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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mblyman to set up
two sen/ice centres
Seri Serdang rep wants to empower women with
skills and solve floods woes in constituency

Parliament
P103 Puchong
Gobind
Singh Deo
Communications
and Multimedia
Minister
Age: 45
Term: 3
Party: DAP

State
N28 Seri Kembangan
(formerly under the
Serdang parliamentary
s e a t n o w Bangi)

Ean Yong
Hian Wah
Age: 39
Term: 3
Party: DAP

Dr Siti Mariah (right) during her walkabout at a pasar malam in Taman Seri Serdang. — filepic

By KATHLEEN MICHAEL
kathleen@thestar.com.my

SERI Serdang assemblyman Dr Siti
Mariah Mahmud may be a new
face in her state constituency that
comes under Puchong, but meeting
the people and getting to know
their problems is not new to her.
Prior to this, she was Kota Raja
MP for two terms in Klang,.
After winning the Seri Serdang
seat, Dr Siti Mariah proceeded to
look for suitable areas to set up her
service centres.
As the Puchong parliamentary
constituency is big, she plans to set
up two centres - one in Puchong
and the other in Seri Serdang. This
is to ensure that the residents have
better access to her team.

According to Dr Siti Mariah,
among the local issue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are the flood and
drainage problems.
She also wants people to be
aware of the various programmes
offered by the Government to help
the low-income group, especially
women.
Women, she stressed, must equip
themselves with skills to earn a living.
Dr Siti Mariah's greatest passion
is assisting women and children.
She wants to reach out to families in low-cost flats, especially
single mothers, to enable them
to learn English and parenting
skills.
• She said in order to encourage
participation, a reward system was

needed so that these families could
see the benefits in getting an education.
"In the past, when we had motivational programmes, the turnout
was low because they didn't see a
need to attend.
"We need to engage academicians to come up with effective
projects for adults," she said.
Dr Siti Mariah hopes to engage
with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to help children with their
homework, as well as encourage
them to take up religious studies
aside from English classes.
She also wants work with these
NGOs to inculcate the habit of
urban farming and raise aware^
ness of recycling among the^residents of her constituency.

N29 Seri Serdang
Dr Siti Mariah
Mahmud
Selangor Health,
Welfare, Women
and Family
Empowerment
Committee
chairman
Age: 60
Term: 1
Party: Amanah
Service Centre:
> No. 26Jalan PU7/2, Taman
Puchong Utama, 47140
Puchong, Selangor
> No.1996, Jalan 18/39, Taman
Sri Serdang, 43300 Seri
Kembangan,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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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13mil road-widening project in Setia Alam gets nod
By PRIYA MEIMON
and THANESH JEYARAM
priya@thestar.com.my

PERSIARAN Setia Alam in Setia
Alam, Shah Alam, will be upgraded to six lanes by the end of the
year to ease traffic congestion.
Widening works will involve an
additional lane on both directions
of the road which currently has
two lanes each.
Developer SP Setia Bhd will
carry out the RM13mil project,
which was approved by the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JKR).
Shah Alam city councillor Simon
Siow said the work was part of
the development order for SP
Setia, one of the developers of the
Setia Alam township.
"SP Setia is required to upgrade
the road facilities once 85% of
their land parcel is developed.
"They have successfully developed 90%, but the road project
was delayed because they did not

Persiaran Setia Alam will become a six-lane road by the end of the year
to ease traffic congestion.

receive approval from JKR earlier," he said.
The work will involve a 3km
stretch from the Setia Alam Timur
interchange to Jalan Meru.
Siow said residents from Klang,

Meru and Kapar would benefit
from the project as most of them
were using Persiaran Setia Alam
to go to Kuala Lumpur.
He said the roads were usually
congested during peak hours,

especially between 5pm and 10pm
daily.
SP Setia will also build two
pedestrian bridges across
Persiaran Setia Alam.
Siow said this was necessary as
there were many people crossing
the road on a daily basis.
"I sent an official letter to JKR in
2016 to allow the Shah Alam City
Council to build the pedestrian
bridge, but I haven't received a
response," he added.
The two bridges will be near
the Setia Welcome Centre towards
Persiaran Setia Dagang, and Jalan
Setia Prima S U13/S towards the
Petronas station.
Safety barricades and signage
have been installed to alert motorists.
Siow said he was expecting
minimal traffic disruption and
motorists could use Persiaran
Setia Damai near Eco Ardence as
an alternative route to Setia Alam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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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GUE AWARENESS
The Shah Alam City Council (MBSA) urges
residents to mind the cleanliness of their
homes and ensure all containers are emptied out before they take off for Hari Raya.
Bathtubs, water tanks, ant traps, flower
pots and containers should not have stagnant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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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TE FOR SHAH ALAM
Shah Alam City Council has joined the 'We
Love Cities' campaign and is asking the
public to vote for the city until June 30 at
www.welovecities.org/shah-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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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RECORD
With regard to our story entitled 'First
MATTA Selangor fair at agro park', which
appeared in StarMetro on June 12, MATTA
wishes to clarify that the National MATTA
Fair will still be held at the Putra World
Trade Centre (PWTC), Kuala Lumpur. This
MATTA Fair Selangor Carnival is part of the
MATTA Selangor Chapter Event and it i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chapter is organising
a travel fair on its own and has chosen
MAEPS as its first venue. The MATTA Fair
Selangor Carnival is a different event from
the National MATTA Fair (which is held
bi-ann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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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un Sungai Kandis dirawat
akibat jangkitan paru-paru
SHAH ALAM - Adun Sungai
Kandis, Shuhaimi Shaﬁei dilaporkan stabil selepas menjalankan rawatan akibat
jangkitan paru-paru sejak beberapa minggu lalu.
Sumber dalam PKR memberitahu, Shuhaimi yang juga
Ketua Penerangan PKR
Selangor ini dinasihatkan berehat sementara waktu daripada aktiviti politik.
“Selepas PRU14, memang
dia kurang sihat dan demam,
setelah melakukan pemeriksaan kesihatan baru-baru ini
mendapati beliau kena jangkitan paru-paru.
“Jadi dia terpaksa membuat rawatan susulan di hospital. Namun, sekarang ini dia
berehat di rumah dan dalam
keadaan stabil, cuma memerlukan sedikit lagi masa.
“Perkembangan tahap ke-

sihatannya buat masa ini positif, saya rasa selepas hari raya
nanti dia akan kembali bertugas semula seperti biasa,”
katanya kepada Sinar
Harian.
Terdahulu, Shuhaimi yang
menang kerusi Sungai Kandis
pada PRU14 lalu dikatakan
menghadapi masalah kesihatan yang memerlukan rawatan
dan rehat buat sementara
waktu.
Shuhaimi dikatakan menerima rawatan di Pusat
Perubatan Subang Jaya (SJMC)
sejak beberapa minggu lalu.
Dalam tempoh itu juga,
nama Shuhaimi disebut-sebut
antara calon utama menteri
besar bagi menggantikan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yang akan memegang portfolio di peringkat persekutuan.

Shuhaimi kini
berehat
sementara
waktu
daripada
aktiviti politik
selepas
menjalani
rawatan
akibat
jangkitan
paru-p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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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 baharu teruskan kepimpinan
Pentadbiran
cemerlang Azmin
jadi sandaran
MOHD IZZATUL IZUAN
TAHIR

SABAK BERNAM

C

alon Menteri Besar
Selangor baharu diharap dapat meneruskan kesinambungan Datuk
Mohamed Azmin Ali yang meletakkan Selangor sebagai sebuah negeri cemerlang dan
peneraju masa depan negara.
Adun Sekinchan, Ng Suee
Lim berkata, meskipun
Pakatan Harapan (Harapan)
sudah membentuk kerajaan
di peringkat Persekutuan,
beliau ingin melihat Selangor
terus maju ke hadapan.
“Kita mahu Selangor
menjadi contoh tauladan ne-

geri lain dari segi perundangan, pembangunan, ekonomi,
perkhidmatan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dan sebagainya,” katanya pada Majlis
Berbuka Puasa bersama
Agensi Kerajaan di D’Muara
Resort, Sungai Haji Dorani, di
sini
Suee Lim berkata, di bawah pimpinan Mohamed
Azmin, Selangor telah melakar
sejarah dan mencipta satu kecemerlangan luar biasa.
“Buktinya, ialah rakyat
terus memberi kepercayaan
dan mandat kepada Harapan
pada 9 Mei lalu untuk kita meneruskan pemerintahan di
negeri ini.
“Malah, kita menang 51
kerusi peringkat Dun yang selama ini kita tidak pernah
mencapainya, manakala pembangkang hanya memperoleh
5 kerusi sahaja.
“Ini satu kejayaan luar
biasa yang dicapai oleh
pimpinan Mohamed Azmin
dan sekarang kita harap bakal

info
Selangor kini menjadi contoh kepada negeri lain dari
segi perundangan, pembangunan, ekonomi, perkhidmatan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yang cemerlang

bergambar bersama-sama penerima cabutan bertuah pada Majlis Berbuka Puasa bersama Agensi
Kerajaan di D’Muara Sungai Haji Dorani, di sin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pat
meneruskan kesinambungan
menteri besar lama,” katanya.
Mengulas mengenai program anjuran pihaknya, Suee
Lim berkata, program berbuka puasa bersama agensi
kerajaan diadakan secara

tahunan sejak beliau memegang kerusi Dun
Sekinchan empat penggal
lalu.
“Setiap tahun, saya mengambil pendekatan menyantuni warga kerja kakitangan kerajaan khususnya
sebelum ini di peringkat ke-

rajaan negeri dan tahun ini
suasananya berbeza kerana
pada 9 Mei lalu kita telah berjaya menawan Putrajaya,”
katanya.
Beliau memberitahu,
pihaknya bercadang untuk
memperluas program itu di
peringkat jabatan di bawah

kerajaan Persekutuan seperti
Jabatan Kesihatan, Jabatan
Kerja Raya dan pasukan bomba dan penyelamat pada tahun depan.
“Kita ingin menghimpunkan semua agensi kerajaan
negeri dan Pusat untuk merealisasikan dan melaksanakan semua dasar kerajaan.
“Mereka ini wajib diberi
penghargaan dan disantuni
kerana inilah peluang untuk
kita beramah mesra dan meraikan mereka dalam satu
pasukan terutama dalam suasana Ramadan yang mulia
ini,”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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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S bantu bina rumah mangsa kebakaran
SABAK BERNAM - Lembaga
Zakat Selangor (Zakat
Selangor) memberi jaminan
kerja pembinaan rumah seorang peniaga makanan,
Muhammad Nor Sabirin, 48,
yang musnah dalam kebakaran, dijangka bermula selepas
cuti Hari Raya Aidilﬁtri.
Ketua
Divisyen
Komunikasi Korporatnya,
Datin Norajun Ainun Mohd
membaca
dan menyemak
bacaan al-kerja
Quran bagi
Hashim
berkata,
pembinaan itu dijangka mengambil masa sehingga Oktober
n sepanjang
Ramadan
depan untuk siap sepenuhsaannya.
3 pula turut mengimarah Ramadan mekkan nerusi bacaan surah lazim dengan di“Perlantikan
kontraktor
ahun bimbing
guru di dalam bilik
darjah masingjangtelah
masing.
dilakukan
pada
bulan
“Kita dapat melihat mereka sungguh
2018 mengikuti
dan kami
kata,Junberminat
aktivitiberharap
seperti ini dan
apat diharapkan minat membaca al-Quran ini
dengan pembinaan rumah
suci berterusan sehingga mereka dewasa,
“katanya.
baru
ini akan dapat meKatanya, selain tadarus al-Quran, teradan
beban
mendapat juga aktiviti
lain dan
dijalankan
bagi
libat-ringankan
ber-ceriakan
mengimarah kedatangan
Ramadan.
keluarga
“Kita juga menganjurkan ceramah
Nor,
” katanya
me-Muhammad
agama, pertandingan
menulis
jawi, majlis
uran berbuka puasa dan penyampaian
dalam
satu
kenyataan
media,
sumbangan kepada anak yatim dan murid
nggasemalam.
miskin sempena Aidilfitri,” katanya.
Norajun Ainun berkata,
berdasarkan kepada rekod
Zakat Selangor mendapati
keluarga Muhammad Nor
merupakan asnaf miskin
yang
berdaftar sejak Mac
ga jam
itu bermula
m 9 pagi
dan berakhir
lalu.
tengah hari.
ramai tiga“Sejak
pegawaiitu, keluarga ini teanggota ditempatkan
lah
disantuni
dengan bantukasi terbabit.

Hubungi Skuad Sabak bernam: moHd izzatul izuan - 019-2650821 / 019 6680275

Rayu percepat bina rumah
SABAK BERNAM - Seorang
peniaga makanan merayu
Lembaga Zakat Selangor
(Zakat Selangor) mempercepatkan pembinaan rumah
baharu selepas kediamannya
di Jalan Parit 1 Barat, musnah
dalam kebakaran, tahun
lalu.
Muhammad Nor Sabirin,
48, berkata, dia kini terpaksa
menumpang di rumah saudara yang terletak tidak jauh
daripada lokasi kejadian.
“Saya harap Zakat
Selangor mempercepatkan
proses bina rumah sepertimana yang tertera dalam
surat kelulusan permohonan
bertarikh 17 Mei lalu.
“Pihak zakat telah meLaporan
Sinar Harian
luluskan permohonan
rumah 9 Jun lalu.
baru bernilai hampir RM54,
000 dengan dilengkapi tiga Muhammad Nor (kiri) bersama isteri dan anaknya berharap Zakat
Selangor mempercepat bantuan membina rumah baharu selepas
bilik tidur dan satu bilik air.
“Namun, saya tak tahu kediaman mereka musnah dalam kebakaran, tahun lalu.
punca sebenar pembinaan ini
masih tertangguh sehingga Husna Nur Batrisya, berusia haru nanti dapat disiapkan
setahun
terselamat. sebelum raya korban, bagi
kini,” katanya.
Sinar Harian sebelum ini, Muhammad Nor mem- menceriakan kami sekeluarga
melaporkan kediaman beritahu, perayaan Aidilfitri yang dah lama menumpang,”
Muhammad Nor musnah pada tahun ini suram berikut- katanya.
Orang ramai yang ingin
dalam kebakaran di Jalan an kekangan kewangan.
“Saya tak terfikir nak sam- membantu boleh meParit Satu Barat, 8 Julai tahun
but lebaran, sampai satu ta- nyumbang terus ke akaun
lalu.
Dalam kejadian jam 10.45 hap, rasanya tak nak keluar Maybank (162094154325)
pagi itu, dia bersama isteri, beraya dan duduk di rumah atas nama Muhammad Nor
atau menghubunginya di taliZuraidah Awang, 36 bersama bersama keluarga sahaja.
“Saya harap, rumah ba- an 012-2409906.
anak perempuan mereka,

an perubatan secara berkala
untuk anaknya dan terkini
adalah bantuan Hari Raya
berjumlah RM1, 000,” katanya.
Beliau berkata, kediaman
Muhammad Nor ditimpa
musibah kebakaran pada
Julai tahun lalu.
“Zakat Selangor telah menyalurkan sumbangan zakat
berjumlah RM5, 000 setelah
beliau didaftarkan sebagai
asnaf miskin di daerah Sabak
Bernam.
“Muhammad Nor juga
telah memohon bantuan
pembinaan rumah baru dan

permohonan tersebut diluluskan pada bulan Mei
2018,” katanya.
Sinar Harian 9 Jun lalu
melaporkan, seorang peniaga
makanan merayu Zakat
Selangor mempercepatkan
pembinaan rumah baharu
selepas kediamannya di Jalan
Parit 1 Barat, musnah dalam
kebakaran, tahun lalu.
“Saya harap LZS percepatkan proses bina rumah
bernilai RM54,000 sepertimana yang tertera dalam
info
surat kelulusan permohonan
bertarikh1717
Mei
lalu,"
daripadanya samankataatas kesalahan langgar
nya.
lampu isyarat

s keluar 56 saman trafik
mi telah mengeluaran kepada pesa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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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anding Pantai Morib
Pantai Remis
berpotensi
sebagai produk
pelancongan
ARZIANA AZAMAN

