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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andal
rasuah pasir
dilapor
keSPRM
S H A H A L A M 1 2 April - S u -

ruhanjaya Pencegahan
Rasuah Malaysia (SPRM)
digesa untuk menyiasat
penglibatan anak syarikat
milik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yang didakwa
terlibat dengan urusan jual
beli pasir secara meragukan
sejak Januari tahun lalu.
Penyelaras Parti
Rakyat Malaysia (PRM)
Dewan Undangan Negeri
Pandan Indah, Norizwan
Mohamed mendakwa,
salah seorang peneraju
anak syarikat kerajaan
negeri terbabit didakwa
menyalahgunakan kuasanya dengan membuka
sebuah syarikat bersekutu
dan menjana keuntungan
daripada syarikat kerajaan
negeri.
Dakwanya, individu
terbabit didakwa
bersekongkol dengan
beberapa pihak lain
dengan menubuhkan
sebuah syarikat sendirian
berhad sebelum ditukar
kepada syarikat bersekutu
setelah mendapat
tentangan daripada ahli
lembaga pengarah bagi
mencapai tujuan tersebut.
"Individu ini didakwa
telah memberikan projek
bernilai besar kepada
syarikat bersekutu
berkenaan. Apa yang kami
persoalkan bagaimana
peneraju itu boleh
menganugerahkan projek
kepada syarikat tersebut
yang mana beliau adalah
lembaga pengarah di
dalamnya.
"Sehubungan itu
satu laporan kepada
SPRM dibuat hari ini dan
kami juga menyertakan
beberapa dokumen rasmi
yang ditandatangani
peneraju tersebut
antaranya yang bertarikh
26 Januari lalu," katanya
kepada pemberita selepas
membuat laporan kepada
SPRM Selangor di sini hari
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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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門透視
•曾健豪

矛盾的競選宣言

古FI野两大阵营的竞选宣言已出炉，
M相信选民已能分析，哪份菜单才
是个人所向往的。
继国阵公布了各项宣言后，雪州国
阵于上周也公布了，涵盖5大目标、
10项主题共100项目的宣言，期望重
夺失去10年的雪州政权。
简略翻阅这项充满雄心壮志的宣言
后，发现当中的承诺都是大同小异，
但不能否认都是和百姓贴切的课题，同时也有
一些令人摸不著头脑的大计。
举例，在和谐和有素质的城市生活的范围
中，其中一条是废除小畈、小商拖欠的罚款，
包括地方政府开出的交通罚单；还有，在精明
和可负担公交项目内，每个地方政府会打造竞
赛摩口多车道。
入竞选是掌权后的大计，法律上没阐明胜
出的一方，必须在执政期间逐一落实，但拟定
宣言的人士，甚至是雪州选民，看了以上宣言
后，是否买单？
’众所周知，宣言都是针对选民量身订做，可
是，承诺豁免罚款，甚至建议在州内12个地方
政府，打造竞赛摩哆道，就让人难以明白当中
用意。
’
法单位不会随意开出罚单。豁免罚单，是
否有助长歪风之嫌，另外，在脚车道都未成型
下，又耗资打造赛摩哆道？这倒底是怎样的概
念呢？
想要和需要的矛盾常出现在各种课题上，无
论是政党或选民，需要深思是需要或想要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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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山园1/6路
i
通往翠岭镇第2区
i的道路，补路工程
波批有如贴胶布。

(无拉港I 日讯）“我们不要有
如贴胶布的补路洞道路！”
2

焦赖十一•哩春山园1/6路（Jalan Indah
1/6)通往翠岭镇第2期(CP 2)的道路曰

前进行补路洞工程，但工程遭马华地方
领袖批评有如“贴胶布”，哪里有洞补哪
里，以致整条道路出现数十块“胶布”。
马华沙登区会公共投诉局主任刘新金抨
击补路工程“太不像样”。
他说，雪州政府在2012年至201T年总共
接收到中央政府29亿令吉的大马道路档案
系统（MARR1S)拨款，但州政府并没有把
这项来自中央政府的拨款，纳入州预算
案。

29億去了哪？
“中央政府拨给州政府的拨款，包括
2012年有4亿169T万令吉、2013年4亿9803
万令吉、2014年5亿2348万令吉、2015年4
亿6877万令吉、2016年4亿9690万令吉以
及2017年5亿4659万令吉，总数29亿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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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山园1/6路之前出现许多路洞。

马

是项大数目，为何
没纳入州政府预算
案？”

劉新金抨補騷工

、他促请原任行动
党无拉港州议员黄田志交待，这29亿令吉
去了哪里？
他今日与该区会主席拿督廖润强一起
巡视春山园1/6路时，针对黄田志日前指
市议会今年挪用大马道路档案系统216万
令吉拨款在无拉港8个地区铺路，这么指
出o
i也引述黄田志向媒体发布的谈话，指无
拉港州选区过去5年得到3000万令吉拨款
铺路，但他认为，市议会铺路工程没与中
央排污系统工程承包商洽谈好，以致许多
地方铺了路又被挖坏，浪费公帑。
“还有一些道路，如春山园1/6路的补
路洞工程素质，也令人感到遗憾。”
此外，他说，黄田志声称若希盟继续执
政雪州便会继续铺路，有误导选民之嫌，
因为无论谁执政，中央政府都会拨款给州
政府铺路。

•廖润强（右2起）及刘新金促请黄田志交待，中央政府的29亿令吉铺路拨款用在哪
里，左起是陈丽颜、杨淑云及黄俊昱。

华沙登区会主席拿督廖润强
说，中央政府每年透过大马道
路档案系统拨款给州政府，属于州
政府收入之一，应纳入州政府预算
案内。
他说，过去国阵执政的雪州政
府，这笔拨款都会纳入州预算案，
再由州政府分配到各地方政府，各
地方政府再汇报如何分配。
他强调，这笔拨款只可作为道路
维修用途，不能用在其他地方，州
政府应透明处理这笔拨款。
“每位州议员都会获得至少300
万令吉拨款作为铺路用途，我质疑
州议员有否透过招标透明化处理拨
款，有否滥用这笔拨款？”
他周四与该区会公共投诉局主任
刘新金、马华美嘉支会妇女组主席
陈丽颜及蕉赖十一哩新村联邦村长
杨淑云，巡视春山园路况时，这么
指出o
.他°对原任行动党无拉港州议员黄
田志日前在记者会上，只字不提这
笔铺路拨款来自中央政府，感到不
满，并认为这种作法有如蓄意掩盖
中央政府对州政府的资金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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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立沙末 依約土地索賄案
：

，，一

5•會蟲
(莎阿南12日讯）原任
莎阿南区囯会议员卡立沙
末说，依约土地索贿案似
乎令人感觉反贪会成了
“政治工且，，
“依约土地€题，困扰了
垦殖民16年，雪州政府如今
也顺利解决，但却被指当中涉及舞弊成分。”
卡立沙末今日中午召开记者会时说，上述课题涉
及约千户垦殖民的家庭，如今国阵的做法已让他
们感到紧张，并会在本月14日在武吉古晋（BukU
Kuching)

他说:为让i影响的垦殖民家庭了解情况，雪州

政府也会在场向大家讲解事件的来龙去脉。
另一方面，他不解，为何反贪会扣查了两名分别
64岁及76岁的垦殖民，因为他们并未涉及任何舞弊
行为。

“中間人”遭扣查不邏輯
他也说，早前，数名发展商委任的“中间人”，
主要是负责与垦殖民的磋商事宜的人，也遭反贪会
扣查，这是不逻辑的行为。
卡立沙末说，若要行贿或舞弊，都是发展商做，
怎么会是“中间人”在操作，整个程序似乎有欠逻
辑。
他希望反贪会应展现他们专业的一面，如今的反

贪会似乎给人已
经沦为政治工具
的g象。
•卡立沙末
方面，卡
立沙末曾因涉及在巴生1间祈祷室无证教导伊斯兰
教义被控，起初伊斯兰法庭的判决是罚款2900令
吉，他说，后来上诉后，伊斯兰法庭批准降低罚款
至1900令吉。
“雪州宗教局对于伊斯兰法庭的判决不满，而上
诉希望法庭的罚款可以令我失去议员资格，但庆幸
当局的上诉不受理，这也意味著有关案件已告一段
落。”
另一

’他感谢伊斯兰法庭公正审理案件，并让他继续对
伊斯兰法庭有信心。

冀選民犧牲小我換取美好未來
.立沙末呼吁选民展现牺牲精神，以换取
H我国美好的未来。

他说，第14届大选投票日落在5月9日（星期
三），这是不正确的安排，因为学校必须在周
一及周二上课，周二下午学校就必须准备作为
投票站的用途，之后周三投票结束后，校方必
须尽快清空，好让师生能在周四（10日）如常
上课。
他k为，选委会的做法没有考虑他人，尤其
是校方的处境，而有关决定也不是一个方面人

民的决定。
他说，若希盟执政，必会提早通知下一届大
选的日期，方便人们作出安排，绝不会营造了
有利自己的局面后，才貪布解散国会及举行全
国大选。
卡立沙末说，在第14届大选，行动党牺牲了
本身的党徽；国家诚信党离开伊党、前首相
敦马哈迪加入在野党、公正党重新接受敦马哈
迪，如今在野党都已作出牺牲，希望人民也能
作出少许的牺牲，以换取我国美好的未来。

信党通讯主任卡立沙

诚末指出，稳赢的议
席人人抢，稳输的则没人
要。
一 °他说，雪州还有6个议

席分配未谈妥，相信在近
两天内会有答案。
他指出，谈判之所以陷
入僵局，雪州希盟比其他
州属，得花更长时间才完

成议席分配事宜，主要是
稳赢的议席人人抢，稳输
的则没人要。
“稳赢的人人抢著要，
稳输的则无人问津。这也
是为什么卡住的原因。所
以，即使你要分配，大家
都唯恐避之不及，其他议
席则人人抢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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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盟議席分配
本週最後決定

(加影I 日讯）公正党
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
说，大选已近在眼前，因
此希盟各党议席分配将在
本周内作出最后决定。
他针对原任莎阿南国会
议员卡立沙末今午指希盟
议席分配难产，主要有两
个因素，即“包赢”的议
席多人抢，“包输”议席
2

没人要，受记者询问时，
作出上述回应。
他说，他不确定卡立沙
末的言论是什麽意思，强
调希盟在议席分配上谈判
顺利，会在近期内作最后
定夺。
阿i敏也是原任雪州大
臣，他今午出席加影市议

会官员表扬大会，受记者
追问雪州议席分配课题。
较早时，他说，雪州政
府若不秉持公平对待所
有人民、坚持拒绝贪污滥
权的原则，雪州不可能会
有今日的繁荣，他承诺，
他将继续捍卫这些施政原
则。

表揚80官員
他说，雪州的成功也招
来许多人妒忌，在大选逼
近当儿，最近有人发表假
新闻，声称州政府会缩小
政府体制，实际上，这些
言论只是为了在公务员之
间制造恐慌与不安。

•阿茲敏（左2)颁发表扬奖给一名加影市议会官
员，左起是沙尤迪及纳尤丁。
他揶揄国阵的竞选宣言_
声称提供免费巴士及免费
塑料袋，他说，“我的雪
兰莪”免费巴士已有100
辆了，提供免费塑料袋对
环境保护毫无意识。

出席表扬大会者包括加
影市议会主席沙尤迪、副
主席纳尤丁及众市议员，
共有80位官员获表扬，包
括14名退休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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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2日讯）伊斯兰党
料于4月19日宣布该党将竞选
雪州超过50席州议席、20席国
会议席候选人名单。
据《中国报》了解，除了国阵和
希望联盟，各界也关注依斯兰党将
于今届大选在雪州竞选国州议席的
动向，尤其是雪州也将会是国阵、
希盟和伊党之间的“生死之战”。
对于该党将在雪州竞选多少个议
席时，伊党着州主席沙烈亨接受电
访时说，该党预计将竞选超过50席
的州席，及20个国席。
他说，所竞选州席中，包括雪州
大臣阿兹敏阿里的国际山庄、公正
党主席拿督斯里旺阿兹莎的加影州
席，以及行动党和诚信党所竞选的
议席。
他指出，在今届大选中，伊党和

、>卜烈亨说，在第14届
P全国大选，雪州56
个州议席将出现全面开打
的情况，最基本会是三角
战，不排除会现四角战或
五角战的情况。
他说，除了国阵成员
党、希望联盟和伊党，相
信今届还有许多政党都将
会在各别的州议席竞选，
战情将会比过往更为激
烈，以目前的局势看，最
基本会有三角战，加上其
他政党或独立人士，四

盟友将以和谐联盟 （G a g a s a n
Sejahtera )队伍参与大选，但届
时会使用伊党的旗帜和党徽上阵。
他说，在“和谐联盟”中，除
了伊党，另外还有马来西亚人民
团结党（1KATAN)、伊斯兰阵线
(BERJASA)、爱国党(PCM)和
新世代党（Parti Generasi Baru
(NewGen P a r t y ) �

不上陣白沙羅梳邦
“在超过50个议席中，由伊党派
出的候选人将角逐其中4T个州席，
其余则由马来西亚人民团结党、伊
斯兰阵线及国民党等委派上阵。”
沙烈亨说，目前，在伊党这一方
已成定局，马来西亚人民团结党和
伊斯兰阵线还没有最后决定要竞选
多少席，至于国民党还未决定是否

将派出候选人上阵，ia成将竞选的
议席数量还是会有变动。
他说，伊斯兰支持者俱乐部也可
能会派出候选人上阵，届时会有华
裔或印裔候选人在伊党旗帜下上
阵。
“目前，我们还在协调中（州议
席），相信大致上可在is日或ie
日解决，最迟也会在19日之前解
决。“
k说，目前已决定在本月19曰在
莎阿南举行一项大选竞选活动，届
时将宣布雪州将竞选的国州议席和
候选人。
至于所竞选的20个国席，他说，
除了白沙罗国席（前称八打灵再也
北区）和梳邦国席（前称格拉纳再
马也），除余的国席都会派人上
阵。

沙烈亨：雪56州席全面開打
角战或五角战也是会相当
多o
i也说，在以巫裔占多数
的议席之中，因为上阵的
政党多，相信将会分散巫
裔选票。

表現好原區守土
“但相信对伊党不会造
成太大的影响，因为我相

信伊党的基本票还是相当
稳，定。”
对于伊党的候选人时，
他说，大部分原任的州议
员还是会被委派上阵，尤
其一些表现良好的原任州
议员都将会在原区守土。
他说，只是有一小部分
州席会撤换人选，其中包
括已跳槽的州席巴也加拉
斯。

他指出，他们早已知
道原任巴也加拉斯区州
议员凯鲁丁将会跳槽，
目前已鉴定了将上阵该
区的人选。
“我们目前没有听说
有人再游说我们的州议
员跳槽，即使他们成功
再游说原任州议员跳槽
到公正党或希盟成员党
的话，对于他们也不会
有好处，目前的巴也加
拉斯州席就是一个很好
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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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奪雪州每人獲3000
穿國陣外套者游說選民
示一名身穿国阵外套人士，到
(吉隆坡I 日讯）随著大选
一家商店向在场约10多名人士
曰期公布后，社交媒体最近流
传一个1分钟50分钟的视频，显宣布，只要确保国阵能夺回雪
州政权，将派发3000
令吉给他们。
视频显示，身穿国
阵制服人士，问在场
所有人在哪里投票，
确定他们在该区投票
后，就告诉在场选
民，要他们叫亲朋戚
友都投国阵，确保国
阵拿回雪州政权。
该名人士更指出，
下次会回到这里，发
执照给他们，只要确
保国阵赢。
他说，大家应互相
协助，他是代表国阵
派发3000令吉献金。
•身穿国阵制服人士呼吁选民投国
2

阵，以便国阵拿回雪州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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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排球公開賽

Page 1 of 1

年馬來西亞排球公開賽

2018

(莎阿南I2曰讯）201S年
莎阿南市长杯马来西亚排
球公开赛，夺标热门砂拉
越及雪与莪均顺利锁定8强
•=i=
复赛资格；女子组森美兰
及砂拉越小组全胜，率先
报到半决赛。
共有11支男队及7支女
队，参与兵分两路在莎阿
南第4区排球馆及第24区礼
堂举行的赛事，皆分成1组
进行初赛，男子组2组前4
•=i=*
晋8强淘汰赛，女子X组及Y
足各 组第一直奔半决赛，小组
十1 •第2及第3在交叉复赛争夺
晋级半决赛资格。
I J
砂男在5队组成的A组3比
0挫登嘉楼拿下2连胜，稍
•aS 後追击武装部队；开门黑
IaXI
的槟城今日连胜武装及柔
佛，3胜1负完成初赛坐二
望一、柔佛及槟城均有1胜在手，可压望倒3
仗全败的登嘉楼晋级。
B组6队争晋级，雪兰莪3仗全胜，霹雳打
破监狱局全身，连同监狱局及沙巴同得沙巴
2胜1负，国家18岁以下青年队及吉隆坡皆3
连败，看来难逃淘汰。
女X组，森美兰今曰以3比0扳倒吉隆坡
後，2仗皆胜锁定小组第一，砂拉越也以3比
0连挫组内最强对手雪兰莪及柔佛後，3仗全
胜锁定Y组。

