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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09 dapat
bantuan khas
sebulan gaji
Shah Alam: Kerajaan Selangor mengumumkan pemberian bantuan khas sebulan gaji membabitkan jumlah RM31.2 juta,
kepada 17,109 penjawat awam di negeri ini
sempena Aidilfitri ini.
Menteri Besa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turut mengumumkan bantuan khas
RM1,000 kepada 755 kakitangan di tujuh
jabatan Persekutuan di Selangor.
“Pembayaran bantuan khas kewangan kepada penjawat awam dan kakitangan Persekutuan pada 25 Jun ini.
“Peruntukan ini dibayar selepas hari raya
kerana kita tidak mahu penjawat awam
berbelanja berlebihan dalam menyambut
Aidilfitri,” katanya pada Majlis Rapat Ramadan bersama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i
Dewan Jubli Perak,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UK) di sini, semalam.

Penjawat awam patriotik
Mohamed Azmin berkata, sebanyak 10 peratus daripada bantuan khas dinikmati penjawat awam Gred 44 akan disumbangkan
kepada Tabung Harapan Malaysia (THM).
“Saya yakin penjawat awam Selangor sangat patriotik. Mereka turut terpanggil untuk bersama dalam usaha murni mengurangkan beban hutang negara yang ditinggalkan pentadbiran lama.
“Maka, atas semangat cintakan tanah air,
penjawat awam Selangor terdorong menyumbang 10 peratus daripada bantuan
khas kewangan berkenaan kepada THM.
Namun, sumbangan patriotik ini hanya dikenakan terhadap pegawai Gred 44 dan ke
atas,”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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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min menghadap
Sultan Selangor
Pertemuan
bincang isu
pentadbiran
negeri
sebelum tunai
umrah 6 Jun
Oleh Norrasyidah Arshad
norrasyidah@nstp.com.my
Shah Alam

M

enteri Besa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menghadap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di Istana Kayangan, dekat sini, pagi ini.
Setiausaha Sulit Sultan Sela-

ngor, Datuk Mohamad Munir
Bani, dalam satu kenyataan media berkata, pertemuan penting
itu berlangsung pada jam 11
pagi.
Katanya, pertemuan berkenaan akan membincangkan
dan menyelesaikan masalah
berkaitan pentadbiran Selangor.
“Ini dilakukan sebelum Mohamed Azmin pergi menunaikan umrah selama seminggu
bermula 6 Jun ini.

Jawatan MB kosong
“Pertemuan ini juga adalah pertemuan Mohamed Azmin bersama Sultan Selangor sebelum
beliau melepaskan jawatan sebagai Menteri Besar selepas Aidilfitri, iaitu 19 Jun depan,” katanya.
Khamis lalu, Mohamed Azmin bersama Ketua Umum Pa-

katan Harapan (PH),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menghadap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di Istana Bukit Kayangan dan
pada pertemuan itu, isu calon
Menteri Besar baharu turut
dibincangkan termasuk calon
dalam kalangan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PKR.
Jawatan Menteri Besar Selangor bakal dikosongkan Mohamed Azmin selepas beliau menerima lantikan Menteri Hal
Ehwal Ekonomi dalam Kabinet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susulan kemenangan besar PH
pada Pilihan Raya Umum Ke-14
(PRU-14) 9 Mei lalu.
Bagaimanapun, Mohamed
Azmin masih lagi memegang
jawatan itu sehingga Menteri
Besar baharu dipilih dan mengangkat sumpah jawatan pada
19 Jun ini.

Pertemuan ini
juga adalah
pertemuan
Mohamed Azmin
bersama Sultan
Selangor
sebelum beliau
melepaskan
jawatan sebagai
Menteri Besar
selepas Aidilfitri,
iaitu 19 Jun
depan”
Mohamad Munir Bani,
Setiausaha Sulit
Sultan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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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ON MB
SELANGOR
MUNGKIN BUKAN
KALANGAN EXCO
Ms.14

[FOTO FAIZ ANUAR/BH]

Mohamed
Azmin bersama
pegawai serta
kakitangan pada
Majlis Rapat
Ramadan
bersama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i Auditorium
Dewan Jubli
Perak, SUK,
Shah Alam,
semalam.

Calon MB mungkin bukan EXCO
Shah Alam: Pengganti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sebaga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ijangka dipilih daripada kalangan Ahli Dewan Undangan
N e ge r i ( A D U N ) S e l a n go r
mungkin daripada mereka
yang tidak menyandang jawatan EXCO.
Mohamed Azmin berkata,
perkara itu ada kemungkinan
memandangkan Selangor
mempunyai 51 ADUN Pakatan
Harapan (PH).
Katanya, sekiranya calon di-

pilih adalah dalam kalangan barisan EXCO, kerajaan negeri
perlu mencari pengganti untuk
jawatan EXCO yang terpilih
itu.
“Jika bukan dalam kalangan
EXCO, maka kita tidak perlukan
pengganti. Kita ada 51 ADUN di
Selangor.

Calon dikenal pasti
“Kita sudah kenal pasti dan
adakan perbincangan dengan
pimpinan. Nama akan dikemukakan kepada Tuanku Sultan

Selangor dalam masa terdekat.
“Calon (dikenal pasti) ada
beberapa nama. Secara rasmi,
nama berkenaan belum diserahkan kepada Sultan Selangor,”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selepas Majlis Rapat Ramadan
bersama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i Dewan Jubli Perak,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UK), di sini, semalam.
Mengulas lanjut, Mohamed
Azmin berkata, penggantinya

akan dipilih daripada kalangan
ADUN PKR dan perkara itu sudah dipersetujui semua parti
dalam PH.
Khamis lalu, Mohamed Azmin bersama Ketua Umum PH,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menghadap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Dalam pertemuan itu, isu calon Menteri Besar baharu turut
dibincangkan, termasuk calon
adalah daripada kalangan
ADUN P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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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sa, pengaruh besar Raja
keatas masyarakat

M

ERAFAK
sembah.
Akhirnya Raja-Raja
Melayu mengadakan
perbincangan khas di
Istana Negara hari ini
bagi merungkai kekusutan kedudukan penyandang Peguam Negara.
Ada beberapa' perkara dalam
sejarah, terutamanya sejarah feudal yang telah terserap ke dalam
konsep Perlembagaan Malaysia.
Salah satunya adalah perkataan "Raja" dan "kerja" disatukan untuk menjadikan kerajaan
di mana Sultan atau Raja adalah
lambang kuasa dan kedaulatan.
Negeri Melayu yang berdaulat
bertakhtakan Raja atau Sultan
masih lagi subur di dalam negerinegeri yang diketuai Sultan di Semenanjung pada masa ini.
Kini, Raja digelar sebagai Raja
Berperlembagaan tetapi hakikatnya mereka masih m e m p u n yai kuasa dan pengaruh yang besar ke atas masyarakat khususnya
orang Melayu.
Sesungguhnya selewat tahun
1931 apabila Braddell menceritakan kedudukan Negeri-Negeri
Melayu di sisi undang-undang,
titah atau arahan dari seorang Sultan Melayu masih dianggap undang-undang. Kedudukan mereka
yang istimewa di dalam Perjanjian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 Perlembagaan Merdeka dan Perlembagaan 1963 adalah terpelihara.
Hakikatnya,
Raja-raja telah
menggunakan
kuasa-kuasa
Perlembagaan
dan juga politik
di peringkat-peringkat Persekutuan dan negeri
serta telah menikmati pengaruh yang luas ke
atas banyak as- TOMMY THOMAS
pek kerajaan.
Misalnya di peringkat negerinegeri, mereka melantik Menteri Besar manakala di peringkat
Persekutuan, Yang di-Pertuan
Agong melantik Perdana Menteri
walaupun demikian baginda kena
memilih calon yang dalam pandangan baginda mungkin mendapat keyakinan bilangan besar ahli
Parlimen.
Dan atas sebab inilah dipercayai
Raja-Raja Melayu amat mengambil berat sehinggakan merasakan
perlu untuk mengadakan perbincangan khas berhubung kedudukan Peguam Negara.
Ini ditambah dengan hujah-hujah banyak pihak bahawa Tommy
Thomas tidak sesuai dilantik sebagai
Peguam Negara kerana boleh men-

/>' lailL,. ZulkifliJalil
rencanautusan@gmail.com

RAJA-RAJA Melayu akan mengadakan perbincangan khas berhubung isu pelantikan Peguam Negara di Istana Negara. Kuala
Lumpur, hari ini.- GAMBAR HIASAN/UTUSAN

Seperti. yang dapat dilihat, banyak keija dalaman Kabinet
telah mengubahkan kedudukan Raja-raja Melayu. Dengan
majoriti yang besar, Parlimen di dalam tangan sebuah parti,
seperti yang ditunjukkan dalam krisis Perlembagaan 199394, ekselcutif menjadi sangat kuat dan sememangnya boleh
membuat dan mewujudkan hasil-hasil yang banyak"
datangkan kerumitan kepada penggubalan dan pelaksanaan dasardasar kerajaan yang menyentuh
isu-isu membabitkan Islam.
Begitupun tanpa mengaitkan sebarang perkara berkaitan kedudukan Peguam Negara yang heboh
diperkatakan, Tumpang lalu ingin
meminjam ulasan bekas menteri
yang juga pakar Perlembagaan dan
Undang-Undang, Tan Sri Dr. Rais
Yatim dalam bukunya bertajuk Kabinet Malaysia: Mengimbas Kembali
Tadbir Urus Kabinet terbitan 2006
yang pada fikiran Tumpang lalu
amat sesuai untuk dijadikan renungan dalam mengulas mana-mana
era pentadbiran kerajaan negara ini.
Antara ulasan beliau di halaman
421:

"Seperti yang dapat

dilihat,

banyak kerja dalaman Kabinet
telah mengubahkan kedudukan
Raja-raja Melayu. Dengan majoriti yang besar, Parlimen di dalam
tangan sebuah parti, seperti yang
ditunjukkan dalam krisis Perlembagaan 1993-94, eksekutif menjadi sangat kuat dan sememangnya
boleh membuat dan mewujudkan hasil-hasil yang banyak.
"Sementara itu, terutamanya
dengan kemunculan penglibatan
pendapat-pendapat yang bebas
dalam dunia siber, beberapa ahli
kerabat Diraja Malaysia telah
menjadi subjek-subjek cemuhan,
tidak dihormati, malahan hasutan. Malah lagu Negaraku telah
dikhianati oleh pihak-pihak tertentu dalam Internet.
"Ia seolah-olahnya tidak ada

penguatkuasaan yang mencukupi di bawah undang-undang
dalam bidang ini. Gaya hidup dan
nilai-nilai berubah dari semasa
ke semasa, ia boleh dijangkakan
bahawa kerabat Diraja Malaysia
satu hari nanti akan tertakluk kepada 'keadaan bahaya pada kerabat Diraja' dari beberapa segmen
masyarakat Malaysia.
"Sebagai perbandingan, Putera
Charles dan pasangannya di England juga menerima padah yang
sama daripada orang ramai. Di Malaysia, terutama di Ipoh, kerabat
Diraja telah mengalami beberapa
insiden yang nyata tidak menghormati kerabat Diraja oleh individuindividu yang bermotifkan politik.
"Insiden-insiden ini mungkin
tidak diberi perhatian sangat oleh
orang ramai tetapi tanda-tanda
kesukaran malangnya telah bermula dan akan berterusan. Beberapa langkah pencegahan dan
pembetulan sewajarnya diambil
sebelum keadaan menjadi lebih
buruk dan memalukan."
Semoga hari ini Raja-Raja Melayu dapat merungkai kekusutan
kedudukan jawatan Peguam Negara yang baharu.
Daulat Tuanku!

Headline
MediaTitle
Date
Section
Page No
Language
Journalist
Frequency

Raja Muda Selangor serah sumbangan Aidilfitri
Utusan Malaysia
05 Jun 2018
Color
Dlm Negeri
Circulation
22
Readership
Malay
ArticleSize
N/A
AdValue
Daily
PR Value

Full Color
112,050
336,150
263 cm²
RM 5,246
RM 15,738

Raja Muda Selangor serah sumbangan Aidilfitri
HULU KLANG 4 Jun - Raja Muda Selangor, Tengku Amir Shah Sultan
Sharafiiddin baru-baru ini berkenan
mencemar duli menyampaikan
sumbangan Hari Raya Aidilfitri
kepada 52 anak yatim di Rumah
Bakti Dato Harun di sini.
Sumbangan kepada pusat pertubuhan pendidikan anak-anak
yatim Selangor sebanyak RM6,600
itu diperuntukkan oleh KDEB Waste
Management melalui Yayasan Islam
Darul Ehsan (YIDE).
Selain itu, sumbangan wang tunai bernilai RMlOO turut diberikan
kepada 32 penghuni lelaki dan 20
penghuni perempuan berusia antara tujuh hingga 16 tahun di institusi
berkenaan sebagai persiapan menyambut Aidilfitri.
Sementara itu, Ketua Pegawai
Eksekutif YIDE, Nur Mohd. Razali

Abdullah berkata, pihaknya berterima kasih kepada KDEB Waste Management atas sumbangan tersebut.
"YIDE ingin menzahirkan ucapan terima. kasih kepada KDEB
Waste Management kerana menyediakan sumbangan yangcukupbermakna ini," katanya ketika ditemui
Utusan Malaysia, baru-baru ini.
Menurut Nur Mohd. Razali, pada
tahun ini, YIDE memperuntukkan
sebanyak RM849,200 untuk disalur
kepada anak yatim seluruh Selangor
yang berdaftar dengan YIDE.
"Ini termasuk sumbangan sebanyak RM23,200 untuk dua rumah anak yatim di bawah seliaan
YIDE iaitu Rumah Anak Yatim Sultan Salahuddin Abdul Aziz Shah
di Tanjung Keling, Melaka dan
Rumah Bakti Dato Harun, Hulu
Klang," katanya.

RAJA Muda Selangor, Tengku Amir Shah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menyampaikan sumbangan Hari Raya Aidilfitri kepada
anak-anak yatim Rumah Bakti Dato' Harun, Hulu Kelang, Selangor, baru-baru ini. - UTUSAN/MD.SHAHJEHAN MAA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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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SJ sedia khidmat kutipan sampah pukal percuma
KUALA LUIVfPUR 4 Jun - Majlis
P e r b a n d a r a n Subang Jaya (MPSJ)
menyediakan perkhidmatan men g u t i p s a m p a h pukal secara perc u m a di k a w a s a n t a m a n p e r u m a h a n b e r m u l a hari ini sehingga 14
Jun ini s e m p e n a p e r a y a a n Hari
Raya Aidilfitri minggu d e p a n .
Pegawai Komunikasi Korporat
Jabatan Korporat Dan Pengurusan Strategiknya, Azfarizal Abdul

Rashid berkata, k u t i p a n s a m p a h
pukal akan dilakukan m e n g i k u t
jadual kutipan sampah domestik
di kawasan m a s i n g - m a s i n g tertakluk k e p a d a p e r m o h o n a n .
" P e n d u d u k diminta m e n g u m pul d a n meletakkan s a m p a h pukal
di h a d a p a n r u m a h p a d a t e m p o h
tersebut bagi m e m u d a h k a n kontraktor MPSJ m e n g u t i p s a m p a h
secara berperingkat-peringkat.

" P e r k h i d m a t a n b e r k e n a a n juga
a k a n d i p e r l u a s k a n ke k a w a s a n
p e n g i n a p a n p a n g s a p u r i d a n kond o m i n i u m p a d a hari Sabtu dan
Ahad ini b e r g a n t u n g k e p a d a perm o h o n a n p e n d u d u k , " katanya
d a l a m k e n y a t a a n di sini hari ini.
T a m b a h Azfarizal, p e r k h i d m a t a n k u t i p a n s a m p a h pukal h a n y a
dilaksanakan mengikut tempoh
m a s a y a n g d i t e t a p k a n d a n pihak

MPSJ t i d a k a k a n m e l a k s a n a k a n
sebarang kutipan selepas tamat
tempoh yang dinyatakan.
Orang ramai k h u s u s n y a pend u d u k di b a w a h kawasan pentadbiran MPSJ yang ingin m e m b u a t
sebarang pertanyaan berhubung
p e r m o h o n a n kutipan s a m p a h pukal boleh m e n g h u b u n g i Jabatan Pengurusan Sisa Pepejal d a n Pembersihan Awam di talian 03-80267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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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HAMED Azmin bersama kakitangan awam selepas merasmikan
Majlis Rapat Ramadan Bersama Penjawat Awam.

Pilih calon bukan Exco
Shah Alam: Pengganti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sebaga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baharu mungkin dipilih dalam kalangan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Selangor yang tidak
menyandang jawatan Exco.
Mohamed Azmin bagaimanapun berkata, perkara
itu hanya berkemungkinan
memandangkan
Selangor
mempunyai 51 ADUN Pakatan Harapan (PH).
Katanya, jika calon dipilih
dalam kalangan berisan
Exco, kerajaan negeri perlu
mencari pengganti untuk jawatan Exco yang terpilih
itu.
“Kita sudah kenal pasti dan
adakan perbincangan dengan pimpinan. Nama akan
dikemukakan kepada Tuan-

ku Sultan Selangor dalam
masa terdekat,”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selepas Majlis Rapat Ramadan bersama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i Dewan Jubli Perak,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UK), di sini, semalam.
Jawatan Menteri Besar Selangor bakal dikosongkan
Mohamed Azmin selepas
beliau menerima lantikan
sebagai Menteri Hal Ehwal
Ekonomi dalam Kabinet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susulan kemenangan besar PH
pada Pilihan Raya Umum
ke-14 (PRU14) 9 Mei lalu.
Bagaimanapun, Mohamed
Azmin masih lagi memegang jawatan itu sehingga
Menteri Besar baharu dipilih
dan mengangkat sumpah jawatan pada 19 Jun 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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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gawai Gred 44 dan ke atas dikenakan
10 peratus bantuan khas kewangan kepada THM
Norrasyidah Arshad
news@nstp.com.my
Shah 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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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it raya RM1,000

 17,109 penjawat awam Selangor terima bantuan khas sebulan gaji

eramai 17,109 penjawat awam di negeri
ini bakal menerima
‘duit raya’ apabila Kerajaan
Selangor mengumumkan
pemberian bantuan khas
sebulan gaji membabitkan
jumlah RM31.2 juta sempena Aidilfitri tidak lama
lagi.
Menteri Besa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turut
mengumumkan
bantuan
khas RM1,000 kepada 755
kakitangan di tujuh jabatan
Persekutuan di Selangor.
“Pembayaran
bantuan
khas
kewangan
kepada penjawat
awam
dan kakitangan PerseFAKTA
kutuan berPembayaran bantuan
kenaan
khas kewangan
akan dibuat
dibuat serentak pada
25 Jun ini
serentak
pada 25 Jun
ini.
“Peruntukan ini
dibayar selepas hari raya
AZMIN (empat dari kanan) ketika Majlis Rapat Ramadan bersama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i Dewan Jubli Perak, SUK, semalam.
berikutan kita tidak mahu

penjawat awam berbelanja
berlebihan dalam menyambut Aidilfitri,” katanya ketika berucap pada Majlis Rapat Ramadan bersama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i Dewan
Jubli Perak,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UK), di sini,
semalam.
Dalam pada itu, Mohamed
Azmin berkata, sebanyak 10
peratus daripada bantuan
khas kewangan yang dinikmati penjawat awam gred 44
akan disumbangkan kepada
Tabung Harapan Malaysia
(THM).
“Saya yakin penjawat
awam Selangor yang makmur juga sangat patriotik.
Mereka turut terpanggil untuk bersama dalam usaha
murni mengurangkan beban hutang negara yang ditinggalkan pentadbiran lama.
“Maka, atas semangat
cintakan tanah air, penjawat awam Selangor terdorong menyumbang 10 peratus daripada bantuan
khas kewangan berkenaan
kepada THM. Namun, sumbangan patriotik ini hanya
dikenakan terhadap pegawai Gred 44 dan ke atas,”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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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beri bonus raya sebulan gaji kepada 17,109 kakitangan
SHAH ALAM - Kerajaan
Selangor mengumumkan
pemberian bantuan khas
kewangan sebulan gaji kepada 17,109 penjawat awam
di negeri ini sempena
sambutan Hari Raya Aidilfitri membabitkan jumlah
bayaran RM31.2 juta.

Menteri Besa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turut mengumumkan bantuan khas RM1,000 kepada
755 kakitangan di tujuh
jabatan Persekutuan di Selangor.
"Pembayaran bantuan
khas kewangan kepada

penjawat awam dan kakitangan Persekutuan berkenaan akan dibuat serentak
pada 25 Jun ini.
"Kita beri bantuan itu
selepas raya kerana tidak
mahu penjawat awam
berbelanja berlebihan ketika menyambut Aidilfitri,"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ketika berucap pada Majlis
Rapat Ramadan bersama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i
Dewan Jubli Perak,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di
sini semalam.
Menurutnya,
tu-

juh jabatan itu ialah
Jabatan Pengairan dan
Saliran,
Jabatan
Perhutanan, Jabatan Kerja
Raya,
Jabatan
Pertanian,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Kehakiman
dan
Pejabat
Kamar
Undang-undang

Negeri Selangor.
Dalam pada itu, Mohamed Azmin berkata, sebanyak 10 peratus daripada
bantuan khas kewangan
yang dinikmati penjawat
awam gred 44 akan disumbangkan kepada Tabung
Harapan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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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mpa sultan
hari ini
SHAH ALAM -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berkenan menerima menghadap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bagi
membincang dan menyelesaikan
masalah berkaitan pentadbiran
Selangor di Istana Kayangan hari
ini.
Setiausaha Sulit Sultan Selangor, Datuk Mohamad Munir Bani
berkata, pertemuan itu akan diadakan pukul 11 pagi.
"Ia bagi membincang dan menyelesaikan masalah berkaitan
pentadbiran negeri Selangor sebelum Mohamed Azmin menunaikan
ibadah umrah selama seminggu
bermula 6 Jun ini dan sebelum beliau melepaskan jawatan sebaga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pada 19
Jun ini," katanya.
Kosmo! difahamkan, selain hal
ehwal pentadbiran negeri, Mohamed Azmin berkemungkinan
mengadakan perbincangan termasuk mendapatkan pandangan
daripada Sultan Sharafuddin berhubung individu yang akan dilantik sebaga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yang bah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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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akat pilih ADUN PKR untuk calon MB
Oleh SUHANA MD. YUSOP

SHAH ALAM - Calon Menteri Besar (MB) Selangor
yang akan menggantikan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mungkin bukan dalam kalangan ahli Majlis Mesyuarat
Kerajaan Negeri (MMKN).
Menurut Mohamed Azmin,
kemungkinan itu berasas kerana Pakatan Harapan mempunyai 51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sekali
gus membentuk dua pertiga
kerusi dalam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Bagaimanapun
beliau
mengesahkan calon untuk
MB Selangor adalah daripada
Parti Keadilan Rakyat (PKR)
dan ia telah dipersetujui oleh
semua parti dalam Pakatan
Harapan.
"Ada kemungkinan calon
MB dalam kalangan Exco
tetapi kita perlukan pengganti. Jika (calon) bukan dalam
kalangan Exco, maka kita
tidak perlukan pengganti.
"Bagaimanapun kita sudah mengenal pasti beberapa nama (calon) dan
akan dipersembahkan kepada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MOHAMED AZMIN (tengah) memberikan ucapan selamat Hari Raya Aidilfitri bersama kakitangan awam
Majlis Rapat Ramadan di SUK di Shah Alam semalam.

dalam masa terdekat dan
majlis angkat sumpah sudah
ditetapkan pada 19 Jun ini,"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ketika berucap pada Majlis
Rapat Ramadan bersama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i

Dewan Jubli Perak,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UK)
di sini semalam.
Selangor bakal mendapat
MB baharu apabila Mohamed Azmin akan melepaskan jawatan itu pada 19 Jun
ini untuk menyertai Kabi-

net kerajaan Persekutuan
pimpinan Perdana Menteri,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selaku Menteri Hal Ehwal
Ekonomi.
Mohamed Azmin mengangkat sumpah sebagai menteri
Kabinet pada 21 Mei la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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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batan Sungai Batang Kali bakal
dinaik taraf
BATANG KALI - Jambatan Sungai Batang
Kali di persimpangan Kuala Kubu BharuRawang-Genting Highlands akan dilebarkan bagi mengatasai masalah kesesakan
lalu lintas di laluan tersebut.
Adun Batang Kali, Harumaini Omar
berkata, laluan berkenaan sesak terutama
waktu puncak dan cuti umum disebabkan
faktor jambatan sempit.
Menurutnya, pengguna yang mahu
menyusur ke Genting Highlands terpaksa
berkongsi satu laluan ke Rawang di persimpangan yang mempunyai lampu isyarat itu.
“Ini punca jalan menjadi sesak dan

pada waktu cuti umum, kesesakan boleh
berlaku sepanjang lebih tiga kilometer dari
arah Kuala Kubu Bharu kerana ini juga laluan alternatif ke Ipoh.
“Sebelum ini difahamkan kos naik taraf mengganti dan melebarkan jambatan
tersebut meningkat kepada RM78 juta.
“Kos asal sebanyak RM15.9 juta diluluskan UPE (Unit Perancang Ekonomi)
di bawah Rancangan Malaysia Ke-11 namun kerja pembinaan tidak dapat diteruskan atas syarat ditetapkan Jabatan
Pengairan Saliran (JPS) yang menyebabkan
kos siling meningkat kepada RM78
juta,”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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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on MB bukan dalam kalangan Exco?
SHAH ALAM - Calon menteri besar Selangor baharu
berkemungkinan dilantik
bukan daripada barisan Ahli
Majlis Mesyuarat (Exco)
Kerajaan Selangor.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berkata, tidak mustahil
pengganti beliau akan dipilih
daripada mana-mana Adun
yang bukan Exco negeri.
“Kemungkinanlah (calon) bukan daripada Exco.
Lagipun di Selangor kita ada
51 Adun.