ALAM JAYA

C

adangan pembangunan pelancongan Pantai
Remis dan taman
rekreasi awam mungkin dapat dipanjangkan untuk perhatian kerajaan negeri bagi
menjadikan Dun Jeram sebagai tumpuan ramai.
Adunnya, Mohd Shaid
Rosli menjelaskan, pihaknya
melihat potensi pelancongan
di Pantai Remis setanding
dengan Pantai Morib jika kawasan itu dapat dinaik taraf.
Menurutnya, Pantai
Remis mempunyai keunikan
tersendiri dan boleh dikembangkan dengan pelbagai aktiviti sukan air dan pantai atau taman tema air
tersendiri.
“Saya akan meneliti per-

kara ini untuk dibincangkan
di peringkat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supaya potensi Pantai Remis dapat beri
nilai tambah menjadi tumpuan pelancong.
“Kalau lihat secara keseluruhan, Dun Jeram ni kebanyakan tanah persendirian
dan hanya kawasan Pantai
Remis di bawah bidang kuasa
kerajaan negeri yang boleh
dibangunkan,” katanya.
Mengulas lanjut mengenai cadangan untuk mewujudkan taman rekreasi
awam, Mohd Shaid yang juga
Ketua Penaja Bersatu Petaling
Jaya Utara itu berkata, kemudahan itu penting untuk
penduduk Puncak Alam.
“Kebanyakan penduduk
Puncak Alam bekerja di luar
kawasan ni seperti di Kuala
Lumpur dan Shah Alam…
bila balik sudah petang, jadi
masa bersama keluarga hanya tertumpu pada hujung
minggu.
“Jadi kalaulah ada satu taman rekreasi awam yang besar
seperti Extreme Park Seksyen
13 itu, mereka boleh bersama
beriadah dengan keluarga secara santai sambil menenangkan fikiran,” katanya.

info
Pantai Remis mempunyai
keunikan tersendiri dan
boleh dikembangkan
dengan pelbagai aktiviti
sukan air dan pantai atau
taman tema air.

Mohd Shaid (empat kanan) bersama sebahagian penerima baucar Jom Shopping Dun Jeram.

Katanya, pihaknya akan
cuba memanjangkan isu ini
kepada pemaju berkaitan
supaya dapat memperuntukkan tanah yang sesuai untuk
dibangunkan sebagai taman
rekreasi awam.
“Saya akan cuba bincang
dengan pemaju supaya
cadangan untuk diwujudkan
kemudahan taman rekreasi
yang lengkap dengan trek
jogging, taman permainan
kanak-kanak yang luas dan
fasiliti sukan lasak.
“Ini kerana penduduk

Dun Jeram khususnya di
Puncak Alam adalah yang
paling ramai iaitu dianggarkan 5,000 pengundi.. sekurang-kurangnya satu kemudahan rekreasi yang
lengkap dapat diwujudkan
untuk mereka.
“Manakala dari segi kebajikan, saya akan meneruskan usaha untuk membantu
penduduk di Dun Jeram untuk mendapatkan bantuan
melalui saluran yang betul,”
katanya pada Program Jom
Shopping Aidilﬁtri Dun Jeram

di Econsave Alam Jaya.
Dalam program itu, seramai 650 penerima Jom
Shopping menerima baucar
RM100 dan berpeluang untuk membeli keperluan persiapan raya yang bakal tiba
tidak lama lagi.
Bercakap mengenai program, Mohd Shaid berharap
jumlah penerima khususnya
di kawasan kampung dapat
ditambah berikutan masih
ramai yang memerlukan
sumbangan seumpama itu.
“Kalau boleh, kuota un-

tuk orang kampung khususnya di Dun Jeram ini ditambah dan beri peluang
seramai mungkin menikmati
sumbangan terus dari kerajaan negeri ini.
“Sebab ada yang datang
mohon tapi kita tak sampai
hati nak tolak… kalau diikutkan Dun Jeram paling ramai
jumlah penerima tapi itu pun
masih ada yang tak dapat.
“Jadi bagi tidak mereka
berkecil hati, pihak pejabat
pun tak sampai hati nak tolak
dan menggunakan sumbangan sendiri untuk mereka supaya dapat bergembira di hari
raya,”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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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長：不以種族角度崇拜領袖

團體、群繊

政由CM?:

(巴生12日讯）国防部长莫哈末沙布指出，随著我国
改朝换代，盲目以种族角度崇拜领袖的方式成为历史，
迎来了不看背景、 只选贤与能的新时代。
他说，这一切已
在发生著，例如我
们现在有了一位华
人财政部长、也有一位非穆斯林总检察
长
。“不分种族的做事风格，将继续成为这
个国家的主流，我们依据能力遴选领袖，
并摒除种族角度看待事情，财长和总检察
长的委任获得国人的普遍认同，证明各族
融合的情景已来临。”
他昨晚出席2018年班达马兰华小A校董事
会杯全国华小教师羽毛球团体赛群英晚宴
时指出，当我们支持一个人的时候，是看
他的本事，而不是因为同一个种族。
他说，如果是马来人，但是他贪污，我

们就拒绝他，若是华人或印度人贪污，我
们也一样拒绝他。

末沙布“人氣”爆燈

Page 1 of 2

末沙布“人气”居高
不下，他挥拍把签上大名的
羽球拍下舞台，引起出席者
抢夺。

沙，以开幕嘉宾身份，在台上为5粒羽球签
上大名，并即场大展球艺，挥动羽球拍，
把羽球一粒一粒拍到观众席，许多出席者
争相跑到台前“抢球”，现场气氛热爆。
末沙布离开时，出席者也不放过今次难
得机会，重重包围这名“人气王”拍照，
令他惨变“人肉布景”，导致他花了至少
20分钟才突破重围，顺利离开。

“若我国继续朝这个方向发展，我们一
定会迎来更进步、更辉煌的马来西亚。”
他指出，我们应该互相吸取各族的优
点，只要是正面文化，就应该互相学习，
一起建立新马来西亚，不要再继续秉持落
后思维，而是时候要追赶日本和韩国的成
就o
°末沙布“人气”依旧居高不下，他昨晚
为晚宴主持开幕仪式时，受大会邀请所签
名的“羽球”，引起出席者抢夺。
当时，他是代表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兹

•当晚出席贵宾众多；左3起为林牡丹、诺法丽达、陈义骏、
徐进宝、何润兴、末沙布、郑明发、卡蒂嘉、傅国强、朱金
山、陈仪乔、梁德志、刘文财及蔡火祥。

華小造就品學兼優人才
f沙布赞扬，华小教育培育
I许多人才，造就华裔子弟
刻苦耐劳、敬老爱幼、独立守
纪及积极向上的精神。
他说，从独立至今，华小在
过去 o年来虽然自力更生，但
依然有非常辉煌的成就与发
展，可见华社对教育的重视。
“根据我和华人的相处，华
裔学生的纪律很好，也很孝顺
6

•出席者重重包围“人气王”末沙布（左2)拍照，令他惨变 ‘人肉布景”，花了
至少20分钟才突破重围，顺利离开。

父母、师长及长辈，且很会经
商，这都是华小的功劳。”
他说，即使在乡区，华小生
也非常独立，他们愿意面对挑
战，他们可以从小生意开始做
起，然后再栽培孩子成为了第
二代的成功商人。
他强调，如果教育没有教会
我们应有的德行，那一切都是
徒然。

•次沙达
班比布、
达賽、答
兰左送鲁
华起运、
小为玉赞

41||
_山畫暴

I

部郑胜
资明II强
助发@

10 � rara
万何®
令润、
吉兴诺
给、笺
今末•

•末沙布为5粒羽球签上大名，并准备即场大展球艺，送给出
席者。

3天賽事切磋球藝
何潤興感謝老師參與
.会主席何润兴感谢各州老
.师参与其盛，大家在一连
3天的比赛中，一起切磋球艺。
“我们不是为了要拿奖，而
是提升团队精神，同时藉此有
机会集聚一堂，增进老师们之
间的交流。”
今年，一共有来自东西马的
12只队伍，总共240名教师，热
烈参与这项赛事。
出席晚宴的还有雪州教育局
管理组主任诺法丽达、巴生县

教育局官员荅德鲁、特别嘉宾
著名歌手卡蒂嘉、羽球国手傅
国强、侯任旺沙玛朱国会议员
陈仪乔、候任班达马兰区州议
员梁德志、雪州华小校长理事
会主席陈疋孙、班达马兰华小A
校校长林牡丹、校友会主席刘
文财、董事会财政蔡火祥、雪
州督学陈义骏、工委会主席朱
金山、大会主席何润兴、徐进
宝及陈泰伶老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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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马兰华小A校董事

班长拿督斯里郑明发指

出，随著中央政府易主后，
希望新政府能效仿雪州政
府，制度化拨款给华小、华
文独中及其他各源流学校。
他说，希望联盟执政雪州
10年来，每年都将华小、独
中、宗教学校及淡小的拨
款，列入年度财政预算中，
公平对待各源流学校，有关
政策赢得各族人民的赞赏与
支持，同时也减轻了董事部
和华社的负担。
“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资
源与预算，若能媲美州政府
的政策，一视同仁制度化拨

鄭明發盱效仿雪州政府
制度化撥款各源流學校
款给各源流学校，必能让多
元教育百花齐放，对国家教
育未来的发展及培育人才方
面，起著莫大的帮助。”
郑明发周一晚上以大会主
席身分出席2018年班达马3
华小A校董事会杯全国华小
教师羽毛球团体赛群英晚宴
时指出，第14届全国大选，
成功让我国迎来了史上首次
的中央政权轮替，这是人民

的选择，各界都应当尊重人
民的选择。

關注教育困境
他说，大家都很期待新政
府的百曰新政.能为国家带
来更好的发展、惠民利国。
另外，他谈到，身为华小
董事会的一分子，他也希望
新政府能更关注学校与教师
的课题，多了解目前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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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尤其是华小教育所面
对的挑战。
“欢迎政府提出任何有关
提升教师福利和减轻教师负
担的政策与措施，因为今曰
的教师除了日常教学外，还
需要兼顾不少行政工作，扮
演著多功能的角色。”
他欢迎和支持新政府，探
讨设立“教师助理”的建
议。
j也说，教师助理将能分担
教师的行政工作，让教师可
以更专注在教学，减轻他们
压力的同时，也有助提升教
学的素质。

•郑明发（左6)赠送纪念品给参賽代表；左4起为陈义骏及朱金山；右4起为徐进宝及何润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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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1 2曰
讯）非政府组织欢迎房
屋与地方政府部在3年后
恢复地方选举，惟基于
种种因素，雪州八打灵
再也、吉隆坡及槟城，
市长选举制迫切需在明
年6月落实。
上述非政府组织
为八打灵再也联盟
(MyPJ)、槟城论坛联
盟及拯救吉隆坡（SKL)
组织，这些组织代表今
午针对恢复地方选举一
事召开记者会，希望我
国在更换新政府的同
时，可根据希盟的竞选
宣言，早日落实地方选
举。
他们建议成立由专家
与民间组成的工作坊，
筹备预计明年6月及12月
展开的市长选举和市议
员选举，并保留三分一
县市议员职位供民间或
社会团体参选，由民间
社团提名，惟不包括有
经济利益的团体，如工
_会。

出席者有八打灵再也联
盟主席彭发光、秘书伊
韩、法律顾问德力费南
兹、拯救吉隆坡主席丹
斯里阿都阿兹、副主席
拿督阿里及打击贪污与
朋党主义中心(C4)法
律研究员花蒂雅。

3年内全國落實
尽管房屋与地方政府
部长袓莱达日前直布会
在3年后恢复地方选举，
不过这些组织希望八打
灵再也、吉隆坡及槟城
的市长选举可在明年6月

展开；至于这3地的市
议员选举于明年12月展
开，其他则按照政府意
愿在3年内于全国落实地
方选举。
他们针对恢复地方选
举这过度期，主张一些
步骤，即在委任所有县
市议员时需透明化、并
且达到1976年地法法令
第10 (2)条文的基本要
求，大部分市议员为当
地居民，并且在地方政
府方面有丰富经验，来
自专业、商业或工业的
各界层人士。
针对居民代表委员
会，委任成员的过程需
透明化及制度化，且成
员应公平地由居协、地
方工作坊、睦邻原则及
管理层来代表。

促撥款推動地方選舉教育

3組織要求隆靈檳
明年恢復地方選舉

打灵再也联
盟、槟城论
坛联盟及拯救吉
隆坡组织促请地
方政府立.即启动
拨款，推动地方
选举教育工作。
从2008年，希
盟在执政州属让
民间与社会团体
加入，作为监督
和平衡的一种方
式，确保政治利
益不会骑劫人民
的利益；但从
2011年起，一些
地方政府的县市
议员的權力被一
f \

/

V

些政党骑劫。
在新政府领导
下，他们冀不再
有理由拖延人民
的第三把声音。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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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非政府组织基于以下侵权行为，认为有必要恢复地
方选举：

八打靈再也市政廳

•帝议员职位分配给不¥当的灭m沉固蔬^人物势力。
2.政党委任市议员，让他们有工作以免面对贫困。
3 .市议员利用执法组干扰社区会议。
4.良好市议员被中止或取代，原因是党务表现不好。
5.市议员基于派系问题不支持州议员。
6 .市长疏忽政府组屋保养造成人命。
7.市政厅过去7年没有透明化账目。
8.市议员在常月会议犯错误。
1

檳城例子
1 •地方政府失职没根据民意，公布2008年地方蓝图。
2.州政府延迟公布及宪报地方蓝图，使发展毫无规划。
3.州政府及地方政之间的政治干涉经常发生，如地方政府
需按照州“指示”批准一些不符指南的发展项目。
4.州议员干涉地方政府。
5.忠于党者续受委为市议员。

吉隆坡例子
1.规划被滥用及没对居民负责。
2.居民针对隆市发展无法给予建议，造成发展过于商业化
及没有良好基设。
3 .吉隆坡市政局及联邦直辖区没有良好审计机制。
4.吉隆坡市政局没有公开招标售地。

•德力费南茲（左
起）、伊韩、彭发
光、阿都阿茲、阿
里及花蒂雅，希望
政府尽快落实地方
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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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江
s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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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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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巴剎
(甲洞12曰讯）增江南区早市
巴刹的垃圾桶常被他人占用，小
贩•们母早开摊时，桶内已堆满