森砂
女 •，
先
M
半
決隊

勇

1RII

今曰賽程（12曰）
时间
8:00AM
9:30AM
9:30AM
3:00PM

氺 男子組
场地组别对垒队伍
A
男B
沙巴
对
监狱局对
A
B
男B
国青
对
砂拉越对
A
男A

4:30PM

A

6:00PM

A

6:00PM

B

8:30PM

A

8:00AM

B

3:00PM

B

4:30PM

B

男A
男B
男B

登嘉楼对
霹雳
对
雪兰莪对
吉隆坡对
氺 女子組
女X
吉隆坡对
女复赛Y2
对
女复赛X2
对

霹雳
雪兰莪
吉隆坡
柔佛

武装
国青
沙巴
监狱局
登嘉楼
X3
Y3

(球场A:莎阿南第4区MBSA排球馆）
(球场B:莎阿南第24区DAHLIA礼堂）

昨日成績（12日）
男B

霹雳

胜吉隆坡

(25比22� 25比14� 25比15)
田R
帝•“•苗
胜国青
力D
三二找

3比0
3比0

(27比25� 25比18� 25比19)

男A

槟城

胜武装

3比1

(25比27� 25比21� 25比 6� 25比22)

男A

砂拉越

胜登嘉楼

3比0

(25比19� 25比18� 25比14)

男B

沙巴

胜国青

3比1

(20比25� 25比20� 25比11� 25比14)

男B

霹雳

胜监狱局

(27比25� 25比17� 11比25� 25比20)
田R
帝丄 •苗
胜吉隆坡
力D
a 二找
4

3比1
3比1

(18比25� 25比17� 25比18� 25比16)

男A

槟城

胜柔佛

3比0

(25比21� 25比21� 28比30)

男A

武装

对砂拉越

X比X

(XX比XX、 XX比XX、 XX比XX)

女Y

砂拉越

胜雪兰莪

3比0

(25比21� 26比24� 25比13)

女Y

柔佛

胜武装

3比0

(25比19� 25比16� 25比 9)

女X

森美兰

胜吉隆坡

3比0

(25比14� 25比17� 25比22)

女Y

砂拉越

胜柔佛

3比0

(25比22� 25比15� 25比18)

女Y

武装

对雪兰莪

(XX比XX、 XX比XX、 XX比XX)

X比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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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I會：一個平台

挑選國家隊代表
(莎阿南I2日讯）大马排总希望再次复
办的2018年大马全国赛，成为国家队选将
的一个平台，通过本届全国赛遴选出国家
男女队备战亚洲挑战杯和亚运会。
大马排总会长拿督何志富指出，这次
比赛是近年反应最热烈的一次，男子组在
2015和16年分别只有7与6队参加，女子组
是阔别5年後再次主办，尤其是这样的全国
排球赛停办了 1年，如今能再次主办并受到
很多州属队伍出战。
他说，除了州属代表队，国青也有出
战，从中让他们得到实战经验，准备今年

Page 1 of 2

亚青赛和东南亚学联赛，而首次参加的监
狱局是受邀队伍，他们尚未正式成为大马
排总的属会。

總獎金3萬令吉
2018年大马全国排球赛昨日至15日点燃
战火，共获得11支男队和7支女队角逐。赛
会获得珍轩发展有限公司赞助，而且这也
是全国排球赛史上首次设有现金奖，总奖
金高达3万令吉。分别男子组冠军获得1万
令吉，亚军5000令吉、季军3000令吉、殿
军1000令吉，女子组前4名分别获得5000�
3000�2000和1000令吉。
大马排总昨晚举行群英宴，并由提供场
地承办的莎阿南市长拿督阿末沙哈林主持
开幕，出席的包括有排总副会长兼大会主
席哈聂夫，财政叶理国及副会长蔡德山、
秘书邹杰亮等。

•阿末沙哈林与何志富（左3与4)见证珍轩发展有限公司与排球用品移交赞助支
票，左起为哈聂夫、大马sunrise执行员刘惠君。右为叶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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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職業籃球聯賽(NBA)
前曰成績（11曰）
费城76人
胜 密尔沃基公鹿 130比 95
奧克拉荷马市雷霆胜
克利夫兰骑士
负
波士—尔迪
胜
明尼苏达木狼
胜
芝加哥公牛
负
迈亚密热火
胜
新奧尔良越鹕
胜
奧兰多魔术
胜
波特兰拓荒者
胜
洛拠快艇
负
f克拉n托帝王 胜

wm

孟麵灰熊
纽约尼克
9吡110
布鲁克林监网 110比 97
丹佛金块
112比106
底特律活塞
87比119
多伦多暴龙
11吡109
圣安东尼奥骟122比98
华盛顿巫师
101比 92
犹他爵士
102比 93
洛杉腳人
100比115
休斯敦火箭
附匕83

季後賽對陣形勢
東部季後賽
对华盛顿巫师（8)

多伦多暴龙（1)
克利夫兰骑士

(4)

对印第安那溜马 (5)

费城76人⑶

对 迈 亚 密 热 火 (6)

波士顿K 尔迪（2)

对密尔沃基公鹿(7)

西部季後賽
休斯敦火箭⑴

对明尼苏达木狼⑶

奧克拉荷马市雷霆 (4) 对犹他爵士

(5)

波特兰拓荒者⑶

对新奧尔良鹈鸪（ 6)

金州i士（2)

对圣安东尼奧马刺（7)

注：括号内为种子排名。季后賽将在
大马时间周日早上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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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gagalan kempen
kurangkan beg plastik

P

ERDEBATAN isu alam
sekitar terutama melibatkan
penggunaan
beg plastik merupakan
antara isu utama pada

katanya.
Jelas Mohd. Yusof lagi, isu caj
atau pemberian 20 sen tidak akan
Isu Panas
timbul jika rakyat memahami
tentang bahaya penggunaan beg
Bersama
masa kini.
MOHD. YUNUS YAKKUB
plastik kepada manusia dan alam
Meskipun pengguna menggunasekitar.
kan beg plastik dalam masa yang
diakan beg plastik kepada penjuaBagi penganalisis politik Unisingkat ketika membeli-belah,
lan beg kitar semula sahaja yang
versiti Teknologi Mara (UiTM),
hakikatnya ia memerlukan masa
dijual pada harga berpatutan.
Prof. Datuk Dr. Ismail Sualman,
antara 500 hingga 1,000 untuk
"Mengapa masyarakat luar ne- manifesto BN mengenai bayaran
mereput di dalam bumi bergan- gara boleh jual beg kitar semula
20 sen tersebut lebih holistik dan
tung kepada jenis bahannya.
tanpa jual plastik tetapi di negara
komprehensif kerana ia memahaB'ekas Ketua Pengarah Jabatan
ini tidak," katanya ketika dihubu- mi denyut nadi rakyat yang memPengurusan Sisa Pepejal Negara,
ngi Kosmo! baru-baru ini.
bawa beg kitar semula.
Datuk Nadzri Yahaya sebelum ini
Beliau menambah, keghairahan
Katanya, langkah tersebut sebepernah berkata, rakyat Malaysia
dalam menjayakan kempen terse- narnya telah digunakan di negara
menghasilkan lebih 19,000 tan sisa
but harus dipertingkatkan mela- maju seperti Denmark bagi menpepejal pada setiap tahun.
lui pemberian diskaun atau
didik rakyatnya.
Sebanyak 24 peratus
kupon. Sebagai contoh,
"Saya menganggapnya sebagai
daripada jumlah tersediskaun diberikan me- lebih menawan dan seksi berikubut merupakan plas (i Negara-negara
nerusi jumlah pembe- tan dapat memikat orang ramai
tik dengan seorang
lian pada
setiap untuk lebih mengetahui pelaksanindividu menggunaAsia adalah antara transaksi
jika
aan secara lanjut.
kan hampir lapan
pengguna
mem"Ini adalah penambahbaikan
yang
paling
banyak
beg plastik sembawa beg sendiri. yang efisien di sebalik kelemahan
inggu.
Ujarnya, langkah yang berlaku semasa kempen itu
menyumbang
Justeru, pelbatersebut mungkin
dilaksanakan oleh negeri Selakepada
gai
penguatkuamengambil masa,
ngor," katanya.
saan dilaksanakan
namun
ia
adalah
Beliau turut tidak menolak pempencemaran
termasuk oleh Keralebih baik daripada
berian 20 sen itu boleh menjadi
jaan Negeri Selanplastik dMautan tidak
melakukan pemangkin peningkatan persaigor yang melancarkan
sesuatu pembaharuan
ngan BN dalam menawan semula
Kempen Hari Tanpa Beg
langsung.
Selangor selain isi manifesto lain
Plastik setiap hari sejak 1
"Mengubah
tabiat
ini
seperti menyelesaikan penstrukJanuari lalu.
merupakan satu perkara yang su- turan semula industri perkhidmaBagaimanapun, kewajaran kem- kar untuk dilakukan, begitu juga
tan air.
pen berkenaan dipersoalkan se- dalam memuaskan hati semua
Laporan The Journal of Science
setengah pihak berikutan kesedia- pihak.
2015 tentang hasil kajian ke atas
an pengguna di negara ini untuk
"Bagaimanapun, sesuatu gala- 192 negara yang bersempadan demengurangkan penggunaan beg kan diperlukan bagi memberi
ngan laut mendapati negara-neplastik masih di tahap tidak me- motivasi kepada pengguna ber- gara Asia adalah antara yang pamuaskan.
sesuaian dalam menuju ke negara
ling banyak menyumbang kepada
Ia berikutan, ramai pengguna
maju yang cintakan alam sekitar," pencemaran plastik ke lautan.
masih memilih untuk membayar
20 sen daripada membawa beg
sendiri ketika membeli-belah.
Pendekatan berbeza digunakan
oleh Barisan Nasional (BN) Sela./*-« KEHEBATANSEKEPINGF0T0
ngor melalui manifestonya sebelum ini dalam pemuliharaan alam
sekitar apabila bayaran 20 sen diberikan kepada rakyat yang membawa beg sendiri semasa membeli
barangan di premis mengenakan
caj beg plastik.
Timbalan Presiden Gabungan
Persatuan Persatuan Pengguna
Malaysia (Fomca), Mohd. Yusof
Abdul Rahman berkata, secara
umum, membudayakan tabiat
melestarikan alam sekitar sukar dibentuk kerana masyarakat
negara ini telah terbiasa dengan
penggunaan beg plastik.
Begitupun, beliau menjelaskan
insentif kepada pengguna secara
langsung mampu menarik perhatian masyarakat terhadap kepentingan penjagaan alam sekitar.
"Ini satu tindakan yang baik namun bagi memastikan kejayaan
AKSI sekumpulan remaja melompat ke udara ketika berlatih ktnwhiran
perlu sokongan daripada pasar
parkoui di sebuah kawasan lapang yang menempatkan khemah di Ratan,
raya di negeri Selangor. Mereka
Tebing Gaza pada Selasa lain
harus mengubah daripada menye-

Di Sebal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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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s beri semula tauliah
Ahmad Dusuki
diberi kebenaran
mengajar
di Selangor
NOR AZIHAN MD GHAZALI

Pada masa sama, beliau
turut mengingatkan Ahmad

Dasuki agar sentiasa mengelakkan diri daripada membuat sebarang ucapan atau
kata-kata yang boleh membawa kepada ‘taasub’ dan
kebencian secara langsung
atau tidak langsung melibat-

shah alam

M

ajlis Agama Islam
Selangor (Mais)
membuat keputusan
bahawa pendakwah, Ustaz
Ahmad Dusuki Abdul Rani
dibolehkan terus memegang
tauliah mengajar agama Islam
atau apa-apa mengenai agama Islam di dalam Selangor.
Perkara itu dimaklumkan
melalui satu surat kepada
Ahmad Dusuki bertarikh semalam.
Setiausaha Jawatankuasa
Tauliah, Mohd Shahzihan
Ahmad berkata, keputusan
itu dibuat selepas mendengar
syor yang dikemukakan oleh
Jawatankuasa
Hak
Pendengaran dan selepas
beberapa penelitian dibuat
dalam kes berkenaan.
“Justeru itu, Jawatankuasa
Tauliah yang bersidang pada
10 April lalu memutuskan
Ahmad Dusuki dibenarkan
untuk terus memegang tauliah mengajar agama Islam
atau apa-apa mengenai Islam
di dalam negeri ini.
“Ia telah ditetapkan
mengikut Seksyen 118
Enakmen Pentadbiran
Agama Islam (Selangor) 2003
Pindaan 2015,” katanya dalam
surat berkenaan.
Pada masa sama, beliau

ahmad dusuki dibolehkan terus memegang
tauliah mengajar agama islam
ahmad dusuki

kan sesama umat Islam.
“Beliau perlu patuh sepertimana dinyatakan dalam
para 17 (c),(d) dan Para 23,
Peraturan-peraturan Tauliah
(Selangor) 2008,” katanya.
Mais sebelum ini menggantung tauliah mengajar
Ahmad Dusuki berkuat kuasa
21 Mac lalu.
Penggantungan itu
dinyatakan melalui satu surat
bahawa tindakan itu dilakukan bagi memberi laluan kepada siasatan yang dijalankan
pihak M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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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ukur pada ALLAH’
SHAH ALAM - Pendakwah terkemuka,
Ustaz Ahmad Dusuki Abdul Rani bertekad meneruskan dakwah yang baik
di Selangor sebaik beliau diberi kebenaran semula memegang tauliah
mengajar agama Islam di Selangor.
Menurutnya, melalui kebenaran
itu dia berharap dapat terus berdakwah dengan cara yang terbaik di
negeri ini.
“Saya bersyukur pada Allah, semoga ujian ini tidak berpanjangan dan
mudah-mudahan saya boleh terus
berdakwah dengan cara yang baik.
“Saya akur kepada permintaan
Majlis Agama Islam Selangor (Mais)
supaya patuh kepada peraturan yang
digariskan itu,” katanya ketika di-

hubungi Sinar Harian semalam.
Mengulas berkenaan surat itu,
Ahmad Dusuki berkata, beliau menerima surat itu sekitar jam 12 tengah
hari semalam yang diserahkan wakil
Mais di pejabatnya di Seksyen 7, di
sini.
“Dugaan kali ini berlainan dari
sebelum ini, namun begitu saya ajar
diri saya supaya banyak bersabar kerana saya percaya ada perkara positif
di sebalik ujian yang saya lalui ini.
“Bila tauliah saya ditarik sebelum
ini, saya tidak tergopoh gapah dan
gelojoh mempersoalkan apa yang berlaku, sebaliknya saya hadapinya dengan tenang dan berlapang dada,”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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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ikap tidak endah JMB
KUALA LUMPUR: Jalan
berlubang serta tangki air
yang sering rosak kerana
tidak diselenggara oleh Badan
Pengurusan Bersama (JMB)
kini menjadi masalah yang
membelenggu penduduk di
Fresia Apartment, Taman
Lembah Maju di sini.
Selain jalan berlubang dan
tangki air rosak, apartmen
dengan 600 unit rumah itu
turut mengalami keadaan lif
yang sering rosak sehingga
mengundang masalah kepada
golongan kurang upaya dan
warga emas.
Warga emas Richard Yong,
73, berkata penduduk terpaksa menggunakan wang
sendiri u n t u k membaiki
kerosakan jalan kerana sering berlaku kemalangan
melibatkan warga emas dan
kanak-kanak yang terjatuh
akibat jalan berlubang.
"JMB tidak mahu bertanggungjawab membaiki kerosakan jalan kerana mendakwa
tidak menerima bayaran
penyelenggaraan sebanyak
RM72 daripada setiap unit
apartmen itu. Walaupun sudah membuat pelbagai aduan
sejak dua tahun lalu, namun
masalah kami tidak diendahkan dan akhirnya kami
menguruskannya sendiri
dengan menggunakan wang
kami," katanya.
Pemilik restoran Ann Pong,
53, berkata sikap JMB yang
tidak mengendahkan kebajikan penghuni apartmen
itu menyebabkan sesetengah
daripada penghuni tidak
mahu membayar kos penyelenggaraan bulanan.
"Sejak Majlis Perbandaran
Ampang Jaya (MPAJ) melantik JMB baharu sejak tahun
lepas, banyak alasan yang
diberikan oleh JMB kepada kami apabila menbuat
aduan, antaranya terpaksa
menanggung bil air tertung-

gak sebanyak RM40,000
dan bil elektrik sebanyak
RM300,000 daripada JMB
sebelum ini.
"JMB sebelum ini didapati menyalahgunakan wang
penyelenggaraan daripada
penduduk menyebabkan
kami terpaksa membuat
laporan polis dua tahun lalu
dan MPAJ melantik JMB
baharu," katanya.
Pong t u r u t mendakwa
segala aktiviti ataupun pengumuman yang dibuat oleh
JMB baharu itu tidak dimaklumkan kepada penghunipenghuni.
"Misalnya,
mereka
mendakwa telah mengadakan
mesyuarat agung dan taklimat
khas kepada penghuni-penghuni pangsapuri tetapi kami
tidak dimaklumkan mengenai
perkara itu. Mereka seharusnya memberitahu kepada
semua penghuni dengan menampal notis pintu ke pintu
ataupun tampal di papan
kenyataan namun keduadua ini tidak dilakukan oleh
mereka," katanya.
Sementara itu, Ketua MCA
Bahagian Pandan, Datuk
Leong Kok Hwei berkata
pihaknya akan mengadakan
perbincangan dengan pihak
JMB berhubung permasalahan penghuni Fresia Apartment terhadap kemudahan
mereka.
"Berdasarkan Akta Bangunan dan Harta Bersama
(Penyenggaraan dan Pengurusan) 2007 (Akta 663)
adalah menjadi tanggungjawab badan tersebut untuk
menjaga kawasan itu dengan
baik. JMB diberi amanah
untuk kutip dana dan upah
pekerj a menguruskan bangunan, jadi ahli jawatankuasa
perlu guna dana tersebut
dengan cara betul dan bertanggungjawab," katanya.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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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folk get a say in city's waste management plan
By KATHLEEN MICHAEL
kathleen@thestar.com.my

SHAH Alam City Council (MBSA) is
taking the public's suggestions into
consideration for its five-year masterplan to manage solid waste in
the city.
This is the first time MBSA has
opened its doors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matter.
About 100 people turned up at
the MBSA branch hall in Setia
Alam for a three-day discussion on

Shah Alam Solid Waste
Management Masterplan, which
will be implemented from 2019 to
2023.
Those who attended were
MBSA officers from its various
departments, city councillors, representatives from government
agencies, public and private education institutions, communities,
hotels, hospitals, developers and
investors, as well as those from
waste processing and waste collection companies.

