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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ua DUN 12 negeri dibubar beri laluan PRU-14
[FOTO ROSLIN MAT TAHIR/BH]

Sultan Sharafuddin melihat watikah proklamasi pembubaran DUN Selangor sambil diperhatikan Raja
Muda Selangor, Tengku Amir Shah dan Azmin di Istana Alam Shah, Klang, semalam.

Kuala Lumpur: Semua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bagi 12
negeri dibubarkan bagi memberi
laluan kepada Pilihan Raya
Umum Ke-14 (PRU-14).
DUN bagi 11 negeri dibubarkan
sejak Sabtu hingga semalam, kecuali Pulau Pinang yang berkuat
kuasa hari ini.
DUN yang dibubar semalam ia-

lah Selangor, Terengganu dan Perak.
Di Ipoh, Menteri Besar, Datuk
Seri Zambry Abd Kadir, berkata
Sultan Perak Sultan Nazrin Muizzudin Shah memberi perkenan
DUN Perak dibubarkan semalam.
Di Shah Alam,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mengumumkan pembu-

baran DUN Selangor berkuat kuasa semalam, selaras Perkara LV
Undang-Undang Tubuh Kerajaan
Selangor 1959, yang dibaca bersama dengan Perkara LXX Undang-Undang Tubuh Kerajaan Selangor 1959 dan diperkenankan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Di Kuala Terengganu, Menteri

[FOTO IMRAN MAKHZAN/BH]

Ahmad Razif (tengah) menyerahkan watikah pembubaran DUN
Terengganu kepada Speaker DUN, Datuk Mohd Zubir Embong di Wisma
Darul Iman, Kuala Terengganu, semalam.

Besar, Datuk Seri Ahmad Razif Abd
Rahman, berkata Sultan Terengganu, Sultan Mizan Zainal Abidin,
perkenan supaya DUN dibubarkan
berkuat kuasa semalam.

DUN Pulau Pinang
bubar hari ini
Di Georgetown, Ketua Menteri,
Lim Guan Eng, mengumumkan

pembubaran DUN berkuat kuasa
hari ini selepas diperkenankan
Yang di-Pertua Negeri, Tun Abdul
Rahman Abbas.
Bagaimanapun, DUN Sarawak
tidak terbabit dengan PRU-14.
Perdana Menteri, Datuk Seri Najib Razak mengumumkan pembubaran Parlimen Jumaat yang
berkuat kuasa pada Sabtu la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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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SIS AIR SELANGOR

Azmin perlu nilai semula
kemampuan buat keputusan
Jamin rakyat
tak hadapi
masalah
bekalan
berpanjangan

Beliau berkata, penilaian itu perlu bagi menjamin rakyat di Selangor dapat menikmati air bersih
dan tidak dikenakan catuan serta
bebas daripada gangguan bekalan
air.
“Malah, beliau (Mohamed Azmin) kini membuat tohmahan
yang tidak bertanggungjawab apabila mendakwa Kerajaan Perseku-

tuan enggan membuat serahan separa Loji Rawatan Air Langat 2
(LRAL2) kepada Pengurusan Air
Selangor Sdn Bhd.

Kerajaan ambil serius
“Kementerian Tenaga, Teknologi
Hijau dan Air (KeTTHA) serta Jemaah Menteri sudah pun memutuskan serahan separa LRAL2 oleh

Oleh Faliq Lajim
cnews@nstp.com.my
Shah Alam

M

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perlu menilai semula kemampuan dari sudut
membuat keputusan sehingga kecekapan mentadbir negeri ini.
Ahli Majlis Tertinggi UMNO, Datuk Seri Dr Irmohizam Ibrahim,
berkata ia susulan krisis yang berlaku di negeri ini pada awal bulan
lalu yang menyebabkan lebih tiga
juta pengguna menjadi mangsa.

Keratan akhbar BH mengenai krisis air.

Pengurusan Aset Air Berhad
(PAAB) kepada Air Selangor hanya
selepas kerajaan Selangor selesai
melakukan skim penstrukturan
bekalan air,” katanya dalam kenyataan, di sini, semalam.
Justeru, Irmohizam berkata,
dakwaan Mohamed Azmin jelas
menunjukkan beliau mengambil
sikap ‘lepas tangan’.
Beliau berkata Kerajaan Persekutuan memandang serius dan
mengambil berat terhadap apa
yang boleh membawa kebaikan
untuk rakyat dan pengurusan
yang sistematik.
“Adalah adil bagi PAAB mengutip semula pelaburan sebanyak
RM3.7 bilion untuk menampung
kos sewa pajakan.
“Ini tidak mengambil kira kos
penyaluran air dari Sungai Semantan, Pahang, bernilai RM3.8 bilion
yang ditanggung sepenuhnya oleh
Kerajaan Persekutuan,” katanya.
Beliau berkata, hanya kerajaan
Barisan Nasional (BN) mampu menyelesaikan masalah air yang dihadapi Selangor ketika ini.

Kerajaan
Persekutuan
memandang serius
dan mengambil
berat terhadap apa
yang boleh
membawa kebaikan
untuk rakyat dan
pengurusan yang
sistematik”
Irmohizam Ibrahim,
Ahli Majlis Tertinggi UM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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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engganu, Selangor, Pulau Pinang turut bubar DUN
KUALA TERENGGANU 9 April Kerajaan negeri m e m u l a n g k a n
s e m u l a m a n d a t k e p a d a rakyat
d e n g a n p e m b u b a r a n D e w a n Und a n g a n Negeri (DUN) hari ini
setelah m e n d a p a t p e r k e n a n Sult a n Terengganu, Sultan Mizan
Zainal Abidin.
Menteri Besar, Datuk Seri Ahm a d Razif Abdul R a h m a n m e n g h a d a p baginda di Istana Syarqiy a h di sini, p u k u l 10.20 pagi bagi
memohon
perkenan
sebelum
m e n g a d a k a n sidang a k h b a r k h a s
bagi m e n g u m u m k a n p e r k e m b a n g a n itu di Wisma Darul I m a n
p a d a t e n g a h hari.
Watikah p e m b u b a r a n k e m u d i a n n y a diserahkan k e p a d a Yang
Dipertua DUN, Datuk Mohd. Zubir Embong, s e b e l u m d i s e r a h k a n
pula k e p a d a Pengarah S u r u h a n jaya Pilihan Raya (SPR) negeri,
Nik Andy Suwardy A m r y bagi
, m e m b o l e h k a n pilihan raya n e geri d a n pilihan raya u m u m d a p a t
diselaraskan d a n d i a d a k a n secara
serentak.
"Kerajaan BN telah melaksanakan d a n m e m b e r i k a n yang terbaik
u n t u k rakyat. Kuasa kini dipulangkan semula kepada rakyat u n t u k
memilih kerajaan yang m e r e k a
inginkan," katanya di sini.
DiSHAHALAM, DUN Selangor
ke-13 t u r u t d i b u b a r k a n b e r k u a t
k u a s a hari ini selepas m e n d a p a t
p e r k e n a n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 h a r a f u d d i n Idris Shah.
Pengumuman
pembubaran
DUN itu d i b u a t o l e h M e n t e r i
Besar, D a t u k Seri M o h a m e d
A z m i n Ali di lobi B a n g u n a n Sult a n S a l a h u d d i n A b d u l Aziz S h a h

AHMAD RAZIF ABD. RAHMAN (tengah) menyaksikan penyerahan notis pembubaran DUN Terengganu oleh Mohd. Zubir
Embong (kiri) kepada Nik Andy Suwardy Amry di Kuala Terengganu, semalam. - UTUSAN/AZLAN BAHRUM
di sini.
"Alhamdulillah, Sultan Selangor telah p u n m e m b e r i perken a n s u p a y a DUN Selangor ke-13
d i b u b a r k a n b e r k u a t kuasa hari
ini seperti yang d i p e r u n t u k k a n
d a l a m Fasal (2) Perkara LXX Bahagian Kedua, U n d a n g - u n d a n g
T u b u h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1959," katanya.
M o h a m e d Azmin m e m b e r i t a h u , susulan p e m b u b a r a n itu jug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t u r u t

m e n y e r a h k a n notis k e p a d a SPR
Selangor hari ini.
Di GEORGETOWN, Pulau Pin a n g m e n j a d i negeri terakhir
y a n g m e m b u b a r k a n DUN selepas
11 lagi negeri kecuali Sarawak berm u l a sejak Parlimen d i b u b a r k a n
Sabtu lalu.
Pengumuman mengenai pemb u b a r a n y a n g b e r k u a t k u a s a esok
itu d i b u a t Ketua Menteri, Lim
Guan Eng d a l a m sidang a k h b a r
k h a s di Kompleks T u n Abdul

Razak (Komtar), hari ini.
Guan Eng berkata, beliau t e l a h
b e r j u m p a Yang Dipertua Negeri,
Tun Abdul R a h m a n Abbas u n tuk mendapatkan persetujuan
berkaitan p e m b u b a r a n t e r s e b u t
pagi ini.
"Surat p e m b u b a r a n a k a n dih a n t a r k e p a d a Speaker DUN Pulau P i n a n g o l e h S e t i a u s a h a Keraj a a n Negeri, D a t u k Seri Farizan
Darus hari ini j u g a u n t u k p e m b u b a r a n (DUN) esok," k a t a n y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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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 sangat pa kai logo PKR,
yang untung tetap Mahathir
Oleh HERMAN HAMID
pengarang@utusan.com.my

MENGIKUT laporan,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bagaikan
mengambil peluang di hadapan
penyokong PKR malam tadi untuk 'lepas geram' kepada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berhubung
kisah lampau antara parti itu
dengan bekas seteru nombor
satu mereka.
Dengan menggunakan istilah
'orang itu', Mohamed Azmin
mengungkit kata-kata Dr. Mahathir yang pernah menyindir
PKR hanya mampu bertahan
enam bulan tetapi kini 'orang itu'
yang akan bertanding dalam Pilihan Raya Umum Ke-14 (PRU-14)
menggunakan logo PKR.
Dan bagi Timbalan Presiden
PKR itu, perkara tersebut adalah
kejayaan terhebat. Persoalannya
ialah benarkah? Siapa sebenarnya
I pemenang?
Bukankah 'orang itu' yang
memecat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daripada Timbalan Perdana
Menteri sehingga membawa kepada penubuhan PKR 20 tahun
lalu?

MOHAMED AZMIN ALI

MAHATHIR

Bukankah perjuangan PKR
adalah untuk mendesak 'orang
itu' berundur kerana menzalimi
Anwar?
Bukankah Anwar serta PKR
yang dizalimi 'orang itu'?
Sepanjang kemelut politik dua
dekad lalu, PKR dan Anwar tidak
pernah pun menzalimi Dr. Mahathir kecuali sekadar memberi
gelaran 'Mahafiraun' yang tidak
pun mengurangkan apa-apa baik
kuasa mahu pun harta bekas Perdana Menteri itu.
Ironinya, sekarang PKR sanggup
menumpahkan
segala

kudrat yang ada bagi
mengangkat Dr. Mahathir sebagai Perdana
Menteri selepas 15 tahun beliau berundur.
Maka apabila Dr.
Mahathir
dicalonkan
sebagai bakal Perdana
Menteri gabungan pembangkang PKR, timbul
satu soalan kepada
Mohamed Azmin:
PKR yang berjaya
atau 'orang itu' sekali
lagi yang menang?
Bukan setakat semat logo PKR di dada,
kalau Dr. Mahathir tidur dengan
logo simbolik mata Anwar itu
sekali pun, yang jadi Perdana
Menteri tetap Dr. Mahathir. Lagi
pun apalah sangat kan Tun, setakat pakai logo.
Yang penting apa kejayaan
PKR? Teringat pula kisah Pak
Pandir bila baca 'gebang' Azmin.
Lucu.
Takut-takut kalau lepas menang nanti, kena berarak di jalan sekali lagi sambil jerit 'undur
Mahathir undur!'. Kan sia-sia
namanya tu Az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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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u air: Azmin berbohong lagi?
SHAH ALAM 9 April - Menteri Be-

sa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didakwa berbohong apabila
menuduh kerajaan Persekutuan
enggan membuat penyerahan
Loji Rawatan Air (LRA) Langat 2
kepada Pengurusan Air Selangor
Sdn. Bhd. (Air Selangor).
Ahli Majlis Tertinggi UMNO,
Datuk Seri Dr. Irmohizam Ibrahim berkata, Kementerian Tenaga, Teknologi Hijau dan Air telah
menegaskan bahawa Kabinet
memutuskan penyerahan LRA
Langat 2 hanya akan dibuat setelah kerajaan PKR Selangor selesai melakukan penstrukturan
semula industri air di negeri ini.
"Tohmahan Mohamed Azmin
itu adalah tidak bertanggungjawab dan jelas menunjukkan sikap lepas tangan beliau terhadap
isu ini.
"Kerajaan Persekutuan memandang serius dan mengam-

bil berat terhadap
segala kebaikan untuk rakyat termasuk
memastikan pengurusan yang sistematik,"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di
sini hari ini.
Irmohizam yang
juga Ahli Parlimen Kuala Selangor memberitahu,
keputusan
untuk
membuat penyerahan LRA Langat 2
daripada Penguru- IRMOHIZAM
san Aset Air Berhad IBRAHIM
(PAAB) kepada Air
Selangor selepas penstrukturan
selesai juga adalah adil untuk
PAAB.
Menurut beliau, langkah bagi
membolehkan PAAB menerima pulangan semula terhadap
pelaburan mereka berjumlah

RM3.7 bilion ke atas
LRA Langat 2 untuk
menampung
kos
sewa pajakan.
"Ini, tidak mengambil kira kos
penyaluran air dari
Sungai Semantan, Pahang yang bernilai
RM3.8 bilion yang
ditanggung
sepenuhnya oleh kerajaan Persekutuan,"
jelasnya.
Irmohizam berkata, Mohamed Azmin
sepatutnya menilai
semula kemampuan dari
sudut membuat keputusan serta
kecekapan dalam mentadbir
bagi menjamin hak rakyat Selangor untuk menikmati air bersih,
tidak dikenakan catuan dan bebas daripada gangguan bekalan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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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tan Selangor berkenan bubar DUN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berkenan membubarkan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semalam, bagi memberi laluan kepada Pilihan Raya Umum ke-14 (PRU14) diadakan.
Istiadat pembubaran disempurnakan baginda di Balai Dewan Diraja, Istana Alam Shah, dalam istiadat ringkas.
Baginda turut berkenan menandatangani proklamasi pembubaran DUN Selangor setebal 12 muka surat.
Terdahulu, Menteri Besa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menghadap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bagi memohon perkenan pembubaran DUN Selangor.
Mencemar duli, Raja Muda Selangor Tengku Amir Shah.
Turut hadir Speaker DUN Selangor Hannah Yeoh,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Datuk Mohd Amin Ahmad Ahya dan barisan Ahli Dewan Diraja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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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min beri alasan belum ada persetujuan soal pengagihan kerusi DUN Selangor

Belum muktamadkan calon

S

HAH ALAM - Pe-

mimpin-pemimpin
daripada empat parti yang akan bertanding
di bawah bendera Parti
Keadilan Rakyat (PKR)
di Selangor dilihat masih
sukar
memuktamadkan
senarai penuh calon yang
akan bertanding untuk
kerusi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pada Pilihan Raya Umum ke-14
(PRU-14).
Mereka
difahamkan
masih
gagal
memuktamadkan namanama calon meskipun
tarikh penamaan calon
dan pengundian bakal
diumumkan Suruhanjaya
Pilihan Raya (SPR) tidak
lama lagi.
Sebelum
ini,
seorang
pemimpin
pembangkang,
Dr.
Xavier JayakUmar
dilaporkan berkata, pengagihan kerusi
DUN Selangor
dijangka dimuktamadkan pada
pertengahan
Mac atau selewat-lewatnya
sebelum

PEMIMPIN-PEMIMPIN daripada empat parti yang akan bertanding di bawah bendera PKR
di Selangor dilihat masih sukar memuktamadkan senarai penuh calon yang akan bertanding kerusi
DUN pada PRU-14. - Gambar hiasan

pembubaran
Parlimen.
Namun, ia dilihat terus samar
pada
apabila
Rabu lepas, Timbalan Presiden
PK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gambar kecil) terus memberi alasan soal
pengagihan kerusi akan

diselesaikan dalam masa
satu atau dua hari lagi.
Bagaimanapun,
Mohamed Azmin yang juga
Menteri Besar Selangor
ketika ditemui selepas pembubaran DUN semalam
mengakui pihaknya masih
belum
memuktamadkan
agihan kerusi kerana masih
membuat saringan calon
bagi dua daripada 56 kawasan DUN.

"Kita pertimbang untuk
calon boleh menang, jika
pemimpin-pemimpin daripada empat parti yang
akan bertanding di bawah
bendera PKR boleh meletakkan calon yang lebih
diterima masyarakat setempat, mungkin beliau
boleh mewakili pakatan
bagi dua kawasan tersebut," ujar beliau.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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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 Selangor
serah kereta rasmi
SHAH ALAM - Menteri Besa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memulangkan kembali kereta rasmi yang
digunakannya kepada kerajaan negeri selepas selesai
Istiadat Pembubaran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di hadapan Bangunan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di sini semalam.
Turut sama memulangkan kenderaan rasmi jenis
Toyota Camry itu ialah kesemua 10 Exco kerajaan negeri.
Simbolik penyerahan itu dibuat Mohamed Azmift
dengan menyerahkan kunci kereta kepada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Datuk Mohd. Amin Ahmad
Ahya.
Dalam pada itu, Mohamed Azmin turut membuat
pengumuman penyerahan kereta itu menerusi status
akaun Facebook miliknya kira-kira pukul ltengah hari
dan turut memuat naik gambar beliau dan Exco di sisi
kenderaan masing-masing.
"Selesai Istiadat Pembubaran Dewan Negeri Selangor,
saya dan Exco kerajaan negeri serah kenderaan rasmi
kepada Datuk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kata
Mohamed Azmin dalam kenyataan yang dimuat naik di
laman Facebook miliknya.
Terdahulu, Mohamed Azmin mengadakan sidang

akhbar mengumumkan p e m b u b a r a n D U N Selangor
berkuat kuasa semalam bagi membolehkan pilihan raya
negeri diadakan serentak dengan Pilihan Raya Umum
ke-14 (PRU-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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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eri Besar, Exco pulangkan kereta rasmi selepas Dun bubar
SHAH ALAM-Menteri Besa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memulangkan kembali kereta rasmi
kepada kerajaan negeri selepas selesai Istiadat Pembubaran Dun
Selangor, semalam.
Turut melakukan perkara sama
adalah semua Exco Selangor.
Beliau membuat pengumuman
itu menerusi status akaun
Facebooknya kira-kira jam 1 tengah
hari dan turut memuat naik gambar
beliau dan Exco di sisi kenderaan
masing-masing.
"Selesai Istiadat Pembubaran
Dewan Negeri Selangor, saya dan
Exco kerajaan negeri serah kenderaan rasmi kepada Datuk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katanya.
Difahamkan, Mohamed Azmin
kemudian menggunakan perkhidmatan pengangkutan berasaskan aplikasi untuk pulang ke rumahnya selepas itu.
Status pengumuman itu menerima pelbagai reaksi dan ratusan
perkongsian netizen.
"Terbaiklah kurang apa lagi negeri Selangor ku ini, Alhamdulillah
cukup semua. Tak perlu kerajaan
baru. Yang ni cukup 'best' dah. I love
(Saya sayang) Selangor," kata Seri
Wanara dalam ruangan komen status Mohamed Azmin.
Ann Shah Ariﬃn pula dalam

Mohamed Azmin dan Exco Selangor menyerahkan kembali kereta rasmi kepada
kerajaan negeri selepas selesai Istiadat Pembubaran Dun Selangor, semalam.

komennya berkata, penyerahan
yang cukup sempurna, telus dan

sungguh profesional.
"Semua wajah berseri sebab niat

yang murni dan integriti tinggi.
Tiada rasuah, hipokrit dan main
kotor. Insya-ALLAH Selangor tetap
kekal di bawah kerajaan PH. Contoh
terbaik dan tahniah.
"Amanah...ALLAH sayang pemimpin begini. Sedikit pun yang
bukan hak kita kena pulangkan.
Semoga Malaysia mendapat pemimpin begini tak lama lagi. Semoga
kemenangan untuk YB semua.
Mengikut undang-undang, dengan pembubaran sesebuah Dun,
seorang menteri besar dengan
sendirinya menjadi 'menteri besar
sementara', sehinggalah kerajaan
baharu dibentuk dan ketua eksekutif baharu dilant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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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hamed Azmin
menunjukkan
watikah
perkenan
Pembubaran
Dun oleh Sultan
Selangor bagi
memberi laluan
kepada PRU14,
semalam.

Dun Selangor bubar
Berkuat kuasa
semalam untuk
bolehkan PRU14
diadakan
NOR AZIHAN MD GHAZALI

SHAH ALAM

M

enteri Besa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mengumumkan pembubaran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berkuat kuasa semalam bagi membolehkan PRU14 diadakan.
Beliau membuat peng-

umuman itu pada ucapan
kira-kira tiga minit di foyer
Bangunan Sultan Salahuddin
Abdul Aziz Shah di sini.
Menurutnya, ia selaras
dengan Perkara LV Undangundang Tubuh Kerajaan
Selangor 1959 yang dibaca
bersama dengan Perkara
LXX Undang-undang Tubuh
Kerajaan Selangor 1959.
“Saya sudah menghadap
Sultan Selangor pada jam 10
pagi bagi memohon perkenan baginda supaya
Dewan Negeri Selangor ke13 dibubarkan hari ini (semalam).
“Alhamdulillah, baginda
sudah memberi perkenan
supaya Dewan Negeri
Selangor ke-13 dibubarkan
sepertimana yang diperuntukkan dalam Fasal (2)
Perkara LXX Bahagian
Kedua, Undang-undang

Tubuh Kerajaan Selangor
1959,” katanya.
Beliau berkata, Sultan
Sharafuddin juga berkenan
menandatangani Proklamasi
Pembubaran Dewan Negeri
Selangor dalam satu istiadat
di Balai Dewan Di-Raja,
Istana Alam Shah, Klang
pada jam 10.30 semalam.
“Bagi pihak Kerajaan
Selangor, saya menjunjung
kasih atas limpah perkenan
Sultan Selangor membubarkan Dewan Negeri Selangor
ke-13 bagi membolehkan
proses PRU14 diadakan.
“Justeru, sehingga kerajaan baharu terbentuk, pentadbiran sekarang akan berfungsi sebagai kerajaan
sementara (caretaker government) sepertimana yang
termaktub dalam Pekeliling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yang menggariskan situasi,

fungsi dan hadnya sebagai
kerajaan sementara,” katanya.
Tegasnya, ini adalah sebahagian daripada prinsip
tata kelola yang baik bagi
menjamin kuasa agar ia tidak
disalahgunakan.
“Saya juga ingin mengucapkan terima kasih kepada
seluruh rakyat negeri ini yang
telah memberi mandat dan
keyakinan kepada saya dan
pimpinan untuk membangunkan negeri dan menyejahterakan rakyat.
“Kerajaan negeri yang
stabil adalah hasil sokongan
padu rakyat yang telah membolehkan pelaksanaan dasar-dasar progresif, inovatif
dan peduli demi mengangkat
darjat dan martabat rakyat di
samping mengekalkan kemajuan teknologi dan industri,”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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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apan usaha selesai isu kerusi
Pakatan
Harapan
Selangor tumpu
isu kerusi
bertindih
NOR AZIHAN MD GHAZALI

SHAH ALAM

P

akatan Harapan
(Harapan) Selangor
dalam
proses
pertimbangan
bagi
menyelesaikan sekurangkurangnya satu atau dua lagi
kerusi Dun yang masih
bertindih bersama parti

komponen
sebelum
menjelangnya PRU14.
Pengerusinya,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berkata,
calon daripada parti
komponen yang dilihat
berpeluang mendapat
kemenangan
akan
dipertimbangkan bagi
mengisi kerusi berkenaan.
“Kita masih ada satu atau
dua sahaja kerusi bertindih,
itu pun dalam pertimbangan
menggunakan faktor kemenangan
“Parti yang berkenaan
boleh meletak calon yang lebih diterima oleh pengundi
sekali gus membolehkan dia
mewakili Harapan,” katanya
kepada pemberita selepas
mengumumkan pembubar-

Saya
gembira
kerana pimpinan
Harapan
Selangor
mengutamakan
agenda
kemenangan."
- Mohamed Azmin

an Dun Selangor di foyer,
Bangunan Sultan Salahuddin
Abdul Aziz Shah, di sini, semalam.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ketika ditanya perkembangan
berkenaan pertindihan kerusi
dun antara parti komponen

di negeri ini.
Harapan Selangor
sebelum ini dilaporkan masih
belum dapat menyelesaikan
tuntutan bertindih bagi enam
kerusinegeriselepaspusingan
ketiga rundingan rasmi pada
7 Mac lalu.

Setiausahanya, Zuraida
Kamaruddin berkata, enam
kerusi berkenaan adalah
Sungai Burong, Sungai
Panjang, Seri Serdang,
Lembah Jaya, Kota
Damansara dan Dusun Tua.
Mengulas perkara itu,
Mohamed Azmin berkata,
pertimbangan itu bukan
melihat parti mana yang
memperoleh
kerusi
berkenaan sebaliknya melihat
calon yang lebih bersesuaian
untuk menang.
“Oleh kerana kita
gabungan pembangkang
menggunakan logo yang satu,
maka ia memudahkan proses
pemilihan dan membantu
mempercepatkan proses
perbincangan ini.