“Namun, jika calon itu
datang daripada barisan
Exco, maka akan ada penggantian Exco baharu. Ia bergantung kepada siapa yang
berjaya menjadi menteri besar nanti” katanya pada sidang akhbar, semalam.
Menurutnya, senarai
nama rasmi calon menteri
besar baharu yang sudah dimuktamadkan akan dikemukakan kepada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dalam masa terdekat.
“Senarai nama dah
ada, tapi yang rasmi
akan dikemukakan kepada Tuanku tidak
lama lagi," katanya
memberitahu calon
tersebut terdiri dalam
kalangan ahli PKR.
Beliau berkata, pemilihan calon juga atas
persetujuan semua
parti komponen
Pakatan Harapan, di

Mohamed Azmin (kiri) menerima buku cenderahati daripada
Pegawai Kewangan Negeri Selangor, Datuk Nor Azmie Diron pada
Majlis Rapat Ramadan Penjawat Awam, semalam.

mana Selangor akan dipimpin oleh PKR.
Kelmarin, akhbar ini
melaporkan senarai nama
akhir calon menteri besar
Selangor yang baharu selesai
diteliti untuk dipersembah-

kan kepada Sultan
Selangor.
Perkara itu disahkan
Mohamed Azmin, namun
beliau enggan mendedahkan bilangan nama akan dikemukakan na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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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min jumpa Sultan Selangor
SHAH ALAM -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berkenan bertemu dengan Menteri Besa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di Istana Bukit
Kayangan, hari ini.
Setiausaha Sulit kepada Sultan Selangor, Datuk Mohamad Munir Bani
berkata, pertemuan itu
dijangka berlangsung
pada jam 11 pagi.
“Pertemuan itu bagi
membincangkan dan menyelesaikan masalah berkaitan negeri Selangor
sebelum Mohamed Azmin
menunaikan umrah pada
6 Jun (esok).
“Ia juga adalah pertemuan sebelum Menteri
Besar Selangor itu melepaskan jawatan tersebut
selepas Hari Raya Aidilﬁtri
pada 19 Jun nanti”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me-

Pertemuan
bincangkan
masalah
berkaitan
negeri Selangor
sebelum Azmin
umrah. "

- Mohamad Munir

dia, semalam.
Sebelum ini, Sultan
Selangor memberi perkenan untuk melantik
Menteri Besar Selangor
yang baharu pada 19 Jun
nanti.
Istiadat pelantikan
dan angkat sumpah jawatan itu akan diadakan pada
tarikh dinyatakan iaitu selepas Hari Raya Aidilﬁtri di
Istana Balairung Seri,
Istana Alam Shah, K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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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ap MB baharu jujur, telus
Calon dapat
perkenan Tuanku
paling layak jadi
MB Selangor
HASNIZA HUSSAIN

SHAH ALAM

S

esiapa sahaja yang bakal
dilantik Menteri Besar
Selangor yang baharu pasti
adalah calon paling layak untuk
menggalas amanah tersebut.
Timbalan Pesuruhjaya Pas
Selangor I, Datuk Dr Ahmad Yunus
Hairi berkata, calon tersebut se-

mestinya yang terbaik tambah lagi
beliau adalah calon yang mendapat
perkenan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Setiap menteri besar mempunyai caranya yang tersendiri...
tapi apa yang penting, jangan sesekali dia tidak menghormati men-

AHMAD YUNUS

teri besar sebelumnya.
“Semoga menteri besar baharu
adalah seorang yang jujur, telus dan

bertanggungjawab," katanya ketika
dihubungi Sinar Harian, semalam.
Katanya, beliau juga berharap
menteri besar baharu juga akan
membelanjakan kewangan negeri
dengan penuh berhemah dan tidak
meminggirkan pembangunan hal
ehwal Islam di samping pembangunan lain.
Sultan Sharafuddin sebelum ini
memberi perkenan untuk melantik
menteri besar Selangor yang baharu pada 19 Jun nanti dan angkat
sumpah jawatan akan dijalankan
di Istana Balairung Seri, Istana
Alam Shah, Klang.
Dalam pada itu, ketika mengulas siapakah calon yang diﬁkirkan
layak untuk menjadi pengganti
Mohamed Azmin, Ahmad Yunus

info
MB baharu Selangor adalah
calon benar-benar layak
menggalas amanah tersebut
dan mendapat perkenan sultan
bagaimanapun enggan mengulas
lanjut.
“Ada tapi nanti subjudis... Lebih
baik tunggu saja keputusan Tuanku,
“katanya.
Sebelum ini, terdapat tiga nama
yang sering disebut sebagai calon
menteri besar Selangor iaitu Adun
Sungai Tua, Amiruddin Shari,
Adun Sungai Kandis, Shuhaimi
Shaﬁei dan Adun Seri Setia, Prof Dr
Shaharuddin Badarud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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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pelajar asnaf dan mualaf terima sumbangan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berkenan menyerahkan sumbangan raya.

BANGI –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berkenan berangkat
hadir ke Majlis Berbuka
Puasa (Ihya’ Ramadan) Duli
Yang Maha Mulia bersama
rakyat di Kolej Universiti
Islam Antarabangsa Selangor
(KUIS), di sini, semalam.
Majlis yang turut dihadiri
oleh, Hal Ehwal Agama Islam,
Pendidikan, Pembangunan
Modal Insan, Sains, Teknologi
dan Inovasi, Dr Shaharuddin
Badaruddin,
Exco
InfrastrukturdanKemudahan
Awam,PemodenanPertanian
Dan Industri Asas Tani, Ir
Izham Hashim, Ahli Parlimen
Hulu Langat, Hasanuddin
Mohd Yunus dan Pengarah
Jabatan Agama Islam
Selangor, Datuk Haris

Kasim.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berkenan menyerahkan sumbangan raya
RM116,500 kepada 233 pelajar asnaf Kolej Universiti
Islam Antarabangsa Selangor
(Kuis) dan saudara baru ketika Majlis Ihya’ Ramadan
tersebut.
Majlis diteruskan dengan
alunan bacaan ayat suci alQuran dan majlis diakhiri
ucapan Rektor Kuis Prof.
Madya Datuk Dr Ab Halim
Tamuri.
Abd Halim memaklumkan perkembangan semasa
dan kemajuan yang telah dicapai oleh KUIS sejak awal
penubuhannya pada tahun
1995.
“Pada tahun ini, Kuis ba-

kal melahirkan seramai 1,968
graduan dalam pelbagai bidang yang mana ianya merupakan jumlah kelahiran
graduan paling ramai berbanding tahun sebMenurutnya, Kuis akan melahirkan
dua graduan sulung PhD,
dalam bidang PhD
Islamiyyat.
“Ini membuktikan bahawa Kuis mampu melahirkan
cendekiawan dalam bidang
Doktor Falsafah, seiring dengan perkembangan semasa
dunia Islam,” katanya.
Kuis menawarkan beberapa program baharu seperti
program Asasi Bahasa
Inggeris, Ijazah Sarjana Muda
Pengurusan (Industri Halal)
dan Sarjana Muda Syariah
dengan Muamal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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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li majlis MPAJ
letak jawatan
PANDAN INDAH – Seramai tujuh
Ahli Majlis Perbandaran Ampang
Jaya telah meletakkan jawatan,
selepas PRU14 lalu.
Yang Dipertua MPAJ, Abd
Hamid Hussain berkata, antara
Ahli Majlis MPAJ yang telah meletakkan jawatan adalah, Meor
Rithuan Mohamed Said, Abdul
Jalil Hasan, Wan Hasrina Wan
Hassan, Azlan Maddin, Ramli Md
Said dan Omar Tahar.
“Manakala calon pada
Pilihanraya Umum (PRU 14) lalu,
Sharifah Haslizah Syed Ariﬃn telah meletakkan jawatan sebelum
PRU,” katanya.Abd Hamid berkata, pihaknya sedang menunggu
jawapan rasmi daripad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untuk tindakan
lanjut.
“Walau bagaimana pun kita
beranggapan mereka telah meletakkan jawatan secara rasmi.
Saya berharap 16 Ahli Majlis MPAJ
yang masih berkhidmat agar bersama membuat pemantauan di
kawasan Jawatankuasa Penduduk
(JKP) yang telah ditinggalkan oleh
tujuh Ahli Majlis berkenaan,”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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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saving decision
The recent move by the Government to do away with the Residents Representative
Committee (JPP) in Selangor has drawn mixed reaction. However, most feel it is
acceptable given the urgent need to cut budgets.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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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ew (left) has been serving t h e c o m m u n i t i e s of Kinrara and Puchong as Zone 14 JPP chairman. Picture s h o w s him
assisting Taman Bukit Kuchai residents during a w a t e r disruption. — filepic

Coming to terms with
disbandment of JPPs
By GRACE CHEN, NOEL FOO and
KATHLEEN MICHAEL
metro@thestar.com.my

Locals accept austerity move but recognise
committee's role in helping community

THE disbandment of Residents'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JPP)
as announced by Prime Minister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has
drawn mixed reactions from the
community.
While many are in support of
the austerity measure, others recognise that the committee has
done its part in helping the community.
StarMetro spoke to stakeholders
in four districts to get their views
over the move.
Kajang

Among those supporting the move
was Kajang Municipal councillor
Lim Kim Eng, based on her experience with 36 residential areas as
chairman of the Residents'
Representatives Council (MPP) for
Zone 20.
Lim said many residents were
not aware of the JPP's presence in
their community.
"They neither attend meetings
with residents nor have an office,
and residents' complaints are
passed back to the councillors to
handle.
"I feel that since JPP chairmen
receive up to RM800 monthly each
as allowance, they should address
some of the complaints instead of
leaving them all to the councillors," she said.
JPP was founded by the Urban
Wellbeing, Housing and Local
Government Ministry (KPKT), serving as a bridge between residents
and local councils especially in
solving local issues.
JPP was launched by former
prime minister Datuk Seri Najib
Razak in May 2015. To monitor
JPPs, MPP consisting of JPP chairmen and chaired by a person
appointed by KPKT was then
established.
However, the Selangor state government also had in March 2003
launched the Resident

Cheng ( f o u r t h f r o m
left), w h o w a s Zone
8 JPP chairman, at a
lantern festival in
Hulu Langat last
year organised by
the committee with
t h e help of several
NGOs.

Representative Council (MPP) in
Shah Alam, and subsequently
instructed all local authorities in
the state to form MPP. Each MPP
receives funding from its respective local authority.
On the other hand, former Zone
8 JPP chairman Jackie Cheng Tin
Sun, whose purview included 42
residential areas in Sungai Chua,
felt it was unfair to tar everyone
with the same brush.
"Whether or not a JPP chairman
takes an active role in his community depends on one's character.
Some are very active, some are
not," he said.
Among the many activities he
organised since 2015 were festive
gatherings and crime awareness
seminars, and he also highlighted
residents' grievances including
houses damaged by construction
of sewerage pipes.
Nevertheless, Cheng said the

axing of the monthly allowance
would not affect his involvement
in community work.
"I have been an active member
in several NGOs before I was
appointed a JPP chairman, I will
continue helping the community
through these bodies," said Cheng.
Sepang

Over in Sepang, Zon 4 JPP chairman Mohd Taufiq Hillary Abd
Rahman Millie, said he would take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decision
to disband the body positively.
"I am going to take some time
off to relax," he said, noting that he
secured a RM700,000 allocation
from IMalaysia Maintenance
(TP1M), to be used for repairs and
maintenance of four apartments
in Taman Mas here.
As a person who has been serving the community since 2015
before he took on the position in

2017, Mohd Taufiq said the allowance came in handy especially for
travelling expenses.
Taman Taming Emas Residents
Association chairman Ho Yon Kow
said having an extra representative to forward their grievances to
the local authority was a good
thing.
"Although residents can
approach the councillors, they
may be too busy to attend to
everyone. Therefore, the JPP still
plays a useful role," said Ho.
Taman Putra Prima Fasa 2A
Residents Association president
Terence Choong said although
some felt JPP was a political agenda by Barisan Nasional, there was
no discounting the fact that it had
served as a platform for residents
to highlight their issues, as local
councils were more likely to pay
attention to representatives of a
larger segment of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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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qigong event in Hulu Langat organised by Zone 8 JPP in Kaj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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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hd Taufiq secured a RM700,000
allocation for maintenance of four
apartments in his capacity as the
Zon 4 JPP chairman.
S u b a n g Jaya

Residents of Puchong and Kinrara
are used to turning to Zone 14 JPP
chairman Lawrence Chiew for
help to solve issues in the township, many even called him "one
of the most hardworking people".
Chiew started out as a secretary
for Zone 14 JPP when the body
was founded in 2016.
"My office was always open to
residents. They were very happy
because they did not need to send
an email, they could just call me
on my phone," said Chiew.
"Even residents from other
zones will call me, and I would
always listen to their complaints."
From issues such as faulty lamp
posts to collapsed drains, faulty
traffic lights, potholes, overgrown
trees and flash floods, residents
found it more convenient to send
their complaints with photos to
Chiew over WhatsApp.
Chiew would then visit the complainants, call for press conferences and the ensuing news reports
almost always prompt immediate
action from the local authorities.
As for the RM800 monthly
allowance, Chiew said it was not
enough to bear the costs of solving
public issues.
Chiew lost to Kinrara incumbent
assemblyman Ng Sze Han in the
14th General Election.
As much as he wanted to continue helping residents despite the
Government's plan to scrap the
programme, he feared he might
not have the avenue anymore.
"The council and other agencies
respected me as JPP chairman. But
now they will ask me, 'Who are

Jackie Chew (centre) and her team are active in addressing problems such as faulty traffic lights in Kota Kemuning.

you'?"
"What can I do? I can't use any
position to get complaints solved
now.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me to
help anyone now," he said.
However, he said he accepted
the decision, acknowledging the
Government's reasoning to save
costs.
Nevertheless, he said that his
office in Kinrara would be kept
open to residents for now.
"My heart is to serve and help
people, so I would like to continue
doing that," he said.
One of the residents that Chiew
helped was Daniel Tan, 49.
Tan supported the body's disbandment, saying that belt-tightening measures were necessary to
cope with the nation's debts and
financial situation.
"However, I can vouch that
Chiew is a hardworking man who
does what he says he would do,"
said Tan, adding that it would be a
bonus if the Government could put
him in a position where he could
continue serving people.
Shah Alam

The abolishment of JPP will have
minimal effect on the Shah Alam
City Council (MBSA), which has a
state programme called the
Residents' Representative Council

(MPP) instead.
MBSA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head Shahrin Ahmad said
there were 24 MPP zones, each
headed by a councillor.
Similar to JPP, the MPP bridges
the gap between council and residents, channelling residents'
grouses to the council and getting
residents involved in council
events.
The MPP in Shah Alam was set
up in March 2003.
MBSA councillor and Zone 17
MPP chairman Foong Saik Hoong
said his committee was made up
of 18 active members who were
representatives from residents'
associations, party representatives
and non-government organisations. Zone 17 MPP consists of
Section U3,U6 and U7.
"The councillor selects who can
be part of the committee and there
should be no more than 24 members. The committee meets every
month," he said.
"The committee members will
relay any problems residents face
and help send out invitations for
functions organised for residents,"
he said.
Foong said the committee was
given a yearly budget of RM60.000
and an additional RM5,000 for festive celebrations.

He said the money was largely
used to organise gotong-royong,
awareness campaigns and for contribution to community functions.
They also organise celebrations
like Mooncake Festival and buka
puasa events.
Kota Raja Wanita MCA chief
Jackie Chew, who is also Zone 26
JPP chairman, said her involvement in helping residents would
depend on party elections this
year.
"We will concentrate on that
first and then look into setting up
a community service centre once
we get direction," she said, adding
that she had been serving the community for 12 years.
Chew said the plan now was to
monitor and scrutinise government policies.
Among her contributions were
raising the need for an additional
school in Kota Kemu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school began
before GE14.
She added that her team was
active in highlighting the state government's inefficiency in addressing problems in Kota Kemuning
such as the flooded carpark in
Jalan Anggerik Vanilla AD 31/AD,
traffic jam at the Kota Kemuning
roundabout, potholes and Chinese
school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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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K WASTE COLLECTION
The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SJ) is providing free bulk waste collection for those living in landed property now until June 14 in conjunction
with Hari Raya. The council will provide
bulk waste collection for residents living in flats, apartments and condominium based on request on June 9 and
10. For details, call the council's waste
management department at
03-80267433/7431/7430/3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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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going MB also announces Raya 'bonus'
ByWANI MUTHIAH
wani@thestar.com.my

SHAH ALAM: As Selangor inches closer to
the unveiling of a new man at the top, Mentri
Besar Datuk Seri Azmin Ali bade a fond farewell to the state's 17,109 civil servants with a
. Shakespearean quote.
"My ties with the state's civil servants are
not just official but are of love and affection...
like Brutus telling his wife Portia, "You are as
dear to me as the ruddy drops, that visit my
sad heart'," Azmin said in his speech, referencing Shakespeare's Julius Caesar.
Azmin, who was mobbed and given a rock
star reception, also brought cheer to the civil
servants w h e n he announced a one-month
salary as special Hari Raya payment, while
employees of federal agencies and departments in the state will receive RM1,000 each.
Azmin is giving up his second term as the
state's top executive to become the Economic
Affairs Minister in the Federal Cabinet.
At 11am today, Azmin will have an audience with Selangor Rule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at Istana Bukit Kayangan here.
"This important meeting is to discuss and
resolve the issue regarding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before the Mentri Besar leaves for a
week-long umrah on June 6 (tomorrow), and
before he relinquishes his duties on June 19,"
the Sultan's private secretary, Datuk Munir
Bani, said in a statement yesterday.
Azmin said although his new role as the
nation's Economic Affairs Minister was challenging, he would be able to make his ministry successful given his past experience in the
Education Ministry, Finance Ministry and
Prime Minister's Department (referring to his
pre-PKR days).
"I will formulate a strategic direction to
help place Malaysia at the top of the region's
economy again," he said.
Earlier in his speech, state Financial Officer
Datuk Nor Azmie Diron said it was sad that
Selangor was losing its valuable asset who had

successfully built the state the last four years.
Speaking to the media later, Azmin said the
candidate to replace him has been selected
and discussions are ongoing.
"I have been having discussions with the
party leadership and we will be formally
informing His Majesty of this soon," he said.
On May 30, the Selangor palace set June 19
for the swearing-in of the new mentri besar at
Istana Alam Shah in Klang.
Azmin said the new mentri besar could be
from among the PKR exco members or one of
the party's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In line with the Selangor state constitution,
the mentri besar must be a Malay and Muslim
and due to various religious activities, also
has to be male.
Currently, the PKR Malay male exco members are Sungai Tua assemblyman Amirudin
Shari and Seri Setia assemblyman Prof Dr
Shaharuddin Badaruddin.
Other potential PKR candidates are Dr Idris
Ahmad (Ijok), Hilman Idham (Gombak Setia),
Syamsul Firdaus Mohamed Supri (Taman
Medan), Mohd Khairuddin Othman (Paya
Jaras), Shatiri Mansor (Kota Damansara),
Najwan Halimi (Kota Anggerik), Azmizam
Zaman Huri (Pelabuhan Klang), Mat Shuhaimi
Shafiei (Sungai Kandis) and Borhan Aman
Shah (Tanjong Sepat).
However, sources say 38-year-old Amirudin
is the man.
Meanwhile, skills training organisation
MySkills Foundation director S. Pasupathi said
an additional Indian is necessary to look into
the various social issues faced by the community, as he urged PKR to appoint an Indian as
the replacement exco for Amirudin.
PKR's only Indian assemblyman in Selangor
is Sentosa's elected representative Gunaraj
George.

Watch the 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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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ILFITRI BONUS FOR
CIVIL SERVANTS
SHAH ALAM: Selangor Mentri Besa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announced an Aidilfitri special payment
of a month's salary for 17,109 state civil
servants, to be paid on June 25. He said
the payment involved a total of RM31.2
million. Mohamed Azmin also said 755
civil servants of seven federal agencies in
the state would be paid RM1,000 each,
also on June 25. He was speaking to
reporters after attending a Ramadan
event with civil servants.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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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ONTH BONUS

Festive cheer for 17,109 Selangor
civil servants
He said 10 per cent of the
SHAH ALAM: The Selangor
The
special allowance for Grade
government will give 17,109
allowance
44 civil servants and above
civil servants in the state a
would be channelled to
month’s salary in conjunc- will be given after
tion with the Hari Raya Hari Raya Aidilfitri Tabung Harapan Negara.
“I believe civil servants in
Aidilfitri celebration.
because we do not
Selangor are patriotic. They
Menteri Besar Datuk Seri
are assisting us in this efAzmin Ali said 755 employ- want civil servants
fort to reduce the previous
ees at seven federal agen- to overspend for
administration’s debt.
cies in the state would re- the celebration.
“So, they will contribute
ceive RM1,000 each.
10 per cent of their alHe said the allowance, DATUK SERI AZMIN ALI
lowance to Tabung Harawhich totalled RM31.2 mil- Selangor menteri besar
pan Malaysia. However, this
lion, would be disbursed on
contribution applies only to
June 25.
“The allowance will be given after Hari Grade 44 civil servants and above.”
The fund, which was set up a week ago
Raya Aidilfitri because we do not want
civil servants to overspend for the cel- to help the government reduce its debt,
ebration,” he said at the “Majlis Rapat has collected RM30 million to date.
Last year, the state government anRamadan bersama Menteri Besar Selangor” programme at the Selangor state nounced a special Raya allowance of two
months’ salary for its civil servants.
secretariat building here yeste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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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ANT POST

AZMIN: NEW MB MAY
NOT BE EXCO REP
PKR has candidates
but has not
proposed them to
sultan yet
NORRASYIDAH ARSHAD
SHAH ALAM
norrasyidah@nstp.com.my

D

ATUK Seri Azmin Ali’s
successor as Selangor
menteri besar could be
someone who is not an
executive councillor.
Azmin, who is economic affairs
minister, said it was possible,
considering that the state had 51
Pakatan Harapan assemblymen.

He said if his successor was an be a PKR member, as agreed upexecutive council (exco) member, on by all the parties in PH.
On Thursday, Azmin and PKR
then a candidate would have to
be found to take over that exco de facto leader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were granted
member ’s portfolio.
an audience with Sul“If (he or she) is not
tan of Selangor Sultan
from the exco line-up,
Sharafuddin Idris
then there would be
Shah.
no need to find a reAmong the issues
placement. We have 51
discussed was Azmin’s
assemblymen in Sesuccessor.
langor. We have idenAzmin is vacating
tified (possible successors) and held
the post after being
talks with the (PH) Datuk Seri
appointed economic
leadership. We will Azmin Ali
affairs minister by
propose to the SelanPrime Minister Tun
gor ruler soon. We have several Dr Mahathir Mohamad.
candidates, but we have not proHe will hold the position until a
posed them to the sultan.”
new menteri besar is sworn in on
Azmin said his successor would June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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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旅游景点的阿罗街，其后巷也遭外劳滥用。

1

•商家在
i
后巷摆放各种物
品，承包商也难以
进人展开例行的
清理工作 o

”

Loh 面

火火
早I下田宋

1

•善用后
巷空间变为泊
车位，能改善
泊车位不足的
% 问题。《

(加影3日讯）商业区后巷遭滥用
已成常态，从洗涤台、小仓库甚至
扩建成小厨房，导致后巷不再成为
方便公众的捷径，更阻碍承包商展
开例常品清理工作。

•士拉央市议员游佳豪
_^直都接获投诉，
商家霸占后
巷，连承包商也投【
诉无法进入展开例\v_ ： ^‘ vt'-f
行清理工作。
面对这些违例举1
动，首次会发出警告要
求自行清除，若
重犯就会开出罚
单。
i改善这种常
见的问题，单靠市议会是难以完成， 商家
还是要给予高度配合。
•在后巷没有多余阻碍物下，承包商才能自由前去清理。

•梳邦再也市议员叶国茉
/丨、人会路经后巷，所
少以这些空间都被
商家“善用”，甚至f
驅
成为趋势。
数条在蒲种肯纳里•
商业区的后巷，经添上二‘
壁画后已改善问题，惟，
这计划是翻；-料的
部署，最主要是得到
商家配合。
估计以上商业区
内，还有近25%商家没遵守指南，市议会
只能软硬兼施地逐步改善。

發警告或充公
•巴生市议员李富豪
A家滥用后巷最严重的问题是进行洗涤，
同甚至烹妊.些汽车维修厂则扩建到后
巷，形成另一个工作坊。
面对这些违例举动，市议会能发出警告或
充公商家的物品，进一步行动则可以提控上
庭。
°为解决这些常见问题，民间团体能提议在
后巷进行市集或其他文化活动，而市议会
把数个市区后巷改为泊车位，取得不错的效
果。

受访市议员说，地方政府欢迎民间团体
给予不同点子，例如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
下，把后巷变为小市集。
他们指出，壁画的确是不错的计划，可
惜这计划需要较长的时间，尤其是说服使
用后巷空间的商家。
他们直言，不少商家已愿意做出改变，
当然也有小部分的还是我行我素，持续霸
占后巷。

04 Jun 2018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Page: C1,C3 • Printed Size: 2715.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53,555.00
PR value: MYR 160,665.00 • Item ID: MY0032771313
Provided for client's internal research purposes only. May not be further copied, distributed, sold or publish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copyright owner.