的业
林垃，
立圾左
迎桶
是
左小@
末
贩
巡汽依
视
努

圾发出阵阵腐臭味，当地小贩公
会与吉隆坡市政局官员开会，拟
出3项建议，半数小贩最终通过举
手投票接纳其中1项建议，即聘请
承包商处理早市垃圾。
甲洞区小畈商业公会与早市小贩成
员，今曰在增江南区吉隆坡崇真堂（天
后宫）与吉隆坡市政局各部门官员开
会，共同商议处理早市垃圾问题的方
案，小贩们面对垃圾问题已有10年。

y

天
市
巴早
1#
• Ij
被s
他臭
人开
占摊
田巷
m 口
�—1

集體分擔費用
吉隆坡市政局甲洞区主任阿末依努提
出3项建议，分别是第一项：寻找合适
地点兴建垃圾房供小贩使用，第二项：
崇真堂庙方同意借出部分地段，供小贩
收纳垃圾桶，及第3项：小贩集体分担
费用，聘请承包商清理早市的垃圾。
在甲洞区小贩商业公会副总务苏耀升
协调下，出席的半数小畈通过举手投
票，接纳聘请承包商处理垃圾的建议。

苏耀升说，增江南区早市巴刹有100
个摊位，当地的垃圾桶经常被他人占
用，小贩清晨开摊，垃圾桶已堆满垃
圾，他们面对这个问题已有10年。
他说，甲洞卫星市早市巴刹的小贩，
面对没有垃圾桶可使用的问题，他们是
集体分担费用，以每个摊格每天5令吉

•
I

•林立迎（左5)与吉隆坡市政局官员，与甲洞区小贩商业公会
开会，拟出建议处理早市巴刹垃圾的方案，左4为阿末依努，右2
是苏耀升。

的费用，聘请承包商处理垃圾。
他指会接洽有关承包商，洽谈是否愿
意处理增江南区早市巴刹的垃圾工作。
出席会议的尚有候任甲洞区国会议员
林立迎与助理郑成隆、吉隆坡市政局卫
生组官员诺哈雅迪、SWCorp联邦直辖区
总监哈芝依斯迈等。

監督餐館衛生狀況
士士立迎指出，孟沙Raj's Banana Leaf餐厅员工用路面积水洗
#碗碟被揭发，结果遭吊销执照，他呼吁民众发扬“客户监
督”精神，全面监督各地区用餐地点的卫生状况。
他说，如果民众在外用餐发现环境不卫生，老鼠出没及到处
有排泄物，应该用手机拍摄照片转发向各地区的人民代议士投
诉，或是上载至吉隆坡市政局的面子书官方专页或推特。
他指出，无论餐厅或路边嘛嘛摊档，吉隆坡区有许多不卫生
用餐地点就长期以来的课题，孟沙Raj's Banana Leaf餐厅因触
及卫生条规被吊销执照，成为最新的反面教材。
他说，八打灵再也市政厅近期已执法取缔肮脏的餐馆及美食
中心，吉隆坡市政局是时候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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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慧

別貪方便阻礙他人

，公守法，是人民的本分。
吉隆坡市政局恢复锁车轮措
施，引起民众讨伐，但试想那些因为
非法泊车造成他人不便的情境，当
知市政局对付违例泊车者，合法、合
情、合理。
在雪州，锁车轮的措施在一些特定
的地区，如八打灵再也、梳邦再也等
区也属“高效率”，只要你双重泊
车，不管你只是下车买份报纸、喝杯茶，很大可
能都已“中招”。

奉

但其它地区，一般只是开罚单以示警告。
说来好笑，向来反对执法单位“无情执法”
的，都是“身受其害”的驾驶人士，而旁观者，
都很支持执法当局严厉采取行动，以解决胡乱泊
车的问题。
甚至，有者也建议，把拖车、锁轮胎的措施延
伸到其它地方政府，才能统一化，对付违例泊车
者o
°不得不承认，有严厉执法，才能有效解决问
题，否则绝大部分的人民，都会把一切视作理所
当然。
i括，找不到位子，就理所当然非法泊车、地
方政府没有严厉追讨罚单费，就理所当然可以不
缴付欠债、执法单位没有前来扫摊，就可以非法
摆摊卖东西，太多太多的理想当然，把法律都搁
置在一旁。
再举个°例子，我们经常看到天桥底下，都沦为
出租罗厘活动场地，正因为执法单位没有执法，
大家都理所当然地做生意、光顾。
殊不知，这些没有营业准证的活动，经常都会
惹出许多事非，比如坐地开价、不老实、偷窃
等，最后受害的也是消费者。
如果我们不能阻止非法营业，至少我们谢绝光
顾非法活动，做个奉公守法的人民，做个好榜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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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種孝靈宮19曰起慶神誕

23

I

日千人

(蒲种1 2日讯）雪兰莪州（蒲
种）孝灵宫庆祝城隍殿大二三爷伯
第5届千秋宝诞将于本月19日至22日
举行，并于本月23日举办千人晚宴
筹募建庙基金晚宴。
在农历五月初六，即本月19日下午5

时，蒲种孝灵宫将会请神和犒赏五营军
马；农历五月初七的本月20日进行开光仪
式、招请五营将军、镇五方结法界、犒赏
五营军马、迎接天君和补运和加持；农历
五月初八的本月21日则有化财宝送天宫
塔、犒赏五营军马、打圣杯得炉主、孝灵
宫全体理事联合善信贺寿、舞狮拜寿和众
神贺寿助兴；至于农历五月初九就会犒赏
五营军马、发放军马归五方、旺神和化宝

等。
、-种孝灵宫第5届千秋宝诞筹委理事会
大会主席杨福明指出，除了上述仪式，农
历五月初一也是蒲种孝灵宫立庙的大曰
子，当天会有祈拜仪式并设有自由餐，欢
迎善信参与。

12件福品供投標

錢
•雪兰莪州（蒲种）孝灵宫庆祝城隍殿大二三爷伯第5届千秋
宝诞将于本月19日至22日举行，坐者左起为黎才誉、杨福明和
郑富豪；站者左起为林展琮、洪金耀和廖金伦。

他欣慰的是千秋宝诞还未正式举办，就
获得众人大力支持和报销，因该宫平时办
事都不会收钱和收礼，因此，善信在一年
一度的千秋宝诞都会纷纷报恩和协助，出
钱出力。
他说，该宫在去年获得雪州政府颁布约
8000平方尺的地段建庙，本月23日的晚宴
将有12件福品进行投标，所筹款项将会作
为建庙基金，希望各界人士可慷慨解囊。
他早前召开记者会时，这么指出。出席
者有蒲种孝灵宫第5届千秋宝诞筹委理事
会筹委会主席黎才誉、坛主郑富豪、总务
洪金耀、文书林展琮和理事廖金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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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刮強風釀悲劇

•死者潘玟桀

林朝隆：16歲以下需成年人陪同
都丁宜水上活动业公会主席林朝隆说，只要
$16岁以下者在成年人陪同下，是被允许乘坐
水上摩哆。
“强风导致水上摩哆失控概率很低，但还是
需视当时状况，才能做最终定论。”
林朝隆周二接受《中国报》电访时，针对2辆
|水上摩哆碰撞，夺走9岁男童生命一案，如此回
应。
-wn女
龍，輕日寸，$矢口•路
•林朝n
过，因此不便评论。
他补充，公会将于周三（13日）开会，针对
这起事故展开调查。
“本公会有规定，凡参加水上活动者需穿救生衣。”

放在沙滩上。

他说，男童母亲已向苔都丁宜警局报
案，解剖报告显示，男童因受挫伤害导
致创伤性脑和脊髓损伤。
另外，记者今早前往事发地点，根据
出租水上摩哆负责人指示，找到载著男
童出事的沙滩男，惟该沙滩男对记者提
问三缄其口。
至于2辆涉及案件水上摩哆，亦停泊
在沙滩上。

•记者找到负责载送男童出海的沙滩男
他对记者的提问三缄其口。

的水上摩哆，停

•荅都丁宜G区海域周一发生水上摩哆碰撞意外，1名华裔男童意外丧命。

腦和脊髓受創
东北县警区主任安华奥马助理总监今
曰证实，男童和家人昨午12时，登记入
住苔都丁宜一家知名酒店，原订定明天
退房。
“该家庭是来槟城旅游，事发前，男
童和母亲在酒店后方沙滩，向一家私人
公司租借2辆水上摩哆。”
他说，男童母亲自行驾骑水上摩哆，
男童则乘坐沙滩男（亦是水上摩哆指导
员）驾骑的水上摩哆，3人皆有穿上救
生衣。
“意外发生后，男童陷入昏迷，他被
紧急带返至酒店做急救，而受召至现场
的槟城中央医院医护员检查后，证实男
童已不治。”

•其中 辆I
涉案

•

¥

簾

(槟城1 2日讯）水上摩哆互
撞，9岁华裔男童坠海丧命。
男童乘坐由沙滩男驾骑的水上摩哆玩
乐，讵料海上刮起强风，导致该水上摩
唆失速撞上男童母亲驾骑的水上摩哆，
男董被抛入大海，重伤不治。
死者潘玟桀，来自雪兰莪，事发后，
其脸部流血受伤，证实是脑部重创身
亡。
此意外于昨晚7时30分，在荅都丁宜G
区海域发生。
据了解，死者趁著学校假期，与家人
北上槟城度假，一家人原定在槟城逗留
3天，讵料发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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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都丁宜过去8年，
发生3宗水上摩哆
荅都丁宜8年3意外
意夕卜
o

据资料，2011年2月5
日，当时47岁的中国籍
游客朱Iffl，在合都丁宜
海滩漫步时，遭水上摩

哆撞断双脚，吓坏随行
家人。
朱刚在接受医疗后保
住生命，2名肇祸缅甸
外劳事发后企图逃跑，

最终被眼明手快民众逮
住。
°
次宗事件则发生在
2012年3月17曰，14岁印
尼女游客驾驶水上摩哆

水上活動暫不喊停
会：岛市政厅暂不喊停荅都丁
槟
宜海滩的水上活动。
槟岛市长尤端祥周二（12
曰）接受媒体电访时说，市政
厅会针对周一（11日）发生的

水上摩哆碰撞意外，与警方合
作调查。
“苔都丁宜海滩所有水上活
动暂时不会被令停止，直至调
查报告出炉再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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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知何故撞向2名
乘坐香蕉船的大马印裔
游客，导致他们肋骨断
裂。

最新一宗水上摩哆意
外于周一（1 1日）发
生，一名9岁男童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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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巴
1

•19名州议员与
州议长賽阿巴斯
(坐者）在宣誓
之后合摄。

9

反
對黨議員宣誓就職

(亚庇I 曰讯）I 名杯葛昨曰沙
巴州议会特别会议的反对党州议
员，今曰现身州议会大厦，在州议
长拿督赛阿巴斯前宣誓就职，正式
成为州议员。
他们是在今早10时30分于州议长
赛阿巴斯的议长室内，进行简单的
宣誓就职仪式，之后部分州议员进
入州议会殿堂内，在本身的座位上
拍照留念。
该19名在今日宣誓就职的州议员
中，有9名为沙巴巫统州议员、6名
沙巴团结党州议员、2名沙巴立新党
州议员，以及沙巴人民团结党及民
统党各一人。
前沙巴首席部长兼双溪西埔加区
候任州议员丹斯里慕沙阿曼及阿拔
士区候任州议员拿督尼占狄丁岸缺
2

9

席今日的宣誓；他们也是目前最后2
名尚未宣誓就职的候任州议员。
目前相信人在英国伦敦的慕沙，
被指因接受医药治疗中而无法出
席，至于尼占则在朝圣中。
以慕沙为首的阵营共21名州议
员，在日前以沙巴首席部长拿督斯
里沙菲益阿达为首的沙巴人民复兴
党联合州政府所召开的特别会议不
合法为由，宣布杯葛出席该特别会
议。
°
不过以沙菲益为首的民兴党阵营
昨曰在特别会议中，提呈向诗那浪
区州议员投信任票出任沙巴首长的
特别动议，并在获得包括4名官委州
议员在内共43名州议员同意下，通
过该项动议。

•虽然没有举行州议会，但是拿督杰菲里
(左）在宣誓后进人州议会会议厅找寻自
己的位子，并接受九路区州议员拿督佐尼
斯顿的祝贺。

13 Jun 2018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Page: A6 • Printed Size: 569.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11,223.84
PR value: MYR 33,671.52 • Item ID: MY003286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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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城1 2日讯）
交通部长陆兆福揭
露，前任交长拿督
斯里廖中莱办公
室，今年1月批准
了 一笔逾80万令吉
的拨款给一家公关
公司，即PEMANDU
ASSOCIATES 私人有
限公司，其中的任
务是协助部长在
《星报》撰写每周
一次的专栏。
他已指示秘书长取消
这份合约拨款，并形容
这是挥霍之举；他本身
并不需要这笔总值80万
8629令吉48仙的“公关
费”来提高形象。
“我几乎天天召开记
者会，直接与媒体接触
及透过媒体向民众表达
看法。”

未收錢取消不必賠
陆兆福今日在交通部
召开记者会时候指出，
这份合约在今年1月24
曰生效，尽管拨款已经
下放，但有关公关公司
并未向政府收取分文。
由于这间公司未提供服
务，因此取消合约无需
作出赔偿。
他也说，部门官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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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部長德淡_96公關費
包括每週在報章寫專欄
这份合约效用及工作范
围并不知情。
“据我所知，报章专
栏只是其中一项，我不
知道这笔公关费还用来
做什么。”
—
SERI TAJAM集团今天
捐出200万令吉给希望
基金，而行动党金马仑
区败选候选人马诺佳
南，则代表德士司机移
交1500令吉给希望基

陆兆福感谢国家元首
减薪10?。给希望基金，
也感谢人民的每一分捐
款，体现爱国精神。
出席者有SERI PAJAM
集团总营运长邓伟雄、
集团执行主席拿督邓满
顶和财务长郑舒凌、汝
来州议员阿鲁古马、拉
沙国会议员谢琪清、行
动党金马伦候选人马诺
佳南及雪州行政议员黄
思汉。

•邓伟雄（右4)移交200万令吉支票予陆兆福，左起为阿鲁古马、谢琪清、邓满顶；马诺佳南
(右3)也将1500令吉的支票移交给黄思汉(右2)，右为郑舒凌。

數字自貿區未決定擱置
兆福指出，新政府还未

陆决定是否搁置数字自贸
区（DFTZ)，此计划是私人计
划，所以未受影响。
“若我们取消，我们会通
知，这是私人计划，没有涉及
政府花费，因此不存在政府被

迫取消DFTZ计划。”
另一方面，他说，部门预计
在近1至2个月内公布自动执法
系统（AES)方案，目前还未有
任何决定。
他说，AES罚单是否缴付也未
有决定，他不愿意在部门还未

有方案前，作出任何评论。
此外，针对成功集团创办人
丹斯里陈志远早前指出，该集
团愿意在刁曼岛建新机场，无
需中央政府花钱，不过需要政
府为该公司穿针引线一事，陆
兆福指，还未收到建议书。
他说，他是从媒体得知此
事，还未收到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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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柄壽
90%更