“Kita sesama parti
komponen juga tiada masalah
untuk mengguna pakai satu
logo, saya gembira kerana
pimpinan Harapan Selangor
mengutamakan agenda
kemenangan dan tidak
meletakkan kepentingan
mana-mana parti,” katanya.
Ketika diminta mengulas
berkenaan penyertaan Adun
Paya Jaras, Mohd Khairuddin
Othman ke dalam PKR,
Timbalan Presiden PKR itu
mengakui tidak mahu
membuat sebarang spekulasi
terhadap penyertaan Mohd
Khairuddin itu.
“Kita terima baik
keputusan Mohd Khairuddin
dengan hati yang terbuka,”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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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a zakat
perniagaan
disalurkan
kepada TKPM
MUHAMAD SAFWAN FADZIL

SERDANG

S

ejumlah dana bernilai
RM200,000 hasil wang zakat
perniagaan telah diagihkan
Noraida (berdiri, tengah) bersama
semula kepada lima buah hospital
sebahagian wakil hospital dan
kakitangan PKNS yang hadir ke
di Selangor menerusi Tabung
Majlis
Penyerahan Sumbangan
Kebajikan Perubatan Malaysia
PKNS kepada TKPM di Auditorium
(TKPM) oleh Perbadanan Kemajuan
Hospital Serdang.
Negeri Selangor (PKNS) sebagai
salah satu daripada tanggungjawab
sosial korporat, semalam.
Majlis penyerahan yang diadakan di Auditorium Hospital Serdang
telah dihadiri oleh wakil lima buah
hospital yang menerima sumbangan tersebut, Hospital Serdang,
Hospital Shah Alam, Pusat Perubatan
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 (UiTM),
Hospital Kuala Kubu Baru dan
Hospital Banting.
Ketua Pegawai Eksekutif PKNS,
Datin Paduka Dr Noraida Mohd Datuk K. Rajagobal dan sebahagian Hospital Sungai Buloh serta TKPM
Yusof berkata program yang diada- pemain seperti Safee Sali dan Azmizi Hospital Kajang pada 2017.
Noraida berkata, sumbangan
kan tersebut merupakan program Azmi.
Menurutnya, PKNS yakin peng- kepada lima TKPM hospital pada
tahunan yang dilakukan PKNS sebagai usaha memupuk nilai-nilai urusan TKPM bagi setiap hospital majlis itu telah melengkapkan
murni dan meraikan ukhwah anta- mampu membantu PKNS me- sumbangan PKNS kepada kesemua
ra PKNS dan badan-badan kerajaan nyalurkan sumbangan wang zakat 10 TKPM hospital di negeri ini.
bagi kategori asnaf ‘gharimin’ yang
“Pada tahun ini saja, PKNS akan
serta masyarakat.
“Sedikit perbezaan pada tahun layak menerima sumbangan ini se- mengagihkan wang zakat berjumlah
ini, kami mengumpulkan kesemua perti pesakit kronik yang berhutang RM1.8 juta menerusi program tanglima buah hospital yang mengurus- atau kekurangan sumber pembiaya- gungjawab sosial korporat khusus
kepada asnaf fakir dan miskin, mualkan TKPM di dalam satu majlis pe- an.
“Melalui bantuan wang zakat ini, laf, gharimin dan ﬁsabilillah.
nyerahan untuk mengagihkan se“Jawatankuasa Pengurusan
mula wang zakat perniagaan yang kami berharap dapat membantu
berjumlah keseluruhan sebanyak meringankan beban mereka yang Wang Zakat juga telah dibentuk
tidak mampu menanggung pem- PKNS untuk memastikan pengagihRM200,000.
“TKPM Hospital Serdang, bayaran bil-bil hospital atau alat-alat an yang dibuat adalah secara teratur
mengikut lunas-lunas hukum syarak
Hospital Shah alam dan Pusat per- sokongan perubatan dan lain-lain.
“Sejak tahun 2014 lagi sumbang- yang ditetapkan,” katanya.
ubatan UiTM masing-masing mePada majlis sama, tiga pesakit, Pemain kelab PKNS FC, Safee Sali menghadiahkan jersi kelab kepada seorang
nerima sumbangan bernilai an telah diberikan kepada TKPM
RM50,000,” katanya dalam ucapan Hospital Tengku Ampuan Rahimah Mohd Reduan Buyong, Mohd Suﬁan pesakit di wad Hospital Serdang, Muhammad Fareez Azman.
Klang,
TKPM
Hospital
Selayang
Yaacob
dan Nurul Eylisha Soﬁa Arif
pada majlis tersebut.
TKPM Hospital Kuala Kubu Baru pada tahun 2015, TKPM Hospital turut menerima bantuan peralatan
dan Hospital Banting pula menerima Ampang pada tahun 2016 dan TKPM perubatan hasil sumbangan dana
zakat tersebut.
RM25,000 yang merupakan sebahagian daripada peruntukan
pengagihan semula wang zakat perniagaan PKNS.
“Walaupun sumbangan ini nampak agak kecil, tetapi diharapkan
bantuan ini dapat memenuhi keperluan pihak hospital untuk membantu pesakit-pesakit yang yang
beragama Islam dan memerlukan.
“Lebih tepat lagi, bagi membantu TKPM dalam melaksanakan
kerja amal dan kebajikan untuk
membantu pesakit-pesakit menerima rawatan dan pemulihan
khasnya kepada pesakit yang tidak
berkemampuan dari segi kewangan,” katanya.
Noraida bersama sebahagia
Noraida (dua, kanan) melawat pesakit, Fatimah Ali, bagi menyerahkan
pemain Kelab PKNS FC men
Majlis tersebut turut dihadiri kepada pesakit, Nurul Eylishan Soﬁ
ghadiahkan jersi kelab terse
sumbangan di wad Hospital Serdang.
but
a Arif di Auditorium Hosp
ital Serdang.
Ketua Jurulatih Kelab PKNS FC,

PKNS salur RM200,000
pada lima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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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lan lubang boleh ancam nyawa
Penduduk desak
jalan rosak
dibaik pulih
segera
AHMAD ISMADI ISMAIL

PANDAN MEWAH

P

enduduk di sebuah flat
di sini mendakwa berhadapan risiko kemalangan akibat keadaan
jalan yang berlubang di sekitar kediaman mereka.
Seorang penduduk yang
enggan dikenali berkata, jalan
yang rosak itu berisiko kepada
pengguna terutama pada
waktu malam.

“Keadaan jalan ini semakin teruk apabila hujan.
Lubang yang kecil semakin
membesar kerana ada air
yang bertakung di dalamnya.
Ini lebih membahayakan
kenderaan khususnya penunggang motosikal yang
menggunakan jalan ini,” katanya.
Menurutnya, penduduk
tiada pilihan kerana itu adalah satu-satunya jalan ke flat
mereka.
“Apa boleh buat. Kami
menetap di sini dan sering
menggunakan jalan ini, kami
berharap pihak berkaitan
cubalah jenguk-jenguk keadaan di kawasan flat kami
ini dan buatlah sesuatu demi
kesejahteraan penduduk di
sini,” katanya.
Sementara itu, Timbalan

info
RM 30,000.

Ben Liew (duduk) menunjukkan keadaan jalan yang berlubang.

Ketua Biro Perkhidmatan dan
Aduan Awam Gerakan, Ben
Liew Pok Boon berkata,

pihaknya menerima aduan
yang dibangkitkan oleh penduduk flat berkenaan.

“Saya difahamkan sejak
enam tahun lalu, seramai
1,000 penduduk berhadapan

Kos turap jalan
dianggarkan
kira-kira RM
10,000 hingga

dengan masalah jalan berlubang ini malah kejadian
tayar dan rim kereta pecah
sudah menjadi kelaziman di
situ,” katanya pada sidang
media, di sini, semalam.
Ben Liew berkata, pihaknya akan menghantar surat
kepada Majlis Perbandaran
Ampang Jaya (MPAJ) untuk
tindakan selanjutnya.
“Saya difahamkan kos
turap jalan dianggarkan kirakira RM 10,000 hingga RM
30,000. Saya berharap masalah ini dapat diselesaikan segera,”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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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min kekal di Bukit Antarabangsa
AMPANG - Menteri Besa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mengumumkan beliau kekal bertanding
di kerusi Bukit Antarabangs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ketika Majlis Perasmian
Pasar Majlis Perbandaran Ampang Jaya (MPAJ) Kuala
Ampang di hadapan kira-kira 200 awam yang hadir,kelmarin.
Menurutnya, calon Pakatan Harapan (Harapan)
bakal diumumkan dalam masa terdekat.
“Minggu lalu empat calon telah diumumkan dan
dijangka beberapa nama lagi akan dimaklumkan

dalam beberapa hari lagi
“Senarai pendek nama calon telah ada bagi
mengisi kerusi parlimen dan dun serta telah dibentangkan dalam mesyuarat,” katanya.
Jelasnya, statusnya di Parlimen Gombak belum
diputuskan.
Mengulas persempadanan semula, Kuala
Ampang telah dikeluarkan bagi kawasan Hulu Kelang
dan berpindah ke Bukit Antarabangsa.
“Masa depan anda tetap akan saya bela. Saya
kekal di Bukit Antarabangsa,”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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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dul Basar (dua,kanan) bersalaman dengan Mohamed Zakir Husin sebagai simbolik
penyerahan tong sampah untuk Taman Kasawari.

Sumbangan tong atasi isu sampah
TAMAN KASAWARI – Isu longgokan sampah disebabkan tiada kemudahan kebuk
sampah mungkin dapat diselesaikan melalui sumbangan 35 tong sampah Majlis
Daerah Kuala Selangor (MDKS).
Pengerusi Jawatankuasa Penduduk
(JKP) Taman Kasawari, Abdul Basar
Sulaiman menjelaskan, penantian penduduk untuk menerima kemudahan tong
sampah ini sejak lebih lima tahun sudah
berakhir.
“Jika sebelum ini penduduk bimbang
nak longgok sampah depan rumah kerana
sering diselongkar anjing dan kucing liar,
jadi sekarang ni mereka sudah lega apabila boleh buang sampah di dalam tong yang
disediakan.
“Sebelum ini masalah timbul sebab
taman perumahan ini lama dan tiada kemudahan kebuk sampah tapi saya percaya

isu sampah insya-ALLAH dapat diselesaikan dengan baik bila adanya sumbangan
tong sampah ini,” katanya.
Abdul Basar menerima sumbangan
tong sampah yang disampaikan Pengarah
Jabatan Pengurusan Sisa Pepejal dan
Pembersihan Awam MDKS, Mohamed
Zakir Husin Mohammed Zahid.
Abdul Basar juga berharap penduduk
dapat menggunakan kemudahan tong tersebut dengan berhemah.
“Tong ini diletakkan di barisan depan
taman supaya nampak lebih cantik selain
tempat yang sesuai bagi memudahkan
penduduk membuang sampah termasuk
di lorong taman.
“Kita agihkan di setiap lorong sekali gus
membebaskan taman perumahan ini dari
masalah longgokan sampah sarap,”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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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state assemblies dissolved

Royal audience: Azmin greeting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after the Selangor Ruler signed
the proclamation fo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tate assembly at Istana Alam Shah. — Bernama

Royal announcement: Sultan Nazrin Muizzuddin Shah receiving the proclamation fo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Perak state assembly from Zambry in Istana Iskandariah. — Bernama

Perak, Selangor and Terengganu ready for country's elections
KUALA KANGSAR: Three more state assemblies - Perak, Selangor and Terengganu were dissolved to pave way for the country's
14th General Election.
Penang's state assembly will dissolve today.
In announcing the dissolution of the Perak
state assembly, Sultan Nazrin Muizzuddin
Shah gave a grave reminder to political leaders to keep peace during campaigning period.
"They must not sensationalise issues relating to religion, race, culture and language.
"They must not disrupt the harmony and
unity of the people when trying to get support," he said.
"The country's safety and public order are
too precious to be sacrificed for short-term
political motives," he said at Istana

Make your vote count!
Iskandariah here yesterday.
He also called for the people's right and
opportunity to choose their government to be
respected.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from the past 13
elections, the people need to show political
wisdom by practising a matured political culture," he said, asking for the law to be strictly
enforced against anyone causing chaos.

"While holding on to the principle of being
loyal to King and country, the law enforcers'
integrity must be firm, fair and not be biased,"
he said, urging for cooperation to ensure
smooth polls.
Also present were Perak Mentri Besar
Datuk Seri Dr Zambry Abd Kadir and state
exco members.
In Klang, Selangor Mentri Besar Datuk Seri
Azmin Ah said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had signed the proclamation fo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tate assembly effective yesterday.
"Until a new state government is sworn in,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will remain as the
caretaker government," said Azmin, adding
that this was in line With a circular issued by

the state secretariat.
The dissolution ceremony was held at
Istana Alam Shah at 10.30am, which was also
attended by Raja Muda Selangor Tengku
Amir Shah.
In Kuala Terengganu, Mentri Besar Datuk
Seri Ahmad Razif Abdul Rahman announced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tate assembly after
receiving consent from Sultan Mizan Zainal
Abidin during an audience at Istana
Syarqiyyah.

Watch the video

thestar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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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ess: Carry on with the kindness
Good deeds must not stop with the end of campaigns, says Tengku Zatasha
By LIM MAY LEE
fb.com/thestarRAGE

SUB ANG JAYA: The #StandTogether
National Kindness Week may have
come to an end, but the Selangor
Princess hopes that the spirit of
kindness and initiative shown by
students and teachers nationwide
will go on all year round.
"It's fantastic to see students take
a stand to make their schools kinder," said Tengku Zatashah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who had
been supporting the campaign since
its debut last year.
"They are the ones who have the
power to make and be that change.
Being a role model to everyone is
something that can start at a young
age," she said at SMK USJ12, which
she visited as part of the campaign.
Over the past week, SMK USJ12's
students had been collecting
heart-warming messages in a
Kindness Box, which they displayed
on a Kindness Board. They also collected nominations for Hero Project,
which honoured students and
teachers who have inspired others.
The 10 heroes were awarded prizes at a special school assembly yesterday.
"I cried when I read the notes
describing why I was nominated,"
said teacher Tan May Peng.
"I am just doing my job. But this
award reminds me why I chose this

R.AGE

Setia

Star

>"T::n '.en:

career, and will motivate me to continue doing my very best," she
added.
Tengku Zatashah's visit was a
reward for SMK USJ12's winning
entry in the #StandTogether kindness competition. The rewards
included a RM1,000 grant to carry
out those projects, along with a
celebrity visit.
"I was bullied in primary school,
and was an outcast until I came to
this school and made real Mends,"
said SMK USJ12's #StandTogether
Squad leader Jessie Gan, 17.
. "I don't want any of my schoolmates to feel the way I felt back then
- and that's how the Kindness Board
and Hero Project ideas came about."
National Kindness Week which
began on April 2, saw over 620
schools participating in kindness
activities to end school violence and
bullying.
The schools were given Kindness
Week manuals, which included
classroom activities, games and
•schoolwide initiatives that would
help curb bullying.

Royal concern: Tengku Zatashah taking a picture with students and teachers during her visit to SMK USJ12 for
#StandTogether Kindness Week.

"With bullying on the rise, it was
wonderful to see R.AGE, Unicef, the
Education Ministry and SP Setia collaborate to make this campaign a
success," said the ministry's educa-

tion planning and research division
assistant director Fakhriyyah
Muhardi, who also attended the
event.
*The National Kindness Week

campaign will culminate in a
#StandTogether Carnival on April 15
at Setia City Convention Centre. For
more information, log on to fb.com/
StandTogethe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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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ve) Volunteers planting trees at Taman Rekreasi Bandar Baru Sungai Buloh in
Section U20, Shah Alam. (Left) (From left) Harris, MBSA councillor Harri Mohammad
Hassan, Papparaidu (second from right) and MBSA deputy secretary Rosli Bakar
(right) launching the event.

Story and photos by CHUNG XIANG NONG
metro@thestar.com.my

THERE were big smiles all around as nature
lovers planted 2,000 saplings at Taman
Rekreasi Bandar Baru Sungai Buloh in
Section U20, Shah Alam,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Shah Alam Trees For Life 2018" programme.
The initiative, a joint effort by Shah Alam
City Council (MBSA) and Projek Lintasan
Kota Holdings (Prolintas), saw the participation of about 350 people, including Prolintas
and MBSA employees as well as volunteers
from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NGO)
Eco Warriors Malaysia, Management and
Science University (MSU), Teknologi
Universiti Selangor, SK Subang Bestari 2 and
the Sungai Buloh Residents Association.
MBSA councillor Papparaidu Veraman,
who is also the event's organising chairman,
said the initiative was first carried out in
2010 with the aim to turn Shah Alam into a
green, low-carbon city.

Growing a greener landscape
Council and volunteers join forces to plant 2,000 saplings in Shah Alam
"Over the past nine years, the initiative
saw a total of 18,276 volunteers from
various universities, NGOs,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private companies who took
part in 51 tree-planting programmes. A
total of 94,478 saplings were planted
around Shah Alam.
'This is the first tree-planting initiative
by MBSA this year and we aim to plant at
least 90,000 trees throughout the year," he
said, adding that MBSA hoped to reduce
carbon emission by 45% in 2030.
Papparaidu thanked Prolintas for
contributing RM30,000 to carry out

the initiative.
"Various activities will be held
continuously to conserve the environment
such as car-free day, recycling, free shuttle
bus service and composting of market waste.
Among the 500 species of trees selected
were cassia fistula, tabebuia rosea,
lagerstromia langkawiensis, syzgium oleana,
mangifera indica, nephelium lappaceum,
annona muricata, gnetum gnemon and citrus
hystrix, as well as 1,500 shrubs.
Also present at the event was Projek
Lintasan Shah Alam Sdn Bhd senior
manager Harris Abdullah.

"We will always support the council's
initiative as we share the same goals, which
is to minimise carbon emission and preserve
mother nature.
"I hope corporate bodies will follow suit to
support similar programmes.
"We will be working closely with MBSA to
create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going
green," he said, adding that this is the fourth
initiative by Prolintas.
A team from Eco Warriors provided tips
for ensuring trees are planted correctly.
At the event, Prolintas presented a mock
cheque of RM30.000 to MB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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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ED PAYMENT

Splash sues
Syabas for
RM4.22b
KUALA LUMPUR: Gamuda Bhd’s
40 per cent owned-affiliate
Syarikat Pengeluar Air Sungai
Selangor Sdn Bhd (Splash) has
filed suits against Syarikat
Bekalan Air Selangor Sdn
Bhd (Syabas) for an outstanding receivables of RM4.22 billion.
Splash had been slapped with
four writs of summons, together
with statements of claim from
Tenaga Nasional Bhd, for failing
to pay RM39.51 million in electricity bills.
Gamuda had, in its March 9
announcement, said the unpaid
bills were due to the reduced payment to Splash by
Syabas.
Syabas, under the new management Pengurusan Air Selangor
Sdn Bhd, had reduced payment
to Splash to about 36 per cent of
billings.
Yesterday, Gamuda said the
RM4.22 billion claims included
interest on the outstanding sum
of each invoice at the rate of 1.0
per cent, plus the base lending
rate of Malayan Banking Bhd
(presently at 6.90 per cent per
annum).
This would be calculated on a
daily basis from the date when
such invoices were due for payment until the full payment of th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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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CRISIS

Irmohizam raps Azmin for blaming Federal Govt for water woes
SHAH ALAM: It is irresponsible of
Datuk Seri Azmin Ali to accus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f preventing the people of Selangor
from getting clean water supply,
said an Umno Supreme Council
member yesterday.
Datuk Seri Dr Irmohizam
Ibrahim took a swipe at the
menteri besar, who had claimed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refused to hand over the Langat 2
Treatment Plant (LRAL2) to Pengurusan Air Selangor Sdn Bhd
(Air Selangor).
“The allegations show his attitude of ‘lepas tangan’ (washing
one’s hands off a problem).
“As mentioned by the Energy,

Green Technology and Water Ministry, the cabinet has decided that
partial delivery of LRAL2 by Asset
Management Berhad (PAAB) to
Air Selangor will be made only after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concludes a water supply restructuring scheme in the state.
“It is also fair for PAAB, as the
owner of LRAL2, to collect RM3.7
billion in investment to cover
leasing costs.
“This does not include the cost
of channelling water from Sungai
Semantan, Pahang, amounting to
RM3.8 billion, that will be fully
borne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rmohizam, who is Kuala
Selangor member of parliament,

said yesterday.
He called on Azmin to evaluate
and relook the state government’s administration and ability
to resolve the water crisis.
“This is crucial to ensure that
the people of Selangor enjoy
clean water supply and are saved
from water rationing due to water disruptions. Only the Barisan
Nasional government can solve
this water crisis.”
It was reported that Azmin, at
the Selangor assembly sitting on
March 28, had claimed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as preventing Selangor from providing
clean water supply to the people.
He claimed that the Fed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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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had made a decision
on March 20 to disallow Air Selangor from supplying treated
water from LRAL2 to the Klang
Valley.
The Energy, Green Technology
and Water Ministry had on April
2 called on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to finalise the restructuring
of water supply in the state so
that people could enjoy clean water supply totalling 565 million
litres daily, which would be supplied via LRAL2.
This would increase the water
reserve margin in the state.
The ministry said state water
supply could be better managed
by the National Water Ser-

vices Commission.
This move, it said, would enable
Air Selangor, as the service licence holder, to focus on operational efficiencies, financial and
service improvement to consumers.
BN chairman Datuk Seri Najib
Razak had, in his speech at the
launch of the party’s manifesto,
vowed to put an end to water
woes in the Klang Valley if it regained Selangor in the 14th General Election.
“Aku Janji to Selangor and its
people, InsyaAllah (God willing),
if BN comes back to rule the state,
it is confirmed that we are going
to settle water woes in th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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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more states dissolve assemblies
BY AMAR SHAH MOHSEN
newsdesk@thesundaily.com

PETALING JAYA: T h e state

assemblies of Selangor, Perak and
Terengganu were dissolved
yesterday with Penang to follow
suit today, bringing the number of
state assemblies dissolved to eight.
On Saturday, the Election
Commission disclosed it had
received official notices from
Perlis, Malacca, Negri Sembilan
and Johor on the dissolution of
their respective state assemblies,
leaving Kedah, Pahang and Sabah
that have yet to do so.
The Selangor state assembly
was dissolved yesterday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Sultan of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Mentri Besa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made the
announcement after seeking an
audience with the Sultan earlier at
Istana Alam Shah in Klang.

their official vehicles in a formal
ceremony after the press conference.
In KUALA KANGSAR, the
Perak Legislative Assembly was
dissolved yesterday after the Sultan
of Perak, Sultan Nazrin Shah, made
the announcement at a ceremony
at Istana Iskandariah.
Sultan Nazrin called on all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ir leaders to
exercise responsibility at all times
and give priority to security, public
order and solidarity of the people.
In KUALA TERENGGANU, the
Terengganu State Legislative
Assembly was also dissolved.
Mentri Besar Datuk Seri Ahmad
Razif Abd Rahman said it was
consented by Sultan of Terengganu
Sultan Mizan Zainal Abidin after he
had an audience with the latter.
In GEORGE TOWN, Chief
Minister Lim Guan Eng yesterday
announced the dissolution of
Penang's legislative assembly
effective today.

Until a new state government is
formed,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would function as a caretaker
government, he said at a press
conference at the Selangor state
building in Shah Alam yesterday.
"My colleagues and I in the state
government have done our best to
develop the state. The power is
now in the hands of the people. I
trust their maturity in wanting a
strong and stable government."
All state assemblymen returned
ASYRAF RAS ID / THESUN

Azmin (centre)
hands over his
official car to
state secretary
Datuk Mohd Amin
Ahmad Ahya (left)
after announcing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tate
assembly. State
exco members
followed s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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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 Ji jailed
nine months
> Penang CM's info officer
uilty ofinsulting Selangor
§ultan
on Facebook
SHAH ALAM: An information officer
attached to the Penang chief minister's
office, was sentenced to nine months'
jail for issuing seditious statements
against the Sultan of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yesterday.
Sessions court judge Mohd Sabri
Ismail meted out the sentence against
Wan Ji Wan Hussin (pix), an
independent preacher, over
statements the latter made in 2012
against the sultan as well as on
religious matters.
The judge allowed an application
by the defendant's lawyer for a stay of
execution, and released Wan Ji on a
RM5,OOO bail pending appeal.
Wan Ji was charged on Sept 10,2014
with publishing words deemed
insulting against the sultan and
religion, via his Facebook account,
wanji.attaaduddi.
He was accused of committing the
offence at the Selangor state secretary
Housing Office at Level 5, Bangunan
Sultan Salehuddin Abdul Aziz Shah,
Seksyen 5, here on 10am on Nov 5,
2012.
Earlier, deputy public prosecutor
Naliatul Huzaimi Ab Rasip said the
accused had posted six seditious
statements via his Facebook which
were insulting towards the sul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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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being sentenced yeste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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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亞洲人氣美食節嘉年華
叶彩萍。

i

前新古毛区州议员李继香致词说，美食
节可凝集多样化的原产品给小市镇市民选
购，不须远赴吉隆坡采购。
她希望市民于大选时刻，支持公正党旗
巾只候选人，以攻下布城及保住雪州政权。
出席美食节有乌雪县议员王添福、刘世
兴、发展官傅慧芳、村长叶彩萍及白文秀
等人。

一

原產品多樣化

•Imml

持。
篮球协会主席盛德
强感激30多摊位摆出
多样化的货品，供村
民选购，并希望明年
再办嘉年华。

•李 香 右
( 巡)视美食节摊位，右2为

4vvv/>145^OillnLil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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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黨“雪州輝煌、布城在望”籌款晚宴

•希盟领袖抵达“雪州辉煌、布城在望”巴生新镇选区筹款晚宴，引起出席者争相
拍照。

鄧章欽：只贏雪檳不足夠

奪中央政權改變國家
(巴生9曰讯）雪州高级行政议员拿督邓
章钦指出，反对党只赢得雪州及槟州并不
够，因为整个国家资源在中央政府，国家
要彻底改变，就得拿下中央政府政权。
“我们骂了 21年都没法把国阵骂倒，惟
只要拿下布城，就会以雪州的政绩管理，
辉煌执政。“
他说，°中央政府财政预算案有2760亿，
只有32亿令吉的雪州财政预选案，却为子
民提供43项福利计划。
他重申，雪州是吸引最多外资的州属，
目前最大外资是曰
本、德国及中国，但
他们没反对中国来投
资，反之还会去中国
招商引资。
邓章饮日前出席行
动党巴生北区支部举
办的“雪州辉煌、布
城在望”巴生新镇选
区筹款晚宴时，这麽
指出o
当晚筵开150席，
成功筹获4万7610令
吉竞选基金。出席者
有公正党主席拿督斯
里旺阿兹莎、国家诚
信党主席末沙布、原
任南兰区国会议员刘

议员陆兆福、原任莎阿南区国会议员卡立
沙末及原任适耕庄区州议员黄瑞林等。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认为，
若再让国阵领导5年，国家将面临破产危
机。
他说，学习母语是各族的权益，因此州
政府支持华校发展，过去10年已拨出6000
万令吉给华小。
“目前有10万名巫裔学在华小就读，
马来人学习华语，掌握华语就会多一种优
势。”

强燕、H任芙蓉国会•旺阿茲莎抵达会场时，受到出席者热烈欢迎。

•阿茲敏阿里（左）在晚宴上推介 ‘我的雪兰莪”免费巴士短片。左2起是邓章钦、
黄瑞林及陆兆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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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資組聯營公司
雪州柏朗商加強紙盒業務
(吉隆坡9日讯）雪州柏朗
商(KPS, 5843,主要板贸
服）与中国鸿达印刷控股成
g联营公司，为制造领域生
产胶印纸盒( offset carton
boxes) o

该公司发布文告指出，间接
子公司Pro Pulp包装与鸿达印
刷成立联营公司丨 mej Harmon i
私人有限公司，Pro Pulp包装
持有60°。，鸿达印刷则持40%股
权，综合投资28T万令吉。
雪州柏朗商总执行长阿莫法
力兹发布文告指出：“这家联
营公司综合两家公司在纸箱下

游生产，以及设计和印刷上游
服务的专才。”
这有助加强Pro Pulp 包装母
公司Century Bond能力，扩展
产品类别并在未来开拓新市
场。此外，联营公司也具有强
劲成本优势。
有关联营公司将在Century
Bond位于柔佛的厂房内设立营
运，接下鸿达印刷在大马的现
有供应合约，有机会扩展至服
务全国制造商。
雪州柏朗商相信上述联营公
司，可从2018财年次季开始作
出盈利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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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敏覲見蘇丹尋求御准

(巴生9日讯）“第I 3 届
雪州议会正式解散！”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
里，今早10时抵达巴生阿南莎
皇宫，觐见雪州苏丹
沙拉弗丁殿下，寻求
御准解散州议会，以
和全国同步举行大
选。
苏丹沙拉弗丁殿
下约半小时后抵达
皇宫，随后即展开
简单却不失隆重的
签署解散州议会
御准书仪式，并
宣告本届州议会
解散。

雪州王储东姑阿米尔沙、州
秘书拿督莫哈末阿敏，雪州议
长杨巧双等人，也有出席观
礼。
^今早的仪式上，沙拉弗丁
殿下没有发表御词，完成签署
解散州议会御准书，并与阿兹
敏阿里交流片刻后，便结束所
有仪式。
‘阿兹敏阿里随后也离开王
宫，直接前往州政府大厦，召
开记者会做出交代。
:lfC2 +

阿茲敏阿里（中）展示御准解散州议会同意书，即时生效。左起为达罗雅、
迪、黄洁冰、聂纳茲米、邓章钦、依斯干达、甘纳巴迪劳、阿米鲁丁及欧阳捍华

C

阿兹敏： 最大貢獻州屬
GDP

雪如、丨履行廉敌幸丸政
(吉隆坡9日讯）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
敏阿里指出，缔造各种佳绩的第13届州议会
已来到尾声，州政府不但成功让雪州，保持
国内生产总值最大贡献的州属，也履行了廉
政执政。
他今°午12时30分，在雪州政府大厦的礼堂
召开记者会，宣布解散雪州议会。
阿兹敏阿里在今早10时已进前往巴生阿南
沙王宫觐见雪州苏丹沙拉弗丁殿下，并获殿
下御准解散雪州议会，后在早上11时许重返
雪州政府大厦主持最后一次行政议会。

_

大臣说，根据1 9 5 9 年成立讀州政府法令
条文，他今早已觐见雪州苏丹沙拉弗丁
殿下，寻求御准解散州议会。
他指出，在沙拉弗丁殿下御准下，州议
会已在周一（9日）正式解散，这程序符合
1959年成立雪州政府法令LXX第2条文。
“苏丹沙拉弗丁殿下是在今早10时30分，
到巴生阿南莎皇宫御准解散并签署解散州议
会御准书。”
LXX

阿兹敏感激沙拉弗丁殿下御准解散，以解
散第13届议会，迎接第14届大选的到来。

~

•归黄钦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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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戏

河里暗讽雪州国阵的竞选宣:

阿I 謝只会一面“提升”希盟原

有的惠民d十划，包括提升精明巴士计
划，i 本无法吸引选民的眼球和支持
信任。
口他°指出，雪州国阵宣布的竞选宣
言，可说完全没有一项是可吸引到选
民，因作为负责任的政党理应推出新
的政策，以照顾雪州和人民。
“希盟执政雪州多年来的表现有目
共睹，秉持公开诚实的态度服务，也
获得雪州人民的热烈响应，因此我很
有信心希盟继续获得他们的支持。”
询及来届大选竞选的候选人名单，
他坦言近期已与该党主席召开会议商
讨，也确认部分议席的候选人，并会
在近期做出宣布。

