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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PJ, MPSJ sedia 2,926 tapak bazar sepanjang bulan Ramadan
KUALA LUMPUR 15 Mei - Sebanyak

tapak bazar sedia menerima
kunjungan warga Petaling Jaya
dan Subang Jaya sepanjang bulan
Ramadan ini.
Di Subang Jaya, Majlis Perbandaran Subang Jaya (MPSJ)
menyediakan kira-kira 1,375 tapak sekitar Puchong dan Bandar
Kinrara, manakala di di Petaling
Jaya, Majlis Bandaraya Petaling
Jaya (MBPJ) memperuntukkan
sebanyak 1,551 tapak di beberapa
lokasi tumpuan sekitar Damansara dan Kelana Jaya.
Timbalan Pengarah Korporat,
Jabatan Korporat dan Pengurusan
Strategik MPSJ, Azfarizal Abdul
Rashid berkata, larangan terhadap penggunaan bekas makanan
polisterina masih konsisten seperti tahun-tahun sebelum.
Bagaimanapun katanya, penggunaan pembungkus makanan
plastik yang mudah urai dibenarkan dan penjaja diwajibkan
menguruskan bahan buangan
mereka sejurus selesai tempoh
perniagaan.
"Orang ramai yang ingin
mengunjungi bazar Ramadan
juga digalakkan membawa bekas
makanan sendiri bagi melestari2,926

kan inisiatif MPSJ mewujudkan
persekitaran mesra alam," katanya kepada Utusan Malaysia.
Sementara itu MBPJ memaklumkan, kesemua penjaja diwajibkan mematuhi syarat sah permit
yang dikeluarkan sepajang bulan
Ramadan mulai 17 Mei 2018 sehingga 14 Jun 2018.
MBPJ dalam satu kenyataan
berkata, tempoh perniagaan adalah dari pukul 4 petang sehingga
7.30 malam dan peniaga hanya
dibenarkan menjual makanan
atau minuman seperti tercatat
dalam permit sahaja.
"Pemantauan lebih kerap akan
dijalankan tahun ini bagi mengelak sebarang kegagalan pematuhan syarat seperti meninggalkan
struktur di tapak, tidak mengikut
nombor petak. ditetapkan, menukar jenis jualan serta penambahan petak.
"Peniaga termasuk pembantu
juga adalah diwajibkan mengambil suntikan Thypoid (demam
kepialu) serta perlu menitikberatkan soal kebersihan dan keselamatan makanan dengan memakai apron dan topi sepanjang
operasi," menurut MBPJ dalam
kenyataannya di sini.

MAJLIS BANDARAYA PETALING JAYA
• Taman Medan, Jalan PJS 2/3
• SS6/1, Kelana Jaya
• Seksyen 17/1A
•SS8, Sungai Way
•Taman Sri Manja
• Kompleks Pasar dan Peniaga
Seksyen14
• Kampung Lindungan PJS 6/3
• Desa Mentari, PJS 6/5
• Kampung Baiduri

• Lembah Subang
• Kampung Sungai Kayu Ara
• Jalan Teknologi 3/1,
Kota Damansara
• Seksyen 7, Kota Damansara
• Apartmen Meranti,
Bandar Sri Damansara
• Vista Business Centre,
Damansara Damai
• Prima Damansara

• USJ 7
• USJ 4, Jalan USJ 4/5
• Pangsapuri Angsana, USJ 1
• Pinggiran USJ, Jalan Pinggiran USJ 1/1
• Tapak Pasar Malam Lama Batu Tiga
• Flat Sri Mutiara, Putra Heights
• Jalan Perdana 2, Taman Puchong
Perdana
• Jalan Prima 5/4 dan Jalan Prima 5/6,
Taman Puchong Prima
• Jalan Wawasan 2/22, Pusat Bandar
Puchong
• Jalan PU 7/1, Puchong Utama
• Jalan BK5A/1, Bandar Kinrara
Seksyen 5

• Taman Mawar, Taman Kinrara
Seksyen 5
• Jalan 18/35, Taman Seri
Serdang
• Jalan PP IB, Taman Equine
• Jalan PUJ 3/2, PuncakJalil

DATUK Bandar Petaling Jaya, Mohd. Azizi Mohd. Zain (kiri) semasa mengadakan
lawatan di bazar Ramadan Taman Medan, Petaling Jaya, Selangor tahun la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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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liti tar DBKL,
MPAJ berbeza?
Oleh AMIRUL AIMAN ANUAR
kota@u tusa ngroup.com. my

• HULU KLANG15 MEI

M

EMANDU di AU4, Keramat,
Hulu Klang, Selangor yang
berada di sempadan kawasan pentadbiran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memberi dua pengalaman berbeza.
Melihat pada kualiti penyelenggaraan jalan khususnya pada kekemasan turapan, banyak perkara
yang boleh diberi perhatian oleh
kedua-dua PBT berkenaan iaitu
Dewan Bandaraya Kuala Lumpur
(DBKL) dan Majlis Perbandaran
Ampang Jaya (MPAJ).
Perbezaan pada kualiti turapan

dan cara membaik pulih jalan rosak
membuktikan ada pihak yang melaksanakan kerja tanpa mengikut
undang-undang atau spesifikasi
yang ditetapkan.
Ini terbukti apabila ada kawasan
yang tidak mempunyai masalah
penyelenggaraan dan ada tempat
yang masih dalam keadaan seperti
'tikus membaiki labu'.
Antara kawasan yang sering
menjadi titik aduan penduduk
adalah di Jalan AU4/1, Taman Sri
Keramat Tengah yang mengalami
kerosakan seperti jalan berlopak,
lubang utiliti tidak diturap dengan
baik sehingga
membahayakan pengguna
jalan ray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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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A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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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ah mendap yang
teruk di beberapa
lokasi sepanjang laluan
Jalan AU 4.
Rekahan jalan
membentuk lubang
serta lopak air
berbahaya.
>

TURAPANpada
, permukaan
lubang utlllti yang
merbahayakan
pengguna jalan
rayadi Jalan
. AU4/1 Taman Serf
Keramat Tengah,
Ampang Jaya.
Selangor,

PERBEZAAN
KUALITI
TURAPAN
MENYEBABKAN
JALAN TIDAK
RATA

Kerja tampalan
jalan oleh pihak
penyelenggaraan utiliti
tidak sempurna.

Headline
MediaTitle
Date
Section
Page No
Language
Journalist
Frequency

Masjid, surau di Selangor perlu elak tazkirah isu sensitif
Kosmo
16 May 2018
Color
Negara
Circulation
13
Readership
Malay
ArticleSize
N/A
AdValue
Daily
PR Value

Black/white
197,202
875,000
96 cm²
RM 1,265
RM 3,795

Masjid, surau di Selangor perlu elak tazkirah isu sensitif
SHAH A LAM - Semua masjid
dan surau di Selangor diarahkan
untuk memastikan setiap tazkirah
tidak dijadikan ceramah politik.
Pengarah Jabatan Agama Is-

lam Selangor (JAIS), Datuk Haris
Kasim berkata,
pengurusan
masjid dan surau turut diingatkan agar tazkirah yang diadakan
sepanjang bulan Ramadan itu

tidak menyentuh isu sensitif serta
menyinggung mana-mana pihak.
"Seniua
aktiviti
tazkirah
hendaklah dibuat selepas solat tarawih dan witir. Tazkirah

pula tidak disampaikan dalam
tempoh yang lama melebihi 20
minit,"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dalam
ucapan sempena merasmikan

Program Menyemarak Ramadan
Bersama Kepimpinan Masjid dan
Surau Negeri Selangor 2018 di
Masjid Sultan Salahuddin Abdul
Aziz Shah di sini se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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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min kutuk pembunuhan rakyat Palestin
SHAH ALAM -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semalam, mengutuk sekeraskerasnya pembunuhan beramai-ramai 55 rakyat
Palestin kelmarin termasuk
kanak-kanak oleh tentera
Israel, dan menggesa campur
tangan antarabangsa untuk
menghentikan pembunuhan
itu.
Beliau berkata, tiada alasan yang membenarkan keganasan dan pembunuhan
dilakukan sewenangwenangnya terhadap mereka
yang mendesak bagi pengembalian tanah air mereka
dan pemberhentian segera

MOHAMED AZMIN

ketidakadilan yang dilakukan
terhadap mereka sejak sekian
lama.
“Campur tangan segera
antarabangsa patut dilakukan

untuk menghentikan pembunuhan ini.
“Israel tidak harus dibiarkan melakukan keganasan
sewenang-wenangnya.
Rakyat Palestin telah cukup
menderita dan mereka harus
dibela,” katanya dalam
kenyataan, semalam.
Beliau berkata, apa yang
menimpa rakyat Palestin kini
tidak lain tidak bukan adalah
tindakan pembunuhan
besar-besaran.
Menurutnya, keganasan
yang mengejutkan itu menyaksikan lebih 1,200 orang
ditembak dan cedera semasa
demonstrasi ulang tahun ke70 Hari Nakba atau 70 tahun

Hari Malapetaka sempena
memperingati penubuhan
Israel.
“Apa yang dilakukan tentera Israel adalah tindakan
pembunuhan beramai-ramai, menjadikan Isnin kelmarin hari paling kejam sejak
berakhirnya Perang Gaza
pada 2014,” katanya.
Memburukkan lagi
keadaan katanya, adalah
tindakan memindahkan
kedutaan Amerika Syarikat
dari Tel Aviv ke Baltulmaqdis
yang disifatkannya provokasi
hebat dan penghinaan
terhadap rakyat Palestin serta
menjejaskan
proses
keamanan.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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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min bakal
ke Putrajaya?
Desas desus bakal
dilantik Menteri
Pendidikan
HASNIZA HUSSAIN

SHAH ALAM

M

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AlibakalkePutrajaya
sekiranya perkhidmatan beliau diperlukan di peringkat Kerajaan
Persekutuan.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Datuk Mohd Amin Ahmad
Ahya berkata, buat masa ini,
Mohamed Azmin akan terus bersama kerajaan negeri menerajui
pentadbiran Selangor.
“Bagaimanapun, kita tak tahu
berapa lama beliau akan bersama
kita sebab ada syaratnya.
“Jika Kerajaan Persekutuan memerlukan beliau dan beliau bersetuju untuk pergi, kita terpaksa te-

AZMIN

rima.... Jika tidak, beliau akan terus
kekal bersama kita,” katanya ketika
berucap pada Majlis Anugerah
Perkhidmatan Cemerlang (APC) &
Jasamu Dikenang 2018 di Pusat

Konvensyen Shah Alam (SACC)”,
semalam.
Terdahulu, terdapat desas-desus mengatakan Mohamed Azmin
berkemungkinan dilantik Menteri
Pendidikan.
Malah, khabar angin itu semakin kuat apabila Timbalan
Presiden PKR dikatakan menghadiri
Majlis Apresiasi Pendidikan
Sempena Perayaan Hari Guru Kali
Ke-47 Tahun 2018, Kementerian
Pendidikan di Dewan Perdana,
Pusat Konvensyen Antarabangsa
Putrajaya, Putrajaya, semalam.
Bagaimanapun kesahihan mengenai perkara itu, setakat ini masih
belum dapat dipastikan.
Pada 11 Mei lalu, Mohamed
Azmin yang juga Pengerusi Pakatan
Harapan Selangor dilantik Menteri
Besar Selangor bagi penggal kedua.
Beliau mengangkat sumpah itu
pada usia 54 tahun di hadapan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dalam satu istiadat yang
berlangsung di Balairung Seri, Istana
Alam Shah, K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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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yak dilantik menteri’
BALAKONG Tidak timbul
masalah sekiranya
Menteri Besa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dilantik menjadi menteri di
peringkat
Persekutuan kerana mempunyai
pencapaian terbaik ketika berkhidmat dalam EDDIE NG
pentadbiran kerajaan negeri sebelum ini.
Adun Balakong, Eddie Ng
Tien Chee berkata, bagaimanapun perkara itu (lantikan menteri
Persekutuan) hanya akan berlaku sekiranya diputuskan pucuk
pimpinan parti.
“Saya tak mahu komen banyak mengenai hal ini kerana ia
hanya desas-desus namun jika
ia keputusan parti, kita hormat

sebab parti akan
buat keputusan
untuk semua
jawatan.
“Dari segi kelayakan, memang beliau
(Azmin) tak ada
masalah jika jadi
menteri di persekutuan kerana
ada pencapaian
terbaik ketika
memimpin
Selangor,” kata-

nya.
Eddie Ng berkata, beliau yakin Azmin berkebolehan sama
ada memegang jawatan menteri
besar atau menteri di peringkat
Persekutuan.
“Tak ada masalahlah kalau
beliau (Azmin) jadi menteri besar atau menteri Persekutuan
sebab dah ada pencapaian baik
sebelum ini,”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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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analisis harap MB Selangor kekal
SHAH ALAM -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disaran mengekalkan
jawatannya sebaga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biarpun layak memikul apa
jua portfolio di peringkat
Persekutuan.
Profesor Undang-undang
Universiti Islam Antarabangsa
Malaysia (UIAM), Prof Dr Nik Ahmad
Kamal Nik Mahmood berkata, keupayaan Azmin menerajui Selangor
diperlukan bagi memantapkan lagi
pentadbiran kerajaan negeri.
“Azmin dah terdedah dalam
pentadbiran kerajaan dah lama. Apa
jua portfolio yang diberi beliau boleh
pikul. Namun, sebaiknya beliau kekal menjadi menteri besar sepenggal
lagi untuk mantapkan kerajaan negeri,” katanya.

Nik Ahmad Kamal berkata, kebiasaannya dalam amalan kerajaan
BN jika menteri besar dilantik menteri persekutuan, jawatan lama tidak
akan digalas lagi.
Bagaimanapun, katanya, amalan itu mungkin boleh berubah di
bawah pentadbiran Pakatan
Harapan (Harapan).
“Kalau benar Azmin ke
Persekutuan, tentulah akan ada
menteri besar baharu, sekarang
PKR majoriti di Selangor jadi tak
ada isu calon parti lain. Malah
rasanya tidak ada masalah
untuk sultan lantik menteri
besar baharu.
“Bagi desas-desus
kononnya Azmin dilantik
menjadi
Menteri

Pendidikan, bagi saya sesiapa pun
sesuai namun sebaik-baiknya yang
ada sedikit sebanyak pendedahan
dalam
institusi sekolah
atau universiti walaupun ia bukan syarat
u t a m a ,”
katanya.