The meet focused on topics relating to zero waste and circular
economy, where target audiences
were split into groups to brainstorm ideas for the masterplan,
which will be developed within a
year.
Shah Alam mayor Datuk Ahmad
Zaharin Mohd Saad said a clean
and sustainable city was not just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uncil,
but its people too.
By engaging the people, the
mayor hoped MBSA would 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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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ore holistic and comprehensive
strategy to manage solid waste as
well as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city folk.
With the aim of making Shah
Alam a Zero Waste City by 2030,
the city council initiated several
programmes to educate the people
on proper waste management.
"We have been working with
Fraser & Neave Holdings Bhd for
13 years to teach schoolchildren
about recycling.
"We introduced a waste-separation

programme but we realised that
some people could not grasp the
idea, and so, we have to educate
them further.
"This is a long-term plan to
tackle waste management issues by
instilling good habits from a young
age," Ahmad Zaharin said.
Last year, the city council spent
RM11.2mil on waste disposal and
public cleansing with management
of 154,236 metric tonnes of domestic waste and 97,739 metric tonnes
from public clean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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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vents

Noraini (front row, second from left) says the convention is a platform t o empower students to realise MPSJ's
12-year plan.

Children enjoying themselves at the Smart Generation Convention 2018

Cultivating 'green agents' for the future
MP5J ropes in students and teachers to meet its goal of being among world's 30 best cities by 2030
MORE than 2,500 students and teachers now
carry the hope of being the agents of change
in creating a better environment.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from 55
schools under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s (MPSJ) jurisdiction will be helping the council achieve its goal to be
among the world's top 30 green cities by
2030.
They were participants of the three-day

Smart Generation Convention 2018 held at
The Summit shopping centre.
MPSJ president Noraini Roslan, who
launched the event, said the convention
would act as a platform to empower the
students to help realise the 12-year plan.
She said, however, having the right
mentality was crucial in achieving the
goal.
"Thus to overcome that, MPSJ is trying

to change the mindset at school level," she
said.
Noraini said the convention provided
the foundation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acquire knowledge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een projects and activities.
"When they are educated in this, then
the budget for waste management can be
reduced, and we can use the funds for
other green efforts to become one of the

best cities by 2030," she said.
The convention was organised in line
with MPSJ's 2012-2030 Strategic Plan
which emphasises on the formation of a
civil society.
Comprising six modules and 12 activities, the convention was a continuation of
the Program Sekolah Sejahtera in 2017,
organised by the council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Selangor Education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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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seat will Azmin contest?
By WANI MUTHIAH

wani@thestar.com.my
KLANG: The biggest question in
Selangor is which parliamentary
seat PKR deputy president Datuk
Seri Azmin All will be contesting in.
Party insiders say Azmin, who is
also Selangor Mentri Besar, will be
moving out from the Gombak parliamentary seat, a Malay-majority PAS
stronghold.
The talk is that he will either contest in Shah Alam - with incumbent
Amanah MP Khalid Samad moving
to Johor - or Petaling Jaya (formerly
Petaling Jaya Selatan), a PKR seat.
However, Khalid denied he's moving to Johor, pointing out that
Amanah was only allocated two
seats in Johor.
"And I can confirm that Shah
Alam is being retained by Amanah,"
he said.
A PKR source said there was a
high chance that Petaling Jaya
incumbent MP Lee Hoy Sian would
be contesting a state seat and might
even replace party president Datuk
Seri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in
Kajang.
Sources said Azmin, who is also
the state rep for Bukit Antarabangsa,

might face trouble in Gombak due to
a large number of PAS grassroots
still feeling miffed about the party
being thrown out of the defunct
Pakatan Rakyat.
"Many members are angry that
PKR did not 'stand up' to DAP to
defend PAS," said a source.
If this is true, Azmin, who won
with a 4,734-majority in 2013, may
have to brace for a backlash.
Selangor PAS election director
Roslan Shahir admitted that there
were still hard feelings among its
members against Azmin.
"The freezing of state allocations
for PAS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was
also not well received. Yes, they are
angry," he said.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had
held back the annual allocations to
PAS assemblymen, resulting in them
having to fork out their own money
to service their constituents.
Roslan said Azmin's recent
"involvement" in Paya Jaras assemblyman Mohd Khairuddin Othman's
defection from PAS was also a factor.
"We know that PKR has been trying to snag our members and succeeded by getting Mohd Khairuddin.
"Our people are angry with PKR
for doing it," said Roslan.

/

Where to next?: Party
insiders say Azmin will be
moving out from the Gombak
parliamentary s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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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J Stadium
opens its doors
All local councils in Selangornow have own stadiums
capacity,
THE Ampang Jaya Municipal
The turf is made to look like
Council (MPAJ) Stadium in
natural grass and has received
Pandan Perdana is now open.
More than 5,000 people turned accreditation from world football governing body, FIFA.
up to witness the launch of the
There are 1,100 seats for specfacility, making MPAJ the last
local council in Selangor to have tators.
Also present were state
a stadium of its own.
Launching the RM23mil stadi- Housing, Building Management
and Urban Living Committee
um was Selangor Mentri Besar
Datuk Seri Azmin Ali, who hoped chairman Iskandar Abdul
Samad, Health, Welfare, Women
that it would become a sports
and Family Affairs Committee
hub for the area.
"As the most advanced state in chairman Dr Daroyah Alwi,
Youth Development, Sports,
the country, we must keep up in
Cultural and Entrepreneurship
terms of infrastructure and tech- Development Committee chairman Amirudin Shari and MPAJ
nology.
"The stadium could also serve president Abdul Hamid Abdul
as a community platform that
strengthens unity through sports
activities," he said.
There were various activities
including a silat flash mob,
marching band performance as
well as friendly matches for
sepak takraw, archery and
4x100m races.
Construction of the stadium
started at the end of 2015 and
took 18 months to complete.
The stadium has a 400m synthetic race track spanning a
6,090sqm and 8,670sqm synthetic football turf.
Installed in November, the
race track uses US brand
Spurtan BV or the dual layer
sandwich system with a thickness of 14mm and an elastic
effect on the track.
It is recognised by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ore than 5,000 people attending the launch of the MPAJ stadium.
Athletics Federation and can be
used for high jump, long jump,
triple jump and hurdle events.
Meanwhile, the artificial
turf football field uses the
German-made Ligaturf Legend
260, a sand-and-rubber turf
that is 100% polyethylene to
achieve maximum rebound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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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min planting
the bunga
tanjung,
. MPAJ's official
flower, to
mark the
opening of
the MPAJ
Stadium.
— NORAFIFI
EHSAIM/ The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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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 t o r s p o r t s hub: The Sepang International Circuit has played host to many international events, including the Fl and MotoGP. — filepic

Close race in Sepang
The contest between Barisan Nasional, Pakatan Harapan and PAS is expected to
be a tight one as the winners in 2013 took this parliamentary seat and the three state
seats under it with only a majority of between 682 and 2,317 votes.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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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 power sees record year
for new power generation
The rise to prominence of solar
power in 2017 saw the sector
doing better compared to the
net additions of coal, gas and
nuclear plants put together
by H A B H A J A N

SINGH

SOLAR power energy dominated global investment in new power generation like never before
in 2017.
The world instaled a record 98GW of n e w
solar capacity, far more than the net additions of
any other technology — renewable, fossil fuel or
nuclear, a n d solar p o w e r attracted far m o r e
investment at US$160.8 billion (RM623.9 billion),
u p 18%, than any other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a latest energy report.
The "record prominence" of solar power last
year saw the sector doing better compared to the
net additions of coal, gas and nuclear plants put
together.
"The strength of these renewable energy (RE)
investment totals over the years has happened
despite steady falls in capital costs, particularly in
solar. Those reductions meant that developers have
been able to instal year-on-year more megawatts for
the same number of dollars," according to the
Global Trends in RE Investment 2018 report.
The report, published jointly by the United
N a t i o n s E n v i r o n m e n t P r o g r a m m e (UNEP),
F r a n k f u r t School-UNEP Collaborating Centre
and 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nce, f o u n d that
falling costs for solar electricity, a n d to some
extent w i n d power, w a s continuing to drive
deployment.
Last year w a s the eighth in a row in which
global i n v e s t m e n t in r e n e w a b l e s e x c e e d e d
US$200 billion — and since 2004, the world has
invested US$2.9 trillion in these green energy
sources. Overall, China w a s by far the world's
largest investing country in renewables, at a
record US$126.6 billion, u p 31% in 2016, noted
the 86-page report.

Bloomberg

A n a e r i a l v i e w o f solar p a n e l s . C h i n a a c c o u n t s f o r j u s t o v e r h a l f o f t h a t n e w g l o b a l solar c a p a c i t y in 2 0 1 7

In total, it said US$279.8 billion was invested
in renewables excluding large h y d r o a n d a
r e c o r d 157GW of r e n e w a b l e p o w e r w a s
commissioned last year, u p from 143GW in 2016
and far outstripping the net 70GW of fossil fuelgenerating capacity added (after adjusting for
the closure of some existing plants) over the
same period.
China accounted for just over half of that new
global solar capacity in 2017, and it accounted
for 45% of t h e US$279.8 billion c o m m i t t e d
worldwide to all renewables, excluding large
hydro-electric projects.
T h e r e p o r t does n o t cover larger h y d r o electric d a m s of more t h a n 50MW, as well as
energy smart technologies such as smart grid,
electric vehicles and energy storage.

Regional Outlook
The energy report also noted that developing
economies in Asia-Oceania, excluding C h ; n a
a n d India, h a d a mediocre year in t e r m s of

for solar, but the tender evaluation process has
been unclear and participation limited to a few
developers.
"In the Philippines, developers of more than
1GW of w i n d projects have b e e n u n a b l e to
p r o g r e s s b e c a u s e of the lack of a suitable
regulatory framework," the report said.
It a d d e d that Thailand was host to US$671
million of RE investment in 2017, but this was
d o w n f r o m US$2.4 billion the previous year,
mainly due to a cut in t h e size of the country's
second Agro-Solar p r o g r a m m e and the
introduction by the government of a new type of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 (PPA) less friendly
to intermittent generation.
"Vietnam announced a solar feed-in tariff, but
developers were in a cautious mood over the
bankability of PPAs.
" M e a n w h i l e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investors a n d
m a n u f a c t u r e r s have a n n o u n c e d a m b i t i o u s
plans for w i n d projects in Vietnam, but so far
the tariffs on offer have been insufficient for
many projects to be built," the report said.

renewables investment.
Falling Costs
Malaysia r a n k s third, after Indonesia a n d
On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captured in the
H o n g Kong, in a chart m e a s u r i n g RE for that report was the steep reductions in capital and
part of the world.
generating costs for renewables, w h i c h have
Indonesia led the chart due to the 80MW PT been instrumental in creating a bigger market
S u p r e m e E n e r g y M u a r a Laboh g e o t h e r m a l than ever before for these technologies.
project w i t h a n investment of US$610 million,
"Some projects that would not have been
w h i l e H o n g Kong owes its p r e s e n c e in the economic at the cost levels prevalent in earlier
ranking more due to the public market activity, years have become viable.
rather than to the build-out of RE capacity.
"The n e w capacity a d d e d of r e n e w a b l e s
Noting the "smattering of project financing in excluding large hydro has jumped from 69GW
wind and solar" elsewhere, the report mentioned • in 2010 to 143GW in 2016, and a record 157GW in
the I t r a M A S Scatec Malaysia p h o t o v o l t a i c 2017," it said.
portfolio, at 197MW and US$292 million, and the
It c a u t i o n e d , h o w e v e r , t h a t i n v e s t m e n t
Energy Logics Pasuquin East w i n d f a r m in the decisions m a d e in one year may not translate
Philippines, at 132MW and an estimated US$205 into capacity commissioned in the same year,
million.
but in a later one.
"The modest RE investment figures for the
Offshore w i n d projects, for instance, often
populous South-East Asian economies with fast- reach commissioning t w o to three years after
g r o w i n g electricity d e m a n d resulted m a i n l y the final investment decision.
from policy uncertainty.
For solar projects, that gap is usually much
"Indonesia a n n o u n c e d competitive tenders shorter, at three to six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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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rial over 'scuffle'
KUALA LUMPUR: A Selangor
government employee claimed
trial at the magistrate's court
here yesterday to a charge of
obstructing a police officer
from carrying out his duties at
the entrance to the Parliament
building.
Mikhael Iskandaar, 39, who
works as a communications
coordinator, pleaded not guilty
after the charge was read to
him. He was charged with
obstructing Supt Mohamed
Rafiq Mohamed Mustafa from
carrying out his duties at 10am
on April 5.

