服
务的时候，协助武来岸新村美
化，并且在茅草山种植50棵马
来西亚樱花，愿景可以成为马
来西亚樱花村。
“行动党不为了选票而签
署，我们要为选民负责任，坚
持不签。”

Page 2 of 2

03 May 2018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Page: C9 • Printed Size: 691.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d Value: MYR 13,630.36
PR value: MYR 40,891.08 • Item ID: MY0032475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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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聯盟民主行動黨哥打哥文寧候選人甘納巴迪勞

姓名

甘纳巴迪劳

年龄

45岁

职党龄

14年

党职

民主行动党雪州组织秘书

婚姻状况

己婚

职业

律师

上阵记录

2(H3年:哥打阿南沙州议员

2018年:哥打哥文宁州议席准候选人

他说，外劳、水灾、交
_毅強 1
通阻塞等，都是当地居民
目前正在面对的问题，所
以他若继续得到人民的委托，就
” 3^、出
会马上著手解决及改善有关问
豕 兄，
题。
甘纳巴迪劳
冀成为哥打哥文宁非巫裔人民代
爭取選區設精明巴士
议士丨
他继续说，如果希盟继续执
选区划分后，原本的哥打阿南
政，他也会向州政府争取在该选
莎州选区已被划入班达马兰州选
区增设雪州精明巴士服务。
区，而雪州看守行政议员兼原任
他坦承，上述州议席一直都是
哥打阿南莎区州议员甘纳巴迪劳
巫裔候选人竞选，他是首位非巫
将在来届大选转战哥打哥文宁州
裔候选人，也希望能成为该选区
议席（原名太子园州选区）。
首名非巫裔议员。
甘纳巴迪劳告诉《中国报》，
他指出，选区划分后，上述选
他曾经在太子园居住了28年，而
区有42%的巫裔选民，所以如何
且在2010年至2013年期间，出任
争取巫裔选民的支持，将是他眼
了莎阿南市议员。
前的挑战，但相信有关选民都能
“这次我上阵哥打哥文宁州议
感受到雪州的改变，并会继续支
席，可说是‘回家’竞选，我对
持希望联盟政府。
这个地方也非常熟悉。”

•甘纳巴迪劳（右）积极走访选
区，了解人民所面对的问题。
他继续说，而且，目前这个选区的
面积甚至比哥打阿南莎大，而且哥打
阿南莎的选民人数有约2万9000多人；
哥打哥文宁的的选民人数则有4万7000
多人，两个选区的差距悬殊。

•起的 ijggg_+s
行一竞7l寸曰疋
云i)为準
党甘宁
全纳t
I f f

席劳3
陈站胃
_台
伟，
。同
前时
排为
名后
2者

‘纳巴迪劳说，伊党在上述选
+t'
n 区拥有非常稳固的基础，加
i
上来势汹汹的巫统，哥打哥文宁
将会是一场“硬仗”，所以丝毫
不敢松懈，必须每票必争。
他说，该选区目前有3个传统甘
榜，要争取这些选票的支持，对
他而言还是具有一定的难度。
无论如何，他还是希望能成为
该选区首位非巫裔议员，缔造哥
打哥文宁州选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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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陣馬華萬達鎮州議席候選人莊賜昭

黃小穎

姓名

庄!il昭

年龄

59

职业

商人

岁••

家庭状况

己婚（育有一女）

学历

国民大学应用科学系栄誉学士

党/社团职位

马华八打灵再也北区区会署理主席

竞选宣言

热枕、诚恳、务实

褰信心

影

1〇岁加入马华的国阵马华万达镇
丄j (前百乐镇）州议席候选人庄赐

昭虽然不是生于八打灵市，但却在这
个城市活跃了 30多年。
虽然首次被委任为候选人，他也有
信心能够胜任服务和代表人民的任
i也说，他的党龄已经有4i年，经历
了许多届的全国大选，也曾为其他候
选人助选，包括灵北区前任州议员拿
汀巴杜卡周美芬，更曾任其服务团队
大队长，累积了不少为民
服务的经验。

选民能够给彼此一个机会，为灵市带
来更大的进步。
他说，在灵市服务了这么多年，即
使非执政者，可是，依然尽心尽力为
民争取权益和不计较的服务，相信选
民都能够看到他的付出和热诚。
他认为，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责任
是把更美好的未来和发展带进社区，
造福人民，同时该把地方发展的规划
加入人民的意见，这样才是公平的举
动。

1庄赐昭和团
队已展开竞选
准备工作。

盡力為民爭取權益
他指出，虽然万达镇是
希盟行动党堡垒区，对手
也是年轻的女性，可是，
-<7 他有信心，凭著他对党的
忠心不二和多年的社区服
•rfl 务经验，他能够胜任州议
VF员的职务。
J-t他坦言，这一次不仅是
•
一个他能够为人民服务的
平台，也是一个让国阵再
次证明有能力将灵市发展
得更好的机会，因此希望
/f丨灵市发展方面，庄
赐昭认为，执政党
在这方面做得不到位，
也造成了住宅和商业区
发展很两极化。
他说，执政党在过去
10年对灵市无带来妥当

執政黨沒妥當發展靈市
的发展，反而一味的批
准发展项目，罔顾当地
居民的心声，最终让社
区变成两个很大的落
差。

他指出，灵市不仅有
发展蓬勃、先进的区
域，同时也有很多年久
失修、落后的地方，这
些都是人民关注的重

点。
…他说，若能够在这次
选举中当选，他将整顿
这现象，并把居民的意
见都纳入发展项目的考
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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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展要求与拨款）都可被考虑，人
民无需担心‘这是政府的责任。”
他今早在瓜雪本查阿南（Puncak
Alam )进行工作访问，在当地国小礼
堂向教师演讲时，当场批出50万令吉
拨款，要求国阵瓜雪原任国会议员拿督
斯里依莫希占好好修整国小草场。

瓜雪国席候选人依莫希占。

他表示，若反对党所言属实，别说建
医院和诊所，届时政府就连修整草场的
能力也没有了。
‘‘看看，我们把国家管理得很好，很

阵依约州席候选人柏迪班和
中 交
)流合照。前左起是国

校长和老师，与纳吉 前(

席汤丽珠 后
(右三 等
)华小

•瓜雪县华小校长理事会主

(瓜拉雪兰莪2曰讯）首相拿督斯里
纳吉反呛反对党，如果国家真的如反对
党所言会破产，政府如何有能力满足国
阵候选人提出的种种拨款需求。

Page 1 of 1

同时，他也许诺，5年内在瓜雪选区
兴建玛拉工艺大学新医学院和新县教育
署等发展项目。
他说，联邦与州政府步伐必须一致，
否则许多项目会被搁置和拖延，例如拖
延至今的雪州水供问题。
“联邦政府花了36亿令吉兴建冷岳2
滤水站和推动彭亨州输水至雪州计划，
到现在都无法完全落实，因为雪州政府
要拿回雪河公司(Splash )�，，
他强调，只要国阵能重夺雪州政权，
便能尽速解决水供问题。
雪州国阵主席丹斯里诺奥马较后受询
时坦言，最新选区划分是增加国阵胜算
的其中一项因素。.（TS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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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盛拿出珍藏了 28年的老照片
给林吉祥签名’显得非常兴奋。

祥伯推介_老火箭珍藏照索簽名

(吉隆坡2日讯）民主行动党国会领
袖林吉祥咋天在爱兰镇组屋巴刹推介新
书《第14届全国大选：马来西亚自由
之路》及签书会，向他索取签名的支持
者大排长龙，并纷纷要求与他合照留
念0
50岁的李国盛更把握机会，拿出珍
藏了28年，林吉祥于1990年出席在芙
蓉的一场讲座会时拍下的老照片给林吉
祥签名。李国盛当时还是行动党党员，
后来因为忙于工作，也就不再参与行动
党的活动。
“今天适逢林吉祥来到这里演讲，又
有签名会，因此我拿出照片希望索取他
的签名。"

一天奔走8个地方
在新书推介礼上致词时，林吉祥说，
他到处站台助选，他于星期日奔走8个
地方、星期一跑了 5个地方，当天还要
继续到彭亨出席多项活动。
他说，我国这61年来不仅是盗贼治
国（Kleptocracy )，还是最糟糕的一
群人执政（Kakistocracy )�
声音显得沙哑的林吉祥，发表了约

•艾德里希望他担任市议员的经验
派上用场，为人民处理事务。右为
林吉祥。
10分钟的演讲，并为当地候选人无拉
港州议席候选人黄田志和杜顺大州议席
候选人艾德里站台。
“我国独立61年，但在朋党主义、

贪污滥权的情况下，人民却越来越不自
由，这次大选很重要，将能够让马来西
亚人走上_由之路。”
他说，政府取消津贴与落实消费税，
让人民饱尝生活费上涨的窘境。
、"这一届大选非常重要，会影响国家
未来50年，甚至100年的发展。”
有关日前发生在永平的推挤事件，林
吉祥说，永平行动党已经发表声明，就
让当地的行动党处理这件事。
以流利华语及马来语演讲的艾德里
说，他在担任士拉央市议员期间，养成
随身携带笔记本，记录人民所提出问题
的习惯。
他希望他担任市议员的经验，有助于
协助人民处理民生问题。（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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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普菡元

首都鎮防洪計劃動工
(加影2日讯）
加影市议会经于3
月重新公开招标，
委任另一名承包商
开展首都镇第三及
四区的防洪计划，

.二~~

如今，a项耗费99
万令吉的工程已经
正式动工。
希盟行动党无拉
港州席候选人黄田
志指出，逢雨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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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困扰了有关地
区的居民很多年，
他于2016年接获
居民的投诉后，便
向市议会反映此
事，而且获得正
视，去年初委任顾
问针对闪电水灾问
题进行研究，寻觅
解决良策。
‘他今早与市议员
丘钦瀚前往现场视
察时说，树根破坏
沟渠是其中一个造
成排水不良的源
头，因此，承包商
将会重新修建沟
渠，并且加深与加
宽渠道。有关工程
共全长600公尺，
包括维修和加宽沟
渠，以及增设排水
孔，工程预计在半
年后完成。黄思志

•黄田志（右）与丘钦瀚巡视重新开
展的首都镇防洪工程。

表示，工程分为两
个部分.，其中450

公尺修建沟渠工
程，是从首都镇大
路国油油站至41A
路的路段，当遇到
大雨时，当地除了
路面积水，地势低
的房屋也会因渠水
倒灌而淹水。
至于另外150公
尺的工程，则是在
第三区路段，他
称，当地的闪电水
灾问题与第四区类
似，当所有工程完
成后，相信居民将
会摆脱水灾恶梦。
他说.，这项工程
原应在去年中进
行，却因为当时的
承包商不配合，而
被中止合约，工程
因而展延，当局唯
有重新招标，拖至
今年3月29日才委
任另一^承包商。
“被中止合约的
承包商已被列入
黑名单，两年内
不能承接雪州县
市议会的工程。”
(T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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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巧雙訪長屋拜票
(八打灵再也2
席候选人杨巧双今民拜票。
日讯）希望联盟民日前往敦依斯迈花
该长屋共住有
主行动党泗岩沫国园长屋，向印裔居400名居民，除了

一家巫裔家庭外，
剩余的都是印裔家
庭。
杨巧双的助选团
中，有不少印裔同
胞，他们一路上担
当杨巧双的翻译
员，让候选人的形
象更贴近民心。
她走访每个单
位，除了派发传
单，当获知长屋
居民面对污水问题
后，也驻足深入了
解情况。(TSO).
•杨巧双（左）
向敦依斯迈花园
长屋印裔住户逐
一拜票，了解他
们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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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港雨伞运动启发从政

冀改变年轻人思维方式

业人士或工作中的年轻人。
“年轻人对政治不感兴趣，有时

潘俭伟进行多项政治活动。

推动国家软性发展
林怡威若当选，希望推动国家

待了 6年，亲眼见证香港雨伞

向。在从政上，我一直有颗蠢蠢欲

软性发展，包括改变年轻人思维方

动的心，但没去实践，直到雨伞革

式和提高女性的地位。

较后，祖国爆发一个马来西亚发
展有限公司风波，她参与了民主行动

命、爆发一马公司课题和林冠英演
讲后，我坚决从政。”

我们呼吁他们参与党活动也有点
难。为吸引他们，我们会通过举办
中立性的活动吸纳他们参与。”
她说，任职市议员时，就曾以

“从大格局上，我希望国人在思

创意的方式，如以国家动态制成游

维方面有所改变，虽然我国硬体设

戏卡牌，通过玩游戏让年轻人对政
治有一份醒觉。

党秘书长林冠英在香港的讲座，尔后

林怡威记忆犹新，2015年，林

毅然辞职返马，加入行动党。
“我几乎考虑了一个月，才决定

冠英在亚洲协会香港中心发表演

施发展迅速，但是软性发展，如思
维方式，受到忽视。”

讲，她在问答环节上就问“马来西

她认为，在这摩天大楼星罗棋

个政党，而是让他们对政治有基础

布的城市，仍有贫穷的问题，显示

的了解，因为有些年轻人甚至没去
登记为选民。”

年龄：28岁

回国参政。在这之前，我在香港一

政党：民主行动党

家金融公司上班。”