Page 2 of 2

後巷搭廚房設倉庫
取締後又死灰復燃1
对各地地方政府而
言，商家使用后巷已
形成趋热.常犯者名
数是饮食业或汽车维修厂，&使执法队率
队前去取缔，但不久后又会死灰复燃。
《中国报》到数个商业区巡视时，发现
大部分后巷都被占用，其中一区的橫巷更
直接摆满桌椅，乍看下并不发觉原是一条
巷子。
受访的市议员坦言，后巷被滥用是各地
会发生的问题，执法队通常能采取的程序

•文接C1

•蕉赖斯嘉镇商业区部分后巷，并没出
现被滥用的情况。

影響整體交通
•May (50岁，商家）
々前已向市议会投诉某条橫巷，被其他
夂商家霸占的问题，惟执法队伍前来取
缔后又死灰复燃。
双溪龙属单向道，后巷被滥用会影响整
体交通，且部分后巷更被人随意扔丟垃
圾。

•后巷出现洗涤台，是最常见的问题。
是发出通告、充公物品，再进
一步行动是提告业者上庭。

尋求解決方法

他们说，市议员一直收到公
众，投报后巷被滥用的问题，
连承包商也会反映，
无法进入清理沟渠或
铺路。
旦承包商工作
被阻，执法队伍就会
lllj去执法。”
他们强调，后巷必
须保持通畅，当初业
者申请执照时已清楚
这条例，可惜多人仍
选择违例。
有者指出，市议会
曾想过大刀阔斧整顿
这些问题，但考虑到
会引起大反弹下，唯
有选择逐步改善问
题。
“要改善这些问
题，最主要还是阅家
肯配合，这样就能事
半功倍。”

•加影市议员林金瑛

7^市议会管辖区内，皇冠城、锡米山或万宜的商业区，
是后巷被霸占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在前方属“死路”的情况，加上不影响交通和卫生下，
商家是能够申请使用后巷，但至今只有2区有做出合法申
请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允许商家使用部分后巷，那是因为对
方肯遵守条例，在加影方面，市议会仍在辱：求全面的解决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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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洞基督教卫理公会捐出3万令吉捐款给大马希望基金，由林志强
(左3起）移交给杨巧双。左起为王培荣、莫泽川、林立迎（左5)、
蔡宗荣（右2起）及蔡秋发。

基督教衛理公會華人年議會

料籌百萬_
(吉隆坡3曰讯）大马基督教卫
理公会华人年议会加入捐款救国行
列，预计将筹得100万令吉给大马
希望基金。
甲•基°督教卫理公会执事会主席
王培荣指出，该会今日将筹获的3
万令吉，透过候任甲洞区国会议员
林立迎及泗岩沫区国会议员杨巧双
交给财政部。
他今日出席移交仪式时说，该会
响应年议会呼吁，向教友发动募
款，为债台高筑的国家尽绵力，捐
助款项，以协助国家渡过难关。
出席仪式者包括甲洞基督教卫理
公会会友领袖林志强、牧师莫泽
川、林立迎助理蔡秋发及蔡宗荣。

王培荣说，虽然他们无法帮助国
家偿还国债的天价数额，但希望所
捐出的款项，能协助国家用在各有
用的方面，如教育或医药发展。
此外，林立迎强调，该基金银行
户头是希盟政府回应人民发动全民
募款的行动所开设，主要是杜绝有
人趁机混水摸鱼。
杨巧双则指出，该公会并非盈利
团体，却主动向教友发动筹款，令
女也感动。
如I说，人民的捐款是对国家爱国
的体现，因大家除了缴税和履行人
民的责任，也捐献给国家，这是人
民对国家爱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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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举小學70週年校慶
(巴生3日讯）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
章钦暗示，候任适耕庄州议员黄瑞林或
许会有更尚的成就。
“黄瑞林是巴
生加埔英华学校
的校友，如今是
声名远播的州议
员，这是该校的
骄傲，但或许在
不久的将来，他
将迎来更高的成
就 “
’ ^章钦也是候
任巴生新城州议
员。他昨晚在英
华小学70周年校庆晚宴上致词时这么
指出，并宣布拨款5000令吉给该校。

支持華小發揚華教
邓章饮说，我国有许多历史悠久的
华小，这些华小都必须得到支持，才
能让华教在我国继续发扬光大。

“一所华小要走过TO年的历史不容
易，尤其位于乡区的华小，有者更逐
渐成为微型华小，甚至被迫迁校。”
大会主席林军泛说，为了教育学
生，教师必须付出更多的精神与毅
力。
他说，教师肩负为国家栽培栋梁的
责任，所以教师必须时时自我提升。
他指出，在各界热心人士支持下，
让该校70周年校庆顺利举办，也让该
校的设备能提升，造福莘莘学子。
该校校长冯清壮说，该校3机构希
望能购买隔邻地段作为兴建礼堂的用
途，希望校友、热心教育人士能给予
支持。
出席者包括该校副董事长拿督斯里
颜华顺、家协主席陈隆兴、筹委会主
席洪文德及巴生县华校督学陈义骏
等。

小学70M1年庆

黃瑞林：英華有賴華社支持
•巴生加埔英华小学70周年校庆的嘉宾，前排左起为林军泛、洪文德、颜华顺、黄
瑞林、邓章钦、陈隆兴、陈义骏及冯清壮。

热心人士带动下，英华才能茁
壮成长，走过70年岁月。
他说，如今的英华小学，不
只规模日益壮大，学生也越来

越多。
他指出，雪州政府自2008年
易权后，采取开明、公平的态

度对待各源流学校，包括华
小、淡小及宗教小学等。
他说，州政府在每年的财政

预算案，都会制度化地准备400
万令吉拨款，供州内华小申
请
1也宣布拨款2000令吉给该校
作为活动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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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球（左4起）带领团队会见莎丽娜提交道路安全备忘录。左2起为雷健强、张
联成、戴祖兴（左7)及蔡志雄（右4)。
(沙叻3日讯）双溪
比力区州议员刘天球联
同雪邦市议员雷健强、
前市议员张联成、雪邦
村长戴袓兴与双溪比力
村长蔡志雄，拜会雪邦县公共工程局主
席莎丽娜哈山提交道路安全备忘录，
以互相配合解决区内问题。
刘天球说，目前正逢雨季，甘榜金
昌、沙叻蒂莎么柏地花园、甘榜吉金及
雪邦大街上周面对水患问题，因此要求
原定每6个月的清理和挖洗大沟工作改
为每3个月一次，同时把沟床挖深避免
大雨造成积水无法及时排流弓I发水灾。
“云顶纸厂到直落万茂长20公里的道
路是雪州政府的工程，这项耗资1亿300
万令吉的工程将于明年初招标，双溪比
力国小直通丽雅花园位置，也将兴建一
座桥橫跨雪邦河联系雪州双溪比力和森
州武吉不兰律两岸，现有的渡轮服务还
是保持，有望发展为旅游亮点。”

加強監督承包商
他指出，目前处在扩建4通行道的B4
州际公路（雪邦到拉务再也百万村）预
定2020年竣工，要求工程局加快速度缩
短道路铺设期，让道路使用者早日脱离
塞车之苦。
至于早k因为中央政府和州政府没有
达到共识，导致歌打瓦砾山迷失公路工
程迟迟无法动工，他说计划有待研究，

•刘天球（左起）和戴祖兴早前到渡头了解情况，并指桥
建好仍会保留渡轮服务，以发展为旅游亮点。
将和雪邦市议会面洽讨论道
路走向，有了初步共识后才
会见公共工程局、发展商以
及机场公司等造商讨下一步
策划。
“双溪比力智明华小前路
口安全问题困扰居民多年，
我们要求工程局在由路口到
马来小学前路段，铺设减速
线和置放黄色安全指示灯，

双溪比力到雪邦布特拉花园
的路段会添加路灯，其中减
速路段刷上反光白线，加快
提升道路安全。”
莎丽娜说，工程局积极和
加强监督联邦政府和州政府
承包商表现，只要有不合格
报告就会开出罚单，每张罚
单的罚金是2千令吉，藉此督
促承包商认真进行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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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動雪蘇丹伉儷
阿茲敏感性告別
(鹅唛3曰讯)卸任的雪州州务大臣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在“告别”雪州人民
的活动上哽咽感谢雪州苏丹沙拉夫丁，
感性致词触动殿下伉倆，不禁红了眼眶
拭泪。
阿兹敏阿里昨晚陪同苏丹殿下伉個到
鹅麦清真寺与民开斋，临别秋波，他在
致词时感谢殿下让他有机会领导雪州
时，一度哽咽及拿出手帕拭泪。
“我很高兴有机会在殿下威严统领
下，为雪州人民服务和献力，然而每一
个新的开始，终有结束的一天，这是自
然界现象和我现有的生活。”
“在我的人生中，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如此沉重的选择；雪兰莪是我的心，而
国家则是我的灵魂和心脏。”
他也感谢苏丹殿下在他领导雪州时给
予指引和劝告，也让他2届出任_州大
臣，更给予他机会在分叉口做出选择。
“雪州是我的心血，但国家也是臣的
灵魂，臣感到很感动，可以得到雪州人
民，尤其是公务员及年轻人的支持，让
臣可以继续领导雪州。”
他坦言对雪州的热爱，无与伦比，也
无法取代。
当阿兹敏说出这番话时，苏丹沙拉夫
丁殿下伉麵及现场民众都被感动。

•阿茲敏致词“告别”雪州人民。
阿兹敏阿里也向雪州人民派“定心
丸”，指雪州目前的行政管理处于最佳
状况，人民不需担心谁出任新任大臣。
他获得首相敦马哈迪医生钦点入阁担
任经济事务部长，在决定上京之後，也
获苏丹殿下御准卸下雪州大臣职。
他即将在6月19日卸下雪州大臣一职，
昨晚他最後一次以大臣身分陪同沙拉
夫丁殿下与民开斋，场面充满伤感及不
舍。

Page 1 of 1

04 Jun 2018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Page: A10 • Printed Size: 201.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3,965.00
PR value: MYR 11,895.00 • Item ID: MY0032772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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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子民買布為太夫人戴孝
；佛子民陆续到布庄买布，准备为柔佛王室太夫人卡宋阿
=都拉戴孝，以示效忠和尊敬。
柔佛王室理事会于
周六（2日）发布太
夫人卡宋阿都拉薨逝
的消息，并促请柔
佛子民在下葬日当
天戴孝。为了以示对
柔佛王室的尊重，自
周A下午起，民众开
始到布庄购买3寸宽
黑布，为已太夫人戴
孝。
卡宋阿都拉是柔佛
苏丹依布拉欣的母
后，长居英国的她于
周五晚上在英国伦敦
薨逝，享年83岁。
柔佛王室让州内子
民选择性戴孝，因此
州内一些布庄特缝制
3寸宽的黑布，放在
店内售卖。
(摄影：张来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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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财政部长特别官员
潘俭伟 王建民博士

王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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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牛津右剑桥^
当希盟第一批出炉的部长，于5月22曰各自前往掌权的
部门上任吋，财政部自然引起老百姓关注。那一天，在财
政部面子书上载的照片里，一众网民不只是把焦点聚集在
新科财长林冠英身上，与此同吋，陪着他报到财政部的身
边两位猛将，正是候任雪州白沙罗国会议员潘俭伟和雪州
万宜国会议员王建民博士！
些懂他们两人来时路的网
民，马上想像出“左青龙，
右白虎”的画面，但是，这个带
点江湖味道的文字并不太适合用
在两人身上，更正确的说法是：
“左牛津，右剑桥” ！照片所见，
左边的潘俭伟毕业于英国牛津大
学(Oxford University)哲学、
政治及经济系学士学位，右边的
王建民则是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
(Cambridge University)经济学硕
士和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
政治科学博士学位，双双皆是世界
顶尖大学的毕业生。
在面子书下留言的网民，有者戏
言，背着背包的潘俭伟像个学生第
一天要上课去了；至于身材高大又

顶着个光头的王建民，网民说他像
来自北京的保镖；更有人写到，这
个画面与美剧�Suits�（金装律
师）的场景有几分相似，若说“书
中自有黄金屋”，那么，高学历的
他俩岂不是名符其实的“金装财政
师” 了吗？

野党政治工作者，迄今实现治国梦
想的来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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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交给讲师，批改后才有个讨论，完成讨
论以后就表示一个课题解决了。”
后来他发现，这种学习方式无疑在增加一
个人的独立性，以及思考和寻找资源的能
力，“在面对不懂的东西时，得自己去挖、
去找。”三年的牛津读书生涯，it他有过不
一样的真正学习，并在往后的岁月派上了用
场。
“毕业后，不论是在顾问公司上班、当上
企业家抑或政治工作者，不论面对任何新的
问题，都懂得如何去钻、去寻找答案。”人
生最牛不就是“问题来到面前，没有解决不
了的”吗？牛津给他上了一堂人生的课！

I潘俭伟与王建民博士陪同财政部长林冠英第
-天上班的这张照片，引发网民的纷纷讨论。
(此图取自财政部面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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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民主行动党雪州主席、宣传主任的潘
俭伟，本届大选再度披甲上政治沙场，并于
白沙罗国会议席中以10万6903张多数票，创
下大马最多的多数票纪录，这成绩很牛逼，
而他从世界上最“牛"的牛津大学出身，这
所大学到底“牛”在哪里呢？
来自柔佛州荅株巴辖郊区一个鸡农家庭的
潘直言：“小时候住在甘榜，哪里听说过牛
津，当时，只知道新加坡比较先进。”后
来，他获得亚细安奖学金前往新加坡莱佛士
书院及莱佛士初级学院完成A水平考试。
“在这段时期，认识了老师和朋友，方知
道美国有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英
国有牛津这种学校。”他最终奔向了誉满全
球的牛津大学，“在那里，我最重要的学习
是思考能力，那就是不管面对什么课题与问
题，我都有本事寻找方案来解决》”
尚记得，当时的其中一个科目是政治，他
虽然在英国念书，但是，其中一个学习项目
是谈法国政治与历史，并且要他们找出4•年
代法国政府失败的原因，他非常懊恼，心里
暗想：“这与我有何关系呢？”过去，他只
读过大马和东南亚历史，甚至不曾听说那个
年代法国政府的名字。
“可是，我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讲师只
给了一个题目和一个阅读列表，我必须在限
定的时间内把所有参考书读完，再写出一个

他俩受委为财长特别官员，助财
长一臂之力，正当全民通过新政府
设立的希望基金捐款救国，两人以
不领薪资出任此职位长达半年，有
此仗义之士、之事，自然得邀请他
们做客《架势堂》，谈名牌大学的
“镀金”经验，再从私人界转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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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功夫深勿！
『右后，当我们把话锋转向王建民念过的
剑桥大学之际，他却因为只在这所大
学待过一年时间而没有过多的着墨’倒是
对莱佛士学院和杜克大学的求学之路，有
稍微多一些些感受。
他跟潘有类似的教育经历，同样获得新
加坡亚细安奖学金，在莱佛士书院（中
学部）和初级学院就读•和A水平考试，
“但，他（潘剑伟）比我老几年啦！”博
士的偶尔脱口而出，笑翻了全场人。
在这段初到莱佛士的教育之路，他才知
道什么叫.着激烈的竞争力，“这是我在其
他国家的其他学校感受不到的。”那么，
他能感受到的精神在哪里？潘马上以闽南
语代王回答：“精神是爱拼才会赢！”他
俩异口同声表示，新加坡的精英学生都在
这所学校，来自长堤彼岸的两人却先后
被这股竞争压力“押”出了一个读书的春

学讲述他最新的研究资料。完了以后，我
的一位同学举起手，说道：我认为你的研
究非常有趣，不过，还是有缺点123这样
子……，，

他顿时被这个场面震撼了，“哇，他才
上第一年上博士班，第一个星期居然就
有勇气与能力做出批评。”这是他前所未
有过的亲身目睹，潘再次插口调侃他说：
“进错学校了。”果然，他后来选择的是
一条需要勇敢并肩同行的政治路，“在参
政以后，在国会也抱持同样的态度，哪怕
面对的是前任首相，只要手中的资料是
正确的，一定有信心做出回答或提出质
疑。”
两个人分享在世界顶尖大学求学的经
验，潘有点可惜地说，大马不乏优秀的学
生，但大部分的他们却选择放弃申请这
些大学，“主要是怕麻烦，也担心有难

天！

资料正确就站得住脚
王后来到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修经济学学士，
再负笈剑桥大学和杜克大学，带着之前累
积的念书体验，他深知，无论去到哪所学
校，都能念出好成绩。
钟爱打篮球的他报读杜克大学，不仅仅
是世界顶级的研究型大学，同时也是全美
最佳篮球名校，不断为NBA输送优秀球
员。在那里6年之始，他已学到另一件影
响他至深的重要事》
“第一个星期参与的一堂课里，有位来
自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为我们博士班同

实
战
经
验
为
盾

问，这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潘俭伟却认为，
甫毕业就投身政坛，这使他缺乏市场经历的积
累，也不知外面世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光景。王
建民博士跟潘一样，都曾经被政治外面的世界磨
练过。

家后来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的电子商务咨询公

王曾在波斯顿咨询公司（BCG)吉隆坡分局担
任一名助理顾问，也曾在策略研究院（INSAP)
及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SEDAR)工作，以及
蓝海策略区域中心的顾问。正因着这些个背景，
他对顾问公司的运作和费用了若指掌，当上国会
议员之后，在国会里，使他具备条件去担任好问
责的角色。
作为一名博士，伏案奋笔疾书起来，绝非三两
张纸就能表达其所思所想，.他每每以研究态度针
对他所触碰的政策进行分析。潘再一次忍不住说
道：“他写的文章就像是一份报告。”据王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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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像报告一样写得深入

政
变

为此，他鼓励大马莘莘学子去尝试去敲
开这扇教育之门。而在吉隆坡长大的王则
认为，这其实也显示社会不公平和城乡的
差距，“那些城市里的名校，因为有校友
回校分享，才让学生知道世界顶尖大学不
是遥不可及的距离。”

话说，现年46岁的潘俭伟比小3年的王建民博
士，更早投身社会，因此潘还是不忘“亏”王一
番：“我没有太喜欢读书，这个人（王建民）读
不完的。”在自个创业之前，潘为一家跨国资讯
工艺咨询公司服务长达两年，1997年3月开拓了

在10年当总执行长的日子里，“从IT到管理
人才、公司操作、市场交易皆有所涉猎，同时，
也认识资本市场，掌握市场工具如股票、债券等
等。”他说道，通过自己做自己的公司，吸收了
超级多东西，“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块海绵那样不
断汲取新的知识，好像把一个人30年才拥有的
经验快速浓缩到10年里头。”
这使他在踏上政治舞台时，成为极少数有如此
丰厚及背景的政治工作者，也让他在1MDB的事
件上展现有知有识的一面，把它复杂的交易精简
化再传递给老百姓知道，以致后来他赢得了 “火
箭1MDB爆料天王”的外号。

k

X他声称，自己也不是成绩很好的'学生，
“我不是全A的学生，他才是（他望向王
建民），我一定会漏掉一两科，可是如
果不去碰碰运气，就永远拿不到啊！”他
坦言，他的A水平考试考得“麻麻地”，
但因为牛津的那份考试选的是他喜欢的科
目，因此获得牛津方面的青睐，而雀屏中
选°
，

所言，他写的一个报告就多达三四+页是等闲
事，“我每次跟他讲，做么这样写，人家不要读
的。”听罢潘的这番说词，他不得不承认会翻阅
的人并不多，“但是，我的用意是让任何政治人
物（包括国阵）、研究所或博士班学生，作为资
料参考呀！”

从企业家转身成为政治工作者，潘俭伟说，这
他曾针对PTPTN这课题撰写过一份报告，点
是他打从小时候就想像过要做的一件事，为兴
‘出当中的优点和缺点，这份报告也在国会发送，
趣、也为改革的理想，总是希望国家有良好的执
但，他自知看的人不多，更别说认真看的人。不
政状况》直至那一年，他在分析了当时执政的国
过，未雨绸缪始终是好事，有些事情做着做着就
阵和反对党后，他认为，最有原则的是民主行动
派上用场了，像他曾参考KTM的年度报告而书
党，“当然，它也有其缺点，其中有被说是华基
写了一份分析报告，如今，该党的组织秘书陆兆
政党，但重点是原则、理念，其他的则可以通过
福当上了交通部长，他理所当然把资料全都给了
自己的加入来帮助改进””
他，希望对未来的政策有所助益。
许多年轻人对政治产生浓厚的兴趣，毫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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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博士，王建民伏
案奋笔疾书起藥躭是
三四十页的报告，IS去，
这些报告少人问津，如
今成为执政政府的一分
后，他呕心沥血的报
口派上用场了。

潘俭伟与王建民博士以知识分子身分加入行动党，个中
又存在一个怎样的过程呢？2012年加入行动党的王，党龄
不长但凭着过人的背景平步青云，“原来并不是想参政，
而是选择一个政党来当幕僚。”在环顾各政党的大原则之
际，他也着重于自己是否能与所选择的党领袖和党员配
合。
•
在行动党里，他除了看见数十年如一日的民主与公正的
大原则，他还看到了潘俭伟、杨巧双等年轻领袖的冲劲与
活力，让他望见了新鲜的政治方向，而后来的选择使我们
看到了今天的他。
至于潘，他说道，小时候就听闻林吉祥这号人物，他当
时不明白这是个怎样的人，“他被捉进牢过后，出来又再
来拼，脑袋好像有点……”他换了个急速的语气，继续说
道：“然后，儿子被丢进牢里之后，又继续地拼！”
纵使有太多的不解，但是，他不得不承认，他们是非常
有诚意的，“他们做的一切不为己，亦不为利，他们却如
此全心全意去做，这一点让我对他们产生了景仰之意。”
这让他感觉到.，能够的话，自己也应该有所付出，“或
许，无法像他们付出那么多，但至少付出自己能力所及的
部分。”
在过去11年的政治路，他也面对种种的政治手段，包
括了被禁止出国、诽谤控告，甚至接恐吓信件和子弹威
胁，如今回想，他淡然地说：“都不及他（林吉祥）那样
惨！”他声称，从政以来不觉有过大压力，当然最终目标
是换政府。
“过程中，没有硬要做出什么大事，抱着能够做到哪里
就哪里的态度。每一天起床，只要尽了自己的能力，如果
有任何成就，那就是bonus了 ！”如今，换政府的愿望已
达成，一周前，前首相纳吉也撤销了对他的诽谤案，从前
种种仿佛来到了一个结束的时候。其实，脚下的路正要开
始，未来是一条漫长的治国之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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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阿兹敏涉嫌与引进孟加拉外劳
集团有关。
“我强调，我不认识自称名叫拿
督阿兹敏的人，我也不曾与任何人
谈论引进孟加拉外劳。”

I MM*

-

丁

TJj

“我已。指示秘书长向我汇报有关
指控的详情，同时要求部门调查是
否已批准8万名外劳的申请，若有必
须立即搁置，直到我聆听汇报再做
出决定。”
他强调，内政部不会对滥权引进
外劳谋利的一方做出妥协，会对违
法人士采取严厉行动对付。

“？^面子书专页发文

(吉隆坡3日讯）内政部长丹斯里
慕尤丁驳斥协助引进8万名外劳的指
控，并已指示秘书长汇报有关指控
是否属实。
他指出°，社交媒体广传他与一名

夕卜

tDWCt4Tin<

士益政.一
nrpwlni

：：-二^一一

告，驳斥指控。

沒助引進8萬外勞

他今日透过其面子书发文告指
出，有关指控是内政部已批准，在
第14届全国大选前引进8万名孟加拉

•慕^

慕尤丁駁斥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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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鳖脚们的号码都
！没有变化，拉莫
•第13轮

前曰成績（2曰)
柔佛达鲁塔克欣胜霹雳

2比0

吉隆坡

3比0

胜登嘉楼

霹雳经济发展局负彭亨

1比2

咋日成績（3日)
森美兰

胜雪兰莪发展机构3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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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4日讯）CETDEM组织与
Damansara Kd m SS20中心区居民协会，将于
本月30日举办第2T届有机日，让社区居民一
起学习有机农业的重要性，鼓励公众走向有
机，让“有机”成为他们更健康的生活模
式。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和Wellness Concepts
(马）私人有限公司为活动的联合单位。
当天，主办单位也将设立一些提高自我意
识的小游戏给小朋友及家长，也有神秘的幸
运抽奖环节。
在活动中，CETDEM组织成员将亲自示范如
何利用厨余及花园垃圾来堆肥，并谈及关于
有机农业、园艺及健康环境的问题。
此外，还会设立多样化的参展摊位，提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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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TDEM組織
30曰辦有機曰
各种有机食品、有机健康、保健广品、有机
新鲜蔬菜和水果、有机堆肥、肥料、种子、
苗木、皮肤护理及家居用品等。
活动将于早上8时30分幵始至下午2时结
束，地点在 Batang Cergas, Jalan SS
20/12，
Damansara Utama (KPJ Damansara
医疗中心后面）。
欲询问详情可联络03-78757767/0162195826 CET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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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巧雙：讓市局運作恢復順暢

逢決定是否委直M部長
(梳邦再也4日讯）泗岩沫候任国会议
员杨巧双认为，内阁应该尽快抉择是否
委任联邦直辖区部部长，以便吉隆坡市
政局的运作能恢复顺畅。
全国第14届大选结束至今超过1个月，
不过直区部长始终未委任，也没宣布此
部门是否继续运作。
由于至今没有直区部长，市政局一直
处于被动状态，甲洞候任国会议员林立
迎多次炮轰向吉隆坡市长丹斯里阿敏诺
丁索取文件不果。

市政局等待指示
杨巧双指出，现在市政局是一直处于
等待直区部长指示的状态，她身为吉隆
坡其中一名国会议员，希望内阁赶快做
决定，是否委任直区部长。
她认为，市政局尚有很多混乱事情要

厘清，尤其是由市政局签署的合约，是
不是真正的恵及人民，或者是恵及市政
局。
“我们需要内阁给一个清晰的指示，
市政局一直以等待新任部长上任为由，
什么都不敢做。”
她说，市政局是每天运作的单位，不
如像直区部可暂缓工作，所以迫切要内
阁宣布是否会委任部长。
她今曰出席见证拉曼大学学院校友会
总会捐10万令吉给“大马希望基金”仪
式后，向媒体这么指出。
杨巧双形容联邦直辖区基金会犹如第2
个市政局，与市政局处理相同的事宜，
而这是不正确的做法。
她直言，现在有太多东西要审核，不
只是土地问题，还包括很多市政局的事
务，确保内部没纰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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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霣大学学味铰友总会
TABUNG HARAPAN MALAYSIA
OWE HUNDRED THOUSAND ONLY
RM 100.000.00

燃
•拉曼大学学院校友总会理事移交10万令吉模拟支票给杨巧双
(左7)；左5起曾华健、叶国煌和吴明璋。

拉曼大學學院校友總會
10萬捐希望基金
(梳邦再也4日讯）拉曼大学学
院校友总会理事会在短短2 4小时
内，成功筹获10万令吉捐给“大马
希望基金”，促其他非政府组织也
积极响应捐款救国的爱国举动。
拉曼大学学院校友总会会长拿督
叶国煌指出，该大学学院有19万名
校友，加入校友总会的有7000人，
希望理事会集体捐款的做法发挥抛
砖引玉的作用，呼吁更多校友支持

S

“士 S希每其全”

他说，该 友总。会的宗旨是“团
结一致服务社区”，不仅会举办慈

捐款救國：
Malayan Banking Derhad
戶頭：566010626452

善活动，也会有其他活动，鼓励大
家成为更好的国民。
他今日邀请泗岩沫候任国会议员
杨巧双见证移交模拟支票，出席见
证者尚有拉曼大学学院校友总会荣
誉顾问丹斯里吴明璋、署理会长拿
督曾华健、副会长陈细睦、张家进
和秘书长陈春宁等。
杨巧双指出，“大马希望基金”
是顺应人民要求而设立，不是政府
主动设立要人民捐款。
她说，虽然政府宣布设立“大马
希望基金”只是短短几天，但是民