对于雪州希盟各席位的谈判过程，
他指出，由哪个政党上阵的主要考量
该名候选人胜选的几率有多高以及是
否适合。
a
他指°出，希盟已决定永统一的党徽
上阵，这会让整个谈判席位的过程中
显得更简单迅速。
“其实基本上的讨论程式已告一段
落，我们会在提名前做出宣布，至于
我本身就依然在物色合适的竞选席
位，不过我会尊重领导层的最终决
”
At-O

也有媒体追问伊斯兰党巴也加拉斯
原任州议员莫哈末凯鲁丁宣布加入公
正党后，会否有更多议员跳槽，阿兹
敏阿里则坦言他现阶段不愿再做出揣
测，也不确定会否有他党的人跳槽。

行政議員還官車私家車代步
$州行政议员归还官车，以使用私家车代步
^和履行公务！
阿兹敏阿里周一中午宣布解散雪州议会后，
就与众位行政议员移步至贵宾泊车空地，以进
行简单的归还官车仪式，以将多年来跟随自己
的官车交回给雪州政府。
阿兹敏阿里带头将车钥匙交还给雪州秘书拿
督莫哈末阿敏，并在完成仪式后与众行政议员
和官车合照为念。
阿兹敏阿里也感激所有媒体多年来的贡献和
报导，并与行政议员们和媒体们来张大合照。
依斯干达向《中国报》指出，即使是第十二
届雪州议会解散后，所有行政议员都会将官车
归还，只是不曾进行如此正式的移交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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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議會解散•

56州議席行動黨佔14席
>文接C丄
民联在2008年的第12届大
选赢得舊州政权，到了2013
年的第13届大选后继续掌管
雪州，由丹斯里卡立连任雪
州大臣一职，并在同年5月
15曰到巴生阿南莎皇宫宣誓
就职。
€兹敏阿里则在2014年9

月23日，在苏丹沙拉弗丁殿
下面前宣誓接过雪州大臣职
位，他是第15任州务大臣。
雪州共有56个州议席，分
别由公正党占13席、行动党
占W席、诚信党占2席、巫
统占12席、伊党占13席及2名
独立人士，在州议会获苏丹
御准解散后，即将迎来第14
届大选。

地方政府照常運作
^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指出，即使雪州议会已正式解散，
^不过所有地方政府的运作将照常，地方县市议员和村长
的职务并未受到影响。
他指出，所有市议员和村长不会因为雪州议会已解散也跟
著解散，毕竟地方政府是独立性质，而县市议员和村长的任
期是到6月30日。
“现在只是州议员已不是州议员，大臣和行政议员依然身
分一样，因是在州宪法下获得雪州苏丹殿下所委任，至到新
的政府或领导层接手为止。”

2週内不開會不撥款
兹敏阿里指出，在未来

j的两个星期，他们不会
召开雪州行政会议或召开重
大会议，更不会做出任何决
定和拨款。
他指出，所有重大宣布或
拨款会在新一任雪州政府领
导层接手才有所决定。

他指出，雪州秘书拿督莫
哈末阿敏将会致函给选委
会，以告知选委会雪州议会
即曰起已获雪州苏丹殿下御
准解散，以让路给第14届全
国大选。
“我们就在大选竞选期再
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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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溪毛糯9日讯）人民
公正党星期日晚正式接纳伊
斯兰党巴也加拉斯区原任州
议员莫哈末凯鲁丁的入党信
函，宣布让他加入公正党。
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昨晚随同凯
鲁丁，在巴也加拉斯夜市的
政治讲座会上，作出这项宣
布，出席耳令听讲座的支持者
有千人。
阿兹敏做出这项宣布后，
在场的公正党党员与希盟支
持者立即大声欢呼，欢迎凯
鲁丁加入公正党。

對阿茲敏領導有信心

莫哈末凱魯丁
凯鲁丁的入党信函提呈党主
席，公正党正式接受凯鲁丁
成为斗争征途上的夥伴。
凯鲁丁在大会结束后指
出，公正党是一个优秀政

党，有能力领导雪州蓬勃发
展，他对阿兹敏领导的团队
深具信心，因此决定加入该
党。
他说，虽然对伊斯兰党的

前同僚有不舍，但他坚持须
做出改变，公正党接受了他
的入党信，即意味著他已自
动脱离了伊党。
他发文告指出，如果人民

在大选有权选择政兄与候选
人，政治人物也有选择投身
于哪个政党的权力，他知道
他的举动并不会取悦所有
人，但绝不会辜负全部人。
出席者包括原任公正党班
底谷区国会议员努鲁依莎、
原任公正党梳邦国会议员西
华拉沙、原任行动党巴生区
国会议员查尔斯及诚信党主
席莫哈末沙布等。

•鲁起斯
阿丁莫。
茲的哈
敏手末
^臂沙
前，布
排欢和
左迎西
6他华
起加拉
丨人沙
局公，
举正左
莫党4
哈，是
末右查
凯4尔

自動脫離伊黨
不过，阿兹敏在大会上并
没公布凯鲁丁是否在来届大
选，成为巴也加拉斯州议席
候选人。
阿兹敏致词指出，只要把
“烈火莫熄”理念视为重要
议程，公正党都欢迎其他政
党成员加入公正党，他会把

•座
公会
正，
党吸
在引
巴千
也名
加支
拉痔
斯者
夜S
市席
的嗜
政听
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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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m

兹
敏
不
懼
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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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沙布：國陣只想希盟分裂
#哈末沙布指出，国阵遭到人
民拒绝，所以出尽方法要分
化反对党，只想看到希盟分裂。
他说，希盟主席敦马哈迪曾表
示，“国阵胜利并非强大，只是

Page 1 of 1

他们团结；民联失败确实因为分
裂”，只要希盟团结起来，国阵就
定会分裂。
他指出，民联在2008年大选夺下
半岛5个州属，纳吉就开始使计分

化民联，花钱收买伊斯兰党领袖，
导致伊党在2015年与2017年先后与
行动党和公正党分裂，伊党内的异
议分子才出来成立诚信党。
他说，从民联三党到如今希盟的
四党，只要团结一致肯定可击败国
阵。

撃

卩#兹敏说，雪州稳定繁荣发展，
1 J然而他却在电视新闻饱受抨
击，不过他仍敢站立在雪州人民面
前，是因在他领导下引入大量外
资，让雪州成为全国的经济龙头州
属，占全民生产总值的23°。。
他致词时指出，雪州的储备金为
40亿令吉，国阵一心想夺回雪州。
他希望选民踊跃投票，只要投票率
达957。，国阵的谎言将会被击沉，进
而创造历史。
他说，国阵的大选宣言至少花费
3000亿令吉，国会解散后作为过渡
政府的纳吉，根本无权签批大型计
划，选委会与反贪会必须彻查。
努鲁指出，大选邮寄选票由40万
张增至100万张，选委会将护士及狱
警规划为邮寄选民，引起这些人士
反感，扬言将选票投给希盟。
她说，她曾到访监狱与医院，遇
到监狱官员，对方表示与希盟同
在，不愿邮寄选票，如果被逼邮寄
选票，就一定投选公正党。

10 Apr 2018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Page: C5 • Printed size: 998.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d Value: MYR 19,686.11
PR Value: MYR 59,058.33 • Item ID: MY0032246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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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

v

Page 1 of 1

^3?

；/

fjff'
'^•*4

办‘•

•美华城4路有
-的路洞。

...•-觀，
播朽

:

产：.漏

隱_戀_讓_霸
劉博文揶揄存_逾§集5

[像高球場
(班丹9 曰讯）美华城(P a n d a n
Mewah ) 美华城4路(Jalan

Pandan

Mewah 4 )路洞处处，莲花苑区囯阵协
调员刘博文揶揄路面犹如高尔夫球场。

99

题。”

他将致函安邦再也市议会要求修补路
洞。
“若市议会不处理我的投诉，我会向
中央政府申请拨款，赶紧解决路洞问

他也呼吁因路洞而导致车子出现损坏
的车主，记录损坏状况，以书面方式向
市议会索偿。

刘博文指出，该区廉价组屋有超过4000 人
口，该路段是组屋居民常用的道路，可以前
往商店、祈祷室和组屋，而路洞问题存在至
少6年。
他说，路洞会对居民的车子造成影响，长
期经过路洞会令车轮、避震器损坏，入夜
后，周围环境昏暗，路洞也引发交通意外。

抨州議員沒處理
“如果遇到连日雨天，路洞积水甚至成为
滋生蚊虫的温床。”
他补充，美华城在选区划分之前属于千百
家州选区，现今被规划为莲花苑州选区，但
是路洞问题存在多年，千百家州议员拿督依
斯干达都没有处理。
他批评依斯干达身为高级行政议员，拥有
比普通州议员更多的拨款，但是这个与其服
务中心相近的路洞，却没有被处理。
刘博文接获当地组屋居民投诉美华城4路有
许多大小不一的路洞，今日前往巡视时说，

::_r
“

1

» W ,

•刘博文(蹲者)前往美华城4路巡视路洞投诉，揶揄路面犹
如高尔夫球场。

劉博文頻訪提高知名度

M

然国阵尚未颁发候选人委任状，刘博文已开始频频走访莲
花苑州选区的新地区，提高在新地区的知名度。
选区划分后，班丹英达5 ( Pandan Indah 5 )、打昔柏迈
(Tasik Permai )和美华城(Pandan Mewah )都被规划到莲花苑
州选区。
他指出，他已印制1万张双语宣传单，派发给新地区的选民自
我介绍，加深对他的认识。
“虽然还没提名，我已开始派‘刘博文的心声’作为热身动
作，介绍我的服务和点滴，以及大选的宏愿，让选民认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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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区公园一座
凉亭屋顶已破，左
起是林友平、骆荣
辉及郑耀民。

•郑耀民与居民一起检查其中一条快崩塌
的沟渠。

輝煌鎭民生問題一籮筐

•辉煌镇居民促请市议会启用身后这条道路，让商业中心
增加多一个出人口，左6起是林友平、刘坤行、骆荣辉、郑
耀民、罗丽娟及黄俊杰。

窝，居民促请加影市议会清理野草堆
及开路，让商业中心多一•个出入口。
该住宅区居协秘书林友平指出，这条道路
原本可以通往商业中心，但不知何故10年前
被封，导致被封后的道路土地野草丛生，树
比屋子高，还成了蛇窝，有居民看见蛇爬上
树。

蛇進屋子
他说，这条道路在发展蓝图中是存在的，
但最后却被封；由于已长满野草，居民相信
这条道路从未建过。
2/1A路居民赖渝坚说，自2011年起，他家
蛇进屋子至少10次，太太都曾打死数只。
除了蛇人屋威胁，辉煌镇民生问题也一箩

筐，包括20多盏街灯失灵、路边废弃车、沟
渠崩塌及树木未修剪等。
当地居协主席路荣辉指出，该住宅区20多
盏街灯失灵超过半年，虽然居民有个别向市
议会投诉，但却没有获得维修。
他说，辉煌镇主要道路靠近商业中心出入
口前面，也有…个坑洞需要及时补，否则会
威胁驾驶人士安全。
“路边及公园周遭废弃车问题也十分困扰
居民，一些废弃车已积水，担心成为蚊虫温
床。“
根据当地居民反映，这些废弃车分部在
路公园四周、2/16路、1路、16路、17
路、3/1路等。
另外，他也提到公园一个凉亭遭人破坏，
椅子破损，屋顶也破洞，需要市议会协助维
修。
。“很遗憾州议员及市议员从未找过居协商
议民生问题。”

的蛇。

(加影9日讯）加影辉惶镇（Taman
Prima)商业中心旁边一条出

入口道路被封多年，野草丛生成了蛇

•居民打死数条爬人屋子

届民促
Kaj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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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耀民：市會有責任清理土地

2/13

•公园旁边成了非法垃圾场及废弃车的泊车场。

u华乌冷区会秘书郑耀民
1说，加影市议会必须对辉
煌镇环境卫生问题负上很大责
任，被封的道路野草丛生容易
引蛇，市议会有责任清理有关
土地。
他说，辉煌镇面对如此多民
生问题，整个住宅环境缺欠管
理，居民有如弃婴。
他周一与加影辉煌镇居协主
席骆荣辉、睦邻计划主席刘坤

行及居民一起巡视当地民生
时，这样指出。
他强调，任何民选人民代议
士都必须关注居民的生活环
境，不能让居民自生自灭，今
天当地居协及睦邻计划成员已
站出来，市议会是时候正视居
民的问题。
“全国大选即将举行，市议
会应该听到人民诉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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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麗萍擔任活動大使
办展览的八打灵县卫生局
官员们。她呼吁全体师生
及来宾追随活动的面子书
及即时通专页，即Dengue
Patrol Lick Hung,获取
更多相关资讯及观看一系
列活动影片。
家协i席萧秀玲呼吁大
家响应这一项活动，让力
行能夺得最亮眼的成绩。

活动大使谢丽萍感谢校
方邀请她参与这项别具意
义的活动，并呼吁全体师
生关注黑斑蚊和骨痛热症
课题，因为这关乎大家及
身边亲友的健康。
在推介礼环节，谢丽
萍、李碧华和董家协代表
一同为大蚊子盖上红圏，
意指消灭黑斑蚊。
学生高喊活动口号
"Fight The Bite, Save
Our Lives"并演唱此
次活动的主题曲�Xo
Aedes, Be Happy)) 0

代表、董家协代表和师生。

秀玲 右(5 与
)卫生局官员、居民协会

•李碧华 左
(5 、
)谢丽萍 中
( 、
)萧

她希望借由全体师生之
力，成就学校在此次比赛
中的表现。
她感谢家协赞助活动费
用以及给予的支持，及感
谢学校董事会名誉顾问丹
斯里林顺平和居民协会分
别赞助活动T恤和活动布
条。
她感谢配合活动前来举

家协代表。

力行推介消滅黑斑蚊活動

会主持开幕仪式后，与嘉宾及董

•李碧华 左(6 与)谢丽萍为大

(梳邦9日讯）力行华
文学校日前在校内举行消
灭黑斑蚊活动推介礼。国
际名模谢丽萍成为活动大
使亲临学校与学生互动，
场面热闹，董家协成员也
到场表不支持。
校长李碧华在致欢迎词
时说，非常感激名模谢
丽萍应允成为活动大使，
她也指此次学校被选为代
表雪州参加消灭黑斑蚊活
动竞赛意义非凡，比赛的
评分范围包括社区宣导活
动、网页宣传、网上测试
完成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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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来岸打仑新村大路的减速线已模糊。

f
•土地局在茅草山原本的人口处不远，新建一条柏油
路进人茅草山。

加影市會申請49萬撥款

J

(加影9日
讯)加影市议会
向雪州政府申
请4 9万令吉，
美化武来岸茅
草山（Broga

I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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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庠系草山

n道路’力“便登山客进出’有"关新
口道路，方便登山客进出，有关新
放开。
•山重新包放开。
Hill),希望把茅草山重新包
他指出，市议会计划的美化工
路位于大路边，入口处有告示牌，
：
他指出，市议会计划的美化工路位于大路边，入口处有告示牌，
装后再正式重新开放让民众登
仞妊女山_似鹿一个w)士壯
辟山交口氐年星彳击田丨口的汕掉閉；i
程，包括在山脚兴建一个抵达站、
登山客日后无需使用旧的油棕园入
山。
一个入口处告示牌、建梯级与扶
口。
茅草山早前因为遭人非法开辟引
手、休息坐位、安全提示牌以及公
雪州行政议员黄洁冰去年代表州
发土崩危机，去年8月18日，雪州
园家具等。
政府宣布封山时指出，有人在面积
政府宣布封山3个月，以便进行山
约143亩的茅草山上推泥，经调查
完工後才開放
坡修复工程。
证实有关推泥开发活动，是橡胶小
园生发展局（RISDA)与原住民发
公正党加影市议员拉贞达指出，
拉贞达向《中国报》汇报茅草山
由工程局进行的山坡修复工程在去
展局（JAK0A)未经土地局允许下
修复工程进展时，这样指出。
年12月完成，市议会已向州政府申
进行。
“市议会已向州政府提呈拨款申
请49万拨款美化茅草山，并计划在
有关开发活动引发土崩危机，州
请，有待州政府批准。”
美化工程完成后，才正式重新对外
政府随后宣布封山。
他指出，土地局已新建一条出入

希望工程局升新村大路
安全措施

_乂土t曰"匕。

张
志
强

•拉贞达（左2)与居民巡视茅草山新出人口道路，右是市议
员黎潍福。

張志強：登山客開始回流
M然茅草山仍未正式开放，但已有许多登山客恢复登山。
武来岸打仑新村村长张志强说，茅草山登山客人潮已开始
回流，尤其是周末及公共假期，新村人潮增加超过507��
他说，新村大路的减速线已模糊，随著人潮与交通开始增加，
他促请工程局重新画上减速线，以及在大路增建路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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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選宣言：誘餌、止痛
,j•周若鵬
7?^里途经假料体育场见车
流慢行，行人比平常
多，都身著蓝衣，迟缓地疏
散。这天国会解散，这蓝难道
是国阵蓝？后来才知道是集
会，发布竞选宣言，后来看新
闻报导集会有4万人，比净选
盟集会少一点。我下载一份来
略读，宣言著重民生课题，从
妇女到军人到青年，从交通到
保安到保健，方方面面都照顾
到了，几似派钱（里头就有钱
包满满的插图），谁能不喜
欢？
若说不喜欢只有一个理由，
国阵竞选宣言没有著重于政治
体系的改革。希望联盟承诺保
障选举制度现代化、检察司和

总检察署分立、废除恶法等措
施，显然这都不是国阵愿意做
的。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不
利于执政掌权。只要我掌权，
我派给你100块，自有办法拿
回50,而且把你所有抗议的管
道用恶法挡住。

雙方都有忽悠可能
大多民众都用关键词来看政
治：消费税、一马、养牛、
贪污、阿旦杜亚、戒指、赵明
福、过路费、统考、华小等
等，这是人之常情，世事复
杂，我们必须借助标签来把它
简化，分类储存在脑里。每一
个关键词，后来能引发某一种
情绪，但是大多人未必尽知事
件的来龙去脉。魷算你知道，
那也只是一个事件，后面还有
更多盘根错节的前因，究竟是
什么造成这些事件一再发生

呢？
长久生活在水中的鱼，会忘
了水的存在，自也没有想起上
游如何汇流或更远的源头，也
不会发现在60年前已有人在上
游建了水闸，还不时下毒。渔
民一直觉得水脏了，有人抛弄
几个关键词承诺清水，渔民就
高兴起来，也不会想是谁先把
水弄脏。曾几何时我也是凭关
键词看政治的渔民，直到最近
阅读数本黄进发、王维兴等人
的著作，更深入了解马来西亚
的历史和政治体系，就会明白
短期内喂我更多的鱼粮，只是
诱饵，是止痛药，是麻醉剂。
国阵要喂我更多鱼粮，希盟说
要重修水闸让我们有更多监控
权，你要听谁的？
其实无论支持哪一方，他们
都有忽悠你的可能。通过深度
阅读，懂得的游戏规则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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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劑

HaH eeok ld»ih Hngam
：

bob^ri koe S3ra hadup

就越不容易仅仅只是被片面的
讯息左右。比如说，你的马来
文够好，就会读懂“考虑”和
“承认”统考之间的差别；如
果你像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
敏那么了解条规，不必他提醒
也会怀疑国阵宣言要多派的鱼

粮，难道不需要先让国会通过
预算案吗？
多派钱很好，可是我比较关
心怎样不让人再偷钱。这事情
希盟也未必做到，但至少说到
了。你想，为什么国阵宣言就
此事只字不提？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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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运官車

fir ^

随著国会和多个州议会解散后，雪州大
臣拿督斯里阿茲敏阿里周一（9日）也获得
雪州苏丹沙拉弗丁殿下御准，宣布解散州
议会。
大臣与众行政议员随后在州政府大厦
前，进行简单的归还官车仪式。
上图为阿茲敏阿里（右6)代表众行政议
员与司机们，把官车的钥匙归还给州秘书
拿督莫哈末阿敏，原任行政议员今后必须
改以私家车履行公务；左图是阿茲敏阿里
展示，获苏丹沙拉弗丁殿下签署的御准解
散州议会谕书。

•攝影：張智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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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今曰解散州議會

砂埋
所全

有國
州_
屬步
除選

(吉隆坡9日综合讯）随者 槟州
州议会明日解散，另一个由希 盟执

政的雪兰莪州州议会，以及由 国阵
执政的霹雳州和登嘉楼州州议
曰也宣布解散，意味国内所.
属，除了砂拉越，将与国会同
行选举。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于本月6曰 (周
五）倉布国会在隔天（T日）解散：后，
由国阵执政的大部分州属紧跟宣月
曰同步解散州议会。
槟州首长林冠英于今早8时30分
槟州元首，并在下午2时，在光大E；楼召
开记者会，宣布明天解散槟州议会(
林冠英说，纳吉上周六解散国会
已致函他要求解散州议会，以便匡 会与
州议会能同步举行选举。
他说，槟州议会在今午举行第2
会议，1致同意解散槟州议会，弁:于今
曰将解散槟州议会的信函交给槟
书。

I

阿茲敏覲見雪蘇丹
此外，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
今早10时抵达巴生阿南莎王宫，勤！见雪
州苏丹沙拉弗丁殿下。
苏丹沙拉弗丁殿下约半小时后扣
宫，随后即展开简单却不失隆重的
解散州议会御准书仪式。
阿兹敏阿里随后于中午12时30分
雪州政府大厦的礼堂召开记者会，宣：布
解散霄州议会。
登州大臣拿督斯里阿末拉昔夫于
10时20分抵达瓜登莎琪雅玉宫，鄞丨见登
州苏丹米占殿下，获殿下亲笔签署
州议会御准书
阿末拉昔夫°较后将殿下御准书移
长拿督莫哈末袓比尔恩邦，并见证：后者
将御准书移交登州选委会主任聂安：
霹雳州务大臣拿督斯里赞比里子
10时55分抵达江沙依斯干达王宫， 觐见
霹州苏丹纳兹林沙殿下。
苏丹纳兹林沙殿下于早上U时相
宫，进行简单又隆重的仪式后，随丨即发
表简要御词，并御准解散霹州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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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區民行4人續把關

林立迎轉戰甲洞國席
(八打灵再也9日讯）直
辖区行动党“四大天王”
之陈国伟、方贵伦、林
立迎和郭素沁将继续在吉
隆坡国席把关，不过林立
迎就会换区在甲洞国席上
阵，其原有的泗岩沬国席
就交由雪州议长杨巧双竞
选！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今
晚在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Dewan Sivik出席特别汇报
会时，如此宣布。
出席者有行动党主席陈
国伟、国会领袖林言祥、
创党元老曾敏兴、署理主
席哥宾星、副主席古拉、

张健仁、沙巴主席黄天
发、组织秘书陆兆福、政
治教育局主任刘镇东、国
际与非政府事务秘书张念
群、委员苏建祥等人。
行动党在吉隆坡竞选的5
个国席，即蕉赖、武吉免
登、士布爹、甲洞和泗岩
沫在过去2届大选，行动党
都派出相同的阵容上阵，
包括8届中选甲洞国会议员
的陈胜尧、5届中选蕉赖国
会议员的陈国伟、4届中选
武吉免登国会议员的方贵
伦、4届中选士布爹国会议
员的郭素沁和2届中选泗岩
沫国会议员的林立迎。

不过此届大选，元老级
领袖陈胜尧“被退休”，
交由林立迎竞选，至于早
前宣布弃州攻国的杨巧双
就一如所料来到泗岩沫国
会选区。
杨巧双律师在2 0 0 7 年加
入行动党，隔年就获得党
中央青睐并以新丁身分上
阵梳邦再也州议席，之后
也蝉联中选。
杨巧双入党短短1 1年表
现亮眼之余更创新举，是
全国首名女议长、历史上
首名华裔女议长，以及全
国最年轻的议长。

•杨巧双（左起）、林立迎、陈国伟、郭素沁和方贵伦确定上阵直辖区的5个国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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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英指出，行动党决定让火箭党徽
w “休息”，不意味火箭不会再升空，
因为一且执政中央政府，希盟各党党旗都
可在布城飘扬。
“行动党作出牺牲，与希盟共用公正党
党徽是艰苦决定，但不意味不爱火箭，而
是更爱大马；我挥舞公正党党旗时确实有
点尴尬，但这不代表火箭已消灭，而是等
待时机执政中央政府。”
林冠英也在会上向接受希盟共用相同党
徽的创党元老曾敏兴，表达崇高敬意，全
场500名党员也起立为后者鼓掌。
他说，我国反对党史上首次提前达致共
识，决定了正副首相人选，并议决在每个
选区一对一对垒国阵，同时拟定了共同竞
选宣言0
林冠英也坦承，看到中文报报导国阵竞
选宣言承诺承认统考时，当下也受骗，之
后才惊觉“老千就是老千”，因宣^•只是
阐明“考虑”。

.彳々及原任甲洞国会议员陈
i
胜尧交出该席位是否其
i意愿，陈国伟则坦言该党秘书
|事前已转告和知会其，事前沟
通而不成问题。
他也相信陈胜尧已接受。
：
他指出，直辖区委任杨巧双
：上阵国席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因该党在2014年的全国代表大
；会中议决要增加女性的中委至
；少307。，因此候选人遴选委员
；会也决定在此次大选派出更多
：女性参选。
i
他也赞扬杨巧双是全国首位
i年轻女议长，也展现了她的才
；华，并获得雪州苏丹殿下的称
；赞，因此杨巧双一旦中选，除
；了是当地选民的光荣，也是该
丨
i党和全国妇女的光荣。
他也相信杨巧双可提高妇女
i对政治的觉醒及获得正面的影
； 响。

i
i

陳國偉••已轉告陳勝堯

林冠英： “火箭”布城飄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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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任大臣：首階段2020年落實

(新山9曰讯）原任柔州大臣拿督斯
里莫哈末卡立诺丁说，当生态工业
园（PEIP)首阶段于2020年在边佳
兰落实后，当地大型计划如马石油
(Petronas )有关石油与化学天然气
机械，可在该工业园修理，不需再花钱运到国外。
他说，这是一项很重要的
投资，可为边佳兰甚至是本区
域的各工业领域，提供维修服
务，包括新加坡。
他也说，除外，该工业园也
能培养高技能人才，让柔州人
民与年轻人受惠。
莫哈末卡立诺丁今早在边佳
兰出席生态工业园，与国际商
业中心(PICC)动土仪式后，
召开记者会这么说。
他致词时说，柔州人的工作
机会，以柔州人为优先，所以
政府角色是让各造在这发展项
目受惠。
他在上述仪式宣布，生态工
业园与国际商业中心的工程，
耗资15亿令害，共分为3个阶
段，首阶段是成立工业转型
村，次阶段则是提供保养、维
修及精密检查（Mro)服务，首
两阶段耗资10亿令吉。
“这将是柔州有史以来，最

大的石油与化学天然气投资项
目。“

也说，该项投资能为全国在
未来10年间，带来经济效益，
也提升石工作机会。
i

石化工業顯著發展
他说，以往边佳兰并没有石
化工业，但在中央政府支持
下，在边佳兰推广边佳兰石油
综合发展中心，边佳兰在这几
年时间，取得显著发展。
参与这项合资企业计划的
Serba Dinamik控股公司，其集
团总执行长兼集团执行董事拿
督莫哈未阿都卡林相信，这项
计划落实后6到12个月，就能看
到回酬，目前已有很多人对这
项计划有兴趣。
工程占地15英亩，出席者柔
佛依斯兰控股（PIC)子公司
Peri si nd Samudra有限公司的
管理总监拿督莫哈末沙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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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皇城道敎聯合會週年宴

鄧章欽：供非伊斯蘭宗教

雪10年撥4千萬元
(巴生9日讯）雪州高级
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披露，
雪州政府近10年来所拨出给
非伊斯兰宗教的拨款便高达
4000万令吉。

年落实制度化宗教拨款，一开始每年拨
给非伊斯兰宗教的款项有300万令吉，
甚至在3年前提高至每年600万令吉。
他说，州政府的制度化宗教拨款可说
史无前例，甚至是别州都没有，尤其是
近10年来，受惠的无数华人宗教庙宇。
他解释，非伊斯兰宗教拨款是按宗教
人士比例分配，其中佛教、道教及华人
庙宇所分配到的拨款达370万令吉，而
申请拨款的巴生华人庙宇反应热烈。
“今年拨给佛教、道教及华人庙宇的
拨款有370万令吉。目前为止，我已批
准拨出的款项达200万令吉。许多庙宇

•邓章钦（中）为巴生皇城道教联
合会所推出的神明小册子推介。左
起为陈传安、黄美才和杨忠明；右
起为陈国水、吴亚烈和林进金°
或许知道今年将解散州议会，所以都在
年初提出申请。”
邓章钦重申，只要希盟继续执政雪
州，一定会继续落实制度化拨款给非伊
斯兰宗教，让各宗教都获保障及照顾。
他表示，州政府希望未来联合华人道
教组织及民间华人庙宇，继续推广宗教
课程，以提升宗教与文化水平，做到真
正弘扬宗教的精神，让我们的后代都能
了解宗教的真义。（TKM)

黄美才吁選賢能候選人

他周日晚出席巴生皇城道教联合会周
年庆联欢晚宴上提及，州政府是在2009

E

生皇城道教联合会永久
会务顾问拿督黄美才

说，本届大选将是非常关键，
没有人会预测到结果如何，所
以只要华裔团结一致，绝对能
成为左右大局的造王者。
他声称，华裔选民应更深思
熟虑，善用手中一票，投下给
最适合的候选人。他认为，华
裔选民运选贤而非选党，要选

出能为人民服务的代议士。
他强调，华裔人口越来M 少
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华人应自
救自保，展现团结一致，才可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黄美才也促请各方，一旦面

对败选或不如当初的期望，不
应将败选怪罪在某种族，这是
非常不合理的事，反之应反省
"自我改过”。（TKM)

•杨忠明（左三）赠送水果礼篮给
邓章钦（中）。左起为陈传安和黄
美才；右起为陈国水、吴亚烈和林
进金°

楊忠明：逾百神廟未註册

大华人庙宇的力量。
他表示，联合会的存在是

巴4為忠明声称，该会成立

所取得的资料，巴生的华人

要帮助庙宇解决问题，给予

庙宇高达400多间，而未注

协助、辅助或意见，尤其是

14月以来，加入的华人庙宇

册的庙宇有100多间，希望

面对地方政府的条例问题。

成员已高达1 50间。惟据他

这些庙宇都能加入，以便壮

出席晚宴者尚有顾问暨筹

生皇城道教联合会会长

委会主席拿督斯里陈国水、
会务顾问拿督吴亚烈、顾问
拿督林今金、邱订春和林振
华、名誉顾问拿督郑今智、
拿督庄秀春及其他顾问等。
(T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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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9日讯）国阵莲花苑

更不获提升。.