NIK AHMAD KA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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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NS amal kerja prestasi tinggi
Kekal relevan,
pertahan integriti
organisasi

Warga kerja
PKNS perlu
info komited, jadi
penanda
aras kepada seluruh
jabatan lain di Selangor

HASNIZA HUSSAIN

SHAH ALAM

W

arga
kerja
Perbadanan
Kemajuan Negeri
Selangor (PKNS) perlu terus
komited dalam mem
budayakan amalan kerja
prestasi tinggi bagi
memastikan perbadanan ini
kekal relevan seiring lebih
lima dekad penubuhannya.
Setiausaha Kerajaan Ne
geri Selangor, Datuk Mohd
Amin Ahmad Yahya berkata,
beliau mahu warga kerja
PKNS terus mempertahan
kan nilai integriti yang dia
malkan dalam organisasi.
Menurutnya, ini seiring
dengan PKNS yang merupa
kan perbadanan kemajuan
ekonomi negeri pertama di
Malaysia yang menandatan

Noraida (depan, empat kiri) dan Mohd Amin (depan, tengah) bergambar bersama sebahagian warga kerja PKNS yang menerima APC.

gani Ikrar Integriti Korporat
pada 14 November 2012.
“PKNS perlu menjadi
‘benchmark’ kepada seluruh
jabatan di Selangor dalam
membudayakan nilai inte
griti,” katanya ketika berucap
pada Majlis Anugerah
Perkhidmatan Cemerlang
(APC) & Jasamu Dikenang
2018 di Pusat Konvensyen
Shah Alam (SACC), sema
lam.

Sementara itu, Ketua Pe
gawai Eksekutif PKNS, Datin
Dr Noraida Mohd Yusof ber
kata, amalan kerja prestasi
tinggi penting dalam mende
pani zaman moden dan men
cabar kini.
Katanya, ia harus diprak
tikkan supaya PKNS lebih
dipandang tinggi dan diper
cayai, selain memastikan
perbadanan ini terus relevan
sebagai pemaju hartanah.

“Kini kita dilihat sebagai
sebuah perbadanan kema
juan ekonomi negeri yang
terunggul di tanah air. Saya
ingin dedikasikan pencapaian
ini kepada semua warga
PKNS yang menzahirkan de
finisi sebenar sinergi berpa
sukan yang mantap sehingga
menyumbang kepada ke
jayaan hari in.
“Peranan setiap seorang
daripada warga kerja PKNS

penting sebagai penggerak
tidak kira sama ada dari aspek
perancang, pelaksanaan pro
jek, termasuk jualan aktiviti
perniagaan,” katanya.
Menurutnya, bukan mu
dah untuk mengekalkan ke
cemerlangan PKNS, ditam
bah pula dengan keadaan
ekonomi yang tidak menen
tu akibat pasaran hartanah di
Malaysia menerima tempias
serta kewujudan persaingan

dengan pemaju swasta yang
sangat kompetitif.
“Bagaimanapun, saya
percaya PKNS sangat eksklu
sif dan mempunyai identiti
tersendiri dalam produk har
tanah yang dipasarkan, selain
mengikut perubahan arus
modenisasi agar menepati
cita rasa terkini pelanggan,”
katanya.
Dalam pada itu, Noraida
berkata, 84 kakitangan PKNS
yang cemerlang dipilih seba
gai penerima APC bagi tahun
ini, sekali gus diharap ia dapat
menjadi pemangkin kepada
seluruh warga kerja PKNS
yang lain bagi meningkatkan
daya usaha dan produktivi
ti.
Katanya, kesemua 84 pe
nerima APC layak dijadikan
contoh serta duta kepada
perubahan serta ejen trans
formasi perkhidmatan
aw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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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s in action
Selangor Mentri Besa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N greeting guests attending
Educational Appreciation Night at the Putrajaya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 and (inset)
Kedah Mentri Besar Datuk Seri Mukhriz Mahathir talking to a resident during the Jerlun
parliamentary thanksgiving gathering in Alor Biak.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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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tan of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centre) in a group photo with the state government's new
team of executive councillors after the swearing-in ceremony at Istana Alam Shah in Klang. Seated third
from left is Mentri Besa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 Bernama

Fresh
faces
to the
fore
Selangor's line-up of
10 executive councillors
comprise new and
experienced assemblymen
from the four parties in
Pakatan Harapan. Their
portfolios are to be
announced today. >2&4
M e e t i n g point: The Selangor secretariat building in Shah Alam, where newly appointed executive councillors will meet and
plan their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for the state. — KK SHAM/The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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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LAN PERUMAL, OH ING YEEN
and KATHLEEN MICHAEL
metro@thestar.com.my

THE new Selangor executive
council (exco) line-up is made up
of new and experienced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who come from
various professional backgrounds
and political parties.
The exco members in the
Pakatan Harapan-led state
government are from PKR, DAP,
Amanah and Pribumi.
The team comprises three
former exco members - Datuk
Teng Chang Khim (DAP-Bandar
Baru Klang), Amiruddin Shari
(PKR-Sungai Tua) and V.
Ganabatirau (DAP-Kota Kemuning).
The new faces are Haniza
Mohamed Talha (PKR-Lembah
Jaya), Ng Sze Han (DAP-Kinrara),
Dr Shaharuddin Badaruddin (PKRSeri Setia), Hee Loy Sian (PKRKajang), Dr Siti Mariah Mahmud
(Amanah-Seri Serdang), Izham
Hashim (Amanah-Pandan Indah)
and Datuk Abdul Rashid Asari
(Pribumi-Selat Kelang).
Dr Siti Mariah and Hee are also
former MPs for Kota Raja and
Petaling Jaya Selatan (now
renamed Petaling Jaya) respectiveiy.

They were sworn in before
Sultan of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on
Monday.
Selangor Mentri Besar Datuk
Azmin Ah is expected to announce
the portfolios of the exco members
following discussions at the first
exco meeting today.
Ganabatirau said the exco team
was expected to be stronger this
term a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as also under Pakatan Harapan.
"I am happy to be appointed for
the second time and hope to serve
the state better as both the state
and federal governments are
under Pakatan Harapan," he said.
Two-term assemblyman Haniza,
who was the deputy state assembly
speaker prior to GE14, said she was
d (ROC 1089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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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 new faces in
S'gor exco line-up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from PKR, DAP, Amanah
and Pribumi have experience in handling local issues
I The exco team,
made up of three
senior members and
seven fresh faces, is
a formidable one.
Haniza M o h a m e d Talha

looking forward to serving in the
new capacity.
She described the exco team,
made up of three senior members
and seven fresh faces, as a formidable one.
"We need to move forward at a
rapid pace without the red tape
and politicking.
"I believe the people of Selangor
will be the biggest benefactors of
tliis situation where we do not
have to be at loggerheads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ymore,"
said Haniza, who is an architectural graduate.
Izham, who is state Amanah
chairman, believed his 10-year
experience serving as a councillor
in Shah Alam City Council and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would help him take on the new
role.
He added that he also worked

with state exco members and
assemblymen in auditing
performances when he was with
PAS.
He said the portfolio given to the
exco members would depend on
the assemblyman's background.
"As an engineer, I feel that
housing and infrastructure
portfolio will suit me but I will
leave it to the state leadership to
decide," he said.
Happy to be appointed for the
second term, Amiruddin expects
the challenge to be tougher this
time.
"We have to work hard to
deliver the goods after the people
gave us a stronger mandate by
electing Pakatan to hea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 hope I will be given the sports
portfolio so that I can continue
with the projects I started," he
added.
Second-term Kinrara assemblyman Ng Sze Han was surprised
with his appointment and welcomes the responsibility to be
entrusted to him by Azmin.
"I will leave it to the Mentri
Besar to decide which portfolio
suits us best.
"He knows our background and
it will be based on that,"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exco role was a
new challenge for him because at
the same time, he would be
servicing a larger constituency,

which was now almost double in
size after the redelineation
exercise.
Hee, who is a new assemblyman
and two-term MP, said he would
accept whatever portfolio given to
him.
He said the role of assemblyman
and exco posed different challenges, but looked forward to his new
role.
As an assemblyman, he would
take on two main issues in Kajang,
the flood problem and traffic congestion.
On her Facebook page yesterday,
former Selangor Tourism,
Environment, Green Technology
and Consumer Affairs Committee
chairman Elizabeth Wong said it
was a privilege to have served the
stat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of
Selangor for 10 years (2008-2018).
The former Bukit Lanjan assemblyman said she was offered to
extend her term by Azmin but
upon reflection, "I thought it best
that after 10 years, there would be
new blood and fresh ideas.
"Opportunities must be available
for others to come in and make a
difference.
"There are also new horizons to
explore. I will continue to serve the
state, the country and our fellow
citizens," she wrote.
Selangor civil s e r v a n t s praised.
> Pag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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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executive council line-up

H

MENTRI BESAR DATUK SERI AZMIN ALI

Bukit Antarabangsa assemblyman

MOHAMED
AMIRUDIN
SHARI Land Development,HANIZA
> Former Finance,
Natural Resources,
TALHA committee
State Economic
Action Council and Information
Sungai
Tua
chairman
Lembah Jaya
assemblyman
> PKR deputy president
assemblyman
> Former Selangor
> Former Taman
Youth Generation
Medan assemblyman
Development,
Sports, Cultural
> Former deputy speaker
and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committee chairman > Selangor PKR Wanita chief
> Gombak PKR deputy chief
SHAHARUDDIN
BADARUDDIN

HEE LOYSIAN

Kajang
assemblyman
r»

Seri Setia
assemblyman

> Former Petaling
Jaya Selatan MP

> Petalingjaya
Selatan PKR
branch chairman

> Lecturer a\
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 for
almost 30 years
> PKR vice-president

EEHi0BPr
DATUKTENG
CHANG KHIM

Bandar Baru Klang
assemblyman
> Former senior exco
> Former
Investment, Industry
(SME) and Commerce and
Transportation committee chairman
> DAP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member
V. GANABATIRAU

Kota Kemuning
assemblyman
> Former Poverty,
Compassionate
Government and
Plantation Workers
committee chairman
> Selangor DAP assistant
organisation secretary
NG SZE HAN

Kinrara
assemblyman
> Former MPSJ
councillor (from
2008 to 2013)
> Selangor DAP treasurer

IZHAM HASHIM

Pandan Indah
assemblyman
> MPSJ councillor
> Selangor
Amanah chief
DR SITI MARIAH
MAHMUD

Seri Serdang
assemblyman
> Previously Kota
Raja MP
> Amanah national women's
wing chief

E & K M F
DATUK ABDUL
RASHID ASARI

Selat Kelang
assemblyman
> Selangor Parti
Pribumi Bersatu
Malaysia
chai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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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W O N E W PJ BUS ROUTES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is
offering two new routes under the free
PJ City Bus service. The new routes will
be available for a three-month trial from
today until Aug 15, 6am to 9pm daily, on
a 15- to 20-minute frequency. Both
routes start and end at the bus hub at
Central Park Avenue, Bandar Utama. The
PJ05 route includes Persiaran Bandar
Utama, Lebuh Bandar Utama, Jalan SS
2/55, Jalan SS 2/24 and Taman Bahagia
LRT Station. The PJ06 route includes
Flora Damansara, Empire City, Persiaran
Perdana, Jalan Kuala Selangor and Jalan
PJU 10/1. For details, visit www.facebook.com/petalingjayacity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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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 on the
back for
state's staff
Selangor MB attributes Pakatan
Harapan's success in GE14 to
people's confidence in administration
SELANGOR Mentri Besar Datuk
Seri Azmin Ali attributed the
excellent performance of the
state's civil service as among th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Pakatan
Harapan's success in getting the
mandate again to administer the
state for the next five years.
He said the excellent performance and high integrity displayed by the state's civil service
in the previous term had not only
fulfilled the people's aspirations
but also reinforced their confidence and helped boost Selangor's
performance to become a good
example of a developed state in
the country.
"In my series of campaign (for
the 14th General Election) nationwide, I talked about the success
achieved by Selangor which was
undeniably contributed by the
civil servants in the state.
"When it was announced that
Pakatan won 51 out of 56 seats in
the state, I was surprised... it is
clear proof of the people's confidence in our honest and sincere
service all this while," he said at a
breakfast session with about 100
state civil servants at the state secretariat building in Shah Alam on
Monday.
The event was held to welcome
his appointment as Mentri Besar
for the second term.
Azmin, who was sworn in as
the Selangor Menteri Besar last
Friday, arrived at his office at the
building about 7.40am and

It (Pakatan's win)
is clear proof of the
people's confidence
in our honest and
sincere service all
this while.
Datuk Seri Azmin Ali

clocked in at 7.48am.
He noted that the strong support demonstrated by the people
especially in Selangor in GE14
recorded a new history of the
country's politics that implied
greater responsibility for the
entire administration to work
harder to develop Selangor.
Among the matters to be given
priority by his administration, he
said, was to resolve the water
issue.
"But this time around, with the
appointment of the new prime
minister and the setting up Team
of Eminent Persons, I am confident that the water issue can be
resolved immediately," he added.
Azmin also reminded the civil
servants in Selangor not to be
complacent with the support
given by the people and to avoid
being negligent in carrying out
their duties.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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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路新人發揮

捍華 9任雪抒政議員

(沙亚南15日讯）希盟
行动党候任史里肯邦安州
议员欧阳捍华正式卸下雪
州行政议员一职，交棒予
新任行政议员。
欧阳捍华今日前往雪州大
厦行政议员办公室收拾物品及
陪同新任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
参观行政议员办公室，提早熟
悉运作。
他同时也澄清，他早在全
国第14届大选前向党表明不接
受再受委成为行政议员，愿意
退位让路给新人发挥，并非遭

望外界及党员不要对他没有续
任一事多加猜测。
“在担任行政议员期间，
我协助多个新村解决地契、工
厂漂白及增设中文路牌〃尤其
是在处理新村地契时，看到村
民处理数十年的地契问题都未
解决，而我们却在短时间内成
功协助他们申请，他们获得地
契的那份喜悦深深感染我。”
他向媒体表示，担任行政
议员最难忘的事，莫过于曾被
短暂开除过。他笑言，那是很
特别的经验，他也相信并非每
个人都有机会经历。