间反应踊跃，她也接获来自不同年
龄层、企业、非政府组织的见证捐
款邀请。
“当中包括孩童洗车筹款、甲洞
基督教卫理公会筹款，现今也有校
友会响应，大家用不同的方式支持
•卦救_ “
她相信°公众捐出的每一令吉都有
意义，能为国家带来更好的明天。
吴明璋补充，捐款额是其次，最
重要是捐款心意，希望校友总会的
做法能成为拉曼生和校友的启发，
让“大马希望基金”更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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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小學生生活營

雙文丹青團運主辦

1

•青团运双文丹支会将于本月21日至23日主办小学生假期生活营。
前排左3起黄怀愍、张沁怡及田俊乐（后排右）。

(双文丹4日讯）青团运双文
丹支会将于本月21日至23日在新
古毛Kem Bina Semangat Yayasan
Selangor主办第19届“就是你>>
我们成长”小学生假期生活营之

《嘻游人生》。
主题“嘻游人生”以“大富
翁”游戏为概念蓝本，加上理财

的元素，让营员即使是小学生的
阶段都能掌握基本的理财知识。

这次生活营只收64位营员，乌
雪县的参加者收费150令吉；外地
者180令吉，报名截止日期是6月
10日。
欲知更多详情或报名参加此生
活营可联络筹委会主席张沁怡
014-6660799，秘书黄怀愍 01123567976或浏览GBBM SERENDAH面
子书。

05 Jun 2018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Page: C2 • Printed Size: 501.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9,882.50
PR value: MYR 29,647.50 • Item ID: MY0032782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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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凱魯丁是新人選

新雪大S
(吉隆坡4曰
讯）黑马跑出任
雪州大臣？从伊
党跳槽至公正党
只有2个月的候任巴也加拉斯区州议

担任经济事务部长后，雪州王宫已定在本
月19曰举行新任雪州大臣的宣誓仪式。
早前盛传接任的有数人，包括暑州行政
议员阿米鲁丁、沙哈鲁丁、候任依约区州
议员依德利斯和候任双溪甘迪斯区州议员
苏海米等，偏偏没有凯鲁丁此人，因凯鲁
丁即使是资深的州议员，可是跳槽至公正
党只有2个月。

员凯鲁丁盛传是雪州新任大臣的新

黨齡僅2個月難服衆

““虽然如此，可是如果凯鲁丁是雪州苏

近曰，坊间盛传凯鲁丁是新任大臣的另
一名候补人选，与另两名热门人选，即阿
米鲁丁和沙哈鲁丁排在三甲中。

丹殿下相中的人，他是有机会跑出的，就
好像2014年原本是由党主席拿督斯里旺阿
兹莎出任雪州大臣的事件，最终是由阿兹
敏阿里出任。”

人选，即使公正党方面表明可能性
不大，惟也不能排除凯鲁丁最终会
以黑马姿态跑出！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确认上京

消息向《中国报》指出，根据公正党领
导层的雪州大臣名单中，始终是沙哈鲁丁
和阿米鲁丁之争，对于凯鲁丁出现在新大
臣人选中可说是很惊讶，可能性也很低，
并非党领导层要的人选。
消息说，凯鲁丁在公正党的党龄只有2
个月，如果真的由他出任雪州大臣一职，
公正党内部一定会掀起不满，甚至难以服

息指出，凯鲁丁从伊斯兰党跳槽至公正党的
最後一秒決定跳槽
消 决定可说是反反复复，最终才在大选前决定
跳槽，并代表公正党捍卫原有的州议席。
消息说，他们也有亲自谘询凯鲁丁有关接任雪
州大臣一职的传言，不过凯鲁丁是直接反驳说是
“假新闻”。

消息说，公正党人才济济，因此从21名州议员
选出合适的雪州大臣并不难。
“目前，阿米鲁丁的呼声还是很高，他毕竟是

•凯鲁丁盛传是雪
州新任大臣的黑马
人选。

公正党最资深的行政议员。”
公正党实权领袖拿督斯里安华和阿兹敏阿里，
在5月31日已觐见雪州苏丹沙拉弗丁殿下，以讨论
新任雪州大臣人选，而阿兹敏阿里本月2日出席活
动时也确认新任大臣的候选人名单已经过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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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们在常月集会结束后，趋前与阿茲
敏阿里（左）合照。

等級44級以上皿捐希望基金

力。阿兹敏阿里指出，部分隶属

•新届行政议员，也有出席常月集会

他说，配合来临的开斋节，
公务员薪金会提前在后天（6
曰）发放，援助金则在25曰才
发出。
“经过商讨后，州政府不会
一次性发放薪金和援助金，这
样公务员才能更好的处理财
务 ”

j J

：

不會一次性發放

-

里今日出席常月集会时，作出
上述宣布。

、•.
sa

V

i也说，为展现爱国情操，州
内等级44级以上的官员，将把
107。的援助金捐到大马希望基
金。
'°阿兹敏阿里也是经济事务部
长。这次也是他最后一次以大
臣身分出席常月集会，在近30
分钟的致词内，多次在台上暗
示援助金事宜，直至致词完毕
前才给予公布。
出席者还有雪州秘书拿督莫
哈末阿敏及财政司诺阿兹米。

II

括雪州森林局、雪州公共工程
局、雪州水利灌溉局、雪州农
业局、雪州法律局、雪州社会
福利局和雪兰莪伊斯兰司法局
(JAKESS)的755名官员，同样
获得1000令吉的特别援助金。

用o “

V
.
.
.
•

(莎阿南4讯）雪州政府配合
开斋节，将发放1个月的开斋节
援助金给州内1万710 9名公务
员，同时州内等级44级以上的
官员，会扣出10%的援助金给大
g希每其全
一 7个£属‘央政府部门，包

会，离开前与台下官员交流。

雪公僕獲1個月開齋節援金

•阿茲敏阿里最后 次I
以大臣身分出席常月集

•阿茲敏阿里（右3)提前祝贺公务员开斋节快乐。右2起是诺阿茲米和莫哈
末阿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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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的部门，同样努力发
展讀州，现在大家都是“一家
人”，他们也得到1000令吉的
援助金。
“这份援助金是经过财政司
连夜计算出来，希望官员善

首5月稅收10億進賬
•州政府在今年首5个月，成功收取10亿令吉的税收，进度达
^7 45%

阿兹每1阿里说，今年的税收目标是22亿5000万令吉。
他指出，去年州政府税收目标是25亿5000万令吉，最后收取的
数额是28亿1000万令吉，高达1107。。
“秉持良好施政的州政府，在去年的财政预算案赤字上，也把9

<7令士减至只DDT7令士

阿兹敏阿里坦言，这次)最后一次以大臣身分出席常月集会后，
紧后还有数个活动和官方会议。
他说，经济事务部正研究前半部的第11大马计划，尤其是过去2
年的表现，以在10月带到国会上。
他认为，该部是个极具挑战的部门，但他会拟定我国的新方
向，以和其他国家竞争。
询及新大臣人选，他说，希盟仍在商谈中，但他不愿透露人选
会否来自现有的行政议员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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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章欽：集中5大領域

•邓章钦再度被委任为
雪州行政议员，掌管投
资、工商及中小型工业
事务。

(章钦说，在雪州制造业中，除了曰本和美国，在中国的排
/\ P位已飙升至第3排位。
他说，雪州政府今年^点依然是吸引外资，主要集中在5大领
域，分别是交通零件配备（宇航|业机件）、机械工业配备、
电子商留贸、饮食业和生物科学领域，是州政府长期的计划。
他指出，州政府今年将按照原有计划，继续推动该5个投资项
目，加强力度和扩大范围。
他说，中国投资者在数年前进入大马投资，第一波主要以投
资建筑业为圭，但过去两年来，可明显见到投资者在投资
方面已有了改变。
他说，在最近数年，在中国的制造业领域的厂商也
开始走出中国，转往东南亚其他国家•求投资和发
展的机会。
“中_1|厂商在该国也面对营运成本提高的情
况，也让中国资者开始在其他国家•找设厂的
地点，包括大马和雪州成为他们的选择。“
他说，在吸引国内外投资者时，并不能以
国内市场为目标，因国内市场有限和人口不
多，应以东南亚市场为目标。
他指出，随著希望联盟已执政布城，他希
望未来能加强雪州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配
合，他相信召商活动将更加顺利进行。
•r

拿督登口章欽
，—雪舫政_究事騷員註席

W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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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頁黎，李玉珍

(莎阿南4曰
讯）雪州政府将于明
年带领内资参与囯外商
展会，协助州内中小型
企业扩大囯外市场，从

雪州國際商務峰會

中加强中小型企业的
竞争和生产力。

据《中国报》了解，雪州行议员于5月
宣誓后，雪州行政议员掌管的事务也进行
重组，曾是雪州高级行政议员的拿督邓章
钦继续掌管投资、工商及中小型工业事
务。
°邓章钦接受本报专访时说，随著希望联
盟执政布城，将让雪州政府未来招揽外资
时更没阻力，中央政府和州政府可互相配
合，共同推动招商活动。

增加招商機會
他说，，州政府今年焦点是外资，但协
助内资将成为雪州政府明年目标，重点将
会放在国际商展活动。
他指出，州政府将协助州内食品业中的
中小型企业，通过国际商展活动，吸引国

数马拉松和骑脚车活

年前已开始热衷于

公里，平常也是有进行练
习。”

邓

动，让邓章钦从中学习到
“不放弃”的精神。

成立了地方政府的快速行动队伍（
PANTAS)，尤其是在在发生救急和天灾
时，发挥其快速行动的功效。
他指出，随著地方政府成立快速行动
队伍之后，也曾多次参与各州的救援活
动，包括彭亨、槟城大水灾。
“我满意的政策还包括雪州国际商业
峰会、免费巴士和脚车道计划等。”

邓章饮说，他今年3月
刚完成半马的比赛，再三
个月则挑战120公里的脚
车赛o
他是和一班朋友
一起参加活动，要完成比
赛也成为他参赛的推动
力。
“我去年挑战1 0 5 公里
的脚车赛，今年则是120

他说，参与上述活动，
除了他在处理事务的心态
有一些改变，从中也学习
到不少道理，尤其是处理
问题更有耐力和不放弃。
“在比赛中，难处不是
在比赛的开始，而是要如
何能完成比赛，因此坚
持、不放弃和耐力是非常
重要，这就好比我们在处
理事件上，也是需要坚持
和不放弃的精神。”

章钦说，他担任行政议员期间，
有多项满意的政策，包括雪州议
会改革。
一他说°，当他掌管地方政府期间，

他说，他们计划把焦点放在中国或中东
国家，一旦凑效，将继续推展到其他国
i也说，只要内资能在国外市场占一席之
位，在国内的生产量自然会增加，提升和
加强厂内设施自然就是下•"步工作，肯定
必须在投资方面加把力。”

常忙于国内外招商活动、处理选区和
\出席社团活动时，平均一年30天的假
期也用不完。
被询及放假这回事时，邓章钦说，通常
都是在开斋节或者是年尾时，能享有短暂
的假期，最多1年可能也只休1至2星期。
他说，一星期7天都是工作日，除了在行
政议员的办公室，就是在州选区，或出席
社团等大小活动。
“一年虽说30天假期，但通常都用不
完，从政多年以来，早已习惯忙碌生活，
况且孩子已长大，各有自己的生活和圏
子。”

•W6日至16日舉行
章钦说，―兰莪国际商

邓

务峰会将于9月6日至16
曰举行，包括雪州国际博览
会、东盟国际商务研讨会及
睿州数码经济大会，也是雪
州今年的重点商业活动。
他说，他们今年举办第2届
国际商务峰会，至于国际商
展则已迈入第4届，在雪州数
码经济大会中，将邀请国内
外的企业家出席。
他指出，他们对于2018年
雪州国际商务峰会相当有信
心，也希望将会取得比去年

更杰出的成绩，将会吸引更
多国内外的投资者和商家参
展。
1也说，参与的国家数量逐
年增加，包括新加坡、中
国、印尼、柬埔寨、美国、
中东、台湾等。
“国内外投资者都把此活
动当成是雪州重要的商贸活
动，提供各领域的商业和贸
易平台，加强国内外企业联
系，我们相信雪州过去所推
动的活动，比前任国阵中央
政府更突出和成功。”

政治穩定郯齎H蕊

M

•邓章钦平常在行政议
员办公室，也忙于处理
各项召商事务。

多項政策獲認句

外商家。
“各国举办的商展活动各异，都是属投
资者和厂商的平台，能直接在商展中接触
该国各行各业的厂商。”
他说，他们希望能让内资参与国外商
展，从中寻找商业机会，增加内资的招商
机会。
“我国市场非常小，国内的中小型企业
等必须打拓国外市场，相对的也必须提高
生产力和竞争力。”

章钦说，对于国外投资
邓者而會，大马是政治稳
年 定的国家，政治稳定是吸引外
最 资到大马甚至雪州投资的主要
因素。
他说，雪州拥有相当多吸引
多 外资的条件，除了稳定的政治
只 局势，另外包括基本设施、
技术的人力资源、成本不高、
地理位置、港口和交通等。

14

°邓章钦说，随著其掌管的事务少了交通
事务，他在未来5年将把工作专注在投资、
工商及中小型工业事务。
他说，其余时间则忙于招商活动，其中包括国
内外的商家和企业。
他指出，接下来在本月分别要前往日本和上
海，7月则前往英国，主要都是进行召商活动。

天

投資環境不錯
他指出，雪州拥有相当不错
的投资环境，整体条件也比其
他国家强，因此吸引许多外资
进入雪州设厂。
针对希盟执政中央之后，倉
布取消多项发展计划，一些人

士声称此举已吓跑外资，导致
外资撤资等if论时，他并不认
同此说法。
他说，目前出现波动的是流
动资金，一些在大马和雪州的
投资没受影响。
“外资会在雪州设厂就是对
雪州有信心，也投入大量资金
等，是属于长期的投资，不可
能因为这些问题说撤就撤。”
他说，东南亚国家和西方国
家的投资者对于投资条件各有
不同，东南亚国家除了要求政
治稳定、基本设施、成本、物
流等，也重视特别奖励尤其是
在税务方面。
他指出，西方国家投资者主
要重视政治稳定、营业成本和
基本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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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蘇丹今召見大臣
(吉隆坡4日讯）霄州
苏丹沙拉弗丁殿下将在明
曰，召见胃州大臣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以商讨和
解决州内课题，包括新大

臣事项。
殿下机要秘书拿督莫哈
末慕尼尔发表文告，指这
场重要会面在早上11时进
行，地点在莎阿南皇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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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告说，阿兹敏阿里将
在本月6日前往朝圣，为
期1周。
文告指出，阿兹敏阿里
将在开斋节后，即19曰卸
下大臣一职，因此在明曰
的重要会面，也会和殿下
讨论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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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泊車情況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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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素沁助理：商民埋怨
々g任士布爹国会议员郭素沁助理蓝诗琳指

|1天出，大城堡和Mega Mendung地区于周一有
锁车轮行动，许多商民都纷纷埋怨，并问及到底
是否要给罚款。
执k人员^度嚣张，指市长没指示暂停锁车
轮，也有商民与执法人员发生争执，双方都纷纷
拿起手机互相拍照，但没发生肢体冲突。”
她指出，大部分被锁车轮的汽车是违例泊车。
“我接到投诉後赶到现场，我也将车子泊在非

劉淑美

法位子等待他们来锁车轮，以问清楚事情来龙去
脉，可是执法人员经过2次都没目I〗来执法。”
林立迎不认同市政局选择性展开锁车轮行动，
要不就隆市全面暂停锁车轮行动，以重新探讨锁
车轮的合约内容才做出进一步的举动。
他指出，他们并非反对锁车轮的行动，而是目
前的锁车轮行动的费用都是进入私人口袋，而非
吉隆坡市政局，因此有必要重新探讨。
“许多居民已投诉和反映锁车论为何恢复原
状，他们大部分是违例泊车而被锁车轮，不过没
有阻碍交通，截至目前已接到10宗投诉。”

(吉隆坡4日讯)“说好的不锁车
轮呢？”
吉隆坡市长丹斯里阿敏诺丁日前宣布5
月28日将停止锁车轮行动，以审核与承包
商的合约，5月30日与直辖区国会议员会
面时指会暂停锁论，岂料31日恢复锁轮。
执法人员于今早分别到蕉赖、孟沙、大
城堡、泗岩沫、甲洞、旺沙玛朱等地方锁
上违例泊车的车轮，民众车轮被锁后纷上
传至社交媒体作出投诉。
据《中国报》了解，市长在5月S1曰透
过WhatsApp通知部分国会议员，即候任蕉
赖区国会议员陈国伟、候任甲洞区国会议
员林立迎和候任班底谷国会议员法米，指
轿车随意乱泊车情况严重，会继续展开锁
车论行动，同时发现部分轿车已欠下多张

mim,'-市局審核工作不屬完成
Wmm 候

•车主缴付罚款给执法人员。

km,

窃款未缴付。
林立迎受询时说，收到市长的回复，指
会在部分黑区恢复锁车轮行动，当时也以
为只有收到信息的人民代议士的选区受影
响，可是没想到今早却有许多地区，包括
士布爹和泗岩沬等都纷纷遭殃。

_

黑區名單整理中
阿敏诺丁也以Whatsapp的方式回复本报
记者，此次的锁车轮行动不如以往有要达
到的固打，同时一些地区恢复锁车论只因
莊得@介的西屯
阿敏诺丁曾向°《星报》指出，市政局需
要采取严厉的行动，否则人民无视条规和
造成交通问题的发生，因此市政局的执法
组会於5月31曰在黑区照常展开锁车轮行
动。
不过阿敏诺丁当时未列出黑区，因黑区
名单正在整理中。

•一些商民也与官员发生争执，更互相拍照。

•因不是停泊在合法的泊车格子内，许多轿车都
被执法人员锁车轮。

任泗岩沫国会议员杨巧双认为市政局审核
工作不属完成，因为审核文件，应该得到
各方面的意见，比如法律意见。
杨巧双指出，市长向国会议员的解释是，当局
向违例泊车、阻碍交通或双重泊车车辆展开锁轮
行动，否则会引发交通问题。
她说，现今的锁车轮行动跟之前的差别是，承
包商没再设定一天要锁多少辆车的目标。
她直言，市政局的执法、法令和指示都俱全，
但要必须确保锁车轮不是一个赚钱的管道。
“我同意向交通阻碍的车辆采取行动，但是以
固打制度赚钱，是绝对无法同意，至今还有很多
人以为锁车轮是市政局执行工作，以为罚款100°。
给市政局。”

她说，公众不仅要知道市政局为何要锁车轮，
更要知道锁车轮的标准作业程序。
候任旺沙玛朱国会议员拿汀巴杜卡陈仪乔抨击
隆市长出尔反尔，原本承诺会暂时停止锁车论行
动，并等待新任联邦直辖区部长上任後再做出进
一步的行动，岂料周一早却恢复原状。
“许多人民都纷纷在网站和致电我的助理投
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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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说，新加坡政府同意
展公司

达 尽快把

一马发

(1MDB)被盗取的资金交回给我

国政府。
“有几个国家冻结了 1MDB的
钱，那是数十亿美元啊！”
询及1MDB丑闻和前朝政府腐败
造成的国家损失时，达因这么回
答：“我不会提出损失数字，我
不想吓坏人民。”
不过，他透露，该理事会审查
所有政府机构的账目，发现令人
震1京白勺事丨青。
他还透露:许多政府机构正在
“流血”，该理事会正在尽全力

許多政府機構正貌_

安華從政經驗豐富

沒人可獨力管理政府

不公布損失免嚇人民
“止血”。
询及1MDB丑闻使西方投资者不
愿到大马投资，换政府后是否有
回流迹象时，达因说，美国一东
协商业理事会代表有来见他，对
方希望大马代表去美国。
“美国对大马要建立一个清廉
政府感到高兴，外资说他们会回
来（大马投资）。”
他透露，根据中国驻马大使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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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透露，他之前曾多次
到监狱探访安华，与后
者讨论如何赢取民心，通过
大选推翻国阵政府。
询及安华是否可以成为一
位优秀的首相时，达因说，
安华曾出任多个部门部长职
和副首相，不过没有人可以
单独管理一个政府。
“首相需要依靠一个全

天向他透露，希盟接管政府后，
至今中国企业已在大马投资12亿

达

旨出，大马要的是真正的投
资，并带来新技术，创造就业机

i

也说，新加坡企业也表现对大
马投资的信心，新加坡公司正与
雇员公积金局谈论投资合资企
业。

力支持他的内阁，和有
诚信的公务员从旁协
助。首相还需要良好
和诚实的顾问，绝
对不能忽略民意，
安华都知道这些
要点。”

外交趣

询及马哈
迪会否担任
首相超过
两年时，
达因认

達因：檢討或取消失衡合約

为，到了 95岁以上，马哈迪
就不会继续担任首相（马哈
迪今年93岁)。
“每个人都知道，马哈迪
现在正致力履行希盟的大选
承诺。马哈迪最大的成就是
获得人民信任，并给予他
支持，摆脱（前首相拿督
斯里）纳吉和他的盗贼政
府o ”
°
针对大马首富郭鹤年能为
大马贡献什么时，达因说，
郭鹤年是他最敬爱的朋友，
两人自19T0年代已认识，其
二儿子目前也在郭鹤年的企
业集团工作。
“大马人应该感到自豪，
有这位杰出的人物答应为政
府效劳。郭鹤年对大马如何
向前迈进提出很多想法和见
解，我重视他向资政理事会
提出的意见。”

林冠英憑實力受委財長

違迴4賀
(吉隆坡4日讯）政府资政理事
会主席敦达因指出，大马政府通过
外交途径与中国政府会谈，检讨或
取消中资企业在大马的大型计划。
“由于中国是大马重要的朋友，与中
国的商业合约将以外交方式处理。
“中国对我们非常重要，•马中两国享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但不幸的是，在此
前（前朝政府）的管理下，许多中国
(与大马签署）的合约失衡，难以理
解，而且条款是一面倒。”
达因接受《星报》专访时指出，大马
现在正努力和中方会谈，他本身也与中
国驻马大使白天会面。

政治意志力成主要標準
首相敦马哈迪上任首个月内，宣布取
消隆新高铁和捷运第3干线计划，引起中
国关注由中资企业承建的东海岸铁道计
划。北京通过中国共产党官方喉舌《环
球时报》报导，对大马取消大型计划的
决定表示愤怒。
询及新政府最大的挑战时，达因认

为，大马别无选择， 腐
败已经渗透到政府
的各个层面。
“我们现在正处
于•个十字路口，
唯1的出路就是净化
这个系统，摆脱困扰
国家的‘疾病’。为
了做到这一点，政治意
志力将成为成功的主要
标准，我相信新政府可办
到。”
他说，人民正在观察新政
府的施政，资政理事会正与
时间赛跑，周末也在开会，努
力为政府提出最佳建议，在百
曰内落实希盟的大选承诺，
他提到，大马曾经在198T年和1998年
面临两次重大经济危机，大马都克服了
这些危机。
达因说，他的角色只是为了帮助新政
府，对其他事情（政治）不感兴趣。在
该理事会提交报告给政府后，会彻底退
出。

因说，行动党秘书长林冠
.英是因为担任槟州首长期
间管理州财政有出色表现，才
受委财政部长；公正党署理主
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出任的
经济事务部长，是取代负责经
济策划单位的首相署部长。
“由于林冠英成功管理槟州
政府财政，委任林冠英为财政
部长，是基于他的能力，而不
是种族。”

达

他说，虽然是政治委任，但
以能力居先。
“前朝政府时代，财政部长
经常用来奖励巫统的忠诚者；
现在没有这首歌唱了，这是
一件好事。”

达因说，林冠英不是第一位
担任财政部长的华裔，有关委
任是在与各方磋商的基础上作
出决定。大马人应该根据林冠
英的丰富经验和他的知识，接
受他担任财长，而不是根据种
族。

經濟部長負責規劃經濟
询及在政府内阁中，同时出
现财政部长和经济事务部长一
事，达因说，经济事务部长代
替管理首相署经济策划单位的
首相署部长。
“经济部长负责规划经济，
并负责监督项目执行；财政部
长是为国家寻找收入。”

外資為盈利不介意腐敗
因指出，外国人和国际评级机构也没
有预料到希望联盟会赢得大选，现在
投资者要求大马政府推行廉洁政策，但之
前他们不介意贪污，因为有贪污他们更容
易赚钱。
“基本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要他
们有钱赚，不介意政府腐败。当然，现
在他们就说想要一个廉洁政府，但在此之
前，他们不介意腐败，因为更容易和更快

赚钱。你有越多钱，越容易赚钱，因为你
有钱贿赂。”
达因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认为政府腐败
对他们有利，却低估了人民的意愿，人民
不能接受一个腐败的政府。
询及他之前担任财长和当政时，贪污腐
败现像也十分猖獗，政府却没有采取任何
行动时，达因坦承，那时的确有贪污和腐
败，但并不猖獗，现在是公然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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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太夫人薨逝•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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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剪好黑布呎吋擺買
.了方便民众，有布庄业者已经准备好3寸宽的黑
布，放在店内售卖，节省民众等待剪布和量布的
时间。
新山大丰花园一家布庄业者马女士（57岁）指出，
周六晚上就有民众来购买3寸宽黑布，所以为了方便
民众，她就请裁缝车工人员帮忙先剪好一些3寸宽的黑
布，放在店内售卖。
她说，之前老苏丹驾崩时，有很多民众涌来购买黑
布，当时几乎忙到来不及剪布和量布，所以为了节省民
众等待的时间，该店周日早上就先准备了一批3寸宽黑
布，供民众购买。
居銮南源布庄经理姚水良说，多年前老苏丹驾崩时，
柔佛子民也有戴孝，当时的黑布销量也是大量增加。

mm

•姚水良依据顾客的需
求，测量黑布尺寸。

尊重王竃

•布庄业者透露购买黑布和白布的人数不多,
多数民众都是各自购买，未有组织大量选购。

到布莊購3寸寬黑布

fern張來星、劉福來、鄧珮珍

(居銮、新山、麻坡3日讯）柔佛王室太
夫人卡宋阿都拉薨逝，州子民陆续到布庄
购买3寸宽黑布，准备戴孝，以示对柔佛王

•黎月美（左起）及马女士展示店内提前剪好的3寸宽黑
布，该店为了方便顾客前来购买黑布时，不必花时间等候剪
布和量布。

室的尊重。
卡宋阿都拉是柔佛苏丹依布拉欣的母后，长居
英国，于伦敦时间周五晚上7时55分（大马时间周
六凌晨I2时25分）薨逝。
柔佛王室理事会昨日吁请州子民于下葬曰戴
孝，并指戴孝是效忠和尊重君王的体现，虽戴孝
非强制性，但昨日起，便有州内子民主动购买3寸