入党年份：2016年
学历：香港科技大学
金融学士学位
职位：灵市市议员

不只是涵盖大学生，也包括年轻专

“小时候我会看报纸跟进国家动

运动

她认为，当提到年轻人时，这

政治路上，她边学边做，不久
也担任八打灵再也市议员，更跟随

怡威是霹雳怡保人，曾在香港

林;

姓名：林怡威

担任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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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是否还有希望？”
“他对我说：‘有的，只要不放

着政府的失败。

“不过，我们不是要他们选择哪

2014年香港发生雨伞革命，她

弃'，这让我有很深的启发。我思

“我想要的是，赋予年轻人和妇

她说，其实很多社会问题都和

的朋友都参加了这运动。当时，她

考了一个月，最后电邮联系行动党

女权力。当我们谈到世界政治，其

政治和政策有关，年轻人爱参与社

就思索，何以香港年轻人思维可以

宣传秘书潘俭伟，请求他让我在他

实变化和改革大多是年轻人或学生

会活动，但他们送餐给流浪汉，给

如此成熟。在了解当地的民主问

办事处担任实习生。”

题，反观我国年轻人，显然这方面
有所欠缺。

带动，因为年轻人充满精力和理

予关怀时，他们又是否有想过，背

2〇16年1月，她辞职回马，在

想；而提升妇女地位，其实可以间

后的问题根源。因此，她认为，思

农历新年后就开始在潘俭伟办事处

接地改善孩子或未来一代的情况。”

维方式的改变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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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南2日讯)高

陈智铭邀网络枪手

渊国会选区独立候
选人陈智铭以别开
生面的演讲会，邀
请数名网络枪手，

另类演讲吸引公众

展开他首场竞选政
治讲座会，以传达不一样的讯息。
这场演讲会在高渊团结园举行，吸引近
百名公众驻足聆听。陈智铭也邀请国民团结
党爪夷区候选人郭馨文演讲。
陈智铭在演讲时特别强调，他是竞选高
渊国会，是唯一的华裔候选人，他促请高渊
选民支持唯一的华人候选人，让他再有机会
为高渊服务。
他也说，他也不喜欢巫统作风，也不喜
欢有政党束缚，而且独立议员不会被政治掌
鞭约束及盲从。所以如果他中选后，就是用
独立议员身份为民发言及争取权益和服务。
他补充说，选举是民主程序，人民有权
利投下手中一票给属意候选人，但在投票前
要深思，因你所选的，是你要面对5年的人
民代议士。你要选服务型议员让社区有发
展，还是名嘴议员让发展停顿。

高渊国会候选人陈智铭与爪夷州选区候选人
郭馨文。
讲台“数落” ！
早前，国阵高渊国会候选人拿督赛胡先

郭馨文：政治理念是要服务

说，曼梳是一个横幅议员，中选后的5年期

郭馨文说：“我们国民团结党不一样，

间，只见他大头照在横幅，连影子也看不

我们的政治理念是要服务，答应的事就要做

到。他更不明白的是，为何曼梳还有勇气原

到，这才是最重要。”

区上阵面对选民。

他说，丫B这字眼不是Yang Berhormat
缩写，而是丫ang Bekerja.人民永远是人民

马华高渊区部主席陈清凉在助选时也
说，选民投票给候选人，是要有一个能为人

代议士的老板，所以你所给予的一票，不是

民服务的代议士，而不是只在大选时又出现

给他拍照宣传，然后5年内问题还悬着没解
决°

拜票的人，而且还让他在5年内白领薪酬，

“数落”原任国会议员曼梳

造就他百万收入。
高渊国会选区独立候选人陈智铭说，曼

对于高渊区原任国会议员拿督曼梳，其

梳身为高渊国会议员，却人在雪州政府旗下

过去5年的政绩，在这次大选被各政党搬上

担任官职，坐官车。#

Page 1 of 1

03 May 2018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al • Page: A27 • Printed Size: 265.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d Value: MYR 3,333.33
PR value: MYR 9,999.99 • Item ID: MY0032474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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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因悄然现身阿兹敏讲座
(巴生2日讯）前财政部氏兼巫

阿兹敏说，达W的出现让他

统元老敦达因悄悄出席聆听人

又惊乂喜，他之后邀请达因上

民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

车，一起驱车前往士文达的另

兹敏阿里参与的政治讲座，后

一场政治讲座3

者到了讲座的尾声，才从人群
中发现达因的身影。
阿兹敏昨晚出席巴生直落
昂的政治讲座，为该党巴生港
口州席候选人阿兹米占站台后

据知，在直落昂举办的政治
讲座是于晚上8时举行，达因
的出席并没有事先通知阿兹
敏。
达因戴上鸭古帽，以一身轻

离场时，发现达因和妻儿一起

便的服装现身并坐在观众席，

出现在讲座会。

直到阿兹敏离场时才发现他。

达因（左二）的出现，让阿兹敏阿里（右）又惊又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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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吉听取诺奥马（右）的报告，左为伊莫希占。

诺奥马：选区重划占优势

国阵有望重夺雪政权
(莎阿南2日讯）国阵雪州

督斯里纳吉到访本查阿南国

主席丹斯里诺奥马承认，选

巾后这么说。
另外，他也针对上周六

区重划有利于国阵重夺雪州
政权。

开始正式竞选活动后，有巫

他说，选区重划工作是

统元老公开宣布支持希盟的

由选举委员会独立进行，无

事说，有关人士所为不会打

论如何，随着国阵在上两届

击国阵的士气。

大选失去雪州政权后，有望

“我只想告诉他们，要感

在本届大选拿回雪州政权。

恩党把他们打造成今天的样

此外，他表示希望联盟

子0 "

成员党党员和领导人之间的

前贸工部长丹斯里拉菲

R前在面子书发文公开支

公开冲突，对国阵来说也是

达

好事。

持希盟，并呼吁选民支持希

“这并非我们要求的，但

盟。另外，新闻通讯、艺术

我们把这视为国阵的优势，

及文化部前部长丹斯里莱士

因此我们有信心重夺雪
州。“

雅丁也在社交媒体表示，对
“超然”和“傲慢”的国阵

他今日和国阵主席兼拿

领导人感到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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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千奇百怪创意

秀超人袜子自嘲拉票
(槟城2日讯）创意胆识
报道：黎添华

统统来，奇招怪技逐个
看！
第14届全国大选，不少候选人已意识到不能再像
过去一样一板一眼地办政治演说和分派传单等传统方
式拉票，不少聪敏且极具巧思创意的竞选团队，都使
出浑身解数来吸引媒体和选民的关注。

许像认为拍短片够IN，那么，你可能就OUT咯，闪为现
在原来还有更具创意的拉票活动呢！
且随木报一同看看，今届大选，我们的候选人们使川了哪些千
奇百怪的招数来拉票吧！

国民N1结党丹绒武雅候选人李政融打环保牌，为凸显填海带来
的伤害，该党租了两艘渔船，带党员及媒体出海了解渔民的生计问
题，果然够另类。
他也通过举行“祭山”仪式，通过悼念大地之母（大自然）的
方式，来提醒民众山河变色的事实。期间，他除了因过去十年眼睁
睁看着山坡被砍伐而向大自然道歉外，更承诺将好好还大肖然一片
绿。

奇招3拉昔抵死幽默，成功出位

槟城人，对不起！5
丨崙株抢掉了你们这么好的副首长，拿督拉昔.
但拿督拉昔是Johor人，而Johor人终究还
是要回来Johor奉献的.

巫统峑东埔候选人拿督再迪曾在威中柏达镇国油油站出席活动
时，赞助200辆摩托车更换润滑油，同时也赞助300辆摩托车免费

各位杳株的同胞们，请把票投给以
零瑕疵服务著称的拿督拉昔，
把拿督带回柔佛，留在杳株代表你！

添油，引起轰动。
另外，前进党的柑仔园区候选人，也在劳动节当天展开免费添
油活动，协助100位摩托车骑士免费添油。
小 过，免费添油其实早前巳有人做过，其中，槟城、柔佛、雪
i

兰莪和霹雳均出现过，惟当时不在选举期间发生，就此，若对比传
令人S外的诖，服务口碑迕马华

统拉票，这做法还算是“叹为观止”。

也逛窀无瑕疵“的，而原任副首

7F,拉£出任市议S
K
S创首长记15每
S$, flU上荣切Sw的

选民衷

幵始就默默为班台芽民
劳，出

|长傘鰣拉昔页从摈城班台苍雅调

一个人的

！去柔侥咅株巴辋国席。

坂穷东现，因此較受欢迎，
• A 洋商UTittti年4肖24U

赛沙迪盼像超人迎敌

原任槟州第一副首长的人民公正党候选人拿督拉昔，因调往柔
土著团结党的麻坡候选人赛
沙迪，堪称所有候选人中，口

佛峑株巴辖上阵，失去了继续出任副首长的机会，不少当地选民与
支持者对他依依+舍。

才绝非一般的年轻人。
年仅26岁，他W年纪太轻
而被抨击时，立即“以其人之

不过，其峑株巴辖的竞选团队聪明地将尴尬化为优势，在宣传
册子上写到：槟城人，对小 起了，峑株抢了你们这么好的副首长，
i

但是，拿督是柔佛人，柔佛人终究还是要回柔佛贡献的。

道，还击其人之身”，表明肖
己确实很年轻，但反问是谁规

如此一招，除了希望化解拉昔的尴尬，更期待成功将他的优点
突显

定五、六十岁才能当领袖的？
指年轻反而是他的优势，因为
能更好地为年轻人发言。
他去夜店狂欢的照片流传开

阿兹万胜出要为民洗厕所
雪州大臣兼人民公正党署理

来时，他也毫小 讳言地承认并

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的胞弟阿

霸气留言：我小 能改变我的过

兹万（或称“ AA天后”）与哥

去，但可以改变我的未来，

哥交恶多年，今次更以独立人

i

i

亚洲最佳辩论员
另外，他提名日也有意无意

十身分出来竞选，直接与哥哥
对垒：‘
提名结束后，“ AA天后”

露出超人图案的袜子，媒体询

坦言，若中选，就会亲自下厨

问时，他则表示希望能像超人

煮仁当给选民吃，甚至当新加

般全力迎战。

坡媒体访问他时，他也坦言，

显然地，赛沙迪这名亚洲最
佳辩论员确实口才了得，总是
懂得通过肖揭、自认、自嘲，
来化尴尬为优势，化危机为转机。

会请完所有新加坡选民，吃他
拿手的仁当。
作风大肫的他更放话，若中
选，会为选民洗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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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冷丨

国阵不能再输掉瓜冷
副首相拿督斯里阿末扎希说，国
阵在瓜冷国会选区已输了2次，不能再
输第3次。
他说，在第12届全国大选时，瓜
冷国会选区仅输989票，但在第13届大
选却输了5358票。
他说，国阵必须讨回尊严，不能
再输掉瓜冷国会选区。这一次，国阵
非常有机会可以赢回瓜冷国会选区。
他周二下午到加厘岛巡视人民组
屋工地时，这么表示。他承诺，若国
阵赢下瓜冷国会选区，他将在120天后
会回来动土及要求首相批准，在这块
空地兴建人民组屋。
他也质问雪州政府，做了什么好
过国阵，同时也呼吁人民推倒现任雪
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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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罗雅（中）在百乐园集团首席执行员周胜忠（左
起）、菲丽娜、马骏骢及马来西亚自闭症协会董事拉惹
钦纳亚的陪同下，主持开幕剪彩仅式。

百乐园房产办自闭症艺术展
莎阿南2日讯|百乐园房
产( P a r a m o u n t P r o p e r t y )与
马来西亚自闭症协会（NAS0M )

砖引玉的作用，吸引更多企业
加入关怀社会的行列。
百乐园房产在活动上同

在莎阿南格林玛丽的Utropolis

步推介「快乐与健康的您」运

Marketplace零售商场，联办一

动，希望透过推广健康的生活

连2天的「自闭症艺术展与慈善

方式，为社区和环境带来正面

活动』’向民众展出iii百件由

的影响与变化。此前，该公司

1 2名自闭症患者的独特艺术创

已在兽都交湾11"1「(^0115举办

作，百乐园房产亦捐赠1万令吉

160公里州际路线骑行活动，

作为该协会的营运资金。

并希望将相关健康活动移师至

马来西亚自闭症协会主

巴生谷一带。

席菲丽娜透露，该协会在征

百乐园房产首席执行员马

途过程中向来不容易，惟凭借

骏骢指出，该公司除了致力于

和家长彼此建立的信任，并且

建设优质房屋，更希望为社会福

获得重要机构或企业公司如百

利工作尽一份绵力，为艺术家提

乐园房产的协助，一切才变成

供一个展现潜力及与民众建立联

可能。此外，大会邀得掌管卫

系的平台。他表示，将坚守身为

生、妇女、家庭及福利事务的

「人民的发展商」承诺，发起有

看守雪州行政议员达罗雅为艺

利于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的活动，

术展主持开幕仪式，她希望大

为社区带来积极的变化。

众能透过该艺术展了解自闭症
患者的内心世界，同时发挥抛

欲知更多详情，可浏览S
www.paramountproperty.my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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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观点并不代表本报立场

杨善勇
1 ；‘

•城市规划师
时事评论人

仅供参考

*

些曰子，遵奉「顾全大局_

你这

.之名，杬蛇的利牙，蝮蝎之

pT

毒气，都变得理所当然。李成金兄

J 当年就是这样被刷下，加影迎来一
hjf位「选民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
絲」醉景杰。
李景杰何许人也，现在人在