除名或被踢出局。他同时也希

爭取沙登增建獨中分校
阳捍华在卸下雪州行政议员-

欧职后，将更关注选区的事物，
包括要在沙登区增设独中分校。
他说，沙登是华裔聚集的地区，许多

1iB
I.

i

•欧阳捍华忙于收拾行政议员办公
室的文件，以腾出办公室给新任行
政议员。

门一

••州行政
鄧 =t=
议员拿
督邓章钦说，明
覃§ 天将进行首次的
r

家长把孩子送往独中就读，惟遗憾的是沙
登区并没有任何独中分校—
“独中分校不•定要设立在我的选
区范围内，目前史里肯邦安没有学校保留
±也，但斯里沙登及加里尔峰仍有学校保留
±也，我们会寻找适合的地点增设独中分
校o"

，一

i

欽政

mr

i芏
P我
"•TT71

反映华人新村问题
另外，他将向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反映
华人新村面对的问题，包括60年未提升道
路、沟渠及消防栓。
他说，新村的沟渠已不胜负荷、道路
也需全面提升及消防栓也已损坏不已。
“我们需要一个提升华人新村基本建
设的蓝图，我会向相关部门反映，若有必

^—

要，我可给予意见。”

•甫于周一（14

他说，他也将针对沙登大街单向道计
划与联邦政府配合，约见财政部长林冠英，
与他商讨该计划，并希望雪州公共工程局建
议的2亿令吉提升计划获得批准。

日）宣誓成为雪
州行政议员的邓
章钦已投入工
作，抓紧时间翻
阅文件。

寻

S

雪州行政议会，
相信雪州大臣拿
督斯里阿兹敏最
迟将在明天宣布
行政议员掌管的
部门々
“我今日
将会与阿兹敏会
见商讨事宜，惟
仍不知商讨的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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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怡威嘉瑪麗亞中選州議員

委2市議員暫領養選區
報道•蘇斯敏
(八打灵再也15日讯）随着八打
灵再也市政厅前市议员林恰威及嘉玛
丽亚分别中选为甘榜东姑与万达镇州
议员后，她俩负责领养的选区，将分
别暂由行动党灵市议员党鞭陈德升及
市议员依玲娜达里领养，直至6月30
日的雪州县市议员任期届满为止®
候任希盟行动党武吉加星州议员
拉吉夫指出，基于伊党已脱离希盟，
所以新的市议员阵容将在希盟4党领
袖完成协商下才会宣告诞生«
他告诉《大都会》社区报记者，

陈德升将从即日起领养林怡威之前担
任市议员时看管的地区，至于依玲娜
达里则将领养嘉玛丽亚看管的地区。
“由于希盟是由4个政党组成，
即土著团结党、诚信党、行动党及公
正党，而伊党已退出希盟，所以4党
最高领导层将针对市议员分配额进行
协商现有的市议员的任期是在今年
6月届满，所以没有必要在仅剩的6周
内委任新的市议员，所以就选择采用
暂时领养选区的方案。”
至于市议员会留任、被更换的数
额及即将上任的新血，他暂时不得而
知，目前尚且言之过早。

靈市議員陳德升
領養的地區
现有领养16区（ZON 16)，包括
1区、1A区及18区
暂时领养十一区(ZON 11)，包括
11区、12区及13区
联络方式 UNIT 21, SUNKEN PLAZA, MENARA
MBPJ,JALAN TENGAH,46200 PETALING
JAYA，SELANGOR DARUL EHSAN.

服务中心万1-7960 2703
手机
0^6-6341 910
邮址
terence@mbpj.gov.my 或

terencetts@gmail.com

欲查询八打灵再也市议员所领养的1
|地区，可浏览网站：
|
1

I
http://www.mbpj.gov.my/sites/default/files/
|
[ahlimajlismbpj20162017.pdf
|

•拉吉夫指陈德升
及市议员依玲娜达
里将暂时领养林怡
威及嘉玛丽亚的选
区，直到县市议员
任期届满为止。

靈市議員依玲娜達里
領養的地區
现有领养第十区（ZON 10)，
包括16及17区

暂时领养第九区（ZON 9)，
包括17A�19区、
SS20区。

联络方式 P U A N E L A I N E M A G D L I N E
NATHANIEL
UNIT 21, SUNKEN PLAZA, MENARA
MBPJ,JALAN TENGAH,46200 PETALING
JAYA,SELANGOR DARUL EHSAN.

服务中心^7960 2703
手机 &-200 3399
邮址 elainenathaniel@mbpj.gov.my 或
Elaine.nathanie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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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溝渠崩塌

庭院現大洞居民受傷
雙溪龍鎭武吉桕邁花園2路
(加影15日讯）陈旧地
下沟渠崩塌，使到双溪龙镇
武吉柏迈花园2路一间双层
单位的庭院下陷出现大洞，
屋主儿子还因而坠落受伤。
候任加影区州议员许来贤
今早与市议员李仁英、刘佳达及
皇冠城居协顾问何其隆，前往事
发单位了解，女屋主侯明月（56
岁）担心下陷情况持续恶化，盼
市议会及早抢修。
下陷位置露出宽10呎及深8
呎的洞口，泥土严重流失，市议
会已委任承包商在下周一进行进
修工作，预计一星期时间完成《
•许来贤（左三）视察住宅单位庭院下陷情况，右一起为刘佳达及李仁英，左一
起为何其隆及侯明月。

屋主：官员三度视察
女屋主侯明月表示，当邻

居在3星期前发现屋外沟渠出现
崩塌后，她立即向市议会作出投
诉，亦有官员三度到场视察，可
是维修工作没有进行。
她说，直至在5月1日当天，
因泥土流失太多，庭院突然下陷
露出大洞，其24岁儿子刚好拿着
东西路过，结果掉进洞里受伤。
她表示，最近经常下雨，她
担心泥土流失情况加剧，洞口会
越来越大。
许来贤指出，市议会早前
派出官员视察后，已委任承包商
进行维修沟渠及填土工作，同时
也会检查该单位两旁的地下沟渠
是否出现类似情况。他披露，该
沟渠是市议会管辖范畴，造成崩
塌主因是雨水频繁，必须尽速抢
修.。

•洞口表面
不算太大，
可是里面泥
土流失造
成真空，宽
度有1 0呎
长。
，沟渠崩塌
造成渠水渗
入，造成泥
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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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乡岭巴刹的小贩与民众喜见新政府的成立。右七起是梁自坚与蔡伟杰

M—
民E

(万挠1 5日
讯）希盟公正党候
任万挠州议员蔡伟
杰承诺联同各单位
官员研究细节，包
括与小贩公会举行
对话会，以解决菁乡岭与万挠巴刹
的多年问题
他说，当务之急是找出问题症
结，以便对症下药，解决小贩的
投诉和不满。
“我会认真处理大家的投诉，
展露新政府的新作风。“
蔡伟杰是在联同希盟公正党候
任士拉央国会议员梁自坚到2个巴
刹谢票后，这么告诉《大都会》社
区报记者
他表示，万挠巴刹小贩公会于
近期举行改选，因此与新领导层的
商讨当不成问题，可菁乡岭巴刹小
贩公会却于数年前解散后一直未能
重组，使士拉央市议会亦面对群龙
无首，难以有效沟通的状况。
“无论如何，在与菁乡岭小贩
沟通后，他们指将在近期内重组公

选一

对韹
寧拇
杰

赞
好

左

与
梁
白
坚
右
会。我盼望他们尽速选出代表，出
席会议和表达心声，让我们加速解
决投诉o“
万挠与菁乡岭巴刹在过去数
年毛病百出，除了面对非法小贩抢
滩，亦因为硬体设备不完善而面对
排水道阻塞、淹水、屋顶漏水、电
灯和电风扇失灵及偷窃案频密发生
的问题。

蔡伟杰：不会让人民失望
另-方面，蔡伟杰指谢票队伍
所经之途皆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显示人民对新政府的成立引颈长盼
已久
“大多数人民皆异口同声要求
我们交出更好的表现，洗刷过去国
家被指贪污滥权的不良名声，我们
亦承诺不会让人民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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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虽然只见一个
小小的路洞，但地下
泥土流失严重，真空
范围扩大。

j尼流失現路洞
(加影15日讯）无拉港斯里陈
明花园2路日前出现一个小路洞，
但是地下泥土严重流失变成真空，
为免发生意外事故，现已关闭禁止
通车O
该地下泥土流失范围宽度数呎，并
露出水管，但水管没有爆裂漏水问题，
使无法查明原因。

丘钦瀚：非水管爆裂造成
加影市议员丘钦瀚向《大都会》社
区报指出，他是在大选投票日前接获当
地居民投诉后，已通知雪州水供管理公
司派人前往检查，但发现路洞并非地下
水管爆裂造成。
他表示，他与市议会官员会在今午
前往视察了解情况，查出原因。
“当时初步怀疑是地下水管爆裂，
但检查过后，水管没有漏水，因此目前

•为免发生意外事故，保安人员禁止通车
尚在调查是什么原因造成有关问题。”
他披露，该路洞位置在住宅区保安
他说，目前必须找出原因才能进行亭旁边，为免酿起意外事故，他已要求
维修工作。
关闭禁止车辆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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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15日讯）候任国防
部长兼诚信党主席莫哈末沙布指
出，该党将推荐3名领袖出任小内
阁中的部长职。
他说，他已经在昨日会见首
相敦马哈迪时，将有关名字M交
莫哈末沙布今晚出席哥打拉
惹国会感恩集会后，针对媒体询
问是否已呈交该党部长职的名单
给首相一事，作出回应。
不过，他不愿透露名单中的
3人是谁，只说来自党最高领袖。
“我们已提呈名单，就让
首相去定夺其余部长的适合人
选，但这名单仅限于10人的部长
出席感恩集会国州议员包括
候任双溪甘迪斯州议员苏海米、
候任哥打哥文宁州议员甘纳巴迪
劳和候任圣淘沙州议员古纳拉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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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哈末阿敏（左二）
工。左一为诺丽达；右二为诺莱达

爾豐

秘
書

k

若或
聯上
邦京
政
府任

部
要
長
'=|="

而

(沙亚南15日讯）雪州秘书拿督莫哈
末阿敏透露，尽管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
敏已宣誓就职雪州大臣，但不排除联邦政
府需要时，阿兹敏会转换跑道，上京出任
部长_。
“不过，阿兹敏现阶段还会留在雪
州，与我们同在，但多久就不得而知。”
他披露，雪州苏丹获悉大选成绩
后，就即刻召他进宫商讨组政府事宜，而
殿下也属意挽留阿兹敏继续出任雪州大
臣°
“阿兹敏当时答应会继续出任大
臣，惟殿下也允诺，只要阿兹敏需要上
京，殿下会同意放手，前提是阿兹敏本身
需同意此事。”

将公布行政议员掌管部门
莫哈末阿敏于今早出席雪州发展机构
卓越员工颁奖礼时表示，随着雪州大臣和
行政议员宣誓就职后，州政府将在明天公
布各行政议员掌管的部门，还盼各单位公
务员能给予充分配合。
他说，面对日益挑战的经济局面，加

上人民的期待越来越高，州政府官员和子公司都必须要更
加努力去做得更好。
他披露，全国大选如今已尘埃落定，希盟全面执政，
作为已执政过雪州的希盟，势必将成为全国的典范或学习
榜样。
“雪州一直都是走在大马最前面，如今希盟全面执政
中央和雪州，大家都在看我们如何执政，雪州发展机构作
为子公司，过去的表现相信可以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出席今日活动嘉宾包括雪州发展机构首席执行员诺莱
达及首席营运员诺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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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敏：以色列血洗加沙
國際組織應制止暴力屠殺
(沙亚南15日讯）雪州大臣拿
督斯里阿兹敏表示，巴勒斯坦人已
经受够以色列猖獗的暴力杀戮，为
了捍卫巴人的安全，国际组织须高
度关注此事，尽快采取措施或对策
制止，停止这类谋杀行为。

他今日发文告谴责周_ •配合庆
祝以色列建国70周年，美国驻耶路
撒冷大使馆举行开幕仪式时，以色
列部队血洗加沙地带，朝示威者开
枪，屠杀55名巴勒斯坦人包括儿童
一事‘

Page 1 of 1

这种在巴人“灾难日”
(Nakba Day )爆发的大屠杀行为
同等种族灭绝之举o
他说，这场令人震惊的屠杀事
件，造成超过1200人中枪受伤。
他表示，美国将大使馆从原
本的特拉维夫搬迁至受他们承认的
以色列首都耶城，是对巴人最大的
羞辱，也是处理以巴和平-•事的败
笔，使情况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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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莎：内閣宣誓就職後

100天內必落實10新政

Page 1 of 2

(吉隆坡15日讯）候任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
兹莎表示，内阁宣誓就职后，必定会致力在首100
天内落实10项新政策，包括废除消费税及稳定油价
等。
“请给精英顾问团成员•些空间让他们处理及
分析这些事项，以稳定我国的经济；我们也将在首
相敦马哈迪及安华的领导下，成为亚洲之虎。”
旺阿兹莎今晚在班登出席成为大马第•位女副
首相的庆典时感谢之前的领袖在和平的情况下进行
政权交接，并感11"大马人民在60多年后做出正确的
选择。
“目前我们也需要一些耐心，明天安华将会获
释，他将和我们_ •起重建国家；这一切并不是为了
职位，职位排第二，因为职位只是让我们有机会为
人民服务。”
她表示，安华所追求的并不是职位，如果他是
以追求职位为目标，就不会被判入狱。

笑称上阵班登即当上副首相
旺阿兹莎也感谢选民给予的支持，更开玩笑说
虽然曾数次在大选中上阵，但第一次在班登上阵，
即当上副首相。
“我很感谢班登的选民，这次我代替公正党
副主席拉菲兹在这边上阵，目前最重要的是重建国
家°
”
旺阿兹莎手握扇子以招牌手势向出席者问好，获得出席者
热烈的掌声回报。

欢庆活动在安邦再也市议会（MPAJ )草场举
行，旺阿兹莎在晚上约9点45分抵达现场，不少出
席者争相与她握手及合照等，现场气氛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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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登选民聚集在安邦再也市议会出席旺阿兹莎成为大马第一位女副首相的庆典，场面热
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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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马挽