人關
E注
II生

異活
政經

府濟

•颜炳寿（中）指人民更关注生活与经济问题, 左起为邹锦河、
林圣才、黄颖欣和梁圆融。
(八打灵再也1 2曰
讯）远景研究中心联合
会长颜炳寿说，我国仅
有32°�人民重视公共机构

的独立性；而90%希望政府改革的人民，更
关注生活费、经济发展和贪污课题。
他说，选民面对生活成本高问题，加上担
心贪污对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导致全
民求变，包括受访者内的91°。华裔、90%印裔
和其他族群和897。巫裔合格选民。
颜炳寿今日召开“马来西亚人是否相信公
共机构”民调结果记者会时说，该会今年2
月，针对1000名介於26至65岁的选民展开线
上民调，获以上结果。
他说，民众面对的生活成本问题，包括薪
水无法应付开销、政府无法充分发展我国优
势、贫穷问题泛滥和生活品质未获提升；贪
污方面，国内发生许多案件如一马发展公司

课题等，导致对政治人物失去信任和执政者
为自身利益贪污；而经济发展方面，政府罔
顾人民福利、人民要求稳定的经济发展和公
仆拥有专业的工作态度和系统化的政府。
另一方面，他也说，其中人民最重视其独
立性、却与信任度差距最高的公共机构为中
央政府（48°。）、政治人物（45?。）、本地主
题媒体（44%)和地方政府（41%)。
询及房屋与地方政府部长袓莱达提及将在
3年内恢复地方选举一事，他认同此事，因
如今全民要求改革，加上本届大选中及中央
政权和平移交一事，显示我国已足够成熟去
执行地方选举。
颜炳寿赞同落实市政局和市议会到地方选
举；唯建议县议会需分阶段进行。
出席者有执行董事邹锦河、董事拿督林圣
$、副主席黄颖欣和WAYY谘询公司代表梁圆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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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國産車與提升公交没衝突
(布城12日讯）交通部长陆兆福认为，创
建新国产车品牌和政府决心改善公共交通效
率，两者之间没有冲突，也不是零和游戏。

系统，首相也承诺和全力支持改善公交，包
括巴士和德士服务。”

他说，政府会继续发展及提升公共交通的

公共交通的可靠性，为人民提供更好的公交
服务。’’

可靠性，为人民提供更良好的公交服务，至
于新国产车问题，则必须等待首相回国，进
—步向人民说明。

Seri Pajam发展有限公
的德士司机合捐1500令吉给希望基金的仪
式后，如此说明。出席捐款仪式者有 Seri
Pajam集团执行主席拿督邓满顶、首席营运
陆兆福是在接领

司捐献200万令吉，以及来自金马仑高原

‘‘两者没有冲突，政府会继续发展和提高

另一方面，他说，陆路公共交通委员会

(SPAD )预料会在7月解散，并整合入交
通部。“我会在7月的国会开会期间，提皇
一项法案来解散这个部门，并并入交通部，
新单位将不会再有主席，我会在整合后对单
位的往后运作作出宣布。”
他表示尚未接获成功集团创办人丹斯里陈

员邓伟雄、首席财务员郑舒凌、雪州行政议

志远献议出资兴建刁曼岛机场的计划书，因

员黄思汉、森州行政议员阿鲁古玛、亚沙国

而他不会针对这项计划作出评4。
“我也没有接获任何在居林兴建机场的建
议书

会议员谢琪清和行动党金马仑国席候选人马
诺加兰。
“两者没有冲击，政府已承诺会改善公交

�“(L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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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華小敎師羽球賽群英晚宴

•巴生班达马兰华小A校董事会杯全国华小教师羽球赛群英晚宴上，主宾席
嘉宾合影。左起为答德鲁、诺法丽达、陈义骏、徐进宝、何润兴、莫哈末沙
布、郑明发、卡迪嘉、傅国强、朱金山、陈仪乔、梁德志、刘文财和蔡火
祥。

鄭明發：減輕董事部負擔

政府應制度化撥款學校
(巴生12日讯）班达马
兰华小A校董事长拿督斯
里郑明发呼吁希盟联邦政
府能向雪州政府看齐，制
度化发放拨款给华小、独
中及其他各源流学校。
他指出，自民联（今希
盟）从2008年执政雪州10
年以来，每年都将华小、
独中、宗教学校及淡小拨
款全fr入州财政预算案，公
平对待各源流学校的州政
策，赢得各族人民的赞赏
与支持，也减轻了华校董
事部与华社负担。
郑明发是于昨天晚上出
席2018巴生班达马兰华
小A校董事会杯全国华小
教师羽球赛群英晚宴致词
时，这么表示。
也是工委会荣誉顾问的
郑明发说，联邦政府比雪
州政府拥有更多资源和预
算，若能一视同仁制度化
拨款予各源流学校，必能
让我国多元教育百花齐
放，对国家教育未来的发
展和培育人才，起著莫大
帮助。
此外，他披露，华小敎
师羽毛球赛已成为班A华
小其中一项品牌活动，配

•由国防部长莫哈末沙布（中）及何润兴（左
二）见证下，郑明发（左）以董事长身份捐助10
万令吉充大会经费，移交给徐进宝（右）。
合教师节为教师而办，5
年前从巴生县级赛开始，
扩大至两年前的雪州级，
再到今年进一步扩至全国
级别，教师们给予的反应
非常鼓舞。

移交10万充活动经费
这项比赛由班达马兰华
小A校董事会主办、全国
校长职工会协办。郑明发
在会上移交10万令吉模拟
支票充活动经费。
出席这项宴会者，包括,
有旺沙马朱国会议员拿汀

巴杜卡陈仪乔、班达马兰
州议员梁德志、全国校长
职工会副总会长兼大会主
席何润兴、班A副董事长
兼大会主席徐进宝、大会
副主席刘文财、受邀嘉宾
傅国强艺人、拿督卡迪嘉
依布拉欣、雪州教育局
学校管理主任拿汀诺法丽
达、巴生县教育局局长荅
德鲁、副局长阿德丽雅、
班A校长林牡丹、工委会
主席兼巴生县华校督学陈
义骏、朱金山、财政蔡火
祥等。（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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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市廳衛生組突擊行動

4食肆接17罰單
(八打灵再也12日讯）位于灵
市双溪毛糯工业园TSB 10A路一
带的餐馆，今天遭市政厅执法人
员上门突击，结果共开出17张罚
单给4间餐馆，其中2间美食中心
也因卫生不达标被勒令关闭，以
进行清洗及消毒杀菌工作。
八打灵再也市议员温宗龙说，
市政厅卫生组共派出大约10名官
员前往上述地点的餐馆展开突击
检查。

2店卫生不达标关闭
他指出，在检查4间餐馆过程
中，其中2间被勒令关闭的是美

食中心，业者各别接获5张罚
单，其余2间则是肉骨茶店和餐
馆，分别是接获2张罚单及5张罚
单o
“餐馆接获罚单的原因，包括

•一间美食

储藏室有蟑螂、厨房地砖破裂，
容易滋生细菌、找出疑有老鼠
的排泄物、一些食材和米粮随
意置放、未装滤油网（Grease
Traps )，造成沟渠受到污染，以

及厨房后面违例扩建，作业环境
恶劣。”
温宗龙说，官员在开出罚单给
其中一家美食中心业者后，也将
交由建筑物管制组跟进和勒令后

者拆除违例兴建的洗清碗碟建筑
物°

中心因卫生
不达标，官
员贴通告勒

令业者马上
他指出，官员发觉大部分员工 暂停营业，
都没有注射疫苗，因此也开出罚 直至完成清
单给业者。当中有一家美食中心 洗和消毒工
厨房地面磁砖破裂及有积水，因 作为止。
此将可能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
(TS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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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兆福：批准拨款80万

廖中菜聘公关写专烂
(布城12日讯）交通部长陆兆福揭露，前任交长拿督斯里廖中莱办公室在今年1月24日批准一笔80万8629令吉48仙的拨款
予一家公关公司PEMANDU Associates，工作内容包括协助部长在《星报》撰写每周一次专栏。
他说，尽管官员没有办法回答这80万令吉
的用途，但他得悉其中一项目是帮助前部长写
文章。
他强调，他觉得莫名其妙要花费80万令吉
来处理媒体关系，因为这根本就是浪费。
“很多老百姓都不知道前朝政府的浪费，如
果不在部门（聆听）汇报，我们根本不知道.....
在国会的报告也没有如此细节。”
他今日召开记者会说，一个部长形象好坏
取决于表现，是否全心为民服务，提高部门的
运作，而非依靠包装或文章的好坏。

陆兆福（左4起）接领邓伟雄移交的200万令吉支票。左起为阿鲁古玛、谢琪清及邓满顶。玛诺佳
南（左6起）也将1500令吉支票移交给黄思汉。右1为郑舒凌。

陆兆福已指示秘书长取消这份长达7个月
的合约拨款，并表明自身不需要这些提高形象

赔偿。

他希望这种爱国情操可以扩大到各领域共

的拨款，可以透过近乎每曰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此外，森美兰斯里巴占发展有限公司及金

同推动国家。出席者有民主行动党雪州行政议

向媒体及民众表达看法。他说，尽管拨款已下

马仑的士司机，分别移交200万令吉及150〇令

员黄思汉、候任拉沙区国会议员谢琪清、候任金

放，但该公关公司未向政府收取分文。

吉给希望基金，为解决国债贡献一份力量。

马仑区国会议员玛诺佳南、汝来州议员阿鲁古

询及部门取消这份合约是否需要赔偿时，
他说，由于未提供服务，因此取消该合约不需

陆兆福代领捐款时说，政府珍惜所有捐
款，并形容这是崇高的爱国情操。

两个月内决定AES命运

玛、斯里巴占执行主席拿督邓满顶、首席营运员
邓伟雄及首席财务员郑舒凌。#

不过，陆兆福认为，马哈迪的

公共陆路交通部委员会主席的职位

国产车建议与提高公共交通系统是

鉴于即将解散，因此无需再填补。

毫无冲突，公共交通会继续发展，

陆

志远献议出资兴建习曼岛机场建

针对首相敦马哈迪宣布将推出

询及数码贸易贸易区会否被搁

国产车，他认为，一切待首相返马

置，他说，数码贸易自由区是私人

请，也未接获兴建居林机场的建
议。

约时说，政府在检讨这项系统，并

个月内决定自动执法系统

指示官员提呈报告。

的命运。
他指出，他已经指示官员就自
动执法系统向他提呈建议书，以便
交给内阁定夺。
他是回应交通部会否废除该系
统或检讨政府与该系统承包商的合

针对成功集团创办人丹斯里陈

提高可靠性以为人民提供更好的服
务°

兆福说，交通部将在一两

时进一步解释。
他也拒绝回应马哈迪是否曾在
内阁会议谈及此事，并重申首相将
回国说明。

计划，没有涉及政府开销，没有受
影响。
他也说，大马铁道公司主席职
位是由财政部长林冠英委任，至于

议，他说，至今未接获陈志远的申

他透露，他将与林冠英及经济
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到新加坡
讨论隆新高铁计划，出发日期待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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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锦盼政府实现全民愿望

公平对待各源流学校
(巴生12日讯）董总署理主席陈大锦表示，我国迎
来新政权交替后，中央政府拨乱反正，为国家揭开
全新局面，希望政府务必以马来西亚人自居，公平
合理对待各源流学校，实现全民的愿望。

他说，人们对新政府寄以厚望，努力从单元走
向多元开放政策，开创共存共荣建国理念，同时大
力支持政府严打肃贪，竖立国家公信力及达成廉正
承诺。

⑶大锦今日出席第3届全国华文独
中中华民族舞蹈观摩赛开幕致词
时指出，在迎接全新的开始，也期望下届
观摩会可邀请友族学校参与，以举办跨族
群的观摩大爿：演，比文化、艺术拉近彼此
关系，w为舞蹈无国界，不分种族和肤
色，以形成文化、艺术交融的大年代<5

独中民族舞蹈观摩赛
他指川，通过各族参与的大、丨丨：演，可
让国内舞蹈百花齐放，充分发挥我国民族
特色，甚至成为我国文化的一环，比大家

嘉宾为活动主持开幕仪式，左起苏耀源、陈大锦、蔡庆文、邓章钦、卢顺荣、陈云楓及

为共创文明和谐的马来西亚努力。

罗丽蓉。

他也呼吁教育界人士，勿过于重视应
付考试，或强调分数的重要性，进而忽略

重视的一环，让中华民族舞蹈传承之余，

为大会开幕人。出席嘉宾包括雪隆董联会

学生的全面发展。

也让独中生的舞蹈得以昂首齐扬，让学生

主席蔡庆文、观摩赛筹委会主席陈 枫、

获得身心平衡的发展。”

巴生中华独中副董事长拿督卢顺荣、校长

“华文独中重视德、智、体、群、美、
劳六育的全面发展，美艺足重要fi须受到

大会也特邀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

邓章钦：无文化教育失意义

Z?

罗丽蓉及副校K苏耀源等。

邓章钦指出，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但却需
通过各种形式体现，舞蹈或其他文化活动对温暖传
承意义重大，同时与教育也足相辅相成的。
他认同教育不能仅注重考试，因此教育也足文化重
要的载体，没有文化成分的存在，教育也将失去意义。
“我要大力肯定董联会及董教总每年举办此精彩
的舞蹈比赛，希望借此丨丨：大家拥有一个平台，以便
将中华文化继续发扬光大。”
蔡庆文表示，观摩赛旨在提供平台，丨丨：全国独中
舞蹈学员有机会切磋交流，提升舞蹈创作，排练及
表演的能力，借此发扬中华文化，同时吸引更多人
对民族舞蹈的热爱和观赏。

参赛者给大家带来一只精彩的舞蹈表演。

卢顺荣：速宣布承认统考
卢顺荣表示，随着大马迎来新政局，教育也应
走向新思维和改革方向，为此董总对教育改革的步
伐也不能放缓或气馁，反之要加速及加强，否则独
中新生来源或面对更严峻挑战和考验。
他说，教育部长马智礼近期指示开放大学门户
让社会人十自由进入校园分享知识，以此提倡高等
教育学术自由。
“我在此呼叮教育部尽速宣布承认统考文凭，并

舞蹈演出各有特色，让人看得目不转睛。

且制度化拨款给华文独立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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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发展商

Seri

捐

Pajam

万

200

(布城12日讯）森美兰著名发

阿鲁古马、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

展商 Seri Pajam Development 有

及亚沙候任国会议员谢琪清。

限公司今R宣布捐献200万令

此外，来自金马仑高原一群

吉予大马希望基金，协助国家

热心德士司机也捐出1500令吉

解决债务。

予大马希望基金，他们是通过

Seri Pajam集丨才丨主席拿督邓
满顶、总执行长邓伟雄及总财

行动党金马仑国会选区前候选
人马诺嘉仁移交捐款支票。

务郑舒凌，今日在交通部将

陆兆福说，希望基金小 计捐

200万令吉捐款支票移予交通部

款多少，政府都会珍惜，最重

长陆兆福。

要是展现各阶层人士的爱国精

出席见证包括森州行政议员

i

神。

Seri Pajam集团及金马仑高原一群德士司机移交大马希望基金捐款支
票，左起邓满顶、陆兆福、邓伟雄、马诺嘉仁、黄思汉及郑舒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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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炳寿：各族盼兴革