投

蔡

何处？我们都不知道。大家隐隐约
约记得的，是不久他让出了这个州
议席，为旺阿兹莎上任雪州大臣铺
路。岂知机关算计，结果还是白忙

伟场
杰
IM

诸如此类，罄竹难书。但

是，为了改朝换代，合理的民意要
让位，合情的诉求要压抑。中央的
决定，领导的安排，是唯一的指路

明灯。瘦田耕开之后，青年才俊一上位恐
个白都开心得佼佼失眠。
眼前公正党改用蔡伟杰取代万挠原任
州议员颜贝倪之事，也是这样。安华当初
被黜，不正是一封魑魅魍魉旳黑函吗？可
惜，时间久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个党全忘了。
伸张公正，不是大选之后的意思意
思。有心公正，就要在关键的时刻，行使
正义之道。因为这样，广大旳万挠选民，
应该要用手中旳一票，正确地传达公义的
信息；提醒这个希望联盟，够了，照单全
收的年代，已经结束。
是的，你可以不投蔡伟杰，不在于你
不「顾全大局」。恰恰相反，正因「顾全

大局」，你比较了两线制的轻重，衡量了
长远的得失，不得不及时地转告人民公正
党，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政权嘛，正如《金刚经》所云：「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
作如是观。」昨日「投党不投人」也许可
行，放在1999年和2004年的八打灵国会可
就行不通了。
万挠的乡亲父老心底如果还深爱这
个国家，就要领悟尘世之间，有一种爱叫
放弃。光天化日之下党既然公然放弃了民
意，你也不必客气，不要不好意思，现在
你真的可以不投蔡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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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兰莪，

市议员辞职冲刺选举
为了参选，雪州多名希盟候选人
已于提名曰前辞掉市议员一职，如今
全力为竞选冲刺。
希盟班达马兰候选人梁德志和莲
花苑候选人黎潍福，原本各别是巴生
市议员及加影市议员，但随著受委上
阵大选，他们已于提名日前辞掉市议
员一职，全力专注竞选工作之余，也
避免利益上的冲突。
梁德志表不，他是于4月26日呈
辞，市议会也于当天接纳他的辞职信。
另外，前任士拉央市议员蔡伟杰，
也将于本届大选披甲上阵万挠，但如
今却有消息盛传，他仍未呈辞，蔡伟
杰受访时驳斥这项谣言，并指本身已
在提名日2天前辞职。他直言，这（造
谣）是一项很幼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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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第14届大选创下很多历届之最：准备期最长、多角战议席最多，当然，选情也是最

不明朗的。尽管各参选政党己在上周六（28日）结束提名，并正式展开竞选，但可能是因为之
前准备期过长的消磨，令坊间和舆论没有陷入如上届大选般的激情和狂热，而马来选民更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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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学院讲师

如既往的平静，虽然一直以来都有民调显示马来社群有反风迹象，但这些反风暂且不会对原有
格局产生极大的影响，因为更多的，还是依然选择沉默，让人雉以抓摸。
尽管马来民意难以掌握，但无论改朝

之外就没有什么大动作，无论是宣布候选

候选人显得更轻松。

换代或是巩固政权，都需要他们的配合，

人的排阵，抑或是竞选的过程，都表现得

所以希望联盟（希盟）早在国会解散前，

慢条斯理。这种反差，让人感受不到「终

在乡村地区并未有炒热选举气氛的部署，

已动作频频，除了委任前首相马哈迪领导

极一战」的意味，因为国阵，特别是巫

希盟，还高调地深入马来选区、垦殖区，

统，在本次选举中的两大方面，表现得异

所以以马来选民为主的乡区，是异常平静
的°

展开一系列的巡回竞选讲座，重量级领

常冷静。

另外，伊党在这些地区，也同样地和
巫统保持著一样的冷静低调，双方的竞选

袖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希盟甚至还爬过国
阵的头，抢先发布竞选宣言，更调动魅力

其二，竞选机制。因为巫统候选人

战将以稳定牌为主

机制相似，拉票和拜票的情况一般，要不
是满街旗帜和希盟马不停蹄的拜票，你在

型领袖，展开话题性十足的「王对王」战
略。在国会解散后，希盟更加强大量文宣

其一，候选人排阵。相比希盟红红火

马来区活动时，根本不会察觉大选的即将

攻势，铺天盖地的竞选短片和短讯大量涌

火的党宣，巫统在各国州议席中的候选人

来临。也正因如此，马来社区并没有对选

现，火药味浓烈。

排阵，多以稳定牌为主，尽管他们也有大

举表现得如过去般热衷，虽然我们可在网

量新面孔，但更多的是守土、回锅和弃州

络发现他们的积极，但如果你到乡区亲自

攻国的旧人。

走一趟，会发现那里一切如常。

竞选表现冷静

这种部署，在过去大选中巫统会有平

这不禁让人好奇，难道马来选民的沉

然而，和热烘烘的希盟相比，国阵在

衡的党宣，既要选民认识新人，也要选民

默，令巫统在竞选过程变得「消极」？对

这场选举中看起来就很低调。虽然国阵也

熟悉旧人，但本届却新、旧人都不打。面

巫统来说‘可能存在两点：其一‘传统马

在喊话，比如要重夺雪州政权，也有很多

对马哈迪在吉打、柔佛的大军压阵，和力

来人敬老尊贤，巫统要把选举氛围炒热，

动作，比如大派糖果、举办政治集会，甚

夺雪州的目标，候选人还可淡定地以自己

不可能只追击行动党而避开包括马哈迪在

至乎，看守首相纳吉接受外媒访问时，也

的步伐竞选。在乡区’与时间赛跑式的讲

内的马来领袖。在他们的心目中，马哈迪

对国阵继续执政的目标信心满满，但除此

座和行程也不多，相比马华、民政，巫统

曾是国家领袖，更曾在世界舞台落力发扬
马来文化和维护马来尊严，可批评但不能
辱骂，所以低调是最好的选择，而纳吉被
辱骂时，巫统也会避免做出太多回应，任
由马来选民看著自己领袖被辱，激起他们
抗拒希盟的心理。

善用情绪反差牌
其二，巫统乃至国阵，可能已握有
王牌，而这个王牌，将和种族情绪有很大
关系。比如，巫统可根据自己在准备期和
竞选期的表现，打出「沉稳对急躁」（巫
统内敛稳重、希盟心浮气躁）、「民族对
个人」（巫统维护民族尊严、希盟照顾个
人利益）、「传统对激进」（巫统稳扎稳
打、希盟一步登天）等情绪反差牌，引发
民族危机感，让他们对希盟缺乏安全感，
另外也可以压制党内不满本次候选人部署
的基层。
如果再配合伊党的推波助澜，巫统这
场以静制动的乡区攻防工程，就已经完成

—半。
当然，马来选民并非铁板一块，因为
乡区马来人也曾经在1999年大选中，搭上
「烈火莫媳J所掀起的反风，让时任首相
马哈迪差点丢失政权，所以我相信马来选
民至今仍冷静地旁观这三大阵营（国阵、
希盟和以伊党为首的和谐阵线）的大混
战。巫统在乡区建立的攻防工程，所剩余
的另一半，就是目前还在冷眼旁观的马来
选民，若发现希盟营造的安全感不够，则
马来反风很难吹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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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2日讯1莲花苑行动党

至于「巴刹保留地课题」，

Page 1 of 1

费购地或是支付赔偿金给予雪州

候选人黎潍猖今日下午召开记者

他重申，原任莲花苑行动党州

政府并向地主强制征地，否则恐

会，解释该党基于黄皮书条款涉

议员张菲倩已出示证据并对外

难以实现。

及公众利益以及法律权限，在不

声明，有关地段打从80年代就

乱开「空头支票」前提下，坚决

已是「市场j ( Pasar raya )

拒签，并称仅会把合同内容当作

用途的私人地；而土地局更在

例如安全问题，倘若中央政府

备忘录，有助于日后推动当地的
发展。

2005年直接授权地主转换成商业

像敦马哈迪时代向警方施压，加

(Perniagaan )用途。就连安邦

紧社区巡逻，就无需额外劳民伤

黎潍猖强调，此举并非与

市议会也在201 2年的地方蓝图

黎潍福表示，10项条规大都
合乎情理，只要加以监管即可，

财。

贩商搞对抗，本身十分乐见当地

上，正式把该地段设为商业地，

贩商的前景能攀高峰，但秉持行

故无论是国阵还是李映霞都不能

人民代议士，对社区发展无须合

动党不乱开空头支票的原则，所

置身事外。

同约束也会逐步落实。

以事前与律师研究有关条款，发
现当中牵涉太多公众利益，例如

同时，他也认为，有责任的

行动党雪州组织秘书黄田志

带到法院不会受理

也补充，略看了合约内容，发现
许多建议的涵义都十分广泛，而

把当地巴刹改造成「唐人街」，
首要条件就是获得附近商家和建

「这就要反问当年的国阵

且以公众利益作为前提下，这份

筑物主人的同意、其二就是必须

政府，为什么会把土地转换成

合同实际不具法律效应，纵使带

把公路转换成巴刹用途，而这一

商业用途，有必要向当地居民交
代°」

是州议员以及贩商之间的口舌之

些都必须经过考量和评估才能落
实。

此外，他说，除非候选人自

到法院也不会受理，最终也只会
战而已。（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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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2曰讯|太子园巴刹贩商公会连同数个单位
列出10项条文黄皮书，要求当地的4名国州议员签
署，以保证大选后落实合同内容，现场即获得国阵
马华班登国席候选人拿督梁国伟、民政党莲花苑候
选人刘博文、人民党班登和莲花苑候选人李映霞签
署；惟行动党莲花苑候选人黎潍褶则拒签。
太子园贩商公会主席周志坚
称，有关黄皮书是由该公会、四
季儿童传统文化、和莲花苑居民
所立，内容包括打造「唐人街」
(China Town )�24小时巡逻

队、解决停车位和外劳营商问题
等条款。

『上一届州议员没有
履行承诺，故要求
下一任人选白纸黑
字承诺会根据合约
内容实现计划。
周志坚•

他说，上一届州议员没有履

和民众在合同里的要求虽然不易

黑字承诺会根据合约内容实现有

做，但他自称有能力可以完成，

关计划。

同时不会逃避责任。

即场签署黄皮书的李映霞

此外，梁国伟亦认为黄皮书

表示，纵使在第13大选落败，但

条文许多都是可fe受的范围’并

仍选择留下来为民服务，并重提

抨击过去的地方政府没有完善解

太子园巴刹本是有机会搬到更好

决民众的诉求，导致他们必须透

的地方，但在她卸任市议员一职

过法律保护自己。

后，却爆出有关巴刹保留地变成
商业地，故她也承诺做了州议员

须写出违约代价

就会调查清楚。
与此同时，李映霞说该党将

「小贩的做法非常适宜，我

会在10年内减少外劳，并且解决

们经常看到某些政党的候选人跨

外劳营商，抢本地商家生意的问

州竞选，可是人民给予委托却没

题。

有做好，这样跑来跑去对选民不

刘博文也说，有关黄皮书是

公平。」

为了莲花苑的未来发展，同时也

他强调，居民需要的是一个

认为行动党在505大选后，在当

长期服务代议士，并且熟知当地

地变得「一党独大」，各种制度

居民需求的议员，而不是夸下海

变更，使得莲花苑的发展停滞不

口却没有行动的人。

前，而这里的小贩公会是最大的
受害者。
他续说，中选后绝不会让
莲花苑变成红灯区，并表示小贩

刘博文（左3)、李映霞和梁囯伟签下由小贩和居民订下的10项条规黄皮书，惟黎潍福以有关
条款涉及公共利益和法律杈限，坚持不开「空头支票」为由拒签。

行承诺，故要求下一任人选白纸

另外，有关黄皮书也指，候
选人必须写出违约代价，而中选
的国州议员必须支付6888令吉的
律师手续费。(413)