镇4路的路洞问题。

•刘博文 前
(排蹲者 巡
)视班登美华

区协调员刘博文非议雪州行

"有关路段的路洞问题已

政议员没尽责，班登美华镇4

有6年了，依斯干达作为州行

路多年，都来没获进行重铺

政议员，每年能有200万令吉
拨款，较一般州议员多，而

道路工程，导致路洞处处、
暗藏危机。
他今早前往巡视时声称，

他的办公室就在附近，为何
每当经过时都没发现？’’

原任雪州房屋发展、建筑物

“美华镇之前属千百家州

管理和城市生活事务的高级

选区（Chempaka )，如今被

行政议员拿督依斯干达并没

划入莲花苑后，希望门牌税

尽本分，发放拨款来提升道

收入很咼的市议会能解决此
问题，勿一再拖延。”

路设施。
他接获居民投诉，指班登

刘博文提到，他将致函安

美华4路危机处处，加上昏暗

邦再也市议会，希望对方能

的街灯，经常造成交通意外

解决此事。他强调，若该区

等问题。他表示，班登美华

的居民或车主有因路洞而造

镇4路的地理位置处于工业区

成轮胎损坏，可写函向市议

和学校之间，多年来面对严

会索取赔偿，因为这是市议

重交通阻塞问题、道路设施

会的疏忽。（TKM)

€_[_对昨天公布的雪州国阵竞选宣
"tr言，也是莲花苑准候选人的刘博
文声称，宣言中提及惠及住在中小型公

寓建设幼稚园给家长方便。
他说，雪州国阵的口号是“更好的雪
兰莪，相信国阵，我们会更好”，希望
选民能把握手中一票，选出可为他们解
决问题，以民为本的政府。

寓的民众，政府将有特别拨款给中小型

他提及，中小型公寓一直都面对更换

公寓，帮忙处理经常面对的问题，包括
电梯、水管及道路维修；甚至建议在公

新水表费用昂贵的困扰，导致很多民众

盼選民支持國陣

Page 1 of 1

还是使用旧式总水表而非个别水表，让

部分民众须缴交昂贵水费或面对断水问
题。他早前献议安装个别水表的计划，
也获纳入宣言计划内，令他欣慰不已。
他补充，为让新选区如班登美华镇、
班登英达第5路及打昔柏迈的选民对他
更熟悉，他也列印了 1万张简介，将派
发给当地民众。（T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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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岳排污工程公共資訊中心開幕

冷岳排污工程首階段

•

再尼烏江：料10月竣工
(加影9日讯）能源、
绿色科技及水务部秘书长
拿督斯里再尼乌江披露，
冷岳排污工程首阶段，排
污处理站的建设工作已完
成70%，预计可在10月份
竣工。相信，届时可投入
启用。

安排从住家衔接排污管至
主要的排污管。
他强调，基于此次工程
衔接的地下排污管深18公
尺，若居民不在这段期间
开始衔接工作，日后欲安
置地下排污管时，恐会面
对多重困难。

净和安全，那将来我们在
生产净水上，就会面对困
难。
他解释，设立冷岳排污
工程公共资讯中心，是为
了让当地居民能进一步了
解这耗资16亿令吉的工程
的目的和作用。

他今早为冷岳排污工程

“新排污处理站竣工

他说，整个冷岳排污工

公共资讯中心主持开幕仪

后’当局会确保关闭原有

程预计将奄2021年4月竣

式说，冷岳排污工程分3

的164个旧化粪池，并将

工，该排污处理站每天可

阶段进行，第二阶段会开

所有用作化粪池的土地交

始衔接地下排污管，将乌

还雪州政府，而且也会翻
新10个水泵。”

容纳20万9000米立方的污
水，加影和蕉赖地区约92
万名居民将从中受惠。

鲁冷岳区164个旧化粪池
衔接起来，涵盖范围长

再尼乌江声称“冷岳河

他补充，工程也包括在

105公里。他表示，第二

下流共有4个滤水站，即

拥有综合绿色建筑功能的

阶段预计会在2021年竣

蕉赖11哩滤水站、武吉淡

站上方，打造多个休闲设

工，期盼在开始衔接旧化

杯滤水站、拉务河滤水站

施，如羽球场、足球场和

粪池的阶段，附近还未安

和沙叻秀滤水站，主要供

篮球场等，同样会在竣工

置排污系统的居民可在这

应净水至多户冷岳居民。
如果没确保我们的水源干

后，开放让民众使用。

段期间主动联络承包商，

出席仪式者尚有M M C
机构首席执行员拿督斯里
仄卡立、能源部（水务与
管理）副秘书长拿督陈耀
宗、排污服务局（JPP )
总监拿督斯里祖基菲和
双溪荅拉村村长南兰。
(TKM )

•再尼乌江（左三）在
主持开幕后，与嘉宾巡
视冷岳排污工程公共资
讯中心。左起为祖基枯
和南兰，右一•起为反卡
立和陈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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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議會解散歸還官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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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著雪州议会解散，现场进行一场别开
生面的归还州政府官车仪式，大臣及10名

H
阿茲敏要搭Grab回家
雪議會解散歸還官車

州行政议员正式交还车钥匙。右起为达鲁
阿米鲁丁、再迪、甘纳巴迪劳，、依斯

配合雪州议会解散，大臣及一众行政议员

(沙亚南9曰讯）雪兰莪

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归还官车仪式。

阿兹敏阿里、邓章钦、阿末尤努

纳兹米、黄洁冰及欧阳捍华。

他指出，雪州一直以来都取得显著的成
就，同时持续捍卫作为主要贡献国家生产

据悉，这也是雪州政府首次举办归还州政

总值（KDNK )的州属，他与州议会的所有

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

府官车仪式，只见11辆黑色官车在雪州大

成员，都竭尽所能为州及维护人民利益作

厦外的广场呈V字形排开，非常具气势。

出努力；接下来，就将委托权力交还给人

阿里宣布，即起解散第13

民。

届雪州议会。随著雪兰莪

接著，大臣及行政议员分别站在官车旁，
并逐一将官车钥匙归还给雪州秘书拿督莫
哈末阿敏。

据一名外国媒体记者在社媒推特发文指雪

阿兹敏声称，州议会解散旨在让路第

州议会今日解散，雪州大

大臣阿兹敏交还官车后，大臣需搭Grab回

14届全国大选，如今是以看守政府姿态

家了 ；阿兹敏也马上回应推文，称今日他

管理。因此，在这段期间内不会有行政会

与所有州行政议员都须把官车交还雪州政
府秘书。

议、拨款或作出任何决策。

臣阿兹敏交还官车，今日
要搭电召车Grab回家了。

身穿一身湖水蓝传统马来服饰的他，于中
午12时30分在雪州大厦召开记者会说，根
据《1959年雪州宪法》

不会拨款作出决策

他强调，雪州秘书拿督莫哈末阿敏将在今
曰呈交通知函给选举委员会，告知雪州议
会即日起正式解散。
陪同出席记者会的尚有10名行政议员，

55条文及《1959年雪州
宪法》第70条款同读，
在今早10时觐见雪州苏

包括行动党双溪槟榔区州议员拿督邓章

丹获得御准，在今日解散
雪州议会。
‘‘雪州苏丹于上午10时

劳、公正党武吉兰樟区州议员黄洁冰、公

30分在巴生阿南沙王宫
正式签署公告，御准解散
州议会。”

钦、行动党史里肯邦安区州议员欧阳捍
华、行动党哥打阿南沙区州议员甘纳巴迪
正党吝都急区州议员阿米鲁丁、公正党双
溪威区州议员聂纳兹米、公正党士文达区
州议员达鲁雅、伊党千百家区州议员依斯
甘达、伊党昔江港区州议员阿末尤努斯及
伊党登普勒公园区州议员再迪。（TKM )

•雪州苏丹沙拉弗丁（左）签署公告
式解散。右为阿兹敏。

并宣布州议会于4月9曰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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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蘇丹簽署公告
'=|='州苏丹沙拉弗丁是于今午10时40分在巴生阿

南沙王宫，签署解第13届雪州议会公告，宣
布州议会于今日解散。
殿下是在1959年雪州宪法赋予苏丹解散州议会的
权限下签署公告，并宣布雪州议会于4月9日解散。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在早上10时，乘坐官车
入宫觐见雪州苏丹沙拉弗丁，以寻求御准解散州议
会，过程约30分钟。
在获殿下御准后，王宫特安排在巴生阿南沙王宫
的皇家厅，举行解散州议会仪式。
出席见证者包括雪州王储东姑阿米尔沙、雪州王
室成员、原任雪州议会议长杨巧双及州政府高级官
员等。（TKM )

地方政府如常運作

吐槽國陣宣言没新意

“提升”希盟現有政策
生_(_对国阵日前公布的竞选宣言，

tT也是公正党署理主席的阿兹敏

属，以负责任、诚实、和谐的态
度，最后获益的就是人民；倘若这

阿里吐槽，完全看不见有新意，只
是一味的在希盟现有的惠民政策上
“提升”或“加强”，仅此而已。

是人民所关注的重点，那么我们一
样有信心布城会易主。”

他今午宣布解散雪州议会后指
出，他了解到的是，国阵竞选宣言
都围绕在“提升（Meningkat )“

个州议席分配悬而未决一事，阿兹

原有的惠民政策，作为一个负责任
的政党，应要给予创新的意见和献
议，以照顾全国及各州属的利益。

雪希盟剩2席未定夺

'-|='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声称，尽管州议会已解

“但很显然，我没有在国阵的宣

散，不过州内各地方政府、地方县市议员及村
长职务都不会受影响，一切如常运作。

言中看见这一点，竞选宣言不应该
是这样的。”

他解释，地方政府是独立性质，而县市议员和村
长的任期则是到6月30日届满；因此不会因州议会
解散而跟著解散。

民将倾巢而出给予希望联盟更大支

他说，目前的情况是，州议员已不再是州议员，

Page 3 of 3

为此，他有强烈的信心，雪州人
持，毕竟没有人能够否认由希盟管

但大臣和行政议员的身份依旧一样，直至新的政府

理的雪州和槟州达到的成就。
“我们已证明，只要人民给予我

或领导层成立。（TKM)

们最大委托，我们便成功的管理州

另一方面，询及雪州希盟尚有6
敏阿里强调，如今只剩下最后两席
未定夺o
他说，希盟考量的重点在于要委
派有胜算的候选人上阵，即候选人
须获地方选区的接受和欢迎。
然而，他披露，随著希盟同意在
大选使用统一党徽上阵，让整个议
席分配的程序更简易，因为无论是
哪个成员党上阵都会使用公正党党
旗，无形中加快了谈判程序。
但阿兹敏没透露，两个悬而未决
的雪州议席是哪里，只表示会在提
名日前公布；与此同时，他不愿表
态将上阵哪个选区，表示一切遵从
党主席指示。（T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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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黨公佈直區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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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黨公佈直區候選人

楊巧雙轉戰泗岩沫

林立迎上陣甲洞
(八打灵再也9日讯）民主行动党八届甲洞区国会议员陈胜尧除名！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于今晚宣布，该
党在来届大选将继续上阵联邦直辖区吉
隆坡原有的5个国会议席，但75岁的陈
胜尧如所预料地被更换，无法第九度捍
卫他自1982年大选起便保持不败的甲洞
国会议席。
陈胜尧早前接受马新社访问时强调他
不会退下，然而他的意愿最终还是落
空0
陈胜尧所留下的空缺，则由原任雪兰
莪州首邦市州议员兼原任雪兰莪州议长
杨巧双所补上，但她不上阵甲洞国会选
区，而是竞逐泗岩沫区国会议席。
至于原任泗岩沫区国会议员林立迎
(46岁）则转战甲洞国会选区。
行动党主席陈国伟（60岁）、总财政
方贵伦（71岁）和副秘书长郭素沁（54

•杨巧双（左起）、林立迎、陈国伟、郭素沁和方贵伦手挽手，齐心合力
迎大选°
弃州攻国。

而不是甲洞，据知是考量了多个因素，

岁），则分别在蕉赖、武吉免登和士布

因此，当林冠英于今晚在公民礼堂举

爹这三个行动党堡垒区寻求婢联。
当38岁旳杨巧双于上周三在梳邦再也
社区报"SJ ECHO"的脸书贴文•，向首

包括杨巧双不善于中文，较适合泗岩沬

行的行动党特别汇报会上公布杨巧双为

选民的氛围，所以让更有市井气息的林

吉隆坡国会议席候选人时，证实早前的
传闻，也就不让人感到惊奇了。

立迎战甲洞。
无论如何，甲洞及泗岩沬也是行动党
的堡垒区。上届2013年大选，陈胜尧在
三角战中，以4万307张多数票轻易便挫
退国阵和独立候选人。

邦市州选区的选民告别，感谢所有人让
在她两届10年的任期内，享有美好与丰
硕的经验，就已预告她将更上一层楼，

他也放眼这5名候选人能够在矾石届
大选取得全胜佳绩。
至于行动党安排杨巧双上阵泗岩沫，

10 Apr 2018
Guang Ming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Page: A9 • Printed size: 420.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d Value: MYR 6,363.64
PR Value: MYR 19,090.92 • Item ID: MY0032248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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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茲敏嗆國陣宣言

雪3年前已承認統考
(巴生9日讯）雪州大臣拿督'斯里
阿兹敏呛国阵竞选宣言，指雪州政府
早在3年前已承认统考文凭，而且还
是由他带上州议会提呈动议，相信统
考文凭可帮助孩子拥有好的学识与职
业°
他昨晚在行动党巴生新镇（前称双
溪槟榔）州选区举办的政治晚宴发表
演讲时，反驳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指雪
州不接受中资的指责。

反驳不接受中资指责
他声称，雪州敞开门户欢迎中资，
只要是有素质的投资，能与国内机构
合作和接轨、落实技术及科技转移、
培训下一代的投资者，雪州都会无任

会推荐邓章钦出任国际贸易及工业部
长0
阿兹敏以槟州政权的和平转移为
例，劝请华裔选民不必害怕换政府，
重申他对各族母语教育的重视，雪
州从2008年执政迄今10年，共拨款
6000万令吉资助华校，或每年600万
令吉。
针对最新通过对雪州选情影响深远
的选区重划一事，大臣吁请选民踊
跃出来投票，把大选投票率推高至
90%，才可终结国阵及巫统的政权。
此外，阿兹敏也在演讲中，分别
与旺姐以华语大秀“我们都是一家
人”，获现场如雷掌声。
大会宣布，筵开148席的现场筹获4

欢迎。
他去年和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受广

万7610令吉，作为竞选基金。

东省委书记胡春华（现中国国务院副
总理）之邀，到广州主讲“一带一

国会议员陆兆福、公正党主席拿督斯

路”，有投资才能有工作机会，经济

议员卡立沙末、适耕庄区州议员黄瑞

得永续成长，与人民分享成果。

林、诚信党主席莫哈末沙布、行动党

他不忘赞扬邓章钦是执政团队内最
好的行政议员，把许多投资者引入雪
州，并笑称若希盟可挺进布城，他将

砂拉越南兰区国会议员刘强燕及土团

其他主讲者包括行动党原任芙蓉区
里旺阿兹莎、诚信党沙亚南区国会

党最高理事莫哈末法依兹。（TKM)

为法依兹及刘强燕。

短片介绍主持揭幕•，左二起是邓

章钦、黄瑞林和陆兆福，后左起

•阿兹敏 左
( 为
)雷州精明巴士

'=t=l 州高级行政议员兼双溪槟榔区州

邓章钦强调，晚宴主题《雪州辉

议员拿督邓章钦声称，雪州并没

煌，布城在望》要以雪州10年政绩告
诉选民，希盟到了布城一样会辉煌执
政。

反中国，更指他过去3年，前往中国
招商的次数，还多过贸工部长慕斯达
法和第二贸工部长黄家泉。

他也不忘向选民讲解雪州水务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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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明，据联邦政府贸工部的数
据，雪州于去年的三大外资排行，依
序是美国、日本和中国，这便是最佳
证明。

重组计划，指责联邦政府知道州政
府对收购雪河公司（Splash )的报价
后，却不给州政府知道联邦政府的估
价，一再刁难州政府。（TKM )

諷馬華没用過自己標誌上陣
陆箭标志是没原则，若根据马华

兆福嘲讽马华指行动党放弃了火

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旺阿兹莎癀
到，她知道支持者对行动党的“火

这套逻辑，也验证了马华从没用过自
己旳标志上阵，才是一个没原则的政
党。

箭”标志有很深情感，但希盟4党达

指敦马烂船有三斤钉

来把希盟妖魔化是行动党在领导旳指
控。

他说，纳吉在4月7日解散国会，因
4+7=11是纳吉的幸运数字，传言指
投票日有可能会落在5月6日，以配合
纳吉喜爱的11 ( 5+6=11 )，但选举
靠的不是幸运，而是人民的支持。
他表示，前首相敦马哈迪“烂船也
有三斤钉”，只要可感召到30%马来
票支持希盟，老马就是一匹“神奇”
和有用的‘‘马儿”。

成使用共同标志，即公正党"蓝眼”
的共识让她感到骄傲，粉碎了巫统向

诚信党沙亚南区国会议员卡立沙末
则声称，他会继续在沙亚南竞选，
并形容希盟4党都作出牺牲，如行动
党在来届大选放弃火箭标志.、安华
与旺阿兹莎接受宿敌马哈迪担任希
盟主席、土团党和诚信党则为了人
民，分别退出巫统和伊党成立新党。

(T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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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陈
胜

s布戈

直兀
辖无

行动党宣布直辖区国席5名候选人。

区

(吉隆坡9日讯）8届甲洞区国会议员
陈胜尧将无缘在大选上阵捍卫其国会议席。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今晚宣佈该党联邦
直辖区候选人时指出，甲洞国会选区将会由
原任泗岩沬国会议员林立迎上阵，而林立迎
在泗岩沬的国议席，则由原任雪州议长杨巧
双顶替。
该党其他3个国会选区，则由原任国会
议员继续捍卫，他们分别是蕉赖的陈国伟、
武吉免登的方贵伦及士布爹的郭素沁。
现年75岁的陈胜尧，是自1982年起赢
得甲洞国会议席之后，即一直担任该区国会
议员迄今，长达26年之久。
无论如何，由于他在担任国会公共帐目
委员会副主席一职期间，因针对一马发展公
司的议题，发表与其他反对党领袖意见分歧

8届甲洞区国会议
员陈胜务将无缘在

候缘
选捍
人

大选上阵捍卫其国
会议席。

卫

身并不认老，仍然希望继续捍卫甲洞国会选
区，惟最终无缘上阵。
杨巧双则是两届梳邦再也州议员，在
2013年，她获委任雪州州议会议长一职，

的言论，被指遭到边缘化。他日前还称，本代替接任高级行政议员职的拿督邓章钦。#

林冠英：牺牲火箭标志是逼不得已
冠英指出，牺牲火箭标志是逼不得
#已的选择，以抗衡国阵的各种攻
击，包括种族及宗教性的攻击。
他说，这是反对党阵营首次能够推出同
一个首相及副首相人选，即敦马哈迪及拿督

盟入主布城，火箭的标志仍然会再次升起。“

一马援金增至2000
希联执政亦将实现
另一方面，林冠英也表示，国阵政府承

斯里旺阿兹莎；共同的宣言，以及达致大选

诺增加一马援助金，从1200令吉至200〇令

时一对一旳共识。

吉，显示国阵已不顾一切，惟一旦希联执

然而，他指这还不足够，为了彻底抗衡

政，该联盟还是有能力实现这些措施。

国阵，他们还要使用同一个标志，因此必须

他续称，虽然希联也欲废除消费税，但

牺牲火箭这一标志。他了解，党员对此的不

是资源还是可以从其他来源获得，这是因为

舍，也难以适应，但是他认为这是一个艰苦

希联政府将会索回一马发展公司亏空的钱。

的决定。“我们的老大林吉祥，他更难过，
我也要感谢创党元老曾敏兴的谅解。”
林冠英坦承，这项决定不知会否成功，
但是他们必须冒这个险。
“我们暂时让火箭休息，但是一旦希望联

此外，他也说，根据槟州政府的经验，
虽然该州落实了各项发展计划，但是还是可
以节省下45%财政预算。
他相信未来，希联联邦政府也能够做到
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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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鲁丁跳槽公正党

雪伊党不感到意外
(莎阿南9曰讯）伊斯
兰党对于原任雪州巴也扣拉

席该党举办的活动，伊党领
导层早已看出他的去意。

准备，捍卫该州席。”
他今曰受《马新社）询
问时，这么说。
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
里阿兹敏昨晚在希望联盟讲
座会上宣布凯鲁丁退出伊
党，加入公正党。

斯区州议员莫哈末凯鲁丁跳

“他退党不会影响伊

尽管如此，沙乐汉相信

槽人民公正党，不感到意
外°

党，我们已有年轻及专业人

不会再有其他州议员退党。

雪兰莪州伊党主席沙乐

士候选人在巴也加拉斯区州
席上阵。”

5522张多数票击败国阵候

汉指出，凯鲁丁多次没有出

“当地伊党党员已做好

在上届大选，凯鲁丁以
选人拿督莫哈末布斯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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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仅1或2席未解决

雪候选人名单近期敲定
(莎阿南9日讯）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阿里披
露，目前雪州议席分配仅剩下1、2席仍未解决，但
预计候选人名单会在近期拍板敲定。
“谈判程序还在进行着，我也和党主席拿督斯里
旺阿兹莎进行2次讨论，虽然主席仍有许多事务有
待处理，但是候选人方面大致上都已经确定。”
他也解释，这是因为候选人名单是从基层开始
做起，然后到州，所以中央还需加以分析。
“无论如何，我们会在近期敲定。之前悬而未决
的6席位也只剩下1至2席位，我们还要考量胜算
因素，即胥视有关希联成员党可派遣那位有胜算的
候选人代表希联上阵。”
他说，所有的基础问题都解决了，只剩下胜算
因素°
“有时候胜算不是说谁获得哪个席位，而是哪个
候选人比较合适。不过，希联成员党共用公正党旗
巾只后，议席分配可能会简单些，并能加快谈判的速
度，
询及他会上阵哪个议席，阿兹敏阿里仅表示，
会遵守党的委派。另外，针对国阵竞选宣言，阿兹
敏阿里认为，该宣言没有一项倡议是可以俘获人心
和支持。
“他们本应该提出新方法和思维来发展国家和
州，可是该宣言在中央和州层面上，我都没看到这
点o“
他认为，随着雪州和槟州政府在过去数年来的
成功管理，也显示希联能兑现人民的委托，如人民
是以这思维作为基础，相信本届大选，布城政权可
以转至希联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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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转至希联的手中。#

*是雪兰莪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是在

Hi今早10时觐见雪州苏丹沙拉夫丁依德利斯
莎，寻求殿下御准解散雪州议会。随后，阿兹敏阿里
也在中午12时30分于雪州政府大楼的大厅召开记
者会，作出是项宣布。
殿下是在今早10时30分于巴生阿南莎皇宫的
皇家殿堂内签署公告，正式宣布解散州议会。欧阳捍
华指出，虽然雪州议会解散，但地方政府仍然有其独
立性，县市议员和村长的职位还是有效。
他指出，地方政府仍会照常运作，至于县市议员
和村长职位由于在6月30曰才届满，所以没有影
响O
他说，除了州议员外，州务大臣和行政议员的职
位还是有效，因为上述职位是由苏丹委任，所以在雪
州宪法下还是大臣和行政议员，直至新大臣和新旳行
政议员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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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冠英（前排中）指将把解散州议会的公函交给槟州议长，左起曹观友与
拉昔，右起林峰成及拉马沙米。

Page 1 of 1

在雪苏丹沙拉夫丁殿下签署解散雪州立法议会公
告后，阿兹敏（右）向殿下握手致谢。

雪霹登槟解散州会

大臣中午12时在州政府大
厦召开记者会作出宣布。2013
年大选，登州32个州议席中，

(吉隆坡9日讯）全国已有11

里阿兹敏阿里今早10时觐见

员到江沙王宫寻求御准解散州

国阵赢17席、伊斯兰党14席

个州议会解散，以便为第14届

苏丹沙拉夫丁殿下，殿下之后

议会，苏丹纳兹灵沙殿下今日

及公正党1席。

大选铺路，其中登嘉楼、霹雳

于约10时40分，正式签署了

上午11时御准并发表简要御

及雪兰莪州议会是于今天正式

解散州议会公告，宣布雪州议

词说，为确保选举不受质疑，

英表示，他今早到州元首府谒

解散

会于今日解散。王宫特别安排

选委会必须专业、透明及公正

见州元首敦阿都拉曼阿巴斯，

在巴生阿南莎王宫的皇家厅举

地履行任务，而各造须与选委

办解散州议会仪式。：

会合作以顺利完成大选任务。

获州元首同意于4月10日解散
槟州议会。

目前，全国只剩下槟城州
议会将在明天解散，而砂拉越
州已提前在2016年举行州选
举，因此没有解散。

出席见证者有王储东姑阿
米尔、第13届雪州立法议会议

出席观礼者有国阵巫统州
议员，但未见反对党议员。

槟城方面，首席部长林冠

他今午召开记者会说，他
今日主持2015年5月5日以来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上周五

长杨巧双、雪州政府秘书拿督

在瓜登，登嘉楼州务大臣

宣布国会于周六解散，并吁砂

莫哈末阿敏，以及王室成员
等°

拿督斯里阿末拉兹夫今早10

第215次行政议会会议上提出
解散州议会，获行政议员们一

时17分觐见登州苏丹米占再

致同意，州秘书将在今日把明

霹雳州方面，霹州大臣拿

纳阿比丁殿下，获御准于今日

日解散州议会的公告送呈州议
长0

州以外的州政府同步解散州议
会，以词步举行大选。
在巴生，雪州大臣拿督斯

督斯里占比里今早率众行政议

解散州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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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依淡大礼陆续有来
首相纳吉在国阵竞选宣言
中为各州送上大礼，柔怫州所
接获的礼物，是往来新山和永
平的南北大道扩建工程。