•麻坡市区民众戴孝情况尚不普及，但柔州子民普遍尊重王室，商家也把
州、县旗帜降半，为王室太夫人致哀。
宽的黑布。
居塞南汸
位民众到店里购买黑布，包括各族人士。

購買者各族都有
他接受《中国报》访问时说，有些是直接购买
半公尺或一公尺长的黑布，然后自己回家再加
工。
姚水良指出，有些民众则要求职员剪好3寸宽的
黑布，并别上扣针，或是缝上子母贴粘扣带，每
条售一令吉，若有其他要求就额外收费。

麻坡布庄业者何仰赞（63岁）说，昨天开始就
有顾客来购头黑布和白布，当中多数是巫裔，有
些则是公务员，而华裔人数则不多。
布庄业者郑先生（6?岁）说，由于购买黑布或
白布的人数不多，多数民众属于个人的意愿，未
有集体或组织性大量购买。
此外，《中国报》走访新山、居銮及麻坡市区
观察，目前暂未见到有民众戴孝，甚至有些民众
尚未知悉太夫人薨逝的消息。
王室理事会指穆斯林男女，可在左手绑上3寸宽
的黑布戴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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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黨挺托馬斯任總檢長
(八打灵再也3日讯）国家诚信党法
律局主任哈尼巴全力支持汤米托马斯出
任总检察长，并对网上有人在讨论新总
检察长人选时以种族与宗教为考量，坦
言感到失望。
这名雪邦区候任国会议员发文告说：
“坦白说，我对种族课题感到厌烦与厌
倦。”
“难道国阵政府选出的前任总检察长

与责任，狭隘的种族政治
成为历史！”
哈尼巴强调

抱歉，这已

宪法的崇高精神必须获

得尊重与维护
“尊敬地说 ，我认为我们应该诚实地
做事，首先，法律及联邦宪法没有条
文规定总检察长必须是马来人及穆斯
林。”

不是一名马来人及穆斯林吗？可是，

他说，被推举为总检察长的汤米托马
斯拥有深入的法律知识；‘‘更重要的

请看看他对总检察署的名声作出的伤
害。”

是，他是一名廉正至上的资深律师，这
对成为总检察长来说可是至关重要。”

他说，这名马来人及穆斯林总检察长

哈尼巴说，他和汤米托米斯在处理一

在国家财务体系受到涉及巨额丑闻破坏

起雪兰莪水供公司（Syabas )提控女律

时，却选择包庇涉及此事的人物，而这

师法达和社运分子阿末鲁非藐视法庭的
案件时，汤米当时是法达的代表律师，

号人物也是马来人及穆斯林。
"我要提醒各位，马来西亚属于全
民，不是（单一）种族或宗教的国家，
我们在建立新马来西亚都有各自的角色

而他则代表阿末鲁非，他们最终胜诉。
“我看见一名极为出色且高公信力的律
师。”(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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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動參與希望基金

各牧区和会友参与爱国行
动°

甲洞衛理公會捐3萬

“年会集中收集款项
后，汇给总议会，再由基
督教教会协会呈上政府财
政部，能纾缓国家债务。
他说，马来西亚基督教
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的目
标是为“希望基金”筹获

(吉隆坡3日讯）响应
政府成立的“马来西亚希
望基金”，甲涧基督教
卫理公会今日捐献3万令
吉，并希望此举将能号召
会友视能力款‘以表达
基督徒爱国的情操。
甲洞基督教卫理公会执
行会主席王培荣说，该教
会希望能够尽公民的义
务，为国家出一份绵力，
以帮助减轻庞大的国债。

填补医疗及教育缺陷

基金的数额不能填补多大
的债坑，却们希望该基金
曰后后能够帮忙填补国家
医疗及教育的发展缺陷，
造福社群。’
甲洞基督教卫理公会理
事于今周日在会所移交3
万令吉支票给希望联盟民
主行动党泗岩沬区国会议
员杨巧双和甲洞区国会议
员林立迎，由他们代表转
交予财政部。
王培荣在会上说，马来
西亚基督教卫理公会华人
年议会响应马来西亚基督
教教会协会（CCM )的
呼吁，也发动参与“希望
基金”，希望年议会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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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令吉，甲洞基督教
卫理公会所捐献的3万令
吉只是一个开始。
另外，杨巧双说，教会
是非营利组织，因此捐献
3万令吉对教会来说是不
容易的事情，因此甲洞基
督教卫理公会的捐款行动
犹如“爱的礼物”。

•林志强（左三）移交曱洞基督教卫理公会所捐
献的“希望基金”支票给杨巧双和林立迎（左四

她说，作为执政政府_，
希望联盟非常感谢人民的
心意，当每一个人同时迈
开一小步1就会带来很大
的改变，就如过去的大选
结果_样。
林立迎说，希望基金是
基于人民倡议要帮助偿还
国债旳心意而设立，而开
设官方户头是为了防止不
法分子借机利用捐款救国
的名义来行骗。
出席者包括林立迎助理
蔡宗荣、蔡秋发、甲洞基
督教卫理公会会友领袖
林志强和牧师莫泽川。

及五），由两人代表转交给财政部。

(LMY)

他说，虽然有很多人怀
疑这么一点钱如何能够帮
助填补庞大的国债缺口，
但该教会认为，即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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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4日讯）雪州大臣拿
督斯里阿兹敏披露，他和党领导
层商讨了，新任雪州大臣目前有
数名人选，人选名单会在近期提
呈给雪州苏丹（过目及寻求御
准），以便赶上指定的大臣宣誓
日期（6月19日)。
阿兹敏被记者询及是否确定了
新大臣人选时，他以"正式来说
没有”为回应，充满玩味含义。
阿兹敏是于今天早上出席与雪
州公务员的斋戒月集会后，受记
者询问时说，新大臣有数名人
选，但正式出线人选仍未有定
夺。

阿茲敏：有數人選
雪新大臣未敲定
臣将继续由公正党人选出任。不
过，提到大臣是否不是新人，或
从现任行政i夂员中挑选，阿兹敏
没有正面回答。

阿米鲁丁热门人选
他说，若是行政议员担任大
臣，届时需填补有关职缺；若是
州议员就不需要。当进一步追问
大臣人选是否为公正党现任行
政议员时，他只抛下一句“可
能”。

阿兹敏的大臣任期是到6月19
日届满，他当天将在巴生阿南沙
王官移交职权给新任大臣。
阿兹敏补充道，雪州希盟有51
针对大臣人选是否获得希盟4
名州议员，意味所有州议员都具
党的共识，阿兹敏证实，在获得
希盟4党同意及取得共识后，大’ 备出任大臣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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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
露爲r

此外，根据媒体揣测，雪州大
臣的大热门，是现年38岁的行政
议员阿米鲁丁。阿兹敏在"加影
行动”后于2014年9月取代丹斯
里卡立成为大臣时，阿米鲁丁受
委成为行政议员，向来被视为阿
兹敏的班底。，
'
资料显示，阿米鲁丁在本届州
政府，受委掌管雪州加强青年和
体育、企业发展及乡村与传统村 •阿兹敏被追问大臣人选时，证实目前虽有数名人选，但最终
发展事务，与行动党的拿督邓章 人选还未定夺。
马“为依约州议员依德利斯阿末
钦和甘纳巴迪劳，并列为雪州3 授的政坛新兵斯里斯迪亚州议员
及新人丹绒士拔州议员柏汉。
沙哈鲁丁、及阿兹敏政治秘书
名资深行政议员。
(TSI )
另2名热门人选，分别是曾任 兼双溪甘迪斯州议员k海米。
除了这3名热门人选，两匹"黑
雪州工业大学副校长及政治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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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險協會：實行零消費税
.(吉隆坡4日讯）国内普通保险、寿险及伊斯兰保险公司
机构受促实行消费税零税率，以配合政府于6月1日起实行
消费税零税率。

f

马来西亚普通保险协会（P I A M ) � 马来西亚寿险协会
(LIAM )及马来西亚伊斯兰保险协会（MTA )今日发文告
指出，早前征收6%消费税的普通保险、寿险及伊斯兰保险
公司或机构，将把消费税率调整至0%�（LMY)

•兼任雪州大臣的阿兹
敏（左）在出席雪州公
务员斋戒月集会上，接
过雪州财政司拿督诺阿
兹米赠送的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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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蘇丹今召見阿茲敏

商討行政事務

(沙亚南4日讯）雪
州苏丹沙拉弗丁将在周
二早上11时，在沙亚南
武吉加央岸王宫召见雪
州大臣阿兹敏，以商讨
雪州行政事务的问题。
雪州苏丹机要秘书拿
督慕尼今日发文告说，
雪州苏丹要在雪州大臣
拿督斯里阿兹敏离马一
周到麦加小朝圣前召见
他，主要磋商及解决雪
州行政上的事务。
他指出，阿兹’敏将于
本周三远赴麦加小朝圣
(umrah )，加上阿兹
敏将在6月19日，即开
斋节后正式辞去雪州大
臣职，所以特别安排此
见面会。（ 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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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萬公僕歡慶開齋節

雪州政府給1個月花紅
(沙亚南4日讯）雪州
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今曰
宣布，雪州1万7109名公
务员将在来临开斋节享有
1个月的花红。
与此同时，雪州7个联
邦政府部门，即水利灌溉
局、州法律顾问局、社会
福利局、公共工程局、农
业局、森林局及伊斯兰
法庭局的755名联邦公务
员，也首次获得雪州政府
额外派发每人1000令吉的
开斋节特别援助金。
阿兹敏是与雪州公务员
共庆斋戒月集会后说，这

项开斋节特别援助金，将
于本月25日汇入公务员的
银行户头。.

25日派特别援助金
‘‘：这主要是错开提早
于6曰（后曰）发放的本
月薪酬，以加强财务管
理。”
阿兹敏在集会上致词时
说，随著希盟同步执政联
邦及雪州政权，派驻在

国情操，雪州所有G44 级
别以上的中级及高级公务
员，将从1个月的开斋节
花红中，自动扣除10%
奉予财政部的“希望基
金”。
不过，他披露，雪州政
府现阶段并未效仿联邦政
府部长及一些州政府行政
议员的"减薪10%”倡
议0
有鉴于此，他说，雪州

雪州的7个联邦部门都有

政府就以上述自动扣除中

1000令吉的开斋节特别援
助金。
此外，他指出，基于爱

高阶公务员的开斋节花红
举措，来体现与国家共赴
时艰精神。（ TSI)

•阿兹敏（前中）宣布
雪州公务员在开斋节享
有1个月的花红，_之后
他与雪州公务员，包括
雪州秘书拿督莫哈末阿
敏（前左二）及州财政
司拿督诺阿兹米（右
二）在集会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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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要求合照和自拍。
务员集会的阿兹敏 右(三 ，)被
•在卸任雪州大臣前.，与雪州公

(沙亚南4日讯）雪州大臣拿督
斯里阿兹敏披露，雪州政府的精
明管理、秉持谨慎花用原则、廉
洁与杜绝浪费和疏漏的工作文化
下，成功把州财政赤字从9亿令吉
减至4亿零800万令吉。

雪去年税收28億
阿茲敏：謹慎花用減財赤
同时，他说，州政府去年共取得28亿

他透露，州政府于今年首5个月获得

万令吉。此外，即将卸下雪州大臣一职

1000万令吉税收，超越25亿5000万令

10亿令吉税收，或相等于今年目标22

的阿兹敏说，他很感动过去受到公务界

吉（或10.2% )的目标，因此对于雪州
财政表现深瘇激赏。

亿5000万令吉的45%。

的诸多爱戴及拥护。
阿兹敏在结束大会仪式后离开州政府

阿兹敏今天在与雪州公务员斋戒月集
会时强调，雪州亮丽的财务状况，来自
州政府秉持的谨慎花用原则，同时在公
务员群体贯彻有效率。

税收欠款剩2.8亿元
他说，雪州政府的精明管理证明在去

大厦银禧纪念堂前，几乎步步都被雪州
公务员要求停下合照自拍。除此，他也

年减少了4383万令吉或13.36%的税收

与公务员大玩自拍，作为即将卸下雪州，

累积欠款，使得税收欠款剩下2亿8400

大臣与公务员们的道别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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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议员或他面谈。

自認缺相關課題經驗
梅、邱宜达、朱德

当资源到这一区。

恭、巴生行动党党

邓章钦除了向居

邓章钦说，他虽然

员、组屋理事代表

民介绍负责该区的

此外，邓章钦称

在巴生已有23年

等
他指出，沿路走

市议员严玉梅，也

赞附近轻快铁第三

服务人民的经验，

路线的兴建工程，

可是他在处理组屋

进来，他已发现某

引导居民他位于巴
生新城的行动室位

课题上是缺乏经验

些需要改善的地

置0

并指全面完工后就
能带给居民方便，

的，所以他需要组
屋居民与理事会合

方，因此他会与负
责单位联系，确保

他鼓励民众可以
到那儿提出问题，

提高该区生活素
质。(TSI )

作，提供大家面对

州政府能够提供适或预约以便可以和

鄧章欽歡迎組屋民提問
0

素质。

括巴生市议员严玉

〕

么表示；出席者包

/:

象^?

派粥与开斋活动
“时向在场居民这

.一/

邓章钦日前率领
一众团队前往巴生
新镇组屋区参与“

‘-

作，提升组屋环境

严玉梅。

他能够和理事会合

组屋区派发粥给居民，右为

的问题和资料，让

•邓章钦 中
( 在
)巴生新镇

(巴生4日讯）
雪州行政议员拿督

"我欢迎理事会成
员与我和团队可以
保持良好联系，以
便更贴切可以了解
并协助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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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9记三分

ft

(纽约4日综合电）NBA总决
赛进行了第2场较量，凭借库里的

NBA总决赛（7场4胜
对金州勇士
9AM克利夫兰骑士
(勇士 2比0领先）

爆发，坐镇主场的金州勇士以122
比103横扫克利夫兰骑士

/

总比分

2比0领先。
值得一提的是，库里今天打破两大历史
纪录，他在总决赛的三分命中数已经达到
90个，超越勒布朗詹姆斯上升到历史第1

休战

周一成绩
胜克利夫兰骑士 122比103

I金州勇士

马超联赛

5曰赛程（主队先列）

吉打对吉兰丹
霹雳发展局

对

登嘉楼

吉隆坡

对

马六甲

(比赛一律10.00PM开踢）
位。单场9个三分破总决赛历史单场纪录， |

之前的纪录保持者是雷阿伦，他曾在2〇10
年塞尔特人同湖人的总决赛单场三分11投
8中°
本场比赛，库里在前5次三分球出手只
命中1个的情况下，他在随后的12次三分
出手命中8个。

末节奉献一记神仙进球

隱•,

€

‘

r
k

在末节比赛进行7分50秒时，库里奉
献上了一记神仙进球，在勇士进攻中，时间
将到的情况下，库里在左侧三分线外面对勒
夫的防守，他一记背后运球试图甩开防守，
但是自己运球出现了小小的失误，球稍有偏

周曰成绩
|森美兰

胜

雪兰莪发展局

3比
|
1

詹皇准三双成里程悲
骑士王牌球星“詹皇”勒布朗詹姆斯力
战前44分钟，拿下29分9篮板13助攻的
准三双数据，只是没能改变战局，在垃圾时
间被换下场。本场比赛，詹姆斯的总决赛总
得分超越了贾巴尔，升到NBA历史第2
位，仅次于杰里韦斯特，但也沦为了 “里程
悲”。

詹姆斯被绊倒骑士却吃T

离，库里追上之后接球，进攻时间只剩1秒

第三节发生争议一幕。当时，詹姆斯在

钟，库里在距离三分线外将近两米远的位置

一次快攻接球中被汤普森和库里两人围堵摔

直接跳起出手，迎着勒夫奋力扑上来的封

倒，裁判竟然都不吹犯规。詹姆斯和骑士队

盖，库里漂移着将球扔出，哨响、灯亮、球

主教练泰伦卢都愤怒抗议，卢帅为此还吃了

进！

一次技术犯规。#

库里单场9个三分破总决赛历史单场纪录，难怪他在第三节时一记三分球得逞后得意忘
形的打出“3”的手势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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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卸下大臣职的阿兹敏，与雪州政府官员关系亲密

(莎阿南4曰讯）原任雪州州务大臣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披露，新任雪州大臣人
选已确定，并将在近曰内寻求雪州苏丹沙

'=!=•

拉弗丁的御准通过。
阿兹敏不愿透露其接班人身份，仅说有
关人选是获得一致通过的。他故作神密地

旲5
臣效

S

接拒
班透

人霞

fl

称:“他可能是现任行政人员，也可能不是。”
阿兹敏阿里今日会晤雪州公务员后，
接受媒体访问时如是指出。
也是鹅唛区国会议员兼国际山庄州议
员的阿兹敏阿里，已入阁成为经济事务部
长，雪州苏丹之前允许阿兹敏阿里请辞，
并出任部长，但谕令后者必须暂留大臣
职，直到找到接班人。#

发1个月花红予逾万公仆

另

一方面，虽然即将卸下大臣职

|务，惟临别在际，阿兹敏还是为

雪州公务员捎来好消息，州政府将会发放1
个月的开斋节花红予1万7109名公务员。
他赞扬公务员在其担任大臣期间的贡
献，让雪州截至去年12月31曰的收入，增
加至28亿1000万令吉，超过了目标的25

御裕

亿50C50万令吉。

准

至4亿800万令吉，阿兹敏促雪州公务员继

此外，雪州的财务赤字也从9亿令吉降
续在曰後努力扮演他们的角色。
阿兹敏也披露，雪州G44或以上级别的
官员，也同意捐出10%的花红予希望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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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侃嘉玛：以为他是勇敢战士
阿兹敏最後一次以雪州大

对之前向雪州州政府
提出种种不满声音的
巫统大港区部主席兼“红衫军”

臣身份与雪州公务员的会晤上

领袖拿督斯里嘉玛尤诺斯，如

了许多正面的改变，也看到有

表示，14届大选的成绩，带来

今被警方通缉藏匿在某油棕园

许多人逃跑及藏匿在油棕园

中，阿兹敏忍不住调侃称：

内0

“我以前以为他是一名勇敢的战
士。”

警方已于上周五（6月1
曰）正式通缉嘉玛。#

雪苏丹今晤阿兹敏
商解决州行政问题
州苏丹沙拉弗丁殿下

他今天发文告说，这也是

将在明天与雪州大臣

阿兹敏在本月19曰开斋节后卸

拿督斯里阿兹敏会面，讨论及
解决有关州行政的问题。
雪州苏丹机要秘书拿督莫
哈末慕尼尔说，该会面将于早

下大臣职之前，与殿下会面。
殿下在上个月30曰御准新
任雪州大臣委任及宣誓仪式，
在开斋节过后举行。

上11时在武吉加央岸王宫展

由于阿兹敏受委出任经济

开，阿兹敏将在周三出国长达

事务部长，因此雪州大臣需换

一周进行小朝圣。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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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强（左三）把甲洞基督教卫理公会捐给大马希望基金的3万令吉款额移交给杨巧
双（左四）。左起为王培荣及莫泽川，左五为林立迎，右二起则为蔡宗荣及蔡秋发。

加入捐款救国行列

基督教卫理公会盼筹百万
财政部。

(吉隆坡3日讯）大马基督

事会主席王培荣今日出席移

教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加人

交仪式时说，该会今日把筹

捐款救国行列，预计为大马

获的3万令吉，通过民主行

卫理公会会友领袖林志强、

希望基金筹100万令吉。

动党甲洞国会议员林立迎及

牧师莫泽川、林立迎助理蔡

泗岩沫国会议员杨巧双交给

秋发及蔡宗荣。

甲洞基督教卫理公会执

出席者包括甲洞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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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特区
沙登大街苏舒1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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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武器”无视喝阻

吸毒者追逐少女讨钱
(沙登3日讯）沙登大街苏舒1路（Jalan Besar Susur
1)店屋后面日前发生吸毒者持“武器”，追逐少女讨
钱，所幸少女机警逃走，惟此事已敲响警钟，许多女
性不敢再把车停在光线不足及杂乱的后巷停车场！

小姐说，当时以尝试

她坦言，曾与匪徒有过照

喝阻对方前进，但对

面，对方是位吸毒者，常出没

方却快速往她冲来，疑是要抢

在大街民众会堂；这也是她在

这起事件于上月24日约上午8时30分发生，在
该路身体检验中心任职的张小姐当天提着肩包及水瓶
赶往上班，突见一名约50多岁男子停下脚车，机警的
她立即停止前行。

当地工作一年以来，首次面对

钱。

疑是要抢钱

这种事情。
“发生地点刚好装有一部私

“我拔腿即往旁跑，在掀开

人闭路电视，在取得闭路电视

围起停车格铁链时，水瓶不小

片段后，从中才发现吸毒者跌

心敲打到匪徒，两人也跌倒在
地上。”

倒后，从身上亮出一把长形
‘武器’；当时我赶着跑，没有

她指出，之后她马上爬起，
快速冲向公司°

回头，不懂是什么武器。”
过程中她跌倒，没受大伤

她今天在史里肯邦安州议员

害，擦伤嘴唇及部分脸皮，并

欧阳捍华及沙登警区防范罪案

于事发当晚去报案。她的友人

及社区组主任彭兴泉陪同下，

较后也私下通知她，指看到吸

到案发现场讲述事情经过。

毒者在大街附近拾纸皮。
张小姐（左）向欧阳捍华（右起）及鼓兴泉等人述说案发经过

沙登治安受控
沙登区在今年首3个月，仅
有5宗攫夺案数据，整体治案
情况良好及受控。
彭兴泉坦言，尽管数据显示
良好，不排除有人面对罪案问
题时忽略报警。无论如何，警
方在接获张小姐投报后，巳捉
拿数嫌犯及安排张小姐认人，
“针对有民众指有人在巴刹

派便警视察情况。希望民众与

闭路电视拍到吸毒

非法收停车费、恐吓、刮花车

警方合作，针对各罪案投报

者（右）突停下脚

等投诉，警方也巳展开行动，

以掌握数据

车。

i?!

r

吸毒者手持长“武器”追逐张小姐

女职员担心成目标

.
_ T'•

车不敢停放店后
张小姐指出，自发生被吸毒
者追赶事件后，许多女职员不
敢把车停放在后面停车场，担

mm

心成为目标。
她说，在这之前没有听说有

欧阳捍华指出，该处商业店
铺属于共管地方，当地业主有
责任维持环境的清洁。

其他抢劫案，但数月前有轿车

他说，梳邦再也市议会也可

在停车场被偷；还有一位女职

就此事采取行，指示业主清理
卫生：‘

员曾看到有中年男在自慰，令
女职员感到担心，纷纷把车移
往大路边停放。
后巷停车场寂静及堆有许多垃圾

光线不足及堆满许多大小垃圾，
平常不多人进出。

该停车场处于半地下形式，

他也提醒民众无论面对大小
罪案，踊跃向警方投报，已警
方掌握实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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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的致词感动全场，雪州苏丹沙拉夫丁殿下面露不舍，苏丹
后也不禁红了眼眶频频拭泪。

阿兹敏临别哽咽致词
雪苏丹伉俪眼泛泪光
(鹅麦4日讯）雪兰莪州务大臣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临别秋
波，出席与民开斋活动时发表
感性致同，哽咽感谢雪州苏丹
沙拉夫丁殿下，句句真言感动
全场，殿下伉俪也红了眼眶。
阿兹敏昨晚陪同苏丹殿下伉
俪出席鹅麦回教堂开斋活动时
形容，雪州是他的心，同家是
他的灵魂和心脏，在他的人生
中，从来没有遇过如此沉重的
选择。

\

他感谢殿下在他领导雪州期
间，适时给予指引和劝告，更
给他机会在分岔口作出选择。

阿兹敏致词时一度哽咽，他感

他欣慰有机会在殿下威严统领

激苏丹殿下适时给予指引和劝

下，为雪州人民服务和献力。

告，也感谢人民的支持。

“然而，每个新的开始，终
有结束的一天，这是肖然界现

心新任大臣人选。

象和我现有的生活。”

将任经济事务部长

首相敦马哈迪医生早前宣布
阿兹敏/11任经济事务部长，惟
后者身兼雪州大臣要职，W

W

阿兹敏致同时不禁哽W，一

此经觐见苏丹商讨后，决定上

度拿出手帕拭泪，他坦言本身

京当部长，并获得殿下御准卸

对雪州的热爱无与伦比，也无

下雪州大臣职。
雪州新任州务大臣将于6月

法取代，丨丨：他感动的是，他得
到雪州人民，尤其是公务员及

19

年轻人的支持以领导雪州。

敏将于当天卸任大臣职，以专

日宣誓就职，这意味着阿兹

阿兹敏也向雪州人民派“定

注国家经济事务，昨晚可说是

心丸”，指雪州0前的行政管

他最后一次以大臣身分陪同苏

理处于最佳情况，人民不必担

丹殿下与民开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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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曼大学学院校友总会理事把10万令吉模型支票移交给杨巧双（左七）。左五起曾华舰、叶国煌和吴明璋（右五）。

拉大学院校友总会
10万捐希望基金
(梳邦再也4日讯）拉曼大学学

该大学学院有19万名校友，加

院校友总会理事会在一天内筹

人校友总会有7000人，理事会

获10万令吉，捐献作为“大马

希望通过集体捐款，抛砖引玉。

希望基金”。
该总会会长拿督叶国煌说，

校友能支持“大马希望基金”。
他今午邀请泗岩沫国会议

金”其实是顺应人民要求而
设。

员杨巧双接收有关捐献的模刑

她说，虽然“大马希望基

支票，并由拉曼大学学院校友

金”设立只有短短几天，但民

总会荣誉顾问丹斯里吴明璋、

间反应热烈，她相信公众捐出

署理会tC：拿督曾华舰、副会LC：

的每一令吉都能为国家带来更

陈细睦、张家进和秘书K陈春

好的明天。

宁等见证。

杨巧双：顺应民意

他说，总会的宗旨是“团结

杨巧双说，政府并非主动

一致服务社区”，因此希望更多

要人民捐款，而“大马希望基

吴明璋补充，捐款数额是其
次，最重要是心意，希望校友
总会的做法能成为拉曼生和校
友的启发，丨丨：“大马希望基金”
更具意义-

05 Jun 2018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KL/Selangor • Page: B1
Printed Size: 1116.00cm² •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4,037.74 • PR value: MYR 42,113.22 • Item ID: MY0032782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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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莎市厅8方案改善财务
^

