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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ncak Niaga akan ambil tindakan undang-undang terhadap Azmin
KUALA LUMPUR 3 Mei - P u n c a k
Niaga Holdings Berhad ( P u n c a k
Niaga) a k a n m e n g a m b i l t i n d a kan undang-undang
terhadap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 a t u k
Seri M o h a m e d Azmin Ali keran a m e m f i t n a h syarikat itu berh u b u n g krisis air y a n g m e l a n d a
L e m b a h Klang ketika b e r k e m p e n
p a d a Pilihan Raya U m u m Ke-14
(PRU-14).
Pengarah Eksekutif, Bahagian
Sumber Strategik d a n Perhubungan Awam Puncak Niaga, Prof.
Datuk Dr. Mohd. Zainul Fithri Othm a n berkata, M o h a m e d Azmin
telah mengeluarkan banyak ken-

bir oleh P u n c a k Niaga
yataan b e r u n s u r fitsebelum
diserahkan
nah, tidak tepat d a n
k e p a d a kerajaan negeri
menjatuhkan
imej
p a d a Oktober 2015.
syarikat tersebut di
samping mengelirukan
" P u n c a k Niaga tepengguna dan penlah melantik p e g u a m
d u d u k di Selangor.
cara u n t u k mengamM e n u r u t beliau, kebil t i n d a k a n undangr a j a a n negeri pimpiu n d a n g k e r a n a kenyan a n Mohamed Azmin
t a a n M o h a m e d Azmin
enggan
meluluskan
telah
menjejaskan
MOHD. ZAINUL FITHRI
program-program
i m e j syarikat," katanya
pembangunan
sumd a l a m sidang akhbar
ber air, baik p u l i h b e k a l a n air dan
khas di Selayang dekat sini hari
p e n g g a n t i a n p a i p b a h a r u y a n g diini b e r h u b u n g p e n u l a r a n video
c a d a n g k a n oleh Syarikat Bekalan
d a k w a a n itu d a l a m m e d i a sosial
Air Selangor (Syabas) y a n g ditadb a r u - b a r u ini.

Mohd. Zainul Fithri berkata,
M o h a m e d Azmin m e n d a k w a Syab a s diberi h a k u n t u k m e n a i k k a n
tarif air setiap tiga t a h u n di b a w a h
p e r j a n j i a n konsesi pada 2004.
"Kenyataan itu tidak tepat ker a n a Syabas h a n y a boleh mengem u k a k a n p e r m o h o n a n kenaikan
tetapi tidak p e r n a h diluluskan
kerajaan negeri d a n tarif air m a s i h
s a m a seperti ditetapkan k a m i
p a d a 2007. B a g a i m a n a p u n , per u n t u k a n p a m p a s a n tarif d a l a m
p e r j a n j i a n konsesi itu tidak pernah dihormati sedangkan Puncak
Niaga telah berbelanja berbilion
ringgit," jelas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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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s
reserves
returned to
the people,
says Azmin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has
returned half of its reserves to
the rakyat.
PKR vice-president Datuk Seri
Azmin Ah said Selangor had
reserves worth RM8bil but of
that sum, half was given back to
the people through various outreach programmes.
He cited the Smart Selangor
free bus service, Kasih Ibu
Smart Selangor (Kiss), business
capital aid and Skim Peduli
Sihat.
Azmin said this during the
Ceramah Perdana Amanat at
Taman Medan in PJS 2.
He added the state spent
RM50m.il for the Smart Selangor
free bus service while RM35mil
was allocated for small businesses in the form of no-interest
loans.
Skim Peduli Sihat programme
which cost the state RM125mil,
offers families with a household income of less than
RM3,000 a medical card which
enables
them to seek treatment at private clinics for up to RM700.
Some 40,000 mothers received
assistance of RM2.400 a year
under Kiss for which the state
government spent RMlOOmil.
Meanwhile, Azmin reiterated
there were only two serious contenders in GE14.
"One is BN and another is PH.
The rest are pengacau (spoilers),"
He said the public should only
vote for parties that can form a
government.
Azmin hailed DAP for agreeing to use the PKR logo for GE14.
"I want to thank DAP because
they are willing to sacrifice for
the country,"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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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MS hapus prasangka buruk terhadap PAS
SUNGAI BESAR: Pendekatan
budaya politik matang sejahtera
(BPMS) mampu menghapuskan
prasangka buruk ahli Umno terhadap PAS, kata calon Dun Sekinchan, Ustaz Mohd Fadzin Taslimin.
Katanya, apabila pendekatan
BPMS itu dilaksanakan di peringkat akar umbi maka ia memberi
kesedaran terhadap ahli Umno
bahawa PAS selama ini bersikap
lunak dan bukan menyerang mana-mana parti.
"Hasilnya masyarakat Melayu
yang masih belum menyokong
PAS dan masyarakat Cina di Dun
Sekinchan boleh terima penjelasan PAS," katanya.
Beliau yang juga Yang Dipertua PAS Kawasan Sungai Besar
berkata, amalan BPMS ini telah
lama dilaksanakan sejak tahun
1994 ketika kali pertama menjadi
calon.
Namun kata beliau, borang
pencalonan itu ditolak kerana
terdapat kesilapan dan memberi
kemenangan kepada calon BN
(Umno).

Calon Dun Sungai Panjang, Mohd Razali Saari bertemu pengundi di pasar
pagi di Sungai Panjang.

Ketika mengadakan sesi ziarah
rumah ke rumah katanya, ramai
penduduk yang ditemui meluahkan penyandang Adun Sekinchan, DAP tidak menunaikan
janji.
"DAP juga tidak boleh masuk
ke kawasan Melayu selepas putus
hubungan dengan PAS," katanya.
Beliau berkata, itu yang

membimbangkan DAP untuk
mendapatkan
undi
daripada
pengundi Melayu.
PAS Selangor menampilkan
Cikgu Mohamed Salleh M.Husin
calon Parlimen Sungai Besar;
ustaz Mohd Razali Saari calon
Dun Sungai Panjang dan ustaz
Mohd Fadzin Taslimin calon Dun
Sekinchan.

04 May 2018
Harakah, Malaysia
Author: Saidah Hairan • Section: General News • Page: N3 • Printed size: 196.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d Value: MYR 1,635.00
PR Value: MYR 4,905.00 • Item ID: MY003247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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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kat peruntukan, hadiah
penyapu - hilang kerajaan
Oleh SAIDAH HAIRAN
KUALA LANGAT: A r a h a n
tanpa
bertulis
daripada
b e k a s Menteri Besar Selangor
kepada
Penjawat
Awam supaya
menyekat
p e r u n t u k a n A d u n d a n exco
PAS d i a n g g a p s e b a g a i bayangan
kerajaan
negeri
akan jatuh
sebagaimana
yang berlaku pada pilihan
r a y a u m u m ke-12.
Timbalan
Pesuruhjaya
PAS S e l a n g o r I, Dato' Dr Ahm a d Y u n u s Hairi b e r k a t a ,
Menteri Besar U m n o dahulu telah memberi h a d i a h
penyapu
kepada
Yang
Dipertua
Majlis
Daerah
akhirnya k e r a j a a n U m n o
jatuh pada pilihan raya
u m u m 2008.
Beliau menegaskan mung-

kin perkara y a n g s a m a a k a n
berlaku iaitu k e r a j a a n PKR
a k a n hilang akibat menghina penjawat awam.
"Bagi s a y a
menyekat
p e r u n t u k a n A d u n d a n exco
PAS itu m e r u p a k a n p e n g hinaan terhadap pegawai
k e r a j a a n . A r a h a n itu diberikan secara tidak bertulis
kepada pejawat
awam,"
t e g a s n y a d a l a m c e r a m a h di
S i j a n g k a n g , Kuala L a n g a t .
Beliau t i d a k m a h u pimpinan hanya pandai berkata
melaksanakan pentadbiran
yang telus
bertanggungjawab tapi tidak dinatijahkan pada perbuatan.
Beliau m e r u p a k a n c a l o n
Dun
Sijangkang
turut
mengingatkan
pimpinan
y a n g m e n g h i n a r a k y a t Kelantan yang berhijrah ke

PAS menampilkan calon yang berkeupayaan dan mampu
mempersembahkan urus tadbir dengan lebih baik
S e l a n g o r d i s e b a b k a n Kelantan negeri yang m u n d u r .
"Mundur
dalam
bentuk apa mungkin kewangan m e m a n g tidak sekuat
Selangor. Kalau K e l a n t a n
m u n d u r orang tidak akan

d a t a n g ke K e l a n t a n sehingga m e n y e b a b k a n
penerb a n g a n d a r i Kuala L u m p u r
ke K e l a n t a n s e b a n y a k 47
kali s e h a r i , k a l a u m u n d u r
t i d a k a d a o r a n g pergi ke
Kelantan," tegas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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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SEJAHTERAAN
BERKERAJAAN

Seramai 20 orang doktor perubatan menjadi calon
PAS dalam PRU ke-14.

a . Perkongsian k e m a k m u r a n ekonomi d e n g a n meneruskan d a n
m e n a m b a h b a i k P r o g r a m K e b a j i k a n d a n Kepedulian K e r a j a a n N e g e r i
S e l a n g o r sedia a d a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b. Prinsip keodilan, irrtegrifi, berkebajikan cekap dan telus bsrosaskan
memelihara Agama, Nyawa, Harta, Akol dan Keturunan
c. Pemimpin / a n g prihatin, k o m p a t e n d a n sifar rasuah

d- Budayo Politik Matang dan Sejahtera

Y

KESEJAHTERAAN
BERAGAMA DAN BUDAYA

K

KESEJAHTERAAN
PENDAPATAN

Penghayatan Dasar Kebudayaan Ksbangsaan yang
m e l e t a k k a n l i l a m s e b a g a i tunjang k e h a r m o n i a n
p e r p a d u a n kaum

a . Bantuan m a k a n a n
asasi k e p a d a g o l o n g a n
sosaran secara b u l a n a n

Insenlif pegawai
penguruian rumah
ibadat Islam dan
bukan Islam

b. Pfrluasan ekonami digital
melalui penyediaan hub
dan prasarana

14.
15.
16.
17.
18.
19.
20.

Dato' Dr Ahmad Yunus Hairi, N51 Sijangkang
Dato' Dr Mohd Hayati bin Othman, N18 Tokai
Dato' Dr Ramli bin Mamat, N10 Bunut Payong
Datuk Dr Yahya bin Baba, P112 Kuala Langat
Dr Abd Rani bin Osman, P109 Kapar
Dr Ahmad Ramadzan, P076 Teluk Intan
Dr Alias Razak, N12 Bukit Tunggal
Dr Azman Ibrahim, N05 Jabi
Dr Halimah Ali, N44 Selat Kelang
Dr Hj Mamad Puteh, N23 Kuala Berang
Dr Ishak Ibrahim, P062 Sungai Siput
Dr Izani Husin, N05 Kijang
Dr Mohd Mazri Yahya, N13 Simpang Jeram dan
P161 Pulai
Dr Md Khalid bin Kassim, P137 Hang Tuah Jaya
Dr Mohamed Nilam, P080 Raub
Dr Mohammad bin Taslim, N15 Maharani
Dr Mohd Ramli bin Md Kari, N24 Senggarang
Dr Najihatussalehah, P067 Kuala Kangsar
Dr Rosni Adam P124, Bandar Tun Razak
Dr Hj Salehuddin Hafiz N53, Dun Morib

KESEJAHTERAAN
ANAK MUDA
a . Insentif Yoron T a h u n a n PIBG
b . Pendidikcm p e r c u m a bacy
sekolah mifik k e r a j a a n n e g e r i

10tawaran
PAS Selangor
bantu ringan
beban rakyat
T

AWARAN ini mengambil kira
kepentingan
kepelbagaian
kaum dan agama sebagai sebuah negeri sejahtera dengan pengagihan kekayaan negeri yang adil
kepada rakyat Negeri Selangor.
Tawaran
merangkumi
kediaman dan alam sekitar; wanita; anak muda; budaya; kesihatan yang dijangka dapat
menarik
sokongan
pengundi
negeri Selangor kepada PAS.
' Selangor mempunyai jumlah pengundi wanita melebihi
lelaki. Justeru, PAS Selangor menawarkan insentif RM500 untuk
wanita bersalin dan RM150 untuk
kesihatan dan keanggunan.
Selain itu wanita juga akan
mendapat bantuan khidmat dan
bimbingan keharmonian perkahwinan. Bantuan bimbingan perlu
bagi mengatasi masalah perceraian yang meningkat di negeri
Selangor.
Skim perlindungan takaful

amat diperlukan bagi menjamin gaya hidup sihat. Insentif sebanyak RM200 u n t u k
pemeriksaan
kesihatan
berusia 40 tahun ke atas. Khidmat pengangkutan u n t u k Orang
Kurang Upaya (OKU) dan warga
emas ke hospital.
PAS Selangor juga
menjanjikan dua perkara di bawah
teras pendapatan iaitu bantuan
makanan asasi bulanan kepada
golongan sasaran.
Lebih menarik tawaran PAS
Selangor untuk meneruskan pemberian air percuma 20 meter padu.
Bagi membantu golongan B40
menghadapi masalah kenaikan
kos barangan, PAS Selangor menawarkan bantuan tambang bas
sekolah.
10 tawaran daripada PAS
Selangor untuk rakyat berdasarkan keperluan semasa bagi
menghadapi cabaran di Selangor
negeri yang kaya dan maju.

A k a d e m i Latihan Belia b a g i
m e n g g i l a p k e m a h i r a n futuristik
industri 4 . 0

,
f

•

c. A k a d e m i P a s c a Tahfiz (SPM)

Mewujudkan dataran niaga
usahawan muda

d . M e w u j u d k a n Skim
Penjawatan Guru d a n
Kakitangan Sekolah
Kerajaan Negeri

Insentif kelab-kelab s u k a r e i a w o n d a n
kebajikan anak muda

e . B a n t u a n T a m b a n g Bas
Sekolah

Insentif p r o g r a m k e c e r g a s a n d o n #
rekreast untuk a n a k m u d a
M e m b a n g u n k a n infrastruktur sukan
yang lengkap

\m

m
KESEJAHTERAAN
WANITA dan KELUARGA

I

a . Insentif R M 1 5 0 Kesihatan d a n
Keanggunan Wanita
b . Insentif RM 5 0 0 Won'rta Bersalin
c

B a n t u a n d a n Khidmat Bimbingan
Keharmonian Perkahwinan d a n
Kesejahteraan Rumahtangga

d. Bantuan kelangsungan
h i d u p Ibu TunggaJ

KESEJAHTERAAN
EKONOMI TANI
o . Insentif b e r a s a s k a n
produktiviti untuk petani,
penternak dan nelayan

KESEJAHTERAAN
KESIHATAN
Skim P e r l i n d u n g a n Takaful Untuk
Rakyat S e l a n g o r

Jn

j
\ j

M e m p r o m o s i k a n G a y a H i d u p Sihat

vf

Insentif RM 2 0 0 p e m e r i k s a a n
k e s i h a t a n untuk umur 4 0 t a h u n
ke atas.

^f

Khidmat p e n g a n g k u t a n
untuk O K U d a n w a r g a
e m a s k u r a n g upaya k e
hospital

KESEJAHTERAAN
KEDIAMAN
a . M e n y e d i a k a n Rumah S e l a n g o r S e j a h t e r a
m a m p u s e w a milik
b . Program s o k o n g a n komuniti kejiranan

b. M e n y e d i a k a n g e r a n m o d a l
a w a l RM10 |uta untuk 5 0 0
petani muda
c. R a n g k a i a n p e m a s a r a n digital
p r o d u k tani, t e r n a k d a n
per ikanan

U N D I L A H PAS
a . Insentif sumber t e n a g a b o r u
d a n teknologi hijau
b . Pelestarian sungai sec or a
semulaj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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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isis calon Menteri Besar dan
Ketua Menteri dari tahap pendidikan
S
Oleh ABDUL MUEIN ABADI

ELESAI proses penamaan
calon PRU14, kejutan demi
kejutan terus disajikan kepada para pengundi. Terbaru, analisis calon Menteri Besar (MB) dan
Ketua Menteri (KM) daripada ketiga-tiga blok parti dari sudut tahap
pendidikan menunjukkan data
perbandingan yang menarik dan
penuh berwarna-wami.
Bagi menilai tahap pendidikan bakal calon MB dan KM, terdapat beberapa peringkat berbeza yang diiktiraf secara berbeza.
Tahap yang paling cemerlang
dan tertinggi ialah ijazah Kedoktoran seperti Doktor Perubatan
dan Doktor Falsafah (PhD), diikuti
ijazah Sarjana (Master), dan ketiga ialah ijazah Sarjana Muda (Degree). Peringkat yang seterusnya
ialah Diploma. Kesemua peringkat ini dikenali sebagai pendidikan tinggi. Pendidikan peringkat
Menengah pula ialah Sijil Tinggi
Persekolahan Malaysia (STPM),
Sijil Pelajaran Malaysia (SPM),
dan Penilaian Tahap Tiga (PT3).
Analisis ini mengambilkira posisi seseorang pemimpin dalam
blok parti masing-masing. Secara
tradisinya, Pengerusi Barisan Nasional (BN) negeri juga boleh dianggap sebagai calon MB bagi sesebuah negeri kecuali dalam kes
Perlis.
Demikian juga dalam kes
Pengerusi Pakatan Harapan (PH)
di mana Pengerusi PH Selangor
dan Pulau Pinang juga adalah
merupakan MB dan KM di kedua-dua negeri berkenaan. Walau
bagaimanapun, PH menyatakail
bahawa posisi MB dan KM tidak
semestinya akan disandang oleh
Pengerusi PH negeri yang dilantik pada 2017. Maka penilaian ini
boleh dianggap sebagai penilaian
kepada pemimpin yang 'berpotensi' untuk menjadi MB dan KM bagi
PH atas kapasiti mereka sebagai
Pengerusi PH.
Keadaan ini berbeza dengan
Parti Islam Se-Malaysia di mana
terdapat negeri-negeri di mana
Pesuruhjaya Negeri PAS ada yang
tidak bertanding di kerusi DUN

sebaliknya hanya di Parlimen,
malah ada yang tidak bertanding
sama sekali. Maka penilaian ini
dilakukan ke atas individu yang
berpotensi diangkat menjadi MB
berdasarkan matlamat penubuhan Kerajaan Teknokrat PAS, termasuklah Timbalan Pesuruhjaya
PAS Negeri.
Di negeri Perlis, Barisan Nasional (BN) masih mengekalkan penyandang posisi MB sebelum ini
iaitu Dato' Seri Azlan Man yang
berkelulusan Sarjana Ekonomi
Antarabangsa dari Denver, Amerika Syarikat (AS). Parti Islam SeMalaysia pula mencabar dengan
Cikgu Mohd Shukri Ramli, guru
veteran berpengalaman lepasan Maktab Perguruan Rajang, Sarawak dalam bidang Bahasa Melayu. Pakatan Harapan (PH) pula
meletakkan Ameir Hassan yang
merupakan seorang peguam veteran bekas pemimpin Umno.
Di negeri Kedah, Pengerusi BN Kedah iaitu Dato' Seri Ahmad Bashah masih dikekalkan
di mana beliau berkelulusan Sijil
Pendidikan Malaysia (SPM). PH
pula mempertaruhkan Dato' Seri
Mukhriz Mahathir yang berkelulusan Sarjana Muda (Degree) Pengurusan Perniagaan dari Jepun
dan Boston, AS. PAS pula diketuai Pesuruhjaya PAS Negeri iaitu
Dr. Fakhruddin Fakhrurazi yang
memiliki ijazah Doktor Falsafah
(PhD) Syariah dari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UKM).
Bagi negeri Perak, Dr Zambry Kadir mengetuai tawaran BN
di mana beliau adalah berkelulusan PhD Pemikiran Politik dari
Temple University, Amerika Syarikat. Pesuruhjaya PAS Perak iaitu
Razman Zakaria pula berkelulusan Sarjana (Master) Pentadbiran
Awam dari Universiti Malaya (UM).
Setakat ini tiada maklumat pendidikan tinggi ditemui bagi Pengerusi PH Perak, Ahmad Faizal Azumu
namun diketahui beliau bersekolah di sekolah ternama, SMK Anderson Ipoh.
Pulau Pinang pula menyaksikan persaingan rapat antara
BN dan PH manakala PAS turut
meletakkan calon di kerusi ma-

joriti Melayu. Pengerusi BN Pulau Pinang Teng Chang Yeow
dari keluarga peguam dan politik
manakala penyandang KM dari
PH iaitu Lim Guan Eng adalah lulusan Sarjana Muda Ekonomi dari
Monash University, Australia. PAS
dilihat mempertaruhkan Muhammad Fauzi Yusoff yang menimba
ilmu di Damsyik, Syria dalam bidang Bahasa Arab dan Pengajian
Islam untuk meraih sokongan di
kerusi majoriti Melayu.
Di Terengganu,.. PAS dijangka meletakkan harapan untuk
merealisasikan
Kerajaan Teknokrat di bahu Dr. Ahmad Samsuri
Mokhtar, iaitu seorang teknokrat
berkelulusan PhD Aeroangkasa
dari United Kingdom. Beliau mencabar Pengerusi BN Dato' Seri Ahmad Razif yang berkelulusan Sarjana (Master) Sains dari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UPM). PH pula
meletakkan harapan kepada YM.
Raja Kamarul Bahrin yang berkelulusan Seni Bina dari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ustralia.
Di Kelantan, penyandang MB
Dato' Seri Ahmad Yakob yang
berkelulusan Sarjana Muda Syariah Al-Azhar, Mesir dari PAS bakal
disaingi hebat dua tokoh pusat
BN dan PH. BN mempertaruhkan Dato' Seri Mustapa Mohamed
yang berkelulusan Sarjana Ekonomi dari Boston, Amerika Syarikat. Naib Presiden AMANAH iaitu Husam Musa pula berkelulusan
Sarjana Muda Ekonomi dari Universiti Malaya (UM).
Bagi negeri Pahang, penyandang MB Dato' Seri Adnan Yaakob
yang masih mengetuai BN negeri adalah berkelulusan Diploma
Pendidikan dari Universiti Malaya (UM). Tokoh veteran PH yang
mempengerusikan PH Pahang
ialah Fauzi Abdul Rahman yang
berkelulusan Kejuruteraan Mineral, Imperial College, United Kingdom. PAS pula mengetengahkan
Andansura Rabu yang berkelulusan Sarjana Pentadbiran Perniagaan (MBA) dari Universiti Utara
Malaysia (UUM).
Di negeri Sabah PH mempertaruhkan Christina Liew Chin Jin
Hadhikusumo sebagai Pengeru-

si PH negeri. Beliau yang berkelulusan undang-undang bakal
mencabar dominasi penyandang
Ketua Menteri Dato' Seri Musa
Aman yang memiliki Sarjana Pentadbiran Perniagaan (MBA) dari
Edith Cowan University, Australia. PAS yang cuba menjadi blok
ketiga turut mempertaruhkan Hamid Ismail yang berkelulusan Sarjana Muda Undang-undang dari
UIA serta Diploma Pengajian Islam UMS.
Negeri Selangor yang turut menjadi tumpuan menyaksikan persaingan tiga tokoh
dengan latar pendidikan yang
berbeza pada tahap. yang berbeza.
Penyandang Dato' Seri Azmin Ali
dari PH berkelulusan Sarjana Pendidikan Ekonomi dan Matematik
dari Minnesota, Amerika Syarikat. Pencabar dari BN ialah Tan
Sri Noh Omar yang berpendidikan Undang-undang (L.LB) dari
Thames Valley University. PAS
pula diketuai Dr. Ahmad Yunus
Hairi yang merupakan Doktor Perubatan lepasan Universiti Malaya
(UM) yang dilihat berpotensi untuk menerajui Kerajaan Teknokrat
Selangor.