Mikhael was charged under
Section 186 of the Penal Code,
which provides for a jail term of
up to two years, a maximum
fine of RMio.ooo, or both.
Deputy public prosecutor
Noorelynna Hanim Abd Halim
did not propose bail.
Magistrate Maizatul
Munirah Abdul Rahman set bail
at RM6,ooo in one surety and
ordered the accused to report
to a police station once a month
until the disposal of the case.
The court set May 21 for
m e n t i o n . - by Vathani
Panirchellv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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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看好但非常关键

• A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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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党会成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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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看好但非常关键

有默契，与旺姐一派形成冲突。
“我认为伊斯兰党的全线开打
对巫统有利，明显的事实是将分散
马来反对票的票源，而非巫统选区

说，伊斯兰党决定全线开打，按

虽然也会有一些影响，但对国阵成

照现有的政治版图，首当其冲的

员党的马华、民政及国大党不会造

将是希望联盟。

成太大旳影响。”

迦玛指，自从伊党与民联分

受询及如何看待伊斯兰党在即

裂之后，伊党已形成了一股第三

将来临大选中的表现时，迦玛指

势力，而且是不容小觑的势力，

出，伊党要取得比上届21席国会

这将造成许多地区将因而出现三

的更佳成就可能性不高，可是预料

角战或多角战。“伊党是传统的

不会取得太差的成绩，毕竟伊党在

反对党，在仍然存有反对党的影

东海岸的丹登两州，北马吉打及玻

子下，很自然的将分散希望联盟

璃市，还有中马雪兰莪都有稳固的

的票源，希联将受到伊党插上一

基本盘。
他认为，这次伊斯兰党扩大战

脚的考验。”
当中特别是诚信党与土著团

线，未必会伸展该党的政治版图，

结党将面对首要的冲击，因为这

微妙之处在于倘若国阵与希联所获

两个党都是以马来人为主的政

取的席位接近，该党就可能崛起成

党。他分析说，伊党对公正党的

为支持任何一方组阁的造王者。#

情况与关系就显得微妙，这是因

4

时刻，伊党可以成为造王者。他

0

席

个

0

国席。

弦，可能出现旳局面是与阿兹敏较

评论员迦玛接受《光华日报》访
问时直言，不看好该党会有突破
性旳表现，只是不否定会在关键

1

况？长期有观察伊党动向的时事

•哈迪阿旺早前已宣称，将在全国各州竞选

为该党一派与雪州大臣阿兹敏较
好，一派则与拉菲兹及旺姐不咬

考验大马多元体制

关键时刻成造王者。
•迦玛••伊党可能会在

伊党准备在全国大选中全线
开打，究竟会产生怎样的一个状

若如愿臝取

(槟城12日讯）伊斯兰党普遍上不被看好会
有突破性的表现，但不排除会在关键时刻，会成
为第14届大选的“造王者”。

3

I愿透露姓名的政治观察者觉得，如果伊党如愿赢取4•席，
’1、意味着该党非但收复莫哈末沙布一众叛将的6个议席，更增
加整整2•席，相信将影响伊斯兰政策在短期内跨进一大步，马
来西亚的多元体制从此将面对巨变的考验。
原本只赢得21个国席的伊党这次放眼夺取40席，主要是增
加组成伊斯兰政府的话语权。这名政治观察者续称，由于伊党的
唯伊斯兰政策至上路线令非穆斯林选民裹足不前，特别是不再有
行动党及公正党的华人力量扶持，要取得4•席看起来是梦难
圆。
“这次伊党的孤独上路加剧了选战变数，最终会是怎样的一
个结果，取决于全国伊斯兰与非伊斯兰选民旳那一人一票如何去
做出取舍。”
盘踞吉兰丹州多年的伊兰党虽然失去了已故长老兼前州务大
臣聂阿兹，但是基本盘稳固，即使如今准备杀出孤独岗，看起来
巫统为主的丹州国阵依然不易重夺州政权。虽然过去伊党曾入主
登州政权，并在微妙情况下一度出任霹雳州务大臣，但这一次孤
身上路，一般上不被看好会有昔曰那一刻的辉煌。
总的来说，伊斯兰党着重的是稳住吉兰丹政权，并放眼在全国
各地能有更佳的战绩，这也是这个老牌政党创立半个世纪以来最
大规模的出击，成王败寇就看这一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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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望伊刑法而却步，很大程度上将造成巫统渔
翁得利。
伊党全国主席哈迪阿旺早前宣称，将在全
国各州竞选130个国席，并做好面对三角战
及多角战的准备。伊党自从在国会提出关于伊
刑法355条文私人法案后，与行动党及公正
党公开断交。除了在雪州政府维持微妙的伙伴
关系外，在新成立的希望联盟已不再有伊党影
子，由伊党分裂出来的诚信党代替了其地位。
在过去一年来，伊党尽管不断与巫统秋波

暗送但没结盟，这次大选将全面开打，造成一
对一的局面已不可能再出现，伊党将追着公正
_党与由叛将组成的诚信党对决，对巫统大军将
’产生怎样的影响备受关注。
此外，伊党一旦介入马华或民政选区的战
役，就如柔佛亚依淡及安顺国席，在种族与宗
教情结关系下，可能将影响穆斯林选民的投票
取向，对寻求蝉联的两位部长魏家祥及马袖强
并不是一件好事。#

巫统或渔翁得利

与伊党支持力量分化后，加上非穆斯林选民可

追着蓝眼诚信党对决

5取
、线开打，除了其位于东海岸二州吉兰丹
及登嘉楼的堡垒区有胜算外，公正党或诚信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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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续掌控丹政权

放眼再夺登州
#党除了要继续掌控吉兰丹州政权，不排除放眼再夺登州政权。

I/4

伊斯兰党过去至今都扎根于东海岸的丹登两州，虽然长老

级的聂阿兹已经作古，但是除了哈迪阿旺这些老牌战士之外，党内
不乏少壮派的宗教精英份子，除了可望继续掌控吉兰丹州政权，不
排除放眼再夺登州政权的欲望，特别是当地巫统尽管执政，却因派
系问题而常闹别扭。
在主席哈迪的身先士卒下，伊斯兰党的除了将政权主力集中在
东海岸两州，他们也尝试在北马的吉玻两州、霹雳及中马雪兰莪与
彭亨开拓政治版图。该党在一些传统马来区，具有固定的政治力
量。不过，由于形成三角战，伊党在全线开打，或造就了巫统极有
可能坐收渔翁之利。
至于在非巫统的混合区，则存在难于预见的变数，对在这些地
区竞选的国阵与希联候选人，是福是祸仍无法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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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党是传统的反对党，很自然的将分散希望联盟的票源
望联盟的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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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洗衣店连环爆
烘焙师遭炸伤命危
(吉隆坡12日讯）自助洗衣
店爆炸，46岁烘焙师炸伤，性
命危殆！
前天晚上8时15分，单身
女子杨梦珠如常到所光顾的自助
洗衣店，不知何故洗衣店发生爆
炸，严重灼伤，目前在加护病房
抢救，情况不乐观。
目击者形容，洗衣店的板门
炸飞，随后还有连续三响爆炸
声，万分惊险，仿如战场。
73岁伤者母亲叶秋华、44
岁妹妹杨梦莲、22岁侄女杨美
婷及33岁亲戚陈秀珍，今日由
民主行动党原任泗岩沬区国会议

伤者杨梦珠
自助洗衣店爆炸后，现场一片狼藉<

员林立迎陪同，带领记者重返坐
落增江南区的现场巡察，并召开记者会叙述经过。
伤者母亲和妹妹听目击者叙述事发惨状时，不
禁泪洒现场。
58岁报贩关明华在洗衣店前摆摊，他指出，爆
炸时，洗衣店板门飞落到他的档口，随后听了凄厉

最低，希望消拯局尽快找出应对此事负责的一方。
另一名士拉央市议员黄伟强也有出席记者会。

医生嘱做最坏打算
医生不表乐观，叮嘱伤者家属做最坏打算。
陈秀珍透露，伤者（夫婿的堂姐）在吉隆坡中

方面能协助与否，相信店主有购火险。”

央医院加护病护抢救，未过危险期。
“我们去探望过2次，医生都不允许我们进病，

立即把她扶出来。她的皮肤都烧得脱皮，头发也烧
焦，全身是伤。不过，她还能说话。”

担心伤者细菌感染。医生也叫家属做最坏的打算。”

他说，他们合力把伤者扶出来，洗衣店还传来
3次爆炸声，非常惊险，犹如打战。
他指出，第一次爆炸时，火势还不算严重，半

何帮上忙的。
“事实上，他已帮不上什么，我们只希望她尽快
痊愈。”

大约晚上9时，伤者才被送去医院，而洗衣店
爆炸后，该区交通出现非常堵塞。
士拉央市议员游佳豪也有出席记者会，他希望
消拯局尽快查出爆炸原因。

林立迎说，杨梦莲也是名烘焙师，但每月薪金
仅有11••令吉。
“我们或尝试联系店主要求帮忙，例如在医药费

的悲叫声。
“她（伤者）跑出来，哭得非常凄惨，我的朋友

小时后，就火势冲天了。

庭的经济支柱。”

她说，事发后，洗衣店店主主动联系，询问有

杨美婷说，姑姑一家住在增江南区华小附近，
经常会去该洗衣店洗衣服。
她说，姑姑一周光顾约2次，洗衣量大约是一
个环保袋旳尺码。

他也要求市政局在批准洗衣店营业执照时，应

伤者是家庭经济支柱，不幸事件严重影响家庭
收入。

有特别规格和条例管制，包括洗衣机和烘干机数

叶秋华说，她有3位女儿，一位嫁了，其余同

量o
“我们要确保洗衣店符合安全规格，把危险减到

住。
“现在，梦珠倒了，我也不知怎办，毕竟她是家

事发前附近店家嗅到煤气味
煤气泄漏，导致爆炸？
根据洗衣店附近的店家披露，事发前嗅到煤气
味，以为是洗衣店隔壁的嘛嘛档漏煤气。
不过，嘛嘛档档主较后否认此事，大家才怀疑
煤气味是源自洗衣店。
关明华说，该洗衣店大约营业了 2年，是24小
时制，每到晚上8时许都有不少顾客。
“事发时，洗衣店有不少顾客，但听到呼叫快点
逃跑时，都安全逃走。
他说，可能伤者不谙马来文，所以才没有及时
逃出来。
至于为何有人喊逃跑，他则不清楚。
现场所见，该洗衣店有7架洗衣机和6架烘干
机，爆炸原因待当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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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行动党适耕庄原任州议员黄瑞林

150亩工业地将开发

适耕庄发展食品加工业
独家报道
摄影：陈钊伦

(巴生12日讯）“鱼米之乡”适耕庄除了农耕、渔业及生态旅游业发展，未来将有一块面积约150
亩的工业地有待开发，为当地居民制造更多就业和创业机会。
该片工业地位于适耕庄4 号及5 号沟，家用电器与电子配件制造厂商机兴控股（K H I N D ) 将
在该处设立生产基地，同时也放眼配合当地的农渔业，发展成为食品加工业园区。

耕庄也素有“风扇之乡”的美誉，机兴
控股是当地唯一有规模的工厂，也是国
内主要的风扇与电器制造商。
民主行动党适耕庄原任州议员黄瑞林接受
《南洋商报》t?访时说，适耕庄是全国粮食安全计
划区，经济转型并小 容易，尤其大部分土地皆属
i

不可转换农业地，局限了工业的发展。
唯一的大型工业机兴控股，也曾因无土地扩
展，一度计划迁厂。“这家在适耕庄起家的公
司，近年W发展空间有限，已在瓜雪县八丁燕带
购置工业地并准备迁厂，“

寻工业地留住机兴控股
他说，机兴控股是适耕庄仅有工业，为当地
人制造500个就业机会，每个月发出薪资估计为
100万令吉；工厂一旦迁离，对适耕庄打击很大。
他较后与该公司管理层沟通，允诺协助在适

黄瑞林连任三届适耕庄州议员，也是适耕庄最佳的生态旅游代言人。

耕庄寻找可发展工业地段，以让该公司继续在适
耕庄投产。
“经过掌管工商事务的高级行政议员拿督邓章

钦、雪州投资促进机构，以及沙白县议会的协

关地段在J007年期间，由当时的国阵州政府批发

助，我们在4号和5号沟发现一块工业地，惟有

给80余名马来地主。”.

适耕庄热浪沙滩是非常受落的休闲景区，假日时常挤满人潮。 (档案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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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兴控股扩大工厂规模

为村民制造就业机会
黄瑞林说，在考量机兴

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控股工业发展对适耕庄的重

不过，他强调，发展丁

要，州政府鼓励该公司管理

业的同时，也须维护当地的

层向地主收购土地，并在大
臣允准下，协助地契转名。
“如今，机兴控股巳完成
所要收购的土地目标，并计
划未来5年扩大工厂规模‘
我们也希望随着该公司继续
留在适耕庄，以及该工业地
的发展，将吸引更多的工业
进驻适耕庄，为木地乡民制

改善交通基建

自然生态，当局将谨慎审批
提出工业发展的申请。
“我们鼓励污染度低丁业
或食品加工业，从而结合当

地农渔原产品，如稻米、农
产品、鱼类等，开展农渔下
游丁业，为适耕庄开发更多
的经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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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未来5年游客倍增
在黄瑞林担任二届州议员期间，适耕庄从鱼米之
乡蜕变为生态旅游区，未来相信在改善交通设施后，
游客人数将倍增。
他说，适耕庄从过去藉藉无名，以渔农业为主的
朴素乡区小镇，发掘其潜能与卖点及大事宣传后，崛
起成为闻名国内外的生态旅游景点。
“这10年来一步一脚印的努力，从不被认同、不被
看好，到今天的发展成就，适耕庄小 仅闻名全国，甚
i

至还走向世界。
“不过，我们并没有M此而满足，旅游业发展仍有
改善的空间，包括须解决交通阻塞与道路基建等问
题。”
他说，未来3年的计划是改善当地基建设施，完
善及缩短前往该区路线行程，再配合雪州政府适当的

机兴控股是适耕庄唯一具规
模的工业。图为雪州苏丹殿
下（右三）与苏丹后（右）
莅临适耕庄时，顺道参观工
厂，右二是郑秉吉，右四是
阿兹敏。（档案照）

行销策略、宣传，让来适耕庄旅游变得更轻松，而且
通畅无阻。
“今年至2020年，适耕庄将提升联邦5号公路，成
为西海岸大道的一个衔接路段，预计适耕庄未来5年
的游客人数可增长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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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林：大量幽灵选民

守土需靠高投票率
预料将在原区守土的黄瑞林认同适耕庄是行
动党的“黑区”，尤其是出现大量幽灵选民后，
他需靠高投票率，才能守住议席。
他在参与该州席4届竞选，1999年出师小

i

利，以2044张多数票败北。之后，2004年首次中
选，多数票334张，2008年3.08海啸也仅以190
张多数票险胜；直至2013年5.05大选，他才以
2269张多数票，稳住议席。
“尽管适耕庄并未受到选区重划影响，但之前
出现大量的幽灵选民，使到选民结构出现大变
动，马来选民从原有40%增加至44%，华裔选民
则从57%降至53%，印裔选民则从3%增加至
4%。”
他指当初积极捉“幽灵”，成功阻栏多达
5300名选民登人适耕庄，否则他早巳未战先败。
“我必须每票必争，更希望游子选民踊跃回家
投票，只有如505大选般超过80%以上的高投票
率，行动党才能更稳守此议席。

适耕庄在黄瑞林过去10年积极打造下，己蜕变
成为闻名国内外的自然生态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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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马华候选人勿做跟班
马华派出年轻建筑师李奕渊竞选适耕庄州
席，黄瑞林认为，年轻人参政是好事，是正面和
健康的发展，但新兵也需有从政理念、理想及原
则，切记不要只是做“跟班”。
他说，据他目前的观察，马华准候选人小 断
i

被巫统大港区部主席拿督斯里贾马牵着走。
“贾马曾辱骂华人，他还欠华人一个道歉，是
华社讨厌的人物，但李奕渊却一直与他同行。”
他指从政者应有政治理念及未来大计，对于
国家发生弊端，李奕渊是否持有本身的立场？针
对马华被边缘化，他又有何抱负呢？
“年轻参政者要勇于发言，针砭时弊，倘若李
奕渊就连这些想法也没有，选民为何要支持他？”
另外，针对在补选中胜出的大港国会议员布
迪曼的表现，黄瑞林表示，对方在州议会表现平
平，进人国会也没有协助反映农渔民的问题，反
倒支持选区划分及打击假新闻等法案，选民自有
评断。
“布迪曼虽常表现亲民，甚至刻意亲近华人，
进人华人餐厅，与吃肉骨茶的华裔同桌，喝他们
冲泡的中国茶，还有学唱华文歌曲，但这是人民

要的代议十吗？”

软性方式感动选民

火箭马来社区享口碑
黄瑞林说，行动党以软性的方式感动当地马
来选民，服务马来社区已享有一定的口碑。
“尽管行动党一直被污蔑为反马来人和反回教
的政党，但我们很有耐心把行动党不分种族的形
象打人郊区，丨丨：马来人知道火箭小i是洪水猛兽，
火箭也有很多亲民、亲近郊区马来人的议员，而
且服务绝对不比国阵差。”
他表示，贾马一直攻击他担任E届议员没有
帮助马来人，但只要问问当地的马来人，他们都
知道适耕庄和大港一带，谁才可以真正帮助到他
们。
“在每年拨出的援助金巾，马来人的比例虽然
不比华人高，但他们所得更多。我也都把账0公
开给马来甘榜村氏过目，他们都清楚这点，贾马
小i曾帮助马来人的指责小i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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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重乡情独钟赖玉兰
行动党双溪比力守土非易事
(双溪比力12日讯）尽管民主行动党在