电子绑定系统追 奏效
fo

独家报道

(莎阿南4曰讯）作为雪兰莪州首府的莎阿南市政厅理财有道，近年逐步推出8大财
‘
(莎阿南4日讯）作为雪兰莪州首府的莎阿南市政厅理财有道，近年逐步推出8大财
务管理方案进一步改善财务状况，也通过电子绑定（i-SEKAT)系统成功追讨拖欠
多时的债务，提_收入。

绑定系统于去年1月推介，规定凡申请、更新商业或小贩执照、竞标、发展准
证及装修图测等者，也会对相关公司和董事进行审查，即业者务必输入大马卡或公司资料，通过系统侦查和追踪
其是否曾拖欠门牌税、传票罚单、租金、执照费及停车等罚款

外，系统可审核申请
者配偶和公司资料，
如发现欠款，就会肖动阻挡有
关申请，直到欠款还清为止。
系统推介后，市民明显感受
到系统的“约束”作用，有人
甚至大表不满和抱怨，然而，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市政
厅w此而取得惊人税收，去年
全年收获1354万2568令吉，当
巾包括846万3338令吉拖欠款
项。

其他地方政府可仿效
该市政厅的理财方式可谓
“鹤立鸡群”，也值得其他地方
政府仿效。

莎阿南市政厅8大理财方案
1. 调整产业租金
2. 提升产业设施
3. 将907。流动资金存放银行定期
存款
4. 推介电子绑定系统

市政厅通过广告，积极为商业区产业估

以便通过租借，赚取盈利

5. 改善报告书写模式
6. 转换逾期装修保证金为收入
7. 提空拖欠罚款者
8. 漂白非法工厂

莎阿南市政厅
去年成功追讨的大笔款项
1. 违反道路、沟渠及 175万令吉
建筑法令的罚款
2. 违法地方政府广告 113万令吉
/7\

7

涵盖面/"有效追债
莎阿南市议员党鞭陈斯伟接受《南洋

陈斯伟说，上述方式仅针对停车罚

商报》专访时说，电子绑定系统是地方政

款，但市政厅推介的电子绑定系统涵盖面

府一直寻求的方案，惟过去尝试与巾央政

则更广泛，可追讨的税务还包括拖欠的门

府合作项目都不了了之，如今肖行设定的

牌税、违反地方政府法令的罚款及租金

系统，涉及范围更广且更有效追讨拖欠多

等。

时的债务。

据悉，有关绑定可追讨的税务、罚款

3. 巴刹租金

42万令吉

众所周知，地方政府一直有意寻求中央

4. 违反小贩地方政府

40万令吉

政府支持，尤其通过陆路交通14合作，向车

讨的最大笔款项的项目包括门牌税，达

主追讨停车罚款，才可更新驾驶执照。

549万令吉。

法令的罚款

和祖金高达155项，其中去年全年成功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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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兴建多时的民众会堂，通过翻新及改善计划，再度让其重生，以更好的价格
租借给民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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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苏丹今召见大臣商讨州行政事宜

Page 1 of 1

在阿兹敏将于6R (星期三）起前往
朝圣一周前，商讨和解决雪州行政相
关的问题。

(莎阿南4日讯）雪兰莪苏丹沙拉夫

以商讨和解决雪州行政事宜。

丁将于明日（星期二）上午11时，

殿下机要秘书拿督莫哈末慕尼发

召见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表简短文告说，这次重要的会面是要

“这也是阿兹敏在开斋节后，即6
月19日卸下大臣职位前，与殿下的
次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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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混乱投拆多

违泊严重隆再锁车轮
m

报道：潘丽嫜

(吉隆坡4日讯）违例泊车者行为太过
分，使得吉隆坡市政厅今早在多个交通混
乱的黑区“恢复”锁车轮行动，引来民众
褒贬不一，甚至引发争议。
当局之前公布锁车轮行动于上月28

日暂停至另行通知，惟在未得到另行通知
下，今天多车地区，如甲洞、大城堡、旧
巴生路、蒂蒂旺莎等多个繁忙的商业黑
区，再上演锁车轮行动，让违例泊车者措
手不及。

^[多人也针对突然展开的锁车轮行动，把照
y\"片分享至社交网站，质疑这项措施是否真

的在上月28日暂停。
《南洋商报》针对此事致电士布爹国会议员郭素
沁了解情况，她指今天接获许多地区民众来电或短
讯，出示执法单位锁车轮的照片，质疑相关措施是
否真的被暂停。
“我有针对此事，短讯市艮阿敏诺丁询问此事，
他指相义违例投诉太多，不得不采取行动；并直言
为何雪州安邦再也市议会有针对违例泊车采取锁车
轮措施，而隆市不行？”
她也特地到大城堡一带听取民意，发现居民对锁
车轮行动并不反感，最重要是公平执法。
她说，基于执法者是由联邦直辖区基金会委任承
包公司执行，员工相当嚣张及无理，常在锁车2至3
小时内找不到人，才令居民对他们反感。
“当中有人觉得车主行为太过分，乱泊车已严重
影响其他使用者，应严厉对付，而被上锁的车主也
有他们的说法。在这课题上存有争议，毕竟部分车
主自私的行为影响了大众，使得措施有矛盾。”

她说，现阶段只能等待新联邦直辖区部氏去检讨
措施，中竟自私车主行为让民众忍无可忍，转向市
政厅举报，要求采取行动。
此外，甲洞国会议员林立迎也证实，其选区今天
也有多人投诉执法单位展开锁车轮行动。

违例停放在非停车格的轿车一律被上锁

乱泊车区执行

市长：欠罚单也上锁
市K：阿敏诺丁以短讯回应

较旱前，林立迎曾对媒体

楚向数位国会议员，包括向林

引述阿敏诺丁指，吉隆坡市政

立迎及班底谷国会议员法米说

厅于5月28日，全面停止锁车

明，锁车轮行动有必要在常出

轮行动。

现乱泊车的地方执行，一些有

吉隆坡市政厅是于2016年

多张罚单没有缴清的车主，其

9月1日落实锁车轮行动，以杜

轿车也会上锁。

隆市政厅派员取缔违例泊车车行，引起民众热议！

动。

本报时强调，他在上星期巳清

绝驾驶者长时间霸占车位或违

他直言，行动并非要达到

例泊车，除了市政厅执法人

一定0标或固打，而是据居民

员，当局也委任私人公S]负责

的回应及需要来持续这项行

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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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去年税收28亿

财政赤字减至4亿
(莎阿南4日讯）雪兰莪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表示，雪州政府在公务员的努力
下，于2017年取得28亿1000万令吉的税收，并成功将9亿令吉的财政赤字减少至4
亿800万令吉。
阿兹敏勉励公务员善用援助金

兹敏阿里说，根据州政府提呈的

阿2017年财政预算案，预计税收为

25亿5000万令吉，不过，在公务员秉持慎
重开销及避免疏忽和浪费的情况下，最终扩
大税收之余，也协助州政府减少赤字。
今早他出席最后一次与雪州公务员开斋
节聚会致同时说，在2018年的财政预算案
中，州政府预设也取得22亿令吉的税收，
然而在截至今年5月，州政府巳取得10亿
令吉的税收或达至45%的0标了 ：‘
他指出，雪州要继续成为先进发展的州
属，就必须拥有充裕的财务实力，才能让其
继续推动各项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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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届“就是你〉>我们成
长”
主办：青I才丨运双文丹支会
日期：6月21至23闩
地点：Kem

Bina

Semangal

Yayasan Selangor

联络：张沁怡014 -666
0799、黄怀慜011 2356 7976

面子书：GBBM SERENDAH
备注：乌雪县的参加者收费
150令吉；外地者收

费180令吉（报名截
止日期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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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双：免影响隆市厅运作

促速决定是否委直区部长
(梳邦再也4日讯）泗岩沫同会

时指出，现在市政厅处于等待

议员杨巧双认为，内阁应该尽

直辖区部艮指示的状态，甚至

快决定是否委任联邦直辖区部

一直以等待新部长上任为由，

部长，以免影响吉隆坡市政厅

什么都不敢做，闲此作为吉隆

的运作：‘

坡的国会议员，她希望内阁赶

第14届全国大选结束至今

快定夺是否委任直辖区部长。

超过一个月，内阁却没有宣布

“市政厅还有很多混乱事情

直辖区部部K：人选，也没宣布

要厘清，包括由市政厅签署的

此部门是否继续运作，导致市

合约，是真正的惠及人民还是

政厅处于被动状态。

惠及市政厅：‘

杨巧双出席见证拉曼大学学

“现在有太多东两要审核，不

院校友会总会捐10万令吉给
“大马希望基金”仪式后，受询

只是土地问题，还包括很多市政
厅的事务，确保内部没纰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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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购地建大礼霣
巴生3日讯|巴生英华小学计划在学校旁边的土地上兴建礼
堂，为全体师生及当地居民提供一个更好的活动场地。
位于巴生加埔12哩的英华小学共有356

另一方面，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

位学生、26名教师及2名职员，目前该校只

受邀致词时也说，已走过70年历史的英华

有多用途活动中心，未有礼堂。

小学不但见证了国家独立，也为社会培育

巴生英华小学校长冯清壮说，学校的

了许多人才。「英华小学人才辈出，候任

校友是推动一所学校发展最大的推动力，

适耕庄州议员黄瑞林便是该校培育出来的

因此校友可说是一所学校的推手。

其中一名人才。

j

他指出，该校3机构一直以来都有一个

他指出，黄瑞林是一名声名远播的州

愿望，就是希望能购置学校对面的一块地

议员，这是英华学校的骄傲，在不久的将

皮，以便学校拥有更大的空间，可以兴建

来，他或会迎来更高的成就。

一座大礼堂。「3机构希望可以在学校兴建

「一所华小要走过70年历史非常不

一座大礼堂，一来可以为全体师生提供更

易，尤其是位于乡区的华小，有些因为逐

好的校园环境，二来可以让区域居民有-

渐成为微型华小，而被迫搬迁到城市。」

个好的活动空间。」

此外，邓章钦也强调，我国的华文教
育，并非是政府恩赐的，是因为国家的独

培养杰出人才

立是三大民族一同争取的；他昨晚也宣布
拨款5000令吉给英华小学作为活动基金。

因此，他呼吁英华校友大力支持，让3
机构早日实现这个愿望。
冯清壮是昨晚在英华小学70周年庆及
教师节庆典致词时，如此表示。

出席者包括该校董事长林军泛、副董
事长拿督斯里颜华顺、家协主席陈隆兴、
筹委会主席洪文德、巴生县华校督学陈义
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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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激苏丹提携R兹敏曜_道别
鹅唛3日讯已上京担任经济事务部长
的拿督斯里阿茲敏阿里，即将在6月19日
卸下雪州大臣一职，昨晚他最后一次以大
臣身份陪同雪州苏丹沙拉夫丁殿下与民开
斋，在致词提到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时一度
哽咽及落泪，场面充满伤感及不舍。
阿兹敏阿里昨晚陪同苏丹殿下伉俪到鹅唛清真
寺与民开斋，临别秋波，他在致词时感谢殿下让他有
机会领导雪州时，一度哽咽及拿出手帕拭泪。
「臣感谢殿下让臣有机会服务人民，不过天下
无不散之筵席，每个开始都有结束的时候，这也是定
律。」
阿兹敏阿里也感谢苏丹殿下在他领导雪州时，
所给予的指引和劝告，同时让他2届出任雪州大臣，
更给予他机会在分叉口做出选择。

阿兹敏阿里在致词时，一度哽咽及取出手帕
拭泪；他感谢雪州苏丹殿下让他有机会领导雪

确保雪州继续繁荣

州，不过天下无不散之筵席，离开后他依然会
心系雪州。

「雪州是我的心血“但是’国家也是臣的灵魂
(Jiwa )，臣感到很感动，可以得到雪州人民，尤

其是公务员及年轻人的支持，让臣可以继续领导雪
州0」
「离开雪州臣感到沉重，也感到责任更加重
大，请相信臣，臣会确保雪州继续繁荣及和谐。」
此外，他也哽咽地感谢州秘书、官员及所有公
务员给予他支持一同发展雪州。
坐在肖|」面的苏丹殿下及苏丹后东姑诺拉西M也
表露出伤感及不舍，尤其是苏丹后更拿起纸巾拭泪。
出席该活动的嘉宾包括了州秘书、伊斯兰宗教
理事会主席、雪州伊斯兰宗教局主席、鹅麦酋长、国
州议员，以及鹅麦土地局官员等。
此外，也是公正党署理主席的阿兹敏阿里，在

雪州苏丹沙拉夫丁殿下（左起）及苏丹后东姑

中央政府改朝换代后受委为经济事务部长，因此，他

谱拉西京也表露伤感及不舍，苏丹后甚至拿起

须交出雪州大臣棒子。（410)

纸巾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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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野合作学校壮大发展
巴生3日讯|候任适耕庄州

能够强国，509后我国成功改朝换

议员兼巴生英华小学顾问黄瑞林

代，新政府也准备大刀阔斧，对

说，巴生英华小学是在朝野政党

许多繁文缛节作出改革。

一起合作及付出之下，逐渐茁长

他说，之前因为一些校园有

成长，学生人数越来越多，规模

党派之分，导致一些学校不敢光

也越来越大。

明正大接领雪州政府颁发的援助

「80年代时，我在英华小

金，学校礼堂也不能出租给政党。

学念书时，这里还是一所小型

「随著我国迎来新政府后，我相信

学校，班上最多只有22名学生，

以上的问题也将获得改革。」

后来热心华教的人士出钱出力建
校，学校也慢慢成长。』
黄瑞林也强调，只有教育才

黄瑞林昨晚也拨款2000令
吉给英华小学，作为活动基金。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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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洞、蕉赖3日讯|甲洞基督教卫理公
会今日捐献3万令吉，响应政府成立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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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洞卫理公会3万捐希望基金

马希望基金」，同时号召会友视能力所及
捐献，借此表达基督徒爱国情操。
甲洞基督教卫理公会执事会主席王培
荣表示，这3万令吉只是一个开始，该会接

下来也会响应大马基督教卫理公会华人年

给候任泗岩沫国会议员杨巧双及候任甲洞

议会的号召，呼吁会友一起捐助国家。

国会议员林立迎，以便将捐款转交至财政

「我们今日先移交3万令吉支票，移交

部。接下来所筹募的捐款，则将交给总议
会，再转交至财政部，预计在全国可筹获
100万令吉。」
「我们响应此次筹款，主要是想要尽
点绵力，协助国家。』
王培荣是于今日移交支票给林立迎及
杨巧双时，如此表示。出席者包括甲洞基
督教卫理公会会友领袖林志强、牧师莫泽
川、林立迎助理蔡秋发及蔡宗荣等。
林立迎说“「大马希望基金」是人民爱
国精神所促成，希盟政府主要是对于人民的
这份爱国心意给予回应，设立一个官方的银
行户头，避免有人混水摸鱼。
此外，杨巧双也说，3万令吉对于一
个非营利的教会组织来说，是一笔不小数

甲洞基督教卫理公会捐献3万令吉，响应政府成立的「大马希望基金」，由林

目，她感谢教会的心意，这也彰显了教会

志强（左3起）移交支票给杨巧双及林立迎，左起为王培荣及莫泽川。-任•信隆-

及 会 友 们 的 爱 国 情 操 。 (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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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大学院校友总会10万捐希望基金
梳邦再也4日讯|拉曼大学学
院校友总会今日捐献10万令吉，

ij

响应政府成立的「大马希望基
金」，希望借此引起抛砖引玉的作

©

用，呼吁其他校友也一起参与捐
献，表达对国家的支持和心意。
这笔10万令吉是该理事会
在短短24小时内筹集，拉曼大学
u

学院校友总会会长拿督叶国煌希

I

望，通过理事会的以身作则，能

吉模拟支票给候任泗岩沫国会议
员杨巧双时，如此表示。出席者

TARCian Alumni Association
拉餐大学学院校友总会
it 3

挪to TABU
TABUNG HARAPAN MALAYSIA

够呼吁校友也自动自发地捐献。
叶国煌是于今日移交10万令

>ti

AH

ONE HUNDRED THOUSAND ONLY
RM 100,000.00

包括拉曼大学学院校友总会荣誉

拉曼大学学院校友总会捐献10万令吉给「大马希望基金」，

顾问丹斯里吴明璋及署理会长拿

由杨巧双（左3)见证，左起为曾华健及叶囯煌，右者则是吴

督曾华健等。

明璋。

-邱继贤-

吴明璋也说，捐献最重要的
是心意，数目则是次要，因此希

金」更具意义。

望其他非政府组织和人民都能够

另外，杨巧双说，过去数曰

响应这项捐款，让「大马希望基

来，见证了不同年龄阶层的人士

以各种方式，来响应这项捐款，
如有能力者捐钱，而小孩们则以
洗车来为国家募款。（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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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希盟与王室的博奕

308大选后，在雪州大臣人选、霹州政权

抅，尤其是马哈迪的权力过大，但马哈

上，也曾有与王室过招的经历，而首相

迪通过造势，制造舆论，利用民意迫使

马哈迪与王室交手经验更是非常丰富，

王室妥协，而马哈迪也把无须国家元首

希盟政府推举著名人权律师及宪法

议其出任首相，不过旺阿兹莎拒绝有关

马哈迪是至今唯一通过修宪限制王权的

御准下法令30天后自动生效期限，改为

专家汤米托马斯为新任总检察长人选，

建议，并推荐希盟的首相人选——敦马

首相。

60天。

无法获得马来统治者认同，不只引起社

哈迪。这或许也说明了，为何马哈迪须

马哈迪在国阵时期的22年首相任

另一次的修宪则是在1993年，起

会争议，也令人担忧一旦处理不当，会

等到5月10日晚上9时半，才能宣誓就任

期内，就经历过两次与王室有关的宪政

因于时任柔州苏丹在王宫内殴打新山苏

否导致新政府与王室交恶，甚至引发宪

第7任首相的原因。

危机。第一次是在1983年，马哈迪建议

丹阿布巴卡学院钩球队教练。事件公开

在本届大选中，希盟在西马是统一

修宪限制国家元首权力，这包括一旦法

后，引起社会的舆论，马哈迪也以此再

这也是希盟新政府第二次与王室

使用公正党的括志竞选，而公正党也是

案在国会通过，即使没获得国家元首御

次施压王室修宪，废除了统治者的免控

过招，第一次是首相人选。据公正党实

希盟内赢得最多议席的政党，即47席，

准，将在30天后自动生效，以及削弱国

权。

权领袖安华日前透露，在5月9日投票日

接下来为行动党42席，而马哈迪领导的

家元首颁布紧急状态的权力。

后，国家元首召见夺得最多议席的政党

团结党只得13席。

政的危机？

领导人——公正党主席旺阿兹莎，并献

无论如何，希盟前身即民联，自

当时，尽管面对王室及保守势力
的反对，以及在野党担忧这将使行政机

借古观今，此次总检察长人选的僵
局，如何解决，将取决于双方的智慧，
以及民间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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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4日讯|把未
来5年视为政治生涯最后
路程的邓章钦，提醒雪
州行动党各级领袖，勿忘
「建立廉政」的初衷，若
将来他看到任何贪污舞弊
的问题，绝不会手软。
「本届雪州希盟拿
下51席，的确有点出乎
意料，毕竟我们之前谨慎
的预估，也是认为保住政
权没问题，最糟糕也是再
输6个州议席，没想到可
取得更好的成绩。」
他指出，如此佳绩
肯定会有压力，也可能
进而犯下错误，因
此他提醒县市议员
和国州议员，若州
政府发生贪污腐败
的问题，他绝不会手
软，也会勇敢发声。
「看情况，未来我不可能留
在雪州，因此我会把这当成最后
的5年，若出现任何问题，我会毫
不 留 情 。 」 （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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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州酋5个月收親10亿
莎阿南4日讯雪州政府在今年
首5个月就已收取10亿令吉税收，
占22亿5000万令吉目标的45%。
雪州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表
示，去年州政府的税收目标为25亿5000万
令吉，而确实收取的税收额为28亿1000万
令吉，或110%，比预期的增加10.2%。
「州政府也成功降低赤字，从9亿令吉
减少至4亿0800万令吉。」
「我对于雪州的良好财务表现，感到
非常局兴。」
他表示，雪州卓越和有效率的财务管
理方式，继续转化为今年的财务业绩，首5
个月就已达到45%的目标。
「雪州的财政状况将继续得到加强，
从中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以确保雪兰莪
子民的福祉和生活质量。」
「州政府已经证明，我们可以实施审
慎开支，加强诚信廉正的工作文化，顺利

阿兹敏阿里（左）将在6月19日卸下大臣取，他在出席最后一次与雪州公务员

减少浪费的空间。」

的集会时，感谢他们的贡献。

揶揄嘉玛躲起来

致有些人要跑到油棕园去，躲躲藏藏。
「我还以为他是很厉害的战士，多次

他表示，在过去4年内，外国投资者都
对雪州保有信心，雪州不仅获得东南亚国
家的投资，也吸引来自中国、日本、韩国
和美国等国家的投资。
他表示，在大选中，希盟不但得以保

-邱继贤-

莫哈末阿敏阿曼和雪州财政司拿督诺阿兹
米。将在本月19日卸任大臣一职的阿兹敏

在雪州政府大厦滋事，但遭警方传召后，

阿里，于今日出席最后一次的雪州政府常

却立即逃走。」

月集会。

遭提控的红衣人领袖拿督斯里嘉玛在
保释后不知所终，并在日前发布一段自己
在油掠园内拍摄的影片。

住雪州政权，甚至获得多数支持，巩固希

阿兹敏阿里今日出席雪州常月集会

盟成为州政府。他更揶揄说，甚至因此导

时，如是指出。出席者包括雪州秘书拿督

他敦促，雪州公务员继续保持活力，
并勤勉和诚实地服务。
「雪州的字典里从来没有失败，公务
员需履行我们的责任来发展雪州并确保人
民的福祉。」（4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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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交通乱象11市恢复锱车轮
吉隆坡4日讯原定上周一暂停的吉隆坡锁车轮措
施，最近又再悄然恢复行动；候任泗岩沫国会议员杨
巧双表示，根据吉隆坡市长的解释，这是为了对付阻
碍交通及双重停车等违例行为，以确保吉隆坡不会衍
生交通问题。
她指出，与之前不同的是，

需要厘清，尤其是吉隆坡市政局

隆市政局此次的行动，并不会设

所签署的一些合约，是不是真正

定每曰锁车轮的目标。

利惠人民，因此目前希望内阁尽

尽管如此，但她认为，锁车
轮合约始终未完成检讨，毕竟要

快有个决定，是否委任联邦直辖
区部部长。

检讨一份合约需要多方的意见，
同时现阶段也还未得到实际数

等待直区部长指示

据，如总收入多少？

杨1"5双®需制定一套标准作
业程序。

「我同意对阻碍交通者采取

「如今市政局一直处于等待

行动，但不认同设定一个固打目

直区部长指示的状态，所以我们

锁车轮对付交通违例者，是褒多

标来赚钱，这是错误的。」

急需要内阁的决定，以便可以检

于贬，最重要是当局不将工作外

讨及审核各项问题，确保市政局

包给他人，并且制定一套标准作

的运作不出现任何纰漏，所有收

业程序。

「而且也必须要有一^T"标准
作业程序，让大家都明了。」
杨巧双是于今日见证拉曼
大学学院校友总会捐献1 o万令吉

入能够真正回馈人民。」
一些市民今日在社交媒体，

据悉，吉隆坡市长丹斯里
阿敏诺丁早前接受媒体访问时已

给「大马希望基金」时，如此表

上传被吉隆坡市政局锁车轮的照

表明，将于5月31日恢复交通黑

示o

片，并质疑为何已经暂停的行动

区的锁车轮行动，以避免交通乱

却又悄然恢复；民众对于当局以

象。(403)

她指出，如今还有很多事情

吉隆坡市长丹斯里阿敏诺丁早前接受媒体访问时已表明，将于5月31日恢复交通黑区的锁车轮
行动，以避免交通乱>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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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值10亿隆取消10轚展项S

T

吉隆坡4日讯吉隆坡市长丹斯里阿
敏诺丁指出，为了减少开支，吉隆坡市政
局将取消总值10亿令吉的10个发展项目。
他表示，吉隆坡市政局决
定减少项目工程的数量，包括道
路、停车位计划，以及体育俱乐
部计划等。

讨这些项目，因为我们要减少吉
隆坡市政局的开支。」
「我们减少项目的数量，
这些项目包括道路、停车位和体

阿敏诺丁今日在出席国家耆

育俱乐部的项目。我们要减少支

老理事会会议后，接受媒体采访

出，同时认为今年的项目已经足

时’如是指出。

够多了。」

他指出，一些工程还在竞标
阶段，而另一些工程则尚未出标。

另一方面，前国家银行总裁
兼国家耆老理事会成员丹斯里洁
蒂受访时指出，领导该理事会的

减少市政局开支

前财长敦达因将针对生活费课题
召开记者会。

他说，吉隆坡市政局最高管

国家耆老理事会今日在吉隆

理层做出上述决定，而他今日也向

坡Ilham大厦继续召开会议，而今

国家耆老理事会汇报有关取消总

曰参与会议的包括联邦土地与矿

值1 o亿令吉的1 o个项目的决定。

物局总监拿督斯里沙烈胡丁，以

「我们首先是基于所获得的
拨款，而取消这些项目，我们检

及财政部掌管生活援助金的官员

阿兹敏阿里周一出席最后一次的雪州常月集会，也与公务员庆祝斋戒月，许多公务员依依不

莫哈末法利兹等。

舍，纷纷与他合照。

-邱继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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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4日讯|距离开斋节
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雪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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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公务员获特别援助金