Di Negeri Sembilan, Pengerusi
BN Dato' Seri Mohamad bin Hasan
adalah lepasan Sarjana Muda Hubungan Antarabangsa Universiti Malaya (UM). Pesuruhjaya PAS
Negeri Sembilan Mustaffa Daharun pula adalah lepasan Sarjana Muda Usuluddin dan Falsafah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UKM). Setakat ini tiada maklumat pendidikan tinggi ditemui
bagi Pengerusi PH Negeri Sembilan Aminuddin Harun namun diketahui beliau bersekolah di 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SMK)
Tinggi Port Dickson.
Negeri Melaka menyaksikan
pertembungan tiga pemimpin
yang memiliki tahap pendidikan
yang sama dengan dua antaranya
adalah dari lulusan bidang yang
sama. Penyandang Ketua Menteri
Dato' Seri Idris Haron daripada
BN adalah lulusan Sarjana Muda
Kejuruteraan Elektrik dari Texas,
Amerika Syarikat. Pengerusi PH
Melaka Adly Zahari juga memiliki

Sarjana Muda Kejruteraan Elektrik
dari Universiti Teknologi Malaysia
(UTM). Pesuruhjaya PAS Melaka
Kamaruddin Sidek pula adalah
lulusan Sarjana Muda Syariah AlAzhar, Mesir.
Negeri Johor turut menyaksikan persaingan tiga penjuru dengan bakal calon ketua kerajaan
negeri yang berkelulusan dalam
bidang yang berbeza. Pengerusi
BN negeri Dato' Seri Khaled Nordin yang berkelulusan Sarjana
Muda Undang-undang Universiti Malaya (UM) berhadapan dengan mantan MB dan TPM yang
kini Pengerusi PH Johor, Tan Sri
Muhyiddin Yasin. Tan Sri Muhyiddin berkelulusan Sarjana Muda
Ekonomi dan Pengajian Melayu
Universiti Malaya (UM). PAS turut
mencabar kuat dengan calon yang
selari dengan visi kerajaan Teknokrat ialah Dr Mohd Mazri Yahya yang merupakan Doktor Pakar Pembedahan Am & Vaskular,
Royal Perth Hospital Australia.

Keputusan akhir menyaksikan
PAS menawarkan paling ramai
calon Menteri Besar berkelulusan Doktor Perubatan dan Doktor
Falsafah dengan empat orang iaitu Dr. Ahmad Yunus Hairi di Selangor, Dr Ahmad Samsuri Mokhtar
di Terengganu, Dr Fakhruddin
Fakhrurazi di Kedah, dan Dr Mohd
Mazri Yahya di Johor. BN pula
menawarkan seorang calon yang
berkelulusan PhD iaitu Dr Zambry Kadir di Perak. Sebaliknya tiada seorang pun bakal calon Menteri Besar dan Ketua Menteri PH
berkelulusan Kedoktoran atau
Doktor Falsafah (PhD).
PAS: 4 Kedoktoran, 2 Master (Sarjana), 6 Degree (Sarjana
Muda)
BN: 1 Kedoktoran, 4 Master (Sarjana), 5 Degree (Sarjana
Muda), 1 Diploma, 1 SPM
PH: o Kedoktoran, 1 Master (Sarjana), 9 Degree (Sarjana
Muda), 2 Tiada Maklumat Pendidikan Tinggi Setakat ini (Bersekolah Menengah)
» Penulis ialah Pensyarah
Program Sains Politik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U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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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dak mustahil PAS menang
di Putrajaya PRU14
Oleh AZIZ MUDA

MENDENGAR sahaja kawasan Par.limen Putrajaya, sesiapa pun akan
berkata, tidak mungkin pembangkang akan menang di kawasan itu
dalam pilihan raya. Demikian juga
dalam Pilihan Raya Umum ke-14
yang akan berlangsung 9 Mei ini.
Kata-kata spontan itu akan lahir
dari mulut orang ramai memandangkan pihak BN selaku parti
memerintah tidak pernah kalah di
tangan pembangkang pada PRUPRU lalu di kawasan itu.
Namun, bagaimanakah realiti
sebenar berdasarkan perkembangan semasa yang berlaku di kawasan Putrajaya bagi PRU ke-14
ini? Apakah senarionya tetap tidak
berubah seperti juga PRU-PRU lalu?
Sama ada disedari oleh orang
ramai atau tidak, realiti sebenar
yang berlaku di pusat pentadbiran kerajaan Malaysia itu kini
sebenarnya amat jauh berubah.
Perkembangan yang berlaku jelas
menunjukkan majoriti para pengundi di Putrajaya sebenarnya
menyokong PAS. Malah PAS kini
mempunyai beberapa kelebihan
berbanding Barisan Nasional dan
Pakatan Harapan (PH) di kawasan
itu sehingga tidak mustahil akan
menang bagi Parlimen Putrajaya
pada PRU ke-14 ini.
Dengan perkembangan yang
berlaku itu, rata-rata para pengundi di kawasan itu yang ditemui
pihak PAS turut mengakui, jika pilihan raya berlangsung dengan
bersih, adil dan telus, kerusi Parlimen Putrajaya sudah awal-awal
lagi dimenangi PAS bagi PRU ke-14.
Calon PAS bagi kawasan Parlimen Putrajaya, Profesor Madya
Zainal Abidin Kidam ketika dihubungi Harakah, 26 April lalu, turut
mengakui mood para pengundi di
Putrajaya untuk melakukan perubahan terhadap landskap politik tanah
air bersama PAS turut menyamai
mood para pengundi di tempat-tempat lain di seluruh negara.
Menurut beliau, mereka sudah
muak dengan BN. Mereka cukup
sedar dengan pelbagai penyelewengan, salah guna kuasa, rasuah
dan pelbagai kepincangan yang

berlaku dalam kerajaan BN selama ini, sejajar dengan kedudukan
mereka sendiri. sebagai kakitangan
di pelbagai kementerian, jabatan
dan agensi kerajaan di pusat pentadbiran kerajaan itu sendiri.
"Kedatangan PAS ke pusat pentadbiran kerajaan ini mendapat
sambutan yang cukup baik daripada para pengundi dan penduduk
Putrajaya, sehingga mereka turut
menyimpan harapan besar kepada PAS untuk melakukan perubahan yang diingini itu. Perkara ini
dinyatakan secara jujur oleh mereka sendiri dalam pertemuan saya
dengan para pengundi di Putrajaya," katanya.
Namun dalam h u b u n g a n ini,
mereka juga turut menyatakan
kekecewaan dan kekesalan mereka dengan permainan jahat daripada pihak BN apabila masih tidak
lepas dengan taktik ugutan untuk
mengenakan tindakan
kepada
para pengundi di kawasan itu jika
mereka memberikan undi kepada
PAS atau pembangkang.
Undi adalah rahsia
Mendedahkan perkara itu dengan lebih lanjut, Profesor Zainal
Abidin menjelaskan, mesej ugutan
berkenaan tidak dinyatakan secara bertulis dan secara lisan, tetapi disampaikan dalam bentuk isyarat tertentu yang memang boleh
difahami oleh para pengundi di
kawasan itu.
Mesej ugutan itu pula tidak
disampaikan
secara
langsung
oleh calon BN di Putrajaya, tetapi melalui pegawai-pegawai atau
ketua-ketua jabatan di pelbagai
kementerian, jabatan dan agensi
kerajaan yang boleh dipergunakan
oleh mereka.
"Kita juga dapat tahu, antara
pegawai-pegawai atau ketua-ketua
jabatan itu sendiri ada yang amat
keberatan untuk menyampaikan
mesej tersebut. Malah antara mereka
itu ada yang cenderung kepada PAS.
Tetapi mereka boleh dipergunakan
oleh pihak berkenaan disebabkan
kelemahan mereka sendiri," ujarnya.
Mesej berkenaan berupa ugutan kepada para pengundi yang
kononnya undi bukanlah rahsia.
Jadi, jika mereka memberikan undi

Jadi, jika mereka memberikan undi
kepada PAS atau pembangkang,
undi mereka itu akan dapat diketahui oleh pihak jabatan dan mereka
akan dikenakan tindakan.
"Ini sememangnya satu perkara yang salah. Walaupun mereka
mengatakan undi itu bukan rahsia, tetapi realiti yang sebenar, undi
adalah rahsia. Mereka sebenarnya
tidak akan dapat tahu tentang undi
seseorang itu. Para pengundi perlu
bijak dalam hal ini. Mereka tidak
perlu takut untuk mengundi PAS
kerana undi mereka sebenarnya
adalah rahsia," tegasnya.

Membina Putrajaya Sejahtera
Di tengah ugutan itu, beliau
yang juga Ahli Jawatankuasa PAS
Pusat menegaskan, bagaimanapun
perkembangan terkini menunjukkan para pengundi di Putrajaya
sudah tidak lagi mempedulikan
mesej berkenaan. Sebaliknya, mereka nekad untuk turut melakukan perubahan bersama PAS atau Gagasan
Sejahtera.
"Para pengundi di Putrajaya
sudah cukup faham, kedatangan
PAS ke kawasan mereka tentunya
membawa erti yang cukup bermakna kepada mereka sendiri. Ini sejajar dengan slogan yang saya bawa
sendiri ke kawasan mereka iaitu
"Membina Putrajaya Sejahtera",
sejajar dengan tema manifesto
PAS bersama Gagasan Sejahtera
untuk PRU ke-14 iaitu "Malaysia
Sejahtera", iaitu membina Putrajaya yang sejahtera dan membina
Malaysia yang sejahtera," katanya.
Sejajar dengan slogan tersebut,
sekiranya berjaya menawan Putrajaya pada PRU ke-14 ini, PAS akan
berusaha gigih melakukan pelbagai
perubahan di pusat pentadbiran
kerajaan itu. Antara penekanan
utamanya dengan memperkasakan
pembangunan modal insan agar
seiring dengan pembangunan infrastruktur dan sosial di kawasan itu.
"Sebagai pusat pentadbiran
kerajaan, Putrajaya yang ada sekarang memang telah hebat dari
segi pembangunan
infrustrukturnya. Tetapi walaupun telah
hebat, masih lagi terdapat beberapa kekurangan dan kelemahan.
Inilah yang akan kita usahakan
untuk diatasi nanti," tegas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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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ara kelemahan-kelemahan
itu, menurut beliau, sehingga kini
masih tidak kelihatan perancangan yang baik bagi sistem jalan
raya yang lebih sempurna di Putrajaya. Keadaan itu jika tidak diatasi dari sekarang akan menjadikan
seluruh jalan raya di kawasan itu
sesak menjelang tahun 2020 nanti
kerana tidak berdaya menampung
populasi penduduknya yang semakin bertambah yang kini telah
berjumlah sekitar 100,000 orang.
Selain itu, di Putrajaya juga
masih lagi agak lemah dari segi
kemudahan pengangkutan awam
dan kemudahan parkir kenderaan.
Keadaan ini menjadikan Putrajaya
hanya seperti di bandar-bandar
lain juga walaupun ia merupakan
pusat pentadbiran kerajaan. Perkara ini pasti akan diberikan perhatian serius oleh PAS jika dapat
menawan Putrajaya nanti.
"Mengenai pembangunan modal
insan pula, ia ternyata amat tidak
memuaskan di Putrajaya. Walaupun
ada masjid dan surau-surau, tetapi
tidak ramai yang mengimarahkannya. Pada hal 95 peratus penduduk
Putrajaya beragama Islam. Begitu
juga dengan pendidikan Islam di
sini yang juga agak lemah sekali.
Jika PAS yang menawan Putrajaya,
kita pasti akan memperkasakan lagi
pendidikan Islam di Putrajaya ini
dengan melaksanakannya dalam
bentuk integrasi.
"Pembangunan modal insan
ini amat penting diperkasakan di
Putrajaya. Ia boleh dijadikan sebagai contoh kepada tempat-tempat lain, sejajar dengan kedudukaonya sebagai pusat pentadbiran
kerajaan, berbanding keadaan sekarang yang hanya lebih ditumpukan kepada pembangunan infrastruktur dan sosial sehingga boleh
mendatangkan pelbagai keburukan pula kepada para penduduk di
Putrajaya," jelasnya.
Kelebihan kepada PAS
Sejajar dengan misi besarnya itu dan penampilan calon PAS
dari kalangan ahli akademik,
para pengundi di kawasan itu sememangnya yakin, memang inilah
individu yang sepatutnya disokong
oleh mereka bagi membolehkan
mereka melihat wawasan besarnya itu terlaksana dengan jayanya
nanti.
Profesor Madya Zainal Abidin
dilahirkan di Kuala Pilah, Negeri
Sembilan. Bapa kepada empat
orang anak ini antara lain adalah bekas Timbalan Naib Canselor Unisel, bekas Dekan Fakulti

lor Unisel, bekas Dekan Fakulti
Ekonomi dan Pengurusan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UPM).
Selain itu, beliau juga aktif
dalam aspek sosial. Kini beliau
diamanahkan sebagai Pengerusi
Majlis Permuafakatan Pendidikan Islam Selangor (MAPPIS),
Pengerusi Maahad Tahfiz Integrasi
Sains Sungai Besar, Selangor, Naib
Pengerusi Perbadanan Perpustakaan Awam Selangor, Naib Presiden Gabungan Institusi Pendidikan Islam Malaysia (Gapim), A]K
Pembangunan Pendidikan Islam
Mais.
PRU ke-14 berbeza berbanding
PRU-PRU lalu kerana ia membabitkan pertandingan tiga penjuru antara PAS bersama Gagasan
Sejahtera, BN PH. Penyertaan PH
dalam pertandingan di Putrajaya
pasti menyebabkan berlaku perpecahan undi antara penyokong
BN dan Parti Pribumi Bersatu Malaysia yang dipimpin oleh bekas
Perdana Menteri,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bagi pihak PH. Ini turut
memberikan satu lagi kelebihan
kepada PAS di pusat pentadbiran
kerajaan itu.
Untuk PRU ke-14 di Putrajaya,
Profesor Zainal Abidin akan berhadapan dengan Dato' Seri Tengku Adnan
Tengku Mansor bagi pihak BN dan
Dato' Dr Samsu Adabi Mamat dari
Bersatu bagi mewakili PH.
Dalam PRU ke-13 lalu, PAS diwakili' Husam Musa yang kini PAN
dengan mendapat 4,402 undi,
manakala Tengku Adnan dari BN
mendapat 9,943 undi. Kemenangan berpihak kepada BN dengan
kelebihan 5,541 undi. Pada PRU
kei2 tahun 2008 pula, PAS diwakili
Mohamad Noor Mohamad dengan
mendapat 1,304 undi, manakala
Tengku Adnan dari BN mendapat
4,038 undi. Kemenangan berpihak
kepada BN dengan kelebihan majoriti 2,734 u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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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BT
dinaiktaraf
jadi
perbandaran
KOTA BHARU: Dua t a h u n
lagi empat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akan dinaiktaraf kepada status perbandaran.
PBT terbabit iaitu Majlis Daerah Bachok, Majlis
Daerah Ketereh Perband a r a n Islam, Majlis Daerah
Pasir Puteh d a n Majlis Daerah Gua Musang.
Pengerusi Jawatankuasa
Kerajaan Tempatan, Per u m a h a n , Belia d a n Sukan,
Dato' Abdul Fattah Mahmood berkata, u s a h a tersebut s u d a h bermula sejak
t a h u n 2013.
Namun katanya, hasrat
tersebut sedikit terencat
ekoran banjir besar pada
akhir 2014 sehingga mengganggu p e m b a n g u n a n PBT
tersebut.
"Kita bersyukur kerana
diberikan kekuatan u n t u k
b a n g u n semula. Dan kita
akan m e m b a n g u n k a n secara berperingkat-peringkat.
"Tahap pertama yang
kita lakukan ialah menaiktaraf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terbabit kepada majlis p e r b a n d a r a n mungkin
2019 atau 2020," katanya di
sini baru-baru ini.
Abdul Fattah juga berkata, sektor pendidikan
m e r u p a k a n t u m p u a n utam a sebagai
pemangkin
p e m b a n g u n a n khususnya
di Gua Musang.
Menurutnya, jajahan itu
merupakan pintu gerbang
u t a m a dari Kuala Lumpur
dan Selangor itu mempunyai potensi u n t u k memb a n g u n lebih pesat.
"Saya minta Yang Dipertua Majlis Daerah mencari
m a n a - m a n a p e m a j u yang
berminat
dalam
sektor
pendidikan tinggi yang boleh mempercepatkan lagi
p e m b a n g u n a n Gua Musang,"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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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3 calon bersaing
bagi PRU ke-14
KALAM
PERANTAU

P

ROSES penamaan calon
bagi PRU ke-14 telah berakhir pada 28hb April
baru-baru ini dengan hanya
satu kerusi sahaja yang dimenangi tanpa bertanding,
iaitu DUN Rantau di Negeri
Sembilan oleh Datuk Mohamad Hassan, Menteri Besar
sebelum ini s'etelah calon
PKR, Dr Streram gagal bertanding.
Selain daripada kerusi
DUN Ratau tersebut, dun
atau parlimen ditandingi
sekurang-kurangnya 2 penjuru merebut 504 kerusi DUN
berbaki dan 222 kerusi parlimen.
Terdapat 70 kawasan yang
melibatkan 2 penjuru atau
1 lawan 1 membabitkan 30
parlimen dan 40 dun. Manakala pertandingan 3 penjuru
membabitkan 494 kerusi, dimana 151 parlimen dan 343
dun. Sejumlah 113 pertandingan 4 penjuru membabitkan
33 parlimen dan 80 dun. Malah
ada yang ditandingi 5 penjuru
(6 parlimen, 31 dun), 6 penjuru
(2 parlimen, 9 dun) dan paling
banyak adalah 7 penjuru di dun
merotai di Sabah.
Pilihanraya kali ini melibatkan 2,333 calon bersaing
di 505 kerusi dun dan 222
kerusi parlimen dengan seramai 1,646 orang bertanding
melibatkan Barisan Nasional
(BN) dan parti pembangkang
serta calon bebas. PRU ke-14
kali ini menyaksikan seramai 590 calon bagi merebut
222 kerusi parlimen dan 1,934
calon menghantar pencalonan bagi 505 kerusi DUN
(tidak termasuk Sarawak).
Dalam pada itu, terdapat
26 calon bertanding 2 kerusi
parlimen dan dun serentak
pada PRU ke-14 ini- Mereka

pada PRU ke-14 ini- Mereka
termasuklah 3 orang Menteri Besar dan 1 orang Ketua
Menteri, iaitu Menteri Besar
Johor, Datuk Seri Mohamad
Khaled Nordin (Parlimen
Pasir Gudang, Dun Permas),
Menteri Besar Perak, Datuk
Seri Zamri Abdul Kadir (Parlimen Lumut, Dun Pangkor)
dan dari pembangkang pula,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Azmin Ali (Parlimen Gombak, Dun Bukit Antarabangsa) dan Ketua Menteri Pulau Pinang, Lim Guan
Eng (Parlimen Bagan, Dun
Ayer Puteh).
Selain itu, Pengerusi UMNO
Kelantan yang juga Menteri
Perdagangan Antarabangsa
dan Industri, Datuk Mustafa
Mohamad kekal bertanding 2
kerusi (Parlimen Jeli dan Dun
Ayer Lanas). Seorang lagi

adalah Timbalan Pengerusi
Umno Pahang bertanding di
dua kerusi juga (Parlimen Temerloh, Dun Lanchang).
DUN dan Parlimen
Tumpuan
Dikatakan lebih 40 kerusi
parlimen dan 60 kerusi dun
menjadi tumpuan diseluruh negara terutama kerusikerusi yang ditandingi oleh
pemimpin kerajaan dan pemimpin-pemimpin
utama
parti pembangkang.
Trend bertanding dua
kerusi ini memang menjadi
kebiasaan bagi pembangkang dan juga pemimpin BN
di Sabah dan Sarawak mula
diikuti oleh UMNO di Semenanjung pula sekarang. Sebaliknya, Presiden PAS yang
bertanding di dua kerusi sebelum ini, Parlimen Marang dan
Rhu Rendang, kali ini hanya
bertanding kerusi Parlimen
Marang sahaja dan melepaskan kerusi Dun Rhu Rendang
yang dimenangi sejak tahun
1982 kepada Setiausaha Politik beliau, Dr Ahmad Samsuri
Mokhtar untuk bertanding

Dun Rhu Rendang pada PRU
kei4 kali ini.
Selain itu, Wan Azizah
juga bertanding satu kerusi
sahaja dengan melepas kerusi Dun Kajang yang dimenangi dalam pilihanraya kecil
yang dibuat dalam 'Langkah
Kajang' yang bersejarah menabalkan Azmin Ali di kerus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walaupun Wan Azizah menang
dikerusi yang dikhususkan
untuk dilantik sebagai Menteri Besar menggantikan Tan
Sri Khalid Ibrahim.
Kali ini Datuk Seri Wan
Azizah Wan Ismail berpindah kerusi dengan bertanding kerusi Parlimen Pandan
yang sebelum ini ditandingi
oleh Naib Presiden PKR,
Rafizi Ramli menjadi tumpuan media dan peminat
politik setelah beliau meninggalkan kerusi tradisi
keluarganya di Permatang
Pauh, Pulau Pinang kepada
anak sulungnya Nurul Izzah
Anwar yang juga berpindah
dari kerusi Parlimen Lembah
Pantai yang dimenangi sejak
2008 untuk bertanding dikerusi tersebut.
Rafizi, Naib Presiden PKR
tidak layak bertanding pada
PRU ke-14 untuk mempertahankannya kerusi Parlimen
Pandan. Seorang lagi Naib
Presiden PKR, Tian Chua juga
tidak layak bertanding pada
kali ini mempertahankan
kerusi Parlimen Batu.
Banyak lagi kejutankejutan lain yang menjadi
tumpuan kepada persaingan
merebut kerusi dari 3 kelompok yang besar bakal mewarnai politik negara pada kali
ini. Tumpuan adalah kepada
Barisan Nasional dan Pakatan Harapan serta Gagasan
Sejahtera yang diterajui PAS
bagi mendapat mandat rakyat Malaysia pada kali ini.
Ketika rencana ini ditulis,
saya berada di Sabah untuk

meninjau
perkembangan
politik Sabah yang mana PAS
mewakili Gagasan Sejahtera
bertanding 8 kerusi parlimen
dan 18 kerusi dun di Sabah.
Saya ingin melihat sendiri,
apakah PAS Sabah mampu
menang mana-mana kerusi
dun atau parlimen yang ditandingi mereka pada kali ini.
Tumpuan banyak diberikan apakah PAS akan terus
menerajui Kelantan,
selain merampas Kedah dan
Terengganu. Manakala PKR
pula akan bertahan di Selangor dan Penang bersama
dengan DAP yang tidak bertanding di atas logo sendiri di
Semenanjung pada kali ini.
Sama-sama kita tunggu
hari pembuangan undi pada
9hb Mei 2018 yang akan menjadi hari penentuan, pihak
mana yang akan diberikan
mandat oleh raky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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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Selangor percuma idea PAS
KUALA LANGAT: P e m b e r i a n
air
p e r c u m a k e p a d a r a k y a t Negeri Selan g o r a d a l a h h a s i l i d e a PAS S e l a n g o r
selepas berada dalam pentadbiran
k e r a j a a n n e g e r i p a d a Mac 2008.
Bekas S e t i a u s a h a politik
dan
Ketua
Pegawai
Eksekutif
(CEO)
P e r b a d a n a n Menteri Besar (MBI),'
F a e k a h H u s i n b e r k a t a , t e r d a p a t 17
t u n g g a k k e b a j i k a n y a n g t e l a h PAS
Selangor c a d a n g k a n k e p a d a keraj a a n N e g e r i S e l a n g o r k e t i k a di b a w a h
M e n t e r i B e s a r , T a n Sri A b d u l K h a l i d
Ibrahim.