-陈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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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日讯希望联盟执政雪州10周年，迎来第三次「大考」，尽
管505大选成绩比308更进一步，斩获的议席从35增加至44席，拿下三分
之二多数议席优势；本届大考理应抱著「不进则退」的精神，惟与盟友
伊斯兰党断交，重划选区后形成更多巫裔集中区，即使希盟继续执政下
一个5年不成问题，但多数议席肯定被削减！

iaai^谢宏宁

纵观雪州希盟过去10年的表现，层出

这点体现在国阵的潜在大臣人选名

伊党是否具有强大的搅局能力，则考

不穷的惠民政策与透明化执政1是其最壳

单，最热门的三大人选，包括巫统雪州联

验其脱离希盟后的选票基本盘，尤其是上

眼的表现，从首20立方米免费水、豁免特

委会主席丹斯里诺奥玛、雪州巫统最高理

届好不容易拿下的城郊选区，这一届成绩

定族群门牌税、可负担房屋、青年结婚津

事拿督依莫希占，到首相特别官员依山加

如何，选民会以手中一票告诉伊党，到底

贴、医药卡到妇女援助金，涵盖各阶层需

里尔都没有攻打州议席，缺乏领军人物的

伊党是否获得城市民心。

求，不像前朝政府爆出连串丑闻，也让国

弱势表现，对比阿兹敏阿里的强力领袖角

阵难以找到攻击点，至今不见强力攻击的

色，双方气势对比明显。

国际山庄、加影与万挠之外，超过三分

议题。
无可否认，雪州希盟此前因议席分

重划选区的影响，体现在公正党与
诚信党主打的混合选区，除了武吉兰樟、

重划选区劣势

之二的议席全数都变为巫裔选民集中区，
而主攻巫统堡垒区如滨海与乌雪的土著团

配和候选人争议，引起部分选民或党员
不满，惟在「大局为重」的改朝换代风潮

因此伊党的搅局和重划选区劣势，反

下被逐步稀释；反观国阵，从议席分配到

而是希盟的重大隐忧，伊党领导的和谐阵

结党，也只能以乡区马来票和巫统决一死
战°

候选人几乎没有太大争议，甚至有点「过

线在雪州21国49州议席全线开打，除了行

马来反风是否全面吹起，并全数倒向

分安静」，丝毫看不出夺回雪州的雄心壮

动党主攻的华裔集中区，所有混合选区或

希盟，或分裂到希盟与伊党手上，是决定

志，也让人对雪州国阵的战斗力存疑。

巫裔集中区都有伊党候选人插旗上阵。

州执政权的关键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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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领军人物

牲5诺奧I马（雪州国阵主席)

阿茲敏阿里(雪州希盟主席

雪席H雪州多角战统计：
对垒惰况
春一对一
•二角战

国会议席
•

-

i

4~~~

州议席

4

三党主席战区

国会议席•州议席

对垒情况

32"

$少乐彡又（雪州伊党主席）

•四角战

»

春五角战

•

7

{

(州议席）N02沙白SABAK
••沙乐胡丁（国阵巫统）

14

选•阿末慕斯达因(希盟诚信党）

11
”""r~

A

各党竞选议席

1
政党

国会议席

州议席

,
政党

(州议席）N19国际山庄
国会议席

9

35

伊斯兰党

>•

19

I
•

8

14

民族联盟

•

1

3

•
民政党」

1

4

泛马伊斯兰教阵线 •

1

-

国大党1•

4

3

>

1

4

w

4A

社会主义党

16

•
…—诚f言i…—""i
•

10

21

人民党

•

0

1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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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团结党 •

3

9

行动党

\

公正党

人民替代党

•

独立人士

•

-

4

BUKIT ANTARABANGSA

州议席

•

巫统

•沙乐汉(和谐阵线伊斯兰党）

46
(国会议席)

2
10

P095 丹绒加弄 TANJONG KARANG
f笑•诺奧玛（国阵巫统）

f

•祖卡菲里(希盟土著团结党)
•诺阿阿兹兰
(和谐阵线伊斯兰党）

候 •沙瓦尤诺斯
选 (国阵巫统）
人 •阿兹敏阿里
(希盟公正党）
•莎丽法哈兹丽查
(和谐阵线伊斯兰党）
•阿末卡玛鲁丁
(独立党派人民党）
•阿兹万阿里
(独立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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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黒区武宙免登
蒸勇往直前
吉隆坡2日讯在大学攻读经济和金融投资的
陈燕燕，秉持个人努力和对法律的热爱，出国深造
毕业后，再专攻法律系，成为一名执业律师，如今
更被推举为国阵马华直区武吉免登国席候选人；尽
管武吉免登被视为是马华一场「黑上加黑」的国

mnnntth

张訏萍

席，但陈燕燕毫不畏惧，会继续勇往直前。
陈燕燕以新人之姿出征

人物志

武吉免登国席，迎战连续在
武吉免登连胜4届的行动党老

陈燕燕

将方贵伦，上演一场老将对

47岁

女新兵的战役。

已婚，育有4名
孩子

据悉，这是武吉免登国
席在相隔14年后“马华再有

—

执业律师

女将出征竞选。2004年，马

2001年12月7日
(17 年）

华派出女将陈秋妹上阵武吉
免登国席，惟马华候选人最

马华武吉免登区
会妇女组主席、
马华联邦直辖区
法律咨询及妇女
援助中心主任

终在4角战中败阵下来。
本届大选，武吉免登出
现三角战，除了陈燕燕，守
土的行动党候选人方贵伦，
也出现前进党候选人凯鲁胡
斯尼的挑战。

大马北方大学
经济学学士、英
国约克大学工程
分析金融投资硕
士、马大转攻修
读法律

陈燕燕直言，大马的政
治自U景让人畏惧’国家虽应
走向两线制，但必须是健康
的两线制才行，若依照现有
的趋势，其实我国还没有能
力走向健康的两线制。

指反对党爱煽动
她认为，反对党不断点
燃仇恨情绪，已制造出不健

女性候选人，为何不能来个

示。针对行动党不时以马华

公平竞争。而且，对方凭什

被巫统欺压而不敢出声，她

么来判定，马华候选人就不

反击指，同样情况也发生在

是独立有主见的人选。」

行动党身上。

「反对党喜爱抨击，

「现在反对党还未成

康的两线制。她举例，像前

常常为了反对而反对，鼓动

为政府，行动党在（希盟）

梳邦再也州议员杨巧双之前

选民的情绪。国家并非所有

联盟里，已扮演著老二的

曾向媒体表示，马华在效仿

政策都不好，只不过有一些

角色，什么都敦马说了算。

希盟，让国会出现更多女性

政策在官僚作风下才产生问

但其实，敦马、慕尤丁和安

候选人，并呼吁选民不要因

题。无可否认，需要改正的

华，他们是谁？他们可是前

为是女性候选人就把票投给

是行政和执法方面，惟这需

巫统的人啊。」

对方，因国会需要独立有主

要时间去纠正。」

见的议员。
「我不明白，大家都是

陈燕燕是在fe受《东方
曰报》记者专访时，如是表

加入组屋区民生问题增

有鉴于此，她希望选民
在投票时，能够给予马华机
会。

以上的选民占了大多数’而
第一次投票的年轻选民，则
有逾4000位，至于军警票则
有3769人。

吉隆坡2日讯[陈燕燕直

她说，其中，新加入的

p ‘武吉免登国席在选区未

选区，包括有南湖镇、新街

划分前，主要集中在金三角

场花园、沙叻登柏丹武吉、

原有21个投票中心，经过选

陈燕燕表示，武吉免登

一带，问题以罪案为多；但

沙叻登柏丹樟卡、沙叻登柏

区重新划分后，新加入7个新

经选区重划后，武吉免登国

丹达南、八打灵高原和敦善

的投票中心。

席加入了人口密集的组屋区

班丹路。

进来，可以想象民生问题肯
定是一箩筐。

她说，根据资料显示，
在武吉免登国会选区，中年

「总计共有28个投票中
心，管辖的范围也比未划分
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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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赖2日讯）行动
党国会领袖林吉祥昨早在
蕉赖爱兰镇组屋巴刹为新
书《第14届全国大选：马

林吉祥推介新書

民眾排長龍索簽名

来西亚自由之路》主持推
介礼，并且在现场举行签
书会，支持者大排长龙索
取签名，也纷纷要求与林
吉祥合照留念。
林吉祥致词时说，他
到处站台助选，他在星期
日跑了8个地方、星期一跑
了5个地方，当天还要继续
到彭亨出席多项活动。
他致词时说’61年来
我国不仅是盗贼治国，也
是最糟糕的_ •群人执政。

为黄田志艾德里站台
尽管声音沙哑，他还
是演讲了大约10分钟，并

•林吉祥（右一）的签书会变成握手合照大会，民众
开心要求合影。
50年甚至100年的发展。”

理这件事。

议席候选人黄田志和杜顺

推挤事件交永平火箭处理

艾德里以流利的华语
和马来语演讲，他说，本

大州议席候选人艾德里站
台°

发生的推挤事件，他说，

且为当地候选人无拉港州

另-•方面，询及永平

“这•届大选非常重

7欠平行动党已经发表声

要，会影响这个国家未来

明，就让当地的行动党处

身随身携带笔记本，记录
人民提出的问题，这是他
担任士拉央市议员期间所
养成的习惯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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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華候選人辦烹飪班

商“通纽嫌教”拜票
第14屆大選
報道•郭秋香攝影•辛炳耀
(八打灵再也2曰
讯）马华候选人举办
烹饪示范班向妇女拜
票，希望选民给他们
一个机会。
进人竞选期后，候
选人纷纷展开不同的活

动拉票，国阵马华白沙
罗国席候选人何国胜及
万达镇候选人庄赐昭
前除了到咖啡店拜票
到太极班和民众打太极
会见选民之外，更通过
举办烹饪示范，向“姐
姐妹妹”拜票》

被問國陣對承認統考立場

莊賜昭：首相表明納入宣言
国胜及庄赐昭邀请
lHJ陈燕珍到马华的竞
选行动室示范如何制作美味
可口的咖哩鸡之后，就向约
40名的妇女们介绍自己，并
讲解他们的竞选理念。
尽管是-群认真想学
烹饪的安娣，不过大家在开
放问题环节时还是踊跃的发
问，其中一题抛给庄赐昭的
问题是国阵对承认统考文凭

的立场是什么？
庄赐昭表示，国阵已经
把承认统考文凭纳入国阵竞
选宣言中，而且首相拿督斯
里纳吉也已经亲自在一个华
人的聚会表明会承认统考。
询及为何会在这个竞选
时期举办烹饪班时，他说马
华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接触
选民，说明马华可以提供各
种类别的服务。

•何国胜（前排左
绝口。

庄赐昭对陈燕珍烹煮手艺赞不

安娣：為何選馬華？

何國勝淡定回應
、『1何国胜

j出来自
我介绍分享他从
政的理念时，马
上引起安娣们的
关注，不过安娣
们没有完全被他
的“帅气”迷
倒，还理智的问
他，为何他会选
择加人马华？

何国胜说，
他看过马华八打
灵再也北区区会
主席陈锦传如何
在没有官职下为
民服务，替民众
解决问题，他看
到马华是_ -个
认真有服务的政
党、国阵也是一
个强大的政府，

所以他选择马
华®身为律师的
他说，他不想看
到政治分化社会
和人民，所以选
择加人政治
何国胜-共
到3家茶餐室和-家嘛嘛档拜票，
虽然大家对他的
态度友善，他坦
言也遇上两名民
众给他劝告，希
望他不要学到-些政治人物的陋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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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撐傘聽講座
士•隆坡孟沙乐居花园千人雨中
p

R i撑伞撑希盟街头演讲。当地
居民以华印裔居多
为希盟候选人助选的演讲者有行
动党泗岩沫国席候选人杨巧双、甘榜
东姑州席候选人林怡威、前净选盟联
合主席安美嘉及安华次女努鲁努哈。

Page 2 of 2

03 May 2018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Page: 19
Printed Size: 220.00cm² •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d Value: MYR 12,256.79 • PR value: MYR 36,770.37 • Item ID: MY0032474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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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交融振興巴生經濟

張家勇：打造文化藝術街
(巴生2日讯）国阵马华巴生新城州
议席候选人张家勇放眼在选区内打造各族
文化艺术街，设立华人文化街与文史馆，
促进民族之间的交融，振兴巴生市区经
济°
他说，巴生设有21所华小及4所华文
独中，而且还有许多宗乡团组织，是雪州
华文文化重镇。其中，巴生河以北的市
区，如太平街、黄梨街与柴埕等，早年曾
是华人先贤的聚居地，也是巴生重要的工
商业中心。
“原任州议员与雪州政府曾提出要在
巴生市区建设华人文化中心，但历经10年
任期，华人文化中心仍未拍板定案，非常

r^r

可惜。“

：rv

中选将重启
华人文化中心计划
他承诺_ •旦中
选，必将重新启动在
北巴生市区打造华人
文化中心的计划，包 •张家勇希望有
机会通过打造文
括设立华人文史馆，
化街与文史馆，
收录巴生著名的华人
让后辈了解先贤
先贤的生平事迹等，
的奋斗史，传承
以让后辈更了解先贤
中华文化。
与巴生华社的发展和
奋斗史。
他也会邀请巴生主要会馆与华团参
与设立华文文化节与文史馆的工作，并交
由巴生宗乡团联谊会集体领导和管理，让
这项计划成为巴生华社共同拥有的文化产
业。

打造文化街成旅游热点
他说，原本是华人购物天堂的太平
街，随着周边城镇的发展与华人人口的外
迁，已转型成为马来友族购物胜地。
他表示，一旦成功打造出华人与马来
人文化街，加上巴生南区的“印度街”，
这3条文化节将可相互辉映，并串联成为
-个旅游路线，成为巴生最具民族文化特
色的旅游热点•

出动"战车"拜票
张家勇将于本月4日（星期五）早上7
时30分，出动大型“战车”，到巴生永安
镇早市（巴刹）拜票。

•打造各族文化艺术街 有助促进民族交
融，振兴巴生市区经济= (参考概念图）

他曾于上星期四晚，在巴生中路夜
市，出动“战车”宣传，并出席派送“老
花眼镜”给年长者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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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日讯）国阵主
席拿督斯里纳吉呼吁敦拉萨
镇选民，让这个以他已故父
亲为名的选区，重返国阵怀
抱。
“我愤怒，因为选区以
父亲为名，为何不是国阵的
选区？我问哪里出错了？这
次我们有机会，可以让敦拉
萨镇变成国阵的选区”
敦拉萨是我国第二任首
相，而敦拉萨镇是1994年选区
重划后新增的国席，自1995年
起由马华前总财政拿督斯里
陈财和担任3届国会议员，但
2008年起由前雪州大臣丹斯里
卡立代表公正党夺下这个城
市选区，上届大选多数票高
达1万1000张。