“是时候洛实地方选举”
(八打灵再也1 2 日讯）根据远景研究中心（C E N B E T )
在5.09大选前，即今年2月向年龄介于21至65岁的
1000名大马人展开民众对公共机构信任程度网上调查显
示，超过90%的受访者认为联邦政府需要改革。

CENBET1

；

颜炳寿今日出席民众对公共机
构的信任程度的记者会上表
示，过去要求政府改革的一直
都是华裔，但是该机构这次所

展开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其

“但是，在我国经历了州与

他种族也有相同的意愿，他认

联邦政府的政权和平交接，而

他也表示，该机构将会把这

为落实地方政府选举的时机已

人们又迫切想看到政府机构进

次的调查结果提呈给体制改革

成熟。

行改革，这一切都显示我国是

委员会。

他指出，79%的受访者认为
地方政府的独立性非常重要，
但是只有38%的人认为地方政

民众对8大公共机构不满意程度
机构

不满意
程度（％)

尽管普遍认为大力批判前朝政府最多的是非土著，
但是这次的结果显示，89%的马来受访者、91%的华
裔、90%的印裔以及其他社群，都认为联邦政府应该作
出改革。

府值得信赖，另外的41%的受
访者则不信任地方政府。
“我依然记得2006年，当我

方选举可行性研究。

时候开始推行地方选举。”

颜炳寿认为，希盟政府应优
的大选中被打败。

马华居銮区会主席颜炳寿

该要有更多包容性，而政治转

举，以选出市长和市议会主

认为，退出国阵是马华改革委

型与首相所提出的社会经济转

他认为，一个政党或政治人

席。

员会考虑的其巾一个选择。

型一样重要，但是目前这一切

物不该轻言放弃，因为他们有

做得还不足够。

自己的核心价值与目标。

先考虑推行市议会和市政局选

48

还是国会议员的时候，有人曾

政治人物

45

经建议国阵政府恢复地方议会

而基于大多数县议会的收人

“党基层曾提及此事，我只

主流媒体

44

选举制度。不过，要推行该制

太少，它们会需要州及联邦政

度之前，必须先满足一些条

府的财政资助，所以现阶段他

能说退出国阵也将会是马华的
其中一个选择。”

件。

不建议推行县议会选举。

41

以选

马华或退出国阵

应优先推行市会选举

联邦政府

市议会

颜炳寿：希盟政府应优先考虑推行市议会和市政局选举
出市长和市议会主席。

他说，该党领袖正与基层

将竞选党高职
至于马华在这次大选中只

针对他在来临党选是否会竞
选总会长一职时，颜炳寿表明
会回到党中央最高领导层，但

司法

39

“我们担心一些地方选举可

与此同时，颜炳寿也赞赏房

成员交流，在他们有任何结果

赢得一个国会议席，他说所有

皇家警察

38

能会有问题，因为特定族群主

屋及地方政府部K：拿督祖莱达

之前，他不方便发表任何言

政党都会经历起起落落，比如

他仅说会先和该党总会长、

网络媒体

36

导一些地区，所以当时才不急

表示将在三年的时间内，在槟

论。

行动党同会领袖林吉祥及该党

署理总会长和其他领袖讨论，

武装部队

20

于推行这个制度。

城与雪州进行为期6个月的地

已故主席加巴星也曾在1995年

再做宣布。

颜炳寿强调，党领导层应

并未正面透露竞选什么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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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织：三分一职位应保留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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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在3年内于全国落实地方
选举。

隆灵槟宜明年先民选市长

他们针对恢复地方选举这过
渡期，主张一些步骤，即在委
任所有县市议员须透明化、并
且达到1976年地法法令第10

(八打灵再也12日讯）3个非政

这3个非政府组织为八打灵

督阿里及打击贪污与朋党主义

(2)条文的基木要求，大部分

府组织欢迎房屋与地方政府部

再也联盟（M :PJ)、槟城论坛

巾心（C4)法律研究员花蒂

市议员为当地居民，并且在地

在3年后恢复地方选举，并基

联盟及拯救吉隆坡（SKL)组

雅。

方政府方面有丰富经验，来自

于种种因素，认为雪州八打灵

织，这些组织代表今午针对恢

再也、吉隆坡及槟城，市长选

复地方选举一事召开记者会，

莱达日前宣布会在3年后恢复

举制迫切需在明年6月落实。

希望我国在更换政府的同时，

地方选举，不过这些组织希望

可根据希盟的竞选宣言，旱日

八打灵再也、吉隆坡及槟城的

落实地方选举。

市K:选举可在明年6月展开；

度化，而目_成员应公平地由居

至于这3地的市议员选举于明

协、地方工作坊、睦邻原则及

年12月展开，其他则按照政府

管理层来代表。

他们建议成立由专家与民间
组成的工作坊，筹备预计明年6

y

月及12月展开的市t(：选举和市

透明化委任县市议员

议员选举：并保留3分一县市
议员职位供民间或社会团体参

尽管房屋与地方政府部tC：祖

专业、商业或工业的各阶G人
十。
另外针对居民代表委员会，
委任成员的过程须透明化及制

出席者有八打灵再也联盟主

选，由民间社丨才丨提名，惟不包

席彭发光、秘书伊韩、法律顾

括有经济利益的1才1体，如工商

问德力费南兹、拯救吉隆坡主

会。

席丹斯里阿都阿兹、副主席拿

促启动拨款推动教育工作
八打灵再也联盟、槟城论
坛联盟及拯救吉隆坡组织促请
地方政府立即启动拨款，推动
地方选举教育工作。
从2008年，希盟在执政州
属让民间与社会1才丨体加人，作
为监督和平衡的一种方式，确
保政治利益不会骑劫人民的利
益；但从2011年起，一些地
方政府的县市议员被一些政党
骑劫。
此在新政府领导下，他

W

们希望不再有任何理由拖延了
德力费南兹（左起）、伊韩、彭发光、阿都阿兹、阿里及花蒂雅希望政府尽快落实地方选举

3个非政府组织基于以下侵权行为，认为有必要让地方选举恢复

人民的第三把声咅。

生，如地方政府须按照州“指示”，批准一些
不符指南的发展项目。

6.市长疏忽政府组屋保养造成人命。

4 .州议员干涉地方政府。

1.市议员职位分配给不适当的人，以巩固政

7 .市政厅过去7年没有透明化账目。

5.忠于党者继续受委为市议员。

治人物势力。

8 .市议员在常月会议犯错。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的例子

槟城例子

2 .政党委任市议员，让他们有工作以免面对
贫困。
3.市议员利用执法组干扰社区会议。
4.良好市议员被中止或取代，原因是党务表
现不好。
5.市议员基于派系问题不支持州议员。

吉隆坡例子
1 .规划被滥用及没对居民负责。

1.地方政府失职，没根据民意公布2008年地

2 .居民针对隆市发展无法给予建议，造成过

方蓝图。

于商业化及没有良好基设。

2 .州政府延迟公布及宪报颁布地方蓝图，使

3 .吉隆坡市政厅及联邦直辖区没有良好稽查

到发展毫无规划。

机制。

3 .州政府及地方政之间的政治干涉经常发

4.吉隆坡市政厅没有公开招标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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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垃圾倾倒飘恶臭
新闻特区

小贩忧接投诉被令停业

甲洞南区巴刹

(吉隆坡12日讯）外来垃圾倾倒在甲洞南区巴刹街头与
街尾的4个垃圾桶，每逢巴刹于清晨6时营业前，垃圾
桶早已装满垃圾，还飘来阵阵臭味，小贩恐巴刹因此惹
来消费者不满，进而投诉至巴刹暂停营业。

据悉，甲洞南区巴刹向来面对外来垃圾倾倒在该区
垃圾桶的问题，其中于2015年，该巴刹曾发生突发水
灾，垃圾桶的垃圾随雨水流入渠道，以致排水道阻塞，
事至今日垃圾桶置放的适合位置依然悬而未决。

众小贩今午在当地天后宫召开会议，

有逾50年历史的甲洞南区巴刹有100个摊位，一天内垃圾量可达
到660公升。

善用社媒投诉肮脏餐馆
林立迎说，孟沙香蕉叶咖

表决赞成重新整顿巴刹约100个小贩

哩饭餐馆因不符合卫生问题，

档摊的摊格，以物色适宜的地点置放垃圾桶或设

营业执照巳经被吉隆坡市政厅

垃圾房，以一劳永逸解决外来者在巴刹倾倒垃

吊销。

圾，同时聘请承包商负责清洗。
当地巴刹小贩在甲洞国会议员林立迎穿针引

正视环境卫生

线下，连同甲洞小贩公会、隆市政厅甲洞分局、

同时他呼吁市民应视环境

卫生小组、小贩执照组、自然花乐、联邦直辖区

卫生人人有责，并可以善用社

固体废料处理委员会就上述问题商讨。

交平台把不符合环境卫生的餐
馆状况拍下，以作出投报。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日前突
击检查食肆，指示不符合卫生
的餐馆关店清理，因此市民一
旦发现餐馆有老鼠或鼠粪，转
发给隆市政厅相关负责单位或
国会议员。

出席者有联邦直辖区同体废料处理委员会
(SWCorp)总监哈芝依斯迈、吉隆坡市政厅甲洞

分局主任阿末尤诺斯、隆市政厅卫生组代表诺哈
雅蒂、小贩执照小组代表苏海米及林立迎助理郑
成隆。

•曱洞南区巴刹街头与街尾的4个垃圾桶，清
晨6时前垃圾桶早已装满了垃圾，右起为阿末
尤诺斯与林立迎。

整顿摊格置放垃圾桶
说

甲洞小贩公会副总务苏耀升

史

从清晨6时营业至下午12

甲洞南区巴刹有逾50年历

时

一天内垃圾量可达到660

公升。

至于聘请承包商负责清洗工

“小贩大多同意重新整顿约

作的花费，他说或根据小贩摊

100个小贩档摊的摊格，以物色

的摊位大小来征收清理费，据

适宜的地点置放垃圾桶，避免
外来者在巴刹区倾倒垃圾。”

他所知甲洞卫星市清理费大约5

一众小贩赞成重新整顿巴刹摊格后垃圾桶位置，以避免外来者在巴

令吉。

刹区倾倒垃圾，并聘请承包商负责清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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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朗桑获5000万融资
吉隆坡12日讯|雪州柏朗桑
集团( K P S ，5 8 4 3 ，主板贸服股)
宣布，集团已在今日接获大马伊
斯兰银行（BIMB )发出的5000万
令吉伊斯兰融资便利。
根据文告，相关贷款的有效
期为24个月。
雪州柏朗桑集团称，相关贷纟
款将用来收购模城CPI公司。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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毎思写专栏交》枚80万公关合约
布城12日讯|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前
朝部长花80万令吉于今年1月聘请一家公关公
司，而该公关公司提供的其中一项服务竟是每
周在《星报》为部长撰写专栏。
他说，现在新政府不需要

「前部长（拿督斯里廖中

花80万令吉来聘请公关公司，

莱）早前在《星报》有一个自己

以提升自己身为部长的形象，

的每周专栏，仿佛这个7个月的

因此他决定取消这项合约。

专栏撰写需要80万令吉的费用。

他指出，他上周被财政部

我下令取消这项拨款，因这个

告知，交通部有一笔 80 万 8629

属于部门公关的工作，我不需

令吉48仙的款项，是前朝政

要通过另外的公关公司来提高

府和公关公司在今年1月24日

自己的形象，不需要花80万令

签署的项目，其中公关公司提

吉，这笔钱可以省下来。

供的一项服务竟是每周在《星
报》写专栏。

j

「我每天都和记者沟通，
几乎每天都在召开记者会，这
些记者会都是免费的。」

还未支付款项

他表示，从此事来看，

陆兆幅（左4)和黄思汉（右2)代收捐给希望基金的支票。左起为阿鲁古玛、谢琪清、
邱继贤-

邓满顶、邓伟雄、马诺嘉兰和郑舒凌。
他说，陆兆福所提到的

提升公交与新国产年没冲突

前朝政府把钱花在不必要的地

公关公司其实不是一家公关公

「我知道有一"由前朝部

方。这笔款项还没有支付给该

司，而是绩效管理与传递单位

长所批准的80万令吉拨款，目

公关公司，该公司也还未索取

(PEMANDU )，它协助前政府

布城12日讯|交通部长陆

孚女马哈迪也在日本提及隆

的是让该部门进行通讯项目，

款项，惟交通部已不需要这种

落实绩效管理以及监督的工

兆幅表示，提升公共交通系统

新高铁计划是被展延而非取消

是一个禾口 Pemandu Associate

服务。

作。

与开发新的国产车品牌5是两

时，陆兆福指出，他将与财政

个不同的课题1没有冲突。

部长林冠英及经济事务部长阿

有限公司签署长达7个月的项
目°」

另一方面，前交通部长拿

他今日发文告指出，陆兆

督斯里廖中莱新闻秘书林钊盈

福提到的《星报》专栏文章，

他披露，交通部官员都无

表示，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前任

法确切的告知「通讯项目」的

他表ZF，政府目前致力于

兹敏阿里，前往新加坡参与有

其实是建议每两个周一次，报

改善公共交通系统，让人民拥

关隆新局铁计划的会议’惟不

交长廖中莱在任期间，批准一

告交通部的计划进展，以及未

有更好的公共交通连结服务。

肯定确切的会议曰期，因曰期

主要内容，但其中一个目的是

项计划于一家公关公司搞个人

来计划。它是这项公众互动计

协助部门在报纸写专栏。

形象，是一项不确实的指责。

划的其中一部分项目。

陆兆福表示，政府会珍惜所有
希望基金的捐款，不管数额大
小，都是一份心意。

他说，政府非常感谢所有
向希望基金捐款的人民。
今曰出席希望基金捐款

他今日在记者会上，代表

黄思汉、森州行政议员阿鲁古

捐款户头=

政府接收两张分别200万令吉和

玛、亚沙国会议员谢琪清、金

马银行-5660 1062 6452

1500令吉的支票。

马仑国席行动党前候选人马诺

森美兰州房屋发展商Se�i

嘉兰�Seri Pa jam发展有限公
司集团执行主席拿督邓满顶、

令吉，以及一群金马仑德士司

营运总监邓伟雄和财务总监郑

机捐出1500令吉予希望基金。

舒凌。

捐款总数

RM61,315,561.55
截至12/6/2018 3.00PM

由财长安排。
询及是否废除自动执法系
统（AES)时，他今日在记者

首相敦马哈迪昨曰在曰本

会上说，正在研究自动执法系

表示，大马有意重新打造新的

统课题，因涉及多方，已要求

国产车品牌，消息一出，反对

相关单位提交具体的建议书，

声浪不断，有人质疑为何不把

随后他会和内阁进行讨论，相

资金投入提升公交系统，而是

信在这两个月会有定案。

推出新的国产车计划。

移交仪式的包括雪州行政议员

Pa jam发展有限公司捐出200万

公交事务，并在改善公交课题
给予全力的支持和合作。J

政府珍惜希望基金捐款
布城12日讯|交通部长

「首相敦马哈迪非常关注

询及敦马哈迪是否在内

询及政府有否研究耗资16
亿令吉兴建居林机场的计划’