•

受促恢复免费巴士
因原任巫统国会议员拿督斯里阿末
沙比里在全国大选守土失败，以致甘马
挽免费巴士服务遭终止，如今伊党新任
国会议员或登州政府，受促恢复免费巴
士服务，以惠及当地居民。
甘马挽诚信党副主席礼赞阿里表
示，既然伊党已取得登州政权，就应该
重新审视此计划，以确保不影响使用免
费巴士通勤的上班族或学生。
「我建议效仿雪州政府，在每个
县区提供免费的巴士服务，可以从甘
马挽县区开始，服务路线从甘马仕至朱
盖0

j

他周二在甘马仕竞选行动室受访
时，如此表示，并指甘马挽过去多年都
没有公共交通服务，阿末沙比里赞助的
免费巴士服务，则是去年11月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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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市议会已经初步拟定
增加巴生第3条精明雪巴路
线，并•^地区范围大且人 j
口密桌胃 淘沙,作为第3
才土
.条路遠如主

y

Q

醻明面巴护“犬HIT务I
團定S海沙鼸S线
颜庭钏

巴生15日讯|巴生市议会计划增加「我的
雪兰莪」精明巴士圣淘沙新路线，进一步扩大
服务范围。

巴生市议员严玉梅表
示，巴生市议会已经初步拟

席的批准，才能正式实行计
划°」

里，共有17站，途经7间学
校、购物商场及批发巴刹，
共由4辆巴士投入服务。

定增加巴生第3条「我的雪兰

巴生市议会在2015年7月

莪」精明巴士（精明雪巴）

1曰推出精明巴士服务，当时

另一方面，巴生市议会

路线，并圈定地区范围大且

仅设有一条巴士路线。当局

也耗资15万令吉，为巴生精

人口密集的圣淘沙，作为第3

在201 6年修改川行路线后，

明雪巴5个候车站兴建加盖候

条路线的主要地区。

并把精明雪巴从3辆增设至4

车亭。

她说，初步计划的第3
条路线，暂定4辆精明巴士投

辆，川行范围涵盖巴生南区
和巴生市区。

建成。

入服务，川行全程费时45分
钟。

严玉梅表示，这一项工
程是于3月底动工，如今已经

耗15万建候车亭

她续说，精明雪巴的经

她说，5个加盖候车亭分
别是在柏干荅鲁卡沙瓦里第

费是由雪州政府和巴生市议

巴生第一条路线，即是

4路的路口处、柏干答鲁商业

会共同承担，增设巴生第3条

巴生南区路线共有23个巴士

区（2个）、哈芝希腊路、王

路线计划估计需要100万令吉

站，川行里程全长15.6公里。

宫路。

经费。

市议会在隔年（2017

她促请，市民善用精明

「市议会目前还在研

年），增加第二条川行巴生

巴士，并爱护候车亭设备，

拟阶段，并有待市议会主

北区路线，路线全长12.3公

勿要破坏公共设施。（4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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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中央需要阿兹敏或上京
莎阿南15日讯|尽管雪州大

何时。」

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日前已宣

「对此，殿下也已经批准

誓就职，惟雪州秘书拿督莫哈末

大臣的要求，只要中央政府需

阿敏阿曼周二却语带玄机表示，

要他，殿下将恩准大臣离开雪

如果中央政府需要阿兹敏阿里，

州0」

或许他将离开雪州，前往布城。

他坦言，这次全国大选出现

莫哈末阿敏阿曼今日出席雪

政党轮替之后，各造必须更努力

州发展机构(PKNS )职员卓越服

为民服务，因为大家将关注雪州

务颁奖仪式时表示，他在全国大

的发展。

选后，就会见雪州苏丹沙拉夫丁
殿下，商讨大臣人选一事。
「虽然经过殿下的说服后，

阿兹敏阿里在本月11日，已
于巴生阿南莎皇宫，在雪州苏丹
沙拉夫丁殿下、苏丹后东姑诺拉

阿兹敏阿里愿留在雪州担任大

西京，以及王储东姑阿米尔沙御

臣，但他也曾经表明，一旦中

前，宣誓就职出任雪州大臣。这

央政府需要他，他就必须前往布

也是阿兹敏第二度担任雪州大臣
一职。

城，因此没人知道大臣会留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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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ffi年轻人林竃禅无意入闻
新山15日讯|在509全国大选后正式卸下国会反对党领袖身份，正式成为

萧德骧

执政党一分子的行动党候任依斯干达公主城国会议员林吉祥，成功落实改朝
換代的历史使命，可说是圆了他多年努力的心愿。如今据悉他无意人阁当部
长，反而有意让党内年轻人上位施展政治抱负！

林吉祥在第十四届大选
中，第二度上阵依斯干达公主
城国席（前称振林山)，以4万
4864张多数票成功守土。
作为行动党元老级人物，
林吉祥一生奉献政坛，如今成
功促成中央政权轮替，其动向
直引人关注。
尽管坊间猜测林吉祥可能
入阁出任部长职，然而希盟内
部消息指出，林吉祥觉得促成

林吉祥

大马改朝换代的使命已达到，

©候任依斯千达公

内阁部长的就留给党内有热忱

®行动党候任安顺

主城国会议员

张念群

杨巧双

倪可敏

®行动党候任、；四岩

囯会议员

泳国会议员

④行动党候任古来
囯会议员

的年轻人发挥，他将以另一种
角色继续为新政府效力，进一

入阁当部长的党中央领袖人选

「外交官」，占据重要位置，

步落实重建马来西亚的目标。

包括行动党全国组织秘书兼候

若出任内阁部长也不出奇。

基于行动党秘书长林冠

任芙蓉国会议员陆兆福、副秘

英已确定入阁当部长，林吉祥

书长兼候任安顺国会议员倪可

不入阁的决定相信也是为了避

敏、全国署理主席兼候任蒲种

嫌，为免遭人继续攻击有意建

国会议员哥宾星、砂拉越州主

立家族政治王朝，惟更重要的

席张健仁等。

是，身为党元老，林吉祥乐见

消息分析，一般上人们

该党年轻领袖入阁，为该党未

只注意到曝光率较高的行动

来继续执政累积经验。

党政治明星，然而实际上名气

会，最大可能的是交通部。
在副部长方面，本届在柔
佛古来成功守土的张念群，及

张健仁入阁不奇怪

弃州攻国的泗岩沫国席候任议
员杨巧双，均是可能的人选。

「若平衡东西马，张健

「张念群本届大选中选，

仁入阁也不奇怪，若要展现多

已是第三届国会议员，她上届

元，霹雳州印裔行动党老将古

大选南下为党开疆扩土，在国

拉也可能获钦点。」

会也展现政治才华；杨巧双在

消息也认为，在选战中立

之前出任雪州议会议长表现

希盟内部消息分析，随

略逊的陆兆福，与柔州主席刘

下汗马功劳的刘镇东虽败选，

亮眼，本届成功中选为国会议

著林吉祥不打算入阁，有可能

镇东，是行动党在希盟内主要

但相信将被委入部门行政委员

员，相信可大展拳脚一番。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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鼷濯钱地瞄
住家现9尺大
加影15日讯双溪龙镇武吉柏迈花园
(Bukit Permai) 一间房屋单位，疑因门前
的沟渠发生泥土侵蚀情况，导致住家门前受
影响，出现一个9尺深及10尺宽的大坑洞。
武吉柏迈2路其中一间房

地面，导致出现一个大坑洞，

屋，在4月时发现沟渠出现崩

屋主的孩子曾不慎跌入大坑

陷事故，之后便影响到门前的

洞，导致皮外伤。
候任公正党加影州议员
许来贤接获居民投诉后，即与
加影市议会官员到现场巡视情
况。许来贤表示，由于还需透

何其隆（左起）、侯明月、许来贤、乌玛、李仁英和刘

过公开招标程序，加影市议会

佳达，巡视一间住家发生地面崩陷事件，有关大坑洞约9

将在下周一展开修复工程。

尺深。

-曾紅勤-

「原本工程预计需耗时2
周，但希望承包商可以尽快在

起，加影市议会也会检查同排

电至加影市议会投诉，惟官员

一周内完成。」

房屋，约100尺长的沟渠，以

没有到现场。

确定是否有泥土侵蚀问题。」

检查同排房屋

在4月1 7日亲自到市议会投诉

是指出。其他出席者包括加影

后，官员也到现场查看，前后

市议员李仁英、刘佳达、加影

共到访3次，惟则表示需等待

常下大雨，导致雨水量增加，

市议会工程组官员乌玛和皇冠

主任答复。当时门外还没有出

排水系统无法负荷，导致雨

城居民协会主席何其隆。

现大坑洞。」

「或许是因为这个月常

双溪龙一间住家因沟渠泥

水回流，进而发生泥土侵蚀事

土侵蚀，引发地面出现一

故。」

个9尺深及10尺宽的大坑

「我们担心会有危险，便

他今日到现场巡视时，如

「承包商需先维修沟渠，

另外，屋主侯明月（56

「现年24岁的孩子在本月

岁）表不，她是在邻居告知

1曰于门前走动，搬东西时，

下，才知道住家门口的沟渠发

突然路面崩陷，导致孩子跌

洞，屋主的孩子曾不慎跌

再填上混凝土。由于这个坑

生崩陷，之后也发现门口前的

入大坑洞里，左脚也受了皮外

入坑洞而受伤。

洞是从沟渠发生泥土侵蚀所弓I

地面有四凸现象，她就此事拨

伤。」(407)

-曾紅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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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15日讯|雪州宗教局

雪清真寺禁聘外国斋戒月祈祷司

( J a i s )下令禁止州内清真寺和

「传教文不允许含有涉及敏
感内容，并进行导致不满和分裂
社会的政治演讲。」

祈祷室聘请外国的斋戒月夜间祈
祷司( imam Tarawikh )�

Page 1 of 1

祷室。

他是周二出席2018年雪州清

一个月的斋戒月。

「所有被邀请进行演讲的

雪州宗教局局长拿督哈利斯

他认为，雪州所有清真寺和

真寺和祈祷室斋戒月活动上，如

卡欣表示，这项禁令是在符合法

祈祷室，应鼓励聘请我国宗教课

此表示；并指已经通知州内所有

戒月夜间祈祷后的传教与演讲，

局的批准，才允许进行演讲。」

例下，通知全雪州的清真寺及祈

程毕业的本地学生和祈祷司。

清真寺和祈祷室，发布遵守为期

不能超过20分钟。

(409 )

他说，雪州宗教局也限制斋

传教士，必须提前获得雪州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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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選民支持

旺姐：是時候修復國家
(吉隆坡IS日讯）候任
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
今晚重返班丹选区谢票，
并感谢选民作出改变及制
造共同胜利，同时也让她
首次上阵班丹选区就可当

诺稳定油价，减轻人民负
担。”
旺阿兹莎也感性说，公
正党实权领袖拿督斯里安
华总算于明曰获释并与民
共建国家，特赦局明早11

上副首相。
她指出，庆幸的是政权
交替可和平进行，这也是
马来西亚人民的优点，并
指是时候修复国家。
她强调，领袖受委官职
属次要，那只是让他们有
机会为民服务。
她承诺，政府首要任务
是兑现竞选宣言，首相敦
马哈迪已保证消费税将归
为零税率，相信资政理事
会将修正相关税制政策，
研究如何增加国家收入，
以建立人民信心和稳定经
济
’…“这将让国家经济恢复
稳健，重回大马的‘亚洲
之虎’地位；马哈迪也承

Page 1 of 1

时开会后，安华将从蕉赖
康复中心直接获释，无需
重返加影监狱。
“安华特赦后不一定要
立即成为政府才能为民服
务，大家必须给首相马哈
迪时间进行改革。”
逾500名班丹选民今晚热
烈出席在安邦市议会草场
举行的庆祝会，欢庆旺阿
兹莎胜选及出任首名女副
首相，场面一片沸腾。

•旺阿茲莎亲自派送福袋给班丹居民，感谢居民为她
举办庆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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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淑慧

希 盟成功改朝换代，凡事从新开
始。最重要的，就是改革国阵时
代的恶政，否则必招人话柄，不能服

公平施政樹立好榜樣

°当中，新任希盟柔佛大臣奥斯曼因
为沿袭前朝恶政，拒发放选区拨款予
在野党议员，已引起民间非议。
所幸就连新任麻坡国会议员兼土著
团结党青年团长赛沙迪也看不过眼，
提出异议，最后奥斯曼改口称并非不给反对党议员
拨款，一•切有侍最后决定。
同时，有希盟执政的吉打州政府，也已表示将为
在野党州议员发放拨款，不会边缘化有关选区的人
民
舌说，这种公平施政的政策，是由雪州政府首开
先河。
由民联(后称希盟)执政的雪州政府，敏2015
年起，每年拨款20万令吉给反对党，成为全马首个
“厚待”在野州议员的州属。

i

雪州政府是基于民主原则，首次给予非执政州议
员固定的常年拨款，当时雪州共有1 2名国阵州议
员，州政府一年共拨款240万令吉给他们。
此举深受好评，显示州政府尊重和感恩在野议员
的付出，也籍此机会向国阵政府传达信息，希望国
会也能仿效，给反对党国会议员拨出款项。
同时，州政府也让雪州议会反对党领袖可获津
贴，除了可享有3000令吉固定津贴，也享有的其他
包括司机薪金及津贴、执行秘书薪金及津贴，估计
每月可获逾8000令吉津贴，充分扮演著制衡州政府
白勺胃色<0
衷心°希望，每一个由希盟执政的州属都能仿效雪
州政策的公平施政，树立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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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選前巳反映要退位讓賢

te醒明I

東梓健]

.