•纳吉（前排中）为敦拉萨镇候选人阿德南（右二）站台，呼吁选民让该选区重返
国阵怀抱；左一起为里扎曼及丘应权，右一为巫统总秘书东姑安南。

由于选区重新划分，华
裔选民减少近万人，加上卡
立离开公正党后少服务，本届大选巫统积极争取上阵，最终由
42岁的执业律师阿德南对公正党候选人拿督卡马鲁丁。
纳吉昨日在斯里柔佛人民组屋出席与敦拉萨镇选民交流活

动。

推行组屋重新发展计划
虽然没在现场作出任何宣布，但纳吉承诺国阵一旦再次执
政，会持续在选区内推行人民组屋重新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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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兴（坐者
左五）在众人的
陪同下，推介大
选竞选宣言。坐
者左三起为叶运
发及陈松霖，坐
者右四为黄福
安。
(蒲种2日讯）国阵马华金
銮州席候选人赵启兴以“心系金
銮，诚心服务，爱吾金銮”作为
竞选宣传口号，强调以爱作为出
发点服务选民。
他今早在国阵金銮大选行动
室推介竞选宣言时表不‘-旦被
选为州议员，将竭力把金銮区打
造成一个注重绿化及美化的居住
环境，也打造成•个充满创意和
活力的城镇，各民族和谐共处，
安居乐业。

争取建华小华中

趙 綠
啟
興化

隆坡及布城，路程都很远，他希望可设
立在轻快铁附近，便于人民处理相关事
务。
他表示，他将在多个地点安装闭
路电视，包括巴刹、住宅区、组屋及草
场，并协助居协在住宅区设立围篱计划
及保安亭。
赵启兴指出，他是在昨天正式携带
他的竞选宣言册子向选民拜票，他以4
语方式呈现共20页，除了有个人简介和
承诺，还包含社区服务剪报记录

及
美
作化
出金
發
點 蠻 陈松霖：解决骨痛热症问题

国阵马华梳邦国席候选人陈松霖也
|品
他表示，为了迎合区内学生
在会上强调，赵启兴的竞选宣言也是他
的教育需求，他将争取在金銮镇
的竞选宣言，-旦中选，他将在梳邦选
区设立医院、政府诊所、社区学院等，并
兴建华小及华中，目前金銮选区只有3所
华小，包括竞智、哈古乐及益智华小，其
将有效解决选区内的骨痛热症问题。
中族群也来华小就读，已出现爆满情况。
其他出席者包括马华蒲种区会主席拿
他说，他将争取在金銮区设立城市
转型中心（UTC)，如今最靠近的是在吉

督斯里黄福安及马华格拉那再也区会主席
叶运发。

未當議員就爭取到診所”阿都拉欣盼鵝唼選民支持
还没当选国

K会议员就争
取到一间3层楼诊所，请投我
-票！”

国阵巫统鹅唛国席候选
人拿督阿都拉欣表示，目前
工程正在进行的鹅唛斯迪亚
诊所，是由他向联邦政府争
取所得，反倒该区原任国会
议员兼看守雪州大臣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却在增加医疗
设施上毫无表现，阿都拉欣
希望能获得鹅唛选民支持。
早上到鹅4斯迪亚政府诊w"与选民fsi好，
接着便步行到后方的_斯迪亚新诊所大2 *52^^5*2?
厦的工地视察工程他说，原本的政府诊•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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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有关事件，希盟行动党无拉港
州席候选人黄田志也严厉谴责涉事者，
警告勿挑战法律。
他说，如果警方或选委会在调查过
程中，需要他助查，他会毫不保留地配
合。他呼吁支持者，勿身处不同阵营而
做出不理智的行为。
他披露，事件不能就此确定是希盟
的支持者所为，他希望警方与选委会秉
公调查此事，查明真相丨*

•欧阳捍华（左六）谴责不明人士拆除他与哥宾星的大选广告牌
惟却立起国阵候选人大选广告牌。左四起为王诗棋及唐竟发。

報道•蘇斯敏
(八打灵再也2日讯）
距离第14届大选投票日还有
一个星期的时间，雪隆一带
却不断传出有候选人肖像布
告板屡遭破坏及被恶搞的事
件，而破坏者的动机令人感
到费解。

黃美詩不屈服

破坏者不明智的做法令人反
感，并且可能引起贲和选民的
讨伐，反而“遭殃”的一方赢取
更多选票，效果适得其反、
选民普遍认为，在民主体制
下，各政党的候选人与支持者，
皆应以成熟的态度来让不同阵营
的候选人展开“君子之战”，不

jpgfj drWosi!

I

印有阿兹
敏、黄洁冰及
潘俭伟肖像的
宣传海报布告
板，被破坏王
劈成两半。

应以情绪化和肆意破坏任何候选
人的竞选海报和宣传品。

SIR1.
席候选人黄基全的肖像则 安然无恙 。
拨红漆，耐人寻味的是其战友，即希盟公正党梳邦国
黄美诗竖立在商业区大路旁的大型肖像布告板遭人

T

#盟行动党首邦市候选人
胃黄美诗在5个地点竖立的
肖像布告板日前遭人丢掷红漆，她
接受《大都会》社区报记者电访
S寸，对破坏者的行径感到失望。

警指国内首宗

『
』

她说，当她向警方报案时，警
方指她的案件是国内首宗。•
她指出，虽然她不清楚是何者
所为，但在新的政治气象下，应以
专业的态度来应对选战，而她不会
受到威胁或屈服于破坏者的低劣行
径，希望助选团成员切勿与有关滋
事者一般见识，否则将拉低他们的
水平》
“我以为我会被批评我年龄尚
浅和缺乏经验，却没有想过会发生
此事，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事。”
此外，黄美诗今早也在其脸书
发布印有她肖像的横幅被国阵的旗
阵重重包围的图片，并促请其支持
者不要拆除或移动任何旗帜，反之
任由它维持原状a
她也促请支持者若发觉有其他
地点也有类似破坏事件，谨记要记
录下有关地点和时间，以备报案用
途。若其宣传海报或横幅有对环境
造成妨碍，她也欢迎他们移除。

陳松霖吁理性問政
对此事，国阵马
卞丨华梳邦区国席候
选人陈松霖指出，他本身也
很讨厌暴力行为，毕竟候选
人只是出来竞选，以期望获
得选民委托，他无法理解何
以肖像布告板日前遭人丢掷

红漆。
他也针对选举期间各政
党支持者频频爆发冲突事件
提醒说，不管是支持者或候
选人都应该保持冷静，就算
政见不同，也应以和平方式
竞选，不必大动干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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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捍華廣告牌被拆

同地點豎起國陣牌
a -方面，希盟行动党史里肯邦安候选人
欧阳捍华表示，他与希盟行动党蒲种国
席候选人哥宾星位于沙登埠路的大选广告牌遭不
明人士拆除；但同时间国阵民政党蒲种国席候选
人拿督洪进达的大选广告牌在同一地点立起。
他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表示，其工作人
员于4月29日晚上卯寸安装该大选广告牌，惟他们
于隔日凌晨2时发现该大选广告牌遭不明人士拆
除。

71

疑大道公司拆除
“正当我们的大选广告牌被拆除后，国阵的
大选广告牌就在同一地点立起，因此我们怀疑是
大道公司或其他政党所为。”
他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行为，他指该处并非
大道公司地段，但大道公司持有双重标准，或拆
除其大选广告牌者另有政治目的还是纯属巧合？
他说，他已分别向梳邦再也市议会及选委会
申请准证张挂大选广告牌，除非他在私人地段上
张挂大选广告牌，地主才有权力拆除。
“我们已将广告牌的布条移走，同时我的竞
选代理戴祯兴针对此事前往警局报警及向选委会
投诉。”
出席者包括沙登行动室主任王诗棋、沙登新
村村长唐竟发。

行動室遭石砸窗
于迪沙沙登的马华
大选行动室最近接
连遭破坏，继经常有人把一
包包垃圾丢进沟渠及烧国阵
旗帜后，昨早发现遭人扔至
少3颗石头击破玻璃窗
这间行动室也是马华旧
沙登幼儿园及托儿所》院长
谭飞娥说，职员早上7时许
开门时发现课室地上、椅子
和桌子上有许多玻璃碎片，

她庆幸不是在上课室时间发
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国阵马华史里肯邦安州
席候选人郑东和严厉谴责这
种蓄意破坏行为。国阵民政
蒲种国席候选人拿督洪进达
直指敌对党经常发表煽动言
论，会致使其支持者作出破
坏行为®
图右起为洪进达、郑东
和及谭飞娥。

藍眼布告板被“劈”兩半
丨外，•张印有希盟
Jflli公正党武吉兰樟州
席候选人黄洁冰、看守雪州
大臣阿兹敏和希盟行动党白
沙罗国席候选人潘俭伟的3
人肖像布告板也被人“劈”

成两半，有关地点是在靠近
士拉央中央医院的碧达拉花
园(Taman Bidara )舰壳油站
前°
至截稿为止，公正党尚
未向警方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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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99萬料半年完成

首都鎭防洪計劃動工
報道•林淑敏
(加影2日讯）去年年底
展延首都镇第三及四区的防洪
计划，经过加影市议会在今年
3月重新公开招标委任另一个
承包商后，这项耗费99万令吉
的工程已动工.。
希盟行动党无拉港州席候
选人黄田志今早与市议员丘钦
瀚前往现场视察，有关工程共
全长600公尺，包括维修和加
宽沟渠，以及增设排水孔，工
程预计在半年后完成®

抓•奶W1吻卿e伽…K

UIL|>l^LklPKi|S|1tWtlH»?3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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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田志：
将加深与加宽渠道
黄田志指出，上述地区逢 •加影市议会已重新委任承包商进行防洪
雨必灾问题已困扰多年，居民 工程，右起为黄田志及丘钦瀚。
在2016年向他投诉后，他向市
‘另外150公尺的工程是在第
议会反映，并获得正视，去年初更
该地方闪电水灾的问题
委任顾问进行研究，针对闪电水灾
与第四区相似，当所有工程完成
问题对症下药d
后，我相信可以摆脱水灾恶梦《 ”
他披露，其中树根破坏沟渠是
造成排水欠佳的问题之一，因此承
承包商不配合致展延
包商会重新修建沟渠，并且加深与
他表示，该工程本来是在去年
加宽渠道。
中进行，展延原因是当时的承包商
他表示，该工程分两部分，
不配合，合约被中止，因此当局要
其中450公尺修建沟渠工程，是从
重新招标，拖至3月29日才委任另
首都镇大路国油油站至4/1A路的路
一个承包商d
段，那里遇到大雨时，除了路面积
他说，被中止合约的承包商，
水，地势低的房屋也会因渠水灌而
已被列人黑名单，两年内不能承接
俺水<»
雪州县市议会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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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市民繳費

靈市ll發流動櫃檯
(八打灵再也2日 T靈市政廳流動櫃檯
(EZ-PAY)5月份時間表
讯）八打灵再也市政
厅发文告指出，为免
地点
|曰期（5月）|
时间
灵市政厅总部出现拥挤
6日、21日及上午10时
PJU 10,
情况，市政厅给予市民
Damansara 27日
至下午3时
Damai
方便，鼓励市民选择到
7日、•！3日、上午10时
SD12/1
邻近住家的流动柜台
28日及31日至下午3时
(EZ-PAY )缴费，而
SS24,Taman 14日及20日上午10时
不需特别前往市政厅总
Megah
至下午3时
V
J
部。
如有疑问，可致电灵线203/208 )，或浏览htt //
市政厅（03-7956 3544，分
www.mbpj.gov.my查询�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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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双感
谢选民从
2008年开始
支持她，并
希望接下来
继续支持黄
美诗（左）
及黄基全
(右}。

(首邦市2日讯）希盟公正党梳邦
国席候选人黄基全及行动党首邦市州席
候选人黄美诗于日前在USJ12举办政治
讲座，当原任首邦市州议员杨巧双为他
们站台时，将现场气氛炒至最高点。
在本届大选上阵泗岩沫国席的杨巧
双除了感谢当地选民从2008年开始给予
她支持至今，并希望随着她转战泗岩沫
区国席后，居民可以继续支持黄美诗。

选民面前交棒叮嘱
她在演讲时，要求黄美诗站在她身
边，并向她讲解在任期期间如何处理棘
手事项及选民如何给予协助，让黄美诗
流下感动的眼泪”
“你（黄美诗）很新，没问题，首
邦市的选民会协助你，只要你肯做，大
家都会协助你。”

^獲
楊
巧
雙
站
台

m

杨巧双此话一出，出席讲
座者以热烈的掌声回报。
黄美诗表示，如果她成功
当选，她将和当地居民代表会
面，了解当地的民生问题，因
为唯有了解问题的所在，才能
更有效地解决。