诺，将有助于提高魏家祥在亚
依淡国席的胜算A

增加魏家祥选战筹码

原本的计划，是将全长80

在国阵矢言重夺雪州政权

公里的往来新山和亚依淡的4

之际，希望联盟采取了以攻为

条双向车道提升到6条，如今

守的战略，大军压境柔佛，民

加多20公里，从亚依淡延长

主行动党的“王王对决”攻略，

到永平
永平列人马华署理总会长

也从该党柔佛州主席刘镇东奉

魏家祥博士的亚依淡国席，是
这个选区的第—大市镇，无论
在人口•或地方建设上，都远比

命移师亚依淡而掀开帷幕。
对于希盟的来势汹汹，国
阵严阵以待，不敢掉以轻心，
将对柔佛的“一州一承诺”放

亚依淡这个市镇来得大，因

在新山——永平南北大道扩建

此，将有关扩建工程从亚依淡

工程，足见首相纳吉对亚依淡

移至永平，所延伸的路段虽不
算长，但因此增加的实际效益

一役的志在必得，而此一宣

却甚为显著。

20公里耗费近亿
在纳吉推介国阵竞选宣言
后，魏家祥随即在面子书发文
表示，他是在首相本月3日在
拉美士宣布新山"^亚依淡大
道扩建计划后，在6日的的大
选前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上，提
出将计划改为新山——永平的
建议，获得接纳？:
魏家祥说，永平是通往昔
加末、麻坡和崙株巴辖，以及
从柔佛直通东海岸的替代路线
要塞，将相关扩建工程延伸至
永平，将有效纾缓地方上的交
通拥挤。
据了解，将20公里的大道
由4条双向车道改为6条，费
用介于数千万至1亿令吉之
间，纳吉除了相信魏家祥在交
通规划方面的专业，同样重要
的是，国阵竞选宣言的相关承

布，无形中大大增加了魏家祥
应对选战的筹码i
当然，希盟也自有应对策
略，刘镇东本人也不会坐以待
毙，但可以肯定，亚依淡的大
选礼物不止于此，诚如魏家祥
在面子书所言：我还会陆续为
亚依淡和永平捎来好消息，也
会为大家勾勒出这里的未来完
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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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诚意远胜国阵

的权益，州政府一视同仁对待

裔同胞在华校学习，作为马来

各源流学校，其中，为支持华

西亚人，马来人多掌握一种语

希盟支持母语教育政策

教发展，州政府更每年制度化

言是没有错，也没有害处的。”

拨款600万令吉给州内华小，

(莎阿南9日讯）雪兰莪州务大

更率先承认统考文凭，诚意绝

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说，希

对远胜国阵的“考虑承认”统

作为建设基金。
“华教办校方针一向受到认

望联盟政府一向支持母语教育

考文凭宣言。

可，包括教育素质佳、纪律

政策，尊重各族权益，数年前

他说，任何人都有学习母语

好，目前，更有高达10万名巫

阿兹敏也是公正党署理主
席，他昨晚出席巴生北区民主
行动党支部联合7个支部主办
“雪州辉煌，布城在望”晚宴时
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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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杰事件》作者曾访当事人

“亚当称发狂无关苏丹”
(吉隆坡9日讯）柔州王储帖文
述说“秋杰事件”缘由为祖父

有。.‘

讨清白一事引起热议，不过，

无数次。作为记者，我也受到
影响6直至有一天，我在面子
书上贴了一个.疑问：‘亚当真

早在去年《秋杰事件》一书作
者为书造势时，声称他曾访问
军人亚当，后者表明指他发狂
是因妹妹被苏丹所杀的传言，
根本就不是事实。
该书内容也述说一名如今已
年届53岁的老人，推翻了一个
因血腥秋杰事件而令国人误信
了数十年的谎言。
根据网媒“今日自由大马”

“30年来，这说法我们听了

的是为了不满而以这种方式复
仇，导致发生这样的事吗？’”
他忆述，次日凌晨3时，
一名人士竟在面子书上回应沙
里尔说，亚当正与他在一起。

亚当流落街头
“我极为震惊，他告诉我亚

去年8月8日的报道，该书作

当目前无家可归，靠捡拾破铜

者沙里尔曾当过媒体社会新闻

烂铁讨生活。我过后飞往槟城
去会见他们。我甚至不敢确定
眼前人是亚当，因为事发当年

1987年10月17日，23岁的阿当在隆市中心的秋杰路发狂，以来

他才20余岁，军装令他看来精

(档案照）

记者，他去年8月为该书造势
演说时，还邀请了 2位对亚当
极重要的人物，即当年在事件
中劝服亚当放下武器投降的陆

壮，但眼前这位仁兄很苍老，

军准将阿都甘尼，和担任他辩

年仅53岁但看来像60岁，一
身褴褛。”

护律师的莫哈末沙菲宜。
报道指沙里尔在会上指出，

作者指眼前的亚当声称，本

他曾访问军人亚当，而亚当当

身30年来忍受人们的抹黑、家

年告诉他，人们指他发狂的原

人排斥、社会耻笑，人们指他

因是妹妹被苏丹杀了，但这传

发狂是因为妹妹被苏丹杀了，

言与事实相去甚远，根本毫无
关系；发狂原因，根本与“苏
丹杀人”的传言一点关系都没

那太扯了，与事实相去甚远，
根本风马牛不相及。
沙里尔说，“亚当告诉我，

福枪扫射，造成一人死多人受伤。图为1992年，亚当出庭面控。

这说法巳传了这么多年，他也

以服人，因此他去找莫哈末沙

不懂该怎解释，他身体不好，

菲宜及阿都甘尼准将，他俩的

不久后将逝世。他说希望通过

说法与他访问的这名曾吸毒且

我写本书把真相说出来。--

曾在精神病中心接受过治疗的

他声称，他当时并未完全相

人亚当口中所说的吻合。

信亚当所说的话。：
“我告诉他，绝不能说琉p “

版社，没人愿出版，因担心引

一星期后，他听过了亚当的

起的回响，最后，才找到目前

说法，但他知道不够分量，难

沙里尔还表示曾找过不少出

的出版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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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LASH进入司法程序

金务大向SYABAS索赔42亿
(吉隆坡9日讯）金务大

金务大称，2018财年的

限公司（SHSB)因也 正被国

(GAMUDA，5398，主板建筑

财务和营运料不会受上述寒

能追讨电费，在本月2日时

股）持股40%的联号公司雪

件影响。在雪州水务公司收

向雪州水务公司发出通知

州水务公司（SPLASH)，已

回欠款后，集团将会在财报

书，将后者列为第三方欠款

进人司法程序，向雪州水供

中纳人所收款项。

人。

公司（SYABAS)追讨42亿

金务大持股80%的子公

值得留意的是，SHSB也

1791万1712.85令吉的欠

司——金务大水务私人有限

是达力（TALIWRK，8524，

款。

公司，在上个月9日遭国家

主板贸服股）的独资子公

能源（TENAGA，5347，主板

司。SHSB遭国能追讨总值

不影响财务营运
金务大向交易所报备，

贸易服股）追讨总值3951万

3570万7365.64令吉电费与利

2062.75令吉电费与利息。

息。

雪州水务公司在今日已送出

另外，雪州水务的营运和

法律文件，正式向雪州水供

维修（0&M)营运商之

公司索赔。

—‘

Sungai Harmoni 私人有

金务大今日闭市时收

5.12令吉，升3仙或0.59%，
成交量达708万67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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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中国鸿达印刷

柏朗桑联营胶印纸盒
(吉隆坡9日讯）柏朗桑集团

287万令吉。

Page 1 of 1

刷服务的专业知识。
“此联营能绝佳地巩固

Century Bond的能力，将产品范
围扩大到胶印纸盒生产，以及开
拓未来的新市场。”
不仅如此，相比其他业者，

(KPS，5843，主板贸服股）子
公司Century Bond，与中国公司

进一步拓展价值链至胶印纸盒，

功于Century Bond在生产纸盒原

鸿达印刷集团缔结联营，生产

这种类型的纸盒外层是经过印刷

料的专业知识。

制造领域用的胶印纸盒。‘

片层压，以提供更精细及更鲜明

柏朗桑集团向交易所报备，

Century Bond 子公司 Pro Pulp 包

这联营将帮助Century Bond

的打印。

联营能带来强劲的成本效益，归

根据文告，联营公司将设立
在Century Bond于柔佛的厂房，
且会接手鸿达印刷集团目前供应

装私人有限公司，与鸿达印刷

结合上下游知识

集团将分别持有联营公司——

总执行长阿莫法立通过文告

闭市时，该股收在1.29令

Imej Harmoni私人有限公司的
60%及40%股权，总投资额为

表示，这联营结合两家公司在下

吉，全天涨2仙，或1.57% ；成

游生产纸箱、以及上游设计和印

交量有3万7600股。

给大马客户的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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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党原任巴也惹拉斯州议员

Page 1 of 2

议员西华拉沙、行动党巴生区原任国会
议员查尔斯及诚信党主席莫哈末沙布
等。

凯鲁丁加入公正党

盼选民踊跃投票
阿兹敏说在他领导下，雪州稳定繁

(双溪毛糯9日讯）伊斯兰党原任巴也惹

大会结束后，凯鲁丁受询时说，他

拉斯州议员莫哈末凯鲁丁宣布加人人民

加人公正党因为该党是优秀政党，有能

济龙头州属，占全民生产总值的23%，

公正党。

力领导雪州蓬勃发展。

储备金有40亿令吉，因此尽管他饱受抨

人民公正党昨晚芷式接纳凯鲁丁的
人党信函，让他成为党员。
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
里随同凯鲁丁，在巴也惹拉斯夜市的讲
座会作出这项宣布后，党员大声欢呼，
欢迎凯鲁丁的加盟。
尽管如此，阿兹敏在大会上并没有
宣布凯鲁丁成为来届大选巴也惹拉斯州
议席候选人。

他说，公正党接受了他的人党信，
即意味着他已脱离了伊斯兰党^
上月尾，凯鲁丁针对外界盛传他将
跳槽至公正党一事笑言还未决定—
他较早前也向媒体投诉，雪州伊党
将他从州中委会除名，原因可能是他与
雪州政府关系亲近。
出席者包括公正党班底谷区原任国
会议员努鲁依莎、公正党梳邦原任国会

荣发展且引人大量外资，成为全国的经

击，仍敢站立在雪州人民面前。_
他致词时说，国阵一心想夺回雪
州，希望选民踊跃投票，只要投票率达
95%，国阵的谎言将会被击沉，进而创
造历史。
他说，国阵的大选宣言至少花费
3000亿令吉，国会解散后作为过渡政府
的纳吉，根本无权签批大型计划，选委
会与反贪会必须彻查。

阿兹敏（前排左六起）高举莫哈末凯鲁丁的手臂，欢迎他加入公正党，右四起莫哈末沙布和西华拉沙，左四是査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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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寄选票由40万增至100万张
努鲁说，大选邮寄选票由

他说，希盟主席敦马哈迪医

40万张增至100万张，选委会

生曾表未，“国阵胜利并非强

将护士及狱警规划为邮寄选

大，只是他们团结；民联失败

民，引起这些人士反感，扬言

确实因为分裂”，只要希盟团

将选票投给希盟。

结起来，国阵就一定会分裂。

她说，她曾到访监狱与医

他说，民联于2008年大选

院，遇到监狱官员，对方表示

夺下半岛5个州属，纳声就开

与希盟同在，不愿邮寄选票，

始使计分化民联，花钱收买伊

如果被逼邮寄选票，就一定投

斯兰党领袖，导致伊党在2015

选公正党。

年与2017年先后与行动党和公

希盟团结国阵必分裂

正党分裂，伊党内的异议分子
才出来成立诚信党。

莫哈末沙布说，国阵遭人民

他说，从民联三党到如今希

拒绝，出尽方法要分化反对

盟的四党，只要团结一致肯定

党，只想看到希盟分裂。

可击败国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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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议会解鱷
以看守政府形式运作

阿兹敏（左六）由行政议员陪同 -召开记者会宣布解散州立法议
会。左起尤努斯、达罗雅、再迪 、聂纳兹米及邓章钦；右起：欧
阳捍华、阿米鲁丁、甘纳巴迪劳、黄洁冰及依斯干达。

(莎阿南9日讯）雪兰莪州立法议会今日正式解散，州政府将
按雪州秘书条规，以看守政府形式运作及管理，直到新的州政
府重新组成。
雪兰莪苏丹沙拉夫丁殿下今日上午约10时40分，正式签
署解散第13届雪州议会公告，并宣布今日解散州议会。
后，原任雪州务大臣

州行政会议，同时也不会在这

雪州的建设和繁荣发展。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段期间做任何决策的决定，或
批准任何的拨款。“

他说，人民的支持是促使州

“我们的使命是受人民赋予

政府巩固和稳定发展的重要后

委托的，如今有关权利再度交

盾，这也让他可顺利推行各种

较

在州政府大厦召开记者会说，
以看守政府运作是治理原则之

水平。

阿兹敏：提升现有政策

“雪国阵竞选宣言无新意”
原任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

他说，这一两个议席目前的

敏阿里认为，雪州国阵昨天推

考量并非哪一个政党上阵，而

介的竞选宣言毫无新意与实际
目标，仍停留在“提升”现有

是哪一名候选人更有胜算。

州政府的政策。

分配，预计近期内将可完全解

“我们已完成大部分的议席

还人民手中，我深信雪州人民

他说，根据了解，有关宣言

决问题；加上，盟党达成采用

积极、创新和关怀政策，确保

将以其成熟智慧，再度遴选一

他感谢雪州人民的委托和信

州内科技工艺及工业或进步发

在这段期间将不会再召开任何

任，让他和其他领导可以参与

展之余，也能提高人民的生活

个稳定、有洞察力、权威和关
怀人民的政府。”

在政策规划上，主要皆在于
“提升”，比如“提升雪州精明

统一政党标志上阵共识，更简

“根据有关条例，看守政府

一，确保不会出现滥权现象。

感谢雪人民委托信任

巴士服务”。
“对于一个有责任的政党来

那就是要取得最大胜算，而不

个’，并不算是一份竞选宣言。”

是要各自盟党争取更多议席。|
询及其是否将攻打鹅麦国会

难以打动选民。竞选宣言不该

议席时，他笑言还在寻找议

如此，相对应提出新的点子和

席，一切遵从党的安排。

政策，以维护和保障国家及州
政府的发展利益。

他也对于之前的州政府团队
表认同，尤其在其上任的期

他吁请雪州人民将会在大选

间，大家都很团结一致，没有

期间踊跃出来投票，支持希盟

涉及贪污腐败行为，在人民赋

国州候选人。

予委托的使命下，积极推动各

“没有人能够否决雪州和槟城
过去K)年的政绩，而若人民以此
为投票考量，希盟布城在望。”

希盟谈判席位近尾声
阿兹敏表示，雪州希盟谈判

项建设发展和惠民任务。.

州议会解散不影响市议员
另一方面，原任行政议员欧
阳捍华表示，州立法议会今日
宣布解散，不会影响市议员及

席位近尾声，仅剩一两个议席

村长执行任务，因为他们的任

未解决，主要是为确保候选人

期是在6月30日截止。
“地方政府属独立运作，即使

的胜算。
州立法议会解散后，阿兹敏（左六）及行政议员与媒体合照，左起尤努斯、甘纳巴迪劳、欧阳捍华、黄洁冰、邓章钦、再迪（右起）

他说，此次议席分配谈判，
雪州盟党之间都有一个共识，

说，‘提升这个’或‘提升那

他说，该宣言毫无吸引力，

阿米鲁丁、依斯干达及聂纳兹米。

化议席分配的工作。”

他也是公正党署理主席兼雪
州希盟主席。

州议会解散，仍可照常运作，市
议员和村长服务至任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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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双转战泗岩沫

林立迎守甲洞II胜尧除名

(八打灵再也9日讯）民主行动党公布该党本届大选联阵。
邦直辖区5名国席候选人，8届甲洞国会议员陈胜尧医
泗岩沫国席则由弃州攻国的雪州原任议长杨巧双
生遭除名，改由泗岩沫原任国会议员林立迎取代上上阵。
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今

担任甲洞国会议员。

国会议员，方贵伦和郭素沁则

多的马华副总会长拿汀巴杜卡

至于另3个国席，则同样由

分别4届当选武吉免登及士布

周美芬对决，但随着行动党昨

也市政厅公民礼堂举行的特别

原任议员上阵，分别是该党主

爹国会议员。林立迎则在过去

晚宣布彭亨州3国8州候选

汇报会上，作出上述宣布。

席陈国伟（蕉赖）、副秘书长

两届大选当选泗岩沫国会议

人，派出劳勿朗区人即原任文

郭素沁（士布爹）及财政方贵

员

德甲州议员东姑祖布里沙上阵

1T晚在该党于八打灵再
现年75岁的陈胜尧是行动
党在甲洞国会选区的常青树，
截至第13届大选，已连续8届

伦（武吉免登）。
陈国伟已连续5届中选蕉赖

早前盛传郭素沁将上阵劳勿
国席，与奉命在劳勿服务3年

劳勿，郭素沁与周美芬之战已
打不成

行动党领袖们在台上手牵手展现团结，左起苏建样、刘镇东、陆兆福、古拉、曾敏兴、林吉祥、林立迎、陈国伟。右起黄天发、张健
仁、方贵伦、郭素沁、杨巧双、哥宾星及林冠英。

陈国伟：有事前沟通

陈胜尧坦然接受事实”
询及甲洞原任国会议员陈胜
尧除名，是否其本人意愿，陈

问题

上阵国席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名党员也起立为后者鼓掌。

因该党在2014年的全国代表大

出席者包括行动党国会领袖

会中议决要增加女性的中委至

林吉祥、创党元老曾敏兴、署

少30%，因此候选人遴选委员

理主席哥宾星、副主席古拉、

会也决定在此次大选派出更多
女性参选。

张健仁、沙巴主席黄天发、组

林冠英也在会上向接受希盟

任刘镇东、国际与非政府事务
秘书张念群、委员苏建祥等
人。

国伟指该党秘书事前已转告和

他相信，陈胜尧已坦然接受
事实

共用相同党徽的创党元老曾敏

知会对方，事前有沟通，不成

他宣称，直辖区委任杨巧双

兴，表达崇高敬意，全场500

织秘书陆兆福、政治教育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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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钦：“反中资”论不攻自破

中资首居雪外资第4位
(巴生9日讯）原任雪州高级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披露，根据中央政府发布数据显示，雪州2017年外资投资
排行榜中，中国投资者破天荒首度挤进第4位，这也足以让国阵对希望联盟“反中资"论不攻自破。
他说，除非中央发布的数据是假的，否则数据不说谎，证明雪州对中资的重视，以致这些年来，前来投
资的中资剧增。

“过

去3年
次数还比原任国际贸易及

原任工业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以
及第二贸工部长拿督斯里黄家泉去的
次数多，这是反中资的表现吗？”
他昨晚出席巴生北区民主行动党
支部联合7个支部主办“雪州辉煌，
布城在望”.晚宴时说，雪州不仅重视
中资投资，就连中国政府也非常看重
雪州这个投资地点。
“去年，中国广东省政府特邀原任
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前往演

会上，阿兹敏（左）受邀为雪州精明巴士短片主持推介礼，左二起邓章钦、黄瑞林及陆兆福等

讲介绍雪州，聆听者除了广东省省
长，还包括广东省省委书记胡春华，
如今后者升任为中国国务院副总
理。”
他说，如今，雪州巳成为国际投
资的据点，过去数年，不少国际外资
纷纷进驻雪州，其中包括瑞典最大家

晚宴筵开148席
筹款达4.7万元
巴生市民热情万分，晚宴

员陆兆福、原任砂拉越南兰区
国会议员刘强美、诚信党主席
莫哈末沙布、原任莎阿南国会
议员卡立沙末及雪州土著团结
党最高理事法依斯纳亚曼。

受邀主讲嘉宾包括阵容庞

主讲人主要环绕希盟统一
标志、国阵腐败k策及丑闻课

具生厂商宜家、劳斯莱斯设厂制造飞

筵开148席，现场座无虚席，

大，其中还包括公正党主席兼

机零件、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在武吉拉

筹募款项更突破预期，达致4

国会反对党领袖拿督斯里旺阿

题，并获出席者共鸣，让全场

惹设立新厂等。

万7000令吉。

兹莎、行动党原任芙蓉国会议

连连传来如雷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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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钦：获评估价要求公幵说明

中央不断71难雪水供重组
邓章钦也说，中央政府不断

刻，让雪州水务公司吃大亏，

刁难雪州水供重组计划的进

反之，若收购价格太高，他们

展，虽获州政府提供收购雪州

就咬定州政府有贪污现象。”

水务公司（SPLASH)评估价

他说，国阵成员党不断指责

格，仍要求公开说明收购价，

州政府无能管理水供，实际是

居心叵测。

在州政府采取先进管理方案

“州政府已提供他们独立评

下，州内水坝的水量都高达

估公司的估价报告，为何他们

100%，净水储备量也将随着冷

还要我们开价呢？此外，他们

岳2滤水站及拉波汉达岗滤水

本身也有聘请独立评估公司估

站竣工后，于年尾增长至8%。

价，但却不愿让州政府参阅该
评估报告’:。”

阵政府，他们在执政期间将雪

他说，中央政府既已掌握两

州水供分三部分私营化，’水

份评估报告，为何不自行对照

坝、过滤站及水供输送，按合

及决定收购价格呢？

“真正不懂管理水供的是国

约水费价格也将每三年调整

“很明显的，他们就是想耍

3%，换言之，若没有换希盟政

伎俩，倘若州政府公开的收购

府，如今雪州水费已调涨至

价太低，他们就指责州政府苛

12% 了。”

黄瑞林吁华裔选民

借助马来海啸换政府
原任适耕庄州议员黄瑞林呼

届大选国阵大派一马援助金

吁华裔选民勿灰心，借助马哈

(BRIM)，让马来选民动摇，然

迪效应及马来海啸的到来，再

而，随着国阵于2015年实施

度积极出来投票，以行动实践

6%消费税后，不少马来选民大
感后悔。”

换中央政府愿望<?
他说，5,05大选，国阵以

他指出，这种现象尤其表现

少数票再度执政，当时，有很

在郊区马来选民，因此大家要

希盟支持者，特别是华裔都感

有信心，马来选民反风刮起，

到非常心灰意冷，对国家前景

只要配合现有选民的大力支

失去信心。

持，相信希盟进驻布城，将不

“我希望大家不要绝望，上

再是遥远的事。

Page 2 of 2

10 Apr 2018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al • Page: A25 • Printed size: 225.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d Value: MYR 2,830.19
PR Value: MYR 8,490.57 • Item ID: MY0032248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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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行政议员归还官车
阿兹敏：传呼Grab回家
(莎阿南9日讯）雪州正式解散

州议会，进人看守政府状态

Page 1 of 1

后，原任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

干达、原任行政议员黄洁冰、

兹敏阿里引领10名行政议员，

达罗雅、阿米鲁丁、聂纳兹

首次同步把官车归还给州秘书

米、欧阳捍华、甘纳巴迪劳、

拿督莫哈末阿敏。

再迪及拿督阿末尤努斯。

归还官车的还有原任高级行
政议员拿督邓章钦和拿督依斯

阿兹敏较后调侃说，车钥匙
移交州秘书后，待仪式一结
束，他就需要传呼Grab车服务
才能回家了。
欧阳捍华则表示，官车归还
雪州秘书后，他接下来出席官
方活动时，都会乘坐本身私家
车出门。
阿兹敏（中）与一众行政议员
归还官车时一字排开。左起为
欧阳捍华、黄洁‘、聂纳兹
米、阿末尤努斯及邓章钦；右
起为达罗雅、阿米鲁丁、再
迪、甘纳巴迪劳及依斯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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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鲁丁跳槽公正党
伊党：不意外
(莎阿南9日讯）伊斯兰党

党，我们已有年轻及专业

对原任雪州巴也惹拉斯区

人士候选人在巴也惹拉斯

州议员莫哈末凯鲁丁跳槽

州席上阵。

人民公正党，不感到意
外。•

退党不影响伊党
雪兰莪州伊党主席沙乐

“当地伊党党员已做好
准备，捍卫该州席。”
他今日受马新社询问
时这么说，并相信不会再
有其他州议员退党。

新说，凯鲁丁多次没有出席

在上届大选，凯鲁丁

该党举办的活动，伊党领导

以5522张多数票击败国阵

层早已看出他的去意。

候选人拿督莫哈末布斯

“他退党不会影响伊

mi

罗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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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惠及92万人

冷岳污水处理站完成70 %
(加影9日讯）能源、绿色工艺及水务部秘书长拿督斯里
耗资1亿6000万令吉的冷岳污水处理站工程，是避
再尼乌江说，冷岳污水处理站工程完成70%，一旦工程免冷岳河持续被排入河内的粪水所污染，进而影响滤水
完成，料惠及蕉赖和加影周遭92万人。
站的运作，在下游有4个滤水站。
、>\岳污水处理站分3个
部分进行，首部分是
兴建污水站，污水站工程完成
后将进行地下排污管衔接工
程，地下排污管长105公里。
再尼乌江说，冷岳污水处理
站将于10月先启动20%的运
作，一旦全面运作就会拆除旧
有的164个化糞槽，相关地段也
将归还给州政府。
再尼乌江今日上午为坐落蕉
赖13里的冷岳污水处理站资讯
中心主持开幕后，召开记者会
这么说。
他说，上述地区有不少老旧
花园住宅区和个人地段，如工
业或商业单位，即20至30%的
住宅区和个人地段，还是使用
传统的排污系统。
再尼乌江（前三）视察冷岳污
水处理站的工程进展。

业主又促接，口改口排巧系统
再尼乌江说，配合有关污水处理站工程

丨；

水排入大河和沟内。

的进行，吁请业主和地主和承包商接洽，以

“地主和业主可尽快和承包商接洽，以

提升住家或店屋的排污系统，避免直接把污

安排进行驳接排污管工程，惟地主和业主需

3

年内完成提升排污系统的责任，若期限过
后，要重新挖掘5至18公尺深的排污管将
面对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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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尼乌江（前右）指冷岳污水处理站顶层将辟为休闲地带，是绿

色工艺旳一大创举。

顶楼打造绿色地带
冷岳污水处理站顶楼将打造

个污水处理站，设计和科技比

为绿色地带，休闲区将于2021

班底和日落洞的污水处理站还

年4月开放给民众使用。

先进。

再尼乌江说，占地7公顷的

承包商是于2016年起，在

冷岳污水处理站设计先进，采

加影和蕉赖等地区进行地下排

用日本科技建设，工程全面完

污管工程，工程将于2021年4

成后顶楼将辟为休闲区，建在

月完成。

该处的设施包括社区中心、公

日后，冷岳污水处理站每天

园、儿童游乐场、羽球场、室

将处理20万7000m3的污水，

内足球场和篮球场等。、

意即处理的范围涉及92万人，

坐落蕉赖加影大道旁，即蕉

涵盖的冷岳河积水区是60.9平

赖13串.靠近H•榜双溪巴勒的冷

方公里，即从蕉赖11里至加
影。

岳污水处理站，是我W的第3

冷岳污水处理站工程已进行了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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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州议会解黻筠步大选
吉隆坡9日讯|雪兰莪、霹雳和登嘉楼在今日正式解散州议
会，槟州政府也宣布明日（10日）正式解散州议会，再加上早前
于7日宣布解散州议会的8个州属，意味著全国各州属（不包括砂
拉越）的州议会将于明日全数解散。
会。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在本
月6日宣布，国会于7日解散，

以诚信治理州属

并促请各州大臣及首长向各自
的州元首或苏丹寻求御准州议
会。

阿兹敏是在全体行政议员
陪同下，作出解散州议会的宣

全国的各州属，除了于 布。
他说，第13届雪州议会已
2016年已举行州选举的砂拉越
外，也在国会解散后，陆续宣 经取得显著的成果，在州政府
布解散州议会。其中，柔佛、 行政方面，雪州继续维持成为
玻璃市、彭亨、马六甲、吉兰 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主要贡献

-

登州大臣拿督斯里阿末拉

兹夫今早约10时17分，前往沙
基亚王宫觐见登州苏丹，请求
解散议会之事宜，并于同日获
得殿下御准，正式解散登州议
会。
大臣于今午召开记者会
时，感谢选民5年来的支持，

并强调国阵政府在执政以来，
丹、森美兰、吉打和沙巴州议 州属，以诚信治理州属，领先
提供人民最好的福利。
会已在7日与国会同步解散州 全国。
他表示，今日将会把登
议会。
他并指，在新政府成立
州的议会权力交给当地的选委
今日，雪州、霹雳和登嘉 之前，现有行政将以看守政府
会，并且做好迎接第14届大选
楼也宣布解散州议会，而槟州 方式进行，并将依据雪州政府
的准备。
秘书处条例阐明的情况、职责
则是于明日解散。
这也意味著党选委会接 与限制行事。这也是确保过度