阁会议上提出新的国产车计划

他表示，目前交通部没有收到

时，陆兆福表示，新国产车计

任何的相关提案。

划出自敦马哈迪，因此他不愿
置评。
「你可以在开斋节的门户
开放日上，亲自询问首相。」

对于早前富商陈志远献意
出资打造刁曼岛机场，陆兆幅
说，交通部还在等待陈志远的
申请和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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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

小贩公会逾万捐希望基金
敦依斯迈医生花园巴刹小贩小商公会周二在候任
泗岩沫国会议员杨巧双的见证下，移交1万2350令吉捐
款给大马希望基金。
杨巧双表示，这笔1万2350令吉是该小贩公会在10
天内募集，并捐献给希望基金。「看到不同背景的大马
人民，将他们的资源整合带给国家，很令人感动。」
杨巧双是于周二见证敦依斯迈医生花园巴刹小贩
小商公会移交捐款时，如此表示。
除了见证移交捐款，杨巧双也与小贩小商公会进
行简短的对话交流，并了解到小贩们如今面对外劳工作
准证申请的问题。小贩都希望，随著新政府的成立，能
够明确地拟出雇用外劳的标准作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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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12日讯|国防部长莫哈
末沙布赞扬华校生出类拔萃，华
校培育出独立、守纪律、敬老爱
幼，又刻苦耐劳的学生。

全囿华小教师习

他说，我国已进入选贤与能

出席者包括雪州华小校长理
事会主席陈疋孙、班达马兰华小 A

今，虽在政府教育体系下，但很

过去式，不分种族的领导风格，

校董事长拿督斯里郑明发、大会

多时候是自力更生，华社重视华

将成为国家的新主流。

主席何润兴及徐进宝等。

校发展，让华校能有辉煌的成就
与发展。
他直言，在与华裔相处中，
华裔学生的纪律更好，孝顺父

「我们不分种族，以能力遴

郑明发指出，随著我国迎来

选领袖，如华裔财政部长和非穆

政权轮替，希望中央政府能效仿

斯林总检察长，证明了各族融合

雪州政府制度化拨款给华小、华

的情景已经来临。」

文独中及其他各源流学校。「中

母、敬爱长辈和老师，还会经
商之道，这些都是华校所培育和

央政府拥有更多的资源与预算，

冀制度化援款华小

老师的功劳。他举例，既便在乡
区，华裔都是经营小生意，但仍

.

防长赞华校生出类拔萃
的新时代，盲目崇拜领袖已成为

他说，我国华小自独立前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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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媲美雪州政府的政策，一视
同仁制度化拨款给各源流学校，

他强调，支持一个人是依他

必能让多元教育百花齐放，对国

能栽培孩子成人成才，甚至成为

的本事，不是因为同一个种族，

家教育未来的发展及培育人才方

成功企业家。

无论是马来人、华人或印度人，

面，起著莫大的帮助。」

郑明发（左）移交10万令吉模拟支票予徐进宝（右）接领，
何润兴（左2)与末沙布联合见证。

莫哈末沙布周一晚代表副首

一旦贪污腐败，就会被人民所推

他也希望新政府能更关注学

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出席2018年

翻。他希望各族彼此以开明思维

校与教师的课题，多了解目前的

立「教师助理」的建议。教师助

班达马兰华小A校董事会杯全国华

来吸纳各族之间的优点，互相学

教育困境，尤其是华小教育所面

理将能分担教师的行政工作，让

小教师羽毛球团体赛群英晚宴，

习优秀的文化，才能真正成就美

对的挑战。

教师可以更专注在教学，减轻他

义，赞助 10 万令吉作为活动经 g

在致辞时发表以上谈话。

好和谐的国家。

们压力的同时，也有助提升教学

费。（409 )

他欢迎和支持新政府探讨设

的素质。
郑明发也以班A 董事部名
k

13 Jun 2018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Page: A11 • Printed Size: 189.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 ASR: MYR 2,209.85
PR value: MYR 6,629.55 • Item ID: MY0032862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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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罗士打

吉州议长尽快敲定
吉打州政府还未选出州议会议长的

人选，州务大臣拿督斯里慕克里兹向州
民保证，将会在下月4日召开州议会前
解决此事，并呼吁伊党扮演好反对党的
角色为民服务。
由于伊党在吉打州胜出15个州议
席，并以与国阵巫统联盟为由推荐该
党州主席阿末法鲁丁为州议会议长，但
不被希盟接受，因此议长人选迟迟未出
炉。
慕克里兹说，伊党曾以15个州议
席和国阵巫统3个州议席联合为由，向
希盟提议，选出他们的代表当议长，他
以议长不是一名州议员的身份为由，拒
绝伊党的要求，原因是一旦伊党代表担
任议长后，反对党在州议会的票数会增
加至19票，会形成一种怪象。
他周二在亚依淡选区向穆斯林选民
颁发牛肉开斋后，针对记者提问有关议
长的课题时，这么回应。

太平

土团党疑有人炒作
霹雳州土团党4个区部怀疑，最近
有人在社交媒体炒作质疑霹州务大臣阿
末费沙能力的课题，极可能是反对党网
络军团及别有居心者所为，目的是要破
坏希盟的稳定。
土团党武吉干党区部主席萨哈鲁丁
表示，这些人同时在社交媒体炒作巫统
人被招揽在大臣办公室任职，令人误会
希盟领导层亲巫统或反对党，因此他们
有理由相信，是网络军团及别有居心者
在背后操纵。
他周二代表荅眼色海、太平及江沙
区部召开记者会，反映本身看法，在场者
包括荅眼色海区部主席阿布哈山、太平
区部主席弗丁、武吉干当区部署理主席
卡迪利、江沙区部委员阿米尔哈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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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庇12日讯|在抵制昨天召
开的沙巴州议会特别会议后，作

沙反对党19州议员宣誓就职

为反对党的团结联盟21名州议员

的州议员。
他说：「我们会继续为人民
提供服务。」

虽然受到上述人等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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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只要州议长同意，他们可以
随时进行宣誓。
「我们决定今天宣誓……这
不会是一个课题。

j

中的19人，今日在州议长拿督昔

是于今早10时30分，在州议长办

阿拔士面前宣誓就任，至今行踪

事厅举行，出席宣誓的19人，分

惟沙巴首长拿督斯里沙菲益阿达

副首长的拿督马希迪曼俊，被问

询及慕沙的消息时，马希迪

成谜的丹斯里慕沙阿曼（西埔架

别是来自沙巴巫统（9人）、沙巴

昨曰在该特别会议，于总数64位

及目前是以反对党自居或仍视为

指出，沙立新党主席兼担布南区

区）宣告缺席。

团结党（6人）、沙巴立新党（2

州议员当中获得43人支持，得以

政府时，他说，既然双方已决定

州议员拿督杰菲里吉丁岸，目前

同时，巫统阿拔士区州议员

人）、沙巴人民团结党（1人）及

超过3分2支持率巩固首长职。

交由法庭裁决，且让法庭做出判

代为执行慕沙的职务。

拿督尼占狄丁岸，亦缺席该宣誓

民统党（1人）。民统党这名唯一

较后，在慕沙内阁中出任

仪式。

仍留在团结联盟内的州议员，是

副首长的拿督哈芝芝诺受询时表

对于有指彼等缺席昨日的宣

拿督波比苏安（纳巴湾区）。

示，彼等既已宣誓，就已是合法

誓仪式有违法之嫌的问题，他表

J

上述「低调 的宣誓仪式，

此外，同样在慕沙内阁出任

决。

他说，他目前只想好好欢度
斋戒月。「我们想要渡过一个没纟
有争吵的斋戒月。」

K

13 Jun 2018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Page: A23 • Printed Size: 530.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9,295.38
PR value: MYR 27,886.14 • Item ID: MY0032862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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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nmn

Page 1 of 1

jf卫；
温宗j龙
生组丨官员到餐馆展5取缔行
动， 间馆因卫生篾问题不二
达标1丨接翻长.罚-单〒徐慧美，

y

2间太聃脏補査封
双溪毛糯12日讯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今日再出动执法官员，到
双溪毛糯工业区展开卫生取缔行动，共开出17张罚单给4间餐馆，
其中有2间餐馆因发现有蟑螂及环境肮脏，遭勒令关闭。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今早派出11名执

市政厅卫生组官员也解释，餐馆范围

法官员到双溪毛糯工业区，并调查了4间

的地板或地砖一旦出现破裂，就需立即修

餐馆，其中3间餐馆因为卫生问题分别开

补，否则破裂之处将容易积水及导致细菌

出5张罚单共15张，另外一间餐馆则遭开

繁殖。因此当餐馆地板或地砖被发现有破

出2张罚单。

裂，市政厅将可开出罚单。

至于遭勒令关闭的2间美食中心，其

市政厅官员是在早餐时段后及午餐时

中一间被发现在后巷清洗碗碟、环境肮

段前展开取缔行动，被勒令关闭的美食中

脏、厨房地板龟裂、厕所肮脏、发现蟑螂

心获准营业至下午3时，以便将所准备好

及档口的员工也没注射疫苗，或已逾期。

的食物出售完再关闭。官员也将在下午有U
往监督，确保业主做清理工作，直到卫生

地砖破裂可被罚款

清洁符合标准后，美食中心可重新营业。
八打灵再也市议员温宗龙在取缔行动

此外，美食中心也涉及在沟渠上非法

后向媒体表示，一般上市政厅执法组是根

兴建建筑物，用以清洗碗碟，卫生组将把

据时间表展开取缔行动，而他已向市长要

此案件交给建筑小组负责。另外一间美食

求，一旦接获投诉，市政厅可立即采取执

中心因仅安装一个隔油器、有蟑螂和员工

法行动。他补充，今日开出的罚单，每张

没注射疫苗，被勒令关闭。

罚款额为250令吉。(407)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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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炳寿（中）表示，今年2月进行的民调报告经过整理与分析后陆续发
布，也会呈交给体制改革委员会作为参考。左起为邹錦河、林圣财；右起为梁
圆融、黄颖欣。
(八打灵再也12日讯）远
景研究中心(CENBET)联合
主席颜炳寿表示，在今年2月进
行的-项千人民调显示，有高
达90%的民众希望联邦政府进
行改革
他今日在新闻发布会公布
《国人相信公共机构吗？》民
调时说，参与民调者有89%巫
裔、91%华裔及90%印裔及其
他族群表达政府改革的意愿，
这反驳了大选期间流传只有华
裔想要政府改革的说法，实际
上是各族群的诉求《
“人民之所以要改革，
主要原因依序是不满生活费高
涨、贪污腐败及经济发展的问
题。”
他说，在8大公共机构中，

90%
民
研
遠

究

Xpv

盼
不 改
革
生
活 聯
邦
局 政
漲 府

国人普遍认同公共机构维持独
立的重要性，并认为联邦政府 政治
人物、主流媒体、市议会的诚信度偏
低，个别有48%、45%、44%及41%的
国人对这4个公共机构投予不信任。

支持落实地方选举
询及房屋与地方政府部长祖莱达
曰前提及地方议会选举将会在3年内分
阶段展开，他认为，民调显示国人普
遍要求改革政府的心态，加上不信任
市议会，以及此次大选政权的和平转
移，表达人民的思维成熟，可以落实
地方选举。
“我觉得可以落实市政局和市议

八大公共機構
的不滿意程度
士I
机构|不满意程度

联邦政府
政治人物
主流媒体
市议会
司法
皇家警察
网络媒体
武装部队

48%
45%
44%
41%
39%
38%
36%
20%

会的选举，但县议会选举还需分
阶段进行，因为郊区选民的心态
和要求与城市选民不一样，需面
对地方上的人事与生态问题。”
颜炳寿预计今年7月把这份民调报
告提呈给希盟政府成立的体制改革委
员会，以作为参考。
WAYY谘询公司的代表梁圆融说，
该问卷调査于今年2月8日到22日之间
通过互联网派发，参与者是1000名年
龄介于21岁至65岁的合格选民，男女
各占一半，以巫裔居多，占63%，华裔

占19%，剩下则是印裔和其他民族。
“在8大公共机构中，武装部队的
信任度是最高的，占了60%，间中原因
将在另一个新闻发布会作出分析。”
出席者包括远景研究中心执行董
事邹锦河、副主席黄颖欣、理事会成
员拿督林圣财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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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法威灵总庙神诞庆典工委会。前排左起为黄国仪、周天生、刘道鸿、张添华、蔡
、郑明、黎丁财、陈天送、林治良，叶剑峰及林建良。

‘洞烏鲁天法威靈總廟

29日辦聯歡宴
(士拉央12日讯）甲洞乌鲁天法威灵
总庙定于6月29日（农历五月十六日，星
期五），庆祝樊氏夫人千秋宝诞及庙庆38
周年纪念。
该庙理事会主席郑明呼吁善信们踊
跃前往枯香膜拜，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
安。
他在•项媒体发布会上说，天法威灵
总庙将在神诞当天上午11时30分举行系列

膜拜仪式，并在当晚举办联欢晚宴。
他说，神诞晚宴将筵开超过百席，
当晚大会将邀请嘉宾包括希盟公正党士拉
央国会议员梁自坚、行动党甲洞国会议员
林立迎、行动党白沙罗国会议员潘俭伟、
公正党峑都区前国会议员蔡添强、公正党
武吉兰樟州议员黄洁冰、万挠州议员蔡伟
杰、士拉央市议员游佳豪、甲洞乌鲁新村
村长黎丁财、顾问拿督斯里苏木发及沈耀
凡欲报效宴席或询问详情，可联络：
郑明(012-696 0871 )、杨佩佩(03-6273
6566，办公时间）、周天生（019-376
2679 )、彭及平（ 016-953 1210 )或蔡金
池(012-311 334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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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在其中一间卫生条件不达标的美食中心张贴通告，勒令
业者马上暂停营业，直至完成清洗和消毒工作为止。

讯击 O

八举一条以
}检路生，。

# 园華 食主母
灵政业并美消

开出17张罚单给4间餐馆，其中两
间美食中心被勒令关闭，直至完成

八打灵再也市议员温宗龙今早
巡视取缔餐馆行动后说，市政厅共

他补充，有关餐馆接获罚单
的原因，包括储藏室有蟑螂、厨房

.^

早

B7

A

卫
闭作

•温宗龙（右一）
与官员巡视其中一
家美食中心时，发
现业者随处摆放食
材，因此向业者提
出劝告。

2

4餐馆接17罚单

的不#

，针对部分业者擅
自在厨房后面进行
违例扩建一事，市
政厅卫生组将交由
建筑物管制组跟
进，以勒令业者展
开拆除行动。

'厅

•官员将一只活蟑螂放在瓶中并带
走，作为餐馆卫生不达标的证据。

清洗工作为止。
他说，市政厅卫生组共派出大
约10名官员，检举4间餐馆，其中2
间被勒令关闭的是美食中心，业者
各别接获5张罚单，其余2间则是肉
骨茶店和餐馆，分别是接获2张罚
单及5张罚单。