(莎阿南15日讯）候任行动党史里肯
邦安州议员欧阳捍华澄清，早在大选前
已向党反映退位让贤，不再续任州行政
议员，而不是传言中的被除名出局。
在行政议员名单出炉前，盛
传欧阳捍华在名单中被除名，
他为此作出澄清，呼吁大家别
胡乱猜测。
“很多人问我为何没做行政
议员，我在大选之前已经表达
我不寻求留任的意愿，让其他
议员发挥，感谢行动党给我机
会担任2届行政议员。”
新届着州行政议员昨日完成
宣誓，原任行政议员欧阳捍华
今曰到办公室收拾，正式卸下
行政议员的职务。

局和马来西亚科技园，惟遭两
造拒绝，故他再次探讨这建议
的可行性。
他提及，目前沙登区没有独
中分校，希望教育部或有独中
在沙登区开设分校，让家长们
无需把孩子送到吉隆坡市中心
或E生。
’ “斯°里沙登和武吉加里尔都
有中学的校地，有关当局可以 •欧阳捍华在308大选和505大选担任2届雪州行政议员，本届宣告退
考虑在沙登区设立分校。”
位让贤。

專注選區發展

PEJABATEXCO

欧阳捍华卸下行政议员工作
后，他会专注选区的发展，并
在政府政策上提出建议。
他说，将针对沙登大街的高
架U转天桥工程，要求与财政
部部长和工程部部长会面，希
望获得中央政府拨款，以展开
此项计划。
他说，早前提出的兴建新村
早市巴刹，及在大学岭和沙登
岭第3区之间开拓一条新路的
工程都会继续执行。
“另外，我会探讨在沙登岭
第11区增加一个出口，贯穿马
来西亚科技园，衔接武吉加里
尔大道，疏缓第11区的交通问
题。“

B EAN YONG HIAN WAH
yatankuasa Teta
^ipurig Baru dan
^riyelesaian Kilang

他说，梳邦再也市议会曾针
对上述建议，致函吉隆坡市政
十日捍华将向房屋
KA.部建议，针对提
p
升全国的新村拟定一个
全面的蓝图，若中央政
府需要他的协助，也愿

建議擬藍圖提升新村
意给予配合。
他指出，新村有一甲
子的历史，但是前朝中

央政府没有把专注力放
在提升新村，导致新村
的道路、沟渠和消防栓

unan

•行
欧政
阳议
捍贝
华o
，、
—*

左
恭
贺
金
銮
候
任
州
议
员
黄
田
/匕、
汉
成
为
新
届

等基设都陈旧不堪。
他说，提升道路不只
是铺路，而是重新做
路，而现有的沟渠已不
胜负荷，需全面提升，

担任2届行政议员
在中，最让欧阳捍华
难忘的是遭前雪州大臣
丹斯里卡立开除。
欧阳捍华回顾担任2
届行政议员，今天是第
3次收拾办公室，其中
一次收拾办公室的原
因，是雪州大臣易人风
波，被前任大臣丹斯里
卡立开除。
他直言，这是（被开
除）最难忘的经历。
询及对新届行政议员
的忠告，他说，行政议
员的工作量多，行程很
满，或多或少会忽略家
庭，要两者兼顾是一大
挑战。
“很多人面对问题的
时候，也会找上行政议
员，行政议员不是万
能，处理事件的时候，
必须依法和尊从州政府的政策
去做。”
他指出，任职行政议员10
年，解决了许多新村的地契、
建设、中文路牌、非法工厂进
行漂白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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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陷后，居民住家车房前的坑洞深达9尺。
•许来贤（左3)与市议会官员到现场
了解情况，左起是何其隆、候明月、奧
马、李仁英及刘佳达。

排水溝崩塌沒人理

民宅車房跑園

•武吉柏迈2路的沟渠崩塌，沟水往下
/JILo

(加影is日讯）住宅区
排水沟崩塌，导致沟水冲
蚀地下土引发地陷，双溪
龙武吉柏迈2路（Jalan BP
2,Bandar
Sg.Long) ^•住
家惊传地陷，住家车房破
了个洞。
受影响居民候明月说，
她在一个月前被邻居通
知，屋子前沟渠已崩塌，
随后发现车房前的地面出
现凹陷，于是在4月1T向市
议会投诉。
她说，市议会官员曾到

现场查看3次，直到5月1
日，其24岁儿子突然掉
下深坑，车房前马上破了
个洞，所幸儿子只是皮外
伤。
加影候任州议员许来贤
今早与加影市议员李仁
英、刘佳达及市议会工程
组官员奥马，一起到候明
月住家了解情况。

溝水沖蝕地下土
有关地陷范围约10尺
宽，地陷引发的坑洞深达9

尺0
许来贤说，屋前沟渠崩
塌导致沟水冲蚀地下土，
才发生地陷情况。
他说，市议会将在下周
进行维修工作，包括先维
修沟渠，再协助居民把破
洞的车房修好。
“预计工程需要两周时
间，但我们要求加快工
程速度，希望一周内完
成。”
他相信是因为近期常下
雨，沟渠排水量增加，才
发生沟渠崩塌。
至于居民申诉市议会官
员看了 3次都没维修，他相
f目是因为各造在忙大选，
他强调，市议会将检查武
吉柏迈2路整条沟渠，以便
检查其他沟段的状况。

16 May 2018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Page: C2 • Printed Size: 1158.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d Value: MYR 22,842.20
PR value: MYR 68,526.60 • Item ID: MY0032597537
Provided for client's internal research purposes only. May not be further copied, distributed, sold or publish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copyright owner.

Page 1 of 1

%

往來方向只建一巴士站

(安邦I 5 日讯）没有巴士站，等
候巴士诸多不便，还得饱受日_雨
淋之苦！

E
l
s - \
X
1
3
|
、
|1
I 也另
民
考
站的一有
好不人
夕

5自安邦新村默迪卡路的商
，求安邦再也市议会，认真
S在当地设立足够的巴士
方便乘客候车。
们说，该路段是巴士经过
I线，但往来的方向，只有
5•有巴士站，另一方则没
有欠完善。
！！们说，一的一个巴士站

，

|1-_

s

/T
/

f/T

>yl

I在近两年才开始设立，但
-个方向的苦等至今都没有
i息。
有巴士站对乘客来说很

“S�

商民代表吕荣发说，他曾向
安邦再也市议会查询，市议会
原则上已同意批准兴建巴壬
站，但因为地段属公共工程
局拥有，指不符合冲缓区的要
求，所以一直搁置。
“我曾研究其它地区的巴士
站，如在安邦路社会保险机构
前，也是位子不足，但也有一
个巴士站。”
他促-公共工程局网开一
面，放宽条件，给新村人一个
方便。

=ly

f便，饱受日晒雨淋，也让
，不过眼。”
‘
I
？：‘，紅，:

婦女抱著嬰兒候車

•乘客饱受晒雨淋之苦等候巴

�
有太太民女心4 —
等设求：

to

----MP

中有民众说，曾亲眼目的
f在等候巴士时，可能因为
5中暑，昏倒了。
“有时看到老人家和学生在
3底下等巴士也辛苦，很多
C躲在树下等巴士，还有妇
3著婴儿候车的画面，让人
，，

-

關网

y

JJJ ^.7

—！—^^一

-商荣
民发
投。

m

众^一―_

-

只

1

一

！1°们说，有时巴士也要等上
乏45分钟才来一趟，若有巴
与，也可让乘客有地方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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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区必须提供完善的
I,巴士站是最基本的需
地方政府必须关注有关问

•

•安邦新村默迪卡路两年前兴建一个巴士站，外观十分简陋。

躲樹下等巴士

M-

•刘本维（32岁，居民）

有人中暑昏倒
•廖义雄（42岁，车行员工)
丨月，也很担心下
‘天搭车感觉很晒，没有相

个巴士站对乘对民众来说比较方便，不用
有 日晒雨淋。
现在没巴士站，很多民众躲在树下等巴士。
这里毕竟是城市地方，连一个巴士站都没有
似乎说不过去。
也希望兴建的巴士站要设备完善，包括灯、
资讯牌，不要马虎。

每丨雨，生病就麻烦了。

我在这工作了 8年，都没有建过一个巴士站，
听以希望这里也
对面近两年有设立了巴士站，）
暴.一个。
有时°看到老人家和学生在太阳底下等巴士很
辛苦，曾看过有在等候巴士时可能因为太晒中
暑，昏倒了。

为

半小時1"_趟
•符气明（54岁，居民）
一十里原本都没有巴士站，但却有巴士停，有告示牌，希望
&可以建一个正式的巴士站，不用让乘客日晒雨淋。
.反而对面就有巴士站，两年前建的，但我们这个方向都一
i：都没有。
有时还要等很久，半个小时才来一趟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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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未知旱管領域

醒輩翻辦公室上班
i•

_

影

劉佩明
陳梓健

(莎阿南IS日讯）虽
然还未知晓掌管的事
务，昨日完成行政议员
宣誓的拿督邓章钦已回
到雪州政府大厦的办公
室上班。
邓章°欽是原任高级行

料今曰宣布
回到办公室就看
到关于拨款的申请，但
现在还不知道掌管的领
域，所以不能处理。”
邓章钦今日会与大臣
会面，询及是否谈论掌
管事务，他则说不晓得

会面谈论什么内容。
他指出，至今尚未知
道掌管的事务，相信最
迟明天的行政议会会有
所宣布，也会讨论议员
宣誓和议会的曰期。
询及会否争取掌管原
有的事务，邓章钦则
说，大臣会拟定各行政
议员的职务，大臣会有
本身的计划，让行政议
员都能发挥得更好。
“若能重掌原本的
事务，确实能驾轻就
熟。“

日 首)日回到刃公室上班。
•邓章钦在行政议员宣誓仪式完成后，周

政议员，本届再度受委
成为行政议员。
他说，在解散州政府

时期，他仍有继续到办
公室上班，直至提名
曰，今天则是再度成为
行政议员后首日回到办
公室。

|
(
I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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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市價與對手競爭
雪州經濟發展機構

(莎阿南I5日讯）雪
州秘书拿督莫哈末阿敏
指出，现今的雪州经济发
展机构（PKNS)已不如过
往，获州政府给予特别优
惠，反之土地买卖都得按
照市价所付，以和其他发
展商形成健康的竞争。
他说，在州政府更改政
策下，以上机构已没有优
惠，用低于市价的价格来
购地。
“以上政策是雪州经济
发展机构面对的挑战之
一4惟房屋成本的增加，
并未导致对方忽略了社区
发展工作。”
莫哈末阿敏今日为雪州
经济发展机构颁发卓越服
务表现奖予职员时说，该
机构从2015年至2020年，
会兴建1万200间可负担
房屋，同时会兴建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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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哈末阿敏（坐者左5)颁发卓越服务表现奖完毕后，与得奖的职员合照。左4起
是诺艾达和诺丽达。
间“我的雪兰莪房屋”
(Rumah Selangorku )。
他说，雪州经济发展机
构已54年历史，迄今已建
15万7000间各类型房屋。
“虽然面对成本增加，
但以上机构还是设法增加

收入，进而打造可负担房
晨予人民。“
他指出，该机构在雪州
的发展扮演重要角色，因
为对方既发展了城市区的
莎阿南或万宜，也发展了
郊外区的乌鲁安南。

他劝告出席的职员跟随
州政府秉持廉政原则，勿
出现滥权、贿赂行为。
出席者还有雪州经济发
展机构总执行长拿汀巴杜
卡诺艾达和总营运长诺丽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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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琿高報
中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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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义演主办单位移交布条及票券给中南华小。左起为
潘进福、林健裕、李翰仲、郑元强、郑国民、郑玉蓉、郑
博仁、林汶忠、林朝道及叶贵生。

萬津中南華小7月晚宴

冀籌250•醒1圄
(万津is日讯）万津双溪答也中
南华小于7月7日（星期六）傍晚6
时30分，在仁嘉隆华小礼堂举办
“十大义演”筹款晚宴，以筹募
250万令吉的兴建综合礼堂基金。
“十大义演”是由马来西亚Carlsberg
集团赞助主办，《南洋商报》及《中国
报》联办。

萬津雙溪答也中南華小
“十大義演”籌委會
顾问
大会主席
主席
署理主席
副主席
秘书
副秘书
财政
副财政
查账
总协调
司仪
报到
票务
座位安排
场地
招待
催场
徵信录
投影片
交通
道具
膳食
摄影
录影
善后

林朝道、林清春、潘进福
郑博e
郑元强
杨智辉
郑国民、刘国华
林汶忠、林健裕
郑玉蓉
朱美凤、林慧姗
叶贵生
杨秋良
林雅素
林健裕、杨智辉
颜国春、陈富境
谢金录、叶惠清
林雅素
林雅素、郑子翔
池旅文
叶贵生、冯碧珠、陈碧兰.
刘国华、徐忆秋
林雪晴、林雪琴
吴顺平、余伟忠
黄亚辉、Nerudin
林汶忠
郑金才
黄亚权
林健聪
蔡文东

该校“十大义演”筹委会主席兼校友
郑元强日前在中南华小运动会指出，该
校1931年创校至今，仍没有一座完善的
礼堂，也是瓜拉冷岳县唯一没有礼堂的
华校。
“值得高兴的是，2017年，雪州政府
批准了三亩地给中南华小，让本校有机
会兴建礼堂。“
¥三大机构的努力下，该校决定要在
本校兴建一座综合多元用途礼堂，以提
供学生更好的学习与成长环境。

提供更好學習環境
为了使筹款活动更顺利，中南华小曰
前成立了筹委会，策划及展开筹款活
动，以使综合礼堂计划早日完成。
郑元强也公布该校“十大义演”晚宴
筹委会名单，并在运动会上为“十大义
演”晚宴进行造势。
他说，该校曾在1月举办“英国特技义
演”筹获166万令吉，这一切都有赖于

该校三大机构及热心华教人士的鼎力支
持。
他说，兴建礼堂耗资庞大，为了早曰
让师生受惠，该校决定承办“十大义
演”，以让此项筹建计划早日落成。
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他也
呼吁社团、热爱华教人士、双溪荅也居
民与各界善长仁翁能够多多益善踊跃捐
款，以让此次的筹募项目早日达成，惠
及莘莘学子，让中南华小可以圆梦。
出席运动会的有董事长郑博仁、副董
事长郑国民、建委会顾问林朝道、主席
潘进福、副主席林健裕、家协主席叶贵
生、校友会主席林汶忠、校长郑玉蓉、
《南洋商报》业务发展执行员黄素心、
马来西亚Carlsberg集团销售执行员李翰
仲等。
有意捐款者，可联络该校：03-3120
1507,支票抬头请注明：Jawatankuasa
Pembinaan SJK(C) Tiong Xam,并汇入
RHB银行户头：212 639 0000 2446�

•中南华小三大机构在运动会与学生进行热身运动，气氛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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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朝換代褒傷隱
雪州過萬人丟官

(吉隆坡IS 日讯）国阵失去中央
政权，雪州超过万名由中央政府委
任的马来甘榜村委会、联邦村委
会、居委会、政府和私人医院巡察
员、政府诊疗所咨询员、新闻官、
新村发展官等“丢官”。
全国大选5 0 9 国阵除了失去中央
政权，也丟了多个州属政权，由中
央政府所委任的各项职位相应受
响，大选后，全部领取津贴和车马
费的受委职位已停职。