华准候选人拿督

上届5,05全国大选，击破马华安全

黄祚信，至于消

区——双溪比力州议席，但当地仍暗潮

息是否属实，也

汹涌，除非是受当地基层欢迎的人选出

是原任史里肯邦

征木届大选，否则恐怕守土小i成。
原任双溪比力州议员赖玉兰以新人
姿态上阵，在反风助阵下，以1972张
多数票在四角战下突围而出。

传欧阳捍华受命上阵
虽然旱前有传她不会在本届大选寻
求蝉联，改由天兵取而代之，但可靠消

安州议员的欧阳
选人名単中，仍有赖玉兰的名字，可见

捍华曾公开透

她是基层力荐的候选人。

露，他愿意配合

消息透露，行动

党的竞选策略，

党双溪比力多个

早前赖玉兰+守土消息传开后，行动党

身先士卒到选情

支部基层仍属意

曾安排新面孔到当地服务，其中包括加

告急的选区上

赖玉兰。

影市议员黎潍福，但他在当地活跃一段

阵。

消息说，双溪比力基层着重乡情，

时日后，就不再见到踪影。

息向《南洋商报》透露，行动党双溪比

农历新年后，有消息指雪州行政议

力多个支部基层旱前提交给党中央的候

员欧阳捍华受党命派到双溪比力对垒马

小过，有义选区是否意味着是双溪
比力，则暂没确凿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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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祚信人气略升
第14届大选选区划分正式通过

至于黄祚

后，行动党把双溪比力圈定为3个关

信，消息说即使

键危险区之一，主W有二，其一为双

他在上届败北，

溪比力是马华集中火力的选区之一，

但在过去数年，

其二为双溪比力为混合区。

他积极推出双溪

巫裔选民占52%

比力旅游活动，
而且常出现在马

该选区在约2万9802选民巾，华

华大型活动，曝

裔选民只占29%、巫裔有52%、印裔

光率颇高，人气

黄祚信常出席活

和其他种族分别为19%和1 %。

比上届略有提

动，曝光率高。

尤值一提的是，双溪比力州议席
在5,05大选前，一直是国阵马华的安

升。
消息说，若国阵提供资源助马华在

全区，即使雪州在3,08时成功变天，

双溪比力竞选，行动党派出的华裔候

但马华仍保得住此州席，由叶怡华当

选人要拿下此巫裔选民占半的选区，

上该区一届议员。

实属不容易，也充满挑战和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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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的洗衣店仍是满地狼藉。

疑石油气泄漏

洗衣店爆炸女子重伤
(吉隆坡12日讯）疑液化石油

豪与黄伟强等，拜访伤者母亲

气泄漏引发爆炸，一名女子W逃

叶秋华（74岁）�妹妹杨梦莲

避小i及而严重烧伤，周二晚送人

(44

医院后一直在加护病房观察，至
今未苏醒。
这宗意外是在增江南区“间
肖助洗衣店发生，伤者杨梦珠
岁，面包店员工）今日动手

(46

术，一旦成功将可脱离危险期。
据了解，她是于周二晚8时
左右，到住家附近的自助洗衣店

岁，面包店员工）、堂弟媳

陈秀珍（33岁）等家人，了解情
况。

不谙国语或不知危险
叶秋华说，女儿人院至今
未曾苏醒，在加护病房昏迷，
目前只有她和少数家人进去病
房见过伤者。

清洗衣物时遭遇意外，公众把她

杨梦莲则说，姐姐并不懂

从火场救出来时，身上多处严重

马来语，或许W此当时不知道

烧伤，但仍清醒，静待救护车送

有危险要离开，

往吉隆坡中央医院，但人院后便
告昏迷。.
民主行动党甲洞区国席准候

选人林立迎、士拉央市议员游佳

陈秀珍说，伤者入院至今
都在加护病房，医生也限制探
访，她和其他家人到过医院2

次，都见小 到伤者。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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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明华（右）向林立迎（左起）、黄伟强、杨梦莲及叶秋华，叙
述目击经过。

其他顾客爆炸前被警告离幵
目击者关明华（58岁，报
贩）说，事发当天洗衣店除了伤

而伤者来不及，就发生了爆
炸。”

者，其实还有其他客人，小 过其

他说，他的摊位就在洗衣店

他人在爆炸发生前，就被人警

对面，只隔着一条马路，在爆炸

告，来得及离开现场。

时洗衣店内的板门，直接飞越马

i

他说，洗衣店旁的嘛嘛摊小
贩，小 知道如何发觉不妥，在爆
i

炸前就要洗衣店内的人疏散，然

路到其摊位旁，冲击力很大。
他说，伤者离开后，洗衣店
也陆续发生2次爆炸。

林立迎：将联络业者商议协助
林立迎说，伤者与妹妹及母

过伤者家屈，他也会再次联络业

亲，3人是居住在亲戚屋子的一

者，看对方可以给予怎样的协

个房间内。

助，至于是否有进一步行动，仍

“伤者妹妹杨梦莲的收人，
每月1100令吉并不多。”
他说，洗衣店业者曾经联络

得等警方及消拯局调查，找出肇
事原W后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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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立沙末：依约土地案给人错觉

及在巴生一间祈祷室无证教导回

反贪会应展现专业一面

决是罚款2900令吉，他说，后

另一方面，卡立沙末曾因涉

教教义被控，起初回教法庭的判
来上诉后，回教法庭批准降低罚

(莎阿南12日讯）原任莎阿南

的垦殖民家庭了解情况。

款至1900令吉。

区国会议员卡立沙末认为，依

另外，他对反贪会扣查两名

“雪州宗教局对回教法庭的

约土地索贿案似乎令人感觉反
贪会成了 “政治工具”，希望

分別64岁及76岁的垦殖民感到

判决小 满，而上诉法庭的罚款可

不解，因为他们并未涉及任何舞

以令我失去议员资格，但庆幸当

反贪会应展现他们专业的一

弊行为。

局的上诉不受理，这也意味着有
关案件巳告一段落。”

面。

他说，早前，数名发展商委

他今午召开记者会说，依约

任的“中间人”，主要是负责

土地问题困扰垦殖民16年，雪

与垦殖民磋商事宜的人，也遭

州政府如今也顺利解决，但却

反贪会扣查，这是不逻辑的行

被指当中涉及舞弊成分。

为。

有关课题涉及约千户垦殖民
的家庭，如今国阵的做法已让
他们感到紧张，会于本月14

i

-，：：畝

罚款减低保议员资格
他说，若要行贿或舞弊，都

R

在武吉古晋(Bukit Kuching)聚

是发展商做，怎么会是“中间

会，雪州政府也会在场向大家

人”在操作，整个程序似乎有

讲解事件来龙去脉，让受影响

欠逻辑。

换取国家美好未来

吁选民展现牺牲精神
卡立沙末表示依约土地案件
卡立沙末呼吁选民展现牺牲精神，以换取我国美好的未来®

让人感觉反贪会成了政治工

他说，第14届大选投票FI落在5 月9 FI (星期三）是不正确

具。

的安排，因为学校必须在周一及周二
上课，周二下午学校就必须准备作为
投票站的用途，之后周H投票结束
后，校方必须尽快清空，好让师生能
在周四（10日）如常上课。
他认为，选委会的做法没有考虑
他人，尤其是校方的处境，而有关决
定并非一个方便人民的决定。
他说，若希盟执政，必会提早通
知下一届大选的日期，方便人们安
排，绝不会营造有利自己的场面后，
才宣布解散同会及举行全国大选。
卡立沙末说，在第14届大选，行
动党牺牲了木身的党徽：国家诚信党
离开伊党、前首相敦马哈迪加人在野
党、公正党重新接受敦马哈迪，如今
在野党都已作出牺牲，希望人民也能
作出少许的牺牲，以换取我国美好的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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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再来吵。”

鉴定65小贩举行面试

i

他也说，皇冠城巴刹的

冠城巴刹料下半年启用

曰—
巴刹一再展延启用，如今加

营业日期一再展延，预料下
半年将可启用，
皇冠城巴刹共有120档
湿摊档，每档面积是8尺乘

午9时至下午2时，但至上
午11时没超过30人到来。’’

影市议会已鉴定65个即将迁

“市议会已发函通知，包

人的双溪龙和皇冠城早市小
贩，并于今日面试。

括要求小贩公会通知他们到

据了解，被鉴定的65个

来面试，否则如同弃权，若

小贩分别是双溪龙44个、皇

之后市议会重新安排，小贩

来面试，被鉴定的小贩应到

10尺，每月租金300令吉，
未包括水电和杂费。
市议员刘佳达说，双溪
龙和皇冠城人口稠密，两地
居民对巴刹各有需求，湿摊
档和干摊档集中，方便居民
买菜。

冠城21个，他们是这两个早
市卖菜、鸡及肉等的湿摊档
小贩。
皇冠城巴刹共有120档
湿摊档，因此当局先做此安
排，至于干货的摊档即卖杂
货、水果及衣服等的小贩，
胳另荇々卜拥0

小贩面试反应淡
加影市议员梁昭胜说，
重新安顿早市小贩到新巴刹
营业的面试活动，是由市议
会产业估价和管理局、市议
会投资和财务小组市议员负
责。
“遗憾的是，到来面试的
小贩不踊跃，面试时间从上

Page 1 of 1

一再展延启用的皇冠城巴刹，预料可在下半年启用。

》双溪龙早市小贩小商公会主席•李国强

盼兴建永久巴刹
小贩担心迁至
新地点营业后，生
意将受影响’进而餘、^
影响生计，况后，
湿和干摊档不是一
起搬，顾客或减
新巴刹摊档的
面积比现有的小，
现有的摊档有21
尺长。之前，市议会有计划把早市迁至
附近的地点继续营业，但至今还未落
实，早市巳三度搬迁，我们希望在双溪
龙有一座永久的巴刹。

加影市议会星期四面试安排进入皇冠城巴刹营业的
小贩，后排左起市议员林金瑛、梁昭胜及李仁英。

双溪龙早市有130多档，三分^是
湿摊挡，余者为干摊档。

13 Apr 2018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al • Page: A22 • Printed size: 1137.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d Value: MYR 14,302.00
PR Value: MYR 42,906.00 • Item ID: MY003228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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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瑞林：迷思“马安配”最佳组合

郊区或掀马来海啸

Page 1 of 2

大城市，其实郊区才是主要战
场。”
他说，郊区过去风平浪静，
只要掀起5至10%的马来海
肃，已是破纪录，而木届大

11

选，郊区将风起云涌。
“马哈迪从一开始反纳吉但
小 倒巫统、到救巫统，打纳
i

(巴生12日讯）民主行动党H

郊区马来选民的风土人情与文

吉，直至今FI与巫统势不两

届适耕庄州议员黄瑞林相信，

化。

立，希望联盟已开始建立起威
望和信心。”

马来人视“马哈迪与安华配”

《南洋商报》今次特别以
“郊区马来海啸吹得起吗？”为

为最佳马来领袖组合的迷思，

他表示，希盟绝非过度肖

将能促使郊区掀起马来海啸，

前雪州继高级行政议员拿督邓

专访主题，邀请他畅谈雪州郊

信，因为今次反对党的凝聚力

只要海啸出现和高投票率，国

章钦之后，最资深的希盟州议

区马来人的政治动向。

与以往小一样，第14届大选将

阵确有可能失去执政权。

员。

黄瑞林在1999年全国大选

他也是第13届雪州立法议

首次出征适耕庄州议席，首战

会后座议员俱乐部主席以及公

出师小 利后，他于2004年、

共账目委员会主席。

i

2008年及2013年，三战三胜，
中选为适耕庄州议员，也是目

郊区才是主要战场

是希盟与国阵的一场终极决
斗。

“郊区肯定会掀起马来海

他相信，只要成功酝酿及掀

啸，但力度有多大，浪头去到

起马来海啸，维持70至75%的

黄瑞林在郊区选区深耕近

多远，现在还不得而知。大家

高投票率下，希盟绝对有实力

20年，精通爪哇语，非常了解

不要以为马来海啸只会出现在

取代国阵，执政布城。

国阵流失选票是事实
黄瑞林说，国阵可以继续
否定马哈迪的影响力，但国阵
流失选票，是铁一般的事实。
“国阵不断通过媒体宣传，
指马哈迪没有影响力和拉票的

袖。
“木届大选，他们肯定不会
投国阵一票，连带受影响的还
有支持者与亲朋戚友，国阵不
会流失选票吗？本届大选郊区

能力，但他们忘记了马哈迪、

到底会不会掀马来海啸，从这

慕尤丁、沙菲依和慕克力这班

里便可看出端倪。”

人，在2013年是支持国阵的领

雪政府深得马来民心
黄瑞林指马来海啸正在聚势

他说，据他了解，雪州公务

和形成中，尤其是雪州政府在

员和农民都认为，尽管希盟能

郊区打出温馨感动牌，深得马

否执政中央是未知数，但雪州

来民心。

政权绝不能输掉，因为雪州希

“在郊区，我们必须用软性

盟政府的福利太多。

黄瑞林（左）之前曾邀请马哈迪为筹款晚宴主讲

他相信“马

安配”将能促使郊区掀起马来海啸。

的方式打动民心，尤其是在雪

“国阵在马来郊区的强点只

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领

有小恩小惠，渔民、农民和乡

导下，他形象好，了解人民生

民，普遍上仍生活贫苦。因

这lii是雪州政府过去几年来一

不会一成不变，但雪州情况恰

活压力与困苦，福利政策又到

此，只要有福利政策能长期协

直在做的事。”

恰显示，郊区马来人对国阵的

位，而且也深得公务员拥戴。”

助郊区乡民，他们都会感恩，

他坚信郊区选民的政治动向

支持已开始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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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恩怨成立希盟感动选民
黄瑞林指希盟名誉主席敦

安配”的掌政时期，当时巫统

马哈迪医生与公正党实权领袖

几乎可以拿到80%的马来票。

拿督斯里安华的“破镜重
圆”，对马来人的思维带来很

时至今R，很多马来人还是存
有“马安配”便是马来人最佳

大的冲击。

领袖组织的迷思。

“安华于1998年起被打

“很多人都忽略了这点，马

压、污蔑，经历牢狱之灾，使

哈迪和安华能够识英雄重英

马来社会出现两极化；20年

雄，互相包容，包括林吉祥、

后，马来人很难想象马哈迪会

末沙布也能把私人恩怨抛诸脑

走出舒适圈，与安华‘破镜重
圆’。

后，成立今R的希盟。这股牺

“两人从小 见面，演变到可
i

牲精神，感动了很多中间选
民。

以见面、握手、妥协，甚至接

“当大家都认为这是小 可能

受对方成为领袖，使‘马安

的事，他们都做到了，我们乂

配’局面重现。”

算得了什么？这些支持票，将
会在马来郊区产生一股力量。”

他说，在马来人的印象

i

中，巫统最强的时代便是“马

软硬兼施化解与伊党斗争

赞阿兹敏策略高明
黄瑞林称阿兹敏以软硬兼

不责骂他们，还照顾他们，il:

施的策略对待伊斯兰党，不仅

伊党人感到‘亏疚’于我们，

化解了明刀明枪的斗争，还能

并开始觉得伊党的路线确实不

让一些伊党党员感觉“亏欠”

讨。这便是阿兹敏的用意，希

州政府，或会默默投希盟一

望伊党人最终能弃暗投明，小

票。
“伊党与希盟断交，让很多
伊党基S都徘徊在十字路口，
该党士气是历年来最弱。他们
小 知何去何从，也没有目标。
i

i

可能留下全部人，至少可以留
下部分人的心。”

对伊党没有爱恨
他形容，希盟对伊党没有

我们让伊党人知道，希盟并非

爱，也没有恨，W为一有恨，

不喜欢伊党，而是伊党领导巳

就有怨，到时伊党人一票都不

乖离该党的路线。”

会给希盟，还会搞破坏。如今

他说，阿兹敏没有一开始
便直接赶走伊党，而是软硬兼
施，这策略可避免太强硬而引

的情况显示，伊党人还有可能
会默默投希盟一票。
“我们仍保留伊党在雪#丨

起的反弹。外人不容易看出背

300个甘榜的村tC：职位，相信部

后用意，阿兹敏还要忍受内外

分人会心存感恩，这绝对可为
希盟加分。”

的指责，但这是高明的策略。
“我们没对伊党不仁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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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控股1375万
雪买地建维修厂
(吉隆坡12日讯）前进控股
(ADYC0N，5281，主板建筑股）斥资
1374万6060.94令吉购买2块雪州北部

地皮，计划打造维修厂房。
前进控股向交易所报备，独资子公
R] Advancecon Machinery，今 R 与雪州发

展局（PKNS)签署两份购地协议。
2块地皮皆位于鹅唛县哥打布特丽
工业区，属租赁地契，售价分別为651
万8084.30令吉和722万7976.64令
吉。
前进控股指出，由于近期拿下不少
位于雪州北部的工程项0，因此公R]认
为有必要在附近地区建设维修厂房。
前进控股计划向银行举债817万
7000令吉，再加内部资金来完成收购活

动。
不过，公司预计，收购计划不会影
响木财年的负债率、净利和净资产值。
购地计划预计可在年抄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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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PKNS献议 前进1375万购地
吉隆坡12日讯|前进控股
( A D V C 0 N ，5 2 8 1 ，主板建筑股)

宣布接受雪州发展机构（PKNS

)