黄基全：
巫统不再一党独大
黄基全则表示，这次的大
选和上一届明显不一样，排除

W

美
詩
動

落
涙

马来海啸的说法，巫裔的选票
会被分裂的原因很简单，即他
们除了巫统以外，还可选择如诚信党
伊党、公正党等。
警方预计出席讲座会者逾1000人
活动现场也筹获逾2万2972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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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宾星认为本届大选是反对党打败
过阵的最佳机会。

哥賓星：舊怨擺一旁

願與敦馬合作打倒•陣
WO!^_HBP^

報道•藍秀儀
攝影•黃冰冰
动党署理主席哥宾星
，为了大马的未
来，他愿意将已故父亲卡巴星与
敦马哈迪的旧怨摆在_ •旁，一同
合作壮大反对党，以打倒国阵政
府，达到改朝换代的目标。
他表示，父亲是个务实的
人，忧国忧民，总是以国家和人
民福祉为优先，即使分别跟前副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及伊斯兰党曾
经对立，但后来在重大国家课题
上基于双方抱持同一立场目标-致，最终携手齐为理想而战。

•哥宾星（左三）每次在演讲会造势时，支持者总是争相要求合照

我國需兩線制施政
；宾星接受《大都会》社区
j.报专访时指出，由行动
R

党 土团党、公正党及诚信党组成
的希望联盟是大马有史以来最超级
大选，我相信如果父亲还在世，
强大的反对党，要打倒国阵换政府
会赞同我和敦马哈迪合作，因为
‘本届大选是最好契机，他呼吁选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国阵政府的
民务必出来投票换政府。
贪腐与滥权，目标是撼倒纳吉政
“联盟里各党都有经验老道的
府，许大马‘个美好未来。”
政治人物，以及领导槟雪两州州政
“这次是-•个非常重要的

對
抗
貪
腐

哥

宾星承认家
人曾经因为
敦马时代父亲人狱18
个月而受苦，但那已
是过去的事，他得往
前看，需要为国家前
途作出决定@
“那时我抨击

致

他进-步说，他是一
名国会议员，代表着他的选
区，当有_ •项关乎人民利益
为先的决定要做，就是换政
府，这很重要，而如果要换
政府，就得用新的政策取代
旧的政策。

他指出，国阵有太多课题未在
国会向人民作出完整交代与解答，
希盟将在竞选活动中_ _ _提出，让
人民相信，我国需要两线制施政，
其好处显而易见。
“两线制的施行，让作为政府

府的精英，选民可用雪亮的眼睛看

的觉悟到大马是可以换政府的，而

看这两州掌政10年的政绩，足证明
是个成功的州政府，带来了进步，
经济很好，我们不再只是强大的反

新的政府可以查究前朝政府究竟做
了些甚么，-切现于人民眼前，透
明、问责，总好过长期由同一个政

对党，我们也懂执政，所以人民不

府-•直掌政，没有制约与平冲，只
手遮天。”

必担心换政府
%种居民最常抱怨的

/皿
蒲
....
两大课题，是白蒲
敦马，就算是现在我
堪
Tm.
胃大道收费站及塞车问题。
依然批评他，立场不
哥宾星表示，他深深了解
立 曾改变》但是我需了 装
\5\蒲种人的痛苦，而身为两届人
解，敦马已经退休，
場 他当首相22年，许多
民代议士的他，也曾多次在国
政策让人唾弃，包括
收费站，而在希盟，
我们必须强调我们对
抗贪腐与滥权的立场一致，
促使我们结盟。从原则上，
我们还是一样的。”

无论如何，他不否认希盟面
对巨大挑战，但从最近希盟演讲会
在全国掀起一波又一波的人潮可看
出，他们受到人民热烈支持，相信
人主布城之路不远。

哥宾星简历
出生曰期
出生地
职业
家庭状况
从政背景

1973年6月19日
槟城
律师
已婚，育有4个儿子
两届蒲种国会议员

^会中提出问题，但未获解决。

1|X

他指出，蒲种塞车问题已

費 不是雪州政府所能解决，因为
牵涉周边交通，影响广泛，会
站 是一项重大的计划，需由中央
塞 政府出资以进行深人研究，可
惜久久未见有行动。
！p.
至于收费站问题，他认
BB为随著过路费涨价及车流量增
加，相信大道公司可以提前回
•本并获得盈利，他建议政府与
大道公司重新对合约内容进行
商谈，包括阻止涨过路费或有无可
能提早废除收费站。

}"j

忙政治事業獲妻子支持
：宾星表示自己长年忙于事
业和政治工作，给家人的
时间很少，他庆幸自己有个非常支

哥

持他的贤内助。
“我很幸运妻子很支持我的工

作，也很谅解我身为律师和政治人
物由早忙到晚，她全力支持我。”
他和妻子育有4名儿子，长子
13岁，接下来是一对11岁双胞胎，
最小的孩子10岁。

•尽管工作忙
碌，但哥宾星
(右一）还是
会尽量抽出时
间带妻儿出
游。

M
扫描二维码可
观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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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中萊：銜接大吉隆坡計劃

雪邦給力圃陣将受惠
風_湧)
第14屆大選
(双溪比力2日讯）马华
总会长拿督斯里廖中莱认为，
把雪邦和大吉隆坡计划衔接起
来，将使到双溪比力州选区受
惠。
他补充，大吉隆坡计划对这
里非常重要，雪邦区必须是其中一
环。

•廖中莱、黄祚信和拉迪夫，在马华党员和支持者陪同下，骑上三人脚
车合照。

他说，雪邦是大吉隆坡计划以
及森美兰“大马宏愿谷”（Malaysia
Vision Valley )的最关键区，这里不

他说，黄诈信的竞选宣言不只
是涉及旅游，还包括健康、交通和
基本设施。

治，不但没有办法发展雪州，甚至
也把各项基本设施和教育课题政治
化。

但衔接这两个大计划，也衔接吉隆
坡国际机场《
“只要雪邦人民给力国阵政

他希望人民能够看到国阵政府
领导下，发展雪邦和双溪比力《
“这里有自贸区，也有吉隆坡

不推动不发展，整天只和联邦政府
对着干，搞政治把戏。”

府，我深信可以提高这里的经济成
展，也全面提升整个交通计划。”

国际机场，我有信心通过交通部，

黄祚信宣言发展旅游健康交通
廖中莱今天早地到马华双溪比
力竞选行动中心，给力双溪比力州
席候选人拿督黄诈信。

“比如说水供问题，雪州政府

他说，在教育发展方面，班登

以及我领导的物流委员会，可以协

中华小学迄今还因地方政府为难并

助雪邦进步发展，此外也能通过旅
游部发展这里的旅游业。”

给予诸多条件，拿不到批准信无法

指希盟民粹政治无助雪发展
廖中莱也说，过去10年已证
实雪州希盟政府只能推行民粹的政

兴建，他对此感到非常遗憾。
他说，雪州政府不注重整个
州发展和国家经济发展，不以民为
本，只注重搞民粹政治，用各种手
段捞起选票增加议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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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未辭士拉央議員職務

市霣鼉實蔡惲傑里辭
(八打灵再也2日讯）
希盟公正党万挠州席候选
人蔡伟杰被指未辞士拉央
市议员职务，甚至在提名
后仍继续指示地方官员做
事？

之前呈辞市议员职。

发言人•
上月会议蔡早退引误会
发言人说，共有3名市议
员即行动党的艾迪、伊党的法

曰接获投报，指蔡伟杰在提名

乌占以及公正党的蔡伟杰在本
届大选中，获得委任状出战。
“在上个月召开常月会议

成为万挠州席候选人后，迟迟

时，艾迪与法乌占有呈辞，唯

没有辞去公务员职务，甚至未

有蔡伟杰早退，可能是因此而

退出士拉央市议员或有市议会

引起误会。无论如何，已査实
他的确已经辞去公职。”

《大都会》社区报记者近

各组官员在内的手机通讯软体
Whatapps群组。

至于呈辞后未退出群组，
并遭投诉利用公职进行拉票一

投报者还举证历历，抨击

事，他指此举是否违例应向选

对方近日依旧将民生投诉传至
群组内，指示相关单位官员采
取行动。
不过，士拉央市议会在受

举会求证。
“确有官员就他的投诉而

询时，证实蔡伟杰已在提名日
Mr

1D!«1 AM

•彳

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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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an Um 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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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但市议会的职员仅是在

Azlin M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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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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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后均会行动
二

•虽然已经辞职，但蔡伟杰仍
在士拉央市议员群组中。

、守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在受询
时表示，Whatapps群组并非官方
开设，任何人都能与官员建立群组，且也
有权力反映民生投诉*
“这不算是下指示，蔡伟杰现在是_ -

'''J"丨丨十…)”f

f,

• M^epglriinhnn MPS
I Til Ch-J3 AM MPS
| Hi.im.pu，x
En 2arirnan & KontrokLor zotk
llndakan E, lapo^
II
MPS
Adakah
ksili naN potang
ad^ ？aja kereia yg parking kat
situ? Tu pun kena ambil kira

•有官员就蔡伟杰的投诉给
予反应。

名候选人，又是前市议员，遇上投诉向有
关当局反映，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他也是
要帮助解决民生问题，为什么会被质疑？
•欧阳捍华： 这不是很奇怪吗？难道帮人民解决问题也
Whatapps群组并非 不行吗？”
官方开设，且任何
他也强调，协助人民解决问题，与拜
人都有权利反映民
票没有任何关系，任何人都有义务反映投
生投诉。
诉。

蔡偉傑：群組交換訊息沒討論決策
；伟杰则对有关指责
#感到无奈，并感
叹：“身为政治工作者，把民
生反映给市议会，我觉得没

DuraiAhliMPS
Hny llwro?
|
nm ur-ng y^hain'i|3p.

歐陽捍華：
Whatapps群組非官方開設

执行职责，我们在接获任何投

A^har WPS Pengarah Urusetia
Ihq^i ^S|.AH 5cikrnn
AzizulMPS
AvJibUa

k蔡伟杰（前左）不受舆论影响，与团队继续走访选区各角落
拜票

有问题，难道有问题不提里
上去，还要继续让问题存在
？”
他强调，他并非该

他也提及，除了他之外，
另2名受委为候选人的市议员

Whatapps群组的管理员，因
此，任何人若觉得他不应该继
续留在群组内，大可把他退
掉。

也没有退出群组，毕竟该群组

“那个群组主要是讯息交

人民代议士，主要是方便大家

换，完全没有讨论决策，而我

更快速和简化地传达和处理投
诉。“

在辞职后，已没有参与市议会
任何的会议。“

不能做什么决策，且相信市议
会官员也知道分寸。
“部分与官员的群组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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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偉傑萬撓拜票獲友族熱烈支持
(万挠2日讯）希盟公正党万挠州席候
选人蔡伟杰日前到万挠16英里敦帝加花园
(TamanTunTeja)拜票，获得当地友族党员热
烈的支持及协助
蔡伟杰表示，非常感激友族党员的支持及
协助，有他们帮忙助选，使他可以更容易了解
各族同胞的需求，这正符合他在万挠所提出的
政治纲领，以人民为首、聆听、处理及解决人
民所需®
较后，蔡伟杰乘搭雪州政府提供的免费巴
趁机了解巴士跑动的路线及服务状况。

i蔡伟杰（中）与敦帝加花园党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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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曰月28曰
投票曰：5月9曰

“雪伊薫基層
(安邦2日讯）雪兰莪州看守大
臣兼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
敏阿里有信心，雪州伊斯兰党的基

他也是雪兰莪鹅唛国席和国际山庄
州席的候选人，他今早到安邦区内的优景
柏兰岭（Ukay Perdana )与选民共进早餐

盟，因为他们已从雪州政府的政策

后，针对伊党的影响力问题时，如是指
出。
“当然，他们会有影响，但选民要知

和计划中受益。

道的是，我们希望从这次选举中选出_个

层党员将会把手上一票投给希望联

“我相信伊党的基层会与我同在，
我与伊党的领导层之间确实存在问题，但
该党基层将继续支持我们，因为他们已经
看到雪州政府在过去10年所做的事情和表
现。”
他说，我国的政治格局已经发生变
化，之前与国阵是直接对垒，但这次几乎
是3角或多角战。
“我有信心，选民最终将继续支持
希盟再度执政雪州、槟城，甚至是一举夺
下布城，我相信选民的智慧，特别是在雪
州和槟州，他们看到了我们的政策和计
划，他们感谢我们在过去10年内所做的-切，

稳定的政府，以便能服务和回报人民；为
什么只因一个人是你的前朋友，或你熟悉
多年的政党而选他？或只因你认识多年的
政党，但明知它无能力组建政府而还是选
它？这是一种浪费》”

胞弟打对台交选民决定
另-方面，针对其胞弟阿兹万阿里以
独立人士身分，上阵国际山庄州席而形容
兄弟阋墙，阿兹敏说，他交由选民做出决
定。
“这是民主程序的一部分，任何人
或任何政党都可以参选，惟最终是由选民
来决定国际山庄、雪州和马来西亚的命

运

强调大选是人民海啸
另-方面，他指出，本届大选不是
关于“马来海啸”、“华人海啸”，而是
“人民海啸”《
“希盟会确保人民与我们同在，为了
人民和国家，我们要换政府，这与种族无
关，这是关于马来西亚人想要一个强大和
可信的中央政府。”
共进早餐的公正党妇女组主席兼安邦
国会议席候选人祖莱达说，安邦区1国两
州席（国际山庄州席和再也谷州席）的选
情乐观，她有信心可以囊括这3个席位。
她说，选民的情绪和反应令该党3名
候选人感到鼓舞，虽然1国两州席都出现
多角战，但相信该党候选人的多数票将超
过上_ -届。
“虽然这3个都是‘舒适议席’，但
我们不会掉以轻心，反而会加倍努力，确
保取得比一届更亮眼的成绩》”