[各州议会解散B期】

获各个州议会的解散通知后， 期不会出现滥权的最佳治理方
解散日期

会有10天的时间来召开特别会 案。
议，以决定第14届全国大选

记者会结束后，他与高

4月7日

的曰期，包括决定发出通令的 级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拿

兰、吉打、沙巴

丁、聂纳兹米、达罗雅、欧阳

4月9日

雪州州务大臣拿督斯里 捍华、黄洁冰、甘纳巴迪劳、
阿兹敏阿里是于今早进宫觐见 尤努斯及再迪移步到大厦外操
雪州苏丹沙拉夫丁殿下，正式
获得殿下御准后，解散雪州议
会。

彭亨、马六甲、

(周六） 吉兰丹、森美

日期、提名日、军警提早投票 督依斯甘达、行政议员阿米鲁
日，以及大选投票日。

州属
柔佛、玻璃市、

雪兰莪、霹雳、

(周墨) 登嘉楼
4月10日
槟城
(周=)

场，举行移交官车仪式。
这也是州政府首次举办移

**备注：砂拉越州已在2016

交官车仪式，由雪州秘书拿督

年举办州选举，所以并无同

他随后在记者会上宣布， 莫哈末阿敏接领官车锁匙。
另外，登嘉楼今日也在
随著雪州解散州议会，在新州
政府成立前，不会召开行政会 登州苏丹米占再纳殿下的御
准下，宣布正式解散本届州议
议。

-

步解散州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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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务大向雪水供追讨42亿欠款
吉隆坡9日讯|金务大
( G A M U D A

，5 3 9 8 ，主板建筑

坡高庭所裁定的其他费用。
根据文告，欠款利息将以每

股）基于国家能源（TENAGA，

一张账单数额的1%，加上马银行

5347，主板贸服股）向其两

的基础贷款利息（目前是6.9%

家水务子公司，即金务大水务

计算，而利息从相关账单的账款

)与雪河输水

到期日期算起，直至偿还全部欠

(Gamuda

Water

公司（SPLASH )追讨电费的官

)

款为止。

司，今日正式向雪兰莪水供公司

金务大称，上述官司不会对

)采取法律行动，以索

其本财政年（7月31日结账）业

取所拖欠的42亿1791万令吉账

绩构成影响，将在必要时作出进

款、欠款利息、官司成本和吉隆

—步宣布。

(SYAB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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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朗桑设联营公司生产胶印纸箱
吉隆坡9日讯|雪州柏朗
桑集团（K P S ，5 8 4 3 ，主板贸服

纪子公司P r o

boxes ) �

根据文告，相关联营公司名

股）通过旗下子公司，与中国

为 和 谐 印 象 （ I mej

本田印刷控股(Honda

双方的投资总额为287万令吉。

Printing

Harmoni )，

Pulp

P u l p 包装( P r o

Packages )与本田印刷达成

联营协议。
雪州柏朗桑集团称，上述联

Holdings )，以60对40比例成

雪州柏朗桑集团是透过旗

营公司将接手本田印刷的大马合

立联营公司，生产制造业所需

下包装业务子公司—好世纪

约，借于扩大客户群至全马制造

的胶印纸箱（offset

c a r t o n

(Century

Bond

)，以及好世

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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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著雪州立法议会周一正式解散，
雪州进入看守政府状态，大臣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与10名行政议员也归
还官车给州政府，由州秘书拿督莫哈末
阿敏代表接领官车匙。
这也是雪州首次在宣布解散州议会
之后，大臣与全体行政议员进行移交官
车仅式。
阿兹敏阿里在仅式后，也笑称随著
归还官车，他需要呼叫Grab各车服务载
送他回家。
阿兹敏阿里较早前也强调，雪州政
府将按照州秘书条例，以看守政府的方
式运作，直至大选后产生新政府为止。

Page 1 o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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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还官车雪大臣笑称BHIGrab
莎阿南9日讯|雪州大臣与全体行政议员在今日雪州议会正式解散后，特别首
次举行移交官车仪式，引起关注！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
阿里今日在雪州政府大厦召开记

雅、欧阳捍华、黄洁冰、甘纳巴

Grab召车服务，载送他回家了。

此外，欧阳捍华强调，地方

迪劳、尤努斯及再迪。

者会，作出解散雪州议会的公布

一 tr人等是在记者会结束

后，特别举行移交官车仪式，由

后，移步到大厦外操场，举行移

雪州秘书拿督莫哈末阿敏接领官

交官车仪式。

1 0行政议员也有参与移交

政府属于独立性质，随著州政府

丁殿下委任，根据雪州宪法下，

解散后仍照常运作。

还是YB的身份。「不过，州议员

他说，雪州县市议员与村

车锁匙。

长也不受影响，继续职务提供服

地方政府照常运作

官车仪式，包括高级行政议员拿
督邓章钦、拿督依斯甘达、行政

阿兹敏阿里也调侃，笑言官

议员阿米鲁丁、聂纳兹米、达罗

车移交给州秘书后，他需要呼叫

阿茲敏阿里（左6)与全体雪州行政议员集体移交官
车给雪州秘书，这也是雪州首次举行移交官车仪式；
左起为欧阳捍华、黄洁冰、聂纳茲米、阿末尤努斯、
邓章钦、依斯甘达、甘纳巴迪劳、再迪及阿米鲁丁。

则随著州议会正式解散后，不再
是州议员身份。j

务，他们的任期至6月30日期满。

他也说，随著移交官车给

「这意味著，这段过度期

雪州秘书后，接下来在有官方活

间，他们还是县市议员和村长，
保持不变。」

t

此外，他并指，雪州大臣与
行政议员基于是雪州苏丹沙拉夫

翼

、：上J

动期间，他将乘坐私家车出行。
(409)

»另有文见

I

10 Apr 2018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Page: A14 • Printed size: 637.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d Value: MYR 11,172.00
PR Value: MYR 33,516.00 • Item ID: MY003224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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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立迎守甲酒
吉隆坡9日讯民主行动党联邦直辖区国会议席候
选人名单公布，3名原任国会议员继续守土、原任泗岩
沫国会议员林立迎转战甲洞，泗岩沫国席则由雪州议长
兼原任梳邦再也州议员杨巧双上阵！
蝉联2届泗岩沫国会议员的
林立迎，则将转换选区，为行动
党继续捍卫甲洞国席。
杨巧双则将从雪州转战吉隆
坡，披甲上阵泗岩沬国席。

3人原区守土

行动党第14届大选
联邦直辖区候选人
蕉赖

陈国伟

武吉免登

方贵伦

士布爹

郭素沁

泗岩沫

杨巧双

甲洞

林立迎

3名继续守土的原任国会议

会时，宣布行动党第14届大选联

员分别是陈国伟（蕉赖）、郭素

邦直辖区候选人名单。出席者包

沁（士布爹）及方贵伦（武吉免
登），其中陈国伟已经连续蝉联

行动党周一晚宣布吉隆坡5名上阵人选，由3人继续守土，2个换区上阵；左起为杨巧双、林立
迎、陈囯伟、郭素；心和方贵伦。

-徐慧美-

在2013年全国大选，民主行

及武吉免登也是以破万的多数票

在八打灵再也市政厅礼堂召开特

括民主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

动党成功守住甲洞、泗岩沫、士

狂胜对手，如甲洞4万307张多数

别汇报会，向党员和中央代表讲

创党元老曾敏兴、署理主席哥宾

布爹、蕉赖及武吉免登5个吉隆坡

票、泗岩沫1万91 99张、武吉免

解与希盟成员党在大选使用共同

5届蕉赖国会议员、方贵伦及郭素

星、全国组织秘书陆兆福及柔州

国席，其中在士布爹国席，郭素

登1万9399张及蕉赖3万7409张。

标志上阵一事，共有500人出席。

沁也连续蝉联4届武吉免登及士布

主席刘镇东等。

沁更以逾5万票狂胜国阵候选人，

爹国会议员。

此次联邦直辖区候选人的宣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是于今

布，也证实了坊间盛传陈胜尧不

曰召开中央代表与党员特别汇报

再被派遣上阵甲洞国席的消息。

与此同时，杨巧双也蝉联2

除了汇报共同标志事宜，林

刷新自己2008年3万多最高多数票

届梳邦再也州议员，其中在上届

冠英也在场宣布直区国席5名候选

的纪录，成为全国冠中冠。

大选，以2万8000多张票大胜国阵

人，宣布一出，现场掌声连连，

候选人。民主行动党是于今晚8时

气势激昂高涨。（403)

另外，甲洞、泗岩沫、蕉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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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侮辱雪苏丹
莎阿南9日讯6年前被控涉嫌侮辱雪
州苏丹的伊斯兰传教士旺吉，今日在地庭
被判罪名成立，坐牢9个月。
法庭莫哈末沙比里宣判，

35岁的被告旺吉被发现刊出有
关侮辱雪州苏丹沙拉夫丁的

5000 令吉及一名担保人，保释外
出°
较早时，本案主控官纳利亚

言论，包括涉及以面子书账户

杜副检察司要求法庭严判被告，

wanji.attaaduddi触及宗教课题，

因被告所犯的是严重罪行。

因此被判有罪。

「被告在面子书所刊出的内
容，是可以遍及全球的。被告在

批准暂缓刑罚

有关贴文所使用的文字粗俗，不
只针对雪州苏丹，对任何人亦是

旺吉是被控于2012年11月5

如此。」

日上午10时，在莎阿南苏丹沙烈

不过，被告的代表律师莫

胡丁大厦第5楼的雪州政府房屋

哈末拉德兹兰则要求法庭轻判被

秘书办公室，犯下有关罪行。旺

告，因被告需要照顾患有糖尿病

吉因而抵触 1948 年煽动法令第 4

的妻子，以及5个年幼的孩子，孩

(1 )条文，一旦罪成，可被判

子的年龄仅一个月至13岁。

取局 i 1 � 款 5000 令吉或取局监禁 3
年，或两者兼施。

他说“其当事人之肖|」只是
一名自由传教士，没有固定的收

不过，法庭批准被告提出暂

入，而8个月前受委为模州首长

缓刑罚的申请，直至被告的上诉

办公室的新闻官后，每月收入是

案审结为止。因此，被告获准以

4000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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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是猪」截图再次被上传

雪总警长要楸幕后黑手
莎阿南9日讯|警方将针对「华人是

序和安全。我也呼吁一些参选的候选人，

猪」大型广告板图片，再次遭人上载至网

不要做出挑衅的行为，否则将会被警方对

络一事展开调查

付。」

雪州总警长拿督玛兹兰指出，早前在
雪州地区出现印有大港巫统区部主席嘉玛
和「华人是猪」标题的大型广告板图片，

玛兹兰也呼吁选民无需担心，大选期
间会出现警力不足的问题。
另外，行动党适耕庄原任州议员黄瑞

近日遭不明人士再次放上网疯传。警方在

林今日也开腔辟谣，强调有关在社交媒体

获悉此事后，马上开档进行调查，以揪出

上广传大型广告板图片，是之前大港补选

幕后黑手。

时期的看板，不是最近挂上的。

他说，这个大型广告板风波是在2016

他表示，有关大型广告板是之前大港

年发生的，而雪州警方当时也针对此事采

补选期间，由当地行动党所挂，目的是要

取行动。

让选民知道，嘉玛曾经大言不惭的说过有
关攻击华裔的种族极端言论。

带有煽动意味

「但是，适耕庄现阶段完全没有类似
关于竞选的大型广告板，包括社交媒体广

「这是一个敏感且带有煽动意味的课

传的该幅广告板。」

题，警方将开档进行调查，揪出幕后黑手

此外，他认为，可能是网民基于大选

让他接受法律制裁。我也劝请网民不要再

快到了，借此提醒华裔选民不要忘记嘉玛

转载此照片，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曾经攻击华裔的极端行为，而把当时所拍

另一方面，玛兹兰也指，雪州警方在
来临的第14届全国大选已做好万全准备工
作，大选期间将派出1万5000名警员，分阶
段值勤。
「警方会在雪州四个大选热区加派
警力进行监督工作，以确保大选期间的秩

的广告板图片，通过手机应用程式，转发
出去。
至于会否考虑随著大选竞选期的到
来，再在适耕庄大街设置类似竞选广告
板，黄瑞林则不置可否，仅称会依视选情
定夺。（508/4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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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政府拨款违法

反贪会选委会应调查
双溪毛糯9日讯|雪州州务

「刚通过的选区划分，雪州

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表示，

受到最大的影响，因此希望选民

在大选前，国阵政府仅为看守政

踊跃出来投票，让投票率提高至
90% °」

府，不能做出任何有关财务批准
的宣布，否则就是违反法律，他

「此外，即使面对三角或四

希望反贪会和选举委员会可调查

角战，相信希望联盟也可维持雪

此事5而人民也需在大选中用选

州执政权。」

票「惩罚」他们。

他周日出席希望联盟在柏

「国阵经常抨击雪州水供问

也加拉斯举办的讲座会后，如是

题，但真正面对水供问题的州属

指出。演讲者包括公正党副主席

是彭亨和柔佛，但这2个月内国

努鲁依莎、梳邦国会议员西华拉

营报导的新闻，仿佛国内14个州

沙、诚信党主席莫哈末沙布和巴

属只剩下2个，不是雪州就是槟

生国会议员查尔斯等。

城。」
「雪州经常被抨击路洞、垃

邮寄选民增至100万

圾、骨痛热症等问题严重，但我
敢抬头挺胸也不畏惧面对选民，

周日宣布加入公正党的柏也

莫哈末凯鲁丁（左起）提呈入党表格给阿兹敏阿里c

-骆曼一

也有选择要为那个政党斗争的权

败仗不是因为不强大，而是因分

利。」

裂，因此取胜的关键是团结，希

「我曾在伊党担任多个职

望联盟各政党也将使用统一党旗

位，如今我希望可以与新政党

出征大选，_同朝向布城前进。

寻找新经验。阿兹敏阿里已成

努鲁依莎则表示，相较于上

雪州政府的确有负责任地处理和

加拉斯州议员莫哈末凯鲁丁感谢

功证明雪州是独特和与众不同，

届大选，邮寄选民人数从4万人增

解决问题。」

伊党，曾给予他经验，这对他很

如今他获得众雪州子民的支持

加至100万人，如今也加入医疗人

有意义，并让他成为一个成熟及

和信心，相信人民会维持现任政

员和监狱官员。

和谐的政治人物。

府。J

他说，雪州有效管理吸引许
多国际企业到雪州投资，储备金
也提高至近40亿令吉，更成为国
内生产总值中最大的贡献州属。

「人民有权利在大选中选

莫哈末沙布说，国阵取胜并

择政党和候选人，然而政治人物

非因强大，而是团结，反对党吃

「但监狱官员告诉我说，他
们都知道外头发生什么事，他们
也不想成为邮寄选民。」（407)

10 Apr 2018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Page: A22 • Printed size: 533.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d Value: MYR 9,348.00
PR Value: MYR 28,044.00 • Item ID: MY0032246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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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批核卡关雪华小T半年动工
吉隆坡9日讯|马华于去年对外宣布将在西马半岛兴建

QL

1温丽媚

10间新华小，随著柔州的2所华小于早前顺利举行动土仪
式，象征落成指日可待；反而位于雪州的5间新华小，则在
土地批核程序上卡关，最快也得到下半年才能启动工程。

马华瓜冷区会副主席叶进

-下来，我们就会即刻启动建

明透露，目前敦翁毓麟新华小

校工程

(瓜拉冷岳Gamuda Cove )已经

动工。—

预计最快下半年可以

完成大部分程序，只剩下雪州
政府批准土地建校，以及提交

事宜，惟却担心两者会在州政
府和地方政府的申请程序上被

申请土地转換用途

图测等相关文件，最快可在今
年的下半年动工。

的两间新华小即朱运兴华小和
征阳华小目前已著手建校蓝图

刁难。
朱运兴华小董事长江国

他续说，目前已经得到

民则说，由于地段为校地保

中央政府的批文，但仍需向州

留地，所以只有教育部能够

展商有意在当地开发约1000英

政府提交土地转换用途申请，

动用，而当局也已委托雪州教

亩的工程计划，而校地正巧设

而有关事宜也在协议中，双方

育局，向雪州土地局要求把该

在该私人地上，故必须优先清

正积极配合望早日完成申请程

空所有地段，包括安顿原有地

序。

校地的拥有权转入新华小的名
义°

他说，由于涉及地段的发

段的居民及获得中央政府的按
权书，才能展开进一步计划。
「我们现在已经成立董事
会，而且也开设了存放教育基

教育部长拿督斯里玛哈兹尔卡力（左3)于去年10月份，
宣布将兴建10间新华小和允许6所微型华小迁校。惟，部
分学校目前仍在校地申请上卡关。

-挡案照-

此外，另一所同样会搬到

他说，只要拥有校地拥有

瓜冷区会的福隆港华小，也因

权，该校才能够向雪州政府提

居协所承办，故无法通过「捷

家祥政治秘书拿督刘亚强受访

搬迁问题仍在洽谈中，不过同

呈图测等计划书。与此同时，

径」加速申请程序，加上当局

时也说，在瓜雪新建的李莱生

样预计会赶在今年内动工。

他坦言，由于该校并没有发展

坚持按部就班的模式，所以仍

华小，听闻也在土地申请程序

商或是政党撑腰，在10间新

无法预估动土时间。

上卡关，目前仍待了解相关详

金的银行户头，可以说是一切

马华雪邦区会主席拿督黄

准备就绪。只要上面土地批文

祚信表示，据他所了解，当地

华小之中，姑且是唯

间由

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魏

情，才能做出发言。（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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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击纳吉「雪GDP 贡献最大」
巴生9日讯I 「我警告（首
相拿督斯里)纳吉不要再 kacau
我，否则我中断雪州贡献国内生

「但我不会那么做，因为希
望联盟已即将入驻布城。』
另一方面，阿兹敏阿里说，

产总值（GDP )，到时国家经济将

曾穿浴袍和带牙刷要到其办公室

会完蛋。」

洗澡的巫统大港区部主席拿督斯

阿兹敏阿里昨晚出席行动党
巴生新镇州选区「雪州辉煌，布

里嘉玛是国阵未来大臣。
因此，他提醒雪州人民，若

城再望」筹款晚宴时，如此嘲讽

要「浴袍大臣」不妨可投选国阵，

国阵，而开玩笑说出这一番话。

若要「靓仔大臣」则可投选他。

他说，国阵每天攻击雪州黑

「国阵呼吁人民，不要相信

斑蚊多，更声称有一半的雪州人已

反对党，说反对党不会治理及管

死于骨痛热症，雪州人民时常面对

理经济，这是谁说的，看看雪州

7]<供问题，已一个月没洗澡等。

和模城，我们的表现好过国阵。』

「无论国阵怎么攻击，雪州
是全国贡献最多国内生产总值的
州属，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他也说，巫统指责雪州不欢
迎中资来雪投资，也是丨荒g。
「雪州政府打开大门欢迎中

他说，雪州贡献的国内生产

资，去年积极到中国招商，也获得

总值高达23%，倘若雪州停止贡

时任广州省长邀请，探讨一带一

献，相信国家的经济也将会完蛋。

路政策对双方所带来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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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储备金10年内升至36亿
巴生9日讯|雪州高级行政议

「由于乘客反应热烈，雪州

员拿督邓章钦说，在雪州政府廉

政府在今年初，也批准增加33辆

洁管理下，雪州储备金短短10年

巴士，使到投入服务的免费巴士

内，从9亿令吉上升到36亿令吉。

将高达133辆。」

他指出，民联在2008年接管

昨晚的筹款晚宴，现场筹获

雪州政府时，已执政雪州50年的国

逾4万7000令吉，其他演讲嘉宾尚

阵只留下9亿令吉的储备金，包括4

包括公正党全国主席拿督斯里旺

亿令吉的现金及5亿令吉的资产。

阿兹莎、芙蓉国会议员陆兆福、

另一方面，他说，州政府的

诚信党主席莫哈末沙布、莎阿南

「我的雪兰莪精明巴士」去年载

国会议员卡立沙末、行动党南兰

客人次高达1000万人次，巴士也

国会议员刘强燕、适耕庄州议员卩

多达100辆。

黄瑞林等。（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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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阿里（左）为「我的雪兰莪精明巴士」宣传短片主持推介礼。左2起为邓章钦、黄瑞林
及陆兆福。

阿兹敏讽国阵选前才「考虑」承认统考
巴生9日讯|雪州大臣拿督

也没有害处，因此，雪州政府每

斯里阿兹敏阿里揶揄，雪州政府

年拨款600万令吉，协助全雪华校

在3年前就已承认统考，而国阵却

发展。」

是在临大选之iu‘才「考虑」承
认统考。

有政策皆以全民利益为先。
另一方面，阿兹敏阿里也
指，作为国内一个非常强大的行

他说，过去10年，单是给华

动党，其标志早已深入民心，但

校，州政府就已拨款了6000万令

为了展示团结，行动党愿意在本

他说，他感到高兴，见到

吉。此外，他也表示，雪州是全

届大选改用公正党旗帜上阵，这

目前有接近10万个巫裔在华校求

国首个将承认统考一事，带到在

种精神令他敬佩。

学。他表示，这主要因为华校纪

州议会里通过的政府。

律好，教育素质好，所以巫裔家
长纷纷把孩子送到华校就读。
「我虽身为巫裔及穆斯林大
臣，但一直以来，我都要确保华

他表示，雪州政府认为统考
文凭的学生也可在政府部门及私
人界拥有很好的工作机会，所以
承认统考。

校得到政府支持，因为华文是华

「雪州政府在3年前就已承认

裔的母语，华裔有权利捍卫他们

统考文凭，但马华及国阵，前天

的母语，不能让华文受到践踏。 j

才把承认统考纳入竞选宣言，而

「同时，我也要巫裔能掌握
好华语，因为身为马来西亚人，
我们学习华文并没有什么问题，

且还只是『考虑承认』而已。」
他说，掌管雪州4年以来，
照顾华巫印人民如同一家人，所

「反对党在大选采用统一标
志，这在马来西亚政治历史是不
曾出现的。」
他说，国阵为了赢下大选而
不惜一切，他们利用社团注册局
吊销土团党的注册，也吊销希盟
的标志注册。
「国阵以为我们会就这样完
蛋了，但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替
代计划应对这些奸招，从A计划至

Z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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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登1

雪发展机构20万捐5医院
雪州发展机构（PKNS) 周一移交共20 万令吉商务捐
献（zakat perniagaan )款项，给5间马来西亚医药福利
基金（TKPM )的医院。
沙登医院、莎阿南医院、双溪毛糯玛拉工艺大学
(U1TM )分别获得5万令吉捐款，而新古毛和万津医院

则分别获得2万5000令吉捐款。
雪州发展机构首席执行员拿汀巴杜卡诺莱达表
示，这笔捐款是机构对雪州医疗机构所履行的社会责
任，也是社会共享发展机构所取得的盈利。「发展机构
至今已完成捐献给州内 10 所医院，共 60 万令吉款项。 j
「发展机构承诺，今年将透过社会企业活动分配
共180万令吉的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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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
保

莎阿南9日讯|雪州
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兹
敏阿里表示，雪州希盟议

此外，他指，雪州国阵的竞
选宣言毫无新意，皆只是提升雪

仅有一两个议席为确保胜

州政府现有的服务与措施，难以

算，仍在协商中。

打动雪州选民。

雪州大臣兼雪州希

他说，据他了解，雪州国

盟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

阵大部分的宣言是提升现有的服
务，如精明巴士服务。「一个负

I
两
议
席
还
在
谈

表示，一切遵从党的决定。

席谈判已进入最后尾声，

里说，目前雪州希盟重叠

盟

针对本身将上阵的选区，他

的议席已从6个减少至一

责任的政党应该能提出新理念与

两个，而且已对衡量标准

政纲，但国阵的宣言并没有。」

达成共识，即以胜算作为
最大考量。

他指没有人能否决雪州和槟
城政府的成功，州政府的政策已

他今日在宣布解散

验证能让人民受惠。他有信心人

州立法议会记者会后，接

民在选举期间投票支持希盟，让

受记者追问时称，目前这

希盟继续执政雪州，入主布城。

两个议席考量的不是由

一

谁上阵，而是哪一名候选
人比较适合。
阿兹敏坦言，自希
盟决定使用共同标志竞选
后，加速整个议席分配的
协商过程。他对雪州希盟
以集体领导的方式面对
大选，而不是各党各自为
政，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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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希盟下周公布竞选宣言
吉隆坡9日讯|雪州希盟的
竞选宣言将在下周公布。
随著国阵中央与雪州先后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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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也表示，雪州希盟政府执政以
来，一直在极力努力解决之前国
阵留下的水供烂摊子。

前，水供私营化所遗留下来的产

「我相信，一旦所有滤水

物。惟，雪州政府仍积极去更换

站在201 9年竣工后，整个雪州

各区水管和兴建新的滤水站。

就会有更加稳定的后备净水量

介竞选宣言后，雪州希盟预料也

此外，原任无拉港州议员黄

将在下周，推出一个具有亮点的

田志也表示，首相要解决水供问

竞选宣言。惟。雪州多位议员对

题，应当先解决自己的国会选区

此外，针对雪州伊党早前率

竞选宣言内容相当保密，三缄其

-北根国席，以及巫统堡垒区柔

先推出的竞选宣言，杨美盈则认

口，要敬请人民期待。

佛丰盛港的制水问题。

为，雪州伊党如今只剩13席位，

(Reserve Margin，也称储备

水）。」

前曰，国阵主席兼首相拿督

至于雪州国阵提出「自携环

来临大选议席或只变成单数，根

斯里纳吉承诺，只要国阵夺回雪

保袋奖励20仙」的措施，黄田志

本成立不到政府，因此对待他们

州政权，保证可解决雪州的水供

回应称，若国阵有诚意，大可以

的竞选宣言，就不必太认真。

危机。

现在就开始在国阵执政的州属落

欧阳捍华补充说，伊党提出

实，何必要等到重夺雪州政权后

的只是原则性宣言，没有太实际

才来在雪州落实。

的内容，因此他直言本身未有去纟

雪州行政议员兼原任史里肯
邦安州议员欧阳捍华认为，雪州
的水供问题，实际是308大选之

此外，百乐镇州议员杨美

关心及细读有关宣言。（401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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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赛通糖』_庙

明野竞选宣富
吉隆坡9日讯时评人认为，虽然朝野政党在宣

雪州囯阵周日推介主题为「最

布竞选宣言方面，能够相互竞争是良好的现象，但

好的雪州，相信吧！囯阵可以

却没有朝向政策上的竞争，反而倾向于「比赛派糖
果」，这对选民来说，是一个很不健康的现象。

，得更好」的雪州囯阵竞选宣

雪州国阵昨日推出10大方

「不论房屋、教育、父通和

向的竞选宣言，祭出100项福利

卫生上的福利，都是属于人民的

计划，如一令吉申请小贩小商执

权利，而不是演变成一种由政治

照、40立方米水供享有回扣及携

人物布施的好意。朝野双方互相

带环保袋奖励20仙等。

竞争是件好事，但没有朝向政策

据观察，雪州国阵所宣布的

言，场面盛大。

MANIFESTO
BN SttAHQOR PKU14

—-伍信隆-

方面的竞争，却令人失望。」

一些福利承诺，与雪州政府部分
的惠民计划相似，包括为民提供

未促进城乡平衡

首20立方米免费水、豁免廉价屋
门牌税及免费巴士等。

他也说，雪州是一个富有资

马来西亚选举观察网络总协

源的州属，理应作为国家发展的

调黄文强接受《东方曰报》电访

典范，然而在城乡平衡方面，不

时指出，有时候人民所面对的问

论国阵或希盟，却始终没有交出

题，是需要通过拟定政策上去解

亮眼的成绩。

福利比一比
(现有政策)
o 20万令吉房屋以下的首购族享有10%津贴
•继续享有20立方米免费水，而40立方米的用户享有回扣

决，比如房屋问题，并非说建了

他认为，执政州政府理应

o 享有首20立方米免费水

多少，或让人民享有优惠，就能

推动经济活动，促使乡区保留资

o 豁免小贩的商业执照费

解决所有人的问题。

源，稳住乡区的工作之余，也避

「但若拟出一项如先建后售

免过多人口外流至城市，确保城

般的政策，相信更有效或立竿见

乡的平衡发展。

影1避免人民陷入购屋困局。」
他说，免费水的福利也一

国会议员许来贤说，雪州国阵抄

样，起初雪州政府开始推行免费

袭希盟或雪州政府的政策，如免

首20立方米水时，曾引起不少环

费水及免费巴士服务等。

另外，原任八打灵再也南区

保人士批评，担心会因此鼓励人

「相信他们是看到现今雪州

们浪费水源；雪州国阵要加倍提

政府施政得好，所以跟随脚步拟

供水供折扣，岂不是在开倒车？

出同样的计划。」(403)