者收购上述两片在鹅唛的工业地
皮。
时隔1个月半，前进控股宣

的献议，以1375万令吉收购位于

布与雪州发展机构签署2份买卖协

鹅唛，面积4万2649平方米的2幅

议，以收购上述地皮。

工业地皮。
雪州发展机构是在今年2月
28日向前进控股提出献议，让后

据文告，上述地皮将用来建
造内 部 工 作 坊 ， 执 行 前 进 控 股 机
械及设备修复和维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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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m 雪棚党过半躕兵
吉隆坡12日讯上届全国大选橫扫15个州议席
上原属伊斯兰党的杜顺大州议席到手，目前排阵己
逐渐明朗化，只待调派外州的候选人敲定即可！
随著雪州议席谈判进入尾
声，雪州行动党的排兵布阵也
大致敲定，若无最后一分钟变
卦，很大可能在原区上阵的州
议员包括李继香（新古毛）、
黄瑞林（适耕庄）、拿督邓

谢宏宁

章钦（巴生新镇）、甘纳巴迪
劳(圣淘沙）、黄田志（无拉
港)、黄思汉（金銮）与拉吉

再也市议员嘉玛莉亚、林怡威

夫(武吉加星)。

和行动党法律局执行秘书黄美

尽管新古毛与适耕庄被

诗。

认为是fe危险的灰区‘惟党内
认为李继香与黄瑞林是最佳人

牵扯柔佛州布局

衝首次上阵

雪行动党新人上阵的州席

的雪州行动党大換血？过半席位迎来新人上阵，加

班达马兰

梳邦再也原任杨巧双

原任
陈博雄

甘榜东姑原任刘永山

(^)

潜在候选人@潜在候选人
林怡威黄美诗

潜在候选人
藻德志@
莲花苑

万达镇原任杨美盈 万津原任罗志兴

原任张菲倩

替在候选人嘉玛莉亚

潜在候选人刘永山

杜顺大
原任拉扎里(伊党)
潜在候选人
艾迪法伊扎‘

1�

调到彭亨吉打里州议席，原本

的胜算后，即使派遣任何重量

继香过去5年与当地社团领袖

永山，很可能被调派到万津，

在邓普勒公园上阵的士拉央市

级领袖，也未必能带动「周边

建立的人脉，并积极跑动马来

以其多年服务经验和党职，协

议员艾迪法伊扎将披挂上阵，

局势」，因此宁愿「以不变应

选区服务，即使巫裔选民比

调当地派系斗争，和不满此前

肩负为行动党拿下巫裔选民比

万变」，可能改调黎潍福或雪

例较高（43% )，仍有一定胜

州议员表现的民怨；莲花苑和

例接近65%的杜顺大。

算。
肯定换人的州议席包括

班达马兰同样可能交由市议员
上阵，加影市议员黎潍丨昌和巴

危险的灰区‘包括巫裔选民局

梳邦再也、万达镇和万津（前

生市议员梁德志，已频频在当

达52%‘加上伊党在马来区颇

值得一提的是，雪州行动

称直落拿督)，因为原任州议

地活动，惟如何安抚原任州议

具影响力，因此一开始传出由

党候选人迟迟未能敲定，和柔

员杨巧双和杨美盈调派外州，

员和基层情绪，是关键问题。

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上阵，

佛州布局有关，例如雪州行动

史里肯邦安州议席则留给其指

党中委刘天球，若没有调到柔

定人选。

佛或彭亨上阵，就必须在雪州

而原任甘榜东姑州议员刘

原任赖玉兰

潜在候选人黎潍捐@

选，尤其黄瑞林已连任3届州
议员，具有一定支持度，而李

双溪比力

潜在候选人欧阳捍华⑩黎潍捐@ (§)新人

双溪比力州议席被视为最

罗志兴则被党革除；被视为城

另外，雪州伊党留下的

市选区的梳邦再也、万达镇和

15个州议席里，行动党至少会

甘榜东姑，很可能交由3位女

拿到杜顺大上阵权，随著原定

惟据最新消息指出，重

性专业人士上阵，包括八打灵

候选人拉拉（加影市议员）被

新评估双溪比力与周遭议席

邦市议员上阵，为此双溪比力
也是目前唯一未明朗化的州议
席。

保留一个位置，也牵动雪州行
动党的布局。（4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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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12日讯|诚信
党全国主席莫哈末沙布确定在

莫哈末沙布上阵雪州国席

们有适合的人选，除非有更好
的议席交换，但现阶段我们不
会放手。」

雪州竞选国会议席！
雪州诚信党主席依占接受

Page 1 of 1

目前还有一个州议席未谈妥，

「我还不确定会在哪里

据了解，雪州希盟此前

媒体访问时表示，尽管此前谣

但我可以肯定，主席一定会在

上阵，但我肯定不会在哥打拉

议决，由诚信党在帕也加拉斯

传末沙布会在槟城上阵，惟末

雪州上阵，以他的实力，他有

惹上阵，因为党要我攻打州议

上阵，惟原任伊党州议员凯鲁

沙布下届大选肯定会在雪州5

资格在任何一个议席上阵。」

席，因此我仍在等待安排。」

丁加入公正党后，也声称会捍

个国会议席之间，包括哥打拉

据了解，末沙布最可能在

另外，依占也强调，诚信

卫原有议席，再次掀起争抢席

惹、莎阿南、雪邦、瓜拉雪兰

哥打拉惹上阵，诚信党全国妇

党绝不会让希望联盟的友党上

位的争议，而雪州公正党主席

莪或乌鲁冷岳择一上阵。

组主席西蒂玛丽亚是原任国会

阵帕也加拉斯。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此前也重

「我们会在这两天召开记
者会，宣布国州议席候选人，

议员，她受访时确认，本身将

「帕也加拉斯未敲定由谁

放弃国会议席，转战州议席。

上阵，我们很难放手，因为我

申，未决定是否由凯鲁丁在原
区上阵。（406 )

13 Apr 2018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Page: A21 • Printed size: 636.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d Value: MYR 11,154.00
PR Value: MYR 33,462.00 • Item ID: MY003228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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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助洗衣店爆炸案
伤舂全身熵伤—通
甲洞12日讯|增江南区自助洗衣店爆炸案的女伤者杨梦珠（46
岁），因全身严重烧伤而未脱离危险期，母亲与妹妹情绪激动泪洒
记者会，希望警方和消防局尽快公布调查报告，找出意外肇因！
爆炸案目击者关明华（58
岁，报纸小贩）表示，周二晚上

者并未留意“继续留在现场’最
终被爆炸所伤。

8时1 5分，忽然听到档口对面的
自助洗衣店传出震耳欲聋的爆炸

失去经济支柱

声，爆炸威力甚至把洗衣店木门
撞飞到对面马路，随后听到非常

伤者的母亲叶秋华（73岁）

凄厉的惨叫声，因此立即叫朋友

受访时哭诉，大女儿（伤者）和

到店内救人。

小女儿杨梦莲（44岁)制作面包

「我的朋友把伤者搬出来，

为生，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平时

当时她的全身各部位都被严重烧

3人寄宿在亲戚家，同睡一张床相

伤，连皮肤都脱落，还有意识可

依为命。

说出自己的名字，因此我们扶她

「想到她被火烧伤全身的

到马路旁等待救护车，期间再传

痛，我就很心痛，我现在年纪大

出3次爆炸声，火势也冲破天花

了，脚也很难走路，以后女儿也

板，非常可怕，救护车则在1小

需要漫长的复健过程，而且现在

时后才到现场。」

医生也要我们做好最糟糕的心理

女伤者杨梦珠（46岁

准备，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前的生活照。

他透露，事后听闻自助洗衣
店旁的嘛嘛档业者，事前已嗅到

受伤

希望大家可以帮助我们。」

疑似煤气泄露的味道，而紧急叫

他们今午在原任泗岩沫国会

所有人离开，惟不谙马来文的伤

议员林立迎、士拉央市议员游佳

豪与黄伟强的陪同下，召开记者
会时，如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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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明华（左3)讲解爆炸威力，如何把自助洗衣店木门撞飞到
对面马路时，杨梦莲（左4起）安抚痛哭的母亲叶秋华，左起
-颜泉春-

为林JL迎和游佳蒙•，右为黃伟强。

家属不知所措求助
「在调查报告未出炉之前，

据

我们不应把矛头指向任何人，但

加护病房，至今未脱离危险期，

我们会持续跟进，包括协助家属

这2天都在清洗伤口，而今晚的手

申请福利金等。」

了解，伤者当天被送往吉隆
坡中央医院后，就进入紧急

术非常关键，也相当危险，因此
医生已要求家属做好心理准备。

游佳豪补充，吉隆坡市政局
应出面交代，批准自助洗衣店的

林立迎指出，自助洗衣店

营业执照时，是否有更严格的建

业者案发后已联络家属，惟家属

筑指南和条例管制，例如设立自

也不知该怎么办，因此未继续讨

动切断电源的紧急装置，尤其曰

论，接下来他将协助与业者协

渐流行的自助式店铺，很多时候

商，希望透过保险协助缴付医药

没有店员看守，一旦发生意外，

费和后续赔偿费用。

顾客也不知该如何是好。（4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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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

「雪希盟议席分配顺利」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强调，雪州希望联
盟的议席分配「没有面对问题」，并会在提名日前的短
期内完成。「我不了解，有什么问题？议席分配的讨论
很顺利，很快就有结果。」
他周四出席加影市议会杰出员工颁奖仪式时，针
对诚信党通讯局主任卡立沙末声称，雪州议席分配迟迟
未谈妥，是因为各党「抢著要稳赢的议席，一定输的议
席却无人问津」时，如此表示。
阿兹敏阿里也炮轰雪州国阵的竞选宣言，只是
「再循环使用」希盟政府的现有政策，毫无新意。
「他们要提升巴士服务？提升什么？我们早就落
实雪州精明巴士 ；这就是国阵，这个星期才开始工作
(大选期间），但我们从很久以前就积极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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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全国排球锦标赛
12日（周四）成绩
*男子组
B组吉隆坡负

霹雳

0比3

B组18岁以下国青负

雪兰莪

0比3

武装

3比1

A组

槟城

胜

A组砂拉越胜登嘉楼

3比0

B组

沙巴

胜18岁以下国青3比1

B组

霹雳

胜大马监狱局3比1

B组雪兰莪胜吉隆坡

3比1

A组

柔佛

负

0比3

A组

武装

负砂拉越

槟城

1比3

*女子组
Y组雪兰莪负砂拉越

0比3

Y组

武装

3比0

森美兰

0比3

柔佛

3比0

雪兰莪

0比3

柔佛

胜

X组吉隆坡负
Y组砂拉越胜
Y组

武装

负

13日（周五）賽程
*男子组
8.00am B组

沙巴对霹雳

9.30am B组大马监狱局对雪兰莪
9.30am B组18岁以下国青对吉隆坡
3.00pm A组

砂拉越对柔佛

4.30pm A组

登嘉楼对武装

6.00pm B组霹雳对18岁以下国青
6.00pm B组

雪兰莪对沙巴

8.30pm B组吉隆坡对大马监狱局

*女子组
8.00am X组

吉隆坡对登嘉楼

3.00pm复赛雪兰莪对吉隆坡或登嘉楼
4.30pm复赛吉隆坡或登嘉楼对柔佛

注：比賽在莎阿南第4区MBSA排球馆
及24区DAHLIA礼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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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希望》团结晚宴
日期：4月13日（周五）
时间：晚上7时
地点：陆佑路中国华小大礼堂
嘉宾：民主行动党蕉赖区候选人陈国
伟、武吉免登区候选人方贵伦、士布
爹区候选人郭素沁、甲洞区候选人林
立迎、四岩沐•区候选人杨巧双、公正
党班底谷区候选人以及敦拉萨区候选
人、行动党霹州主席倪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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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進1375萬購PKNS旗下地庫
參前进控股(ADVCON.5281,主板建筑组)收
购雪州发展机构（PKNS )旗下两片地库，作价
1374万6060令吉94仙。
前进控股发文告表示，两片地库面积分别
为2万零223平方公尺及2万2426平方公尺。
前进控股补充，基于该公司在雪州北部拥
有不少土木工程合约，因此地库将充做内部机
器维修、服务等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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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霍擊喊赛

魏家祥出示其在咖“非
店用餐，却被网民摄下放
上网洛攻击的图片，为此
喊寬。

S K •>？K？ilSHKRKfcHEtt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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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2日讯）“怎么
连我去咖啡店用餐都有错？还
被人说我扮亲民？’’

看什务，觉？

马华署理总会长兼亚依

Lu.

淡国会选区候选人魏家祥今日
1993年从
政至今，频频在咖啡店召开新
闻发布会，而去咖啡店用餐也
是正常不过的事，无奈大选将
‘举一动”却被狗仔
。
他指出，即使他在隆市富
(Jalan

乂

Pudu ) ~•带
的咖啡店用餐，都遭他人拍下
被放上网络语言攻击，甚至还
嘲讽他效仿槟州首长林冠英，
以亲民态度接触选民。

网民贴出一张魏^家祥在
咖啡店用餐的照片，还嘲讽
他桌上放着“订座”字眼，
暴露其官职的权威。

盼见君子之战

放了预留席（reserved)，怎么
又变成我很大牌呢？面对这些
狗仔队，好像我从来没有去过
咖啡店？这也是滔天大罪吗？
不要那么敏感《 "
魏家祥说，每个人都有权
利支持所属的政党，没有必要
用狗仔队去追踪候选人。
他还笑言：“如果有兴

他说，他期望看到各政
党候选人以健康政治文化进行
选举，各候选人更应该拿出正
、理念和政纲展开君子之
战，而他本身绝对不会用这种
下三滥的手段对付对手。
“网民还说我学林冠英去
咖啡厅吃东西，这都有错？整
个吉隆坡小贩中心都知道我常
去那里：而咖啡店的桌子为我

趣，我可以告诉你哪间咖啡店
的云吞面、叉烧和猪肉粉好
吃！”

拒回應有關候選人課題
I又再被对方（林冠英）说他不尊重总会长，包括如辩
论也一样，以免再度掉人敌方的陷阱，因此，•概不回答。
随着国州议会解散，询及槟州和雪州已经归还官车_ •事，
魏家祥表示，法律上是没有要求他们归还官车，若他们要继续
使用也可以。
他还说，槟州及雪州行政议员的举动乃是•个招数，现阶
段他们要做什么都是他们的权利。
他笑言今日自己没有使用官车，否则又再被炒作成为课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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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12日
讯）马华沙登区
会投诉局主任刘
新金说，无拉港
区在过去5年至
今进行重铺道路
工作，不少道路
如贴药膏方式铺
路，形容道路铺
得难看不像样》

他今早与
马华沙登区会主
席拿督廖润强、
美嘉支会妇女组
主席陈丽颜、
蕉赖11哩联邦村
长杨淑云及黄
俊昱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雪
州政府动用大马道路档案系统
(MARRIS )拨款修补及重铺道
路，可是不少工程做得非常马
虎。
他披露，无拉港区在过去5
年进行重铺道路花费超过3000万
令吉，今年也获得216万令吉有关
拨款，可是这笔拨款在该区进行
修补及重铺道路方面做得不好•

道路重铺后又被挖掘
他举例，加影市议会在进
行重铺道路工程之前，没有与有
关当局，例如地下排污管系统工
程方面作出协调，结果道路重铺

•廖润强（右二起）及刘新金形容无拉港区重铺道路工程马虎，不
少道路如贴药膏方式修铺，左起陈丽颜、杨淑云及黄俊昱，右一是
刘维轩。
后，又被挖掘，这是浪费公帑。
他说，中央政府每年拨款给
雪州政府的大马道路档案系统，
可是从2102年起至今，涉及29亿
令吉的有关拨款并没有纳入州预
算案中，他促请无拉港区州议员
黄田志向人民作出交代。
他表示，黄田志身为州议
员，非常清楚州政府动用大马道
路档案系统拨款的去向，对方可
以解答这个疑问。
他透露，整个无拉港区重铺
道路的费用是来自联邦政府，并

非州政府，因此当局必须透明化
说明拨款用途。

廖润强：道路拨款须透明
马华沙登区会主席拿督廖润
强也说，州政府必须透明化处理
大马道路档案系统的拨款，不只
是不能掩饰，也不能滥用，中央
政府规定这个拨款用在修铺和重
铺道路。
他表示，雪州共有56个州选
区，如何运用这笔拨款_ •定要透
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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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區探溫

(双溪比力12日讯）
伊党全面攻打雪邦一国二
州，硬碰国阵与希盟候选
人，形成三角战。
伊党雪邦区部主席
哈斯林指出，他们早已向
党中央提呈雪邦一国三州
的候选人推荐名单，一共