03 May 2018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Page: 7
Printed Size: 282.00cm² •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d Value: MYR 15,710.98 • PR value: MYR 47,132.94 • Item ID: MY003247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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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讓_蒙:,.J::
•：气4

MSkk
黎濰福：未享成果先吃苦頭

發展計劃勿擾民
(八打灵再也2日讯）希望联盟民
主行动党雪州莲花苑候选人黎潍福指
出，任何的发展计划都不应该干扰原有
居民的生活安宁，而是要为居民带来更
好的生活素质，方便和繁荣s

•黎潍福（右）在
居民阿都拉昔和居
协主席卡玛鲁丁的
陪同下了解大道工
程防洪池的问题。

安邦美乐园约4间最靠近该大道工
程的屋子，自动工以来不时发生下雨淹
水事故，就此，Prolintas大道公司在工
地与民宅之间设立一个防洪池，用来收

“我们欢迎一切良好的发展，但原

集并排走雨水a
深受影响的屋主阿都拉昔指出，每
每下起大雨时，都让他心惊胆颤，该防
洪池设立后，淹水的情况有所改善，惟

则是不能为发展计划附近原有居民的生
活带来麻烦和干扰《 ”

有时排水沟被垃圾阻塞，雨水来不及排
走，淹水又再重演。

黎潍福是在今天早上前往安邦美乐
园（Taman Melur ) 了解新街场
淡
江高架大道（SUKE )工程在该花园防

黎潍福指出，这个就是非常实际的
例子，承包商在还没有做好各方面的防
范措施，没有预先设想到工程有可能会
带来的破坏就动工，导致居民在还没享
受到发展的成果，就先吃了苦头。

工程防洪系统没做好

洪工作的成效时，这么指出吞

水利局有責任監管

黎

潍福强调，发展工程的排水
和防洪工作一般上由水利灌

溉局负责监管，而地方政府也必须配合
监督。而在安邦美乐园的淹水课题上，
其同僚也就是安邦再也市议员莫哈末沙
末也发挥了其角色，第•时间拉拢各单
位包括大道公司开会商讨，用最快的速
度解决淹水问题《
“事实上，根据水利灌溉局的规
定，任何发展工程都不能让泥沙和泥浆
流进水沟和河流里，所以任何在河上游
的工程，都必须做好防范工作。”
“无论如何，水利灌溉局并不是州
政府所管辖，我们只能给意见。所以，
-旦希望联盟执政中央，我们就会要求
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问题发生后，上报纸并不能解决
问题，最重要是我们要如何改善，重新
恢复居民的信心《行政偏差到处都有，
但我们必须持着落心落力的态度去解
决，而不是互相指责。”
安邦再也市议员莫哈末沙末指出，
他将会持续监督该大道工程所弓i发的排
水问题
“目前淹水问题已获改善并受到控
制，只有一些噪音问题仍待解决。我们
也会继续监督垃圾阻塞排水沟的问题，
并会要求大道公司设立永久性的大排水
沟，一劳永逸解决问题。”
他说，他也会尽快安排莲花苑候选
人黎潍福与Prolintas大道公司见面，为
前者讲解全部事情的概况。
“莲花苑在选区重新分划后范围变
得更大，对我们而言挑战更大，我们会
继续互相配合照顾好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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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敏：希盟若入主布城
要走遍世界尋劉特佐”
(鹅唛2日讯）看守雪州
大臣兼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放话，希盟成功
人主布城成立新政府之后，他
要走遍世界，把被指使用一马
发展公司（1MDB )资金过奢
侈生活的大马富商刘特佐找出
来！
他也说，他要从刘特佐将
他所“偷走”的每•令吉每-仙归回给大马人。
他这个“竞选宣言”令在
场选民拍手叫好®
阿兹敏今晚在鹅唛斯迪亚
的乐龄民众会堂为其“徒弟”
希尔曼站台时指出，他不明白
为何巫统会攻击对我国有巨大

贡献，脚踏实地的大马首富郭
鹤年，即便他是马来人及穆斯
林，他都会全力捍卫郭鹤年
“你们看巫统，郭鹤年他
们就攻击，但他们竟然支持刘
特佐，刘特佐偷了我们的钱跑
了，若他有勇气，他就应该回
国，但是他不敢！不用担心，
等到5月9日，我们胜选人主布
城，我会走遍世界寻找，刘特
佐到底在哪里。”
阿兹敏也说，首相拿督斯
里纳吉以前害怕前首相敦马哈
迪，之后害怕听见他的声音，
如今连马哈迪的脸都不敢见，
有马哈迪肖像的宣传布条及海
报纷纷“被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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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个事件经过多时的调查，被疑

行動黨國席勝算分析

i 5強強對決
需靠6灰區5強強對
W；

吳珍妮

(八打灵再也2日讯）
行动党在本届大选竞选47
国席，预料可保住32个上
届大胜的国席，至于能
否超越上届拿下38席的佳
绩，胥视在6席灰区和强强
对决的5席.中是否有斩茯。
行动党未必在6个灰区稳
操胜券，分别是金马仑、金
宝、太平、拉美士、民都鲁和
泗里街国席，还有4席黑区分

火《要破38瘭
險關重重
两个新国席，这次总共竞选47
席。

行动党上届大选所竞选的
国席，投票率大多数是80%或
以上，少数议席是70%左右，
投票率最低的是败北的加帛，
投—也有66.54%。对•于该党
而言"，’高投票率比较有利》

华裔及城市民是铁票

别是砂拉越的玛士加丁、丹
南、西连、加帛国席。
存有未知数的“强强对”

华裔和城市选民几乎是
行动党的铁票，其中12个国席
的华裔选民占70%或以上，19
个国席的华裔选民介于70%至
50%，华裔选民少于50%的有

战役，分别是该党柔州主席刘

16个国席，最少华裔选民的是

镇东在亚依淡国席挑战马华署
理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家祥、霹
雳州主席倪可敏在安顺挑战民

沙巴的丹南（10%)国席和砂
拉越的4个国席，分别是玛士
加丁（ 17% )、民都鲁、西连
(10%)和加帛（9.5%)。
这次在玛士加丁国席，行
动党候选人莫迪第二度挑战守

政党主席拿督斯里马袖强、砂
拉越州主席张健仁在实旦宾对
垒人联党主席拿督沈桂贤，以
及组织秘书兼森州主席陆兆福
在芙蓉守土面对马青总团长张
盛闻叫阵。

高投票率有利选情
行动党在上届大选竞选51
个国席，其中13席落败，这届
大选行动党把其中5个没有中
选的亚罗牙也、丹绒比艾、实
加邦、布达丹、老越国席交由

盟党上阵，换来亚依淡和丹南

，X

土的农业及农基工业副部长安
东尼诺耶，上届后者以2156张
多数票胜出；爱德华同样也是
在西连国席挑战人力资源部长
拿督斯里里察烈，后者上届的
多数票是1万3151张。

新兵巴仁纳威则在加帛挑
战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阿
历山大南达林奇，后者上届获
得9731张多数票；民都鲁也是
新人上阵，面对老将民进党主

2013年505大選行動|^|
有13個沒有中選的國&
及對手的多數票
1.拉美士

2.
3.
4.
5.

文冬
金马仑
亚罗牙也
丹绒比艾

6. 实加邦
7. 布达丹
8. 玛士加丁
9. 西连
10. 沐胶
11. 加帛
12. 民都鲁
13.老越

353
379
462
11，597
5457
9442
9507
2156
13151
12764
9731
7433
6030

2013年505大選行動黨有4個中選
但是多數票低於5000票的國席
泗里街

505

2.山打根

1088

3.劳勿

2814
2841

4.诗巫

2013年505大選
行動黨競選的國席成績

I

率、上届多数票和重量级对手，
其他胜算的因素还包括伊党瓜分
马来反对票、出现党内纠纷，或
者选区换人、地方上的因素而增
添变数。

I

州属 竞选 中选1
槟城
露雳
彭亨

帝义雜
吉隆坡

7
7
3
4

7
7
1
4

-

2
-

5

5

-

砂拉越

2
2
6
4
11

2
1
4
2
5

1
2
2
6

总计

51

38

13

联邦直辖区

席拿督斯里张庆信 后者上届以
7433张多数票胜出。
除了选民结构、华裔支持

參

森美兰
马六甲

柔佛
沙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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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19席遇伊黨叫陣

2018年509大選
行動黨國席勝算分布圖

^党在19个行动党候选人上阵的国席参选，分别

\r是金马仑、金宝、太平、拉美士、崙都交湾、
蒲种、巴生、木威、安顺、劳勿、文冬、万宜、泗岩沫、
芙蓉、亚沙、崙吉里、亚依淡、居蛮和古来。
这19国席都是华裔选民比率不高、行动党对手不弱或
者是上届行动党没能拿下的选区。
行动党的47名国席候选人中，大多数是原区守土的老
将，12名是弃州攻国的候选人，国席新兵都是来自砂州，
而3名新兵中，胜算高的只有张健仁特别助理俞利文，他
在古晋区上阵。
其他12名弃州攻国的候选人分别是杨巧双(泗岩
沫）、郑国霖（太平）、黄家和（怡保东区）、黄汉伟
(升旗山）、雷尔（日落洞）、谢琪清（亚沙）、邱培栋
(马六甲市区）、东姑朱比利（劳勿）、杨美盈（荅吉
里）、黄书琪（居銮）、陈泓缣（亚庇）和诺丽达（丹
南），其中以新选区丹南的胜算比较低，突围不易。
行动党竞选的国席分别是雪兰莪（4)、吉隆坡联邦
直辖区（5 )、霹雳（7 )、槟州（7 )、森美兰（2 )、马
六甲（1 )、彭亨（3 )、柔佛（6 )、沙巴（3 )和砂拉越
(9)‘上届大选行动党在槟城、霹雳、雪兰莪、吉隆坡
联邦直辖区和森美兰上阵的国席都传来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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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09大選
行動黨國席華人區
•华裔选民70%或以上的12个国席：
峑眼、大山脚、升旗山、丹绒、
武吉牛汝莪、怡保东区、华都亚也•
甲洞、武吉免登、士布爹、蕉赖、
古晋

擧稳如泰山的白区：（32席}
峑眼、大山脚、升旗山、丹绒、
武吉牛汝莪、峑都交湾、日落洞、
怡保东区、怡保西区、木威、
华都亚也、甲洞、武吉免登、士布爹
蕉赖、泗岩沫、马六甲市区、亚沙、
蒲种、白沙罗、巴生、万宜、劳勿、
依斯干达公主城、峑吉里、古来、
居銮、亚庇、山打根、古晋、南兰、
诗巫

•华裔选民70%至50%的19个国席：
峑都交湾、日落洞、蒲种、白沙罗•
巴生、泗岩沫、马六甲市区、
依斯干达公主城、怡保西区、木威•
金宝、峑吉里、古来、诗巫、亚庇•
山打根、实旦宾、泗里街、南兰

癱力争上游的灰区：（6席）
金马仑、金宝、太平 拉美士
民都鲁、泗里街

雛华裔选民少于50%的16个国席：
芙蓉、亚依淡、太平、居銮、安顺、
金马企、文冬、亚沙、拉美士、劳勿
万宜、玛士加丁（ 17% )、民都鲁、
丹南（10%)、西连（10%)、
加帛（9.5% )

•强强对决战区：（5席）

•无力回天的黑区：（4席）
玛士加丁、丹南、西连、加帛
实旦宾：张健仁对垒沈桂贤
亚依淡：刘镇东对垒魏家祥
安顺：倪可敏对垒马袖强
芙蓉：陆兆福对垒张盛闻
文冬：黄德对垒廖中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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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縿欞，
靜水中的鱷魚
雪中i昆戰
人11天的竞选期，任何行差踏错都足以
丨让选情翻盘，所以朝野政党都卯足全
力，誓要抓住政敌的“痛脚”大加发挥，用选举

踏

的情绪来感召选民的对错认知，只要选民对一件
事认定是己方对而敌方错，自己便可乘胜追击。
信手拈来，有永平的马华老党员被推下舞台
事件的发酵、马华蕉赖候选人王心怡不甘被“一
扑一碌姐”呛声而在脸书帖文痛斥对方，演变成
“行动党一手策划”的阴谋论等。
这些不断涌现的选举议题，虽在在突显了马
华“力争上游”的意志，但华裔选民已心中有数
且心有所属。若根据社交媒体的帖文来看，华裔
网民几乎是一面倒“换了再说”的心态，因此马
华若能在本届大选挣获20%华人票，实属大胜《
然而，进人短兵相接的炽热竞选期，华裔和
希盟几乎都无视于伊党的存在。伊党在提名日确
定全面参选，制造三角战的战局，希盟领袖都极
力贬低和淡化伊党的影响力®
但放诸现实，我们无法深人偏远的马来甘
榜，了解乡区马来人看待宗教的执著心态，尤其
非巫裔全力反对的355法案，对乡区马来人有多
重要9
面对维持现状、反贪腐和巩固伊斯兰地位的
选择题，在此次大选扮演关键角色的乡区马来人
的取舍，决定了巫统、希盟和伊党的得票，进而
奠定下一个5年的国家格局。
在关注国阵和希盟的双雄争斗之下，华
人广泛忽视了马来谤语所言，“水静勿以为没