(竞选宣言)

o 为首购族先垫付10%买房头期

小贩或小商申请执照费只象征式收费1令吉

o 豁免廉价屋及乡村房屋门牌税
o 落实「零保丽龙」，塑料袋征20 仙
o 以1000 令吉延长住家用途地契卯年
o 提供免费精明巴士服务

运¥厉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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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洞處處蘇危機
劉博文抨依斯干達失責

©(©©(§班登美齊鎭4路
(安邦9日讯）班登
美华镇4路多年来没有进行
重铺工程，路洞处处、暗
藏危机，困扰当地居民多
时o
国阵莲花苑区协调员
刘博文揶揄原任雪州房屋
发展、建筑物管理和城市
生活事务的高级行政议员
拿督依斯干达没有尽自己
的本分，发放拨款来提升
道路设施“
刘博文今早巡视相关
地段时说，他接获居民的
投诉，指班登美华4路危机
潜伏，不完善的道路设施
和昏暗的路灯，经常造成
交通意外及轮胎的损坏。

路洞问题存在6年
他说，班登美华镇4路
的地理位置处于工业区和
学校之间，多年来面对严
重的交通阻塞问题、道路

设施更是不获提升。
他指出，该路段的路
洞问题已存在6年了，依斯
干达身为州行政议员，每
-年能够有200万令吉的拨
款，比_ •般的州议员多，
而他的办公室也在附近，
为何每当经过的时候都没
有解决该问题？”
“美华镇之前
是属于千百家州选区
(Chempaka )，如今被划
入莲花苑后，我们希望门
牌税收人很高的•个市议
会能够解决相关的问题，
不要一直拖延。”
刘博文指，他将会致
函安邦再也市议会，希望
对方能够解决路洞问题。
他也说，若该区的居
民的车主有因路洞而造成
轮胎损坏，可以正式写信
向市议会索取赔偿，因为
这是市议会的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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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刘博文也

另提及昨日雪州

国阵所推出的竞选宣言
中，有提及惠及居住在中
小型公寓的民众，政府将
会有特别拨款给中小型的
公寓，来帮忙处理经常面
对的问题，包括电梯、水
管及道路的维修；甚至建
议在公寓建设幼稚园给家
长带来方便
“我们的口号是
‘更好的雪兰莪，相信国
阵，我们会更好’，希望
选民能够把握手中的票，选出可以为他们解
与电决问题，以民为本的政
府。”

中
/

他也说，中小型公寓一直都面对
更换新水表费用昂贵的问题，导致很
多民众还是使用旧式总水表而不是个
别水表，让部分民众必须缴交贵水或
面对断水的问题。
“我早前已经献议安装个别水
表的计划，如今被雪州国阵纳入计划
内，我十分高兴领袖们接受这项建
议。”

也是莲花苑准候选人的刘博文也
表示，为了让新选区如班登美华镇、
班登英达第5路及打昔柏迈的选民对
他更加熟悉，他也列印1万张简介派
发给当地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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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尽管有大树挡路，神手一样可以轻易将它推倒！

水利局等出動5
拆除

6

人

要求24小時趕建

工过，在鹅唛县水利灌溉局、土地
’I、局、士拉央市议会和警方派出56
人大队展开联合行动后，非法养牛场终被
拆毁，为建造工程清除了主要的障碍
虽然早前煤炭山路双溪杜亚联邦村委
会秘书崙拉（47岁）指除了牛只外，农地
因受到滞洪池承包商的破坏，造成养鸡和
养羊的业者均“暂居”在养牛场中，不过
在拆除行动中并未看见任何牛羊，仅有少
量鸡只。

'挠州议员颜贝
倪在受询时指
出，水利灌溉局已承诺全
速赶建滞洪池，以应付雨
季的庞大雨量，减少爆发
水灾的几率。
“我要求最好能够每
周7天，每天24小时日夜
不停的赶建，以追回延误
的时间表。”

万

在经过协商后，-名农夫同意即时迁
走鸡只，让路予建造工程

业者表示尽速迁离
养牛场旁的鱼塘业者在大队抵达时，
要求给予数天宽限期，以打捞鱼儿，获得
水利灌溉局官员的同意。
在大队出动神手拆除养牛场时，业
者已在进行打捞工作，估计可在本周内迁

Winw

原定6月7日完工

离。

尽管严阵以待，面对可能出现的抵
抗，但在大队赶到现场时气氛和平，两名
业者均表示将尽速迁离，使事件圆满落
幕。

她坦言，工程已无
望在今年4月17日如期完
工，但仍盼望可将预期中
延误_ •年的期限缩短。

“根据进度表，滞洪池本应在2015年12月
日开工，并于2017年6月7日完工，但截至今年
1月杪为止仅完成了35%，即清理工地和小部分
池口的挖掘工程，其余的因为养牛场挡在路中
间而被迫停顿。如今随着最大的障碍已清除，
9

•业者正忙着把鸡抓进笼子内，为迁离作最好的准备。

我们有信心承包商将加速开工。”
她说，鉴于灾情严重，国能也同意让步
使得滞洪池的原订面积虽然离高压铁塔所要求
的25公尺安全距离仍有差距，但足以让工程有
出现进展。
“作为防洪的短期方案，水利灌溉局已经
在菁乡岭附近的工业区开启-排洪口，加速排
出大水，以减少水灾爆发的几率。”
她强调，各造均努力和设法解决难题，以
便尽早完成双溪巴高区防洪计划。
今年1月24日和26日，因非法养牛场挡路
导致万挠双溪巴高区3天内两度被黄泥水围困
路边商铺、南北大道高架天桥下方、永旺广场
周遭地区、巴友柏迈珍卡路十字路口以及根
登出人口均遭黄泥水淹1至2呎，令交通一度受
阻，引起大塞车和怨声载道。
水利灌溉局报告指出，该区虽然有B27州
路的扩建、贡河（Sg. Gong )提升以及滞洪池的
建造共3项大工程，正在交叠进行，但引起水灾
的罪魁祸首，却是卡在僵持了近3年不愿撤离的
养牛场。该养牛场在四周围起锌板，阻挠神手
与挖泥机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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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皇城道
教联合会一众
理事与捐献者
为周年庆联欢
晚宴开幕
左二起为杨忠
明、陈国水
黄美才和吴亚
烈、

鄧章欽：雪10年撥非伊宗敎4千萬

華人脑宇受惠鑊370S
(巴生9日讯）雪州高级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表
示，雪州政府近10年来所拨给非伊斯兰宗教的拨款
高达4000万令吉！
他说，州政府是于2009年落实制度化宗教拨款，-开
始每年拨给非伊斯兰宗教的款项有300万令吉，甚至在3年前
提高到每年600万令吉。
他披露，州政府的制度化宗教拨款可说史无前例，甚
至是别州都没有，尤其近10年来，受惠无数华人庙宇。

许多巴生华人庙宇申请
“非伊斯兰宗教拨款是按宗教人士的比例分配，其中
佛教、道教及华人庙宇所分配到的拨款达370万令吉，而申
请拨款的巴生华人庙宇非常多，反应很热烈。“
邓章钦于周日晚上出席巴生皇城道教联合会周年庆联
欢晚宴上表示，今年拨给佛教、道教及华人庙宇的拨款有
370万令吉，截至目前，他已批准拨出的款项达200万令吉。
他笑言，许多庙宇或许知道近期解散州议会，所以很
多庙宇都在年初已提出申请》
他说，只要希盟继续执政雪州，会继续落实制度化拨
款给非伊斯兰宗教，让各宗教都获得保障及照顾。
“州政府希望未来联合华人道教组织及民间华人庙宇
的合作下，继续推广宗教课程，以提升宗教与文化水平，
做到真正弘扬宗教的精神，让我们的后代都能了解到宗教
的真义。”

•邓章钦（中）为巴生皇城道教联合会所推出的神明小册子推介。左
起为陈传安、黄美才及杨忠明；右起为陈国水、吴亚烈及林进金。

黃美才：團結一致華裔可當造王者
生皇城道教联合会永久

I_it会务顾问拿督黄美才表
示，今届大选将会是非常关键的
大选，没有人会预测到结果，所
以只要华人团结一致，绝对能成

争的事实，所以华人应该自救自
保，展现团结_ •致，才能扮演更
。”

为左右大局的造王者。
他说，也因如此，华裔选

另外，黄美才促请任何政府
若面对败选或不如当初的期望，

民应该更深思熟虑，善用手中-票，投下给最适合的候选人。
他认为华裔选民应该选贤而
非选党，要选出能为人民服务的

不应该将败选怪罪在某个种族，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事，反之应该
反省“自我改过”

楊忠明：凝聚力量促加入皇城道教聯會
生皇城道教联合会会长杨忠明
P=\'
‘指出，该会成立14月以来，加
入联合会的华人庙宇已高达150间。
他说，据他资料所得，巴生的华人庙
宇高达400多间，而未注册的庙宇有100多

人民代议士。
“华裔人口越来越少是不

间，希望这些庙宇都能加人该联合会 壮
大华人庙宇的力量。
“联合会的存在就是要帮助庙宇面对
任何问题，给予协助、辅助或意见，尤其
是面对地方政府的问题。”

杨忠明赞扬巴生许多华人庙宇弘扬道
教文化之余，也不忘不忘捐献公益。
出席者包括顾问暨筹委会主席拿督斯
里陈国水、会务顾问拿督吴亚烈、顾问拿
督林今金、邱订春和林振华、名誉顾问拿
督郑今智、拿督庄秀春及其他顾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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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打霣文寧改火箭上陣
希盟交換選區藍眼基層不滿
，公还
公正是
正党取
党全消
斯国，
里竞改
慕选为
达机透
区制过
部推庐

Wrnm

党介进

员礼S
原上$
本拉J
有布老
意条$
在抗望
曰议歪
前，满
举但°

第14屆大選
(沙亚南9日讯）本报探
悉，哥打哥文宁州议席在国阵

行最
的终

进行交换选区后，改由民政党
上阵而引起马华不满，岂料希
盟如今也在同一选区上演交换
选区戏码，交给行动党竞选，
引起原本上阵的公正党基层不

弩張

满！
根据消息，在选区重划通过后，哥打拉惹国会议席旗下
的3个州选区的选民种族比例有显著的大调整，打乱希盟原
本已定下上阵节奏，被迫再进行协商。
根据目前的定案，N48圣淘沙州议席将交由公正党上
阵，而N50哥打哥文宁州议席（原为斯里慕达州议席）则交
换给行动党出征。
不过，雪州希盟的决定却引起当地公正党的基层不满，
不愿具名的党员向本报披露，公正党的“烈火莫熄”发源地
就是源自斯里慕达和园丘路，对该党具有非常重大的象征意
义0
他强调，2000年发生在沙亚南大道的10万人烈火莫熄抗
议行动，斯里慕达的公正党基层就扮演十分重要角色。
他披露，当地多名基层领袖当年参与烈火莫熄行动时，
就曾遭到联邦政府对付，其中-些还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
“斯里慕达（哥打哥文宁）对公正党非常有意义，是无
法取代，但我们很生气雪州的上层竟然让给行动党上阵。”
息指出，根据雪州希盟的如意算盘，从

消斯里安达拉斯易名为N49的双溪甘迪斯
州议席，从原本比较多的印裔选民“转变”成马
来选民为最多的马来区，若交给原任斯里安达拉
斯印裔州议员艾斯尔再也来捍卫，就变得非常艰
困.。

圣淘沙州席宜印裔上阵
在折衷方式下，希盟决定此区交给坐落在隔
壁选区，即巫裔的斯里慕达区州议员苏海米来攻
打更为合适。

2地基层表示，在上
-届大选中，斯里
慕达州议席在所有投票渠道
都获胜，多数票达1万多张，
是该党在雪州州席中“表
现”最好的议席之_ -。
他们说，无论是马来人
或非马来人，该党都在这
席取得多数票。
“站在党的精神原则或
胜算几率，都没有理由交给
行动党上阵。”
据悉，斯里慕达区部
50多名党员原本有意在公正
党举行全国竞选机制推介
礼上，拉布条抗议以表达不
满，不过最终为了不要被外
界炒作成政治课题，只身穿
印有原任州议员肖像的衣服支持苏海
米。
据了解，党中央已获悉当地基层不
满一事，并答应会再介人协商。

豳
KEADILAN

盖‘

i焱

一本

•斯里慕达基层党员身穿印有苏海米的
肖像，以示支持。

印裔選區變馬來區

后变成圣淘沙州议席，所有的投票渠道全都不-样。

蘇海米攻雙溪甘迪斯更合適

雪州希盟经过考量后，认定行动党与公正党
交换选区最为妥当，所以将N50的哥打哥文宁交
给行动党上阵，预料也将会是甘纳巴迪劳为候选
人°

公正党则转换去N48圣淘沙州议席上阵，而
这区的印裔选民比例高达40多巴仙，是全国最多
的印裔选民比例选区，所以交给公正党印裔的候
选人上阵是最佳方案。
不过，按常理，N48原本应该是行动党的选
区，皆因上一届大选中，N48是哥打阿南沙州选
区，其原任州议员是甘纳巴迪劳，但在选区重划

据悉，目前传出的说法为圣淘沙州议席的候
选人是斯里安达拉斯区州议员艾斯尔再也的女儿
桑吉达，而艾斯尔再也将转换到雪州瓜拉冷岳国
会议席。
另外，至于哥打拉惹国会议席，预料则由诚
信党全国妇女组主席希蒂玛丽亚寻求守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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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兆福：従沒用過自家標誌

“馬華才是沒原則”
(巴生9日讯）行动党原任芙蓉区国会议员陆兆福嘲讽，
马华指行动党放弃火箭标志是没有原则，若根据马华这套逻
辑，验证了马华从没用过自己的标志上阵，才是一个没有原则
的政党:S
他昨晚在行动党巴生新镇（前称双溪槟榔）州选区举办的
政治晚宴表示，纳吉在4月7日解散国会，因为4+7=11是纳吉的
幸运数字，传言指投票日可能落在5月6日，以配合纳吉喜好的
11号（5+6=11 )，但选举靠的不是幸运，而是人民的决定。

黄瑞林：敦马能感召马来票
适耕庄区州议员黄瑞林认为，前首相敦马哈迪“烂船还有

•E分钉”，只要能感召到30%的马来票支持希盟，老马就是一
匹“神奇”和有用的“马儿”。
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坦言，她知道支持者对行
动党的“火箭”标志有很深感情，但希盟4党达成使用共同标
志，即公正党“蓝眼”的共识让她感到骄傲，粉碎了巫统向来
把希盟妖魔化是行动党在领导的指控《
诚信党沙亚南区国会议员卡立沙末表示，他会继续在沙亚
南竞选，并形容希盟4党都做出牺牲，如行动党在来届大选放
弃火箭标志、安华与旺阿兹莎接受宿敌马哈迪担任希盟主席、
土团党和诚信党则为了人民，分别退出巫统和伊党成立新党。

阿兹敏旺姐秀华语
政治讲座现场气氛热爆，特别是当阿兹敏抵步，并在演讲
中分别与旺姐以华语大秀“我们都是一家人”时，现场欢声雷
动，显示阿兹敏在华裔选民中的份量*
大会宣布，筵开148席的现场筹获4万7610令吉，作为竞选
基金°
其他主讲者有诚信党主席莫哈末沙布、行动党砂拉越南兰
区国会议员刘强燕、土团党最高理事莫哈末法依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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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尼烏江：首階段完成70%

冷岳排污站10月竣工
(加影9日讯）能源、绿
色科技及水务部秘书长拿督斯
里再尼乌江指出，冷岳排污工
程第一阶段，排污处理站的建
造工作已完成70%，预计会在
10月狻工，相信届时可以开始
启用《
他今日为冷岳排污工程
公共资讯中心主持开幕仪式时
表示，冷岳排污工程正分3个
阶段进行，第二阶段会开始衔
接地下排污管的工作，将乌鲁
冷岳区164个旧化粪池衔接起
来，涵盖范围长105公里。
“第二阶段预计会在
2021年竣工，我们盼在开始衔
接旧化粪池的阶段，附近还未
安置排污系统的居民可以在这
段期间主动联络承包商，安排
从住家衔接排污管至主要排污
管。”
他表示，基于此次工程
衔接的地下排污管深18公尺，

若居民不在这期间开始衔接工
作，将来欲安置地下排污管时
会面对多重困难。

164旧化粪池将关闭
他补充，新排污处理站
竣工后，当局会确保关闭原有
的164个旧的化粪池，并将所
有用作化粪池的土地交还予雪
州政府，而且也会翻新10个水
•再尼乌江（左三）在主持开幕后，与嘉宾巡视冷岳排污工程公
栗0
共资讯中心。左一起为祖基菲及南兰；右二起为仄卡立及陈耀
再尼乌江也强调保护河
宗
流免受污染的重要性，表示冷
括在拥有综合绿色建筑功能的站
岳河下流共有4个滤水站，即 岳排污工程公共资讯中心，是为
上方打造多个休闲设施，如羽球
蕉赖11哩滤水站、武吉淡杯滤 了让当地居民能进-•步了解这
场、足球场和篮球场等，同样在
水站、拉务河滤水站和沙叻秀 耗资16亿令吉的工程的目的和作
竣工后开放予民众使用。”
用。
滤水站，主要供应净水至多户
他表示，整个冷岳排污工程
冷岳居民。
“如果没有确保我们的 预计将于2021年4月竣工，该排
水源乾净和安全，那么将来我 污处理站每日能容纳20万9000米
们在生产净水上就会面对问 立方的污水，加影和蕉赖地区约
题一’
92万名居民将从中受惠。
“另外，我们的工程也包
此外，他指出，设立冷

出席者包括MMC机构首席
执行员拿督斯里仄卡立、能源部
(水务与管理）副秘书长拿督陈
耀宗、排污服务局（JPP)总监
拿督斯里祖基菲和双溪崙拉村村
长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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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柏朗桑中企
聯營紙盒紙箱生產

CBB扩展价值链至更专精区块，且盒与箱外

提供更佳印刷环境
雪州柏朗桑说，新的联营公司将在CBB
厂址的柔佛新山设立与营运，有1万8000平
方英尺空间，年产能达1600万件。

(吉隆坡9日讯>_ _州柏朗桑
(KPS.5843,主板贸服组）与中国鸿达印刷集

团联营，进军纸盒纸箱生产领域^
该公司发表文告说，旗下Century Bond

料次季开始营运
联营公司预料第二季可开始营运，CBB
在截至2017年12月杪财政年贡献柏朗桑3亿

Bhd ( CBB )独资子公司Pro Pulp包装公司，

6150万令吉营业额的48%，柏朗桑持有CBB

将与东莞鸿达印刷集团联营业务，两方以

公司99.0%股权。

287万令吉设立联营公司Imej Harmoni公司，

持股分别是60%和40%。
CBB公司目前生产包括纸盒纸箱的广泛

包装方案，这项和鸿达印刷集团的联营，让

柏朗桑首席执行员阿末法力哈山喜见
两公司联营，认为这让公司结合上游生产纸
盒纸箱与下游的设计与印刷业务，势可加强
CBB能力、产品群和开拓新市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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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務大旗下雪河公司
控雪州水供追討42.2億欠款
(吉隆坡9日讯）金

河公司已在周一向雪州水供去

务 大 ( ( ; A MUDA,5398,主

函索赔42亿1791万H12令吉欠

板建筑组）旗下雪河公司

款，以及在后者支付欠款前

(SPLASH )将继续采取

每日征收较基本借贷率高1%

司法行动向雪州水供公司

(现为6.9% )的利息和相关

(SYABAS )追讨拖欠的42

成本，将在取得任何重大进展

亿1791万1712令吉欠款和利

时作必要宣布。

息，从而支付拖欠国家能源
(TENAGA.5347,主板贸服

务大水供，以及联号公司雪河

组）的电费。

公司分别在今年3月9日和4月

金务大旗下80%子公司金

2曰接获国能传票，以追讨拖

支付拖欠国能电费
该公司发文告表示，霄

欠的3951万2063令吉和3570万
7366令吉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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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大臣人選之爭火箭“

雪中 昆戰
|为全国最富裕的州属，国阵与希盟对
雪州政权皆虎视眈眈。
国阵在2013年大选收复雪州失败后，本次再
次来势洇汹，除了投人大笔资源进行强攻外，更
进行大规模的选区重划，势要重夺雪州。
对于雪州国阵，特别是巫统而言，重夺雪州
已经是•个没有任何退路的任务。
去年，副首相拿督斯里阿末扎希就开玩笑地
表示，若巫统无法夺回雪州政权，就会把领军的
州领袖——州联委会主席丹斯里诺奥马、副主席
拿督末纳扎里和以及州秘书拿督佐汉，绑在一起
喂鳄鱼。
尽管阿末扎希纯属开玩笑，但也展现了巫统
对于重夺雪州的认真态度。
然而，雪州会不会变天？舆论与民调几乎呈
两极化
有民调认为，选区重划使得国阵有望重夺雪
州，但也有者认为，雪州选区重划或导致希盟失
去一些议席，但依然有足够的议席组成政府。
当然，除了会否变天外，另一个焦点则是未
来大臣人选。
®州大臣阿兹敏的州选区国际山庄，原本
是以马来选民为主的混合区，马来选民占了超过

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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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的比率。但随着选区划分后，国际山庄变成
来选民占44%、华裔选民却局达50%的华人占

文/陳孝仁(總社高級記者)
多选区，因此就算伊党插上一脚，阿兹敏预料能
轻松攻下国际山庄。
一旦希盟继续在雪州掌权，阿兹敏将成为雪%
州大臣的不二人选。
不过，一旦雪州真的变天，国阵的雪州大臣
或陷人难产的情况。
阿末扎希此前已经声明，雪州巫统不曾定下
夺回雪州后的新大臣人选，而当务之急是备战大
选，以及专注于重夺雪州的策略，所以先不要谈
论大臣人选的问题。
早前盛传的巫统大臣人选当中，包括害冬加
里州议员拿督末纳扎里、龙溪州议员沙仑莫哈末
沙里夫及双溪班让州议员兼大港区国会议员布迪
曼：近期政坛也盛传，首相纳吉的特别官员依斯
汉，也是大臣人选之一
虽然被点名者都低调没有表态，基层也未
酝酿出现扯后腿的现象。然而，随着国会已经解
散，巫统却迟迟不愿公布大臣人选令人感到疑
惑。
此前，希盟的首相候选人陷人难产而遭到
国阵穷追猛打：如今，轮到国阵的雪州大臣候选
人难产，民众不禁也要反问，若国阵重新夺回政
权，是否又会回到2008年以前的情况？他们会否
陷人争吵而出现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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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老馬
敗也老馬

森8國寻6州大混戰
右無馬來海—難變天

本

届大选，森州8国36州议席
几乎确定将全面陷人三角
或多角混战，在土团党并未把森州列
为前线州，公正党及诚信党未成气候
的情况下，除非有出乎预料的马来反
风掀起，否则森州变天难度大
根据目前的森州政治版图，森
州西北地区是首府芙蓉及亚沙，与雪
州南部衔接，这些城市地区的国州议
席几乎都已经是希盟腹地，然而，森
州以东的内陆地区则由国阵牢牢控制
中o

戰情前線

伊党将分散希盟选票
佛王储东姑依斯迈的“老船
还好不必换引擎”论调，再

在上届505大选，全国反风极
盛，森州全数国州议席也全面开打，
但即使是民联如狂风扫落叶在全国各
地有所斩获时，森州民联却不进则
退，虽然成功“剿灭”森州马华及民

次让希望联盟主席马哈迪和王室之间的
恩怨情仇浮上台面。虽然东姑依斯迈一
再强调，他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但其实
大家都知道，他不点名批评的人，正是
马哈迪°

政，不过在整体议席上，却比308大

他在贴文提到我国的制度被“93岁
仍想当首相的人”破坏。

根

至于森州马华在经过被连根拔
起的5年后，派系斗争也已经逐渐淡
化，更寄望华裔选民回流，以实现零
的突破，其中被列为有机会胜出的议
席，包括芙蓉国会、乐巴州席、真纳
州席及朱湖州席®

柔佛人，特别是马来人依然以柔佛王室

至于国大党在上届上
阵的波德申（已易名斯里
丹绒）及遮兰巴当州席，

的立场为依归。

希盟把柔列为前线州
如现任国家元首苏丹莫哈末五世、柔佛
苏丹依布拉欣、雪州苏丹沙拉弗丁。
马哈迪今年在“爱国锄盗”集会
上发表的“武吉斯海盗论”，则火上加
油。其屮柔佛苏丹依布拉欣和雪州苏丹
沙拉弗丁就批评相关言论像是要分裂种

柔苏丹点名批评敦马
柔佛苏丹依布拉欣不只_ •次点名批
评马哈迪。他批评马哈迪在玩弄“恐惧
及种族政治”，并指种族政治在柔佛州

根据新加坡亚洲新闻台（C N A )
引述新加坡尤索夫依萨东南亚研究院所
(Iseas Yusof Ishak Institute )去年尾在
柔佛进行的民调显示，高达75%柔州子
民支持王室在必要时介入州事务
不容否认，马哈迪在很多的马来
人社区，特别是对年长者而言，还有一

不会有立足之地。陛下也直指马哈迪是
我国问题发生的根本，并严厉斥责他愚
憲°

定的影响力；毕竟，马哈迪主政长达22
年，是大马任期最长，也是年长一代唯
一知道的首相。

同样的负面看法。马哈迪过后退还雪州
勋衔的做法，显示他已经放弃和王室修
好关系的机会。

不过，马哈迪和统治者的恶劣关
系，却无可避免地会冲击希盟的选情，
至于影响的程度如何，还有待观察。

即便马来西亚是实行君主立宪制
的国家，但王室的势力却在2008年大选
后扩张。308大选后，登州苏丹、玻州
拉惹曾经否决首相和巫统推举的大臣人
选。2014年，公正党推荐党主席旺阿兹

希盟最终推选他成为首相人选，
就是期望他能够协助希盟争取到马来选
票，尤其是巫统的基本盘，进而成为压
倒国阵的最后一根稻草。
马哈迪在主政时期，让人印象最深
刻的是，他通过三次修宪，削弱了王室
的权力。其中，1983年及1994年修宪关
系到国家元首的法案御准权，而1993年
修宪则关乎王室免控权_*
当年的许多统治者大多已经逝世，
但他们的儿子却是今天的苏丹和王储，

在505大选的反风刮起的情况
下，森州巫统竞选22席却成功赢取21
席，主要是森州伊斯兰党及公正党的
实力不强，无论是领袖及基层都无法
独当一面，导致部分城市马来选民的
回流，剩下行动党在支撑大局。
虽然民联与希盟不能同日而
语，前首相敦马效应也不容小觑，惟
在各种客观因素，加上希盟马来政党
在森州的根基不强，因此一般分析都
认为，森州政权在本届大选出现政党
交替的几率非常小。
此外，伊斯兰党宣布将在森州
全部国州议席上阵，或将会分散过去
投给希盟各党的选票，这也变相拉低
了希盟选票，若马来海啸无法形成
森州希盟除了难以撼动森州国阵政
权，还要防止选区划分带来的冲击

州席守土。至于斯里丹绒，选民结构

•巫统在505胜出的5国21州
将稳如泰山，而选区划分通过后，已
经连续两届败北的小甘密州席的华裔
选票已经减少，森州巫统已经放眼以
全胜的姿态执政森州.‘

吓的经历，并指有国家最高领导人设法
诬衊柔佛苏丹，以确保自己完全掌权。
尽管柔佛王储的言论在社交媒体平
台引起争议，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网
民以外州人占多，而他们愈是批评，对
期望在本届大选中在柔佛实现改朝换代
目标的希盟来说，反而不是好事，因为

这是极其讽刺的事，因为马哈迪原
本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协助反对党赢得
更多的马来选票；但马来人向来非常重
视和尊重王室，因此马哈迪与王室之间
的摩擦，恐怕会影响选民的情绪。”