依縣議員人數而定
涉及职位包括由乡村及区域发展
部委任的马来甘榜、首相署委任的
新村联邦村委会、城市和谐、房屋
及地方政府发展部委任的居委会、
首相署委任的新村事务发展官及通
讯与多媒体部委任的新闻官。
至于由卫生部委任的政府医院和
私人医院巡察员、政府诊所咨询

员，有部分还持续协助病人与医院
沟通工作，由交通部委任的巴生港
务局董事局等，也会受到影响，另
外还有些政党所委任的团结官。
雪州共有3 6 8 个马来甘榜、7 7 个
华人新村、渔村和重新村，村委会
的人数是有6675人。
雪州12个地方政府，居委会则是
依据每一个地方政府的县市议员人
数而定，每个县市议会共有24个居
委会及一位主席，总数是2904人。
通过新闻与多媒体部委任的新闻
官，则是根据国州议席，在霄州总
共有56个州议席和22个国席，在雪
州新闻官人数共有78位。
雪州总共有9个县属，新村事务
发展官则是根据县署，目前在雪
州的新村事务发展官的人数约有8
人。
卫生部在雪州政府医院和私人医
院委任医院巡察员，每一间共有21
人至25人，以及县级的政府诊疗
所的医院咨询员，单单是11间政府
医院的医院巡察员的人数已有 252
人，还不包括私人医院和政府诊疗
所咨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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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不少受委村委会、
^居委会从4月开始，没
有收到津贴和车马费。
村委会、居委会和医院
巡察员最后一次的会议是
在4月份召开，即是在4月
28日提名之前，大部分在
竞选活动已暂停服务和工
作，但医院巡察员等在医
院为病人和医院间协调。
受国阵中央政府所委任
的上述职位，村长和秘
书、居委会的主席和秘书
每个月是领取固定津贴，
村长和秘书是领取900令吉
和400令吉。
在市议会和市政厅等级
内的居委会主席和秘书的
每个月津贴是800令吉和
400令吉；位于县议会的居委会的
主席和秘书每个月津贴是500令吉
和300令吉。
至于其他如村委会执委和政府医
院和私人医院巡察员等，则是每次
出席会议领取津贴或车马费。
雪州国阵也委任了国州选区协调
官，相关职位在上一届分别是有
5000多令吉和3000多令吉的薪金，
据悉今届则是未有薪金。
国州选区协调官在大选已全部停
止运作，唯他们至今仍未取得4月
份的津贴或车马费。

月
開
始
未
收
到
津
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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癯
(吉隆坡15日讯）马来
西亚华教运动工委会及马
来西亚维护华教联合会希
望希盟政府尽快行使行政
权，促使恢复大马教育文
凭(SPM)单科报考制。
工委会及联合会主席叶新田
说，根据现有SPM规定，考生必

2華教組織冀新政府

须报考至少6科必考科目，若不
及格，方可通过马来文T月试
题，单科报考马来文。
他期待希盟政府尽快执行单
科报考，让独中生单独报考马
来文，达到承认统考条件。
叶新田今日在祝贺我国60年
首次政权轮替成功新闻发布会
上，受询及希盟竞选宣言阐
明，承认统考条件是统考生须

考获S P M 单科马来文成绩优等
时，如是回应。
他透露，新内阁组成后，该
会将主动约见教育部，跟进承
认统考事宜。

並非施壓
他认为，希盟执政中央后，
制度化资助华教不再流于“大

•叶新田（前排左3)主持记者会，祝贺大马60年来首次政权轮替成功；前排左起为王瑞国、部
寿汉、关志雄、黄柏森及林明镜。
新田相信，新政府会检讨和摒
T弃2013_2025年《教育发展大蓝
图》中，其单元主义思维和不利于母
语教育的行政措施和条例。
他指出，大马独立逾60年，政府没
发挥大马多元优势，反倒推行单元主
义教育政策，为国家文教事业带来长
期滞后和重重难题，而华文母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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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不利母語教育政策
更是深陷建校艰难、拨款不公及母语
教学受制等困境。
“踏上本世纪，国阵基于单元主义
教育政策，实施一连串行政措施，包

括推行《教育发展大蓝图》，不仅华
文母语教育切身利益受损，几乎所有
官方以外的教育源流都受到巨大冲
击。”

选糖果”的前朝旧套，且希盟
承认统考的承诺朝向正确解决
问题的方向。
他以过去希盟执政的槟城及
雪州政府举例说，希盟管辖
下，在资助华小及独中方面均
做出能力所及的努力。
此外，大马维护华教联合会
署理主席邹寿汉补充，恢复单
科报考属行政措施，非政策改
变，这其中问题不大，只需通
过相关部门，如考试局去执行
即可。
他声称如今并非是要向希盟
施压，只是希望再度表达，在
承认统考事宜，他们愿意给予
协助及配合。
询及会否就承认统考事宜与
董总协商讨论，他说，虽统考
由董总负责，但承认统考是教
育部说了算。
他说，虽如今已不在董总管
理层，但董总没可能也没理由
反对，且不曾放弃向政府争取
承认统考。
出席者包括马来西亚华教运
动工委会副主席王瑞国、黄柏
森、林明镜及马来文副秘书关
志雄。

叶新田强调，一旦多源母语教育枯
萎，必将导致国民教育，包括马来文
教育也无法“独善其身”，而这将是
国家教育事业的全面衰落，它不应是
负责任政府的政策取向。
“期望新政府在尊重国家尊严和马
来文地位之际，采取多元团结的方针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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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若中央需要會棄任大臣
報導•郭頁黎

阿茲敏也上京

(吉隆坡15日讯）
雪州政府消息说，阿兹敏阿里是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弃大
受到教育部邀请出席上述活动，暂
臣职任部长？
时排除阿兹敏会在最短期内辞去大
阿兹敏阿里也是公正党署理主
臣的消息。
席，他今晚出席教育部在布城国
公正党消息说，公正党在争取部
际展览馆举办的第47届教师节活
长职位上仍不明朗，还有许多变
动举，及雪州秘书拿督莫哈末阿
敏在今日出席雪州经济发展机构
数。
(PKNS)颁发卓越服务奖给职员的
藍眼部長職有變數
活动时透露阿兹敏阿里曾声明一旦
•阿茲敏
中央政府需要他，届时还得前往布
“一旦他争取到部长职，必须要
城，引发各种猜测。
辞去大臣职，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只能任部长
希望联盟在协调分配部长职时，盛传公正
或大臣一个职位，但一般相信他是会辞大臣
党呈上10位部长名单，其中一人是阿兹敏阿
职位，无论如何，最后还要胥视雪州苏丹沙
里，但没注明推荐阿兹敏阿里出任那一个部
拉弗丁殿下决定，包括是否还有比阿兹敏阿
长职。
里更适合当大臣的人选。”
当阿兹敏阿里在觐见雪州苏丹沙拉弗丁殿
雪州秘书拿督莫哈末阿敏指出，虽然阿兹
下及宣誓成为雪州新任大臣后，各界疑他选
敏阿里在殿下说服下留守雪州，但没人知道
择大臣而放弃部长职。
对方会续任多久，因为大臣已表达立场，只
随著阿兹敏阿里大动作出席教育部活动
要中央政府有需要，就会离开雪州前去布
后，有消息指他有意指染部长职，包括教育
城。
部，当年拿督斯里安华任教育部长时，阿兹
“殿下已批准阿兹敏阿里的要求，只要中
敏阿里已是安华的特别助理。
央政府需要后者，会恩准对方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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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眼冀安華盡快獲釋

爭取更多部長職
取主要部长之路受阻，未能争

争 取到更多部长职，不满的声音

继续在公正党内部发酵，因此希望
公正党实权领袖拿督斯里安华能尽
快被特赦，以与首相敦马谈判。
公正党方面的消息说，马哈迪已
公正党方面的消息说，马哈迪已
宣布4个主要部门，但没有公正党人选，公
正党在遴选部长方面的意见也与马哈迪不
同，特别是在财政部长职。
消息说，公正党是以该党所赢取国席位，
作为争取部长职位的指南，也传出公正党呈
了 10位部长人选的名单的传闻，但却未全套
被首相接受。
消息指出，公正党在在民联时代，在行
动党和伊党前都是以“老大”自居，掌
握“话事权”，取得大部分重要职位，分
得最多县市议员人数，但随著组成希盟之
后，马哈迪却变成老大，也让公正党变成
了 “老，无法掌握所有一切。
消息说，马哈迪将暂时先组10个重要部
门，以如今局势来看，公正党在争取部长
之路是有面对阻力，但马哈迪最近一两天
也出现一些让路之意，可能在一些部长职
上会出现让步。
“除了行动党的林吉祥，相信公正党内
目前是没有人能力可和马哈迪协调，公正
党因此也急于希望安华在部长职尘埃落定
之前出来，以争取更多重要的部长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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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5日讯）公
正党主席拿督斯里旺阿
兹莎指出，没有急著要
该党实杈领袖拿督斯里
安华在特赦後接任首相
她指出，希望在首相敦
马哈迪领导下的政府，可
以先稳定，进行人民想要
看到的改变。
“尤其改革议程，我
们会一起携手进行。”
旺阿兹莎今日到蕉
赖康复中心探望安华
‘后，针对财政部前
�部长敦达因指，不
应在安华一出狱
后，就将首相之
位传给安华一事
作出回应。她续
说，安华身体
状况及精神良
好，已做好准
备明曰到国家
王宫，进行特
赦。
此外，公正党
副主席西维尔有信
心，安华会在明曰获
得特赦。
询及安华明曰会

在监狱或医院获释，他指
不清楚。
另一方面，卫生局副总
监拿督再也英德兰也指
出，安华身体状况良好，
明天出院没问题。

身體狀況良好
中午时分，蕉赖警区派
出警员到蕉赖康复中心巡
视，以了解状况，为安华
明曰获释作准备。
安华的特赦日子从今曰
改到明日，许多人争取时
间到蕉赖康复中心探望
他，预祝他明日特赦成
功。
探望者包括公正党策略
局主任沈志勤、马章武莫
区州议员李凯伦、武吉兰
樟州议员黄洁冰、前八打
灵再也南区国会议员许来
贤也一同探望安华。
另外，一名来自蒲种的
希盟支持者德瓦马拉（45
岁），今曰身穿公正党党
旗制作传统服装纱丽，到
蕉赖康复中心探望安华。
德瓦马拉指出，大选后
看见许多旗帜被拆除，让
她有了用党旗制作纱丽的
灵感。

•德瓦马拉身穿公正党党旗，制作传统服装纱
丽支持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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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提供：劉子健/黃潔冰助理

•公正党多名领袖，包括候任雪州武吉兰章州议员黄洁冰（左起）、公正党策略局
主任沈志勤、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等人也前往该中心，与安华叙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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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重组
前锋报主席及3董事请辞
(吉隆坡15日讯）马来西亚前
锋报（UTUSAN，5754，主板贸
服股）宣布，配合整体重组计
划，公R]主席及3名董事肖愿
请辞。
该集丨才丨今日向交易所报备，
肖愿请辞的董事包括独立兼非
执行主席丹斯里发特米、独立
兼非执行董事拿督斯里东姑沙
里夫丁、尤索阿布奥斯曼和贾
玛鲁。他们是从上周六（5月
12日）开始分别向公司请辞。

委新独立董事
根据马来两亚前锋报网站，
今年61岁的发特米2015年12

前首相纳吉政治秘书发特米

前首相纳吉新闻秘书沙里夫丁

同官职长达11年，包括首相及

中央政府持有的公司，包括柏

玛鲁，曾在1982年至1995年

副首相的政治秘书，

月1日加人董事部，且担任不

朗桑集团（KPS，5843，主板贸

间，担任沙巴银行分行经理，

沙里夫丁则从1997年开始

服股）财务总监、大马科威特

然后在1995年至2000年间担任

担任首相新闻秘书至今，也是

投资公司总执行K:等、也是小

沙巴金融公司总执行长。

首相署媒体董事。

股东权益监管机构（MSWG)第

至于尤索阿布奥斯曼，曾担
任多家企业高层，包括雪州及

位总执行长。
今年2月才加入董事部的贾

马来两亚前锋报表示，将委
任新独立董事，同时运作如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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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直说
•刘泰安

我国第14届大选在5月9日圆满
落幕后，只见满地玻璃碎片，皆因所有
预测大选结果的t?家学者和“神算子”
们，纷纷大跌眼镜，
选举委员会官员一定万万没想到，
他们在大选前到处拆剪希盟宣传看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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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月換新天有感
即曾经执政22年的我国第4任首相敦

九一点都不仁慈，非要以诉讼“追杀”

马哈迪医生，退休了 15年之后，以93

他至判刑不可。

岁的高龄再度封相，不但是空前，恐怕
也是绝后的一人！

用兵如神当机立断
我国变天距今不到一周，我巳有几
则感想如下：

老马用兵如神，远非小马哥可望其
项背。且看他当机立断，下令禁止阿吉
哥夫妇出国，避免有如菲律宾前独裁总
统马可斯夫妇流亡的历史重演，令人额
手称庆！
其二，敦马信守诺言，上任后马上

其一，敦马上任后被问到会否对付

指令特赦局处理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的

这人的肖像会高高挂在他们办公室的墙

曾经涉及E大贪污丑闻的前朝首相纳吉

特赦事宜，以便安华在获得国家元首的

上。多么讽刺！

时，轻描淡写地回应不会报复，但会依

全面特赦之后，可提早回归政坛。

竞选横幅的那个人的肖像，在大选后，

一个只有4个成员党的希望联盟，

法行事，遵从法治精神。

安华在本周三出狱，东山再起。这

一举打败一个拥有庞大的14个成员党

众所周知，马哈迪是“马基雅维利

及K:期执政的国民阵线，实现了 “日月

主义(Machiavellianism)“的权术和谋略

关注，不在话下。而敦马"言出必行，

换新天”的政治理想，

家。他绝对不像台湾前国民党籍总统马

行之必果"的领袖风范，值得一赞！

这是人民的胜利！这是民主制度的
胜利！
这也是一个举世无双的世界纪录，

位政坛绝顶高手今后的一举一动，备受

英九那么优柔寡断、卑怯懦弱、事无见

其三，敦马宣布，新政府将设立一

地、八方讨好。马英九在执政期间对民

个25至30个部门的内阁，内阁会有

进党百般仁慈，但民进党上台后对马英

25名部氏。这是精简内阁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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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朝政府多达35名部tC：，人多却
办不好事，毫无效能可言。且看世界一