報道•陳海波

有6人，皆来自雪邦区，
当中包括一名女将。
针对有传言指哈斯
林将更上一层楼，转攻雪
邦国会议席-事，哈斯林
表示，他将继续在丹绒士
拔守土，并交由党决定要

•A?
发文感谢丹绒
士拔区州议席选民其任期
•哈斯林：在雪邦
一国三州候选人名
单中，他们推荐
的6人皆来自雪邦
区，当中包括一名
女将。

时给予的支持与合作+
“虽然5年时间不
长，但我要感谢丹绒士
技拔州选区所有居民，
特别是村长、社区领袖、
公务员和非政府组织人

攻雪邦一國二州

候选人（如无意外，将是
拿督黄祚信）以及代表希

伊黨硬碰國陣希盟

盟的行动党候选人。据了
解，行动党人选未定，不

他转攻龙溪州议席或攻打

过当地基层意愿是原任州
议员赖玉兰®

雪邦国会议席《

随着伊党决定攻打
雪邦_ •国三州，预料在国

也是原任丹绒士拔

席将面对代表希盟的诚信

州议员的哈斯林在上--

党候选人（极有可能是

届大选中，得票1万零129

原任国会议员哈尼巴）以

票，以682张多数票击败

及巫统候选人的夹攻。据

国阵候选人尼斯曼；另一

悉，巫统候选人会是来自

名参选的独立人士慕温顿

雪邦区部的领袖《

因只得117票而丧失按柜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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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三州方面，伊
党将在双溪比力面对马华

哈斯林感謝丹絨士拔選民

伊党在龙溪和丹绒
士拔将分别面对国阵候选
人以及公正党或土团党候
选人。据悉，公正党将代
表希盟攻打龙溪州议席，
土团党将攻打丹绒士拔州
议席，不过，公正党和土
团党可能会互换这两州议
席。
重建丹绒士拔码头，第

印裔东马土著原住民其他

-阶段工程也已完工。

员给予合作，也请你们
宽恕我所犯下的错误《”

海滩催化地方经济《
“我希望丹绒士拔

这里有本身的吸引力，是

哈斯林说，在2013
至2018年期间，他在丹

将成为雪邦往万津路过
者的主要停留站® ”

浪海滩(Pantai Cunang )

绒士拔推行雪州政府的

“在我初中选为丹

各种政策和计划，当中

绒士拔州会议员时，我

包括重新开发答都拉勿

在渔民协会支持下，提

游客常访的景点，而珠
的开发，也把丹绒士拔
塑造成一个受欢迎的旅
游景点，我深信这将增
加当地人的收入。”

雪邦国会议席(P113)
•双溪比力大街
挂满国阵、公正
党和伊党旗帜，
意味雪邦一国三
州议席将出现三
角战。

104,657 65,221

21,291
丹绒士拔州议席（N54)
24,318 13,906
6,506
龙溪州议席(N55)
50,537 36,044
6,146
双溪比力州议席（N56)
29,802 15,271
8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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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已经清理河床

钱

紅毛橋狹窄頻肇意外

I.'.:::�"�
•当局派出神手，拆毁挡路的废置3层店屋。

根登新村

|©©©(f

報道•林淑敏
(轰埠12日讯）为了让路予根登新村的新
桥建造工程，雪州公共工程局在本周二（ 10
日）开始拆除建在政府地上的废置3层店屋，
令多名购屋者闻讯而至，要求当局介入，给予
人道援助。
由于现场有鹅唛县土地局、士拉央市议会执法组
和警方把守，购屋者虽然心焦如焚、言语中透露不满
和忧伤但亦未妄动’仅是站在路边围观拆除彳"T动和打

电话通知其余人等，并未爆发任何不愉快的行动。
雪州政府是于去年拨款1095万9332令吉，建造一
座双车道新桥以取代根登新村的红毛桥，纾解水灾、
交通阻塞和屡次发生的飞车下河困境。此外，新桥头
尾两端也加建马路，以同步承担庞大的汽车流量，改
善交通阻塞。
承包商已于去年9月25日进驻，完成清理河床、
移除桥边的各种能源管和电缆，但最后却卡在发展商
落跑后的废置房屋建造工地上，恐会无法如期在明年
3月24日竣工。

疑發展商週轉不靈停工
到。”
'了解，购屋者多
‘为根登村民，他
据
“之后，我们也要求时
们在1997年以24万至33万令
吉的价格，购买有关3层楼
高店屋。孰料发展商疑因周
转不灵，竟在2002年停工，
让工地变成废墟，使近40人
购屋不成反而血本无归，迄
今仍需支付银行货款和利
息，多人声称晚景凄凉。
他们指不反对建造新
桥，但在过去20年，曾先后
向马华部长和公正党的卸任
士拉央国会议员梁自坚求
助，获允诺将在两全其美方
案出炉前不会冒然行动，如
今却在国会和雪州议会甫解
散便派出神手除拆店铺，使
大家感到求助无门。
“在购屋前，当时的
马华雪州行政议员邓诗汉承
诺将把这片政府地转为屋业
发展地，但直至2002年停工
为止，原来此地一直是政府
地，换言之我们付出了数十
万的血汗钱连地皮都得不

任部长的马华陈广才协助，
结果2008年大选后连他的电
话也打不通了。”

求助10年无进展
购屋者表示，他们在雪
州改朝换代后便转而向梁自
坚求助
“可经历了308和505两
届大选，这10年来事情毫无
进展。较早前梁自坚指会安
排律师让我们向当局提出上
诉，阻止拆除行动，但看来
已经于事无补》当局选在大
选前有此行动，让大家心灰
意冷&
他们强调，当局和雪州
政府应给予购屋者人道立场
上的援助。
“我们希望能在根登
附近给予我们同等价值的土
地，或另觅发展商完成这项
屋业发展计划，别让我们走
投无路,

随时准备展开新桥的建造工程

儘速與購屋者會面
自坚以手机短信回覆记者，指
梁 他将尽速赶到根登与购屋者会
商讨此事。
“我已在上周知会购屋者有关这项
行动，他们亦已决定采取下一步的法律
行动““

建于英殖民时代的红毛桥因桥
身狭窄，无法负荷与日俱增的交通流
量而频频发生意外。尤其建在新村
旁边的吉隆坡-瓜拉雪兰莪高速大道
(LATAR )通车后，公主镇、菁乡岭
居民及厂商的重型罗里日夜均以此桥
做为出入大道的通道，使情况变本加
厉。
因桥身太低，阻碍排水和卡着大
量垃圾与树干，根登和轰埠屡屡爆发
大水灾。去年根登新镇更一度在3天内
被水淹2次，水位逾2呎高，引发怨声
载道。除了多辆轿车和家具被淹毁，
大水灾亦造成数百人有家归不得，滞
留在救灾中心。
红毛桥左右两边的防护栏自2016
年6月开始轮流被撞，在不到两个月内
便已有5车为了闪避大罗里而发生意
外，其中3部轿车撞入河中，另有两部
则卡在河岸边，上下不得，最后雪州

•当局挖出的小泥溪无法负荷庞大的雨量，工程若不推进，
恐将再爆发大水灾。

政府议决批款建造新桥。

—• —
....

每月須償還3600貸款
黃賢文（68歲，退休人士）
“我向银行
贷款购下店屋，工
程停顿后便不再供
款，利上加利拖欠
约50万令吉，结果数
年前遭银行追讨，
否则将把我告人穷
籍，冻结资产。
我不想拖累子
女，唯有每月偿付
3600令吉的贷款，估
计要还款至逾70岁，实在苦不堪言。
这逾20年来，每每念及买屋不成还要
倒贴老本，我便心如刀割，只盼当局能给
予援助

樓建到一半被拆感難過
^

陳飛雲(58歲)
“妻子当年贷款24万令吉购
ji，我成为她的担保人，目前尚有
-1一十余万的贷款未清还，常常被银行
追债而苦不堪言。
眼见如今建到-半的楼宇被拆
,>毁，我心屮的难过是难以言喻的…
财贿侧，髓们不至于
血本无归。”

盼政府向購屋者交待

政府沒通知拆樓

黃團祥（右，75歲）、黃國良（49歲）

黃錢（64歲)

“当年支付22万令吉的头期钱，购下一
栋3层店屋想要让子孙同济一堂，孰料却是
恶梦白勺开始o
虽然未向银行货款，所以没有负债，但
高达M万令吉的积蓄却化为乌有，连地皮都
没有。
如今既然政府派人来拆毁楼宇，我们
也深盼政府能给予数十名购屋者交待和安
置。，’

“为了方便照应，我兄弟姐
妹数人均有购下店屋，虽然当时的
店屋价格是33万令吉，但加上印花
税、律师费和拖欠银行的贷款利
息，平均每人损失近50万令昔》
如今政府在没有通知购屋者的
情况下便拆除楼房，让我们感到十
分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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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排球錦標賽復辦

排總決心振興大馬排運
穌欣微
(沙亚南12日讯）大马排球总会会长拿督何志富
决心重新振兴大马排球，希望从再次复办的2018年全
国排球锦标赛开始，重新建立各年龄段的国家队，同
时也要通过本届全国赛，遴选出国家男女队备战亚洲
挑战杯，并且向大马奥理会申请8月印尼亚运会参赛
机会。
2018年全国排球赛将于本月11至15日在沙亚南
MBSA Seksyen4排球馆和MBSA Seksyenl9排球馆点燃
战火，共有11支男队和7支女队角逐，是近年来反应
最热烈的~*次。
、$于获得珍轩发展有限公司赞助，全国排球赛

何志富（右）和哈聂夫（左）在全国排球
錦标赛开幕晚宴赠送纪念品给阿末扎哈林。
兴趣

别为男子组冠军1万令吉，亚军5000令吉、季军3000

亚洲挑战杯男子组将于9月15至22日在斯里兰卡
科伦坡举行，女子组则是7月30日开始在香港开打，
本次全国赛将为国家队选出良将参加这两项赛事。
另外，排总也已确定会派两支男女沙排队参加印

令吉、殿军1000令吉，女子组前4名是5000、3000、

尼亚运会，只有室内排球仍在向大马奥理会争取

也史无前例首设现金奖，总奖金高达3万令吉，分

2000和1000令吉，这也是女子组阔别5年后再次主
办a

重新吸引国人对排球兴趣
大马排总在昨晚举办群英宴，何志富、副会长兼
大会主席哈聂夫、财政拿督叶理国、副会长蔡德山、
秘书邹杰亮和沙亚南市长拿督阿末扎哈林等人出席，
何志富指出，大马排球已落后多年，但现在排总决心
要振兴大马排运，也要重新吸引球员与国人对排球的

理应争取派队参加亚运会
何志富说：“我接管排总之后明白到，排球运动
停顿了 •段时间，没有成绩说服奥理会，但基于排总
可以自费出战，希望奥理会这次可以让大马排球队在
亚运会上阵汲取更多实战经验。”
大马奥理会副秘书拿督谢国骥也认为大马排总争
取派队，因为球员需要更多比赛磨练，再加上这次排
总愿意自费出战，所以应该获得参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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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雙溪比力未“明朗”
大選二三事

郵寄選票
巨截止申請
I，- F,

问：509投票日落在星期三，我
在新加坡工作无法返乡投票，请问是
否来得及登记为邮寄选票？要如何申
请？

答：邮寄选票的申请早在 月 日国
4

背城*“"戰

巴生新鎭：鄧章欽史里肯邦安：歐陽捍華

金鑾：黃思漢

新古毛：李繼香

無拉港：黃田志

武吉加星：拉吉夫適耕莊：黃瑞林

萬津：劉永山

申请者必须在国会和州议会解散前
的5年内，曾经在大马逗留至少30天。选
民必须是普通选民，而不是外国缺席选民

(沙亚南12日讯）距离
提名日仅剩2周，雪州行动
党确定上阵的16州议席中，
15席目前基本上已确定候选
人，目前只有双溪比力州议
席的人选还未“明朗” ！
行动党在上届大选共角逐雪
州15个州议席，最终全数胜出。
在今届大选，由于伊党已
和民联盟党决裂，因此行动党与
诚信党、土团党及公正党组成希
盟，在议席重新分配下，行动党
成功再争取到1席，从原本的15
席增至16席
该党上阵的16州议席分别
为新古毛、无拉港、金銮、武吉
加星、万达镇（前为百乐镇）、
甘榜东姑、莲花苑、首邦市、史
里肯邦安、班达马兰、巴生新镇
(前为双溪槟榔）、万津（前为
直落拿督）、哥打哥文宁（交换
选区）、适耕庄、双溪比力及杜
顺大（今届新加）。
尽管杜顺大州议席的巫裔
选民比例高达逾60%，华裔选民
比较少，但行动党仍争取到竞选
权，给了该党支持者非常好的交
代。

7

会解散当天截止，所有申请在当日午夜12
时之后将不受理，所以现在你已经来不及
申请成为邮寄选民了。

首邦市：黃美詩

萬達鎭：林怡威

甘榜東姑：嘉馬麗雅杜順大：艾德里

蓮花苑：黎濰福哥打哥文寧：甘納巴迪勞班達馬蘭：梁德志

鄧章欽歐陽捍華留守原區
i星洲日报探悉，雪州行动
I
•党的16个候选人，新旧面孔参
半，其中以旧面孔守土的州议席及州议
员，分别为新古毛州议席候选人李继香、
无拉港州议席候选人黄田志、金銮州议席
候选人黄思汉、史里肯邦安州议席候选
人欧阳捍华、武吉加星州议席候选人拉吉
夫、巴生新镇州议席候选人拿督邓章钦及

土«

适耕庄州议席候选人黄瑞林，其余的议席
皆有新面孔或调动
尽管日前有许多传言指党内两大行政
议员邓章钦及欧阳捍华会“北上南下”，

原任甘榜东姑区州议员刘永山，则
移师到万津区出战，原本的甘榜东姑州议
席，则让该党八打灵再也市议员嘉马丽雅
上阵a
据悉，会说一 口流利英语、华语及

根

去攻打新古毛和双溪比力，以捍卫比较
“危险”的2个州议席，但党内似乎没有

原任哥打阿南沙区州议员甘纳巴迪
劳则因选区重划，原本的N48易名为圣淘
沙，而这区将让给公正党攻打，而行动党
则换到N50的哥打哥文宁州选区，由甘纳
巴迪劳上阵。

刘永山转战万津引反弹？

半咸不淡粤语的巫裔嘉马丽亚，该党原本

雙溪比力

属意她到万津区，代替已被该党革职及开
除党籍的罗志兴不过，万津区华人比较
多，这一带的华人都是以福建人为主，且
万津属于半乡区，嘉马丽亚的精英色彩就
比较不适合在万津区。
雪州行动党考量到这点，采取折中方
法，将刘永山调去万津区，嘉马丽亚继续
留在八打灵再也，上阵甘榜东姑州议席
但据了解，这项安排并没有说服当
地基层，相反基层获悉刘永山移师
到万津区后都大
力反弹，甚至扬
言不要助选和协
助安排监票员及计
票员等，以表达不

(Pengundi Tidak Hadir Luar Negara )�
根据选委会文告，居住在泰国南
部（陶公府、北大年、宋卡、也拉、沙
敦）、新加坡、汶莱和印尼加里曼丹的大
马选民不能申请为邮寄选票，只能在投票
日当天回来投票。因此身在新加坡工作的
你，也不符合邮寄选票的申请条件。
申请方式如下：
符合资格的申请者可以填写1B表格提
出申请，1B表格可以在官网http://www.spr.
gov.my下载。
填妥表格后"丨以通过电邮（upup@spr.
gov.my)或传真号码（ 03-8881
0424/0399/0394/0386/0369 )或邮寄到选委
会总部。

1

砂

满0

调走他俩，让2人继续在原来州议席守

9
•国阵嘵选宣言在谷歌趋势排行
榜中，名列首五个的州属。

首5个在希盟竞选宣
言中占有最高搜寻量的州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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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美詩上陣首邦市
息指出，由于原任首
邦市州议员杨巧双已
确定移师到泗岩沫国会议席上
阵，留下的空缺将会由黄美诗
披甲上阵6

消

虽然雪州党主席原本属意
让她去莲花苑州议席，不过之
前因筹款短讯风波困扰，党中
央决定将她调至首邦市。
首邦市是雪州中产阶级最
多选民的选区之--，而身为执
业律师的黄美诗，绝对是首邦
市选民能接受的人选。

林怡威出战万达镇
另外，另一名被调往柔佛

州国席上阵的原任百乐镇州议
员杨美盈，留下的万达镇州议
席，将由八打灵再也市议员林
怡威上阵。
由于原任莲花苑州议员张
菲倩早前就一直盛传今届无缘
守土，这一区就•直传出多名
候选人，包括黄美诗和宪法专
家阿兹巴里，但目前敲定的人
选是加影市议员黎潍福。
同样的，原任班达马兰州
议员陈博雄早前盛传会被取代
后，就一直传出各种人选，包
括林立迎、刘天球和梁德志，
而雪党中央最终还是选当地市
议员梁德志上阵。