Menurut beliau, negeri berkebajikan m e r u p a k a n i d e a y a n g d i c e t u s kan
daripada
pimpinan-pimpinan
PAS negeri Selangor.
"Saya m a s i h i n g a t a p a b i l a exco PAS
ketika itu, Dato' Dr H a s a n M o h d Ali
m e n c a d a n g k a n air p e r c u m a k e p a d a
r a k y a t negeri Selangor.
Ini i d e a d a r i p a d a PAS. T e r n y a t a
k e r a j a a n Negeri di b a w a h Tan Sri Khalid ketika itu b o l e h beri air p e r c u m a
k e p a d a r a k y a t . Ia b u k a n i d e a PKR,"
tegasnya.
Beliau b e r k a t a , k e r a j a a n di b a w a h

Tan Sri Khalid ketika itu h a n y a melaks a n a k a n c a d a n g a n d a r i p a d a PAS.
Menurut
beliau,
begitu
juga
D a t o ' Dr A h m a d Y u n u s Hairi y a n g
juga exco selepas pilihan raya kei3
m e n c a d a n g k a n belia yang h e n d a k
b e r k a h w i n p e r t a m a k a l i b e r u s i a di
b a w a h 35 t a h u n d i b e r i s u m b a n g a n
RM500 seorang.
"Ini i d e a Dr A h m a d Yunus. Begitu juga s k i m T a b u n g W a r i s a n A n a k
S e l a n g o r (Tawas); Khairat k e m a t i a n
semuanya a d a l a h hasil idea pimpinan
PAS S e l a n g o r , " k a t a n y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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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no Sungai Burung pupus
calon, kekal orang lama
Oleh ADNAN IBRAHIM

PENYANDANG tiga penggal berturut-turut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ungai Burong, Datuk
Mohd Shamsudin Lias menyuarakan hasrat untuk berehat dan
tidak bertanding dalam pilihan
raya umum (PRU) ke 14 ini..
Dikatakan beliau menyatakan
hasrat untuk berehat kerana
sudah tua iaitu 65 tahun serta
mahu memberi peluang kepada
anak muda memenuhi tanggungjawab sebagai pemimpin
dan membuat bakti kepada masyarakat.
Namun suara hati beliau itu,
tidak. dipeduli oleh pimpinan
Umno, seolah-olah Umno Bahagian Tanjung Karang kepupusan
calon terutama calon muda yang
boleh bersaing dengan calon
muda PAS, Ustaz Mohd Zamri Zalnudin.
Manakala Pakatan Harapan
yang menyatakan hasrat untuk
bertanding di Dun tersebut masih belum mengumunkan nama
calon berikutan
pergaduhan
berebut kerusi antara PKR dan
Parti Peribumi Bersatu Malaysia
(PPBM).
Umno mengekalkan Shamsudin, kerana kewibawaan beliau
sebagai bekas Ketua Pembangkang Dun Selangor serta hubungannya dengan masyarakat.
Namun beliau harus menyedari kehadiran pengundi muda
boleh memberi perubahan kepar
da keputusan undi PRU-14 nanti,
apabila PAS tampil dengan calon
yang lebih dekat kepada jiwa
anak muda.

Shamsudin juga dilihat tidak
menghormati semangat federalisme apabila menolak jawatan
sebagai Pengerusi Jawatankuasa
Kira-kira Wang Awam (PAC) Selangor dan meletak jawatan sebagai Ketua Pembangkang Dun
Selangor. Beliau menyerahkan
surat peletakan jawatan kepada
Speaker, Hannah Yeoh selepas
memulangkan Toyota Camry kepada kerajaan negeri.
Anak muda yang dahagakan
ilmu terutama al-quran bangga di
kampung mereka ada seorang tokoh hebat menjadi hos mengajar
mengaji di TV9 yang diikuti oleh
pendengar seluruh tanah air.
"Ia bukan calang maniisia.
Dan orang seperti ini kita ketengahkan supaya ia boleh memberi idea bagi meningkatkan
pengajian quran kepada semua
lapisan masyarakat," kata Haji
Misran Serman, bekas ahli Badan
Perhubungan PAS Negeri Selangor pada 1991 - 1995 ketika ditemui di batu 9, Sungai Burong.
Menurut beliau, harus diingat
pemimpin Umno Tanjung Karang
yang menjadi wakil rakyat terpalit dengan skandal tanah iaitu
memohon tanah 30 ekar untuk
diri sendiri bukan untuk rakyat.
"Kalau kita lihat wakil rakyat
PAS membantu rakyat mendapatkan tanah seperti wakil rakyat di
Kelantan dan Terengganu serta
Kedah ketika PAS memerintah
dahulu. sebaliknya wakil rakyat
Umno mahu mengkayakan diri
mereka," ujarnya, Rabu lalu.
Pada
PRU-13,
Shamsudin
menang dengan majoriti 3,033
undi dengan memperolehi 11,464

undi sekali gus menewaskan
calon PAS, Mohamad Judi Sarjo
yang mendapat 8,431 undi.
Dun Sungai Burong djangka
berlaku pertandingan tiga penjuru apabila PPBM menyatakan
hasrat untuk bertanding di Dun
yang dimenangi Barisan Nasional
(BN) pada PRU-13, sebanyak 12
kerusi iaitu DUN Sungai Burong,
Jeram, Kuang, Semenyih, Permatang, Bukit Malawati, Sungai
Air Tawar, Sungai Panjang, Hulu
Bernam, Batang Kali, Kota Damansara dan Dengkil.
Namun menurut sumber PPBM
hanya diberi 10 kerusi Dun. Itupun masih bertelagah dengan
PKR dan Dap sehingga Ketua Penerangan PPBM Selangor, Sallehuddin Amiruddin menyifatkan
PKR dan Dap tamak kerusi.
Parti Amanah Negara (Pan)
pada awalnya konsisten dengan
pendirian mahu bertanding di 15
kerusi Dun disandang PAS iaitu
Taman Templer, Lembah Jaya,
Paya Jaras, Chempaka, Meru, Dusun Tua, Tanjung Sepat, Sabak,
Gombak Setia, Bangi, Seri Serdang, Selat Klang, Sijangkang,
Morib dan Hulu Klang.
Adun Hulu Klang, Saari Sungib
dan Adun Morib, Hasnul Baharuddin bagaimanapun keluar PAS
untuk menyertai Pan.
Sebaliknya, diberitahu Pan
hanya mendapat sembilan kerusi
yang belum dimuktamakan.
Melihat perkembangan ini, seolah pertandingan di Sungai Burong berlaku antara PAS dan BN,
apa lagi pengaruah PPBM atau
PKR tidak sekuat mana di sebelah
Tanjung Kar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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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市會爭取4Q萬撥款

©鋼
:.:.一

(无拉港3 日讯）陈明再也花园（T a m a n

Taming

Jay a)商业区过去频密发生掠夺、抢劫和砸车镜等案

件，被警方列为治安黑区，所幸在加影市议会争取
下，获得内政邵“安全城市计划”（Program Bandar
Selamat)拨出40万令吉，提升当地基本设施，包括提升

春

街灯、安装街灯和增设摩哆和脚车专用泊车位。
希盟行动党无拉港州席候选
人兼原任无拉港州议员黄田志
指出，一除了陈明再也花园，陈
明 沙 Iffl 花 园 （ T a m a n T a m i n g
Sari )旁的住宅区罪案也甚
多，加影警方是根据过去的投
报来圏定治安黑区。
他指出，据其了解，基于商
业区有数间银行，外劳也成为
被抢劫的对象，因一些小偷是
直接觊觎外劳去银行提款后下
手。
他说，商业区大部分街灯已
失灵而无法运作，因发展商完
工前没有把街灯的管理权移交
给加影市议会，加上许多街灯
的电缆和零件被偷。
“提升计划中，将会提升30

支街灯，包括在陈明再也廉价
组屋F座泊车场增设3盏聚光
灯，基于当地泊车场面积约1
亩，我之前已拨出个人拨款并
和拿督公庙理事配合安装2盏聚
光灯，但因范围太大而需额外
增设。”

估計8月開工
他今早召开记者会时，这么
指出；出席者有加影市议员彭
爱莉和苏仁强。
黄田志指出，承包商会在商
业区安装T个告示牌、T个路拱
和140个摩哆和脚车有锁泊车
位，工程将在4月19日至本月3
曰售卖招标文件，估计会在8月
开工，需时逾1个月。

•许多街灯内部零件被偷；右起为黄田志、彭爱莉和苏仁强。

黃田志吁罪案受害者報案
田志呼吁居民若不幸
成为罪案受害者，务
必前往警局备案。
他指出，每逢发生罪
案，当地居民都希望地方
政府可协助安装闭路电视
和其他安全措施，报案的

黃

人却不多。
他坦言，国人对警方的
效率的确有所不满，并认
为报案后因要等查案官数
小时而却步，也认为报案
后毫无下文和效率。
“我希望居民了解，我

每逢与警区主任见面和反
映某些花园的治安和罪案
率时，警员打开电脑捜查
都发现投报居民不多，因
此难以与警方继续进一步
的讨论。”
他指出，受害者报警后
可通过电话，向查案官表
明报案目的作为记录，并
非要追究而无需与查案官
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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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口

年

雷擬

•建
•黄祚信（左3起）和拉迪夫期待建设这所社区医院，为双溪比
力选区人民提供医疗服务。
(沙叻丁宜3日讯）马
华双溪比力州议席候选人
拿督黄祚信指出，他若中
选，计划5年内在沙叻丁
宜新镇建立一所社区医
院。
“有关医院配备齐全，
首阶段提供50个床位，拥有手术室、专
科、妇产科、门诊等医疗服务，预计耗
^50007? v'n* ”
人黄祚信今前往医院地点巡视后说，
医院地点落实在面积50亩的政府保留
地，惟医院的确实土地面积有待确定，
预计介于30亩，该社区医院的具体位置
在真德南（Jenderam)往加影路段附
近，与沙叻丁宜新镇Mawar花园第一期毗
邻；距离双溪比力24公里，较芙蓉中央
医院可节省近20公里路程。
根据谷歌地图双溪比力和芙蓉中央医
院的距离是43公里。
当询及有关医院建设计划在6年前曾提
过，到如今还只是一片丛林，甚至还重
新放入本届大选的宣言，黄祚信指出，
第13届大选雪州政权变天，州议会里没
有国阵代表（双溪比力州议席），因此
无法将有关社区医院建设计划提呈给中

央政府要求拨款兴建。
他说，国家机场及即将投入运作的数
字自贸区就在双溪比力选区附近，却没
有一所设备齐全的医院，一旦发生紧急
状况，远水救不了近火，后果将不堪设
想，选区的人民也非常需要一所有规模
的医院应对紧急病发和提供专业救援服
务，医疗所只能应对小病。

翼選民協助完成這計劃
他说，建医院计划只能在臝得议席
后，及中央政府拿下雪州政权下才能落
实，呼吁选民给予机会和支持他，让他
协助完成这个计划。
针对其对手（希盟候选人刘天球）的
10项大选宣_，和他非常相似。他指所
提出的每项宣言都有做功课，长时间研
究和勘察，有数据根据并非纸上谈兵。
根据其候选人代理，也是雪州承包商
公会主席拉迪夫，机场货运中心通往双
溪比力的新路，在石子路基础上铺设柏
油路，每公里的费用为100万令吉，如
果提升为有路灯、沟渠等设备齐全的配
套，预计3公里路需耗货1500万完成，和
刘天球的T千万令吉报价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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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爆裂引發土崩

住家後方塌I!
所突塌陷，幸无人伤

虽然该住家后方塌陷，
但经检查，该屋结构仍安
.，屋主一家也无需搬
离o
!
°此事于前日早上4时30

亡。

分，在雪州鹅唛甘榜双溪

(鹅唛3日讯）水
管爆裂引发土崩，导
致一间住家厨房和厕

沙叻的一间住家发生。
该屋主莫哈末拉菲依指
出，事发时，是其儿子最
先发现，当时厨房和厕所
因水管爆裂所以蓄满了
水，立即与家人将该处的
物品移走。

廚房廁所暫無法使用
他说，早上6时许，他
们发现厨房和厕所的墙壁
和地上突塌陷。
他说，相关单位派员到
场检查，告知他不需搬
家，仅是厨房和厕所暂时
无法使用。
他说，他已向士拉央市
议会投报此事，并交由工
程局采取
行动。
他指出，这是他们33年
在这里居住以来第一次发
生土崩。
进一步

，一水管爆导致屋后土
地松弛。
—住家前的水管爆裂
后，导致厨房和厕所的
墙壁和地上突然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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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東和：一旦勝選

f倉免整頓沙登交通
(沙登3日讯）国阵马
华史里肯邦安州议席候
选人郑东和承诺一旦胜
选，必将优先整顿沙登
带交通。
他说，°沙登大街提升
工程虽在2014年已完
成，却不完善，因一路
上仍有许多路障，也没
能改善当地交通。
他今日连同国阵民政
党蒲种国席候选人洪进
达召开记者会，并提出
疏缓沙登大街的交通建
议。
°郑东和说，他们受民
委托，重新检讨和研究
沙登大街的交通规划，

故建议把沙登大街的乌
达马路 (Jalan Utama)
往 拉 雅 路 （ J a l a n
Raya)增加一条直通道
路，并加宽沙登大街往
史里肯邦安路方向之间
的路段。
此外，他枰击行动党
原任史里肯邦安州议员
欧阳捍华日前针对该区
疏缓交通需2亿2600令
吉一事说，欧阳捍华早
前指这项计划原本仅需
3600万令吉完成，现在
所需的预算又不同，这
只是欧阳捍华的藉口，
因雪州政府有雄厚的资
金，这点小数目并不算

•洪进达（前排右起）和郑东和一同巡视沙登大街，并承诺若胜选，必将
优先解决该区交通。
是天文数字。
他指出，沙登大街目
前的情况，从风水角度
来说也不好，因“有进
无出”。

此外，洪进达批评欧
阳捍华，整个雪州有 T2
个新村，后者这几年来
并没有做过什么贡献，
拨款也只有500万令吉。

他认为，欧阳捍华身
为州议员及行政议员，
为何没能力为新村和交
通做出贡献，在大选中
交不出成绩来给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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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3日讯）商
业高峰控股有限公司
预测，若雪州继续由
-.1 >
公正党执政，辦州水
7K供危机将会持续。
.T.
据《新海峡时报》
{JUL报导，该公司水源策
略与人事关系执行董
事拿督莫哈末再努，
召开记者会针对曰前
在社交媒体广传，雪
州看守大臣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在出席政
治—时•，对i亥么、司
J
J
f乍出种种不实指责的

商業高峰
Yv

I \J-L-

黑危

若機
S4I
T/MI

政續

影片作出澄清。
莫哈末再努说，在
影片中，阿兹敏阿里
表示自从公正党执政雪州后，就不曾经
历过水供危机，但是现实是曾经有数以
百万计的人民，曾为此受苦。
他指出，阿兹敏阿里，直强调雪州水
坝存水量充足，但人民需要的是经过处
理的净水，而不是未处理的生水。
“在他们执政下，已经发生多次水供
问题，包括水管破裂、水压低、水源污
染等，许多住宅区也因此无法获得充足
的净水供应，而导致无法好好发展。”
他说，州政府并未与该公司讨论如何
解决水供危机。
另外，他说，在影片中，阿兹敏阿里
的指控是没有根据，只是哗众取宠，把
自己的政治利益，摆在解决人民水供问
题之前。
他指出，由于影片的内容，对该公司
形象带来影响，他们也考虑把事件带上
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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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职业安全与卫生机构丹
李霖泰獲職業安全與健康獎全斯里李霖泰（右2起）于
周三（2日），获得由联合世界
工 会 联 盟 大 马 分 会 （ UNI-MLC)
总执行长拿督莫哈末沙菲益颁
发的职业安全与健康特别奖，
以表扬他对改善国家职业安全
与卫生（0SH)标准的贡献。
右为大马工会联盟大会主席
丹斯里再纳兰帕。
李霖泰是在吉隆坡举行的世
界工会联盟大马分会工人日庆
典上获颁此奖。
此奖项将激励他继续努力，
帮助提高职业安全与卫生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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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與達剛花園居民

討論地契轉移事項
阿

•阿茲敏阿里（左2)在小贩中心出席拜票活动
民问好。
(安邦3日讯）公正党
^ 国际山庄州议席候选人拿
HH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对选区
n出现多角战不感担心，他
••II 相信当地选民已“心有所
属”，将投选出真正具代

荦戈

表性的政治领袖。
他说，国际山庄州议席
选民以中产阶级及高收入阶层居多，他们对
候选人早已有属意的人选，也知道谁才是代
表他们的政治领袖。
他有信心在本届大选可以赢得更多选民的
支持。
阿兹敏阿里今早与公正党安邦国席候选人

亲切地与华裔居

朱莱达，在达刚花园(Taman Dagang)小贩
中心出席拜票活动，并与居民共用早餐，受
询时这么指出。
针对选委会在全国多个地点剪除及遮蔽希
盟宣传看板的敦马哈迪肖像，阿兹敏阿里认
为，这种做法只会加深人民对巫统的厌恶，
这也代表巫统害怕马哈迪。
“选委会如此做法只会加强人民对反对党

兹敏阿里承诺，在大选后
会与达刚花园居民讨论地
契转移事项。
他指出，他曾与居民代表见
面，得知当地一些居民因发展
商卷款走人，面对地契转移的
问题。
他说，他过去曾协助处理过
这类事项，达刚花园尚有900项
个别地契需要转移，签署每项
地契转移备忘录（Memorandum
of Transfer )需要1000令吉，

这笔费用本来就该由发展商为
业主缴付。
他坦言不敢对居民作出保
证，但承诺会在大选后与居民
探讨解决方案。
“经由选区划分，达刚花园
和阳光花园(Taman Cahaya )
被纳人国际山庄州选区，上届
大选的国际山庄州议席由公正
党夺下，，愿本届大选我们可
继续夺下这个州议席。”

朱萊達：歡迎阿茲萬每天煮仁當

的支持，就让他们继续吧，我相信人民越生
气巫统，对我们反而越有利！”

莱达欢迎阿兹敏的竞选对
•日造
朱前成
手，也是他的胞弟阿兹万每
莱
周曰煮彳二当，免费派送民众。
达煮@
“这没问题（It's OK)，阿兹
欢仁°

他说，选委会没有必要移除马哈迪肖像，
毕竟在过去多届大选，马哈迪与首相拿督斯
里纳吉的宣传看板肖像都在全国各地出现，
剪除肖像只是证明巫统真的怕了马哈迪。

迎当
阿，
茲这
万对

朱

周没

万可来这里煮仁当，这对我没影
响。“

她指出，安邦与国际山庄没面对
棘手的民生问题，她在本届大选主
攻国家课题，包括消费税、生活费
高涨、教育与妇女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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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林（右）远从适耕庄赶
到鹅唛斯迪亚为希尔曼站台。

i我癱値51能9
阿兹敏站台秀中文耍幽默

mTo

朝换代不但没崩坏，反而更前进。”
他风趣地说，本身虽已54岁，但
看起来只是24岁般有魄力，有能
力，且是个“靓仔”的大臣。
“每次都是我为别人站台，没

(鹅唛3日讯）原任雪州大臣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为候选人
站台不忘耍幽默，自称是尚颜
值、尚能力大臣，演讲时更狂
秀中文，呼吁华裔选民要继续
支持他和希望联盟。

阿

兹敏阿里提及，为了下
一代的未来，所以人民
能放下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
以前的历史恩怨，要马哈迪
成为下一任首相。
他指出，这是反对党第

人帮我站台，我也是鹅唛国席候
选人，大家记得投我一票！“
他强调，人民要勇敢改变，在本届
大选创造历史，打倒国阵。

希盟沒種族執政
“以前巫统一直说别改变，一旦改
变，政府就会崩坏，但槟城和雪州改

他指出，希望联盟没有种族执政，
一个多元联盟，我国已独立60年，不
能再种族区分彼此，大家都是马来西
亚人。
他更以中文说“我们都是一家
人”，获得出席者阵阵欢呼声，他笑
舍自己的中文程度比原任旺沙玛朱国
会议员陈记光好。
他昨晚为希望联盟公正党鹅唛斯迪
亚州议席候选人希尔曼站台，及与华
裔选民共聚晚餐活动时，这么指出。
其他主讲者尚有行动党适耕庄州议席
候选人黄瑞林。
阿兹敏阿里向华裔选民介绍希尔

“為下一代與敦馬並肩作戰”
一次统一标志旗巾只，所以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对马哈迪
感到畏惧，不仅是马哈迪本
人、连他的声音、肖像都害

•阿茲敏阿里自夸是高颜值和
高能力的大臣，呼吁大家继续支
持i也。

怕，才会吩咐选委会把马哈
迪肖像剪下来。
阿兹敏阿里重提本身于
1998年曾被警察逮捕，当时

曼年仅29岁，过去4年曾担任大臣助
理，是一名年轻、关怀人民福利及
具有创意思维的青年。
他除了呼吁华裔选民要打倒国
阵，也提醒大家别选择伊斯兰党，
因为投票应该投给可以组织政党的
候选人。

安华于9月20日被逮捕，他早
在9月16日就被逮捕。
“当时6个人前来逮捕我，
我被脱光衣服、被殴打8
天，但为了下一代，我现在
选择与马哈迪肩并肩对抗巫

统。”
他说，是时候创造新历
史，在三]四十年后，国人的
下一代回顾大马转变，知道
2018年5月9日这一天，希望
联盟成功打倒巫统。

04 May 2018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Page: C8 • Printed size: 698.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d Value: MYR 13,768.44
PR Value: MYR 41,305.32 • Item ID: MY0032486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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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黨雙溪比力州選區候選人劉天球

I刘天球（右4)受党委托负责守下双溪比力，背后团
队誓给予全力配合。右3是双溪比力新村村长蔡志雄。

i盟行动党双溪比力州选区候选人刘
天球已拟定中选后的计划，一旦获
得选民委托，将把该得天独厚的地方，
全面打造成生态旅游区，同时重启搁置
多时的工作。
刘天球坚信，双溪比力州是个风水
地，因为当地靠近吉隆坡国际机场，加
上蓬勃的农业发展，绝对可成为生态旅
游区，吸引外国旅客下机后先前来游
玩。

歡迎民衆參與
他说，当地的火龙果、百香果和海鲜
美食已足够闻名，需要的只是给予加
强。
J
°刘天球接受《中国报》专访时说，在
获党祝福出征双溪比力州选区，为行动
党守土后已走访当地，同时拜访了雪邦

市议会主席。
他指出，从机场前往双溪比力的路段
是当地的命脉，可惜来往都是单车道，
这有必要给予解决，从而解决塞车并迎
来更多旅客。
“在拜访了市议会主席后，对方表明
初步计划是7000万令吉，庆幸的是当地
已有4个财团进驻，只要后者肯注资，
机场方面肯让出地段，计画必定水到渠
成。”
刘天球指出，2 0 2 0年就是雪州旅游
年，州政府是绝对欢迎民众参与，刺激
双溪比力的旅游业。
他说，综合墓园在当地搁置多时，其
意愿是让各族的非营利组织成立义山公
会，全力负责此计划。
“一旦中选，我会召集居民召开会
议，让各族人民委托组织，负责巫华印
裔坟墓的事情。”

曾領養雙溪比力州肩
^-,1天球在担任行政议员
期间，曾负责领养双
溪比力州选区，因此对该
区并不陌生，更否认本身
是党派来的天兵。
在民联执政雪州期间，
刘氏是掌管地方政府、研
究及考察的雪州行政议
员。

他说，在担任行政议员
时，负责领养两个州选
区，其中一个就是双溪比
力，并委任前村长兼原任
双溪比力区州议员赖玉兰
负责选区问题。
他指出，赖重兰的办事
能力备受认可，对方也表
明海外回来后，会给予助

选。
“为感激赖氏的贡献，
我们已在筹募一场感恩
S?�”

i十对马华候选人拿督黄
祚信，他说，本身与对方
认识多年，双方已达成协
议来场君子之战，绝不会
攻击候选人。
他说，根据走访社区
后，自己的胜选只有
45%,因此还要加把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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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席三角戰•選民有人選

有服務者
让该议席变成了一个以华裔选民为主体导
向的州选区。
金銮州选区原本选民结构是华裔597。、巫
裔25%和印裔15%,经由划分后形成了以华
裔占大比例的选区，选民人数更由3万4321
人激增至7万2399人，人数大幅度增加了
81%,成为全雪州第二大州议席。

金蠻州議席
入国大选在4月28日完成提名，金銮区
王州议席引发三角战，以服务取胜赢得
选民认同的候选人，才可夺得金銮天下！
候选人提名尘埃落定，原任民主行动党
金銮区州议员黄思汉继续守土，迎战蒲种
国会选区第14区居民代表委员会主席兼马
华金銮区服务中心副主任赵启兴、以及和
谐阵线国民团结党雪州财政拿督林应然。
在选区划分下，金銮区州议席被划分入
梳邦国席，梳邦国席（前称格拉那再也）
原是混合选区，随著加入金銮州选区后，