表

•温宗龙指餐馆洗
碗槽下方并未妥善
安装滤油网，导致
沟渠受到食物残渣
的污染。

日突 1S
间关 P
1
心菌
也今 T 中杀

A

打双带件先

打市工，的 A
八也糯馆标洗
{再毛餐达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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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砖破裂，容易滋生细菌、找出
疑似老鼠的排泄物、一些食材和米
粮随意置放、未装滤油网（Grease
Traps )，造成沟渠受到污染，以
及厨房后面违例扩建，作业环境恶
劣。
他表示，官员在开出罚单给其
中一家美食中心业者后，也将交由
建筑物管制组跟进和勒令后者拆除
违例兴建的洗清碗碟建筑物。
他指出，官员发觉大部分员工
都没有注射疫苗，因此也开出罚单
给业者。
他说，市政厅官员也在检举行
动中，发现其中一家美食中心厨房
ili面磁砖破裂及有积水，因此，将
可能成为细菌滋生的温床。

疑走漏风声
取缔行动取消
此外，市政厅今早原本欲取缔
加星路一家著名的嘛嘛餐馆，惟疑
因走漏风声，以致该餐馆未出现官
员拉大队取缔情况，记者在餐馆外
等候了逾1小时，始终未见执法官
员的身影，最终才获悉有关行动突
然取消，以致扑空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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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板大都會社區報丨编辑:崔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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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是给有做好
准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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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曾志頌

“虽然我不是全新的雪州
议员，而且还是有点资
历的人民代议士，但我的政治梦还有很
长很远，而且随着希盟执政联邦之后，
我的未来更不是梦！”
希盟行动党适耕庄区州议员黄瑞林
表示，今届全国大选，希盟已让联邦和
雪州政府连成一线，因此他将物尽其
用，无论是在资源或政策上，他
要确保适耕庄在各个方面都
能走向国际，为国争
光°

-

推

瑞林指
出，适

Lfl耕庄旅游业不
再局限于华裔
游客，并将再

助農民爭取稻米扣水率下降
瑞林接受《大都会》社区报全新
指出，这次胜选，他将全力专注于适耕庄
的农渔业及旅游业发展，要进一步带旺地
方上经济成长《
他说，适耕庄被誉为“鱼米之乡”，
因此顾名思义，他要再加强拓展农渔业。
他补充，首先，他会协助当地农民争
取稻米扣水率下降并维持在17%的合理数
字，不再波动于20至25%之间
“还有，我也会要求农业部，确保拨

款和津贴能完完全全地到农民手中，不要

K
0=

渐而剥削农民权益。以前每次到达农民手
上的津贴及补助品，多是品质欠佳的药水
或肥料，让人失望《 ”
他表示，他也将与农业部探讨，如何
增加适耕庄的稻米产量，或从品种筛选人
手，考虑种植香米或杂交水稻。-般上，
-公顷稻田每次收成会有约12吨稻米，希
望新改革能让产量寻求突破；最重要的是
停止价格垄断，自由买卖。

要求海軍加強巡邏保障漁民
•开斋节已近
的穆斯林。

黄瑞林派发什锦粥和黑専给适耕庄

业方面，黄瑞林认为，雪州滨海
渔区包括适耕庄渔民的拖网作业程
序和海岸线问题急需被厘清和处理，因此
他会和农业部长深人探讨解决方案。
他补充，为了保障渔民的安全，他也
会向外交部反映，要求海军在我国25海里

以外的海岸线加强驻守及巡逻，免得大马
渔民遭到邻国执法单位或海盗的欺凌。
他说，在渔业蓬勃发展，渔船渐渐饱
和情况下，适耕庄新增码头计划也在他的
全新规划之内，会适时地逐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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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林

年龄

48岁

党龄

24年

家庭状况 已婚，育有2男1女
学历

巴生高级中学
服务中心 6 A ‘ J a l a n
地址

i黄瑞林有强大团队支撑，因此服务选民周到

支持者替黄瑞林胜选感到开心

电话

扩大宣传范
围，包括推出
“清真”旅游
配套，吸引全
国各地甚至全
世界友族及穆
斯林朋友，前
来渔米之乡走
一趟别开生面
的生态旅游。
“经研
究，友族的旅

游市场与潜能
极大，我们会慢慢
在不同的杂志作宣
传，以清真角度重
点介绍适耕庄，让
大家都能接受，进
而使适耕庄成为全
世界著名的旅游景
点之_ -“
他说，适耕庄
也会不定时发掘新

YB个人小档案
姓名

/R

再出现货不对办或行政偏差及疏漏现象，

I黄瑞林积极服务选民，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

黄系列《我的未来不是梦》访问时

：主

Menteri‘ 45400
S e k i n c h a n
Selangor
03-3241 3690

景点和争取拨款提
升旅游设备，满足
各源流旅客需求。
至于2天1夜或3天
2夜的旅游配套，
可能可以连接滨海
线的几个地区如沙
白、瓜雪等-起
做 丰富行程及内
涵1

，黄瑞林指自己的政
治梦还很长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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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庆晚会嘉宾与体育会会员合影。坐者左起为榻雪涓、赖郁隆、王诗
棋、张汉明、欧阳捍华、袁伟源、王维鉴及陈锦和。

沙登新村體育會辦歡慶會

賀歐陽捍華連任州議員
(沙登12日讯）沙登新村体育
会日前在史里肯邦安第五区体育会
乒乓室举办“欢庆晚会”，庆贺欧
阳捍华在第十四届大选成功连任雪
州史里肯邦安州议员。
沙登新村体育会主席袁伟源在
该晚会上致词，祝贺欧阳捍华成功
蝉联本区州议员。他呼吁会员们踊
跃出席体育会所主办的各种活动，
共同推动会务。
关于梳邦再也市议会市议员张
汉明赞助1000令吉给体育会作活动
基金，致以万二分的谢意。

•欢庆晚会上筹获830令吉捐助给
“大马希望基金”，由袁伟源（右

欧阳捍华致词时感谢沙登新村 起）移交给欧阳捍华及王诗棋代为
体育会在当地时常举办各种体育活 转交给当局。
动，带动大家参与。
由袁伟源移交欧阳捍华再转交当
虽然，目前我国经济陷困， 局°
但大马全民发挥爱国精神，不分你
出席晚会嘉宾包括市议员王诗
我，团结_ •致，捐款救国，令人感
棋、沙登新村副村长赖郁隆与唐思
动。
恆、体育会副主席王维鉴、副秘书
“欢庆晚会”当晚也响应进行
叶美英、副查账陈锦和及PWB妇女
捐献“大马希望基金”，获得在场
动力中心主任榻雪涓等。
会员热烈响应，共筹获830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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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組織：3年內恢復地方選舉

隆靈檳應加速落實
(八打灵再也1 2日
讯）我国3个非政府组织，
即八打灵再也居民协会
(MyPj )、拯救吉隆坡
(SKL )及槟城论坛，促请

当局在2019年落实这3个地方
政府的地方选举，并在3年
内逐步落实全国地方选举。
八打灵再也居民协会

(MyPj )�拯救吉隆坡联盟
(SKL )及槟城论坛的代表今午
在贪污与朋党主义中心（C4)
召开新闻发布会指出，他们欢迎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祖莱达提出
在3年内恢复地方选举，惟认为
灵市、吉隆坡及槟城则应加速落
实。
拯救吉隆坡联盟署理主席
拿督阿里指出，地方选举是一项
公众参与的制度，加强民主化及
实现人民期望创造一个和谐、包
、安全及可持续性的新马来西
亚，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民或
社区与地方政府的合作。
“我们规划了地方选举的
时间表，即这3个地方政府应在

2019年6月前展开市长选举，并
2019年12月前展开市议员选

•来自八打灵再也、吉隆
坡及槟城的非政府组织代
表要求尽速落实这3个地区
的地方选举。左起为德烈
费南迪、尼山、彭发光、
阿都阿兹、阿里及法蒂
雅。
将加强第三层政府的法制、
他说，民联在2008年及

2013年的竞选宣言中强调恢复
地方选举，惟在希盟在2018年
的竞选宣言却广义的使用“加
强地方民主”字眼。

仍保留社区组织固打
“我们也发现，在2008年

举；至于全国地方政府的市议员
及市议会主席选举则需在3年内
逐步落实。”

民联执政的州属，地方政府中

加强第三层政府法制

然的地方政府中的人民代表被
政党“骑劫”，并在过去7年出

他表示，如今在希盟政府执
政下，不应再有任何理由拖延给
予人民的第二张选票，地方选举

保留社区组织代表固打，作为
制衡及确保人民的利益不受政
治干预；但从2011年开始，显

现滥权及地方政府管理低效率
的情况。”

阿里：地方政府應保留三分之一
里表示，他们建议在

二分之一，S卩8名的市议员固

阿地方选举进行前的过打给非政府组织或社区组织代
渡期，成立由专家及社区组织
组成的工作队，以策划希望在
2019年落实的地方选举。
他认为，地方政府应保留

表，并由社区组织提呈人选，
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不应为涉
及经济利益的组织，如商业团
体。

彭發光：助解決濫權問題
/[打灵再也居民协会主
/ 乂席彭发光表示，他们
举出灵市、吉隆坡及槟城，这3
个地方政府多项弊病及滥权，作
为尽快落实地方选举的必要性。
八打灵再也居民协会法律
顾问德烈费南迪指出，在3年内
落实地方选举是政治的期限，

在法律上的期限，其实可以很
快，其中吉隆坡是必须尽快落
实地方选举的地方政府。
其他出席者包括摇救吉隆
坡联盟主席丹斯里阿都阿兹、
八打灵再也居民协会秘书尼山
及贪污与朋党主义中心法律研
究员法蒂雅。

黃思漢：非政府組織可提呈人選
•州行政议员黄思汉针
对雪州县市议员的非
政府组织固打，向《大都会》
社区报指出，非政府组织固打

已纳入政党的配额，非政府组
织可向希盟各党提呈合适人
选，以作出遴选及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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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180人参与在灵市所展开的“全球清洁活动”，为当地的环境卫生出一份力。

(八打灵再也12日讯）由
福利组织国际WeLoveU所推行的
“全球清洁活动”来到灵市举
行，吸引180名来自不同年龄的
成员参与。
“全球清洁活动”的目的是

•参与者齐心协力，将丢弃在路上的烟头、纸
杯、糖果袋、饮料瓶、塑料袋等垃圾清理。

“全球清潔活動，，來到靈市180人清理街道
动。

的价值观下，净化山川河流、公

这活动从2008年开始，每年
都有规模地增长，去年更有来自
190个国家，超过1万6000人进行
了共190项活动。今年的活动意
义更大，因为它是在联合国定下
的世界环境日（6月5日）举行。

园和街道的环境福利运动，也是
-种鼓励世界环保意识的改革活

在灵市所举办的活动下，
参与者在灵市SS2附近的街道上

为了世界可以响应气候变化，从
而导致的各种环境灾难，在“幸
福生活是从洁净的环境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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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了被丢弃的烟头、纸杯、糖
果袋、饮料瓶、塑料袋和广告传
单。
此外，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也
对此活动表示欢迎，并提供清洁
用具以示支持。
活动参与者表示，与上-轮
的清洁活动相比，这次所清理的
垃圾来得更少，显示这项活动成

功地提高了当地居民对环境清洁
的意识《
有者也说，尽管在清洁活动
之后，街道上会再次出现垃圾，
而活动带来的效果也可能不会立
即生效，但他们希望通过持续的
清洁活动，达到提高人们醒觉意
识的作用，并希望能有更多的年
轻人加人他们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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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港口历史最悠久的老庙天福宫于今年庆祝100岁，本人以感

天福宫wo岁了，这一座巴生历史最悠久的老庙，陪伴多少人渡过
一生，也见证了巴生港从小港村发展为国际大港的历程。作为巴生港口
的镇境之庙，天福宫是许多信众的精神寄托。

自希盟执政雪州政府后，就落实每年制度化拨款给非伊斯兰宗
教团体，从一开始的300万令吉到现在的600万令吉，W年来无数的华

天福宫整合了来自闽南、潮州及海南籍人士。其中闽南地区含盖
厦门、同安、惠安、金门、南安、永春、安溪、诏安、漳州，还包括兴

人庙宇受惠
希盟雪州政府证明了希盟对于所有宗教的照顾都一视同仁，而

安、仙游的莆仙人士，在独立前曾是巴生华人的总机构与宗教圣地。
发展至今，天福宫不仅是一座庙宇，同时也在华文教育做出页

我作为内阁部长，会尽一切力量去捍卫及维护联邦宪法，就如同联邦

献。在青年小学新校舍、班达马兰小学建校，以及武吉丁宜务德小学的

恩且雀跃的心情向筹委会祝贺！

宪法赋予各族人民的权利，所有的宗教都应该获得保障及照顾Q
华人庙宇一直以来都是大马华人的民间信仰寄托，也是凝聚华

迁校过程均做出捐献。
同时，每年庆祝李府童子神诞时均会派米粮与赠红包接济邻近的
贫困人士‘天福宫已超越了传统庙宇所扮演的宗教角色，多年来它巳承
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

裔声音的重要平台，而扎根超过百年历史的华人庙宇，绝对是我国及

最后，在新政府的领导下，本人在此祝愿我们的社会和国家风调
雨顺、国泰民安！

献0

谢谢大家！

华人社会最珍贵的文化遗产1
迈入一世纪的天福宫，我由衷期盼天福宫能在地方上继续扮演
重要角色，弘扬宗教之余，也能在社会教育、文化及慈善作出重大贡
最后，我在此祝贺天福宫百年庆典能顺利圆满举行，各理事能
继续携手合作，引领巴生港口天福宫取得更傲人的成就&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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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委會主席

陳泉成
巴生港口天福宫李府童子爷建于1918年，薪火相传迄今100年，
为纪念建庙百年及千秋庆典，理事会特出版此特辑，以记载先辈创庙
史记及本庙的发展历程每

天福宫李府童子爷，该庙也是在继巴生港口观音亭后，第二间迈入百年

这间世纪香火的老庙，所供奉主神李府童子爷威灵显赫，护佑着
广大虔诚的信徒，为他们消灾解难，造福众生，因此吸引各地善信前
来膜拜祈福，同沾福佑。

以各族必须互相谅解，互相包容及接受，才能缔造和谐的家园。

天福宫历经数次的发展阶段，才取得今日的规模及辉煌成就，这
一切有赖于众善聚合出钱出力，以及历届理事们一起众志成城，群策
群力，有效管理与推动庙务所达致的成果。
配合天福宫李府童子爷显灵济世百年的岁月，理事会于2018年6
月3日至11日一连九天举办建庙百年及李府童子爷圣诞千秋庆典，并
于6月13日晚上7时在班达马兰A校大礼堂设平安宴，以酬答神恩。
本人衷心感谢筹委会委员及各位工作人员同心协力，让百年庙庆
及千秋庆典晚宴能够顺利举行，愿李府童子爷保佑大家身体健康，万
事如意。

首先，我要把最诚挚的祝福，送给在今年庆祝百年庆典的巴生港口
历史的巴生神庙，实在可喜可贺，也实属百年难得一见。
马来西亚原本就是一个具备多元种族、文化及宗教色彩的国家，所
我国人民虽然享有言论自由，但如果牵涉种族和宗教，人民必须时
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互相攻击，因为国民都有权提出要求的权力，但
同时也不能忽视他人的诉求fi
一间神庙要维持百年并不容易，巴生港口天福宫之所以可以迈入百
年，就是因为有历代理事的护航，大家不求回报及无私奉献，造就了眼
前的创举，巴生港口天福宫能庆祝百年庆典，理事的奉献功不可没。
随着我在十四届全国大选中选为班达马兰州议员，因此我辞去本庙
执行秘书一职，而我在职期间，也深深体会了李府童子爷处事的方式，
即做人低调，法力无边。
我希望理事们必须把李府童子爷的精神发扬光大，造福社会《
最后，恭祝各界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合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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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奉李府童子
天福宫主席吴国民表示，
天福宫主要供奉的李府童子
爷，传说是托塔天王李靖的神