艾德里征戰杜順大
消息说，新争取回来的杜顺大州议席，行动党目前钦

据定的人选是士拉央市议员艾德里（Edry Faizal )�

巫裔艾德里同样会说华语，在他还未加人行动党前 曾是
伊斯兰复兴阵线（IRF )的成员，热衷参与各种社会运动。
艾德里的社运、巫裔背景及语言能力，成为了行动党选他
上阵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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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天球或調派雙溪比力
•于双溪比力州议席候
‘选人，早前虽传出可
能是黎潍福或欧阳捍华，但随着
黎潍福敲定去莲花苑及欧阳捍华
留在史里肯邦安守土后，双溪比
力目前人选依然悬而未决。
原任州议员赖玉兰已确定
不会再寻求蝉联，所以肯定会有
新人选B
目前，最新消息传出上届无缘参与竞选的刘天球，会
“重作冯妇”回归§州上阵，而
他最有可能被调派到双溪比力。
尽管刘天球日前被瑶传去

柔佛州拉美士上阵，而他听取党
中央的安排后，多次下去走访探
水温，不过基层似乎不满也不接
受。
据悉，全国中委刘天球有
非常高的机会在今届大选上阵，
而他属意到国会议席竞选，不过
碍于各种因素，刘天球未必能如
愿角逐国席，所以党中央最终的
安排，可能调他去双溪比力。
不过，双溪比力基层未必
就此妥协，这就胥视雪州党中央
如何安排了。

基層不滿潘儉偉調兵遣將？
据星洲日报探悉，今

根-届雪州行动党的候选

人都是由雪州党主席潘俭伟操
盘，而他也属意有新面孔上阵，
所以潘俭伟钦定不少新兵精英
不过，潘俭伟的决策并不
获得各地区基层的支持，一些基

过其他方法向党屮央投诉，不过
基层的意愿是否会导致党中央插
手，就得看基层的反对情绪会否
“延烧”壮大，甚至影响到社会
观感，造成党中央介人，重新规
划人选。
雪州行动党不排除在提名
日前的最后一周才来公布人选，

层甚至直指潘俭伟在安插自己的
人，排挤了基层或一些有能力的

避免太大反弹，影响到整体的布

领袖s
据悉，不少党员或支部已透

局，乃至整个雪州希盟的竞选策
略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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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巫統分裂影響布局@
文/黃燕萍（沙巴採訪主任）
任国阵策略通讯主任的阿都拉
屮
LU 曼达兰终于松口，证实自己将
从沙巴北部往南征战，在实邦加国会选区
上阵《
这个布局相信与两件事有关，其
一，实邦加原任国会议员朱末依德利斯因
遭巫统冻结党籍6年，重披战袍无望下，
其派系或在下届大选扯后腿；其二，哥打
毛律国席要交回给沙烈赛益上阵。

東馬戰報
实邦加区部执委出走，接着阿兹哈更宣称
该区部的150名党员集体退党并跳槽沙巴
人民复兴党，阿兹哈还把人党表格交给民
兴党主席沙菲益。
至于朱末本人暂时还没有任何动
作。
沙菲益去年开始在实邦加走动演
说，招兵买马，巫统内讧无异对其有利。
如无意外，民兴党将出征实邦加，原定候

朱末在上届大选以9442张多数票，为

选人为青年团团长阿吉斯，但随着巫统内

国阵从沙巴进步党手上夺回实邦加，这也

部纷争，现在看来或有变动，让拥有地方
支持者的朱末派系人马上阵。
为免内部斗争影响胜算，巫统必须
派出大将压阵，以安抚巫统基层和支持
者，以免实邦加再度落人反对党手中*
阿都拉曼达兰是内阁部长，也是沙
巴国阵秘书，形象和才气兼具，由他上阵
实邦加，是最理想不过。
另外的原因，则是从1999年至2008年
大选屮中选为哥打毛律国会议员的沙烈赛
益被指示重返老巢竞选。
沙烈在上届大选转战乌苏干州议席
并中选，过后出任州议长，2015年，他受
委为上议员后，出任通讯及多媒体部长。

说明了占选民总数近半的穆斯林土著起着
关键性作用。
朱末是因频频公开发表抨击沙巴首
席部长慕沙阿曼的言论，在2015年4月遭
巫统冻结党籍6年。因此，他在本届大选
肯定无法在巫统旗帜下上阵，而他据称曾
和巫统领导层谈判，要求让其属意的人选
代表守土，但不受理。
不过，拉曼达兰否认朱末有造反之
心，并强调，他和朱末之间不存在任何形
式的协议，也没有讨价还价《
然而，朱末派系上周开始有所动
作，先是其心腹阿兹哈马杜欣为首的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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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雪州選情全國注目
文/吳珍妮（總社高級記者)

雪中 昆戰
i

•州在308大选政治海啸中变天，民联以36
州席对国阵的20州席拿下養州政权，5年
后的505大选中，民联议席增加8席，继续执政。
上届大选，雪州州席多数票差距甚大，最多
的前3名分别是百乐镇3万零689票、首邦市2万8069
票和史里肯邦安2万2078票，其余多数票突破1万票
的也不少，-个州席有如此多的多数票，当选者的
得票率接近投票人数了 *
多数票倒数3名的3个州席中，伊党包办2席，
分别是沙白399票和丹绒士拔682票。
然而，城市州席多数票如此高「雪州滨海和
外围州席却是另一种面貌，多数票1000票左右或以
下的州席就有12个，分别是巫统5席、伊党4席、公
正党1席和行动党2席，可能一阵风吹过，局势就变
了《
在简单多数票制的规则下，即使在铁票区获
得再多的多数票，也只是赢得一个议席；同样的
道理，只要比敌对阵营多2个州席就得了一个州政
权。
然而，脅州的政治局势-直在激烈地变动
中，不过就是5年，#州大臣换人、民联瓦解、伊
党出走、希盟诞生，雪州执政党的3党在藕断丝连
的关系屮维持到州议会解散。

这期间，雪州执政党花了许多时间和心力，
处理内部问题、与盟党的关系。
再加上选区重划，雪州共有5国9州选区易
名，一些州选民人数增加或减少，更加重要的是选
民结构大大变动，候选人排阵和调动因而受影响》
这届大选，雪州伊党与其盟友宣布要在56个
州议席上阵，这意味每个州议席至少是三角战，还
有人民党也说将派候选人，上阵雪州5国15州《
尽管历届大选，小党发挥不了作用，也没有
政党能够独立执政，但在短兵相接之际，星星之火
也足以燎原。
另一边厢，国阵要收复失地当然施展浑身解
数，巫统主席兼首相纳吉在去年特别召开新闻发布
会，隆重迎接前州务大臣莫哈末泰益重返巫统。
巫统雪州联委会主席诺奥马说，3名前雪州大
臣将联手合作确保国阵能够重夺雪州政权，还有经
常在雪州“为民请命”的红衫军领袖兼巫统大港区
部主席嘉马，众星云集，还有什么重头戏，值得期
待。
希盟想要继续执政的路上可说是荆棘满途，
强敌环伺：国阵当然也是火力全开。雪州战情，绝
对是焦点战区，而雪州滨海和外围州席更是焦点中
的焦点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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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屆大選

火箭“3王2后”衛冕戰
文/蘇斯敏（總社高級記者)
邦直辖区行动党于本月9日公布派
•遣“3王+2后”，即陈国伟、方贵
伦、林立迎、郭素沁及杨巧双上阵吉隆坡5
个国会议席，反观国阵、公正党与伊斯兰党
仍按兵不动，迟至今天仍未公布候选人《
不过，行动党并非首个公布候选人出征
联邦直辖区国席的政党，民政党主席马袖强
早在去年7月公布3个国席候选人，分别是甲
洞的王胜龙、泗岩沫的刘开强及崙都的刘华
才，只是目前又添变数，因为刘开强弃战泗
岩沫，飞象过河转战彭亨州吉打里州议席。
最新消息指出，人民进步党副主席罗格
巴拉莫汉对泗岩沫国席虎视耽耽，欲争做该
国席候选人：由于他被视为重量级人选，因
此原本受看好上阵的民政党公共服务与投诉
局法律顾问麦嘉强，或许必须让路，惟一切
有待马袖强与国阵最高理事会进行协调谈商
才能定夺。
联邦直辖区马华矢言要捍卫敦拉萨镇、
蕉赖、武吉免登、士布爹及旺沙马朱5个国
席，3个国席分别会派出律师陈燕燕、王欣
怡及吉隆坡副检控官陈君儿硬撼希盟行动
党，其余2个国席预料是由姚长禄向巫统取

中原大
回借出的旺沙马朱国席，以及由丘应权出战
敦拉萨镇，以对皇公正党，并将因伊斯兰党
加人战围而形成至少三角战。
根据《2018年国州选区重划报告》，虽
然直辖区没有任何•个国席被易名，但有10
个国席被重新划分，除了帝帝皇沙国席？
行动党上届全胜的5个国席的华裔选民
将增加，反观公正党的班底谷国席将因警察
的邮寄选票从泗岩沫搬至该国席，以及巫统
和伊斯兰党加人战围而更具看头»
联邦直辖区素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11
个国席当中，行动党和公正党在上届大选共
夺下9个国席，巫统则赢下其余2个国席，才
不至于让国阵全军覆没。
本届大选，国阵重整旗鼓，各成员党透
过内部协商和探讨以选区交换策略来应战，
尤其是上届大选“吞蛋”的马华和民政党，
更希望能取得零的突破，一洗前耻，为国阵
扳回_ -城。
由于人民党因资源不足而弃战联邦直辖
区，因此直辖区11个国席将只是出现国阵、
希盟与伊党之间的对决，然而伊党明显会与
巫统在马来区进行“厮杀”，避开华人区。
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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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最嚴峻考驗

余秘葉雪公正黨料大洗牌
州是公正党的地盘，本届大
M选，将是蓝眼创党以来面对的
最严峻考验。
希望保住雪州政权的公正党，这次除
了要面对积极进逼的巫统的挑战之外，还
要和过去的政治盟友伊斯兰党对决。

料打福利牌保江山
为了确保江山不会拱手让人，雪州
公正党选择的战略，不像行动党的“王对
王”主轴，而是大打福利牌。
从前州务大臣卡立到阿兹敏阿里*雪
州政府落实一系列的福利措施，如雪州子
民从出生到死亡、从婴儿到老年都享有福
利金、提供免费水、免费巴士服务等，非
常贴近民心。
除了在行政方面下手，雪州公正党也
在候选人排阵上下足功夫。预料公正党会
进行_ •轮大洗牌，其中在上届大选输掉的
』多个州选区，都会换上新面孔*
为配合战略和重划选区因素，选战上
L出现变化，一些原任议员或党领袖将会
转换跑道，弃国攻州或弃州攻国，公正党
也与盟党交换选区上阵，以提高胜算。

稳住公仆铁票成挑战
然而，，雪州公正党面对最大的挑战之
-是如何稳住公务员的铁票。
上两届大选，在大部分选区因为有
平均42%或一些过半马来票支持当时的民
联，才可以胜出。
虽然雪州希盟议席分配谈判尚未完
成，但大多数议席分配几成定局，目前遴
选合适候选人。预料公正党将竞选23席、
行动党15席、土团党和诚信党分别9席。
_州共有56个州议席，公正党占13
席 •行动党14席、伊党13席、诚信党2
席 巫统12席，以及两名独立人士。
22个国席方面，其中公正党竞选10
席 • 土团党3席、行动党5席、诚信党5
席

主攻马来城市和混合区
公正党主攻马来城市和混合区，主要
对手是巫统，若有伊党搅局，一些选区肯

定陷入f角混战，对公正党不利
公正党上届大选败北的马来及乡区选
区交由土团党和诚信党上阵，土团党将会
专攻巫统半城乡的马来选区。
不过，原任伊党巴耶加拉斯区州议
员凯鲁丁跳槽公正党，却引起诚信党的不
满，并坚持这个选区应交由诚信党上阵，
不应再由凯鲁丁代表公正党守土。
净选盟2.0前主席玛丽亚陈以公正党
旗帜竞选国会议席，对公正党来说，无疑
是锦上添花。
此外，公正党副主席拉菲兹因官司缠
身宣布弃选后，其留下的班登国会议席，
料由另•名公正党副主席努鲁依莎代表守
土，这相信也会激起公正党的士气。

雪州公正黨料競選的23個州議席
•依约

13.巴生港口

2.加影

14.武吉兰樟

3.斯里安达拉斯
4.美丹花园
5•国际山庄
6.万挠
7.斯里慕达
8.士文达
9.峑都知甲
10•哥打安格力
11.双溪威
12.峑都喼

15.哥打白沙罗

16.峑冬加里
17•龙溪
18.轰埠
19.伯马登

20.武吉美拉华蒂
21.士毛月
22.*斯里沙登
23.*再也谷

*公正党争取增加的两个州议席，尚未正式
宣布

雪州公正黨出戰的10個國席
.加埔
6.瓜拉冷岳
2.双溪毛糯(前称梳邦） .班登
8.安邦
3.鹅唛
4.士拉央
9.八打灵再也
(前称八打灵再也南区)
5.梳邦
10.乌鲁雪兰莪
(前称格拉那再也）

雪州公正黨原任國州議員的
可能變動
弃国攻州
许来贤

原区
八打灵再也

可能移师
万挠、武吉兰樟

弃州攻国
原区
可能移师
八打灵再也、梳邦
黄洁冰
武吉兰樟
艾斯尔 斯里安达拉斯 加埔、瓜拉冷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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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吉（右二）主持卫生
部12项医药保健的推展礼，
右一为再那阿比汀，右三起
为希尔米、陈德钦、莫哈末
法力、邓章耀、阿末扎基。

纳吉抵达与
民聚会的会场，
受到踊跃人潮夹
道欢迎。

納吉：國陣競選宣言加碼

《費”
(槟城12日讯）首相拿督斯里纳吉
说，若国阵在第14届大选赢回槟州政权，
将废除槟州两座大桥的摩哆过桥费。
槟城大桥目前的摩哆过桥费为1令吉40仙
(优惠价1令吉10仙)，至于苏丹阿都哈林大桥
(第二大桥）则是1令吉70仙。

國陣競選承諾99.4%兌現
吉说，过去5年来，国阵作出的

纳各项承诺，有99.4%兑现，若国

阵执政槟州必会给更大的发展承诺，而现
今希盟执政槟州10年来，51项的承诺不但

3.86令吉为国际表现最佳的货币
他也说，现今国阵政府的表现，远比
曾担任了M年的首相为佳，但是反对党领
袖却敢说要拯救国家，或许他们是要拯救
"朋党”°

纳吉今午在浮罗山背出席与民聚会时说，
在国阵竞选宣言中，巫统槟州主席再那阿比丁
有要求在全槟兴建6万5000间可负担屋，而以上
废除摩哆骑士过桥费，是额外加码的宣布。

此外，他说，大马经济在国阵卓越的

父”的22年首相，竟然说要撤除高达3800

管理下发展势头旺盛，如取得5.9%的经济

亿令吉的大道收费站，即使儿子是亿万富

浮罗山背批建行人桥

成长，为国际最高的国家，还有马币数个
月前是1美元兑换4.41令吉，短期内上升至

翁，也是无能为力他执政时没有增加大
道收费站，反而减少4个收费站。

他也宣布批准浮罗山背区原任国会议员希
尔米要求1000万令吉的拨款，以在当地快乐村
兴建摩哆行人天桥，保障居民安全。
出席者有外交部副部长拿督斯里利查马
力肯、联邦直辖区副部长拿督罗格巴拉莫汉、
槟国阵主席邓章耀、原任浮罗山背国会议员拿
督斯里希尔米、原任浮罗勿洞州议员莫哈末法
力、马华槟州联委会主席拿督陈德钦、首相署
执行协调单位总监丹斯里阿末扎基、槟州秘书
拿督斯里法力占。

未能落实，只见水灾处处及4度调高水费，
而雪兰莪政府送给人民是“水桶”

另外，他说，被形容为“收费站之

反對黨對一馬援金先罵後挺
吉说，他首创历史倡议颁发一

纳马援助金，初期被反对党领袖

似。
此外，他说，有位93岁的老人，在曾

抨击为“贿赂”，但是现今反对党“急转

被内安法令扣捕的诚信党主席莫哈末沙布

弯”，在竞选宣言中列明，若执政会继续

及丈夫也是遭扣留的旺阿兹莎前，竟然说
在任期间未捕任何人，简直是一项谎言，

颁发_ •马援助金，其实在美国有450万人领
取政府的食物津贴，功能与一马援助金相

因为他也是首相，知道整个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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