華裔佔多數
经划分后的金銮州选区，纳入上届大选
属于斯里沙登州选区的区域，如今金銮州
议席涵盖金銮镇第一区至第五区、蒲种市
中心、公圣城、蒲种英达、蒲种钻石花园
和蒲种柏兰岭，这些地区主要都是高密度
的住宅区。
在人口多的地区一定衍生出种种民生问
题，能妥善处理社区基础建设、水电供
应、道路规划、垃圾与沟渠堵塞等诸多事
项，将会是选民投选未来州议员的考量，
金銮区州议席候选人以往为选民服务到位
或否，是为他们赢取选票的主要导向。

o

希望聯盟行動黨金鑾州議席候選人
姓名
年龄
家庭背景
党职
学历

黄思汉
47岁
己婚,育有2子1女
行动党雪州财政
美国特里尼大学电子工
程理学士

1.你对今次大选有胜算吗？

作为原任议员必然有一定胜算，毕竟
选民已经认识我，以及我的服务与议
政能力。
2.你的优势是什么？
我常常会聆听选民声音，以各方角度
¥衡来做决定。
3.你认为对手有何优点？
国阵竞选机关强大。
4.你认为对手有何缺点？
国阵有太多丑闻。

國陣馬華金鑾州議席候選人

黃思漢料輕騎過關

党的市议员团队也与梳邦再也市议会紧密
配合，民生投诉事项都获得解决。
最大的关键，就是黄思汉大受金銮与蒲
种区选民的爱戴，加上选民们“认党又认
人”的“加持”，该州议席依然会属于行
动党的囊中物。

趙啓興漸有名氣
马华也与民主行动党与互打服务牌，本
届大选以在金銮土生土长的赵启兴以新
人姿态出征，多年来也是辛勤服务，再以
“金銮人”身分唤起乡亲父老的认同，力
求能挽取居民的选票。
面对行动党的强大对手，本届大选会是
赵启兴艰辛的一战，在对手强区上阵，他
丝毫不敢怠慢，大力主打土生土长与服务
牌硬捍黄思汉。
赵启兴自第13届大选后开始出道，同样

是勤劳服务路线，常年在金銮区跑动耕
耘，更与隔邻选区的友党成员蒲种民政党
区部主席赵志刚配合，经常发文告给报馆
加强曝光率，在金銮区也逐渐建立起名
气。
不过，依据目前形势来看，金銮与蒲种
区选民仍是一面倒向支持行动党，赵启兴
竭尽能力，预料只能稍微拉低黄思汉的选
票，能爆冷取胜的机率相当渺茫。
至于林应然以天兵之势降临蒲种，过往
不曾在蒲种与金銮区出现，选民对他的认
矢口几乎是零。
、伊斯兰；已成为华裔选民的“票房毒
药”，本届大选在伊斯兰党旗帜下出征的
林应然，可能只得到小部分马来选票，分
散马华与希盟的部分票源。

1.你对今次大选有胜算吗？

4卞，^

*届大选华裔反风仍盛，在华裔选民占
+多的金銮州选区一直持续发酵，黄思
汉在过去5年来在金銮区辛勤服务竖立起的
“金字招牌”，预料可以让他轻骑过关。
黄思汉在第13届大选当选金銮区州议
员，曾担任多届市议员的背景，让他胜任
民生工作，当选后全心全意服务，赢得居
民口碑与名气。
他辛勤跑动自己的州选区，成功打下江
山，连斯里沙登区选民向他求助，他也不
辞劳苦“捞过界”跨选区为民服务，行动

赵启兴
49岁
己婚，育有4名孩子
马华蒲种区会副组织秘书
百纳利大学创意课程学士

有，我从上届大选之后已
出来服务社区，并非大选
近才现身的。
2.你的优势是什么？
我是土生土长的蒲种人，
办公室与住家都在金銮镇，
随传随到。
3.你认为对手有何优点？
人民偏向支持民量行动党。
4.你认为对手有何缺点？
对手掌握国语不太灵光。
5.你的政治理想是什么？
努力打造零贪污的金銮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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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_級足球S f
*第8轮

前曰成績（2曰)
柔佛达鲁塔克欣胜雪兰莪
吉隆坡

2比0

胜雪兰莪发展机构2比1

露雳经济发展局胜吉兰丹

2比0

马六甲

1比2

负霹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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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末荅沙（前排左5)与华社聚餐及交流。
(亚罗士打3曰讯）吉打
原任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
末苔沙驳斥财政部前部长
敦达因，预测国阵会输掉
吉打州政权。
他认为，达因已年迈，
其预测不会再像当年那般
准确，如今的局势已不
同，国阵的服务也是人民
有^目丑目者白勺
他i•信。国阵会继续执
政吉打及霹雳，甚至拿回
雪州政权。
阿末苔沙今日在吉打州
务大臣孟达仑官邸与华团
聚餐后，被记者询及时这
t指/±So
’达因°预测国阵将面对艰
巨的挑战，希盟除了会保

士
n

大臣駁斥國陣或失州政權

達因老了測不準
住槟城及雪州政权，也有
望夺下霹雳及吉打州政
权。
询及行动党原任国会领
袖林吉祥昨日说，华裔选
民依然持续支持行动党，
阿末荅沙说，根据反对党
在槟州的表现，相信华裔
选民如今会转投马华。
他说，国阵为华裔选民
满足许多要求，包括建新
华校、房屋政策、生意政
策等。

他认为，各族生活在同
一个地区，大家必须共享
资源，但在前首相敦马哈
迪执政期间，对其他种族
不公平，如今则已趋向公
平。
‘及默迪卡民调中心的
报告指国阵会输掉中央政
权，因为选民不满政府政
策，如消费税，阿末苔沙
则说，马哈迪在以前也是
支持消费税，但在变成反
对党后则反对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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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3日讯）全国大选赌风炽
距离第14届全国大选投票日还有一个星
期，国内正狂吹赌风，赌博集团、卜基纷
纷开出国阵可稳住政权、希盟可守住雪州
政柯的赔盘
历届全国°大选，各地都会吹“赌风”，
今届大选，“赌风”在提名日 U 月 2 8
曰）前已在国内各区悄悄吹起。
据了解，涉及开盘收赌注计有赌博集
团、卜基、拥政党背景亲信、区域性人：士
等，因此开出的赌盘相当多，分为全国
性、国阵各成员党、希望联盟各成员党、
各州属，以及各国州议席等。
所开盘口各异，从数百令吉至数十万令
吉不等，主要是有单边盘口，及任下注的
双边盘口。
由于国内各区局势变化多端，为了迎合
局势改变，不断有新的赌盘开出，一些
“峰回路转”的赌盘会停止收注，由新赌
盘;耳又代；。
不过°以目前国内提名后局势来看，不少
赌博集团、卜基基本相信国阵会在今届大
选胜出，保住政权，赔率较低，开出希盟
夺下布城赔率则是较高。

賠率最高是“壓號碼”
也有赌盘开出国阵和希望联盟夺下多少
国席，主要是根据数额下注，例如国阵或
希盟能赢得介于多少至多少个的国席，赔
率也较高。
针对各政党所能赢的国席也有不同赌
盘，主要针对巫统、马华、民政党、公正
党、行动党、土团党等，各个政党在大选
赢的国会议席数量。
其中赔率最高的是“压号码”，例如直
接投注有关党能赢得多少国席，甚至有开
出1赔10的盘口。
雪州、槟城、柔佛、森州都是焦点区，
在相关州属开出国阵或希盟能否执政的赌
盘，尤其是谁能入主柔佛的赌盘开出相当
多，森州是不变天赌盘，赔率是1赔10,让
各界质疑赌盘的开出和背后的议程。
至于雪州开出来的赌盘，偏向于希盟守
住政权，但也有赌盘是开出国阵有望夺下
雪州政权。

雪民行臝多數州席
^动党在雪州竞选16个州席中，盘赌开出
1」行动党会赢大部分州议席，除了双溪比
力州席和新古毛州席。
对于目前传出选情告急的适耕庄州席却开
出的让人意外的赌盘，即是希盟行动党适耕
庄区州议员黄瑞林的多数票是1200至1500张
过关。
在双溪比力州席，目前开盘是国阵马华候
选人拿督黄祚信将胜出，多数票是2000多
票；新古毛方面，是国阵马华候选选人黄冠
文胜出，多数票是1000至1500张，据悉，在

下賭注也有“團賭”
、有小赌，大有大赌，连下赌注都有“团
7
J、赌”。
对于“团购”相信大家不会陌生，即是找
一些人一起购买相关物品，有时因数量大，
价格较便宜，邮购费也较省。
对于大选所开出的赌盘，目前也有“团
赌”，即是找几位志同道合好友，共同针对
^•个赌盘下注o
由于M •些盘°口涉及数千令吉或数万令吉，
一些赌客找来数人一起合资下赌注，每人可
能只需要数百令吉至数千令吉不等，虽然赢
时所分不多，但输时所输掉的钱也不可观。
据消息说，上述情况一般上都是发生在城
市以外的地区。

新古毛据悉也有不同的赌盘，即只赌输赢。
除了万津州席，赌盘是开出候选人刘永山
的多数票会有6000票，其馀的州席候选人的
赌盘是将会赢上过万票。
行动党在直辖区竞选5个国席，向来是堡
垒区，较少人会下注赌盘，所开出的赌盘也
不多，所开出的赌盘之中多数票最高的是行
动党士布爹国席候选人郭素沁，赌盘预计郭
素沁会在今届大选以5万张多数票胜出，保
持上•纪录。
至于1泗°岩沬区移师到甲洞上阵候选人林
立迎同样被看好，赢4万多张多数票、陈国
伟在蕉赖的赌盘包括陈国伟能胜出、多数票
是数万张等但赔率较低。

廖中萊可成功守土
U 华总会长拿督斯里廖
1中莱在文冬国席上
阵，被开盘的卜基看好有望
第五度守土成功，但这对廖
中莱而言不是好事，会影响
选情。
本届大选，文冬国席陷入
三角战，廖中莱在文冬第五
度守土，再度对上代表行动
党上阵的黄德，以及代表伊
斯兰党上阵的苔兰苏巴马

念。
^中莱在2008年大选时是
以1万2549张多数票胜出，
但在2013年大选时，只能以
379张多数票险胜黄德。
开盘卜基看好廖中莱胜
算，除非是在提名前有突发
事件，导致局势有变，相信
廖中莱仍有机会胜出，多数
票有望达到2000票。

"親政黨”“親候選人”巳進場
当大选“亲政党”、
毎当
亲候选人”人士开
始进场，幕后操纵大开赌
盘，导致在过去数届大选传
出“代理”大发大选财，也
曾导致一些赌徒最后输到
“跑路” o

来的资金企图影响选区，有
些是为助人一把，有些是
趁机大捞一笔，大赚大选
财。”

选人”的人土已下场开赌
盘，但大部分都是从明转为
暗，暗中开赌盘操纵地区情
？兄。
。“上述赌盘主要是针对区

一些基层领袖也涉及扯后
脚，不满被委派上阵的候选
人，暗地里开设赌盘，不在
于赢钱，最重要是达到拉走
选票的目地，也曾有一些候
选人最终是败在赌盘上。

也有些消息声称，有一些
候选人也为稳住胜算，由代
理或代理通过第三者在当地
消息说：在今届大选，相
开出赌盘，希望能扭转局
信一些“亲政党”、“亲候势。

h

域性，有些人确实是使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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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潘俭伟

行动党雪兰莪州主席潘俭伟有信心雪兰莪州会刮起强烈的马来反
风，除了保住雪兰莪州政权，并藉著前首相敦马哈迪所引发的效
应，力争多10%的马来人支持希望联盟，从而改写独立至今只由国
阵执政的历史。

出生地

柔佛各株巴辖

年龄

46岁

家庭状况

已婚，育有一女一男

学历

Montfort小学、新加坡莱佛士学院、牛津大学哲
学、政治与经济系学士学位

与此同时，他也有信心保住选区重组后，选民增加近一倍’并易名为白沙罗的国
林明輝

会议席，但也表明不会掉以轻心，依然会全力以赴

从政经验 2007年1月加入行动党、现为行动党雪兰莪州主
席、全国宣传主任、2008年中选八打灵再也北区国
会议员至今。，

再多10%馬來票
尽管面对选区划分出现的“杰利蝾螈”
的冲击，但民主行动党有信心希望联盟能
够至少维持现有的州议席而稳住雪兰莪州
政权，同时相信只要再增加10%的马来选
票，希望联盟就能够推翻国阵政府，执政
联邦。
行动党雪兰莪州主席潘俭伟说，选区重
划对行动党来说是部分受惠，而对希望联
盟友党而言则肯定有一定的挑战，但行动
党对雪兰莪州希望联盟政府于过去5年、10
年的执政有信心。

4州议席属黑区
"简单民调显示，马来选民满意雪兰莪
州希望联盟政府的表现，对希望联盟的支
持度已经增加，足以抵销选区重划的冲
击°”
潘俭伟接受《光明日报》访问时，针对
希望联盟在雪兰莪州旳形势作出回应时，
尽管有信心希望联盟可以稳住雪兰莪州的

政权，却不愿以巴仙率来评估雪兰莪州的
胜算。
“希盟至少可以捍卫著现有旳州席。”
他说，本届大选，伊斯兰党加入战围形
成三角战，对选战必定会造成一定的影
响。
"以行动党上阵的16个州选区来说，4
个黑区，适耕庄、新古毛、双溪比力、杜
顺大，双溪比力增加600•张马来票、杜顺
大马来选民从原本的四十多巴仙增至六十
多巴仙，已经使得这些区陷入更危急的情
况。”
对于希望联盟两个盟友，国家诚信党和
土著团结党的声望不高，在希望联盟重掌
雪兰莪州政权方面能否发挥作用，潘俭伟
说，本届大选是国阵与希望联盟之战，选
民是在国阵和希望联盟之间选出政府，选
民不会去理会候选人的政党，而是看他代
表是的希望联盟还是国阵。
他同时有信心雪兰莪州也会刮起强烈的

马来反风，主要来自3要点，即：_，雪兰
莪州的马来选民满意雪兰莪州希望联盟政
府的表现，以及有信心希望联盟可以继续
更好的执政；二，城市马来选民不满消费
税的实施；三，国阵政府的腐败程度已经
到了难以再容忍的程度。

前也是行动党所培训的新人。

出任候选人的方向是正确的，而他之
•潘俭伟认为，行动党培训年轻专才

翮膠•掌聯邦改歴史

m

回
光明
日報

回::

-掃一掃，看視頻

"再加上敦马哈迪效应，我相信希望联
盟要保住雪兰莪州政权不是难事，如果敦
马可以掀起更巨大效应，增加多10%的马
来人支持希望联盟，我国的历史就可以改
写o ”
他说，敦马与马来人的关系就像马来人
与巫统的关系，马来人对巫统有感情，但
对敦马也同样感恩，要完全断交是不可
能。
“敦马出席讲座会所引发的万人空巷的
气势比2013年反风最盛时还强劲，就已
经显示敦马的影响力还在。当然他的影
响力到底有多大，最后还是由选票来说
话

[

�"(LMY)

X專：尤棚OTCM3
过去多届大选，雪兰莪州
行动党都因为出现不少
“亮丽”的候选人而备受全国
关注，本届大选，雪兰莪州行
动党再派3名吸睛美女候选人上
阵，再次引发雪兰莪州行动党
专挑年轻貌美专才成为候选人
的议论。
对此，潘俭伟接受雪兰莪州
行动党专门培训"年轻专才"
候选人的说法，却不认同"专
挑貌美”候选人上阵的见解。
他说，行动党的成功就是一
直有在培训新人，而雪兰莪州
是一个青年才俊汇集之处，许
多年轻人从国外毕业回来之后

专业律师，他不可能在党内工
作，他必定是在律师楼工作，
行动党看到他们的才华才引荐
进入行动党。”
“我同意一个党的发展不能

注重年轻专才感骄傲

上雪兰莪州选民要求高，所以
在遴选候选人方面，行动党的
触角就 然仲向这些年轻专
才。
“要新人、年轻人、专才，

潘俭伟强调，培训专才新人
并非他出任雪兰莪州主席之后
才出现，就好像2008年涌现的
张念群、杨巧双和他；2013年
出现的王建民、杨美盈，这些
专才候选人都是他未出任主席
之前所培训。
他表示不会介意坊间说行动
党注重年轻专才，反之认为这
是行动党的骄傲。
“我们培训了他们，他们有

自然党龄就不会长，就像一位

良好的表现，外州然后看中他

在巴生河流域一带就业，再加

S

【部

只是靠新人，也必定要有草根
才能平衡，所以行动党也委派
不少服务良好的前市议员上
阵，如梁德志及黎潍福。”

•身为行动党宣传秘书兼雪兰莪州主席的潘俭伟（中），过
去频频挑起国阵政府的弊端，是希望联盟一旦执政中央的潜
在部长人选。右为杨美盈，左是林怡威。
们，招揽他们回去，好像张念
群和杨美盈，这是我们的骄
傲。”
对于坊间赞叹林怡威、黄美
诗和嘉玛丽亚的养眼外型，潘
俭伟强调，她们获得上阵不是
因为美貌，而是凭著才华，加
上这几年来的服务表现及政治

理念而脱颖而出。
潘俭伟也坦诚，市议员是党
培训新人的其中一个平台。
‘‘我们在雪兰莪州执政，拥有
市议员的平台让这些年轻人去
发挥专长，而今天因为他们表
现杰出，因而有了上阵的机
会。”

俭伟强调，他没有做部长的野
心，因此根本没有去想希望联
盟一旦成功改朝换代，他有意出任
哪一'个部长职务。
“我没有想过入阁的事，也不会

潘

也北区国会议席，在选区重划之
后，除了易名，选民人数也从8万
5000人激增至16万5000人，足足
增加一倍，变成国内第二大国会选
区。

去理会及回应这方面的询问，当不

继续留守原区的潘俭伟认为这个
选区重划不会影响他的胜算，他还
是很有把握可以赢得这个华裔选民
占69%的议席。
“我所面对的是服务上的挑战，
选区划分之后，不只是选民增加，
范围也扩大许多，我服务的对象可
能高达50万人，须知八打灵再也本
身就是一个移民城市。”

当部长对我不重要，我没有要做部
长的野心。”
身为行动党宣传秘书兼雪兰莪州
主席的潘俭伟，过去频频挑起国阵
政府的弊端，为行动党内备受重用
的后起之秀，因而也是希望联盟一
旦执政联邦的潜在部长人选。
对于他在白沙罗区国会议席的胜
算，潘俭伟说，他是有信心，但不
会掉以轻心，还是全力以赴的作好
应战的准备。
白沙罗国会议席原名为八打灵再

"现在为了应付选战，我必须在
白沙罗和士拉央开设两个行动室，
而非如上届般，一个行动室就可以
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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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流.，右为林怡

威

拉吉夫 左(. 在
)会

•杨巧双 中
( 与
)

靈衛理公，會辦與民對話會

11候選人唇槍舌劍
(八打灵再也3日讯）逾
600人出席白沙罗卫理公会
于昨晚主办的“与民近距
离对话会”，直接向出席
的11名国阵和希望联盟候
选人抛出尖锐提问，包括
—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弊
案。
应邀出席的包括6名来自
希望联盟的候选人、4名国
阵候选人和一名人民党候
选人。
出席者在逾一小时半的
对话会中，向与会的政党
候选人抛出一系列问题，
除了针对一个马来西亚发
展公司课题向国阵候选人
穷追猛打，也有出席者认
为，国阵候选人不 该
“强打”地方上的民生课

k

题，应该关注全国性课
题，如一个马来西亚发展
公司弊案。
这场于晚上8时30分开始
的交流会，由前主理牧师

何强赞主持，并以闭门形
式进行，而且现场也保安
森严°
交流开始时，坐在台上
候选人轮流介绍个人背
景、上阵旳选区以及竞选
宣言，同时也向选民/交
代”在大选中胜出与 选

k

后的去向。
弃州转战泗岩沬区国会
议席的希望联盟原任雪兰
莪雪州议长杨巧双，在提
及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
课题时说，若希望联盟执
政，将会于100天内成立皇
家委员会，针对一个马来
西亚发展公司弊案展开彻
查，并会再次将这个课题
带到国会辩论。
有关国阵候选人指雪兰
莪州政府在处理地方课题
上的不足，杨巧双说，很
多事情不是州政府没去
做，而是到了联邦却被推
翻。她的回应获得热烈的

欢呼回应。
她在“交代”去向时
说，如果在本届大选败
选，她不会在政坛中徘
徊，-而会向神询问新方
向，或许就找份工作，全
心全意照顾孩子。
由于多名候选人必须赶
场出席数场竞选活动，包
括黄基全、拉吉夫和林恰
威，他们在与民众短暂交
流后，就即刻赶去下一场
活动。
出席"与民近距离对话
会”对话会的候选人中，
来自希望联盟的有杨巧双
(泗岩沬国席）、黄基全
(梳邦国席）、拉吉夫
(武吉加星州席）、嘉玛
丽亚（万达镇州席）、林
怡威（甘榜东姑州席）和
黄美诗（首邦市州席）；
来自国阵的则是陈锦传
(甘榜东姑州席）、庄赐
昭（万达镇州席）、陈松
霖（梳邦国席）和蔡高廷
(武吉加星州席）及人民
党候选人拿督黄文强。

(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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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隊爲張福發助選 哥打拉惹馬華民政和解
(沙亚南3日讯）因为争夺哥打哥文
宁州席出线资格失败，而全面退出助选
团队的马华哥打拉惹区会，改变初衷重

莱，总会长说若有下一次就要极力去争
取。"
他说，如今一切已成定案，在国阵旳

返助选队伍，协助民政党候选人张福发

精神下，马华将全力支持张福发。

夺回这个议席。

他今日联同雪州民政党召开记者会表
示，张福发在提名后便马不停蹄四处拜
票，马华也期望张福发能成为哥打哥文
宁首位华裔州议员。

马华哥打拉惹区会主席拿督林金辉指
出，马华在当地深耕多年，力争在哥打
哥文宁州议席上阵，当国阵决定让民政
党上阵后，引起基层强烈不满。
“当正式提名民政党的张福发为候选
人后，我便会见了总会长拿督斯里廖中

民政党雪州副主席拿督庄秀春深信，
马华归队加入助选，已让民政党士气大
振。

张福发认为，马华归队展现了国阵大
团结的精神，竞选团队更能全力冲刺，
没有后顾之忧。
“华裔通常在最后一周才决定投谁，
我相信在马华的助力下，能进一步取得
更多华裔的支持。”
出席会者包括民政党哥打拉惹区部主
席威拉、沙亚南区部主席张进源、加埔
区部主席庄福明、马华哥打拉惹区会妇
女组主席赵翠媚、区团团长徐春发及其
他理事等。（T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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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巧雙路邊揮旗快閃

由機i亭最福5千元
(吉隆坡3日讯）希
盟行动党泗岩沫国会
议席候选人杨巧双与
助选团在大路旁挥旗
快闪时，一名路过的
司机突然停下车子，
当场签了一张5000令
吉的支票，给她充
作竞选资金，让杨巧
双惊喜交力口，感动不
已°

•杨巧双（左五）与助选团持著竞选横幅及党旗，在路旁挥舞争取路过车辆鸣笛支

持
她今早与助选团成员在甲洞城市园
(Desa Park City )外(往白蒲大道方

向）的大路旁进行快闪活动，向路过的
车辆挥舞竞选旗帜，并且通过脸书同步
直播。
许多上班族和路过人士纷纷鸣车笛以
示支持，更有人特意停下车辆鼓舞打
气，更有人从直播得知后，特地赶过来

“现在竞选期只剩下6天，我必须争

则捐献了100令吉。
“一些其它地区的选民透过我的脸书

分夺秒拜票演说，我的选区内接下来还

直播知道后，特地缴付过路费来到这
里，加入向路人挥旗的队伍。”

有3场政治演说，还要到其他选区为希
.盟阵营旳候选人站台。”