福官

塔中，看守其中一楼层的童
子，原名不详，在一般的庙宇
比较少见°
他说，李府童子爷有自己
的规定，要担任起尊驾的乩童
者必须戒色，以前本宫的乩童
为吉胆岛人，原本患有恶疾，
但自担任李府童子爷乩童后，
身体逐渐好转。然而乩童在多
年前离世后，李府童子爷迄今
未选出适当礼童人选，所以目

殿内的数十幅壁画，含祈福吉祥之寓意。•
说，当时巴生港口 带天运不齐，万物顿
一

巴生港口天福宫起源于 1918年岁次戌午年，时光迁移至今走过了 1oo年的光辉历程，百年来

兴盛不衰，香火延续不断，神威显赫，保境佑民。

卞年興威本\暮

生，时逢虎患，黎民不安，所幸一班乡亲前
往霹雳太平大直弄叩请李府童子爷、金驾黑令旗到巴
生港口镇守供奉，解救天下苍生，扫除不洁。后由巴
生人郑丹水、李森狮、金荣春、李炎福、吕明湖、吕
俊迁、王增荣、林乌吕、侯旻、何添寿、陈再喜、陈
文余、苏法聿、敏多辈（荷兰人）等先贤发起择地，
出钱出力在巴生港口建庙，即巴生港口天福宫李府童
子爷。随著天福宫在1952年落成，从此神恩有托，香
火长存s

多次重修并成立理事会

前没有问事
全马只有6间神庙的主神
是李府童子爷，相传李府童子
爷是海上的守护神，所以庙宇
皆在滨海区，如巴生港口、吉
胆岛、巴西不南邦、适耕庄、
班台及直弄，居民多是讨海为
生
吴国民呼吁国内各地供
奉李府童子爷的神庙能够保持
联系，并欢迎他们到天福宫交
流。

i

相传李府重子爷是
托塔天王李靖的神塔
中，看守其中一楼层
的童子。

庙宇建设40多年后，虽然香火鼎盛，但年久失
修，天福宫理事为了追念先贤遗迹，逐向发展部申请
援助重修庙宇，获批两万令吉。随后，设立重修委员

奇妙事蹟

会向大众筹募，庙宇重修后在1968年9月23日（农历八
月初二）落成。
天福宫占地1.3英亩，由当地社会闻人郑丹水捐
献；戏台则于1980年，在社会贤达和善众的支持下重
修，并在1982年5月21日完工。1984年，该宫再次重
修。为方便处理庙务，天福宫成立理事会制度化管理
庙务。

富中国闽南庙宇建筑特色
天福宫百年来守护与庇佑当地四代华人，是巴生
港口的镇境之庙，也是当地主要地标之一。天福宫的
建筑特色充分展现出中国闽南庙宇的风格，燕尾造型
的屋脊，布局为三进式，外貌壮观，内部古色古香Q
主殿有数十幅壁画，包括“满堂吉庆”、“八
仙”、“福星高照”、“喜满华堂”、“仙女散
花”、“三星拱照”、“天公赐福”及“送

^^aopn

80年代巴生港口曾发生
油槽爆炸事件，在灾难发生之
前，李府童子爷附身的乩童突
然跳起来，将宝剑插在香炉
上，嘱咐不要把宝剑拔出。果
不其然，一周后油槽大爆炸，
当时大家忙着逃生，熊熊烈火
染红了整片港口，死伤无数，
而天福宫相信是有宝剑镇压，
最终没有被火势殃及。
李府童子爷在20年前，曾
指示理事在庙前挖掘一口井，
匪夷所思的是，2014年雪州面
对天气干旱，但井水不曾干
枯。

•镇压及保护天福宫幸免于难
的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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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先辈世代流传
下来的信仰，是巴生港
口天福宫理事会任重道
远的使命，理事们延续
前辈的制度化管理模式
来执彳T庙务，矢让天福
宫的香火及盛名能永续
传承。

•

理策群力天，福言发杨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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嫺度化耩式管理扇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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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儘篡纖_
务柯金胜指出，天福宫的
先辈高瞻远瞩，很早期就
采取制度化管理模式来管理庙务，
为庙宇的百年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
础°
“因此，本届理事会同心一

柯金胜展示先辈流传下来的近40年历史
会议记录簿。

致，跟随先辈的步伐来良好地展开
庙务，例如会议都有秘书做记录、

复准前期议案等”
他说，在制度化管理下，庙务

天福宫理事会

工作有章可循，而民间信仰也能够
持续经年累月的流传及发展，为善

顾问：黄垭讪、梁德志

信提供心灵寄托，导人向善。
“庙宇经过岁月洗礼，具有历

•

主席：吴国民

史价值，因此理事会决定不扩建天
福宫，以维持其原貌。’，

副主席：黄永水、刘华成
监察：陈泉成
总务：柯金胜
副总务：周捲"f原
财政：黄进兴
副财政：廖天生
查账：黄玉成、黄文财
福利.陈天福、张发兴

文书：颜升棋、李鸿亿

II^,™",I^

dsl rat：

一众理事到访积善堂老人院，捐献物资及与长者交流。

交际：林添田

本届理事在李府童子爷的神像前宣誓就职的情景

执行秘书：洪建华
协理：林志恭、林进隆、邱武

捐助教育与慈善回馈社会

鸿、黄昇和、陈勇勋、陈源英、
陈志喜、李亚钦、洪金福、周振
裕、陈加荣、參天福、苏永辉

天福宫每年展开的例行活动，计有农历四月二十八日的李
府童子爷圣诞千秋庆典、农历七月二十九日的中元普渡祭祀”

司塞：曾志强

柯金胜表示，配合时代的演变，天福宫在推动庙务发展之
余，也扮演着更广泛的角色，理事们在教育与慈善方面，秉承

五营：梁荣光、梁亚明、瘳国

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理念来回馈社会。
他说，今年欣逢百年庙庆，理事会将捐献5000令吉予巴生

泉、蔡国雄、郑瑞仁、洪国财、
邱炳文、吴国进、吴文良、黄文
利

滨海华人积善堂老人院，以及个别捐款1000令吉给4间华小。
“同时，我们也到老人院拜访长者，捐助他们所需要的物
资，希望通过有意义的活动，唤醒大众关注弱势群体。，’

仁爱之家获得天福宫理事捐献曰常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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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拯員忙碌路旁開齋
辛勞盡職網民讃
(八打灵再也12日讯）
消防人员忙碌到直接坐在路
旁开斋，获得民众赞扬。
今日凌晨，马来西亚消
防及拯救局脸书专页发布了
3张消拯人员在街头开斋的照
片，消拯人员的辛劳及尽职
获得网民的赞扬9
网民马斯哇迪依布拉欣
指出，当各个制服机构传来
滥权舞弊事件时，只有消拯
人员依然洁身自爱，并表示
她最尊敬的制服人员就是消
柽人员。
吉隆坡消防及拯救局发
言人法迪指出，3张照片中的

消拯人员都是隶属士布爹消
柽局
法迪指出，这些照片是
于昨日傍晚在陈秀连6路所拍
摄，当时这批消拯人员在下
午4时许受召到场，扑灭失火
的市政局藏物库，火患范围
为半依格。
“消拯人员在完成灭火
工作后，因为已到了开斋时
间，就在路边开斋。”
他说，消拯人员在进行
搜摇及灭火等行动时，会有
轮班，以确保他们有时间进
食，因为有充足的体能才能
展开工作。

忙碌的消拯人员坐在路旁开斋

Page 1 o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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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班达马兰
华小A校董事会杯全
国华小教师羽球赛群
英晚宴上，主宾席嘉
宾合影。左一起各德
鲁、诺法丽达、陈义
驶、徐进宝、何润
兴、莫哈末沙布、
郑明发、卡迪嘉、傅
国强、朱金山、陈仪
乔、梁&志、刘文财
和蔡火祥。

1
F 钃霣與能任冒職
媒體夥伴

鋈叫0板

鋼星洲 电子报

全国华小教师羽毛球因体普

j

http://scepaper.sinchew.com.my/

(巴生_12曰讯）国防部长莫哈末沙布说，以种族
导向为人事任命的作风已成过去，随着希盟上台执
政，政府委任部门掌舵人是以一个人的才能与廉洁论
之，即选贤与能，并形容财政部长林冠英和总检察长
汤米汤姆斯的受委，就是最佳范例s
他表示，当前评估一名政治领袖的标准是以德行与廉洁
为主，而非在意其肤色和种族，他很高兴这是逐渐在我国产
生的良好风气。
“如印裔出任总检察长、华人凭卓绝的财务管理能力担
任财长。就算他是马来人，我们亦同样推翻贪污的高官，我
们不以种族为前提，那是前朝的做法。”
他昨晚代表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出席2018巴生班
达马兰华小$校董事会杯全国华小教师羽球赛群英晚宴致词
时，如此表示。
这项比赛从本月11至13日在该校礼堂举行。共有12支队
伍（包括砂州）的240名教师参赛，星洲日报为媒体夥伴。
也是诚信党主席的末沙布讲到，不管是马来人、华人或
印裔，只要是贪污的领导就必须被推翻时，全场报以掌声。

感叹教育忽略人文价值
不过，他也感叹，我国教育制度过于注重考试，忽略了
许多人文关怀价值，使得社群逐渐失去尊重邻里、尊重他人
文化、不照顾公共财物、不顾及他人感受等负面行为，试问
学生在踏人社会后，要如何有纪律和有学习精神。
“要如何做到在公众场所看不到-•支烟蒂？乘搭公交时
完全不听到喧闹声，这就是尊重他人的体现。”

盛赞华校子弟自强不息
末沙布盛赞华文教育与华校子弟自强不息，拥有良好的
德行与纪律，成就我国数一数二的商界与企业界人才，这-切都归功于华校老师们的功劳。
他说，本身在与华印裔交流时，发觉到华文教育源流子
弟的纪律和品行都很好，懂得孝顺及尊重父母师长，并在踏
足社会后在商界自强自立，让人引以为荣这是华小教育出来
的子弟。
“看看在甘榜，华人从开杂货店、修脚车店等小店开
始，栽培他们的孩子在商界和企业界卓有成就，甚至成为大
马数一数二的经商人才，这都是教师的功劳。”

班A校董事長

籲聯邦制度化撥款

班

达马兰华小A校董事长
兼工委会荣誉顾问拿督
斯里郑明发在致词时，用华巫双
语公开呼吁希盟联邦政府能向雪
州政府看齐，制度化发放拨款给
华小、独中及其他各源流学校。
他指出，自民联（今希盟）
从2008年执政雪州10年以来，每
年都将华小、独中、宗教学校及
淡小拨款纳人州财政预算案，公
平对待各源流学校的州政策，赢
得各族人民的赞赏与支持，也减
轻了华校董事部与华社负担。
他说，联邦政府比雪州政府
拥有更多资源和预算，若能一视
同仁制度化拨款予各源流学校，
必能让我国多元教育百花齐放，
对国家教育未来的发展和培育人
才，起着莫大帮助。
郑明发说，华小教师羽毛球
赛已成为班A华小其中-•项品牌

郑明发（左一）以董事
长身分捐助10万令吉充大会
经费，由徐进宝（右一）接
领，获得何润兴（左二起）
和莫哈末沙布见证。

活动，配合教师节为教师而办，5
年前从巴生县级赛开始，扩大至
两年前的雪州级，再到今年进-步扩至全国级别，教师们给予的
反应非常鼓舞。
这项比赛由班达马兰华小A
校董事会主办、全国校长职工会
协办郑明发在会上移交10万令
吉模拟支票充活动经费。
出席者有旺沙马朱国会议员
拿汀巴杜卡陈仪乔、班达马兰州
议员梁德志、全国校长职工会副
总会长兼大会主席何润兴、班A
副董事长兼大会主席徐进宝、大
会副主席刘文财、受邀嘉宾傅国
强、艺人拿督卡迪嘉依布拉欣、
雪州教育局学校管理主任拿汀诺
法丽达、巴生县教育局局长崙德
鲁、副局长阿德丽雅、班A校长
林牡丹、工委会主席兼巴生县华
校督学陈义骏、朱金山、财政蔡
火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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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海金（右三）移交;M)0万捐助希望基金的模拟支票给林冠英（中）。左起为
赵惠思、万宜国会议员王建民博士及黄宝成；右起是梁津浩及梁婧屹

響應希望基金

霹木商公會捐12萬
(恰保12日讯）露
雳州再有华商接力捐款！
霹雳州木商公会捐出12万
3000令吉予“大马希望基
金’，°
霹雳州木商公会会

长拿督谢庆明，今午在理
事成员陪同下，于霹雳州
务大臣办公室内，移交模
拟支票予“大马希望基
金”，由霹雳州务大臣阿
末法依沙代表接领。

谢庆明表示，该会对
于希盟执政深感开心，他
们也乐于捐款予新政府
并且期待与新政府的紧密
合作。
在场者包括霹雳州财
政司拿督阿布害卡、霹州
行政议员杨祖强及一民众
霹雳州木商公会理事成员
等。

谢庆明（前排右五起）代表移交模拟支票予“大马希望基金”
务大臣阿末法依沙代表接领。前排左四起是阿布各卡及杨祖强o

由霹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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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福：打造新國產車

“與改善公交没衝突”
(布城12日讯）交通部长
陆兆福认为，首相考虑打造新的
国产车，以及政府决心改善公共
交通效率，两者是完全没有冲突
的，也不是零和游戏。
“两者没有冲突，政府会
继续发展和提高公共交通的可
靠性，为人民提供更好的公交服

有限公司捐献200万令吉，以及来
自金马仑高原的德士司机们合捐
了1500令吉给希望基金。
他说，政府已承诺会改善
公交系统，首相也承诺和全力支
持改善公交，包括巴士和德士服
务。

关于新国产车问题，他认为
必须要等首相回国，进-•步向人
民说明。
陆兆福是接领Seri Pajam发展

他也说，陆路公共交通委员
会（SPAD )预料会在7月份解散，
并整合人交通部。
他说，该部将会在国会于7
月开会时，提呈-项法案来解散

SPAD料7月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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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部门，并将之拼人交通部，
届时新单位不会再有主席职，而
往后的运作他会在整合后做出宣
布。
针对成功集团创办人丹斯
里陈志远献议出资兴建刁曼岛机
场，而政府不需出钱的问题，他
表示尚未接获任何计划书，且会
在接获正式申请后才给予评论。
他表示仍未接获任何在居林
兴建机场的建议书
出席捐款仪式者有Seri Pajam
集团执行主席拿督邓满顶、首席
营运员邓伟雄、首席财务员郑舒
凌、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森州
行政议员阿鲁古玛、亚沙国会议
员谢琪清和行动党金马仑国席候
选人马诺加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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