Page 2 of 2

选是“经过持续讨论而做出的决定”，
两人再度针锋相对，并非好事！

些大国的内阁部门数目，如：巾国

无论如何，如果财长“职非拥有国

26，美国24，俄罗斯21，英国21，德

席最多的公正党人或马来人莫属，这种

国16，法国22，日本17

，相对而

思维实在保守和落后。难道敦马虽年老

言，份属蕞尔小国的大马，内阁何需多

但思想进步，拉菲兹虽年轻却思想古

达25至30个名部门？

老？

44年后再迎华裔财长

其五，敦马宣称要对付所有罔顾正
义、偏袒纳吉政权的高官，例如：总检

其四，敦马宣布委任行动党秘书长

察长、选委会主席、反贪污委员会主席

林冠英为财政部长，可谓惊人之举！这

、社I才丨注册局总监等。此举虽有“秋后

是我国开国元老之一的敦陈修信在

算账”之嫌，但所谓“一朝天子一朝

1974年卸任财长以来，44年后再迎来

臣”，新政府有必要撤换备受争议的前

位华裔财长，诚属难能可贵！
林冠英当前尚有官S]在身，必须先
洗脱罪名后才能宣誓就职，W此当官一

朝官员，才能推动改革和新政。若能将
这些胡作非为、祸国殃民之辈绳之以
法，更是大快人心之事啊！

事或许还有变数。此外，敦马这项宣布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

引起了公正党的异议，引发了权争的疑

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

云，令人失望！公正党“明日之星”拉

才。”但愿我国变天之后，希望联盟的

菲兹出面声称“人选非最终定案”，但

新政府会涌现更多的治国人才，名副其

该党署理主席兼雪州大臣阿兹敏却说人

实地为国家和人民带来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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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致腾博士擅长研究昆虫，但并非是蝴蝶、
甲虫、树枝虫、蜜蜂等具“美化环境功能”的无

雌雄蚊子如何分辨？注意观察，左1和右3是雄蚊，因为触

害昆虫，而是人类世界祸患源头之一一蚊子和

角没有浓密的毛，而且体积也比雌蚊痩小。

苍蝇。
这个专业被称为“医学昆虫学”，之所以
多了 “医学” 二字，是因为它是研究直接寄
生、蛰剌、骚扰、恐吓人类、污染人类食物、
传播人类疾病的害虫的发生规律和防治措施
的一门科学。
报道•游燕燕

医学昆虫学家
从蚊子身上#知•调‘：
j

>

V

.• ‘-

r

t
^

黑斑蚊卵

饲养的黑斑蚊把卵产在潮湿的纸
.

急：.

曾博士研究蚊子和苍蝇已约有14年之久。

荣，印证了他在科学研究领域的卓越表现。
目前于马来亚大学（UM)生物科学研究所担任高级研
究员的他，从事医学昆虫研究丁作（尤其是蚊子和苍蝇）已
约有14年之久。这令人不禁好奇，蚊子、苍蝇有必要研究
那么久吗？到底有什么好研究的呢？他马上睁大眼睛说：
“可多呢！而且现在仍在研究中，”

蚊种逾3000种
他指出，蚊子分很多种类，全世界的蚊子超过3000
种，单是黑斑蚊就超过300种，但在我国只有2种黑斑蚊会
传染骨痛热症和基孔肯雅症，分別是埃及斑蚊（Aedes
aegypli)和白纹斑紋(Aedes albopiclus)

®

^其他病媒蚊如传染FI本脑炎的主要有三带啄库蚊

主要是曼紋(Mansonia)禾口拒紋(Anopheles) °

士也经常到国外做研究、采集标
本以及出席研讨会。之前有提到

提到如何生捉蚊子做实验，
曾博士直说：“太简单了！”说
着便随手拿来一个容器并开始解

皆知，不过，水质情况才是关

医学昆虫学指的有害昆虫，苍蝇

键。一般上，黑斑蚊会在干净、

也是其一，他自然也不会放过。

清澈的积水中滋生。污浊和充满

苍蝇，会传播传染病病原体导致
动物及人类患上皮肤疾病甚至失
明。

实验室里所采集而来的实验标本

“大马也有黑蝇，只是暂时还

释：“在容器里装水，把一块小

油渍的水也有蚊子，但那并非是

有蚊子也有苍蝇，采集地包括越

未发现有相关的寄生虫存在，但

木板放进水里，把容器放在室内

黑斑蚊，而是库蚊。他列出了几

南、印尼、柬埔寨、泰国、尼泊

或室外随便一处大约5天，蚊子

个“高风险”的积水处，如花盆

尔等东南亚同家。

就会在木板上产卵。研究员会把

底下的垫盘、香蕉树卷起的香蕉

木板上的卵带回研究室进行孵化
并饲养做进一步的研究。”

叶、建筑工地积水的坑洞等，都
是黑斑蚊繁殖区。

生捉蚊子也能分析室内与室

“在此也要特别提醒民

外的黑斑蚊密度之区别。原来，
室内与室外的黑斑蚊种类是有不
同的，不同的种类在室内外会产
生高低不同的密度。

(Culex tritaeniorhynchus)、掠头库岐(Culex fuscocephala)和

杂鳞库蚊（Culex vishrmi)；传染象皮病（亦称淋巴丝虫病）

除了在同内做研究外，曾博

生捉蚊子做实验

+年9月，当时38岁的曾致腾获得了 “马来西亚十
力大杰出青年奖”之“学术领导与成就奖”的殊

上。如果把纸张浸泡在水里，约
一小时内孑孓就会孵化出来。

癖：

了解黑斑蚊繁殖区
积水处是黑斑蚊的温床人人

众，黑斑蚊的卵在干燥环境下
可存活至少半年，一遇潮就会

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以后这种寄
生虫不会出现，所以我们迄今一

以其命名黑頓新物种
在研究苍蝇方面，去年他参
与高冈宏行博士和莫哈末索菲安
博士率领的I才丨队到上述国家采集

直在努力发掘，只有把新物种一
一找出来并命名后，研究员才能
深人研究携带传染病病原体的苍
蝇种类。“
他坦言自己不喜欢长时间待

黑蝇，总共发现了 111种黑蝇新

在实验室里，所以一有机会就会

物种。其中一个黑蝇新物种还以

到户外进行采集工作。采集过程

孵化，所以在清洗容易积水的
地方或容器时，一定要洗刷干

他的名字命名为 “ Simulium

有危险吗？“过程中是没什么风

clieedhangi
“，以表扬他对黑姆研

险，但如果有任何身体不适的

净，以确保蚊子的卵完全被清
除。，，

究的贡献。
黑蝇是一种体型极小的吸血

话，我会很紧张，马上到医院就
诊，哈哈！”

“不同的蚊类携带的病毒或致病寄生虫都不同，
借由从一位患者传给另一个人，从而导致疾病。我向

关注社会教育宣导

来研究的蚊子主要是黑斑蚊，由于骨痛热症至今还没
有疫苗免疫，所以研究工作还是得继续。既然没有疫
苗，也无法控制病毒传播，我们目前能做的就是控制
蚊子滋生的数量。“

生物科技学士学位，2003年进人大马医

曾致腾博士毕业自沙巴大学（UMS)
药研究院的医学昆虫部门实习后，就开
始在该部门任职研究员，自此打开了他

乡区的黑斑蚊数量，发展城市的黑斑蚊数量较多，因此骨痛

对医学昆虫学的兴趣之门。

热症通常都是屈于城市地的較媒病症。

那段期间，他因研究一个有关蚊子
的微型项目对蚊子产生了一份热忱，决

生抗药性的研究
“不难发现，吉隆坡和雪兰莪州是发展快速的城市，也
是骨痛热症的黑区，原因是城市地区缺少了防止蚊子滋生的
建筑构造计划，往往在发展中制造了很多隐藏的黑斑蚊繁殖
城市停止发展。”
既然无能为力，干嘛还要研究蚊子？控制有害昆虫的数
量除了涉及环境因素，也涉及生物科技进行防制方面的技术
研究，我们日常使用的

之前负责的微型研究项目作为硕士论

生的意识。比起使

的法医昆虫学博士学位，4年后顺利毕
业。在大马医药研究院工作逾4年后，
他转至马大的生物科学研究所担任研究
员至今巳将近10年。
他表不，获得
“马来西亚十大杰出青
年奖”后，研究还得
继续做，但同时也要

研究院（1MR)任职研

有关社会教育的宣导

工作。

If

从国内外采集而得的昆

抗源形成并研究控制的

大帮助，甚至可以找出

方法(丨

传染病的病原体。

蚊子滋生，而这还需
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他也透露，最近他们在马大校园
内完成一项问卷调查，对象是所有的
马大师生，发现其巾有20%至30%的受
访者对蚊子的认识不多。他臆测，如果
把该项调查转移到校园外，结果会否更
不理想？
“我们接下来打算到市区的各大学校
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蚊子知识的
掌握程度，同时举办讲座、交流活动、
展览等，借此机会进行黑斑蚊宣导教
育。完成一系列的计划后，我们会再次
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学生的意识是否有
提升：结果理想的话，我认为应该把有
关蚊子的知识纳人教育体制里。”

此外，他也被委任为科研杂志审稿
人，现是学术期刊�Tropical Biomedicine}
的副主编和生产经理。同时，他也活跃于
非政府机构和大学雇员组织，包括担任大
马寄生虫学和热带医学学会财政和理事会
成员、曰本医学昆
虫与动物学会
会员、日本热
带医学会会员
及马大管理与
专业雇员协会
理事会成

0

虫标本对研究工作有很

治方法就是不要让

间共获得了 15个研究领域的相关奖项。

1

研究，以了解酵素的抵

子数量，最好的根

来，迄今总共发表了 122篇研究论文，在
国内外曾发表超过180场演讲，更在10年

学术领导与成就奖

M

他阶层的事，如一些

用灭虫产品控制蚊

效地除灭坟虫。从事研究工作约14年以

j〖

开始涉猎研究以外其

究员时，曾进行一项有

针对有关酵素进行深人

认识如何预防病媒較传
染病，同时提升环境卫

完成硕士学位后，他继续进修马大

曾博士在大马医药

杀虫剂的毒素，他特别

“我认为，学校的科学课本应该纳人
有关病媒蚊的知识，让孩子从/J

位。

作开始的。

抗药性的研究。蚊子体
内会产生一种酵素抵抗

作出贡献。

文，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考获硕士学

灭虫产品都是从研究工

关蚊子对灭虫产品产生

环境卫生的意识，以本身的专业为社会

【

地区。由此可见，对于黑斑蚊的控制，我们无能为力，除非

定进修马大的医学昆虫学硕士，并延伸

凭着他对医学昆虫知识的掌握，他
希望借由教育提升民众对蚊子的了解和

% 景•‘
曾致腾博士曾担任产品开发公司的咨
询顾问，透过研究有关产品的药性以更有

去年9月，曾致腾博士荣获 马来西亚十大杰出青年奖 之

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居住环境一直在改
变，而这也是难以消灭黑斑蚊的原因之一。据他说，相较于

提高环境卫生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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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人海报、横幅和党旗已在陆续拆除

据

选委会条例，所有候选人需在14天内拆

正拆除大选宣传品。

除选区内的宣传品，否则所缴付的抵押金

将被充公作为代清理的费用，州席为3000令吉，
国席是5000令吉；候选人拆除与清理完所有宣传
品后，就可以向当局索回抵押金。
《南洋商报》记者抽样电访各政党候选人和地
方政府了解，本届大选，无论朝野政党候选人都减
少印刷宣传品，所以善后和清理工作相当顺畅。
过去这些竞选宣传品或许会被视为垃圾，但随
人民环保意识提高，这些物品包括木棍也被再循环
使用，只有破损及没人要的直幅才会丢弃。

支持者索取纪念
在竞选期，不少支持者巳提前向自己钟意的议
员要求索取海报或横幅，作为纪念或遮阳用途，对
于选民的支持，议员也有求必应。
基于宣传海报或直幅的素质较好，上届大选已
有议员找来裁缝师，制作环保袋赠送予民众，而此
届大选议员同样会采用同样方式制作环保袋，惟会
以乐捐方式售出协助单亲妈妈增加收人。

行动党回收的大批竞选海报部分被支持者索取作为纪念或遮阳用途

图为国阵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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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斯达利循环社区鼓励

循环使用减少垃圾
马来两亚乐斯达利循环社区（RCOMM Leslari)主席旺阿
米查说，尽管竞选宣传品中属于布料材质的含量较少，但该
组织依然鼓励大家尽量再循环使用。
她告诉《星报》大都会，吉隆坡市政厅耗费高达1亿
6000万令吉，作为载送垃圾到土埋厂和堆废区的费用《
根据固体废料管理机构（SWCmp)数据，吉隆坡每天的
垃圾量与工业废料达到3500吨，单单是公共清洁与废料管理
费，每年就达到3亿2500万令吉。
当中有4000万令吉为武吉达加土埋厂堆废区收费以及废
料处理。

大选尘埃落定，各种宣传品近日逐渐被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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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沙II会议员议员•谢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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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幅送支持者

由于竞选团队于投票日隔天已开始将竞选海报与
直幅拆除，所以0前只有少过5%的遗漏直幅待拆除；
这些拆下的海报，我已收集了一批赠送予支持者。
近日也有10名支持者前来索取我的竞选直幅，以
作纪念或收藏；我也认为应该转送他们，W为是支持者
给予我们机会。至于大型海报，W为海报之前割洞通
风，这些海报只能丢掉，木棍则会收集再循环使用。

罗白区州议员•周世扬

大型海报充遮阳
在竞选期间，已有不少选民咨询索取大型海报以
用来遮阳用途，近日他们也自动前来协助拆除，丨丨：我
们省下不少工作。
小型的直幅拆除后会保留，若支持者或选民需
要，我们也会提供给他们，再循环制作如环保袋的环
保物品。至今尚剩10%直幅还没拆除，相信今天能够
拆除完毕。