她对选民们的热情和真诚支持，深表
感动，也鼓舞著她的斗志。

直播12万人次浏览

她也向水塘路(J a l a n K o l a m A i r )小
贩和商家逐户拜票，又到邻近正举办神
诞的王文府庙向善男信女请安，获得大
家的热情回应，纷纷与她合照留念。

帮忙挥旗。这场直播的累积浏览人数达

她认为，当国阵不停以宴请来拉扰选

杨巧双表示，当她在星光岭巴刹拜票

12万人次。
’杨巧双指出，当时一辆车子在她面前

民，希盟却无需花费分文便得到选民支

时，还偶遇对手国阵人民进步党候选人

持，还有人专门经过收费站来集合，他

罗卡。"当时我应前羽球国手傅国强的

停下，其中一人当场签了一张5000令

们的真摯心意令人感动，也显示他们其

吉支票，递给她充作竞选资金，另一人

实是非常厌倦纳吉的国阵政府。

邀约，到该巴刹和他会面，他住在孟惹
拉 拉 ， 是 我 的 选 民 。 ”（ T S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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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鲁甘达：一马讲座不见希联领袖

“只敢隔空放话不敢提问”

他点名人民公正党副

意上的问题，但在定期还债

主席拉菲兹、潘俭伟及拉菲

之后，情况已在2017年缓和

达等人不知是否不敢出席，

下来。

因为永远只是隔空放话。
“公司甚至还有警方介
入调查，如果有任何人贪污

(槟城3日讯)一马发展

动作。

公司首席执行官阿鲁甘达

他说，该公司周三晚在

今曰非议希望联盟领袖只

霹雳州和丰，之前在希联强

会不断炒作一马的课题，可

区的梳邦再也及莎阿南等

是该公司巡回展开“你问？

地方展开相关活动，虽然邀

我答”的时事讲座时却完全

请相关希联领袖出席，但是

不见人影，是明显的“无赖”

什么影子都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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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滥权，大可绳之以法。”
“或许是大选到来，一

“就是因为经营不当才
撤换了 2次的管理层，一切
并非外传的绘声绘影。”
出席者有巫统浮罗国
会议席候选人拿督斯里希

马公司的问题再度被炒作，

尔米医生、浮罗勿洞候选人

通过再循环的课题试图误
导民众捞取政治资本。”

拿督法力及答六拜候选人

他强调，该公司过去其

丁及财政部宣传主任拿督

实是管理不当以致出现生

罗斯里哈欣、原任州议员诺
陆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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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由：
huyidao.kw@ gmail.com
不认为柔佛会出现马来海啸。默迪卡
民调中心却称，希联在柔佛支持率再增，
已逼近攻下柔州的门槛。

九天大浪随风起万里长天仗剑行
g胜或权少
S。两亦？

政以嬉旮二
q槟，能
3城换不
欲•希百命
装盟之矣
|情公�
M况正说
g而党完
•论或一
〒，将句
行行全，
动动军希
党党S W
却若没槟
要痛了城
保失，一
持其而席
_中槟者t
城一城不
完席政能

然而，默迪卡民调中心也说，虽然接

吗？约莫一个月前，胡一刀碰到林冠英，

近21%的马来选民放弃支持国阵，但他

问起行动党有没有可能丢失一两个议席？

们却不完全由希联所接收。希联确实赢取

温，也不是诸葛亮，不懂神机妙算，更无

林冠英笑笑回应，槟城每一个议席都是危

一些马来选民的支持，惟仍不足以击败国

法洞彻天机、未卜先知，所以只能含糊一
句“有的fight”胡混过去。

险区，槟城每一个议席也都是安全区。

阵拿下柔佛云云。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林
冠英解释说，以模城希联情况而论，行动
党若痛失其中一席或两席，换言之公正党
或将全军覆没了，而槟城政权亦可能不保
矣。说完一句，希联槟城一席都不能少？

根据民调，国阵在柔佛仍有47%支
持率、希联42%、伊党11%。柔佛合共
56州席，上届民联赢得18席，国阵则以
38席保住政权。
联有机会攻下原属国阵的柔佛13国席，

民调更直指希联华人票将维持在85%
强、印裔支持率亦保持在54%左右。

槟城合共40州席，上届行动党19席完
胜、公正党赢1•席、伊党1席，另外1〇
席由巫统胜出。

是吗是吗？果真如此，国阵华基成员
党，马华、民政、人联大多数议席将随风
飘逝？

话虽如此，有探子回报，国阵其实没
有期望可以夺回模城，而默迪卡民调中心
也直指，希联将能轻松守住槟城政权。

林冠英：槟城一席不能少

槟城之战。选前，民政大佬马袖强信

雪兰莪之战。除了槟城，默迪卡民调

44席，巫统则赢12席。

誓旦旦槟城这次肯定破蛋，邓章耀也信心
满满“可以赢得好几席”。

中心并认定，希联在雪兰莪可以获得足够

至于原属民联的伊党，有可能拿下两

马来票支持，所以雪兰莪之争希联应当没

三席位。这与行动党邓章钦此前预测相

308民联以22对14胜出，505国阵以

有悬念。

符。根据邓章钦，希联可以保住雪州，但

21对15夺回吉打。北大预测本届国阵可

赢16席、希联12席、伊党8席。

友碰头，第一句总是问大势如

朋何？哎呀，胡一刀既不是刘伯

是不是真的可以fight?或许这样说
呗，网上纵然热烈讨论大选，但坊间华人
反应有点冷。不过，当你深入华人民众探
询，又发现华人看似铁了心，而民调也称
希联在半岛的华人支持率仍十分牢固，有

本来，胡一刀很好奇谁是破蛋将军，

行动党刘镇东认为，若民调属实，希
而国阵只会守住柔佛8国席。虽然他同
意，希联拿下柔佛仍有难度，但柔佛变天
不一定不可能。
吉打之战。马老爷拿下浮罗交怡应当
没有问题，但北方大学研究却称，国阵、

以及国阵会把鸡蛋放在何处？结果，还是

国阵没有点名雪州大臣人选，被认为

槟城马华大佬陈德钦忍不住自爆，原来一
个鸡蛋是陈德钦上阵的马章武莫，另外一
个鸡蛋是邓章耀上阵的丹绒武雅。

对夺回雪州没有信心？一名国阵政府前情

会失掉数个州席。
此外，雪州希联一位领袖私下称，行

报官员告诉胡一刀，雪州马华、民政破蛋

动党有望横扫所有上阵的16州席，包括

难，而巫统能胜出的州席恐不超过20

关键是，槟城人会让马华、民政破蛋

席？雪兰莪合共56州席，上届民联赢得

新分配的马来州席杜顺大。
柔佛之战。纵然柔佛看守大臣卡立诺

希联及伊党三方各有支持，吉打有可能出
现悬峙州议会局面。吉打合共36州席，

说完了，纸上谈兵，未可尽信。反正
一句：“九天大浪随风起，万里长天仗剑
行。”还有几天才是投票曰，也许接下来
仍有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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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阿里（左二）在小贩中心出席拜票活动，亲切地与华裔居
民问好。

选民“心有所属”

阿兹敏：不担心多角战
(安邦3日讯）公正党国际山庄

会与达刚花同居民讨论地契转

州议席候选人拿督斯里阿兹敏

移事项。

阿里+担心选区多角战，他相
信当地选民巳“心有所属”，
会投选出真正能代表的政治领
袖。
他也有信心本届大选可以赢
得更多选民支持。

探讨解决地契转移
他表示曾和居民代表见面，
得知当地“些居民W发展商卷
款走人，面对地契转移的问
题。

阿兹敏阿里今旱和公正党安

他说，他过去曾协助处理过

邦国席候选人祖莱达，在达刚

这类事项，达刚花园尚有900

花园（Taman Dagang)小贩中心

项个别地契需要转移，签署每

出席拜票活动及与居民共用早

项地契转移备忘录

餐后，受询时这么说。

(Memorandum of Transfer)

针对选委会在全国多个地点
剪除及遮蔽希盟宣传看板的敦

要

1000令吉，这笔费用本来就该
由发展商为业主缴付。

马哈迪肖像，阿兹敏阿里认

他坦言不敢对居民作出保

为，这种做法没必要，W只会

证，但承诺会在大选后与居民

加深人民厌恶巫统，也代表巫

探讨解决方案。

统害怕马哈迪。

“经由选区划分，达刚花园

“选委会如此做法只会加强

和阳光花同(Tainan Caliaya )被

人民对反对党的支持，就让他

纳人国际山庄州选区，上届大

们继续吧，我相信人民越生气
巫统，对我们反而越有利，”

选的国际山庄州议席由公正党

阿兹敏阿里承诺，在大选后

夺下，愿木届大选我们可继续
夺下这个州议席。”

欢迎阿玆万每周曰煮仁当

祖莱达：不影响战情
祖莱达欢迎阿兹敏的竞选对手，也是他
的胞弟阿兹万每周日煮仁当，免费派送民
众。
“这没问题（irs 0K)，阿兹万可来这
里煮仁当，这对我没影响《 ”
她说，安邦与国际山庄没面对棘手的民

祖莱达欢迎阿兹万每

生问题，她在本届大选主攻国家课题，包括

周日前来煮仁当，这

消费税、生活费高涨、教育与妇女课题。

对她没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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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5月9曰

为鹅麦候选人站台耍幽默

阿纖狂秀中文争选
(鹅麦3日讯）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颜值、高能力大臣，演讲时更狂秀中文
阿里为候选人站台不忘耍幽默，自称是高呼吁华裔选民要继续支持他和希望联盟
兹敏阿里咋晚为希望

能再以种族区分彼此

联盟公正党鹅麦斯迪

是马来西亚人。

亚州席候选人希尔曼站台，及

大家都

“我们都是一家人”

和华裔选民共聚晚餐活动时，

林
阿兹敏阿里向华裔选民介绍
希尔曼年仅29岁，过去4年曾
担任大臣助理，是名年轻、关

风趣的说，本身虽巳54岁，但

会上，他也以中文说“我

看起来只是24岁，有魄力有能

们都是一家人”，获得出席者

力，且是个“靓仔”的大臣。

阵阵欢呼声，他笑言肖己的中

他除了呼叮华裔选民要打倒

文程度比原任旺莎玛珠国会议

国阵，也提醒大家别选择伊斯

没人帮我站台，我也是鹅麦国

员陈记光好，其他主讲者有行

兰党，W为投票应该投给可以

席候选人，大家记得投我一
票！“

动党适耕庄州议席候选人黄瑞

组织政党的候选人。

“每次都是我为别人站台，

他说，以前巫统一直说别
改变，一旦改变政府就会崩
坏，但槟城和雪州改朝换代3、
但没崩坏，反而更前进，W此
强调人民要勇敢改变，在本届
大选创造历史，打倒国阵《
他也表示希盟是个多元联
盟，W为我国已独立60年，不

怀人民福利及具有创意思维的
青年。

“为下一代与敦马齐抗巫统”

阿兹敏阿里自夸是高颜值和
高能力的大臣，呼吁大家继
续支持他。

1998年曾被警察逮捕，当时安
华是于9月20 R被逮捕，他

阿兹敏阿里也重申，为了

统一标志旗帜，所以首相拿督

下一代的未来，所以人民能放

斯里纳吉对马哈迪感到畏惧，

下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以前的

小 仅是马哈迪本人、连他的声
i

早在9月16日就被逮捕。
“当时6个人前来逮捕
我，我被脱光衣服、被殴打8

历史恩怨，要马哈迪成为下一音、肖像都害怕，才会吩附选

天，但为了下一代，我现在选

任首相。

择与马哈迪肩并肩对抗巫
统。”

他说，这次是反对党首次

委会把马哈迪肖像剪下来。
阿兹敏阿里也提到本身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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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莫希占竞选宣言

盼选民给机会发展瓜雪

基设

安全

建设TN

依皇希占拟打造安南谷
<im^
独家报道
潘丽婷摄影：黄宥文

50瓜雪礼堂

在本查阿南镇建警局

建设农民市集
增加瓜雪一带甘榜路街灯

在本查阿南镇建消防局
卫生

提升瓜雪卫生诊所

教育

落实瓜雪县教育办公室

在本查阿南镇建玛拉科技大

落实玛拉理科初级学院
落实瓜雪社区学院

学医院
房屋

建人民房屋
建一马房屋

重振本查阿南镇玛拉科艺

大学，易名雪州玛拉科艺
瓜拉雪兰莪土生土长的国阵候选人拿督斯里依莫
大学。
青年
希占，过去5年诚意为地方人民服务，希望今届大选
增建室内足球场
渔民
选民可再给他一次机会，以国阵名义再次服务选民，
提升瓜雪渔业码头
带动家乡的发展。
特别是教育、旅游、房屋、卫生与安全，以及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是他要努力的方向，更扬言要把家乡打
造成新的心脏中心“安南谷” （Bernam Valley)，成为巴生谷之后的另一个大城市。

依

_旲希占（42岁）是在

，瓜雪甘榜关丹出生，

对家乡有诉不尽的情怀，上届
第13届大选胜出成功为巫统守
土后，尽责的透过人民代议士
身分和国阵中央的力量，为家
乡带来更好发展，

V

.

接受《南洋商报》记者专访
时，他表示在福利、教育、设

依莫希占有意把家乡打造为雪州另一心脏中心，成"安南谷"。

排水未提升依约逢雨必灾
依约多区排水系统多年未提
升，村民饱受逢雨必灾窘境。

生态如今也面对污染问题，不
见州政府采取行动解决：‘

施等方面作出改变，也直言瓜
雪近年发展蓬勃，人口速增，
如今有43万人口，选民人数也
近6万9000人，需要注人更多
资源刺激当地经济发展。
“中央政府旗下两岸大道如

依莫依占指出，依约过去两

他称国阵政府虽征收消费

火如荼展开，一旦梭工可快速

届由反对党担任州议员，惟有

税，而这是在全世界国家都有

往返巴生港口及邦咯岛，还有

许多民生问题没获得妥善处

落实，并把税务回馈人民，如

现有吉隆坡-瓜雪大道等基设，

理，包括当地的排水沟过去8

作为教育用途、医院等，

拉近了瓜雪与巴生的距离，未

依莫希占（中）在农历新年期间，亲切向华裔村民问好，了解他们的需要

牛没有提升，堆满垃圾等，下

“早前首相同意在本查阿南

来瓜雪前景更需要有全面规

雨就淹水，这3年更严重恶

镇增建警局及消防局，一旦我

划，推动与落实安南谷目标，”

化，

中选将跟进。除此之外，瓜雪

他说，东海岸衔接铁道计划

这一届将秉持同样友善的心态及

区内的警局及消防局过去几年

的总执行tC：也向他确认，将有

谦虚拜票，比人看到他的努

也渐提升舒适度。”

一个停靠站设在瓜雪境内，这

力。

“据回应指州政府没有钱，
可是门牌税巳涨了 400%，包括

il:外来者破坏瓜雪的宁静。”

将瓜雪升格为市

院、技职学院等，包括推广当地
马大开放大学，提倡终身学习。
他说，赛城一家医疗中心计

依莫希占也说，若国阵有机

划在瓜雪觅地建医疗学院，另外

“尽管本届大选是巫统、诚

会重夺雪州政权及执政中央，首

W为人口的增加，瓜雪区原木拥

地税也涨了，为何没有回馈人

他也庆幸，在与警方亲密联

民。如果我中选及国阵重新执

系，以及推动社区警察计划

信党及伊斯兰党的三角战，但我

要任务是把现有瓜雪县议会升格

有4所华小，将会在新的吉隆坡

政雪州，必重新提升当地排水
系统。”

下，瓜雪区是州内排名第2低

他高兴的是，过去和地方华

绝不轻敌，也希望选民选有基础

为市。

甲洞集团发展区，以及绿盛世发

罪案的国会选区，人民生活相

裔组织维持良好交情，给予社

的党及有才能的木土候选人，勿

令他心痛是，著名的萤火虫

当愉悦知足。

将再次拉近瓜雪与东海岸距

乡团或华小组织拨款及援助等，

离。

他将在瓜雪区设大学、学

展区建两所新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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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党执政阻扰发展
依莫希占说，国阵政府有意

另外，他说，瓜雪是著名的

在瓜雪新码头，增建600间可负

渔港卸货中心，有很多人特从

担房屋及1000间公屋，丨丨：年轻

外地到来买渔获，为此他鼓励

人拥有自己的发展及房屋，惟

渔民更改商业模式，推出冷藏

雪州执政权落在反对党的手，

包装，方便消费者提拿货。

有所阻扰。

“我们计划翻新码头，惟面

他说，瓜雪青年有两种特

对雪州水供管理机构征收码头

质，其~•是留在家乡发展，另

执照费及临时使用准证费的问

一是迁移在外生活工作，但每
逢佳节，新春、清明节等必回

题，每年600令吉，重建得克服
来自州方面的问题。”

到家乡1才丨聚，而据他所知，城

因此，他恳请选民给他与国

市房价居高，不少青年有意在

阵机会，重新出任国会议员，

家乡置产。

并且赢回雪政权，更有效的推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有和我

动发展。

提及，政府将在瓜雪发展500间

此外，他也说，虽然有青年

依莫希占（右二）年轻无架子，与华社关系密切

依约打造自贸中心工业园

可负担房屋，惟州土地由州政

外移，但也有不少青年承接家

瓜拉雪兰莪公共交通系统渐

及提供就业机会，尤其有很多

府管辖，这面对没有土地建屋

族从事农业或渔业，如今更有

中国资方到依约考察有意设厂

的阻挠，而公屋预计建在木查
阿南镇。”

人善用网络之便，加人电商领

发达，依莫希占有意把依约塑
造为“自由贸易中心”，打造

域，开拓更大的生意网络。

为工业园，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名享亚洲的手套厂就设在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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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旅游助青年创业
瓜雪旅游配套多元化，成功

外来游客焦点：除景点外，还

促进地方经济，为时下青年制

有许多地道的美食、洒店或民
宿服务《 ”

造创业机会。
依莫希占指出，瓜雪除著名
萤火虫村外，也是历史皇城，

他有意推广渔民村庄景色，
例如双溪章谷渔村是以华人为

近年沙沙兰“天空之镜”浅海

特色村庄，可从中了解渔民作

滩，更吸引许多中国与韩国游

息，附近就有而揽班台海边著

客到来观光。

名的货柜度假屋出租，

“还有依约有间多达60品

“这些都可为地方上人民带

种，逾5000只兔子同供参观；

来经济，丨丨：年轻人有机会从事

傻傻然艺术中心，巳提升的瓜

相关旅游行业等。”

雪高尔夫球俱乐部，都是吸引

依约，据知中资有意设电子

中的两海岸大道，可拉近与吉

厂、节能灯厂等，加上依约合

隆坡的距离，抵达莎阿南只需

适打造为工业区，一旦中选我

20分钟，并且靠近巴生港口。

会力争把这区打造为自由贸易
区。”

阿南镇的两车道也提升为4车

依约有吉隆坡-瓜拉雪兰莪
大道（LATAR)通达，加上兴建

此外，从甘榜亚参往返本查
道，更安全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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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洞造势活动升温

Page 1 of 1

候选人刘永山、万达镇州议席
候选人嘉玛丽亚.、八打灵再也
市议员温宗龙等。

希盟髓2500人捧场
(吉隆坡3日讯）希盟行动党在甲洞区第3场造势讲座反应继续升温，近2500民众冒
雨出席聆听，场面壮观。
这场讲座在美嘉斯杜亚路（Jalan Mergastua)进行，观众也热烈响应筹款，让大
会筹得2万7893令吉竞选基金。

林立迎说，人民已足够生
气国阵政府，所以诚信党主席
末沙布、公正党副主席努鲁依
莎都问他华裔是否做好准备，
和巫裔同胞一起换政府，并表
示这次的投票率必须达到
90%，希望选民勿在最后时刻
“煞车”。
另外，他也揶揄马华总会
长拿督斯里廖中莱，要求羽坛
一哥拿督李宗伟到文冬为他站
台，却不敢邀请我国首富郭鹤

晚演讲人十除了希盟

林立迎说，人民巳看到雪州

人林立迎，还有行动党甲洞候

和槟州换政府后的成绩，两州

选人竞选主任游佳豪、金銮州

并没有如国阵所说的出现动

席候选人黄思汉、万津州议席

乱。

游佳豪

传出很多假消息

近期Whatsapp手机应用程

•

各种服装都能履行公民责任。

式传出很多假消息，包括穿短裤

提醒选民勿在投票中心内使

背心不能投票，但这一切都是误

用太多时间，以免影响其他较迟

导选民的，不过投票方式一直都

抵达的选民，好比若一间有700

没变过，唯一改变的是增加了不

人投票的教室，每人花超过2分

褪色墨汁

钟投票，可能导致后面近400位

我当了多次监票员，再奇怪
林立迎在甲洞进行第三场政治讲座，声势反应更胜之前两场

年前来。

3行动党甲洞国席候选

的服装也见过，除了裸体，身穿

大家知道秤信不过

_温宗龙

选民无法在指定时间内完成投
票。

没人要当市议员

w为大家都知

同阵政府宣布雪州有迁校和

现今的市议员薪金从1500

用秤来计算价钱，

新建华小，可惜州政府至今都没

令吉，调涨至2500令吉都没人

800令吉薪金，却有多人争夺该
职位，因为这是可“找吃”的职

道秤（国阵党徽）巳信不过，现

收到任何阁测，最后前者可能说

愿意担任，与过往的情况相差

位，过往市议员批准拨款时，都

在人们只相信肖己的眼睛（公正

州政府故意刁难。

甚远。

会从中抽取20%，这是为何800

买鱼肉时发现小贩巳不再使

党党徽）。

前朝政府时期的市议员只有

令吉薪金，也有人趋之若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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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棒杨巧双守梳邦再也

黄美诗专业靓眼陈丽
独家报道
报道：陈慧芸
摄影：谢德煜

(八打灵再也3日讯）民主行动党在本届
大选，在雪州起用更多年轻专才，以捍卫
该党苦心经营的雪州议席。其中，在诞生
雪州首任女议长的梳邦再也州席上阵的黄
美诗正是其中一人。而她的亮丽形象专业
iCri

“师姐” 一样，黄美

不口诗甜美知性的外型让

律师背景，吸引
了选民的目光。
杨巧双是雪
州议长兼原任梳
邦再也州议员，
她当初在梳邦再也州席初试啼声即臝得拥
护，两届10年下来在该选区为行动党立
下很好的口碑，这次被调派跨州到直辖区
攻打泗岩沫国席，接棒的黄美诗，能否再
创政坛佳话受到关注。

情况，我都很用心的学，而且
也试着了解选民的需要。”

她获得小 少好感，但除了外

她接受《南洋商报》记者访

表，她的实力也不弱，凭着曾

问时坦承，选区划分后，该州

任律师的经验，她可以很快速

席的范围和程度均达到如国席

i

学习和解决问题，办事能力M

的规模，作为政坛新人，肖己

得赞赏。

必须要更努力，毕竟政治本来

“原任雪州议LC：杨巧双是我
的学习楷模，之前她帮忙我理

就非常复杂，少一分能力也应
付不来。

解梳邦再也州席选区与选民的

趁年轻接触公共事务
弃律师职业决定从政
我原木一心只想当个律

的案件，以及一马发展公司

师，后来觉得何不趁着年轻时

(1MDB)案件，之后也担任行

期多接触涉及公共利益的事，

动党法律局秘书。“

所以最后决定参政。”
无疑，要放弃当律师职业和
优渥薪金，黄美诗也经历思索
挣扎，她说：”这个决定丨丨：我
考虑了一两个月，当然，我也
不是首次接触政治，只是早前
并非全职参政。“

她说，本届大选朝野政党年
轻候选人辈出，若要丨丨：人记得
自己，其实有一定的困难。

打造雪州模范城市

黄美诗：想趁着年轻时期多接
触涉及公共利益的事，所以决
定辞去律师楼的工作。
成全雪州的模范城市，但该选

“短时间内要让选民认识我

区首要解决的问题就包括交通

并小 容易，所以我也善用社交

阻塞、土地运用以及廉价房屋

“我旱前从事律师工作两年

媒体，向选民分享我肖伦敦回

居民生活素质的改善。

后，在原任灵北国会议员潘俭

国服务的意愿，丨丨：人民从我的

“杨巧双也曾苦心经营，要

伟服务巾心担任做了约2个月

生活方式更了解我木人，让他

改善以上民生问题，所以我们

的助理，之后又继续当律师，

们知道，我会如何从法律方面

下班后参与行动党的峑冬加里

为大提供协助。”