务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今曰
宣布，雪州将发放1个月薪水的

他今日主持雪州常月集会

他说，国内投资者和外国投

特别援助金（开斋节花红）给雪

时表示，接下来他将负责领导

资者将获得保证，新任政府将对

州 1 万 7109 名 公 务 员 o

推动国家经济增长和提升马来西

商务友好1并保持透明和负责任

亚人尊严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新部
门°

的原则。

此外，雪州政府今年也首次
派发特别援助金给雪州755名属中

向，推动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使

央政府部门的联邦公务员，包括
来自公共工程局、森林局、法律

致力推动国家经济

顾问局、福利局、伊斯兰法庭、
水利灌溉局和农业局等的公务
员，每人可获得1000令吉。
阿兹敏阿里表示，雪州政府
将在本月25日发放特别援助金，
而公务员的薪金也会提早至本月6

「我将拟定一个新的策略方

马来西亚重新回到本区域经济领
导的关键位置。」

「我相信，我在雪州及之前

「我也将致力于确保国家

在教育部、财务部和首相署的经

财富得到公平分配，实现社会公

验，可帮助我成为更优秀的经济

正 。 J:

事务部长。」
「为了实现人民的愿望，

他透露，该部正准备在今年
1•月，呈交第11大马计划的中期

我将致力于建设一个强大而有

评估报告给国会，该报告不仅仅

「同时，凡是第44级以上等

活力的经济体、创造价值、创

涵盖2年前的表现，也会增加以

级的公务员也受鼓励捐出10%特

造就业机会和加强外国直接投资

希望联盟宣言为基础的经济新方

曰发放，让公务员准备开斋节。

别援助金给大马希望基金。」

(FDI )��

向。(4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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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苏丹今召见阿兹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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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议员。
「若不是行政议员，就不需
要再委任另一个人。雪州希盟共

莎阿南4日讯|雪州苏丹沙

主持雪州常月集会时，对于新任

有51名州议员，大臣人选也有可

拉夫丁殿下将在明日（周二）上

大臣人选一事仍不肯松口，也不

能是来自非行政议员。j

午11时，于莎阿南王宫召见雪州

肯透露人选是否来自雪州行政议

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员，而正式的最终人选名单也还

时，如是指出。这也是他最后一

未呈交给雪州苏丹。

次与雪州公务员出席集会。

以商讨雪州行政事务。

阿兹敏阿里表示，在开斋节

雪州苏丹殿下机要秘书拿督
莫哈末慕尼今日发文告表示，明

他今日出席雪州常月集会

新大臣19日宣誓

来临前，他还有数个正式会议和
活动需出席。

曰的会面十分重要，以在阿兹敏

目前盛传的新大臣人选，

阿里于本月6日出发至麦加展开为

他表示，希盟已经鉴定，并

期一周的朝圣前，商讨及解决有

与领袖们商讨大臣人选的名单将

包括雪州行政议员阿米鲁丁与沙

关雪州行政事务上的问题。

在近期内呈父给苏丹‘而新任大

哈鲁丁，依约州议员依德里斯阿

臣已择定在本月19日进行宣誓。

末，其中以年轻及隶属阿兹敏阿

节后，即本月19日卸任大臣一职

「雪州大臣将来自公正党，这已

里派系的阿米鲁丁呼声最局。

前的一次会面。J

获得希盟4个政党的一致同意。」

惟最近，也有传闻指，雪

「这也是阿兹敏阿里在开斋

据了解，明日的会议，不排

询及是否会有新任行政议员

州苏丹已相中刚从伊党跳槽至

除也会讨论到雪州新任大臣人选

一事，阿兹敏阿里表示，这需视

公正党的候任柏也加拉斯州议员

的问题。

乎大臣人选，若人选是来自行政

凯鲁丁，出任新任雪州大臣职。

议员，那州政府就需委任另一名

(407 )

此外，阿兹敏阿里今日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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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东〗每彳恵•自由撰稿人

白乱弹

玛拉大学这蜀道
拉工艺学院，尤其马来西亚组成后，专门

差，因而惹来国人的诟病和斥责。

Page 1 of 1

学生更串联示威反对大学开放予非土著，
随之无疾而终、了无下文。
这次所谓「兴权会2.0」不过提出意
见，却惹来各界的激烈反应和散躲，明显可

惟509 大选全国大变天后，改革迫在眉

见，玛拉大学不仅棘手，亦难以被挑战和改

睫，国人寻求大改变，但玛拉是个难以碰

革，彷佛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多数

拉工艺学院蓬勃发展，于各州设立院校，

触的禁区。希盟的大选宣言中有指明会成

马来人将竭力捍卫该大学的「最后防线」。

题。网络乃至民间议论纷纷之余，玛拉工

成为土著专属的高等教育机构，但立基点

立皇家调查委员会彻查玛拉人民信托局的

其实这也并不奇怪，我国独立后所

艺大学校友会更发起网上联署运动，短短

仍旧以培养乡区和贫困的土著为目的。

金融丑闻重组领导结构，但此玛拉与玛拉

维持的各前殖民现状，如军队内仍有「皇

ipU 拉工艺大学因突然冒出的「兴权会
^2.0j组织提出要求开放15%录取率

以栽培东、西马土著专业人士为主轴。

予印裔，掀起了希盟执政后的首个棘手难

后51 3 时期新经济政策的促使下，玛

1999年玛拉工艺学院在首相马哈迪

工艺大学无关，因此若欲对玛拉大学进行

家马来兵团」、柔佛州的「御林军」乃

的宣布下进阶为玛拉工艺大学，最紧要的

改革，则属于教育部的权限。新任教育部

至霹雳州的江沙马来学院（MCKK )至今

是1976年通过的《玛拉工艺大学法令》，

长马智礼只能绕圈子避谈，而无法给予正

仍为全马来人单位，亦受到宪法的保护。

至前朝时期的政治遗产，源自于1956年英

除了从信托局转属教育部管辖，历届国家

确的答覆，只称「罗马非一天建成」，顾

我国现今除了维持现状外，也无力改变陈

殖民时期设立的马来亚乡村与工业发展局

元首陛下将受委为名誉校长，以持续保障

名思义即当下无能为力。

规旧习，毕竟政府「变天」只是国人寻求

(RIDA )职业训练中心，旨在发展乡区马

和捍卫土著权益。前首相纳吉时期我国面

其实玛拉工艺大学之地位并非首次遭

肃贪和重组瘫痪的制度等，要有更大幅度

来人社区的经济发展。1966年RIDA改组为

临经济颓势，我国公立大学和大学医院拨

到挑战，2008年308后，前雪州大臣卡立曾

的变革则须靠思维和文化有激烈的冲击和

玛拉人民信托局（MARA )，隶属乡区发展

款遭大幅度腰斩之余，唯独玛拉大学继续

公开表示玛拉大学应开放予华裔，不只引

改变，莫说「罗马非一天建成」，简直是

部，故训练中心先后晋升为玛拉学院和玛

获得增幅度拨款，由于该校绩效和声誉之

起时任高教部长强烈反弹，数州玛拉大学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数日已吸引约20万人签署，足以瞧见玛拉
大学是族群和解间转型正义的限度。
玛拉工艺大学可谓我国独立前后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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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驢看本

莫讓宗教自由條款成廢紙
民众和政治领袖的谴责。除非非穆斯林的

張立德
主笔

合力•马二度任相后第一次发表的卫
&塞节献词，重申希盟政府将持
续捍卫联邦宪法，保障各族人民的权益
联邦宪法阐明的国民权益，包括言论、结
社和宗教自由等，在_ •定的程度上是受到
保障的，只是在政治需要和有心人的操弄
下，不断发生荒腔走板的违宪行为。以宗
教和信仰自由为例，极端宗教主义的抬头
分裂了社会，非伊斯兰宗教也未能获得政
府的公平对待。希盟政府上台必须拨乱反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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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校方在学校内推动本身的宗教及政治
议程。此乃当务之急，以便打破社会标签
导致的分化现象。

举办宗教活动。学生及家长应该给予自由

拨款之余，非伊斯兰宗教场所包括

选择语文和文化科系，掌握不同语言和强

教堂和庙宇在申请兴建或者扩建的过程

化多元文化素养有助于跨文化族群理解。

中所发生的官僚刁难事件不应该再发生》

那种互相指责的文化，以证明哪个族群或

当然，任何宗教场所的兴建应该先进行咨

宗教较伟大的行为必须停止，每一个国民

询，以取得周边居民或商家等的同意，以

教育部长马智礼的伊斯兰学者背景在他

学生们在求学时期受到社会分化的
潜移默化影响，长大后就会把同样的一套
贯彻在社会行为上，进而做出一些强制他

都必须被视为国家成功的支柱并感到自

便将可能引起的交通等问题的影响减至

受委时就引起华社部分人士的担忧。伊

人跟随本身宗教教义的行为。宗教乃导

斯兰之外，大马尽管标榜多元宗教和谐相

人向善，歪曲的宗教教育就会引人误人歧
途，变成傲慢、自大、狂妄等。雪州议会

权利受到尊重，否则宗教自由条款就等于
废纸。宗教自由的基本原则是相互尊重他
人和不同的信仰。
非穆斯林对于伊斯兰也存有误区，

处，不同宗教之间的了解和交流其实并不

居民协会和相关宗教组织都应该以宪法

社会和政治关系以及狭隘的教育结构中
被改变过来。

一片政府保留地，供各大非伊斯兰宗教组

至于非伊斯兰宗教未能获得政府的
公平对待，希盟的一些议员至少在州的层

当时已经动工的包括佛教和兴都教，道教

次都有提到在政府体系内设立掌管非伊

现在政党轮替后，这一计划的进展应该有

国家教育体系必须贯彻宗教多兀和
包容的文化，摒弃狭隘的单元教育政策。
各大宗教在学校范围内必须享有同等的

斯兰事务的部门，确保伊斯兰教以外的宗

个后续安排，希盟政府应该尽快召集各宗

教都能获得公平的对待，包括公平拨款予
每一个宗教团体以便能平稳发展和维持

教组织商讨。更重要的是，希盟应该延续

地位，让各信仰背景的学生都有机会在主

运作。现在希盟已经是联邦政府，类似的

各大非伊斯兰宗教组织兴建各自的宗教

流教育体制内接触本身及其他的宗教和

部门在联邦政府架构中更不能少。

场所。希望很快就会有好消息。

深厚。这令到有心人的挑拨离间伎俩得以
轻易得逞。学者专家指出，长久以来就存
在的社会标签举动，一再地被利用来分
化“他者”和“我们”，在政治上无往不
利，在宗教分化上也屡试不爽》

宗教自由下，正信宗教见证不应被标签为
反社会»

马智礼在中选后及受委为教长前曾
经在一家大学发表演讲，句句紧扣人心，

批非政府组织成员突袭一家便利商店，要
求将酒精饮料下架，因为当地居民是以穆

让人对他成为教长抱有相当大的期望。

斯林占大多数。这些人与伊斯兰党有关

目前为止，他的教育政策还未白纸黑字公
布，在此建议马智礼务必指示教育部检讨

系。他们的行为受到了包括穆斯林在内的

我国学校课程纲要，还有那些不肖的官员

最低。尽管如此，政府单位如市议会以及

应用规则和法律来规范社会行为只
是一个手段，不是永久的解决方案，人们
的思想态度必须从“我们”和“他者”的

前议长，也是泗岩沫国会议员杨巧双的一
本自传体著作就因为做基督徒见证，被人

极端宗教主义还是困扰着大马社会
是不争的事实，政党轮替后霹雳州就有一

o

断章取义指她企图传教并拥有基督教化
社会的议程。类似的事件不应该再发生。

和国家原则精神作咨询和协商。
值得一提的是，国阵去年在布城拨出
织兴建庙宇教堂，以宏扬宗教自由精神。
则在申请中，而其它宗教据知在规划中。

这个计划的精神，在更多地区拨出地段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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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演奏
家中井智弥
( To moya
Nakai )为观

众演奏日本筝
(Koto )，充
满魄力及缜密
的音乐表现，
让观众看得如
痴如醉。

雪政府衛塞節慶典

羞可

1150人共沾法喜

界仿
• '=!=•

(沙亚南3日讯）雪州政
府昨晚在雪州政府大厦银禧
礼堂举办第8届卫塞节庆典活
动，吸引约1150人出席，其中
包括逾40个来自雪隆地区佛教
团体及来自安顺、马六甲及关
丹的佛教团体代表。
活动开始前，来自泰国及
日本的师傅与现场观众一起
诵念转法轮经及日
本心经等；

法轮经是释迦牟尼在觉悟后说
的第_ •篇经。
同时，现场也有来自国
内外的表演者参与该庆典的演
出，为出席者呈献精彩的表
演。

担效

.1
府

_州佛教发展理事会主席
^黄世界表示，随着509大
选后的政党交替，他希望联邦政府
及所有州政府，尤其是希盟执政的
州属，如吉打、霹雳、森州、马六
甲及柔佛等在管理非伊斯兰教事务
上，效仿雪州政府推行一些政策。
他说，这包括成立_个非伊斯
兰教事务委员会，协调有关申请非
伊斯兰教宗教场所地段的事宜，并
邀请所有宗教团体出席有关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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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透露，全国佛教团体也很希
望有一个单位可协调所有事关非伊
斯兰教的事务，如学校里的佛学会
活动及传教签证申请等。
他表示，佛教团体也希望政府
能每年给予固定拨款，以维修宗教
场所，或者举行佛学班、庆祝卫塞
节等活动。
此外，黄世界透露，今年的卫
塞节庆典活动更加注重修行文化，
让大众够学习更多及提高大家对佛
教的认识=
他说，今年的活动处处
可见“莲花”，还有来自韩
国的朋友教导民众折纸莲花
方法，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
“出淤泥而不染”，在不平
静地方要站稳脚步。

人巧無、嚷拜

，黄世界（左五）与所有
师傅一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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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3日讯）巴生滨华中学新

_学2018,2020年度

蓽鞋興賴綣一
睡

届董事会于昨天宣誓就职，原任董事
长谢松坤众望所归，获得一众董事推
举为新任董事长，继续带领滨华中学
走向更高峰。
巴生滨华中学董事长谢松坤指出，
滨华中学自1923年创校以来，已有95年历
史，并在近10年来，滨中在历届董事会、
家协和校友会的精诚合作及社会给予的支
持下，发展•日千里，创下今日的办学成
就，成为-所拥有近3000名学生、200多
名教职员，并配有现代化教学设施的大型
独中。
他说，在办学方面，除了继续以“7
大习惯”作为该校的教育特色，持续发展
与推动MH437素质教育之外，在符合传承
中华文化的办学使命和成人成才的现代化
办学理念的大前提下，该校的教学课程自
2018年起，有计划地纳人IGCSE国际剑桥
班课程，让学生在完成初中统考课程后，
具备更多的选择Q
“此举也让该校的的办学方向能在21
世纪全球化的时代，更具现代化、多元化
和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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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滨华中学新届董事大合照。前排左起为李德隆、杜韩念、郑今智、王谦怡、黄宝权、陈学清、黄仕
美、邝汉光、谢木兰、邓章钦、谢松坤、林宽城、戴良业、刘明标、许鸿辉、严崇贵、颜来发、许秋兰及
吴丽琪•

巴生濱中新董事宣誓就職

隨 纜任董事長
tt

耗1500万建总合体育馆
巴生濱華中學新界董事
(2018-2020年度）陣容

谢松坤于新届董事会宣誓就职典礼上
表示，在建设方面，该校继李光前大楼、
八层宿舍大楼、松木基金大楼、松林图书
馆及即将竣工的讲堂翻新工程之外，拥有
20年历史的大礼堂，将在下周进行拆除工
程，并展开该校最后一项大型建设。
他说，该校将在原地兴建_ •座包括礼
堂在内的多用途总合体育馆，以在有限的
校地制造更多可用空间，也希望为师生打
造活动和运动场地
他披露，这项工程将耗资1500万令
吉，耗时1年半（18个月）兴建。
“工程竣工后，除了能让该校师生受
惠，多用途总合体育馆也将成为本校标志
性的建筑物，使本校的发展迈向另一个新
里程碑”

董事顾问

黄仕美、陈学清、谢木兰、
丹斯里邝汉光、黄宝权、王谦怡

法律顾问

拿督郑今智、杜韩念

董事长

谢松坤

署理董事长丹斯里林宽城
副董事长 刘明标、许鸿辉、
丹斯里戴良业、严崇贵
总务
副总务
财政
联络
常务董事
义务查账
董事

颜觥峻（右一）赠送纪念照片给邝汉光（左一）。左二起
为见证人谢松坤和邓章钦。
k

颜来发
陈峋吉、陈峋鸣
许秋兰
颜觥峻、陈祈福
拿督黄福美、拿督王明雄
李德隆
拿督颜金松、沈子钦、陈文博、
严崇光、谢汉城、黄光全、黄玉枝、
邱明耀、李爱芬、陈美丽、陈伟光、
许联隆、沈顺杰、林资深、陈德亦
拿督何新伟

謝松坤：學校發展仰賴董事參與
白+[•松坤表示，他于1998年担任董事

谢I长至今已20年，承蒙各董事的厚
爱、支持与信任，他才荣幸再度获选为董
事长，为母校尽一份力
他披露，今届迎来新董事加人，分别
为委任常董黄仕美、陈学清、拿汀斯里林
秀璇、陈美丽、余永平、拿督何新伟、沈
顺杰、林资深和陈德亦。
他说，学校的发展需仰赖每•位董事
成员的共同参与，只有团结-•心，才能众

志成城。
另外，谢松坤也感谢该校顾问丹斯里
邝汉光慷慨解囊，捐献200万令吉巨款给
该校，作为兴建综合体育馆基金。
“这种热爱华教精神可说是所有企业
家的典范，也是华社学习的榜样，而邝汉
光无私捐助，给予本校极大鼓励，让全体
同仁都有信心筹获1500万令吉的目标。”
出席宣誓就职典礼嘉宾包括雪州行政
议员拿督邓章钦和校长吴丽琪。

，巴生滨华中学新届董事宣誓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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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文告说，根据联邦宪法145 ( 1 )条文，国家元首需在首相的劝告
下，委任一名符合担任联邦法院法官资格的人士出任总检察长。联邦宪法

154 (5)条文则阐明，总检察长可在国家元首允准下继续担任此职，同时
可在任何时间辞职，而且可获得由元首决定的报酬，除非他是内阁成员。

敦马：遵照宪法推荐人选
另一方面，首相敦马哈迪说，政府是遵照条例和宪法推荐总检察长人
选，而国家元首是听取政府的建议行事（bertindak atas nasihat daripada

kerajaan ) °
他说，政府正着手处理此事，他不愿多作评论。
他今日在吉州大臣孟达仑官邸与希盟吉州领袖进行闭门会议后，回应
总检察长人选课题。
询及汤米托马斯被指是世俗主义者一事，马哈迪说，那是没有根据的
指控。
询及汤米托马斯与财政部长林冠英的关系（汤米托马斯是林冠英低
价购屋涉嫌贪污案的代表律师），马哈迪则说，汤米托马斯是所有人的律
师，也曾任国阵的律师，因为律师工作是其收入来源。

應悉元首 屬意法官出任

(吉隆坡、亚罗士打3日讯）首相敦马哈迪推荐资深律师汤米托马斯
出任新总检察长，未能获得国家元首以及马来统治者的认同，马来统治者
将于周二（ 5日）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此课题。
掌玺大臣丹斯里赛丹尼尔今日发表文告表示，有关函件已于上星期五
发出给马来统治者，邀请他们出席特别会议。
他说，目前，对于终止现任总检察长丹斯里阿班迪职务以及新总检察
长人选，联邦政府和国家皇宫仍未达成共识。
“马来统治者关注这个课题的发展，并且认为有责任协助化解僵

.

根

据英文《星报》的报道，坚决要撤换总检察长
丹斯里阿班迪的马哈迪，只是提呈汤米托马斯
的名字给国家元首苏丹莫哈末五世，国家元首却向马哈迪
提出了4个名字，包括现任联邦法院法官和上诉庭法官。
该消息人士表示：“国家元首想要的总检察长人选
是一个曾经担任法官甚至是退休法官，而不在乎该人选是
印度人、华人还是马来人。”
他补充说，国家元首在接受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出
任财政部长时，也表明了这一点。
消息人士还指出，国家元首甚至曾在2010年向吉兰
丹政府举荐托马斯，让后者代表州政府起诉国家石油公
司。
“国家元首想要的是一个能就伊斯兰法向他提供谘
询意见的总检察长，尽管马哈迪指出，律政司可以胜任这

项工作，但国家元首认为，作为高级官员的总检察长，必
须是能给予他建议的官员。”

不应诠释为“宪政危机”

消息人士也表示，国家皇宫认为外界将这个问题诠
释为“宪政危机”是不对的。
“这只是意见上的差异。国家元首告诉马哈迪，如
果他真的想要检控一马公司案，他不必一定要让托马斯出
任总检察长。”
“托马斯可以被委任为副检察司，就像此前律师丹
斯里莫哈末沙菲宜被委的那样。”

•相关新闻见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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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也学习摆盘，让餐点
香、味俱全，一点也不马虎。

(首邦市3日讯）你还在烦恼周末的早餐要去哪里吃
不妨到梳邦再也残障儿童福利协会（P3KU) 的住家
式咖啡馆，试试爱心妈妈和孩子们准备的食物，用一份
早餐，换一份希望，过个充满正能量的早晨吧！
有别于一般的咖啡厅或茶室，踏入这家福利协会

(P3KU )所设立的家庭式咖啡馆，你能够感受处处都
是满满的正能量，特殊儿童们在义工们的引领下，小心
翼翼的记下客户所点的餐单，端菜及收拾碗筷。走入厨
房，你能够看见家长们如何细心的教导孩子准备食材和
摆盘，而每一位前去用餐的民众，都愿意给予孩子们更
多的耐心，等待食物的到来，并在食物端上后给予真诚
的感谢及鼓励。

到P3KU咖啡館

，淑兰对星洲日报表
每一个孩子都有
自己的天赋，只要用时间去观察
和培训，他们也能够胜任很多的
工作。
她举例，该中心有一名孩子
虽然是过动儿，但他的数学特别
好，因此就委派他担任收银员，
而其他学习缓慢的儿童或自闭儿
则能够担任端菜或收拾碗碟的工
作。

P3KU (persatuan kebajikan Kanak kanak kurang upaya
Subang Jaya)
地址：16，Jalan USJ2/2Q, 47600 Subang Jaya，
Selangor.
电话：019-3637099

一递送餐点看似简
单，但对于特殊儿童来
说，是需要经过一次又
一次的训练，突破自我

梳邦再也残障儿童福利协会
副主席洪国胜表示，该中心目前
有48位特殊儿童，当中有的是自
闭儿、过动儿、唐氏儿及学习能
力缓慢的儿童
他们希望通过售卖早餐的活动，能
够让特殊儿童逐渐的适应与人接触，日
后能够有一•技之长，能在社会上立足。
“目前我们共有8位孩子正在学习如
何点餐、端食物、收拾及帮忙准备烹饪
的食材。我们还在慢慢的指导他们，希
望他们能够熟悉如何接触人群，有能力
照顾自己。
、“我也陪伴我的孩子•起来服务，

才能够完成的，目前P3KU
福利协会的爱心妈妈
们正慢慢的给予孩
子们培训。
|P3KU福
利协会日前第
二次开办家庭
式咖p非馆，吸
引不少民众光
临。
洪国胜（右）教导孩子把糕点摆放好

除照顧自己培訓孩子有工作能力
•谁来照顾我的孩子？"
梳邦再也残障儿童福利协会主席姚
• ( Jessie )表示，为了让女儿和其他

特殊孩子能够有能力照顾自己，她决定
培训孩子们，让他们学会自己洗衣、生
活自理、甚至能有工作的能力。
所以，她决定在每个月的其中_ 天，开设住家式咖啡馆，让这些特殊的
孩子学习如何与外界接触，甚至能够赚

取零用钱；这也是该福利协会开办住家
式咖啡馆的初衷
Jessie表示，该协会成立至今已有6年
的光景，目的就是为了训练特殊孩子能
够有照顾自己的能力“
“因为担忧特殊儿童们日后的生
活，协会希望能够在日后设立儿童庇护
中心，让孩子们有固定的栖身之所，
即便自己不在了，孩子们也有容身之
处。”

他是学习能力缓慢的儿童，但我相信通
过这样的训练，慢慢的他能够知道如何
照顾自己。”

咖啡馆拟搭建稳固遮棚
洪国胜透露，目前该福利协会计
划要搭建一个稳固的遮棚，因为目前的
帐篷是每月向梳邦再也市议会申请租借
的，而遇上下雨天雨水还是会泼雨造成
地面湿滑，十分不便，盼有善心人士的
帮助。
目前，该福利协会暂定每个月的最
后一个星期天早上8时至12时营业，他们
也计划在未来增加营业的天数，让孩子
们多练习生活上和工作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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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麗珠

6
(

咖啡館充滿正能量

2

歲
‘巾民

)

•在朋友的通知下，知道
有这个餐厅就趁周末来
光顾。我觉得这是•个很奇妙的咖啡
馆，似乎处处都充满正能量。我看到
有年轻人来帮忙服务，教导及帮助特
殊儿童，是很好的活动去鼓励年轻人
投人义工行列。”
这里所售卖的食物味道很好，价
钱公道又卫生，我会继续的来光顾，
也会介绍朋友来继续支持；希望该咖
啡馆日后能够一个月内开办两次，这
样能够有更多的民众光临。”

_
@有与梳邦
M再也残障儿童福利协会合
“作，这样的服务方式很特
别也让我大开眼界，比起一般的筹款
活动，我们是身体力行的与他们一起
活动，很有意义。”
我帮助的孩子Keith虽然不善于沟
通，人多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分心，孩
子们的行动和沟通能力比较慢，但所
幸前来光顾的客户都理解我们是在做
什么，都愿意给予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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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尼巴：不應考量種族宗教

支持托馬斯任總檢長
信党法律局主任兼雪

诚邦区国会议员哈尼巴

指出，他全力支持汤米托马斯出
任总检察长，并对网上有人在讨
论新总检察长人选时，将种族与
宗教考量在内感到失望。
“坦白说，我对种族课题感
到厌烦及厌倦。“
“难道国阵政府选出的前任
总检察长，不是_ _名马来人及穆
斯林吗？但请看看他对总检察署
的名声作出的伤害”
他发表文告表示，国家财务
体系受到涉及巨额丑闻的破坏，
但这名马来人及穆斯林总检察长
却选择包庇涉及此事的人物，而
这号人物也是马来人及穆斯林»
“我要提醒各位，大马是属
于全民，而不是（单一）种族或
宗教的国家，我们都有各自的角
色及责任建立一个新马来西亚，
狭隘的种族政治，抱歉，这已成
为历史！”