文/謝仲洋（巴生辦事處記者）
有轉鱼"(air yang tenang jangan disangka tiada
buaya)，伊党如静水中的一只鳄鱼，伺机而动®
伊党的参选，除了普遍上被指是在分散反对
党选票，替巫统“助攻”，但同样不利于国阵的
马华、民政党与国大党，在宗教课题及同族情意
结的感召下，不排除一些巫裔会把原本要给国阵
的选票，转投伊党候选人$
此次选区划分，马来选票的价值大增，表面
上看似增加巫统胜算，甚至对夺回雪州政权志在
必得；但选区划分同样提高了伊党参选的价值，
在伊党一些基层仍强稳的选区，说不定还能让伊
党赢走议席
过去10年，伊党因为是雪州政府的一员，掌
控了几乎所有清真寺、祈祷所等伊斯兰场所和机
构的资源及分配，若希盟对伊党视若无睹，到头
来或遭反噬《
提名日当天，我在巴生国席提名中心观察
到，尽管巴生1国3州席并非伊党强区，但伊党还
是动员不少基层，或许不如国阵和希盟互呛对方
的声势，但当中整齐划_ -、静中带动的步伐，让
我惊讶于伊党基层对党的向心力与忠诚，非国阵
与希盟可比《
伊党究竟是虚张声势，还是真能成为“造王
者” ？希盟有没有能力凭传统马来人对马哈迪的
民族情感，用“马哈迪牌”化解伊党参选的不利
局面，决定了继选区划分的不利因素外，另一道
能否保住雪州政权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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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室兩
•靑云
(吉隆坡2日讯）尽管
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但基
于政治利益考量，共有41名
各政党和独立人士候选人兼
攻国州，其中以未来大臣人
选为多，有者则是为议员提
供后备保障，以及增加胜算
而披上两件战袍_。

夕候

|選

兼打国州候选人当中，

未人

$兼

！攻

國

大部分都是在出征国席辖下

A

的州席上阵，只有少数候选
人是在不同区上阵，其中有
前副首相丹斯里慕尤丁、雪

選舛

州看守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槟州看
i"长林冠英、前吉打州大臣拿督斯

力

0

另外，还有行动党霹雳州主席
倪可敏、受到马青总团长张盛闻挑战
的陆兆福、沙巴州公正党州主席刘静
诚信党的沙列胡丁、土团党霹雳
州主席阿末法依沙都是越区竞选，需
要在两个国州选区间奔走，极之考验
体力和耐力。
公正党总秘书赛夫丁也是分州
攻打国州的候选人他在槟城竞选州
议席，吉打攻打国席。

柔最多人国州兼打
最多候选人国州兼打的是
柔佛，多达13人，其中国阵和希
盟各1人，而且皆是未来大臣人
选，即看守大臣莫哈末卡立和回
锅的慕尤丁，其余11名国州兼打
的都是来自伊党的候选人。
沙巴方面则有5人国州兼

打，雪州、森美兰和砂拉越各有
4人，吉打、槟城、霹雳和吉兰
丹各有2人，登嘉楼、彭亨和马
六甲各1人
国州兼攻的看守州务大臣和
首席部长有来自国阵的柔佛州的
拿督斯里莫哈末卡立和霹雳州的
拿督斯里赞比里，以及希盟雪州
看守大臣拿督阿兹敏和槟城看守
首长林冠英。
而预料因为准备任大臣及首
长职而国州兼攻的议员则有吉兰
丹州的慕斯达法、柔佛州希盟主
席丹斯里慕尤丁、槟城州的曹观
友和吉打州的拿督斯里慕克力》

柔州看守大臣拿督斯里莫哈
末卡立国州兼攻，上阵巴西古当国席
和在辖下的百万镇州席出战。
霹雳州看守大臣赞比里除了捍
卫本身的邦咯州席，也会在红土坎国
席上阵，他将面对来自希望联盟的莫
哈末哈达及伊斯兰党的占利依布拉欣
的挑战。
看守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拿督
斯里慕斯达法兼攻国州，他将在日里
国席和阿逸拉那区州席守土《
希盟方面，行动党秘书长兼槟
州看守首长林冠英在崙眼国席和升旗
山国席辖下的阿逸布爹州席守土。
槟州主席曹观友继2008年大选后
也国州兼攻。他除了取代原任议员黄
伟益重新上阵丹绒国席，也在辖下的
巴当哥打州席守土》
雪州看守大臣阿兹敏则会捍卫
本身在鹅唛国席和国际山庄的州席
慕克力将兼攻尤仑国席及古邦
巴素辖下的日得拉州席，而原任安南
武吉州议员拿督阿米鲁丁在州席守土
外，也兼攻古邦巴素国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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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属

候选人

柔佛

莫哈末卡立

国阵

巴西古当

慕尤丁

希盟

巴莪

甘蜜

沙烈胡丁

希盟

柔南埔

新邦二南
甘蜜

露雳
雪州

伊党

峑株巴辖

伊党

昔加末

利民达

莫哈末祖碧里

伊党

新邦令金
居銮

拉央拉央
马哥打

莫哈末哈斯布拉

伊党

拉曼哈密

伊党

丰盛港

丁加洛

阿都拉胡先

伊党

地不佬

优景镇
百万镇

阿都阿兹阿都拉

伊党

巴西古当

莫哈末马兹里

伊党

埔来

二南州

祖哇希伊党

伊党

武吉峑都

峑哈伦莫哈末

伊党

"5"来
笨珍

赞比里

国阵

红土坎

邦咯

阿末法依沙

希盟

打扪

积莪营
国际山庄

埔来士巴当

阿兹敏

希盟

鹅唛

赵劲玮

人民

万宜

加影

李映霞

人民

班登

莲花苑

人民

加甫

中路

独立
希盟

马六甲市

格西当

芙蓉

真纳

慕斯达法达哈鲁

伊党

仁保

安邦岸

拉菲伊

伊党

瓜拉庇劳

神安池

莫哈末凯鲁
林冠英

伊党

亚沙

拉务

希盟

峑眼

阿逸布爹

曹观友

希盟

丹绒

巴当哥打

森美兰陆兆福

彭亨

百万镇

凯鲁费兹

马尼卡瓦沙甘

吉打

I州议席

马弗兹

马六甲吴良山

模城

政党 1国会

慕克力

希盟

尤仑

日得拉

阿米鲁丁

希盟

古邦巴素

安南武吉

佐哈里阿都

公正

双溪大年

莪仑

莫哈末沙卡

国阵

淡马鲁

联增

吉兰丹慕斯达法

国阵

日里

阿逸拉那

独立

巴西马

登龙

登嘉楼拉惹巴林

希盟

瓜拉登嘉楼

峑都布洛

砂拉越张健仁
沈桂贤

希盟

实旦宾

哥打圣淘沙

国阵

实旦宾

石角

陈超耀

国阵

美里

卑尔骚

范长锡

国阵

泗里街

卢勃

立新

根地校

担布南

依布拉欣阿里

沙巴

杰菲里吉丁岸
拉京奥津

人民希望保佛

克里雅斯

莫哈末阿斯哈

人民团结三脚石

西江

刘静芝

希盟

斗湖

亚庇亚庇

诺莎本素

伊党

三脚石

拉敏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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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曰

马哈迪（右二）与支持者握手致意。右为慕尤丁，右三为丽娜哈伦。

(吉隆坡2日讯）希盟主
席敦马哈迪为钦点国阵主席拿
督斯里纳吉为首相人选，向人
民公开道歉；他直良这是其_ 生最大的错误，如今正尽最大
努力来纠正错误。
“我相信人民将在5月9日
当天让纳吉吃零蛋。这也是为
何人民不辞劳苦出席希盟的讲
座，因为人民将会为民族、宗
教及这片国土继续奋斗。”

另外，马哈迪呼吁选民
全力支持希盟，并形容伊斯
兰党为“纳吉的小妾”（Bim
进
Najib )，参选只是为了搅
局，让国阵轻松胜出。
士 |^|
出席讲座会的领袖包括
|[y希盟总裁旺阿兹莎、土团党

敦
納馬

指

任
首
相

讥纳吉害怕才禁肖像

天

马哈迪是于昨晚出席帝帝
皇沙希盟大型讲座会时讥讽首
相纳吉害怕到“失禁”，才会

錯
力

5

禁止希盟的竞选海报出现他的
肖像《
他也向出席者述说关税局及移民
局大阵仗搜查刚从登州返回梳邦机场
的他，并藉机嘲讽前雪州大臣莫哈末
泰益«
“我抵达梳邦机场后，大批移民
局及关税局官员等着我，彷佛我身在
国外。他们检査我的行李箱，不过里
面只有炸鱼条，并没有如莫哈末泰益
般携带装有现金的行李箱。”

A

总裁丹斯里慕尤丁、诚信党
主席莫哈末沙布、帝帝皇沙
候选人丽娜哈伦及行动党武

Ei吉免登候选人方贵伦。
这场在Desa Pandan组屋
举行的讲座会吸引逾千名民
众出席，尽管天公不作美下
起绵绵细雨，不过民众仍冒
雨撑伞聆听。
当马哈迪及夫人西蒂
哈斯马抵步时，现场民众更
是情绪高涨，不管高喊“敦万岁”

道
歉

(Hidup Tun )
轮到马哈迪演讲
时，支持者不时拍掌及高喊口号表示
支持。
另外，-名华裔老伯相信是呼吸
苦难，在人群中不知晕倒，让现场一
度陷入混乱。救护车半小时后抵达现
场将老伯送人医院治疗，才让讲座得
以顺利进行。

逾千名民众出席希盟帝帝皇沙大型讲座会，让现场水泄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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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茲萬承諾若勝選

每周煮仁當請民衆吃”
(吉隆坡2日讯）“旦
胜选，我会在每个星期日煮仁
当给人民吃，整整5年！说到
做到哦！”
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
阿兹敏胞弟艺人 “Diva AA"
阿兹万竞选国际山庄州议席；
以独立人士身分挑战阿兹敏
的他呛声：“即便只获得1张
票，我也不在意。”
言行出位的他昨日穿著鲜
艳的深粉色上衣，手持蓝色麦
克风，-边展示厨艺，煮鸡肉
和牛肉仁当。“来来来，煮仁
当我最拿手了。”

阿兹万向当地民众承诺，
如果当选国际山庄州议席，他
将每周日煮仁当，免费派送给
当地民众。
煮到一半时，他忆及去世
的母亲，忽地哽咽起来。
“是我妈妈教导我怎样
煮仁当的，看到仁当就想到妈
妈……我真的非常想念她。”
另外，阿兹万做出5项竞
选承诺，包括每天视察人民、
立即废除贪污政治、尽快解决
雪州水供问题、为人民落实可
负担房屋和时刻为人民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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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雪县华小校长理事会主席
兼巴西不南邦启智华小校长汤丽珠
(后右三）等华小校长和教师，把
握机会与纳吉（前中）进行交流与
合照。前左一起国阵依约州议席候
选人柏迪班和依莫希占。

納吉反駁反對黨

(瓜雪2曰讯）看守首相拿督斯
里纳吉驳斥反对党指称国家会破产的
说法，反问若真如反对党所言，国阵
候选人还能向政府提出种种拨款要求

原任国会议员拿督斯里依莫希占要求修好该
国小草场，也允诺5年内，在瓜雪选区兴建
玛拉工艺大学新医学院和新县教育署等发展
项目
“我恳求选民再给我5年的委托，让我

吗？

国朝向2050年国家转型计划（TN50)。根据

“(若真是破产）别说要建医院和诊
所，就连修好草场的能力也没有。我们把国
家管理得很好，很多（发展要求与拨款）都
可被考虑，人民无需担心，这是政府的责
任。“

经济实力的排行榜，我国名列世界第23名最

允瓜雪建玛拉新医学院等

纳吉继而强调，作为良好管理的_ •个政
府，联邦与州政府需步伐_ •致，否则许多项
目会被搁置和拖延，如悬而未决的雪州水供
问题。

他今早在瓜雪本查阿南(Puncak Alam )
进行工作访问，在当地国小礼堂向教师演讲
时，当场批出50万令吉拨款，答应国阵瓜雪

具竞争力的国家，只要我们继续努力，便有
机会挤入20强内。”

重夺雪州解决水供问题

他指出，联邦政府耗资36亿令吉兴建冷
岳2滤水站和推动彭亨州输水至雪州计划，
但目前仍无法完全落实，原因是雪州政府要
拿回雪河公司（Splash)�
他重申，在国阵公布的竞选宣言中列
出，只要国阵能重夺雪州政权，便能解决水
供问题。
纳吉促请选民于本届大选投票时，不要
被情绪和社交媒体的言论给牵动，并以伊党
在英国伦敦法庭胜诉的被指收受9000万令吉
诽谤案官司为由，形容有关对他和伊党的诋
毁乃不攻自破》
陪同出席的雪州国阵主席兼看守房地部
长丹斯里诺奥马较后受询时不讳言，最新选
区划分是增加国阵胜算的其中-项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