州选区选民搬至新古毛州选区

i

她希望可以把梳邦再也打造

承先启后，作为接力挺进的目
标，以为梳邦再也州选民人民
带来福祉® “

候选人资料
姓名：黄美诗•
年龄：28岁

I®

家庭：未婚
入党年份：2016年
党职：民主行动党法律局秘书
学历：法律学士
职业：律师
上阵经验：无
黄美诗在竞选期第三天随同公
正党梳邦国席候选人黄基全向
选民拜票，引来选民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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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民政冰释前嫌

全力为张福发助选
哥打肯文宁
该马华区会早前曾表明，如该州
(巴生3日讯）随着国阵哥打肯文宁
州议席候选人尘埃落定，马华哥打拉
马华哥打拉席并非由马华候选人上阵，他们将撤
惹区会与民政党冰释前嫌，归队全力
，归队全力走所有的助选人员。
为民政党候选人张福发助选。
+后，经马华总会&拿
夂督斯里瘳中莱接见区
会领袖，衡fi轻重后，该区会
以大局为重，接受木届大选由
民政党上阵该州席，并将全力
辅助张福发成为该选区首名华
裔州议员。
区会主席拿督林金辉今日在
与民政党交流的午宴对记者表
示，该区会旱前是基于马华在
该州选区已深耕多年，而且党

马华民政冰释前嫌，全力合作为张福发（右四）助选，右五起庄

要宵在当地社I才丨学校担任要

秀春、林金辉及赵翠眉。

职，而极力争取上阵此州席。
他说，当国阵宣布由民政党

盼有华裔代议士

代议士，我们希望张福发能成
为本区首名华人州议员。”

上阵该席后，基层的反弹很

他说，该区会在该州席有

大，区会因而决定向国阵提出

14个支会；经晓以大义，区会

民政党雪州副主席兼巴生区部

反对。

与基层领袖也认同在国阵精

主席拿督庄秀春、加埔区部主

在场者还有候选人张福发、

“最终随着张福发正式提

神，以及张福发是唯一华裔候

席庄福明、莎阿南区部主席张

名，以及总会tC:与我们会面并

选人这两大理由下，全力协助

进源、哥打拉惹区部主席威

答应来届大选，将为区会争取

国阵的竞选丁作。

适合上阵的州议席，我们决定
归队。”

“哥打肯文宁是一个华人聚
居的地区，但一直都没有华裔

张福发：马华归队正是时候
张福发表所，马华归队来得

“前期的竞选工作已近完

正是时候，为他的竞选工作注

成，此时马华的加人，犹如一

人强心针。

批生力军。

他说，马华的认可与全力支
持，丨丨：他更有信心打M这场选
战°

“尤其是华人一般都是在投
票肖if的最后一"周才决定选项，
目前也是马华助选的最佳时

拉、马华哥打拉惹区会妇女组
主席赵翠眉及马青区团W氏徐
春发等°

机。“
哥打肯文宁的选民种族比例
为马来选民41%�华裔选民

35%'，以及印裔选民23%�
另一方面，庄秀春对马华二
机构的归队，感到欣慰，并承
诺一旦张福发顺利中选，他将
成立一支工作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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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奇才：若国阵胜选

助3渔村申请永久地契
(巴生3日讯）马华加埔区会主

过后，在加埔国阵主席拿督

席拿督宋奇才说，一旦国阵赢得

法依扎配合及协助下，更为每户

加埔国会议席与巴生海峡州议

灾民争取到4万令吉的重建家同

席，并夺回雪州政权，国阵将协

援助金。

助选区的3个渔村，即吉胆岛、
五条港和海南村申请永久地契。
他咋午在首相署移交56万
令吉的援助金给海南村14户火
灾灾民仪式上致词时说，国阵

“国阵许下的承诺从不退
票，反观希盟议员过去10年，
几乎都小 见人影，连村民也都不
i

太认识他们。”
出席者还有国阵国大党加埔

一旦获得选民委托执政雪州，

国席候选人拿督莫哈娜、巫统巴

必将正视和协助上述3个渔村解

生海峡州席候选人莫哈末凯里、

决闲扰多年临时地契问题。

海南村联邦村长朱运德、村委会

“尽管国阵过去两届在加埔
皆败选，但从而放弃选民，仍积

秘书苏永秋，以及首相署官员祖
柏达等。

极为民服务。”
他说，海南村只有380张选
票，505大选国阵得票少过100
张，他仍在火灾发生后，在凌晨
时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了解灾
情。

首相署拨款56万令吉给灾民重建家园，左起宋奇才、朱运德、法
依扎、莫哈末凯里、莫哈娜、祖柏达及苏永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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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国伟：30年经验担保

班丹需服务型议员
独家专访

陈协运

班丹国席国阵候选人梁国伟

大的误区”，只有心系选区民

(班丹3日讯）马华竞选班丹国
席，被视为“全国知名人物”

生并能将课题带人国会，才是

对垒“地方知名人物”，面对

合格的国会议员

来势汹汹的对手，马华班丹国

“国会议员即人民代仪士，

会议席候选人拿督梁国伟以自

是大马民主政治体系一部分，

己有30年民生服务经验做担

其责任并非只在国会上发言，

保，强调服务型国会议员如

同时也需兼顾选区人民面临的

他，才是班丹选民的依归！

民生问题，从生活乃至基础设
施。”

木届大选班丹国席上演五
角战，梁国伟的对手包括人民

“若国会议员的职责只是发

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旺阿兹莎

言，万一州议员也说‘在州会

医生、马来两亚人民党雪州秘

上发言是州议员的职责’，而

梁国伟（右二）指在国阵政府协助下，班丹不少荒地己开辟为种植地，解决许多居民的生计问题

小 去处理民生问题，最终就会

书李映霞、伊斯兰党班丹区部

i

委员莫哈末苏克里及独立候选

梁国伟相信选民看到谁能

人凯鲁阿占。

为班丹带来真正发展。

梁国伟接受《南洋商报》

出现许多光说不做的议员。’’
他说，有人认为民生问题

希盟重提救国论愚弄选民

应交由县市议员全权处理，但

梁国伟认为’希盟一‘官对

“还记得（希盟名誉主席）

t?访时直言，其竞争对手都非

他强调，班丹是他与家人

在同一事情上若由国会议员处

华裔选民“洗脑”，企罔主导

敦马哈迪医生当首相的年代，

常有名’乂，先是旺阿兹莎闻名

生活的地方，闪此他能体会此

理，往往能带来更好效果。国

华裔的投票意向，若无条件地

无论是行动党的林吉祥还是公

全国，李映霞是前州议员，在

地极需服务型国会议员，他放

会议员能有更多拨款，并把问

相信希盟，华裔处境将会非常

正党的（拿督斯里）安华，当

莲花苑有一定的知名度，莫哈

眼把班丹打造成美好的居住环

题即时传达给相关部门、州议

危险。

年也提出救国论，指要抗拒暴

末苏克里在马来社区则是位名

境，建设治安良好与种族和谐

员及地方政府官员，达事半功

人。

的社区。

倍之效。

“但我小太担心，中•竟我也
服务了 30年，为当地解决神
庙、学校、住屋及基建等问
题，相信选民能看到谁能为班
丹带来真正发展。”

心系民生并带入国会
针对“国会议员的工作是
在国会发言而非处理民生问题”
这论调，梁国伟直言这是“天

他指希盟巳非第一次提出

o马华
姓名：梁国伟
年龄：49
家乡：出生于柔佛，住安邦班丹
区生活和服务30年

政与独裁的马哈迪。
“今 两党为了政治所需，

学历：澳洲南昆士兰大学工商管

“救国论”，如今故伎重施，只

婚姻：LL婚，冇3

R

能算是“炒冷饭”。对于大部

竟要让马哈迪再次当首相。讽

碑良好的议员，他认为班丹前

分华裔因受影响而支持希盟，

刺的是，他们提出的仍是救国

国会议员丹斯里翁诗杰就是典

但民主行动党、人民公正党显

论，此举是在愚弄人民，有智

型例子。

然没感恩，继续利用华裔选

慧及年纪较大的选民都知道，

民。

此论调似曾相似。”

对于能两者兼顾且服务口

候选人资料

理顼士
8孩子

职业：企业家
党职：马帒班丹区会主席、国阵
班外区会主席、马华雪州
联委会副组织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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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大选，华社反风未减，马来海啸说有似无，此消彼长之下，马华民政会有“灭
门”之虞？在财政部前部长敦达因眼中，国阵这两大华基政党这回的战役，艰辛惨烈免
不了，不过全军覆没之说，则还不至于。
自从民主行动党采取“王对王”战略，坊间有声音认为这将导致华社成为大输家；
姑不论论点是否合理，但马华、民政及砂拉越人联党的选后政途，是各界关注焦点。

达因：艰辛惨烈免不了

••

3卿7会费蛋
达丨

闲接受《南洋商报》独
家专访，剖析朝野政党

像一名内阁部长所说，行动党才代表华社（就像
上届选绩显不一样）。

面对的挑战时直言，任何小 敢质

这个所谓的部tC：，达因并未点名，但除了前

疑一个马来两亚发展有限公S]

一阵因为狠批我国首富郭鹤年而遭受华社千夫

(1MDB)事件的国阵成员党，势必面对

指，再跟马华交恶的，舍文化及旅游部长拿督斯

i

基层支持者的质问。

里纳兹里其谁？

对此，他说：“首相拿督斯里纳吉0前已被

目前在硝山国会选区寻求连任的纳兹里，当

希盟视为国阵的‘阿基里斯之踵’（典故请阅

时就把马华形容得非常不堪，而这是他一个人的

杇到用时》）……我认为政府一开始就应解决这
问题，包括承认1MDB是个大错误，我认为人民
最终会选择原谅，现在我认为可说是为时巳晚，
闪为人民会认为你这么做是为了选票。”

1MDB事件，达W再由另一个角度切人，形
容马华与民政的可能处境。

观点，还是巫统的主流看法？
达因直截了当的指出：“马华需要马来票胜
选”的思维，令巫统以为它不再需要靠华人票支
持，就像最近的选区重划所显示。
他说，对课题保持缄默，对于非马来人及城
市居民来说，只会引领人们得到一个结论。

他说，马华及民政过去一直在流失支持，就

支持选区重划
等同政治自杀

\i

最近的选区重划闹得沸沸扬扬，马华民
政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达因撂下狠话：
“这些政党在下议院支持选区重划，简直是
政治自杀。”

达因指出，政党必须坚持立场才能获得
支持你，W为我知道你将保护我……他们现
在只是保护他们自己”
他续说：“我本身并不是对所有事情都
表示同意，我也有本身的立场，只是没有
公开发表而巳……在家里如果你有原则，你
的孩子也会尊敬你。”

消费税无助减赤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表示万一希盟胜出，
股市及令吉汇率将下跌，顶着“前财长”
光环的达因则声称，肖2013年至2017年，
国内股市可说少有波动，令吉兑美元汇
率，在过去6年几乎贬值了三分之一。
“我国0前的美元外汇储备金还比2008
年少。这些都是在国阵执政时期发生，而
不是希盟执政时期。”
达因认为，即使推行了消费税，我国还
是将继续处于赤字状态。
对于内陆税收局近期追收公司税的手
法，达因有话说，且语带不满。
他透露，的确有企业界朋友向他诉苦，
有者说被追税数以百万，有者过f万。
“缴税是应该的，但是缴了乂追，且是
追溯过去10年，什么都被榨干的情况下，
哪里还有钱剩？哪还有钱去再投资及推动
经济？”

捅蜂窝者得拉菲达

导层，不盲目追随巫统的领导。
支持者尊敬，“选民届时就会说我会投票

I

他说，马华在敦林苍祐医生及丹斯里陈
群川担任总会tC的时代，敢于挑战巫统领

对于多名巫统前领袖对选情的影

响，达w认为，这些前领袖仍有很大
的影响力，他举有“铁娘子”之称的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前部长丹斯里拉菲
达为例说，坊间就认为，捅马蜂窝

阿基里斯之踵

上前线挺老战友

古希腊英雄的脚跟

“7采访 手记

者，得到拉菲达！
“看巫统花多少时间在攻击这些前

领袖，尤其马哈迪。”

达因即使在敦马哈迪医生时代出任财政部

^书到用时

长，以及后来“重出江湖”任特别任务部长，
处事都很低调，然而今届大选，他却一改低调

前领袖不容小觑
达因认为，其中一些攻击是很粗

糙的，并非马来人及马来西亚人所欲

阿基里斯之踵（Achilles' Heel)，
是指古希腊神话的英雄人物阿基里斯
的脚跟。.

作风，跑到前线，表态支持老战友马哈迪再任
首相。
别忘了，他目前还是巫统元老，纵然有这

阿基里斯，是凡人珀琉斯和美貌

么敏感的身分，他还是选择站在马哈迪这一

的莱士雅丁攻击，是很个人的。有关

仙女忒提斯的宝贝儿子。忒提斯为了

边，日前在吉打为土著团结党国州席候选人站

攻击也证明，这些前领袖不容小觑。

让儿子炼成“金钟罩”，在他刚出生

台和选民对话，也曾到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

近期，多名巫统前领袖突然现身

时就将其倒提着浸进冥河，遗憾的

里阿兹敏阿里的竞选活动撑场P

并根据各项主要课题提出质疑。达W

是，乖儿被母亲捏住的脚后跟却不慎

他2001年退场，无官一身轻，重回熟悉的

是针对他怎看待这些前领袖对吉打、

商界；在2008年、2013年的全国大选前，他

沙巴及柔佛选情的影响时认为，巫统

露在水外，全身留下了惟——处“死
穴” °

应聪明且有根有据地回应这些前领

长大后，阿基里斯英勇无比，战

尤其是2008年，时任首相敦阿都拉巴达威寻

无不胜，被称为希腊第一勇士，然而

求第二次委托前夕，他独排众议地认为国阵将

在特洛伊战争中，被帕里斯一箭射中

兵败五州，结果神准无误，其评论政

了脚踝而死去。

治的含金量，从此无人小觑。

为，有些对拉菲达及曾任外tC:等官职

袖。
“拉菲达和莱士雅丁从政已久，也
曾当内阁部长-他们都很聪明及有那
句讲那句。任何人挑战他们，我都不
认为会是一个好主意。|
“就像坊间基层所说的一样，你敢
去捅马蜂窝，得到的会是拉菲达！”

都曾选择性的接受媒体访问，预测大选成绩，

后人常以“阿基里斯之踵”譬喻
这样一个道理：即使是再强大的英
雄，也有致命的死穴或软助。

政府应防房产领域
拖累金融业及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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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海啸7
丘伟荣
马来西亚国民大学

\Z_J

kM

大马与国际研究所
研究员

观念平台

聂奧玛继承了其父亲
温文尔雅的气质，也是一

多人都关注我国乡区和垦殖民区会否

11X掀马来海啸，忽略了都市马来穆斯林

持伊党的马来人，伊斯兰议程并不是他们

穆斯林在上届大选把票投给民联，包括伊

投票的主要考量。这两类支持者应该会把

党。

票投给希望联盟。

因此，这届大选改朝换代争锋，除了

这几天，我出席了好几场伊党在万宜

有视马来海爾的力度’也得看「伊斯兰海

和莎阿南的讲座，发现该党不少的潜在支

啸」的强度。这里所谓的「伊斯兰海啸」

持者都纷纷对伊党跟巫统的暧昧关系，要

是指原本支持伊斯兰党的马来穆斯林会否

当「造王者」的定位和让人费解的选举策

相当大幅度地转向希望联盟。

略感到不满。如果这些支持者在大选把票

几个月前，伊党的军师曾经预测我国

位备受敬仰的宗教师。他

会掀「伊斯兰海啸」，即虔诚穆斯林会因
不满巫统，而大力支持伊党。然而，最近

条件以取代伊党作为我国
的伊斯兰政党。

虔诚穆斯林选票。第四，因为反巫统而支

的政治版图。在雪隆一带，有不少虔诚的

的加入可彰显诚信党的温
和宗教形象，让该党更有

知识分子目前正在积极地跟伊党抢夺这些

的局势显示，一股逆向的「伊斯兰海啸J

转投给希盟，那么伊党将面临非常大的考
验，甚至可能在雪州全军覆没。

作者观点并不代表本报立场

派著名宗教师参选

可能会发生，也就是原伊党支持者或会因
为不满该党领导层而默默转投希盟。

束方咖=1514
入可彰显诚信党的温和宗教形象，让该党更有条

然而，伊党不是省油的灯，该党掌控

件以取代伊党作为我国的伊斯兰政党。

了清真寺和宗教学校的活动，并派出多位

伊党支持者分为4类

著名宗教师参选，希望以捍卫伊斯兰之名

聂奥玛掀起涟漪

来稳住票源。其中，在穆斯林社群拥有-

八方论见征稿
《名家》版《八方论见》

在雪隆一带，伊党的支持者涵盖中下

定名气的传教士阿末杜苏奇代表该党出征

阶层，中产和专业人士；笼统来说，他们

雪州的哥打胡姬州议席。同时，伊党也经

引起一些该党领袖的回应和攻击。然而，这些攻

或可分为四类。第一，该党打死不走的中

常批评诚信党的伊斯兰色彩不足，无法代

击可能会让该党党员对现有领导层更加反感。聂

坚分子。第二，该党忠心党员和支持者；

表我国的穆斯林社群。另一方面，伊党也

奥玛效应不仅会冲击伊党在丹州的选情，也会进

这些人当中有很多不满现有伊党领导层，

委派多位年轻的专业人士为候选人，以拉

一步动摇该党在雪隆一带的支持者。

却基于伊斯兰斗争而不离开该党。不过几

拢中间选民。

聂奥玛的举动在伊党掀起了极大的涟漪，

希望联盟能否保住雪州的莎阿南、雪邦、

天前，聂阿兹长子聂奥玛决定代表诚信党

诚信党在提名日前夕，成功说服聂奥

鹅麦等国席，并从伊党手中拿下乌鲁冷岳等国席

参选，或有助于这些支持者的转向。这些

玛代表该党在丹州真巴卡州席上阵，大力

和万宜等州议席，伊党原支持者的态度和转向扮

人当中有不少依然保留伊党党籍，不会公

还击伊斯兰党。真巴卡是彭加兰吉巴国席

演了重要的角色。究竟离心的伊党支持者占了多

开支持诚信党，但会把手中的选票投给希
盟°

下的三州席之一，也是聂奥玛父亲聂阿兹

少百分比？伊党领导层能否在这几天逆转劣势？

予本报言论互动组编辑。本版

第三，过去投票给该党的虔诚穆斯

已故丹州前州务大臣聂阿兹在伊党德

再结合「马来海啸j如果足够强劲，双海啸效应

谢绝一稿多投，亦不做任何私

林；这些人以温和伊斯兰主义者为主。公

高望重，比哈迪阿旺更受到伊党支持者的

或会让更多原本支持伊党和巫统的城乡马来人同

人回复。

正党，诚信党，伊斯兰友好协会，伊斯兰

爱戴。聂奥玛继承了其父亲温文尔雅的气

步转向希盟，这将对这两个老牌政党造成沉重打

青年运动和亲希望联盟的宗教师和穆斯林

质，也是一位备受敬仰的宗教师。他的力口

击，也增添希盟执政中央的胜算。

栏目，供各界人士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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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任了4届州议员的选区。

假设这股逆向「伊斯兰海啸」力度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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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国阵民调仅30%相信希盟能执政
吉隆坡3日讯|调查机构

释，那些仍然不懂选择谁的人士

另外，有16.7%受访者同意由

K a j i d a t a 的一项民调显示，有

是因为国阵、希盟和伊斯兰党都

希盟主席敦马哈迪在大选后担任

40.3%的受访者认为国阵能在第14

在试图拉拢选票。

首相一职，而希盟实权领袖拿督

届大选后继续组成联邦政府，只

有约45%的马来受访者表示将

有29.9%的受访者相信希望联盟能

会支持希望联盟，但赛阿拉比认

民调显示，国阵主席拿督斯

组成新政府。

为“希盟不断提起的马来海啸是

里纳吉在3个主要首相人选的名单

否如预期般发生还是未知数。

中获得多数的支持，即20.5%。民

这项由亲政府调查机构

Kajldata发起的民调，是从今年3

斯里安华则获得13.3%的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民调中发

调也列出其他首相人选，包括拿

月12日至27日通过电访的方式，

现’包括马来人在内对彳"7动党的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丹斯里慕尤

与全国1021名受访者进行调查。

支持度，比希盟其余三个成员党

丁、拉菲兹、林冠英、拿督斯里

询及如明天就举行投票，将

来的更高，共有33%的支持，紧接

希山慕丁、拿督斯里慕克里兹，

会选择哪个政党？结果显示，国阵

著是公正党（31.2% )、土著团结

但都不受受访者的青睐。

和希盟的票数相差无几，同时有

党(18.8% )和诚信党(17%)。

受访者普遍认为，马哈迪与

40.8%受访者仍不确定会选择谁。

Ka jid a ta顾问兼前大马国际
伊斯兰教大学教授赛阿拉比解

有64.2%的受访者普遍认为行

公正党推出的希盟改革议程将失

动党仍获华社的支持，而行动党

败，因他们对希盟竞选宣言中的议

在本届大选的支持率将会增加。

程不感兴趣，除了废除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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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打拉惹彐华归队猫张福轚
巴生3日讯马华哥
打拉惹区会与民政党巴
生区部「破冰言和」，
马华区会归队全力助选
国阵民政党哥打哥文宁
州议席候选人张福发，
争取让他成为该州席首
名华裔州议员。
马华哥打拉惹区会今午与
民政党4个区部，包括巴生区
部、加埔区部、哥打拉惹区部
及莎阿南区部，偕同张福发在
哥打哥文宁「团圆海鲜饭店」
举行团圆宴，宣布将同心协
力，全力支持张福发。

总动员参与助选
马华哥打拉惹区会主席拿
督林金辉表示，该区会之前争
取竞选哥打哥文宁州席，是基

马华哥打拉惹区会与民政党巴生区部冷释前嫌, 全力辅助张福发（前右3)竞选，推他
向州议员之位；前左4为林金辉和。
他说，基层当时对不是

阵的议席。

马华攻席大为不满，他身为区

「区会3机构之后也开

会主席，肯定要站出来抗议表

会，包括基层最后也接受了民

达，积极力争上阵的机会。

政党上阵的事实。」

他说，提名日后，该州席

他说，该区会一致决定，

他也赞扬，张福发非常勤
力，到处马不停蹄拉票，介绍
自己。
出席者包括该区团团长
徐春发、妇女组主席赵翠眉、

于马华在当地扎根已久，基层

确定是由张福发作为候选人，

在国阵精神下，全力支持张福

民政党巴生区部主席拿督庄秀

人强马壮，并且和当地社团神

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廖中莱也

发，总动员参与助选工作，务

春、加埔区部主席庄福明、哥

庙关系紧密，基层认为由马华

会见了该区会3机构，允诺来

必争取成为该席首名华裔州议

打拉惹区部主席威拉、莎阿南

攻席，胜算更大。

届大选，将为区会争取适合上

员。

区部主席张进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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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推「在职年轻人技术培训」
加影3日讯|赵劲玮指出，若成功当选
国州议员，会主推「在职年轻人技术培训j
与工业化务农计划，并针对加影淹水黑区对
症下药。
「年轻人时常投诉薪水低，老板则抱
怨年轻人缺乏职业所需技术，因此我建议政

要进口白米，因此以工业化方式提升农业技
术，是他主推的另一重点政策。
「加影地区淹水，不只是因为排水系
统问题，而是市区发展蓬勃却缺乏监督，我
会要求加影市议会审核发展计划的排水系统
设计，例如在地底附设蓄水池。」

府于周末在中小学，推动在职者技术培训课

他重申，即使本届大选无法中选，也

程，让年轻人提升工作能力，自然拥有调整

不会退出政坛，还是会把竞选行动室转为服

新水的底气，也带动我国各领域进步。」

务中心，继续为民服务，并带领人民党继续

他补充，我国乡区拥有足够的土地，
却因缺乏有效率的管理制度，导致如今甚至

耕耘，在下届全国大选攻打更多议席，争取
选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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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5 Bandar Baru Klang
巴生新镇州选区国阵马华候选人张家勇告选民书