哈尼巴指出，宪法的崇高精
神必须获得尊重及维护。
“尊敬地说，我认为我们应
该诚实地做事，首先，法律及联
邦宪法没有条文规定总检察长必
须是马来人及穆斯林。”
他表示，被推举为总检察长
的汤米托马斯拥有深厚的法律知
识。

廉正至上具公信力
“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名廉
正至上的资深律师，这对成为总
检察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哈尼巴也忆述，自己与汤
米托马斯处理一宗雪州水供公司
(Syabas )提控女律师法达与社
运分子阿末鲁非藐视法庭的案件
时，汤米托马斯是法达的代表律
师，而哈尼巴则代表阿末鲁非，
他们最终胜诉。
“我看见了_ •名极为出色及
高公信力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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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華後曰召見藍眼候選人
地點遭質疑改酒店舉行
(沙亚南3日讯）希望联
盟实权领袖拿督斯里安华在来
临星期三（6日）与所有参选
第14届全国大选的公正党候选
人的首次见面会地点原定副首
相官邸，但是遭人质疑滥用政
府财产后，改至灵市万达酒店
(One World Hotel) °

原定副首相官邸会面
公正党副主席兼选举局主
任努鲁依莎今早正式对外发函
指出，安华将首次会见所有参
选第14届全国大选的公正党候
选人，以汇报公正党在进人政
府体制后的未来方向，见面会
地点是在布城的副首相官邸
推特用户@ibnzakuan在下
午12时41分在推特上向努鲁提
出疑问："YB @n_izzah这不
算使用政府财产来进行政党活
动吗？请解释
努鲁随后在下午4时12分
回复并感谢这名网民的关切
她表示，公正党选举局已关注

到网民提出有关公正党主席拿
督斯里旺阿兹莎作为党主席与
副首相双重角色的问题，因此
决定将见面会地点改至万达酒
店。
稍早前，《新海峡时报》
引述公正党副主席蔡添强指
出，这次的会面是安华主动提
出，而其长女努鲁依莎已经正
式对外发函。
“安华要见我们，因为他
从未会见所有在第14届全国大
选胜出及落败的候选人，他出
狱至今还未见过大家。
“努鲁依莎，作为选举
局主任，已经指示所有人出
席，所有领袖，包括我都会在
场“
安华也会在汇报会后，与
所有出席的公正党候选人一同
开斋。

安华将分享狱中感受
蔡添强指出，安华也会分
享自己的狱中感受。

“没有什么大计划，我们
没什么要计划，我们已经是政
府了。”
这场由安华主持的汇报会
将会于星期三下午3时30分举
行。
据了解，努鲁依莎向公正
党候选人发出的信函中写到，
选举委员会已于5月28日，针
对第_14届全国大选的成绩发布
宪报
信函也写道：“希盟113
名国会议员中，公正党拥有49
人或占42%，拥有最多国会议
员；除了吉兰丹及登嘉楼，公
正党也拥有67名州议员。”
另外，公青团署理团长阿
里夫则指出，这场见面会是要
讨论如何有效兑现希盟竞选宣
言。
“我相信安华会分享他对
目前政治局势的看法与他的经
验，我们也会举行对话会，针
对兑现承诺发表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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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改善綠馳年杪有望轉盈
(吉隆坡4日讯）绿驰通讯科
技(GPACKET，0082,主板科技组）
旗下业务已改善，今年杪业绩有望
转亏为盈，放眼来年净利及营业额
可取得双位数成长。
公司首席执行员陈启贤在股东
大会后表示，今年首季亏损已经收
窄，再加上新政府执政，预期大马
将会展现新的面貌及商机，因此，
希望今年公司可重新获利。
截至今年3月31日，公司首季
净亏损从538万2000令吉收窄至312
万6000令吉
“业绩转盈后，在现有及新
的业务助攻下，期望2019年的营业额与净利可取得双位数成
长°
”
该公司核心业务为方案与通讯、物联网、金融科技，方案
与通讯贡献90%以上营业额:«
有关与香港亚洲电视合作一事，陈启贤表示，基于大马
政权更迭，相关单位需重新检视合作事宜，预期今年杪会有结
果。
2017年12月，绿驰通讯科技与亚洲电视签署备忘录，以在
国内经营广播电视频道，涉足网络视频（orr)市场。

用户13万人
首季成交量增3倍
Kiple

陈启贤也表示，金融科技业务旗下的电子钱包Kiple，目前
用户达13万名，首季成交量按年成长3倍至900万令吉，其中1至
2%的成交量将贡献该公司的营业额。
“早前，雪州政府制定母亲关怀计划（KISS )，受惠人士
每个月可获得200令吉购物卡，充做购买生活用品津贴。相信同
类型计划将会逐步在希盟执政的州属推行。”
陈启贤补充，该购物卡的支付方式与绿驰通讯科技有关，
因此，越多人使用，可让绿驰通讯科技受惠。
陈启贤也表示，投资新业务一般需要18个月耕耘期，预期
2019年将迎来“果实收割”。
“物联网业务已经有1000辆汽车在实验相关需求，预期今
年下半年将有更明确的发展方向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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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4日讯）甲洞
基督教卫理公会捐献3万令
吉，响应政府成立的“大
马希望基金”，希望此举
能号召会友视能力捐款，
以表达基督徒爱国的情
操。
该教会理事周日在会
所移交3万令吉的支票给希
盟行动党泗岩沫国会议员
杨巧双及希盟行动党甲洞
区国会议员林立迎，由他
们代表转交给财政部。
甲洞基督教卫理公会
执行会主席王培荣表示，
该教会希望能够尽公民
的义务，为国家出一分绵
力，以帮助减轻庞大的国

m

響應希望基金

甲洞衛理公會捐3萬
口 ？我们认为，即便该基
金的数额不能填补多大的
债坑，但我们希望该基金
日后能够帮忙填补国家医
疗及教育的发展缺陷，造
福社群。”
他也指出，大马基
督教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
响应马来西亚基督教教会
协会（CCM )的呼吁，也
发动参与“大马希望基
金”，希望年议会属下各
牧区和会友参与爱国行

“很多人还是很怀

“年会集中收集款项

疑，这么一点钱究竟能够
帮助填补多大的国债缺

后，汇给总议会，再由基
督教教会协会是上政府财

政部，能够纾缓国家庞大
债务。
他指出，大马基督教
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的目
标是为“大马希望基金”
筹获100万令吉，甲洞基督
教卫理公会所捐献的3万令
吉只是•个开始。

杨巧双：
每人一小步国家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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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强（左三）移交甲洞基督教卫理公会所捐献的“大马希望基金”支票给杨巧双
t左四及五）及林立迎，由两人代表转交给财政部。
“希盟作为执政政

林立迎表示，该希望

杨巧双表示，要捐献
3万令吉，对一个教会来说

府，非常感谢人民的心
意，当每一个人同时迈开

基金的成立是基于人民倡

用捐款救国的名义，开设
户口来行骗。

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教

-小步，就会带来很大的
改变，就如过去的大选结
果一样。”

议要帮助偿还国债的心意
而设立。

出席者包括林立迎助
理蔡宗荣、蔡秋发、甲洞

希盟政府开设官方户
口是为了防止不法分子利

基督教卫理公会会友领袖

会是非盈利组织，该教会
的捐款行动犹如“爱的礼
物”。

林志强及牧师莫泽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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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正乾（右四）赠送一幅向日葵杰作给许来贤（左三），左起为尹新垣和黄耀佳
右一为云炳坤、杨长林和罗秋雄。

許來@
貝

提升旅業就業機會

加影擬建藝術文化館
(加影4日讯）雪州行政议员兼希盟
公正党加影区州议员许来贤指出，他希
望借助加影王子艺术及文化馆的活动，
将加影市镇打造为人人皆晓的文化中心
艺术馆。
他说，艺术文化馆将吸引更多游客
观光加影市，从而带动加影市的经济和
繁荣，也造就了更多就业机会。

台湾与马来西亚的双边
关系，无论在贸易、投
资、教育及观光等，都
保持密切友好关系》

I

他希望藉著加影
王子艺术及文化馆这个
平台，让更多台湾的艺
术、文化工作者能够前
来互相交流。让台马的
双边关系能够更加深
化、广化及强化。
较早时，王子艺
术及文化馆主席拿督黄
耀佳和加影沙爹王子主
席罗秋雄在会上深表感
激°

他说，他会在近日内与加影市议会
及雪州旅游部讨论，要如何实行这项计
划，并将加影市打造成为沙爹城以外的
文化中心。

黃耀佳••發掘學生藝術天

尹新垣••盼引進台軟實力

马来四亚台北
•^二t经济文化办事
处代表尹新垣在致词上
表示，台湾目前正积极
推动“新南向政策”，

他是日前在加影王子艺术及文化
馆，为名画家吴正乾个人画展主持开幕
时指出，这是他受委为雪州环境及艺术
事务，当前主要第•个任务。

•^耀佳表示，加影王子艺术及
文化馆是一所小小品牌艺术
馆，创设该馆是希望能给于当地学校
和新纪元的学生作为一个交流的艺术
的平台，通过该馆能找到更多的艺术
细胞，以改善学生的艺术方向，发挥
更高艺术界境界。
他表示，这次为吴正乾举办个人
画展，是该馆自启
建后的第五次较为大型的活动
之一。而这次能得到尹新垣及台湾辅
仁大学管理学院杨长林博教授前来助
阵，除了能让画展增光，也让我国的
艺术界的学子，多认识台湾文昌艺术
文化。
吴正乾擅长以绘•系列向日葵
画，吴正乾今回共展出38幅精致的油
画和抽象画。
出席者包括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
总会中委拿督云炳坤、加影市议员林
金瑛及拿督何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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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敏：精明管理超越目標

雪去年補收逾28憶
(沙亚南4曰讯）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
兹敏对雪州财政表现深感激赏，除了成功
把州财政赤字从9亿令吉减至4亿零800万令
吉，州政府去年共取得28亿1000万令吉税
收，超越25亿5000万令吉（或10.2%)的目
标°
“州政府于今年首5个月获得W亿令吉税收，
或相等于今年目标22亿5000万令吉的45%。”

有效率廉洁减少欠款
他今日在与雪州公务员斋戒月集会时强调，亮
丽的财务状况，来自州政府秉持的谨慎花用原则，
同时在公务员群体贯彻有效率、廉洁与杜绝浪费和
疏漏的工作文化。
“雪州政府的精明管理证明在去年减少了4383
万令吉或13.36%的税收累积欠款，使得税收欠款剩
下2亿8400万令吉。”

阿茲敏引用莎翁名劇

形容與公僕血濃於水

•阿兹敏（左）与雪州公务员道别，不舍之情溢于言表

留 大学的阿兹敏学

学美国明尼苏达

翁名剧中，丈夫与妻子深情
对话的情感链接。”

识渊博大“掉书袋”，在向

根据出处，布鲁图在
要刺杀罗马君王，几撒大帝
(Julius Caesar )前，心事重
重坐立不安，其妻珀雪出言
相解，而有了上述对谈q

公务员形容他与大家血浓
于水的感情时，引用英国
大文豪莎士比亚经典戏剧
《凯撒大帝》中，主角布鲁
图（Brutus )回答妻子珀雪
(Portia )的“情深爱厚如
丹血，慰我心悲切”（you
are as dear to me as the ruddy
drops, that visit my sad heart )

为念。
“我很感动过去受到公
务界的诸多爱戴及拥护，我
和公务员众人的关系不只是
形象亲民的阿兹敏（右三）人气高涨，在卸任前与雪州公务员的
基于公务，甚至犹如上述莎
集会中大受欢迎，几乎每踏出一步，就被公务员要求合照和自拍。

公务员争相合照
“帅哥大臣”阿兹敏人
气高涨，在结束大会仪式后
离开州政府大厦银禧纪念堂
前，几乎步步都被雪州公务
员要求停下合照自拍。
他也与公务员大玩自
拍，作为即将卸下雪州大臣
与公务员们的道别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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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投诉或预约，以便可以和市议

與聯管機構合作

鄧章欽助提升組屋環境
(巴生4日讯）雪州行政议
员拿督邓章钦指出，他需要组屋
居民与联合管理机构（JMB )合
作，提供大家所面对的问题，让
该机构成为其团队和居民的沟通
桥梁，以便可以协助改善居民面
对的问题，提升组屋的环境素
质
他周日傍晚率领一众团队前
往巴生新镇组屋区参与“派粥与
开斋活动”时，向在场的居民表

i邓章钦（中）派粥给居民。右为严玉梅

示，虽然他在巴生已有23年服务
人民的经验，可他在处理组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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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缺乏经验，所以希望居民能
给予他学习机会，让他能和联合
管理机构合作，.•起把组屋环境
搞好&
“沿路走进来，我已发现某
些需要改善的地方，我会与负责
单位联系，确保州政府能够提供
适当的资源到这一区。”

欢迎民众到服务中心投诉
邓章钦除了向居民介绍负责
该区的市议员严玉梅外，也呼吁
居民到他位于巴生新城的服务中

员或他面谈a
“我的服务中心比较靠近，
相信骑脚车或走路都可以到益可
如果情况允许，或许你们可以先
经过联合管理机构，让该机构代
表传达到市议员，然后到我这
儿，所以我欢迎联合管理机构成
员与我和团队保持良好联系，以
便更贴切了解并协助居民。”
此外，他也称赞附近的轻快
铁第5路线的兴建工程，在工程
全面完工后，就能带给附近居民
方便，并提高该区的生活素质《
出席者包括巴生市议员严玉
梅、邱宜达、朱德恭、巴生行动
党党员及该组屋联合管理机构代
表等人。

•联合管理机构代表沙哈（中）移交纪念品给邓章钦
(左）。右为依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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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前中）
与雪州公务员合照，
作为他担任雪州大臣
的最后留念。前左二
是雪州秘书拿督莫哈
末阿敏，右二为州财
政司拿督诺阿兹米。：

商討行政事務

雪蘿丹今S見闻兹敏
(沙亚南4日讯）雪州苏丹沙拉

加上阿兹敏将在6月19日，即开斋节后正

弗丁将在明日召见雪州大臣拿督斯

式辞去雪州大臣职，所以特别有此见面
会。

里阿兹敏，以便后者离马一周到麦
加小朝圣前，能先商讨雪州行政事

阿兹敏：雪大臣人选未定案

州苏丹（过目及寻求御准），以便赶上
指定的大臣宣誓日期（6月19日）。”

另-方面，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
敏今早出席与雪州公务员的斋戒月集会
后透露新任雪州大臣目前有数名人选，
但正式出线人选仍未有定夺。

任°

希盟4黨同意

芬于大臣人选是否获得希盟4党
$的共识，阿兹敏披露，希盟实
权领袖拿督斯里安华日前觐见雪州苏丹
沙拉弗丁殿下时，有针对这项议题提出
讨论，并在商讨中解决了《
他证实，在获得希盟4党同意及取
得共识后，大臣将继续由公正党人选出

*日据媒体揣测，雪州大臣的大热
门，是现年38岁的行政议员阿
米鲁丁。阿兹敏在“加影行动”后于2014

询及大臣是否不是新人，或从现
任行政议员中挑选，阿兹敏没有正面回
答，只表明若是行政议员担任大臣，届
时需填补有关职缺；若是州议员就不需
要》
记者进一步追问大臣人选是否为
公正党现任行政议员时，他只抛下一句
“可能”，并补充道，雪州希盟有51名
州议员，意味所有州议员都具备出任大
臣资格由

阿米魯丁熱門人選
沙哈魯丁及蘇海米也有機會

年9月取代丹斯里卡立成为大臣后，阿米
鲁丁受委成为行政议员，向来被视为阿兹
敏班底《
阿米鲁丁在本届州政府，受委掌管
雪州加强青年和体育、企业发展及乡村与
传统村发展事务，与行动党的拿督邓章钦
和甘纳巴迪劳，并列为雪州3名资深行政
议员《
不过，由于阿米鲁丁被认为太年

州1万7109名公务
员将在来临开斋节
享有1个月的花红，同时雪州
7个联邦政府部门的755名联
邦公务员，亦首次获得州政
府派发每人1000令吉的开斋
节特别援助金。
阿兹敏宣布，上述开斋

轻，在领导与服众方面或面临挑战^
另2名热门人选，包括曾任雪州工业
大学副校长及政治学教授的政坛新兵斯里
斯迪亚州议员沙哈鲁丁、及阿兹敏政治秘
书兼双溪甘迪斯州议员苏海米《•
除了上述3名热门人选，两匹“黑
马”为依约州议员依德利斯阿末及新人丹
绒士拔州议员柏汉^

阿兹敏已出任经济事务部长，他的
雪州大臣任期是到6月19日届满；当天，
他将在巴生阿南沙王宫移交职权给新任
大臣

n -方面，阿兹
力敏指出，政府
将通过磋商会议，以真诚
的心态探讨及解决，涉及
到新加坡的隆新高铁和涉
及中资的东海岸衔接铁路
等前朝大型政府项目。
他指出，希盟政府
上台后要检讨这些大型项
目，是为了减轻国家债务
负担，避免奢侈浪费，但
基于涉及到其他国家，因
此需经良好磋商后才定
夺。

透明化招商引资
他强调，在招商引
资方面，政府会落实透明化举措，这是
关键部分，假以时日将知会投资者。
他透露，经济事务部目前正处于
草拟即将于今年10月，在国会提呈的第
11大马计划（2016-2020)中期研究的
最后阶段，除了评估过去2年的经济表
现，也根据希盟竞选宣言蓝本，为国家
制定新的经济方向。

雪逾萬公務員

獲1個月開齋節花紅
节特别援助金，将于本月25
日汇人公务员的银行户头。
7个联邦部门是水利灌
溉局、州法律顾问局、社会

涉及中國新加坡

公正黨人選續任大臣

“大臣当然只有-•人。我和党领导
层商讨了，人选名单会在近期提呈给雪

磋商檢討前朝大項目

他说，阿兹敏将在本月6日（星期
二，后天）远赴麦加小朝圣（umrah )，

含义。

“这场见面会主要磋商及解决雪州
行政上的事务。”

务的问题。
雪州苏丹机要秘书拿督慕尼今日发
文告指出，殿下将在明日上午11时，在
沙亚南武吉加央岸王宫召见雪州大臣阿
兹敏。

他被记者询及是否确定了人选时，
以“正式来说没有”为回应，充满玩味

福利局、公共工程局、农业
局、森林局及伊斯兰法庭局
的755名联邦公务员，亦获得
雪州政府额外派发每人1000

令吉的特别援助金。
阿兹敏也说，基于爱国
情操，雪州所有G44级别以上
的中级及高级公务员，将从
1个月的开斋节花红中，自动
扣除10%奉予财政部的“希
望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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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籌10萬教•
(首邦市4日讯）拉曼大学学院

岩沫国会议员杨巧双代表接领仪式时说，

校友总会在短短24小时内筹获10万令

该总会作为非政府组织，目前拥有7000名

吉捐助大马希望基金，该总会也希望

会员，他希望能有更多人捐款。
“拉曼大学学院有约19万名校友，其

能达到抛砖引玉的效应，希望有更多
校友及爱国人士捐款给大马希望基
金。
拉曼大学学院校友总会会长拿督叶国
煌表示，马来西亚迎来新政府，该总会欲
略尽绵力，捐款给新政府。
他移交模拟支票予希盟行动党候任泗

中7000人已成为总会会员，总会将于明年
迎来创会50周年庆。我呼吁社会大众为大
马希望基金做出贡献。”

吴明捧：最重要是心意
该会执行顾问丹斯里吴明璋表示，无
论捐款数字多寡，最重要的是那份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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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曼大学学
院校友总会移交10
万令吉模拟支票予
大马希望基金，并
由杨巧双（右六）
接领。左起为姚蔑
薪、苏启志、张家
进、陈春宁、曾华
健及叶国煌；右起
为蔡铭智、茹翔
威、林丽玉、陈细
睦及吴明璋。

他说，参与大马希望基金是一项很好
的启发，他呼吁更多非政府组织及巫裔同
胞一同参与，让该基金更具意义。
另外，杨巧双表示，她感恩拉曼大学
学院校友总会在短时间内筹获该数额，并
捐助大马希望基金。
她说，人民自发性要求政府提供平台
让他们捐款予政府，并在过去一星期内，
民间公共机构或私人机构都自动自发为该
基金筹募款项，展现人民的强大力量。
“同时，财政部每天透过媒体及社
交媒体，更新大马希望基金筹获的最新款
额。”
出席者包括拉曼大学学院校友总会署
理会长陈细睦、张家进、副会长拿督曾华
健、秘书陈春宁、理事林丽玉、姚苠薪、
蔡铭智、拿督苏启志及茹翔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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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人深思的食物
頁振威
英文星报
董事经理兼CEO

不得的，据称工人是刚聘请，可能

饭。”

是外国劳工。

N
J 受他们的食物，但问题
来西亚人知道如何享

—

尽管吉隆坡市政局查封了不
符合卫生的食肆，长久以来市内食

要c，

她透露，卫生官员每天都有展

我们的后巷情况也好不到哪

开检查工作，每周则进行一次大规

里。试试到八打灵再也SS2的小巷

模的检查。

子走走，尤其是商业区，那里有许

肆都面对蟑螂、老鼠和各种卫生问
题。

吉隆坡市政局希望让违规者受

多生意兴隆的餐馆，后巷的情况很

到更长的惩罚期，但接到查封令的

严重，令人想知道这些小巷是否有

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很宽容，只

吉隆坡市政局卫生及环境组主

餐馆拒绝关店，以致执法仍然是一

清理乾净。

要我们喜欢的食物，即使它是出自

任哈雅蒂阿都拉被引述说，业者不

是，我们从未真正关注餐馆的卫生
标准。

-家肮脏的餐厅都不计较。

个艰难的任务。

畏惧受对付和冥顽不灵，让地方政

她解释吉隆坡市政局的窘境

我们对食物的准备过程视而

府感到无能为力。她只能促请消费

时说：“我们的资源有限，无法每

不见，我们不介意脏兮兮的油腻地

者不要光顾肮脏的食肆，让他们的

面，或者坐在沟渠旁边，甚至在厕

生意大减。

天监视每家餐厅，我们有一个时间
表“

所附近用餐。我们甚至不在意这些
咖啡店洗手间的卫生水平。
当然，卫生官员和市议会人员
继续让这些场所运作也是一个奇
迹。

不幸的是，许多餐馆将食物准
备区扩展到后方，当然这是非法的
做法。
我最近在白沙罗上城

(Damansara Uptown )看到--个著

这些餐馆业者知道，即使餐馆

她说，旦发现有害虫和不

被关闭也只是一段短时间，罚款对

卫生的食品处理过程，有关餐馆将

而我们都知道，很多鸡饭档业主都

这些餐馆老板来说根本是九牛-

被勒令停止营业，直到他们达到所

是这样做。

毛。

要求的标准，而那些问题轻微的餐

也许是时候，吉隆坡市政局

馆，如地面航脏则会被罚款。
然而，卫生问题不仅局限于首

名的烧鸭摊将鸭子挂在后巷风乾；

肯定的，从现在开始两周后，
这个肮脏餐馆的问题将不幸地埋在

是由于缺乏人手？卫生官无

建立_ -个微型网站，列出已经被查

能？或者（如我们经常论断的那
样）官员贪污？或是“经典”官僚

封和暂时被关闭的餐厅名字。这个
“耻辱名人堂”（wall of shame)应

都’而是整个马来西亚。
我总是好奇，当我们吹嘘马

业者将照常营业，问题是，为什么

借口——没有接到正式的投诉？
上周，餐厅工人在一地污水和

该足以阻吓冥顽不灵的业者，使他

来西亚是美食天堂时，游客会怎么

我们可以让这些餐馆继续以这样的

们做正确的事情。

木目o

方式运作？

雨水的道路坑洼里洗盘子的视频，
是记忆中最严重的卫生疏忽事件之

—-o

我们记忆的后巷。
随着时间的过去，-切照旧，

如果吉隆坡市政局无法做到这

在许多路边摊，卫生纸卷用来

现在必须强制所有餐厅为顾客

-点，网民提高警惕并唾弃肮脏的

取代餐巾纸，顾客用卫生纸擦手和

设置有关投诉细节的标示，包括可

餐具，显然，这些小贩并不知两者

通过手机提出投诉，以及通过适当

餐厅忽视基本卫生的法律，却

哈雅蒂认同这观点，称“大多

的区分，更糟糕的是，他们看不到

的管道提供照片或视频。现在是采

把问题归咎于工人的做法是非常要

数人继续在无牌和肮脏的餐馆吃

餐巾纸和卫生纸的不同应用性之重

取行动的时候了。

餐馆，只是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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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華：澄清對希盟不責指控

維治舂钃護關係
(吉隆坡_日讯）公正党实权领
袖拿督斯里安华最近觐见数位马来
统治者引起非议，但安华强调他只
是服从王室的旨令觐见统治者，并
趁机会澄清针对希望联盟的一些不
实指控。
他说，希盟政府被指由行动党主导，
侵蚀了君主和马来人的权力《所以他告诉
殿下，统治者的荣耀和主权将受到维护。
他在政策措施研究中心（INVOKE )
脸书进行访问时表示，觐见统治者是维护
王室与新政府之间良好关系的重要一步。

“例如，我去了柔佛州、雪兰莪州、
彭亨州和霹雳州觐见苏丹、摄政王、王
储，你看，（国家独立）60年后，君主立
宪国家看到了政权更迭。”
至于有人指他是“邪恶的低语者和诽
谤者”，安华说，首相敦马哈迪也知道他
与统治者的会面。
“当我觐见国家元首时，我有向马哈
迪报告，因为他是首相，当我接到御令觐
见柔佛苏丹依布拉欣依斯干达时，我也告
诉马哈迪，当我觐见霹雳州苏丹会面时，
我也通知马哈迪。所以，为什么其他人那
么多事？给我行动的空间，我是以帮助政

府的人的身分行事。”
他也驳斥有关他没有全力，及坚定捍
卫希盟总检察长人选的说法«
“我有事情要处理，我正在努力化解
紧张的局势。”

针对委总检长安华觐见元首
另据《透视大马》报道，安华周一晚
上也会针对委任总检察长课题，觐见国家
元首。
他也说，他最近觐见马来统治者时向
他们保证，虽然现在政局已经改变，但宪
法没有改变，统治者的地位也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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