拉杭州议员•玛丽祖丝芬

制环保袋减浪费
我通常将拆下来的竞选海报及直幅赠送予熟食摊
档小贩让他们遮阳，其余的会保留再循环使用制作环
保袋，
上届大选我也找一些会裁缝的贫苦人士，要求他们
协助使用竞选海报或直幅缝制环保袋，惟该名裁缝师巳
过世，我只能另找裁缝师制作环保袋，减少浪费，同时
以乐捐方式售卖环保袋增加单亲妈妈们的收人。
目前选区大部分海报及直幅巳拆除，仅剩行动室
带的，预计这两天能全部拆除。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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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拉央市议员春霍韦趁

丢弃塑料宣传品
公正党的党旗和竞选海
报在这个星期内相信可以拆
完，之后会送到市议会的再
循环计划机构，交给单亲妈
妈组织做成环保袋。
党旗还是可以当成旧布
料，缝合后可再使用，但一
些以塑料材质印刷的宣传品
则不适合再循环使用，最后
会拿去丢弃。

『国阵马华乌雪区会委员春林天荣

清理索回抵押金
我们在新古毛挂放的海报，以及沿路插起的旗
帜都在短短两三天内完全拆除。
拆除工作须尽快进行，只有完成清理，候选人
才能索回之前缴付的抵押金。

m国阵民政党党员•刘博文
印刷品较少
我们花费在宣传品印刷
的预算较少，因此印刷品也
比较少，选战一开始插旗就
不多，现已陆续拆除，可以
很快做好，现仍在处理中。
拆除宣传品的丁作不能
迟，否则会没收抵押金，我
们的拆除工作由挂旗队伍进
行°

p行动党史里肯邦安竞选行动中心主任•王诗琪

仍在拆广告牌
我们在投票R结束后，巳把挂放在大街和新
村的旗帜和宣传品都拆除了，现在还在拆广告
牌。
由于这次我们基于预算少印刷许多宣传品，
因此大选结束后，大约4至5人负责拆除丁作，
很快可以完成，也有居民和我们要求拿旗帜作为
纪念。
不过，有一些旗帜和宣传品巳残除或破损，不
适合再循环使用，只能送往垃圾土埋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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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野都应获得资源

议员拨款须严格监督
独家报道

(巴生15日讯）雪兰莪州政府朝野议员一般认同州政府
应给予反对党议员拨款；在朝议员认为必须严格监督，

确保拨款获得善用，在野议员则认为应按选民人口公平
分配，以回馈选民委托。
秉承民主精神，雪州政府在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于2014年9月上任后，便于
同年11月举办的州立法议会宣布，从2015年起，将每年拨款20万令吉给州内12名
反对党议员，以示尊重人民在大选的选择。

这

也让雪州成为国内首
个比野党议员，直接

主导选区常年拨款的州属。
不过，尽管有关拨款在野

——行动党适耕庄州议员•黄瑞林

不必增加拨款

议员的政策执行至今3年，巫

州政府单在2018年财政预算案中，提

统议员却表现兴致缺缺，只有

供拨款给在野党议员，但足过去在野党议

少部分人用款项回馈选民，当

员都不愿接受有关拨款。

中更有人指责州政府没有公平

我认为暂时没有必要提高拨款数额，州

分配拨款，因为在朝议员获80

政府或可静观及探讨在野议员是否诚意善

万令吉，在野议员只得20万

用拨款，接着在年尾财政预算案时，再探

令吉。

讨提高拨款也不迟。

当然，也有人认为巫统议
员不屑动用拨款，主要原W是
他们当时拥有国阵中央政府的
关照，加上自尊心作祟，他们
也不愿配合希盟推动民主进
程°

在野议员是否接受

-无拉港州议员•黄田志

按指南使用防滥用
州政府有必要确保在野议员按指南使用
拨款，从而避免滥用问题。
我个人也不赞同短期内增加拨款给在野

在朝议员口径一致，表示

议员。

尽管州政府没有给予反对党全
额拨款，不过却可从现有每年
20万拨款中，监督他们的使用
情况，确保有按州政府指南把
拨款善用在选民身上，未来则
逐步增加拨款也不迟。

——公正党双溪甘迪斯州议员•苏海米

监督是否善用拨款
相信足自尊心作祟，州政府多年来提供

无论如何，今时不同往

在野议员拨款，但巫统议员至今都不愿放

日，雪州0前只有5名在野议

下身段去善用这些拨款，这就是他们的问

员，1人来自伊斯兰党，其余

题所在。

4人来肖巫统，在没有中央政

我们需要监督和了解他们足否善用拨

府关照下，他们足否会继续坚

款，为此，没必要立刻增加拨款或提供全

持过去的原则，引人关注。

额拨款给在野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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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溪答也中南华小
7日义演筹250万

“值得高兴的是，2017年，

(万津15日讯）万津双溪峑也
中南华小将于7月7日（星期

雪州政府批准了二亩地给中南华

六）傍晚6时30分，假仁嘉隆

小，让本校有机会兴建礼堂。”

华小礼堂举办“十大义演”筹款

十大晚宴造势活动

晚宴，以筹募250万令吉的兴建

在三大机构的努力下，该校

综合礼堂基金。
“十大义演”是由马来西亚

决定要在木校兴建一座综合多元

Carlsberg集团赞助主办，《南洋

用途礼堂，以提供学生更好的学

商报》及《中国报》联办，

习与成K：环境。

中南华小“十大义演”筹委

为了使筹款活动更顺利，中

会主席兼校友郑元强日前在中南

南华小日前也成立了筹委会，策

华小运动会指出，该校1931年

划及展开筹款活动，以使综合礼

创校至今，仍没有一座完善的礼

堂计划早日完成。
他在运动会上为“十大义

堂，也是瓜拉冷岳县唯一没有礼

演”晚宴进行造势。

堂的华校。

郑元强：礼堂建费高盼捐献
华小可以圆梦。

郑元强表示，中南华小曾在
1月举办“英国特技义演”筹获

出席运动会的有董事长郑博

166万令吉，这一切都有赖于该

仁、副董事氏郑国民、建委会

校二大机构及热心华教人士的

顾问林朝道、主席潘进福、副

鼎力支持。

主席林健裕、家协主席叶贵

他说，兴建礼堂耗资庞大，

生、校友会主席林汶忠、校长

为了早R丨丨：师生受惠，该校决

郑玉蓉、《南洋商报》业务发

定承办“十大义演”，以让此

展执行员黄素心、马来西亚

项筹建计划皂日落成。

Carlsberg集团销售执行员李翰仲

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

等。

凉”，他也呼吁社1才丨、热爱华

有意捐款者，可联络该校：

教人士、双溪峑也居民与各界

03-3120 1507,支票抬头请注

善长仁翁能够多多益善踊跃捐

明：Jawatankuasa Pembinaan SJK

款，以让此次的筹募项目旱R

(C) Tiong Nam，并汇人 RHB 银

达成，惠及莘莘学子，丨丨：中南

行户头：212 639 0000 2446�

万津双溪峑也中南华小 "十大义谓1"筹委会名表
顾问

林朝道、林清春、潘进福

大会主席

郑博仁

主席

郑元强

署理主席

杨智辉

副主席

郑国民、刘国华、林汶忠、林健裕

秘书

郑玉蓉

副

朱美凤、林慧姗

财政

叶贵生

副

杨秋良

查账

林雅素

总协调

林健裕、杨智辉

司仪

颜国春、陈富境

报到

谢金录、叶惠清

70

林雅素

座位安排

林雅素、郑子翔

场地

池旅文

招待

叶贵生、冯碧珠、陈碧兰

催场

刘国华、徐忆秋

征信录

林雪晴、林雪琴

投影片

吴顺平、余伟忠

交通

黄亚辉� N e r u d i n

道具

林汶忠

膳食

郑金才

摄影

黄亚权

录景》

林健聪

善后

蔡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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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亿，異接再存！

十大义演主办单位移交布条及
票券给中南华小。左起为潘进
福、林健裕、李翰仲、郑元
强、郑国民、郑玉蓉、郑博
仁、林汶忠、林朝道及叶贵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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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首沟土烛泥土流失

庭院下陷青年坠沟
(加影15日讯）蕉赖双溪龙武吉柏迈花园
该事件于5月1日发生，事发时屋主
一屋院突然下陷，屋主24岁的孩子刚巧
24岁的孩子前后进出屋子两次，不过第二
经过时整个人跌坐在9尺深的坑洞，所幸次进出时屋院突然下陷，出现9尺深、10
只伤及左脚。
尺宽的坑洞，一时失衡的他跌坐在深坑。
屋前的沟渠也崩塌

述惊心动魄的屋陷
.事件疑是因屋前的
暗沟崩塌，发生土蚀及泥土流
失后引发。
鉴于事态严重，加影市议
会将于下星期抢修，同时检查
屋前约百尺长的沟渠。

他指出，过去一个月豪雨
不断，相信因而加剧土蚀。

Pi:::: : I

“市议会抢修前需招标，
无论如何希望工程在下星期一
进行，并在一个星期内完
成。”
到场者包括加影市议员李

加影州议员许来贤今日上

仁英、刘佳达、市议会工程组

午到场视察后说，问题的发生

官员奥马、皇冠城居协顾问何

是沟渠崩塌后，沟水倒流使泥

其隆及民主行动党双溪龙支部

土流失，导致屋院下陷。

党员张伟龙。

till
加影市议会将检查屋前约百尺长的沟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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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主：庭院地砖月前凸出
屋主侯明月表示，屋院的地

上门投诉后，官员前后三次

砖在一个月前凸出来，但地面

到来调查，同样的不见任何抢

没积水，当时不清楚发生什么

修行动，而在相关时段，邻居

事0

也发现屋前的沟渠已崩塌。
后来发现地砖大量凸出觉得

直到5月1日，屋院突然下

不妥，于是拨电向加影市议会

陷，当时凑巧儿子拿东西经

投诉，但不见有行动，于是在4

过，地面突然下陷，导致他整

月17日亲自到市议会投诉。

个人跌坐在坑洞。

屋院出现大坑洞，屋主一家虚惊一场，左起何其隆、张伟龙、侯
明月、许来贤、奥马、李仁英及刘佳达。

Page 2 of 2

16 May 2018
Kwong Wah Yit Poh,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Page: A8a • Printed Size: 477.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d Value: MYR 5,348.00
PR value: MYR 16,044.00 • Item ID: MY0032596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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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姐冀敦马顺利领导

_不急接棒首相
她透露，他们讨论过此事，所以希望
在马哈迪的领导下，一切顺利运作。
她今曰在蕉赖康复中心探望夫婿时，
受媒体询及财政部前部长敦达因的言论
时，这么指出。
旺阿兹莎：不急于接首相棒

明天，特赦局将召开会议，除了讨论
安华获国家元首苏丹莫哈末五世陛下的特
赦，还有允准安华重返政坛与否。
达因也是刚成立的资政理事会成员之
-，他认为，如果现在选安华为首相，是
很愚蠢的行为。
美国《华尔街曰报》今曰报导，马哈

(吉隆坡15日
讯）候任副首相兼
人民公正党全国主
席拿督斯里旺阿兹
莎认同，她的夫
婿，即公正党实权
领袖拿督斯里安华
不急于从首相敦马
哈迪手中接过棒
子°

手接任首相职。
如果安华获准重新参政，希联或制造
一个国会议席补选，让安华胜选任副首
相，与马哈迪组成团队。
不过，马哈迪与安华投身反对党前，
双双身在国阵阵营，一度是首相与副首相
组合。#

迪说，他须1至2年时间，以铺排让前副

今晚灵市集会安华复出演说
在明天恢复自由的希望联盟实
@权领袖拿督斯里安华，当晚将
发表复出演说，强势回归。
据社交媒体流传的海报，安华将于晚
上1•时，现身在雪州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草场举行的人民集会，午夜11时发表群
众演说。
这项集会名为“人民独立大集会”是
从傍晚5时30分开始，傍晚6时先进行
第一轮希联领袖演讲，晚上7时30分后
休场，让穆斯林进行晚间祈祷，直到晚上
9时30分继续第二轮的希联领袖演讲。

RABU

Dma PakavtnBvu Muds
iabtM IJkMu«ik*lu>a

16 MB 2018

有关海报没有列明主办单位，不过呼
吁与会者穿上浅蓝衣服，穆斯林也受促携
带草席，方便祈祷。
目前，不知首相兼希联名誉主席敦马

根据海报，安华恢复自由身后将发表复出
演说。

哈迪出席与否。
不管怎样，特赦局将在明天开会，商
讨安华获国家元首特赦的事宜。
2〇15年2月，联邦法院推翻上诉庭

有关肛交案的裁决，改判安华鸡奸前助理
赛夫罪名成立，需入狱5年。
不过，安华一直坚称这是政治阴谋，
正如1999年第一宗肛交案一样。
第一宗肛交案发生时，安华的最大敌

人是马哈迪。两人已在大选前放下昔曰恩
怨，联手对抗国阵与巫统主席拿督斯里纳
吉0
第14届全国大选，人民用选票推翻
自建国以来执政61年的国阵，由马哈迪
率领的希联执政中央，国家元首苏丹莫哈
末五世陛下立即特赦，使原定下月8日服
刑期满出狱的安华，提早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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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华将从康复中心释放
明

天获释的人民公正党实权领袖拿督斯里安华，将直接从所留院
养病的蕉赖康复中心释放。

该党总秘书拿督赛夫丁说，安华直接蕉赖康复中心获释

不须

载返双溪毛糯监狱才释放。
尽管特赦局明天才召开记者会，不
过，预料明天早上中午之前，安华就获
释，届时众多希望联盟领袖及支持者，
将涌往医院迎接安华出狱。
根据社交媒体流传的海报，安华将
于明天午夜11时，在八打灵再也市政
厅操场举行名为“人民独立大集会”的
活动上，发
表首场复出
演说。#

IB1目lb旗制莎丽
者发现，一名印裔妇女身穿以多面
公正党党旗缝制的莎丽，在医院等
待安华释放。
45岁德娃玛拉受媒体询问说，她的

莎丽长达6米，是花了 150令吉聘请裁
缝特制，特地请假穿来恭贺安华释放。
截至下午2时，陆陆续续前来拜访
的人数众多，包括公正党全国主席拿督
斯里旺阿兹莎、黄洁冰、沈志勤、李凯
伦及刘子建。
蕉赖警区主任甘尼助理总监也到场巡视，或许为明天释放安华
的工作作好准备。
记者也发现，到访者当中也有1名自称是印尼籍的神秘男子
，由警方护送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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