解民生之苦，复巴生之煌!
致：敬爱的巴生新镇选民：
巴生是马来西亚拥有最多海港的城市，也是雪兰莪
州的皇城，以肉骨茶闻名海内外，我就这在这个城
市中长大，完成中学教育後，为了进一步追求理想,
我在日本京都立命馆大学管理及经济系考获学士，
并在日本和美国工作。公司派我到美国工作3年,
我的任务是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接管一家年赤1亿多
(4亿多令吉）的电子厂，当时的我34岁，我先後
在3年里使公司累积了 14亿美元（54亿令吉）的
资产，使公司起死回生。
我在美国工作的3年内，日裔妻子平松亚起
留在日本照顾年小的孩子。2015年我回
国发展，经营电子业化学药水贸易生意。
远在日本的岳父岳母，却很放心地让他
们最疼爱的女儿，跟随我回到巴生自
创生意。妻子独自一人远离家人而随
我到一个她很陌生的异地开始新的
生活，因为妻子知道，我对她的爱
是坚贞不渝，不作第3人想，
们育有2子1女，家庭非常美满。
2015年回到巴生後，我发现到
过去原本很热闹的城市，商业活
动蓬勃繁华的市景，林立的各种商店，
突然间己沉寂了，取而代之是一箩筐
民生问题、外劳密集、吴福发商业区
的许多店屋结束营业後关闭，市景萧
条，有如死城般，当年热闹辉煌的巴
生己不存在，令我百感交集。
这10年来，别说巴生赶搭不上发展的
列车，我们基本设施的服务工作也做得
不好，民怨四起，如垃圾清理工作效率奇差，沟渠
阻塞，一场大雨後很多地方遭受闪电水患的侵袭,
卫生情况也奇差，蚊症更猖獗，巴生己挤掉乌冷县，
成为全雪州骨痛热症病例之冠，而更令人嘲笑讽
刺的是，吴福发商业区己沦为了一个中性人出没的

张家勇
TEOH KAH YE0NG
(AhYong)

「人妖区」，白天夜晚，流莺四窜，破坏了整个市容
的观瞻和市内的平静！
我的天嘿！前後10年，吧生新镇在倒退中，昔日
辉煌不再，市内建筑物与各项设施，感受不到新的
发展洪流，整个老城或新城市，都在消沉中。
如我有机会受到巴生新镇选民的委托，我承诺：
•当一位全职的政治工作者，认真贯彻执行地方上
的各项基本设施的发展计划。
•不分种族为民争取权益，改善环境卫生，提升公
共设施水平。
•仿效日本台湾设立社区中心，定期与地方社团、
民间企业开会，探讨地方民生、治安课题及发展
策略，收集民间意见，以民意为本。
•如情况需要，社区中心也可打造成托儿所，让单
亲妈妈寄放孩子，安心出外工作。
•凝聚各方力量，维护华校、宗教组织、尤其华人
神庙。
•推动°民族文化，积极促进旅游业。
•如果国阵重新执政雪州，跟进雪州华人文化中心
计划，争取落实，而非像现有的州政府空许承诺，
目前连建文化中心的地点还没著落，己空谈了好
多年，却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我将充份利用在日本和美国所学的经验去改变现
有落後的领域，帮助年轻人回流，而不是目前很
多年轻人都到都门工作发展，导致巴生停滞不
前！
如我有幸受到你们的委托，我将尽全力，让巴生再
现辉煌，人民共享发展洪流所带来的各项繁荣的成
果，所以恳请投我一票！
你我同心，共创巴生新镇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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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闻兹 抢功劳
雪伊党相只播局
莎阿南3日讯雪州伊斯兰党讽刺大臣拿督斯里阿茲敏阿
里，抢走制定所有惠民政策的功劳，并公开质疑伊党执政雪州
的能力，是担忧政杈不保的紧张表现。
雪州伊党选举主任罗斯兰表示，阿兹

雪州政权，不只是单纯的搅局者。」

敏阿里在竞选期间的政治讲座，频频自夸

他今早在雪州伊党总部召开记者会

惠民政策获得良好反应，并攻击伊党没有

时，如此表示，并特别介绍3名年轻候选

执政雪州的能力，是因为看到雪州伊党候

人的资历，包括鹅唛候选人凯里尔尼占、

选人素质出色，基层动员能力强劲，担忧

安邦候选人努鲁依斯兰，和柏也加拉斯候

影响选情才会口出狂言。

选人莫哈末哈纳菲。

「雪州政府的惠民政策，不只是大臣

罗斯兰补充，雪州有17.39%的选民，

一个人的功劳，因为雪州政府不是公正党

年龄介于21至29岁，因此雪州伊党推出9

主导，而是伊党、公正党与行动党合作，

名40岁以下的年轻候选人，以年轻人的冲

大臣不应该独揽所有功劳，K低其他政党

劲和崭新想法，成为雪州伊党的新血。

的表现。」

身为全国伊青团署理团长的凯里尔

他强调，雪州伊党的竞选宣言也提

尼占受访时表示，尽管阿兹敏阿里是一个

及，除了延续所有惠民政策，也会提供更

强大的对手，惟鹅唛区伊党基层动员能力

好的福利计划，包括提供津贴予所有宗教

强，走访选区时也获得选民正面支持，更

组织管理人员、免费的社会保险计划、为

有不少人抱怨阿兹敏阿里只顾著雪州政府

40岁以上的人民提供200令吉医药检查津

发展，忽略了鹅唛国会选区服务，因此自

贴，与500令吉予孕妇医药费等。

认胜算各占一半。
努鲁依斯兰则强调，安邦并非公正党

候选人具实力经验

候选人祖莱达的堡垒区，即使公正党牢牢
掌握华裔选票（约占总票数30% )、伊党

「我们的候选人也具有专业实力和行

也有巫裔基本盘（约占总票数30% )，失

政经验，包括5个行政议员、13个国州议

去华裔选票的马华预计只有20%支持率，

员和25个市议员，过去10年在地方政府也

因此接下来会强攻20%的中间选民，并非

陆续培养了60个县市议员，绝对可以接管

毫无胜算。（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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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DANPERHUBUNGAN PAS NEGERI SELAUGOR

罗斯兰（左2)强调，雪州伊党有多位高素质候选人可接手政杈，因此伊党

绝不只是搅局者的角色；左起为莫哈末哈纳菲、凯里尔尼占和努鲁依斯兰。
-照片取自雪州伊党面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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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华谓博涌霣彩
鹅唛3日讯希望联盟公正党鹅唛国会议席侯选人
拿督斯里阿茲敏阿里周三拜访华裔选民，介绍其特别助
理兼鹅唛斯迪亚州议席侯选人希尔曼，除了自称为「靓
仔大臣」，也以数句华语博得满堂彩！
阿兹敏阿里指出，今年29岁的希尔

孚女马哈迪与数巫统in�朝领袖“都公开支持

曼，成为他的特别助理已7年，负责处理

希盟，就是因为他们深知，如今的巫统已

国州议员选区事务，具有行政经验和崭新

不像过往。

想法，重点是眼中没有族群之分，是可以
照顾人民的州议员。

指纳吉怕敦马

「雪州和槟城由希盟执政1 •年，经
济表现出色，因为我们不以种族之名制定

「如今首相拿督斯里纳吉越来越害怕

政策，多元族群同住一屋檐下，我们都是

马哈迪，不敢看到他的真人，不敢听到他

一家人（华语）；而且我们不必落实消费

的声音，如今甚至连肖像都不敢看，吩附

税，甚至能取消特定族群的门牌税，也不

选举委员会剪掉马哈迪在布条上的样子，

会破产，因为我靓仔（广东话）。」

如此胆小的行为，是因为他知道人民为了

他昨晚在鹅唛博尔敦花园，出席与民

国家的未来，愿意全力支持马哈迪。」

聚餐活动时，向出席的华裔民众抛出连串

他坦言自己和马哈迪也有恩怨，包括

华语致词，博得现场民众大笑支持，因此

担任安华助理期间被警方扣留8天，全身

自称其华华语水准，甚至比陪同出席的原

被脱光且不断殴打，但如今不应把私人恩

任旺沙玛珠国会议员拿督陈记光来得好。

怨放在首位！而是为了国家的未来“与马

阿兹敏阿里补充，如今希望联盟会长

哈迪并肩作战。（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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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阡兹敏阿里周三拜访华裔选民，介绍鹅唛斯迪
亚州议席侯选人希尔曼处；也以「龍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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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加末3日讯|民主行动

潘

党白沙罗国席候选人潘俭伟承

>rA

诺，一旦希盟成功入主布城，

^ 成立新政府，他将在隔日飞往
美国，代表人民向美国政府讨
回一马公司事件中的游艇，带

1

回国拍卖，回馈人民。
「我会在美国总检察长

希

办公室外等他，一直等到他愿

日
g

意见我。我会为大马人提出诉

im

求，把游艇带回国，停泊在巴

Wf

mf
r

生港口，免费给人民参观这艘
价111G亿令肖自游艇。然后公
开竞标，希望拿回超过lo亿令

I
|
吉，回馈人民。
|nj

潘俭伟是于今午在昔加末
亚罗拉楠炎咖啡店主讲时，许
下上述竞选承诺。
他说，希盟新政府不但承

^ 诺把游艇带回来，也承诺把一

[m

马公司丑闻中的所有资产，全
带回来变卖，助有需要的人。
此外，他挑战，看守首相
拿督斯里纳吉趁还有6天的竞

/Jxl

选期，把26亿令吉的阿拉伯金
主带出来，并展示收据。

「一旦纳吉把阿拉伯人带出来，
我马上宣布退选，并从政坛消失！」
他抨击，马华没有胆量追问首相
有关26亿令吉的来源。
在消费税课题上，他一再担保，
大马废除消费税后，并不会破产。
他说，当年雪州政府变天后，正
式落实免费水造福子民，国阵政府指雪
州将会破产。事实是，雪州政府的储备
金从2008年的4亿令吉，增加至现在的
32亿令吉。
他表示，雪州政府的开销虽然因
此从12亿令吉增加到28亿令吉，但并没
有破产，反而储存越来越多，原因只有
一个，即没有贪污。
行动党利民达州席候选人陈正春
劝请，选民不要牵涉任何大选赌盘，因
为一旦下注，就会涉及个人利益，影响
选举成绩，最终赌掉国家前途。
演讲嘉宾包括公正党昔加末国席
候选人拿督斯里山达拉。（2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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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會撥40萬提升設施

禪塞黒匾!
陳明再也花園及陳明沙里花園
(加影3日讯）无拉港区陈明
再也花园及陈明沙里花园（Taman
Taming Sari )被加影警方列为罪案
黑区，加影市议会因而善用内政部
的“市区安全计划”拨款40万令吉
提升当地的社区安全，在有关地区
设置7个告示牌、7个路墩、140个有
锁的摩口多车停车位以及增加30支街
灯。

设有锁摩哆车位
据了解，以上两个地区经常发生偷
窃、爆车镜、攫夺及抢劫等罪案，弄得当
地居民人心惶惶。
希盟行动党无拉港州席候选人黄田志
表示，为了确保当地居民的安全，该区的
基本设施需要提升，尤其是街灯。

“之前我出本钱，在拿督公庙的理事
配合下，在该区安装了2盏照明灯，电费
由当地居民缴付，但因为该区范围太大，
照明灯不够照亮整个地方。”

基设建设料8月动工
他补充，事后，他有意在该停车场再
安装照明灯，但当地居民担心负担不起昂
贵电费，所以此次要求“市区安全计划”
在该区再增加3盏照明灯。
他表示，该项基本设施的建设工程估
计在今年8月开工，并预计只需1个月时间
完工《
另-方面，黄田志呼吁不幸成为罪案
受害者的民众一定要报警，以便当地警方
在罪案黑区加强巡逻。
出席者包括加影市议员彭爱莉、苏仁
强等。

他说，由于该组屋的停车场占地面积
很大，超过1英亩，所以早前安装的2盏照
明灯不足照亮该区

•苏仁强（左）、黄田志（右
蹲者）及彭爱莉向记者展示损
坏的街灯电缆和零件。

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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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巧雙：若布盟勝出

百日內設皇委會査1MDB

MM溺

風

第14屆大選
(八打灵再也3日讯）希
盟泗岩沫国席候选人杨巧双指
出，若希盟在此次大选中胜
出，将会在100天内成立皇家
委员会，针对一马公司丑闻成
立皇家调查委员会彻查。
她指出，不仅会向国会公共账
目委员会提问，也会将纳吉列入被
提问的行列。
她昨晚出席在八打灵再也卫理
公会举办的辩论会，回答民众的提
问时也说，希盟也会再次将_ •马公
司课题带人国会辩论

杨巧双（中）与拉吉夫在会上交谈，右为林怡威
另外，针对有民众提问，指政
治人物是否可以有其他的职务，杨
巧双指出，政治人物分为两种，那
就是全职和兼职
她举例，在州政府方面，那些
拥有行政权力的政治人物，如原任
雪州大臣阿兹敏或议长，必须是全
职的，不能有其他职业“其他没有行政权力的政治人
物，则能够拥有其他的职业“

州政府提呈却被推翻
另外，她也说，很多事情并不
是州政府没去做，而是到了中央却
被推翻。

今日的辩论会吸引逾600人出
席，辩论的内容包括了一马公司课
题、公务员职务课题、各党的竞选
宣言及交通阻塞问题等。
出席的候选人有希盟万达镇州
席候选人嘉玛丽亚、国阵万达镇候
选人庄赐昭、国阵甘榜东姑州席候
选人陈锦传、国阵梳邦国席候选人
陈松霖、国阵武吉加星州席候选人
萧建丰、希盟甘榜东姑州席候选人
林怡威、希盟武吉加星州席候选人
拉吉夫、希盟梳邦国席候选人黄基
全、人民党白沙罗国席候选人拿督
黄文强。

04 May 2018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Page: 3
Printed size: 448.00cm² •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d Value: MYR 24,959.28 • PR Value: MYR 74,877.84 • Item ID: MY003248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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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訪萬撓新村

房屋崩裂求助無門
張福星

段甜_寸民攔路
I

』

“2013年大选前团结花园20路后方
的河堤曾塌陷，我向市议会投报但却延至
2016年杪方动工提升，但工程却导致河岸
决堤，共有9间排屋发生崩裂，我家更下
陷达1.5公尺深，排屋和厨房断成两截。事
发后梁自坚仅下来探望过我们一次，之后
不见人影，让我们求助无门。
我自认倒霉，提出公积金修理房子也
不获批，雪州政府又中止了380令吉的租
屋津贴。我既需供房贷又得付租金，如今
-家五口亦无经济能力搬离长满白蚁的村
屋，今后何去何从？我认为原任国州议员
和雪州政府推卸责任，所以特别在新村等
候选人，希望能得到交待。”

….地…—

報道•林淑敏
(万挠3日讯）公正党
士拉央国席与万挠州席候选
人梁自坚和蔡伟杰，今早探
访颜贝倪的政途扎根地，即
万挠新村，虽然获得村委会
和支持者的欢迎，但也有人
拦路“告状”，可谓有人欢

第14屆大選

失望梁自堅支吾以對

喜有夂怒6
梁自坚助选团虽然指有村
民策划好举大字报搅局，以质
问梁自坚在颜贝倪落马事件中
所扮演的角色，但现场却呈现
-团和气，惟却遇上颜贝倪忠
实支持者吴丽春和团结花园土
崩灾黎张福星当街栏路质问。
他们在约30分钟的拜票
行动中，村长吴亚九亦全程
陪同。尽管部分人仅是冷眼旁

观，并指本届的助选团人丁单
薄，有别于以往被支持者前簇
后拥的景象，并且遗憾未能与
颜贝倪再次握手，但多数村民
显然对希盟候选人的到来持正
面态度，并坦言为了大局着
想，本届将会“含泪”投票《

允安排灾黎与阿兹敏会面
但步出茶室的梁自坚随即

Page 1 of 1

吳麗春

•张福星（左一）
蔡伟杰和梁自坚。

遭在马路中央等候的张福星高声质
问，指自2016年年杪发生土崩以来，
雪州政府答应的重建家园迄今仍未实
现，使他们有家归不得，必须每月花
费380令吉在新村租住木屋，获梁自

坚承诺将在一周内安排让灾黎与雪州
看守大臣阿兹敏会面。
张福星对此表示满意，并指他
将联络全部灾黎，以一同向阿兹敏陈
情，商讨解决方案。

“我对梁自坚的答覆深感失望，在
多番询问依然支吾以对，无法解释为何
在2月接获颜贝倪滥用拨款的黑函后，延
至提名前方提交给党。我希望他可以给
大家_ •个满意的答案。
他说事件与他无关，为了大局很多
村民是含泪投票，但梁自坚欠颜贝倪和
村民--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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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建
選鍾

(首邦市3日讯）首邦
市选民建议国阵马华首邦
市州席候选人锺雅发与其
对手，即希盟行动党首邦市
州席候选人黄美诗进行辩论
会。

民雅

USJ 14的乐园茶餐室外，首

邦每
-i- n我

憚

s

選

R5
議骞
士言寿

辯
口冊

锺雅发昨晚于首邦市
次在竞选期举办公开政治讲
座，当他结束演说后，现场
有民众直接上前与他对话，
要他解说马华过去5年在首
邦市所做过的事，并建议他
与黄美诗辩论。
锺雅发回应民众的询问
时表示，过去马华极积协助
首邦市居民处理教育及一马
援助金上的课题，他们也感
激马华的援助，他也承诺将
继续服务首邦市子民》
他指出，许多首邦市家

长在面对孩子转学上的问题，都会向马华
求助，通过与雪州教育局联系，协助他们
解决有关问题。
他指出，他是一名退伍少校，他的宗
旨是以往是为国家效力，如今他将服务人
民、服务社区，取诸社会，用诸社会。
尽管昨晚下起毛毛细雨，但也有民众
撑伞坐下聆听演讲，其他演讲者包括马华
首邦市州席上届候选人颜明富。原定到场
演讲的国阵马华梳邦国席候选人陈松霖则
因另有行程而缺席有关活动。

锺雅发：执政即建医院
锺雅发在演讲时指出，过去10年来
首邦市的民生问题糟糕，如道路、垃圾、
水供、组屋等问题，这些问题出自于州政
府，若雪州政府与联邦政府配合，则是不
会出现有关问题。
他表示，雪州子民经常埋怨没有受到
联邦政府的照顾，但联邦政府在雪州兴建
了轻快铁及捷运，让雪州子民享用*
他也说，首邦市是一个40年的城市，
但却没有-所政府医院，他承诺-旦国
阵执政雪州，将在5年内在首邦市兴建医
院，因为早在2008年国阵执政时已批准了
该区的政府医院。

•锺雅发：过去10年来首邦市的民
生问题糟糕，雪州政府都无法有效解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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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張福發攻哥打哥文寧

：••••

'a

：

哥打拉惹馬華選前歸隊
(沙亚南3日讯）选前大
和解！
早前声称将杯葛民政党
在哥打哥文宁州议席助选工作
的马华哥打拉惹区会，在距离
大选投票日仅剩6天时间，该
区会通过党员一致同意后，并
在国阵精神下决定重返助选团
队，致力协助民政党候选人张
福发，夺回哥打哥文宁州议
席。
马华哥打拉惹区会主席
拿督林金辉今日联合民政党召
开新闻发布会指出，随着正式
提名民政党张福发为候选人
后，他就会见了总会长拿督斯
里廖中莱。

“总会长有指若有下-次就要极力去争取，但如今已
成定案，本区会在国阵的精神
下，会全力支持张福发。”
林金辉表示，张福发自
提名后，就非常勤劳，马不停
蹄去争取选民的支持，而马华
也乐见当地出现华裔候选人，
所以会倾全力支持他。
“我们会动员去为张福
发助选，期望张福发能成为哥
打哥文宁首位华裔州议员。”

庄秀春：民政士气大振
民政党雪州副主席拿督
庄秀春表示，林金辉今次带领
三机构理事归队，协助加人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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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金辉（左十）与张福发（右七）握手交好，右四起为威拉、张进源及庄福明
左八为庄秀春。

让民政党如今士气大振！
他说，马华过去拥有丰富对战行
动党的经验，相信马华的助选，能让
民政的团队展开更全面的竞选工作。
张福发则表示，马华在大选前6天
重返归队，是非常重大意义的事，也
展现了国阵大团结的精神。
出席新闻发布会者包括民政党哥
打拉惹区部主席威拉、沙亚南区部主
席张进源、加埔区部主席庄福明、马
华哥打拉惹区会妇女组主席赵翠媚、
区团团长徐春发及其他理事等。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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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黨影響力不足國陣缺凝聚力

維受看好續掌雪
虽然伊党讲座不比
希盟“热”，可是过去10
年，伊党身为雪州政府的
一份子，早已慢慢地培植
势力，将伊党理念渗入马
‘来社群，伊党自然也有一
定的支持力量令

分析報道
文：曾志頌
(巴生3日讯）竞
选期进入第五天，雪州
选情日益炽热，虽然希
望联盟还占有优势，但
伊斯兰党势力带来“暗
流”；而国阵一直保持
“温温”的应战状态，
让国阵选情处于下风。
以目前形势来看，
由于国阵选战策略失误，
伊党影响力不足，因此希
盟受好看可以微差议席继
续执政，如果马来反风强
大，甚至能够组织稳定的
政府
据观察，希盟从428
提名日隔天开始就不断演
讲，尤其各党的“政治明
星”，更是到处为战友站
台拉票，场场讲座爆满，
强烈地激起希盟支持者特
别是年轻人的投票意愿。

国阵各党
各自战斗
另-•方面，雪州国
阵选战激不起火花，主因
是国阵各党包括巫统、马
华、民政党及国大党等，
在本届大选似乎是自顾自
竞选，自己为自己而战，
根本没有组织团队，导致
严重缺乏凝聚力，也因此
难成气候。
记录显示，从提名到
现在，选民出席的讲座以
希盟举办的居多，国阵好
像也没办几场，远远被抛
在后头。
尽管希盟内讧及提名
日的粗心确有惹怒一些选
民及支持者，可是在大家
-心求“变”的情势下，
他们也没有想到要将霄州
归还给国阵希盟所犯的
过失，对他们来说尚可被
包容，还不足以盖过他们
对国阵的厌恶，这也是为
何希盟近日的讲座永不冷
场°

巫統着重攻打“灰區，

知

情人士透露，今届大

I选，国阵巫统眼里只

有那些被圏定为“灰区”的议
席，几乎把大部分资源都投人
这些选区和堡垒区之中：至于
胜算低于50%的选区，候选人
要自己“保重”’
所谓的“保重”，就是
自己买单，竞选费用得自掏腰
包。甚至有消息说，巫统这次
拳头紧握资源，•颗沙粒都难
以从指缝中流出来，对一些选
区没有发放竞选“T弹”。
在这种情况下，惯性依赖
国阵“老大”（巫统）的其他
政党候选人，现在又要自找资

国阵新兵孤军作战
或许，巫统的算盘是，雪
州有56个州席，这次只要注重
其中30个“稳赢区”，先重夺
雪州政权，其他的容后再说。
可是事实是，国阵失去了原本
的凝聚力，这只是纸上谈兵，
要赢回雪州谈何容易？
目前还出现•种现象，这
次大选，选民也少见国阵举足
轻重的领袖，或者是前领袖频
密地到处跑动，为年轻候选人
站台，加油打气，以致新兵沦
落至孤军作战，让选民包括国
阵粉丝也在猜想问题出在哪。

源装备自己、壮大声势，另边厢又得构思选战策略来撼倒
敌对党，确实身心俱疲-些
新人在严峻的考验下，竟然也
打起“投人不投党” 口号，结

政治分析员认为，这次
大选无论对国阵、希盟或伊党
而言都极为关键，国阵“重量
级”领袖减少跑动，-是自

果与团队渐行渐远。
面对着希盟和伊党来势汹
汹的双面“夹攻”，其实国阵

功夫；第二或是资源拮据，不
可能再随意拨款，分散“投
资”“

选区重划的“如意”算盘未必
打得响，多区巫裔选民暴增也
不代表选票会流向国阵，国阵
还得做出200%努力，方能与希
盟及伊党一较高低。如今，国
阵连最基本的造势都做不好，
加上全国大课题发酵的影响
下，难赢雪州选民芳心。