胡海亮

选还少了1席。

巫統放眼全勝執政森州

他也提到，他不会忘了是谁破坏
了巫统，造成巫统衍生朋党和腐败等问
题，又是谁企图削弱王室权力；他甚至
分享幼时被老师以马哈迪的名字进行恐

希盟这次把柔佛列为前线州，并矢
言要攻陷这个国阵堡垒州。希盟寄望马
哈迪和希盟总裁慕尤丁的影响力，可以
掀起马来海啸，完成变天的目标。但成
败取决于备受子民爱戴的柔佛王室。
联邦宪法虽然阐明，马来统治者不
能涉政和干政，但王室的地位和立场，
依然备受许多人，特别是马来人尊重。
这种情况在柔佛尤其明显，柔佛王室受
牵丨丨柔佛子吊卷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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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州苏丹沙拉弗丁则说，所有9位
马来统治者都对马哈迪的政治U转抱持

的因素，加上公正党候选人在当地颇
有威望，国大党难以胜出。

马华视芙国会为可胜出选区
在国席方面，马华虽然在上届
大选以万多票的多数票在芙蓉区败
阵，不过，在马华派出副部长张盛闻
上阵，加上选区划分导致该区剩下
37.4%的华裔选民，也被国阵视为可
能胜出的选区。
另外，上届由公正党对垒的国
大党的直落甘望国席（已易名波德
申），国大党候选人仅以微差票数败
选，如今传言巫统将派强人出战，以
重夺这个选区。

希盟寄望民怨掀馬來反風

把

森州以东的内陆区需打开缺
P！

巫统硬碰的领袖，因此希盟只
能寄望全国性课题，如消费税
等，以掀起马来反风。
据悉，消费税及贪污事

在505大选，森州行动党已
经开创了全胜的历史局面，可
是依然无法变天，要实现森州
政权更替的目标，只有靠马来

区引起了阵阵涟漪，至于能够
把民怨化为选票，那或许要等
到开票当日才会揭晓。

乡区选民怨气化为选
•票，要让森州变天，

反风来袭，打破森州巫统在东
部地区的垄断。
在上届大选，行动党赢取
了2国11州、公正党则是1国3
州，如果要执政森州，希盟除
了要力保目前的议席不失，而
且至少要在巫统及国大党中夺
取5州席才能。
由于诚信党及土团党未成
气候，在地方性也没有能够与

根据希盟的评估，华裔选
票不能流失，而森州以东的仁
保国会及底下的3个州席，是最
有可能突破的巫统堡垒，主要
是当地部分垦殖民在上届大选
已经转投反对党阵营，让国阵
多数票减少，再加上联邦土地
发展局的丑闻及敦马在土展区
的影响力，或能进-步的吸取
垦殖民选票。

土團未把森列為前線州

修宪屮权力受削弱的王室影响力仍在，

‘盟在森州的议席分配
在国会解散前就已经
完成，在森州36个州议席中，
公正党将竞选12个、行动党保

而王室在大选期间和之后的意向如何，

留11个、诚信党7个及土团党

都值得关注。马哈迪虽然已经被希盟选
为首相人选，但他能否如愿以偿回锅任
相，存在变数。

6个，但这项安排并未获得森
州土团党认同，甚至还恫言杯
葛

希盟柔佛和吉兰丹大臣人选至今迟
迟未宣布，就是考虑了王室的因素。希
盟属意的柔佛和吉兰丹大臣人选是慕尤
丁和胡桑慕沙，但他们据了解都不获王
室认同。其中吉兰丹王室不久前还褫夺
了胡桑慕沙的拿督勋衔，个中含意不言
而喻s

根据分配，土团党所获得
匕阵的选区，分别是巴弄、神
安池、利民济、崙眼槟榔、葫
芦顶、真蓬，而以上的选区几
乎都是巫统的堡垒区，至今从
未沦陷。

莎取代卡立成为雪州大臣遭王室否决。
这些事例说明了，在八九十年代

件，在这届大选的确在马来乡

森州希盟虽然在今年1月已经完成议席分配，但土团党员却不满

森巫统在505大选狂胜21席，以一己之力执政森州，如今森
大臣莫哈末哈山更放眼赢完巫统竞选的22州席。

在今年1月的森州希盟大会

上，森州土团党就因为不满被
分配到“炮灰区”，而在现场
发难，虽然过后获得安抚，可
是依然愤愤不平，甚至声称将
杯葛希盟的分配9
当时在场的土团党署理
总裁拿督斯里慕克力更劝告基
层领袖要忍耐，并声称土团党
在吉打等州属获得分配更多议
席，因此要党员懂得牺牲。
这意味土团党或未把森州
列为前线州属，加上没有德高
望重的马来领袖在森州出战
或将难以掀起足够撼动巫统的
政治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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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直區國席候選人公布

補巧霤_教_费沫
林立迎取代陳勝堯上陣甲洞

(八打灵再也9日讯）行动党
公布联邦直辖区5个国会议席的候
选人名单，其中原任雪州议长杨
巧双将弃州攻国转战泗岩沫，而
原任泗岩沫国会议员林立迎，则
会取代8届曱洞国会议员陈胜免，
在曱洞上阵。
另外3个国会议席则由原任议员守
土，分别是行动党主席陈国伟上阵蕉
赖、财政方贵伦上阵武吉免登，以及副
秘书长郭素沁上阵士布爹。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今晚在特别汇
报会上作出宣布，他也放眼这5名候选
人能够取得全胜的佳绩。

陈国伟：
林冠英已知会陈胜尧
针对撤换陈胜亮•事，陈国伟在汇
报会后受询时透露，林冠英已在事前知
会陈胜亮，相信后者会接受这个安排
他强调，每届大选都有新人取代原
任议员上阵，这是正常的现象》
“彭亨州主席梁金福昨日才宣布退

曾敏兴（右二）起立向出席的行动党基层领袖挥手示意
起为古拉、陈国伟及林吉祥。

右为林冠英，左

林冠英：搖藍眼旗我也尷尬

“爲達目標火箭作犧牲”

下让路给新人，柔佛和霹雳州也有数名
领袖已表达退位的意愿，所以这不是什
么大问题。“
他也说，杨巧双曾担任雪州议长，
也是全国首名女议长，更曾获得雪州苏
丹的赞赏，问政能力无需置疑
“行动党候选人遴选委员会已同
意，将在本届大选派出更多女性候选人
上阵国州议席。这项宣布也符合希盟的
大选宣言，即增加女性国会议员、肯定
女性在社会的角色以及提高她们在社会
各领域的地位。”

“无
•党旗也让我有点尴尬，
不过如果使用共同标志上阵大选，可以
让希盟执政布城，行动党准备牺牲小
我，完成大我！“
林冠英在特别汇报会上，向基层领
袖解释行动党使用“蓝眼”标志上阵大
选的决定。他表示，这是一个非常艰难
的决定，但是为了达到目标，该党必须
要做出牺牲。
他强调此举并不意味火箭将会灭

掉，相反只是暂时“被休息”，等待成
功入住布城之日，火箭旗帜势必会重新
飘扬。
他说，希盟决定使用共同标志上阵
大选，已让国阵措手不及，并相信这是
国阵倒台的征兆。
出席的领袖包括行动党永久顾问曾
敏兴、国会领袖林吉祥、署理主席哥宾
星、副主席古拉、张健仁、组织秘书陆
兆福、宣传秘书潘俭伟、国际事务秘书
张念群及政治教育局主任刘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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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左六）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获得苏丹殿下御准解散雪州议会，全体行政议员到
齐拍下最后一次的“毕业照”。左一起阿末尤奴斯、达鲁雅、再迪、聂纳兹米和邓章钦，右
一起欧阳捍华、阿米鲁丁、甘纳巴迪劳、黄洁冰和依斯干达。

阿茲敏：“看守”期間不做決策
(沙亚南9日讯）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
敏指出，随着州议会解散，州政府将以“看守
政府”形式继续运作，惟基于遵守州秘书制定
的看守州政府准则，这段期间不会召开州行政
议会和做出任何决策，也不会针对任何项目批
出拨款，直到新届政府成立为止。“这是基于
良好管理原则，确保不会发生滥权行为。”
阿兹敏是于今午在宣布解散州议会新闻发
布会上透露，州议会秘书同步于今日致函选委

会，正式通知雪州议会已正式解散。
此外，雪州民联政府的10名州行政议员全
员到齐，与阿兹敏一同拍下雪州所有行政议员
的最后•张“毕业照”
他们包括两名高级行政议员，即行动党的
拿督邓章钦和伊党的拿督依斯干达、余者包括
行动党的欧阳捍华和甘纳巴迪劳、公正党聂纳
兹米、阿米鲁丁、黄洁冰和达鲁雅、伊党再迪
阿都塔利和拿督阿末尤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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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蘇俐嬋
(八打灵再也9日讯）由于雪
州政府在去年已延长12个地方政府
的县市议员任期后，因此今日解散
的雪州议会不影响县市议员直至6月
30曰的任期。
不过，随着坊间传闻数名市议
员或上阵本届大选攻打州议席，例
如加影市议员黎潍福可能披甲上阵
双溪比力、八打灵再也市议员林怡
威或嘉玛丽雅可能被派攻打万达镇
州议席（前称百乐镇），不少民众
担心市议员上阵大选后，在竞选期
间将忽略领养区及中选后，领养区
将被空置等问题。

市議員參選同僚接手領養

_•一旦市议员在本届大选上阵，地方政府主席或
市长将安排其他市议员暂时领养该市议员的领养
区，继续服务民众。（档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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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選後將重委議員
此，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捍
华受询时指出，雪州议会
解散不影响地方政府的运作
他指出，如果市议员攻打
州议席并中选，其领养的地
方政府选区悬空__B
“这并不是个大
问题，因为选举之后
所组成的新政府会
做出适当的调整及
会委任新届县或市
议员，继续为市
民服务。”

@潍福指出，如果一名市议员出征
*大选，基于两大理由，必须在提
名曰前辞去市议员职位。
他说，第一原因是参选的候选人条件
之一必须是非公务员；虽然有指市议员不
是公务员，但为了避免被有关当局秋后算
账与指违规，因此必须辞去市议员•职。
他指出，第二原因则是避免被指霸占
市议员职位及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如果在
选举中不获胜便可以继续担任市议员。
他补充，要是有关市议员辞职，有关
职位便悬空，该市议员所属的政党可以做
出决定，譬如致函地方政府主席或市长指
辞职市议员的区（zone)将由其他市议员
暂时代表领养。
“这名代领养区的市议员可以持续跟
居民交流、了解居民的民生投诉等等。”
黎潍福说，如果有市议员辞职参选，
加影市议会及其他市议员的运作和任期依
然如常直至6月30日，因此6月30日之前都
无需填补悬空职位。
黎潍福领养加影第1 7 区域（z o n e
17)，管辖22个区，包括士毛月市中心、
士毛月新村等等。
也是行动党票选中委的他说，如果党
中央派他上阵竞选州议席，他将会全力以
赴迎战。

；^玛丽雅受访时指出，八打灵再也市政厅的
^•作业、市议员任期如常直到6月30日，而她
也将会在这段期间继续为民服务，游走于管辖区。
当记者提及她可能会以新人姿态上阵州议席
的传闻时，她说至今并没有接获党领袖的决定和安
排，-切都是传闻。“我也没有接到党要我辞去市
议员一职去参选的指示。”
她表示，据她了解，若市议员在大选中上阵
竞选，为免出现冲突与缺乏互相制衡（check and
balance )‘因此必须辞去市议员职位。
现年29岁的嘉玛丽雅目前领养的选区是八打灵
再也17A区.�19区�SS20�

2理甶參選市議員須辭職

n

沒接指示上陣州席

早前，雪州行政议会为了确保
雪州事务不受全国大选及更有效处
理民生问题，分别在2017年9月20
日及10月4日延长283名县市议员及
77名新村、渔村及重组村村长的任
期，即从去年尾届满延长至2018年6
月30日。
雪州12个地方政府共有283名县
市议员，其中100人来自公正党、93
人来自行动党、67人来自伊党、9人
来自诚信党、5人来自非政府组织
9名酋长，5个空缺则是分别给行动
党3位、公正党及诚信党各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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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右为阿兹敏。

公告，并宣布州议会于4月9日正式

•雪州苏丹 左
( 签
)署解散雪州议会

蘇丹御准雪州會解散
(巴生9日讯）尽管国
会于上周六解散，但雪州议
会并没有同步解散，并在今
日于雪州苏丹沙拉弗丁御准
下，正式解散！
雪州苏丹沙拉弗丁是于
今午10时40分在巴生阿南沙
王宫，签署解散第13届雪州
议会公告，宣布州议会于今

日解散。
殿下是在1959年雪州宪
法赋予苏丹解散州议会的权
限下签署公告，并宣布雪州
议会于4月9日解散《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
兹敏是于早上10时乘坐官车
抵人宫觐见雪州苏丹沙拉弗
丁，以寻求御准解散州议

会，过程中约30分钟。
在获得殿下御准后，王
宫特别安排在巴生阿南沙王
宫的皇家厅，举行解散州议
会仪•式。
出席见证者包括雪州王
储东姑阿米尔沙、雪州王室
成员、原任雪州议长杨巧双
及州政府高级官员等。

10 Apr 2018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Page: 7 • Printed size: 163.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 Ad Value: MYR 4,050.30
PR Value: MYR 12,150.90 • Item ID: MY0032247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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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茲敏：僅剩最後一兩席

雪希盟議席分配没問題
(沙亚南9日讯)霄州希盟主
席兼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披露，
雪州希盟的议席分配只剩下最后
-两席，基于胜算考量，当中或
有议席交换的可能性，唯一切有
待容后公布，最迟会在提名日前
夕公布候选人名单。

“议席分配没有问题，_
州希盟基于希盟精神，以赢取胜
利为前提，而不是各别政党的利
、，，’
M�

他认为，随着希盟4党同意在

阿兹敏今日在宣布解散州议
会新闻发布会后，受询会在哪个
选区上阵时，维持一贯的讳莫如
深作风戏称，他也在寻找有胜算

来届大选使用公正党的蓝眼标志
匕阵后，使得议席分配的协商过
程更加顺利，希盟能以胜选因素
作为考量，而派出最适当、也最
能被当地人接受的候选人出战。

的选区
询及会否在原区鹤唆国席及
国际山庄州席上阵，他表示，切以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旺阿兹
莎的决定马首是瞻。

对伊党巴也加拉
卞丨斯区州议员莫哈
末凯鲁丁，于昨晚宣布跳
槽加人公正党，阿兹敏指
出，若有任何原任州议员
要继续支持希盟，是他们
本身的决定，也意味认同
州政府的执政表现，继续
关爱人民。
对于巴也加拉斯州
议席来届大选会委派谁上
阵，阿兹敏表明不做无谓
猜测。

•=0

伊

認
州同
5我 州

晨
槽府
公表
正
黨現
0=

指国阵应献议新许诺
针对国阵及雪州国阵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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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选宣言，他揶揄道，
宣言内容只说要“提升”
现有的州政策，但真正的
竞选宣言不应只是如此，
国阵作为-•个负责任的政
党，理应献议新的许诺以
维护国家与雪州利益。
他表示，对雪州人民
寄予厚望，希望能号召更
多人投票支持希盟，州政
府秉持诚实、有诚信及负
责任态度来管理霄州，人
民最终受益。
“没人能质疑雪州及
槟州的成功政绩，如果这

是人民的考量基石，我相
信希盟挺入布城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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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左六）与全体行
政议员归还官车。左一起为欧
阳捍华、黄洁冰、聂纳兹米、
尤奴斯和邓章钦；右一起是达
鲁雅、阿米鲁丁、再迪、甘纳
巴迪劳和依斯干达。

(巴生9日讯）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
兹敏今日宣布解散第13届雪州议会，并
且退还官车。

“把人民委托归还人民”
他在新闻发布会及归还官车仪式上表
示，“我与州行政议会的同僚们竭力发展雪
州、维护及捍卫人民权益，今日把人民赋予
的委托，归还给人民。”
他形容，所获得的权力来自于人民赋

予，相信凭着處州人民的成熟度，还是会选
出一个稳定、强大、有愿景、威望及关怀人
们的政府。
阿兹敏也在推特戏称，随着把大臣官车
归还给州秘书拿督莫哈末阿敏后，他今天只
好乘搭电子召车Grabcar回家。
他的推文引来国阵网军的撰文揶揄，其
中一家亲国阵网站撰文形容，阿兹敏等人归
还官车仪式纯粹是在“做戏”，对廉正作用
不大
还有网民在推特留言嘲讽阿兹敏很厉

害演戏 打败马来影帝阿伦阿兹士（ Aaron
Aziz ) °

雪行政议员归还官车
另•方面，全体行政议员较后在阿兹敏
的带领下，在州政府大厦外进行归还官车仪
式，•-把官车钥匙移交给州秘书拿督莫哈
末阿敏。
欧阳捍华强调，随着行政议员官车移交
给讀州秘书后，他接下来将以私家车代步，
出席官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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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左一）为雪州精明巴士短片介绍主持揭幕
章钦、黄瑞林和陆兆福，后左起法依兹及刘强燕。
(巴生9日讯）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
兹敏呛声国阵联邦政府，雪州政府早在3
年前已承认统考文凭，而且还是由他带上
州议会提呈有关动议，因相信统考文凭能
帮助孩子们拥有好学识与职业费
他昨晚在行动党巴生新镇（前称双溪
槟榔）州选区举办的政治晚宴演讲时，反
驳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指雪州不接受中资的
指责，强调雪州敞开门户欢迎中资，只要
是有素质的投资，能与国内机构合作和接
轨、落实技术及科技转移、培训下一代的
投资者，#州都无任欢迎
“我去年和邓章钦受广东省委书记胡
春华（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之邀，到广
州主讲‘一带一路’，有投资才能有工作
机会，经济得到永续成长，与人民分享成
果。’’

左一•起邓

推荐邓章钦

5我

任贸工部长
阿兹敏赞赏邓章钦是
其执政团队内最好的行政
^
议员，把许多投资者引入雪
州，并笑称若希盟能挺进布城，他将推荐
邓章钦担任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职务。
他以槟州政权的和平转移为例，劝请
华裔选民无需害怕换政府，重申他对各族
母语教育的重视，雪州从2008年执政迄今
10年，共拨款6000万令吉资助华校，或每
年600万令吉。
对于最新通过对雪州选情影响深远的
选区重划，他呼吁更多选民出来投票，把
大选投票率推高至90%，才能终结国阵及
巫统政权。

鄧章欽：雪州没有反中國
,宴主人家雪州高级行政议员兼

晚•双溪槟榔区州议员拿督邓章钦
强调，®州没有反中国，形容自己过去3
年去中国招商的次数，还多过贸工部长慕
斯达法和第二贸工部长黄家泉。
“根据联邦政府贸工部数据，雪州于
去年的二大外资排行，依序是美国、日本
和中国，这是最好的证明》“
邓章钦指出，晚宴主题《雪州辉煌，
布城在望》要以看州10年政绩告诉选民，
希盟到了布城依然会辉煌执政。

收购Splash联邦政府刁难
邓章钦除了如数家珍雪州的43项福利
政策，也向选民讲解_州水务资产重组计
划，指责联邦政府在知道了州政府对收购
雪河公司（Splash )的报价后，却不给州
政府知道联邦政府的估价，-味在刁难州
政府
“全雪州的水量100%没问题，州政
府同意联邦政府建冷岳2滤水站和接管，
目前每天能多储存3%水量、到了年底增
至8%、明年则有11%的额外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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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添強：若有意承認統考

“國陣不該用模糊字眼”
/、正党副主席蔡添强发表文告
A说，国阵竞选宣言的马来版，
出现"boleh dipertimbangkan"字眼，即
“可以考虑”而引起争议。虽然马华署理
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家祥认为，“可以考
虑”等同于“接受”，不必纠结于字眼的
运用，然而，公正党并不认同此说法，
“可以考虑”并不能解读为“不接受”，
但也不能解读为“接受”的意思。
他表示，如果国阵有意要承认统

考，不应该出现 “boleh dipertimbangkan"
的字眼，除非国阵无意承认统考。华文和
马来文版的用词不•，不免让人猜想首相
纳吉是想借助“承认统考”来捞取华人选
票。
“但另_ •方面国阵却担心流失马来
人的支持，所以在马来文版宣言以‘可以
考虑’来模糊视线，即没有‘接受’也没
有‘不接受’的意思，让人自行揣测，不
明确的表达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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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塌路燈壞叢林引蛇蟲

級嫿花B如
(加影9日讯）加影辉煌花园居民抱怨，该住宅
区多年来被加影市议会忽视，各种民生问题不获关
注，野草丛生、路灯失灵、沟渠崩塌及废车等一箩
筐问题有待解决°

.為

辉煌花园居协秘书林友平披露，除了上述问题，-条
被弃置多年的道路长满野草树木，市议会未曾派人前来修
剪清理，成为蛇虫鼠蚁的繁殖温床
他说，这几年里，已有很多蛇频频闯人一些房屋后
院，让居民心惊胆跳。

指市议员甚少露面
他今早偕同马华乌冷区会秘书郑耀民等人巡视该花
园，促请市议会派人尽速处理各项问题时说，市议会在过
去10年里，甚少关心当地民生课题，市议员也甚少露面，
向当局作出投诉都不获关注，令他们感觉似弃婴。
居民指出，该花园已有20多盏的路灯失灵，入夜时分
、治安变差、废车也越来越多及滋生蚊虫，这些
民生课题是急需解决。

•被弃置多年的道路已长满野草树木
民、骆荣辉及刘坤行。

成为蛇虫鼠蚁的繁殖温床。右四起为罗丽娟、郑耀

鄭
耀
民
Tfl

關
注
民
瘼

耀民说，该花园环境卫生变

郑;差，长年不获关注，基本设
1

施损坏和无人修理，市议会是责无旁
他强调，民选的人民代议士应
关注民生课题，勿让居民觉得像“弃
婴”不被关注，凡是有居民透过居协
及睦邻计划反映民生课题，市议会都
必须处理。
他说，野草丛生滋生蛇虫问题不
能忽视，勿发生蛇咬人后才来补救，
尤其在大选期间，当局更应聆听人民
的声音。
出席者包括该花园居协主席骆荣
辉、睦邻计划主席刘坤行、妇女组主
席罗丽娟等人。

多次有蛇入屋
賴渝堅（居民）
“野草树

•1.草场唯一的休闲凉亭也被人为破坏，居民盼加
影市议会协助维修。
2.停放路边的罗里废置多年，车斗又有垃圾，居
民担忧蚊虫滋生。
3.长年失修的沟渠已崩塌，遇到暴雨时，无法疏通
。

木丛生没有修
剪或清理。这几
年里，我的家出
现十多次有蛇人
屋，引起家人的
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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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雪9日讯）亚洲人
气美食节巡回嘉年华昨午
于乌鲁音南马有盖篮球场
热烈举行，吸引2000人到
场支持
篮球协会主席盛德强
感激30多摊位摆出琳琅满
目的货品供村民选购，并
希望明年再办嘉年华。
前新古毛区州议员李
继香致词说，通过举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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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人—食節巡迴嘉年華

烏魯音南馬2千人捧場
食节，可以-•举网罗各式
各样的货品供小镇的市民
选购，他们无需舟车劳顿
前往吉隆坡采购，省下笔汽油费。
她希望市民于大选
时期，支持公正党旗帜候

选人，以攻下布城及保住
雪州政权，为人民提供服
务°
出席美食节的人士包
括乌雪县议员王添福、刘
世兴、发展官傅慧芳、村
长叶彩萍及白文秀等人。
•李继香（右）巡视美食节摊位；右二为叶彩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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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行華小滅蚊行動推介
校園大掃除學生動起來
(首邦市9日讯）力行华小日前于校内举行消灭黑斑
蚊行动推介礼，国际名模谢丽萍成为活动大使，亲临学校
与学生互动，场面热闹，董家协成员也到场表示支持。
校长李碧华在致欢迎词时对i射丽萍应允成为此项活动
的大使表示感激，感谢她对公益活动义不容辞。

被选代表雪参赛
她表示，此次学校被选为代表雪州参加消灭黑斑蚊活
动竞赛意义非凡，比赛的评分范围包括社区宣导活动、网
页宣传、网上测试完成度等等。
她希望藉由全体师生之力，成就学校在此次比赛中的
她希望藉由全体师生之力，成就学校在此次比赛中的
表现。
她感谢家协赞助活动费用以及给
予的支持，并感谢学校董事会名誉顾
问丹斯里林顺平和居民协会分别赞助
活动！“恤和活动布条。
她也对配合活动前来举办展览
的八打灵县卫生局官员们表示感谢。
她呼吁全体师生及来宾追随活动的脸
书及即时通专页(Dengue Patrol Lick
Hung )，以获取更多相关资讯及观看
-系列活动影片。

萧秀玲吁响应活动
家协主席萧秀玲呼吁大家响应这
-项活动，让力行能够成功夺得最亮
眼的成绩。
她相信活动能够顺利的开展，有
赖于大家的合作及包容。她感谢爱心
家长穿针引线，促成校方能够和居民
协会和市议会合作协办活动。
谢丽萍呼吁全体师生关注黑斑蚊
和骨痛热症的课题，因为这关乎大家
及身边亲友的健康。
在推介礼环节，谢丽萍、李碧
华和董家协代表一同为大蚊子盖上红
圈，意指消灭黑斑蚊。
学生局喊活动口号“Fight The
Bite, Save Our Lives"，并演唱此次活
动的主题曲�No Aedes, Be Happy�，
大家亦随着铿锵的旋律舞动起来，气
势如虹。
音乐剧表演及啦啦队表演更是让
大家欢呼连连，眼前为之•亮
过后，谢RI3萍和董家协代表亦参
与全体师生于学校范围进行的大扫除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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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_ _

•李碧华（左五起）、谢丽萍、萧秀玲与卫生局官员、居民协会代表、董家协及师
生合影。

_:麵
•李碧华（左六起）与谢丽萍于开幕仪式与嘉宾及董家协代表
合影。

Page 2 of 2

10 Apr 2018
Sin Chew Daily (Northern),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Page: 10 • Printed size: 524.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d Value: MYR 12,350.00
PR Value: MYR 37,050.00 • Item ID: MY0032248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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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立迎取代陳勝堯上陣甲洞

火箭直區國席候

二B巳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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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公布

•杨巧双（左起）、林立迎、陈国伟、郭素沁和方贵伦手挽手，齐心迎战大选

(八打灵再也9日讯)行动党
公布联邦直辖区5个国会议席的
候选人名单，其中原任雪州议长
杨巧双将弃州攻国转战泗岩沫，
而原任四岩j末国会议员林立迎，
则会取代8届曱洞国会议员陈胜

退下让路给新人，柔佛和霹雳州也有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今晚在特别
汇报会上作出宣布，他也放眼这5名
候选人能够取得全胜的佳绩。

数名领袖已表达退位的意愿，所以这
不是什么大问题。”

陈国伟：林冠英已知会陈胜尧

他也说，杨巧双曾担任貧州议
长，也是全国首名女议长，更曾获得

针对撤换陈胜尧一事，陈国伟在
汇报会后受询时透露，林冠英已在事

尧，在曱洞上阵•#

前知会陈胜尧，相信后者会接受这个

另外3个国会议席则由原任议员
守土，分别是行动党主席陈国伟上阵
蕉赖、财政方贵伦上阵武吉免登，以
及副秘书长郭素沁上阵士布爹。

安排
他强调，每届大选都有新人取代
原任议员上阵，这是正常的现象。
“彭亨州主席梁金福昨日才宣布

雪州苏丹的赞赏，问政能力无需置
疑。
“行动党候选人遴选委员会已
同意，将在本届大选派出更多女性候
选人上阵国州议席这项宣布也符合
希盟的大选宣言，即增加女性国会议
员、肯定女性在社会的角色以及提高
她们在社会各领域的地位。”

林冠英：搖藍眼旗我也尷尬 “為達目標火箭作犧牲”

ft

“

•公正党旗也让我
有点尴尬，不过如果使用共同标
志上阵大选，可以让希盟执政布

将会灭掉，相反只是暂时“被休
息”，等待成功入住布城之日，
火箭旗帜势必会重新飘扬《
他说，希盟决定使用共同

城，行动党准备牺牲小我，完成
大我！“

标志上阵大选，已让国阵措手不

林冠英在特别汇报会上，
向基层领袖解释行动党使用“蓝
眼”标志上阵大选的决定。他表
示，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兆a

但是为了达到目标，该党必须要
做出牺牲。
他强调此举并不意味火箭

•曾敏兴（右二）起立向出席的行动党基层领袖挥手示意。右为林冠英；左起为古拉、陈国伟及林吉祥。

及，并相信这是国阵倒台的征
出席的领袖包括行动党永久
顾问曾敏兴、国会领袖林吉祥、
署理主席哥宾星、副主席古拉、
张健仁、组织秘书陆兆福、宣传
秘书潘俭伟、国际事务秘书张念
群及政治教育局主任刘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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