顾不暇，要在自己的选区多下

政治分析员也说，国阵目
前可能继续以往的竞选方式，
就派点糖果去哄哄选民，你帮
我，我帮你，期盼选举会有好
成绩；可是，_州选民已经不
吃这-套，国阵要胜还得下苦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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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黨
杯子蛋糕

看守髯州大臣阿
兹敏周3晚
上到雪州梳邦柏斯达利
商业区，为双溪毛糯国
会议席及哥打白沙罗州
议席希盟候选人站台，
当晚出席聆听阿兹敏演
讲的民族，获得分派个公正党党徽的杯子蛋
糕s

阿茲敏為居民盛飯

州

务大臣亲自为你盛饭，你

I试过吗？

誓言要成为“全民大臣”的看
守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到
A1 Islah清真寺与居民一同进行午间
祈祷及共进午餐。不过，他却是全场
最后一个用餐的人，因为他忙着为在
场所有居民盛饭。
阿兹敏为居民盛饭时也会贴心
询问饭量是否足够，或是太多？遇见
熟悉的选民，他也会主动询问对方近
况，许多居民也主动关心阿兹敏的颈
项伤势。阿兹敏于今年2月为迎接长
孙出生，在家中进行大扫除及搬动家
具时弄伤，并被诊断脊椎损伤，伤势
目前仍在复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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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報道

郭秋香

Q 攝影

蘇長國

大

新兵應戰

行動黨萬達鎭
州議席候選人々Mi
•姓名：嘉玛丽亚
年龄：29岁
家1状里：单身，家中的独女
学历：美国 North Wood University
国际商业（行政与管理）学士
经历：曾任市场分析员、
八打灵再也市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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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瑪麗亞：家庭背景結緣政治

想爲國家帶來改變

为家庭背景的缘故，她比同
龄的同学更早接触政治，当

17岁青春织梦的年龄，她已经对政治
产生浓厚的兴趣。
她就是代表行动党竞选万达镇州
议席的华巫混血儿嘉玛丽亚（29岁）。
她不愿和记者详谈其过世的祖母
(马共著名领袖珊霞法柯），但坦言，
自己家庭的背景，使她很早就对政治
有了醒觉。
其父亲迦玛是988电台的前广播
员，经常受邀出席政治论坛。就是这
样的环境，种下她和政治的缘分。
因为是双薪家庭，身为家中独女
的她从小就很独立，有自己的主张，自
己决定很多事。

中学常出席论坛
中学时期，她就喜欢出席论坛，
加入各种社运组织成为义工，包括替

VDAY
二.r二？
«

-V *•

净选盟做过社交媒体管理员。不过，她
却没当成社运分子，因为她自认是一个
性格内向的人，比较向幕后工作，没
想到最后有机会成为候选人。
虽然不曾正式学中文，但比起很
多人，她的华语已经讲得非常流利，只
是她不会看和写，现在的华语是从小
在家中和母亲及父亲交谈学来的。
在美国留学一年后，她回马做了5

嘉玛丽亚（前排左六）在出任八打
灵再也市议员和杨美盈特别助理期间，
已经和万达镇的社区建立很好的联系。

年的市场分析员，但对政治的热情并没

后，才通知父母，父亲虽有些惊讶却没

有减少，工作之余有时间就到处去听

有阻止她或多说什么
为什么会选择加入政治，她简洁
有力的回答说：“和很多年轻人一样，

讲座。后来是在替行动党做义工后，遇
上她的政治伯乐——百乐镇前州议员杨
美盈。最后也加人了行动党，并在出
任逾两年的八打灵再也市议员后，披上
战袍参选。
她也说，行动党从来就不是为某
个种族而设的政党U关于行动党让马来
人害怕的说法，是一种污名化手段。
她说，当初是在受委为市议员

想为这个国家带来一点改变，认为最有
效的管道就是政治。”
她希望自己可以服务社区之余，
也能成为•把新声音，带来更多的新
概念和不同角度的思维斤
“最重要的是，支持我们就是支
持良好的施政与良善的制度。”

父亲迦玛（右）也在最近现身为
女儿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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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首要足球聯賽
4日賽程

国大对警察
(士拉央市议会体育场；4.45pm )
联邦土地发展局对玛拉工大
(敦阿都拉萨体育场；9.00pm )
登嘉楼2对联邦土地统一及复兴公司
(苏丹依斯迈体育场；9.00pm )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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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福明獨立人士上陣萬達鎭
報道•陳靜慧攝影•許瑞謙 (部分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八打灵再也3日讯）
通过10年在当地服务所取得
的政绩，让他决定是时候以

厲翁
第14屆大選

独立人士的身分上阵大选；
同时他也相信，通过参政能
让他取得更好的机会帮助他
人。
他就是万达镇州席候选人
之•张福明，迎战的另两名候
选人分别是国阵马华的庄赐昭
及希盟行动党的嘉玛丽亚。

曾擔任市員擁服務記錄
•得•提的是，张福
明曾于2017年4月期

选中，候选人本身必须是有素
质的，而不是依赖于政党

间te爆失踪他在失踪的数天
前，曾在脸书留言，指就他参

他表示，在这方面是有信
心的，因为本身从2007年开始
在当地服务，曾是八打灵再也
市议员，也是原任梳邦区国会
议员西华拉沙的前秘书，因此
已熟悉当地的环境及人民，有
一定的服务记录@
“希望选民会依据候选

与牧师许景城等人失踪的烛光
祈祷集会一事，而曾遭人警告
“小心些” P他离奇失踪逾10
天后终于现身，

应投选有素质候选人

人的服务记录去投选，而不是

毕业于商业管理系的张福
明曾从事木材业及制造业《他
在接受星洲日报专访时指出，
由于一直有股想要为民服务的

根据党标，就因为不想投这个
党，而投了另-•个党，但确不
懂谁是候选人。”

心，因此希望能够成为人民代

他坦言，由于本身以独立
人士身分出来竞选，在竞选费

议士，以获得更好的平台帮助
他人《
他说，本身选择以独立人
士的身分竞选，因为相信在大

用方面有一定的负担，他希望
可以获得民众支持，让竞选活

•张福明：希望能
够成为人民代议
士，以获得更好的
平台帮助他人。
•除了喜欢烹饪、
阅读和旅游，张福
明偶尔也参与户外
骑脚踏车活动。

擔任第三紀元大學主席

张

：福明目前是万
•达镇第三纪元
大学(University of the
Third Age，U3A )的主
席，这是一个为年长者
提供学习机会的地方。
他指出，“ T h i r d
Age"指的是人生第二
阶段，也就是晚年，而
第二纪元大学是一家为
年长者提供学习平台的
地方，让他们可以继续

动得以顺利进行。

制定6大競選宣言
44生于怡保的张福明表示，
很幸运的是，家人对于其
参政的决定是给予支持的，甚至成为
他的助选团。
他指出，本身在2016年已经开始

为上阵大选做准备，并针对当地选民
的需求，制定了6大竞选宣言。
他说，这就包括了免费教育机
会、地方政府选举、青年赋权、提升
公共交通、关注年长者和残疾人士的
需求、废除严酷的法令。

学习新知识。
他坦言，虽然热爱
政治，但本身并没有政
治偶像，反而希望自己
可以成为人民尊敬的政
治人物。
除了忙于工作和政
治活动，张福明也不忽
略曰常爱好，那就是烹
饪、阅读、旅游，以在
工作与生活之间取得平
衡。

獨立人士
張福明小檔案
年龄55岁
家庭状况已婚，有1名儿子
教育背景毕业于西伦敦大学商学院，主修
商业管理
政治背景前八打灵再也市议员，原任梳邦
国会议员西华拉沙前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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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華：無拉港長期制水

轟雪無能解決水供
(无拉港3日讯）马华抨击希盟州政府过去10年在解决水
供的问题上“无能”，导致无拉港长期面对制水，居民和商家
怨声载道
他说，根据2017年大马水务指南报告，雪州多个滤水站包
括蕉赖11哩滤水站后备储水是“零”，一点小事例如爆水管也
会导致发生制水
马华万宜国席候选人拿督廖润强及无拉港州席候选人林振
华今天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指雪州水供已到危险水平，希盟 •廖润强（前排左一起）及林振华指雪州政府解决无拉港水供问
州政府却一直不解决问题，造成负面影响，以致人民受苦，连 题不力。
无拉港中小型企业也受打击。
他表示，要是他和林振华在来届大选中胜选，他们承诺水
廖润强：黄田志伪装英雄救水
供是首要解决的问题。
廖润强也展示一张原任行动党无拉港州议员黄田志在制水
时用水桶提水的报道，指对方在伪装英雄救水，而其实制水是
林振华：不解决制水外资却步
希盟本身造成的。
身为一名工程师的林振华说，由彭亨引水到雪州的冷岳二
他说，无拉港的高楼愈建愈多，而输水管也已陈旧没换，
输水计划（Langat 2 )工程原订2017年完成，但已延迟至2019年
在水供需求量愈高的情况下若不妥善管理，未来也会发生问
年尾才能完成，这都是政治因素造成
“制水问题一天不解决，外资将会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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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近2萬競選基金

(吉隆坡3日讯）@
天气虽晴雨不定，但f
甲洞选民有备而来听 >问
讲座。
o
甲洞行动党昨晚i
在甲洞卫星市举办大t
选讲座，吸引逾2000
i
民众出席聆听及积极C
响应捐款，顺利为行
动党筹得2万7893令吉少
竞选基金。
^
由于傍晚下了-•目IJ
场豪雨，民众为了避_
免被雨水坏兴，纷纷，
自备雨伞出席，讲座匪
会间中下起短暂毛毛
雨时，现场瞬间出现“伞阵”

嘉玛丽雅：人民福利放首位
当晚主讲嘉宾包括吉隆坡不要
焚化炉行动委员会代表蓝中华、希
盟行动党甲洞国席候选人林立迎、
万达阵州席获选人嘉玛丽雅、万津
州席候选人刘永山、金蛮州席候选
人黄思汉、士拉央市议员游佳豪及
八打灵再也市议员温宗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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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2000民
众或坐或站
数小时聆听
大选讲座，
场面壮观。
前排坐者右
四起为温宗
—3，!龙及林立
^迎；前蹲者

Jlfl为游佳豪。

嘉玛丽雅在会上宣扬雪州政府
年来的多项惠民计划，同时强调
这些计划是循序推出，说明希盟永
远将人民福利放在首位。
10

游佳豪：选委会未改投票规则
游佳豪强调，手机通讯软体
和社交网络近来不断流
传各种假消息，但除了上届大选开
始落实点墨投票外，选委会并没有
更改任何投票规则。网络流传的投
票衣着指南是一般进人政府部门的
规范。
WhatsApp

刘永山支持希盟促成“全民海啸”
刘永山表示，只要各族选民在

本届大选支持希盟，就能促成“全
民海啸”。为了本届大选，行动党
连金字招牌都不用，豁出去配合盟
党，就是为了向大家宣告，我们放
下面子，与大家同-•阵线面对国
阵，同心协力打倒国阵。”

林立迎："一对一”对抗国阵
林立迎指出，行动党本届大
选改用公正党旗帜上阵，不代表火
箭被消灭，反之，火箭一直都在心
中。他说，行动党本届大选就算不
忍心，也决定以大局为重，与盟党
统一旗IR竞选，就是为了以“-对
一”方式对抗国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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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为民服务。

報道•伍思薇攝影•陳敬暉
(乌雪3日讯）“若我能够续
任为新古毛州议员，我会努力为
新划入的选区各冬加里注入新活
力。”
原任行动党新古毛州议员李继香表
示，经过选区划分后，崙冬加里被划入
新古毛州议席里，也导致新古毛的选民
人数从1万9000人激增至2万9000人。

办商展吸引人来峑冬加里
李继香透露，崙冬加里是一个商业
城，惟如今的规划还不够好，譬如在住

火箭清廉耕耘新古毛10年
：:继香坦言，首次投票的新古
卒’
‘毛年轻选民占了35%，其中以
子
巫裔选民为主，加上行动党首次没有使
用“火箭”党旗上阵，造成第14届大选
成为_ •场无法估计的大选•
她说，新古毛在第14届大选的选

•李继香（中）积极走访选区各处，向选民推介蓝眼标志

宿服务业中只有•些民宿，还欠缺二星
级酒店，如何将它打造成有活力的商业
城，就是接下来的目标及问题办
她也打算善加利用崙冬加里的地
形，举办-•些商展，以吸引更多人前
去。
“崙冬加里是个山地，我们也可利
用这个优势，举办一些与植物有关的活
动及展览，例如让所有对草药有认识的
人聚集一起举办‘草药展’，或是打理
好崙冬加里的兰花园。”
她说，未来的崙冬加里将会是商业
重区，与充满人文气息的新古毛有所不
同。
民结构上，与上届大选有了颠倒性的结
果，即巫裔及华裔选民的数量倒转了，
也因此给了外人•个先人为主的想法，
认为巫裔选民较多会导致马华的胜算较
大°
“当然，我不排除会有这样的情况
出现，但我也相信行动党在新古毛选区
10年的耕耘，已经向选民展现出我们的
廉吉、y#®�”
她指出，雪州政府爱民如子，推
出各种惠民政策，如20立方米免费水计
划、教育拨款、神庙拨款及初生婴儿基
金等，他们做得比任何一个国阵政府还
要好
她说，尤其在她成为新古毛区州议
员后，她也努力地在当地打好希盟的基
础，成绩也相当不错，唯_ •输给马华的
地方，就只有“打仗”的资金
“我要营造•个健康的选举文化，
因为我认为选民选择我当州议员，并
非要我仿效马华的做法，而是需要一个
对任何是非黑白有着极强分辨力的州议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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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統

继香指出，行动

李
‘党首次没有使

用“火箭”党旗上阵，而
是使用希盟共同标志“蓝
眼”，面临了不少困难与
#12? 便利®
5?
她说，雪州有许多
_ “火箭迷”，一直以来都

m

蘇是看火箭标志来投票，如
今第14届大选换成希盟的
^蓝眼标志，势必让大家感
到混淆，因此她也积极走
访选区各处，向选民推介蓝眼标
志及解释“4党1条心”的原因《
她表示，部分选民听到他
们解释时说到这一届大选没有
“火箭”，还会很激动地和他们
争论说，“火箭还存在，只是换
成蓝眼！”
尽管如此，李继香认为，
希盟使用统•标志，让所有候
选人及竞选团队在与选民交流
时，可使用统一标志来拜票，选
民也不会因分不清4党而感到混
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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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惠民政策沒忽略新古毛
；如 今希盟唯-•的目
标，就是打倒国
阵，废除消费税！”
李继香指出，雪州政府推出
的一切惠民政策及福利，新古毛
区都不曾被忽略，包括雪州政府
接管水供公司后，立即在新古毛
进行更换水管工程，整个工程花
费了340万令吉，让当地居民有
新的水管供应自来水。

她说，该工程进行时，重型
机器压坏了水沟及道路，因此他
们也将在工程结束后重铺道路及
修复沟渠。
她透露，她也为当地房屋及
店屋屋主拿到个人地契，而这项
工作原本应在2012年完成，却拖
延至2013年，她上任为新古毛州
议员后才完成。

打造新古毛人文藝術氣息
，外，李继香也为非伊斯

此;兰团体及神庙拿到政府

地皮，并完成了约80%的新村房
屋地契，让当地居民都能够拥有
自己的地契。
“我也将新古毛打造成-个充满人文与艺术气息浓厚的地
方，包括举办国际艺术节、与艺
术家们交流活动等。”
她认为，新古毛是-个

得天独厚的地方，因此新古毛
(KKB )也有另-个名字，即
"Kiri Kanan Bukit”，适合让艺术
家进行创作。
她也非常注重青年及妇女的
福利与活动，除了创造出乌雪艺
术青年学会，并支持该会的所有
活动，她也在二八妇女节时，表
扬了在幕后有贡献的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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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湧現的政治後浪
40%，他们当中有不少人是首投族，
年轻候选人将加强首投族的投票意
愿，因为选民会认为这些年轻候选人
不会和他们有代沟
针对这一点，希盟和国阵在本届

傅文耀

也分别派了数位年纪不到30岁的候选

财经记者

人。这些年轻政治人物都是拥有良好
教育背景，并在大学一毕业后，就积

々口得在10年前第12届大选，
ID许多年纪未到30岁的议员

极参与社会服务和政治运动’熟悉政
党政治的操作，重点是是语言能力士

因为反风炙热，纷纷中选，当时许多

分强，与选民互动并需不依赖其他种

资深政党认识嘲笑这些当选的议员是
“政治童子军”，认为他们无法交出

族的成员党协助。
过去几十年，由于历史原因，各

良好的表现

族政治人物都以各自族群代表为主，

10年过去了，当年这些年轻竞选

但是这些精通双语或三语的年轻候选

人如：攻打丹绒马林的郑立慷以及弃

人，不只是代表自己的族群，而是以

州攻国泗岩沫杨巧双等人，皆在过去

全民的代表自居，因此更容易获得各

几年交出不俗的政绩，无论是在国会

族人士支持。

问政或社区服务都是可圈可点。
我认为这是一个健康的现象，

竞选总部为例子，其行动室志工来自

在我国打破国阵骂分之二国席席位优
势之前，不难发现政治人物都有一定

就以我曾观察的彭亨南唛州议席
各族人士，运用不同语言地交流是平

年纪，年轻人只能乖乖排队等候上层

常事，华人、马来人以及印度人坐下
一同用餐，种族之间没有任何隔阂》

眷顾，除非特殊情况或者是拥有政治
家族背景，不然要参选都是件困难的
事。

大马已经独立60年，而马来西亚
联邦也成立54年，出现一些打破族群
藩篱政治人物并不出奇，尤其是年轻

但是在308之后，大马政治版图
出现了十分显著变化，年轻候选人成
功当选，使到各政党高层意识到，他

人的可塑性更高，他们有能力更快速

们必须重视提拔年轻人才，不能以他
们“火候”未足的理由，压制他们

选总统时才39岁，我国首相纳吉年龄

另外，根据选委会的资料，21到

哈迪年龄更是髙达93岁，看来我国要

39岁的选民，共占了此届选民人数的

度回应选民的需求。
只不过，对比法国总统马克龙当
65岁，希盟有意推举的首相人选敦马
迎接年轻首相之路还是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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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霖泰（中）获得莫哈末沙菲宜颁发职业安全与健康

(OSH )奖。由大马职工总会主席丹斯里再纳见证。

UNI-MLC 表揚改善職安貢獻

李霖泰獲頒特别獎
(吉隆坡3日讯）全国
职业安全与卫生机构宣布，
丹斯里李霖泰昨日再度获得
联合国际-马来西亚劳工中心
(UNI-MLC )颁发特别奖•
以表扬他对改善国家职业安
全与卫生（0SH )标准的贡
献。
全国职业安全与卫生机

构（NI0SH )主席李霖泰对获
此奖感到高兴，因为它激励
李氏继续努力，帮助提高职
业安全与卫生水平。
联合国际-马来西亚劳工
中心总裁拿督莫哈末沙菲宜
表示，李氏是因为参与和涉
及马来西亚工人的安全和卫
生问题而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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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離選民成造王者
®中i 良f 戈

文/陳孝仁(總社高級記者)

阵fr:雪兰莪做了 10年的反对党
丨后，本届大选似乎非常有信心夺
回雪州政权。
这次，国阵除了全国课题外，在雪州并
没有像过去两届大选般面临兴都权益委员会
(HINDRAF )、基尔课题（贪腐）、拆迁
印度寺庙等敏感问题的困扰9:
反观，民联或希盟政府执政雪州两个任
期后，发生了包括依约土地风波以及水供短
缺等招致人民抱怨的民生课题》
然而，相比于国阵执政霄州时的最后一
任州务大臣基尔，无论是卡立或阿兹敏，两

不小的落差1
根据政策措施研究中心（INVOKE )最
新民调显示，尚未决定投票取向的各族选民
人数均有所增加
对于各政党的屮坚支持者来说，他们已
经早早决定，只是等待投票日到来投下手中
的一'票办.

人担任雪州州务大臣的表现和评价，都要比
基尔来得更高。
尽管朝野政党都极力争取赢得雪州政
权，被视为焦点州的雪州，选情似乎仍处于
不温不火的状态》

且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他们对于候选人所
提出的政策，以及竞选期最后时刻被挑起的
各种课题的认同度，将影响最终投票倾向。
显然，雪州的游离选民人数，似乎又比
其他州属来得更高&
尽管社交媒体在本次大选依旧被广泛使
用，但随着选民已能透过越来越多的渠道接
触到不同讯息，自2008年大选以来被广泛使
用的社交媒体，如今只能充作为竞选和宣传
工具，不再是影响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
如无意外，游离选民将成为雪州政权的
造王者，而他们优先考量国家的重大课题，
才决定投选哪一个政党。

国

除了看守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日前到访瓜
拉雪兰莪外，力争在雪州打破零蛋的马华和
民政党领袖，则尚未踏足雪州为上阵候选人
助阵拉票。至于希望联盟，除了看守大臣阿
兹敏和行动党雪州主席外，也未见马哈迪、
林吉祥与林冠英父子在雪州进行拉票《
而出席了数场位于八打灵再也一带的政
治讲座后，则可发现人潮与上届大选相比有

相较于中坚支持者，游离选民会在最后
一刻才会做出决定。
调查发现，这些游离选民的人数，已经
逼近甚至超越了中坚支持者的人数。
在雪州，大部分的选民皆是城市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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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3日讯）11名朝野政党领袖
难得齐聚一堂，面对民众抛出的尖锐提问，而
当中“询问度”最高的就是涉及一马公司丑闻
的课题
这场由白沙罗卫理公会举办的“与民近
距离对话会”于周三晚举办，吸引逾600人出
席。应邀出席者包括来自泗岩沫、梳邦、白沙
罗国席以及武吉加星、首邦市、甘榜东姑及万
达镇州席的候选人。
现场民众在这场长达逾1小时半的对话会
屮，向台上的朝野政党候选人抛出一系列问
题，当中最受关注的就是一马公司课题《
民众纷纷向国阵候选人提问，有者认为
国阵候选人不应“强打”地方上民生课题，应
该关注全国性的课题，如一马丑闻
此交流会于晚上8时30分掀开序幕，现场
保安森严，且以闭门交流的形式进行。前主理
牧师何强赞是当晚活动的主持人。
候选人在指定时间内轮流自我介绍，上

朝野11候選人出席靈對話會

民眾追問1MDB課題
阵的选区以及竞选宣言。同时，向选民 ‘交
代”在大选中胜出和落选的去向。

杨巧双：若希盟执政将彻查
其中，泗岩沫国席候选人杨巧双谈及马课题时表示，若希盟执政，将会在100天内
成立皇家委员会彻查一马公司丑闻；同时，也
会再次将一马公司课题带人国会辩论。
在面对国阵候选人指雪州政府在处理地
方课题上的不足，杨巧双表示，很多事情不是
州政府没去做，而是到了中央被推翻，此番话
引来热烈的欢呼回应。
另外，她在“交代”去向时表示，如果
在此次大选中落选，她不会在政坛中徘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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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對話會的朝野政黨候選人
杨巧双
黄基全
拉吉夫
嘉玛丽亚
林怡威
黄美诗
陈锦传
庄赐昭
陈松霖
蔡高廷
黄文强

希盟泗岩沫国席候选人
希盟梳邦国席候选人
希盟武吉加星州席候选人
希盟万达镇州席候选人
希盟甘榜东姑州席候选人
希盟首邦市州席候选人
国阵甘榜东姑州席候选人
国阵万达镇州席候选人
国阵梳邦国席候选人
国阵武吉加星州席候选人
人民党白沙罗国席候选人

是会向神询问新方向，或许寻找一份工作，全
心全意照顾孩子。
不少候选人当晚要赶数场竞选活动，如
黄基全、拉吉夫和林怡威与民众只是短暂交流
后就赶去下一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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