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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dana Menteri, Datuk Seri
Najib Razak ada berkata jika Selangor kembali kepada Barisan
Nasional (BN), maka Stadium
Shah Alam akan diserahkan kembali kepada pasukan Selangor sebagai stadium tuan rumah. Apa
komen Datuk?
Isu sukan seharusnya tidak dipolitikkan oleh Kerajaan negeri.
Namun, apabila ia melibatkan
kebajikan pemain dan penyokong
yang perlu bersesak di tengah

MUKADDVIAH HASRAT
penyokong The Red Giants
untuk melihat pasukan Selangor
beraksi di Stadium Shah Alam
mungkin menjadi kenyataan
apabila Kementerian Belia dan
Sukan menyatakan hasrat untuk
mentranformasikan kemudahan
awam itu sebagai hab
pelancongan sukan dan pusat
sehenti negeri ini.
Situasitariktali
antara Persatuan
Bolasepak
Selangor (FAS)
dan kerajaan
Selangor di
dalam isu
Stadium Shah
Alam sebagai

stadium tuan rumah pasukan
bola sepak Selangor itu masih
menemui jalan buntu hingga
ke hari ini dan sesuatu harus
dilakukan untuk memastikan
The Red Giants terus beraksi di
stadium berkenaan.
Wartawan Utusan Kota,
ABDUL RAZAKIDRIS menemui
Koordinator Pembangunan
Persekutuan Parlimen Shah
Alam. DATUK AZHARISHAARI
untuk berkongsi misi dan
visi beliau sebagai menyahut
seruan Menteri Belia dan Sukan,
Khairy Jamaiuddin Abu Bakar
untuk mentranformasi stadium
kebanggaan rakyat Selangor itu
kembali ceria berbanding ketika
ini yang dilihat semakin suram.

x.
bandar raya Kuala Lumpur setiap
kali perlawanan bola sepak, maka
Perdana Menteri terpanggil untuk mengembalikan Stadium
Shah Alam yang mempunyai kemudahan serba lengkap kepada
pasukan Selangor seandainya BN
menang di negeri ini pada Pilihan
Raya Umum Ke-14 (PRU-14).
Semasa Program Town Hall
Transformasi Anak Muda Milenia, di sini baru-baru ini pihak
Datuk ada mengemukakan cadangan kepada kementerian un-

tuk menjadikan Stadium Shah
Alam sebagai hab pelancongan,
boleh komen?
Saya mengemukakan cadangan itu berikutan Selangor terkenal dengan pasukan bola sepak
selain membuka peluang golongan belia terlibat secara langsung dalam aktiviti pelancongan
sukan di negeri itu.
Jika BN kembali mentadbir Selangor, stadium suram tersebut
dicadangkan untuk ditukar menjadi stadium berwarna merah
kuning dan diberi pencahaya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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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formasi Stadium Shah Alam

TUSAN MALAYSIA: Boleh
kongsikan sedikit masalah
sebenar yang melanda The
Red Giants hingga pasukan hebat
tersebut terpaksa menggunakan
Stadium Bola Sepak Kuala Lumpur, Cheras sebagai stadium tuan
rumah mereka dan bukannya
Stadium Shah Alam?
AZHARI SHAARI: Sejak dua
tahun lalu apabila pasukan Selangor dinafikan hak untuk bermain di stadium tersebut hingga
terpaksa bermain di Stadium Selayang sebagai tuan rumah dan
kini di Stadium Cheras kita melihat perkara tersebut perlu diperbetulkan.
Penyokong Selangor menghantar memorandum dengan ditanda
tangani 15,000 rakyat Selangor
yang merupakan peminat tegar
yang sanggup mengambil inisiatif
untuk 'mendamaikan' FAS dan
kerajaan Selangor, namun tidak
dipandang langsung oleh Menteri
Besar Selangor.

03-9284222
Sunga

03-5510513

^ ^ ^ ^

B

Chera

Majli

ffimBH^n&lt

'

03-5520222

bagi menarik pelancong domestik
dan luar negara.
Kita merancang untuk membuka Kedai Usahawan Belia
(Youth Entepreneur Outlet) atau
YEO yang menjual cenderamata.

Kita berharap apabila satu hari
nanti BN kembali mentadbir Selangor, Shah Alam menerima lebih ramai kunjungan pelancong,
tambahan projek Aliran Transit
Ringan (LRT) 3 sedang giat dijalankan di bandar raya ini.

Adakah pihak Datuk mempunyai apa-apa model untuk dijadikan contoh kepada perlaksanaan
hab pelancongan tersebut?
Di luar negara seperti di England, kelab terkenal seperti Manchester United dan Manchester
City mereka memiliki stadium
canggih yang boleh menempatkan puiuhan ribu peminat dan
memiliki paparan LED yang menarik. .
Manchester United terkenal
dengan Stadium Old Trafford dan
Manchester City terkenal dengan
Stadium Etihad.
Kita mahu Stadium Shah Alam
yang dikenali selama ini setanding dengan kualiti stadium
kelab-kelab hebat tersebut.

Selain daripada bola sepak, apakah aktiviti lain yang dicadangkan?
Pada masa ini di kawasan Stadium Shah Alam ada kegiatan gokart dan tidak jauh dari sini terdapat Taman Sukan Ekstrem.
Saya yakin stadium ini juga
sesuai dijadikan sebagai gelanggang tertutup untuk sukan futsal
dan sukan ekstrem popular seperti memanjat dinding, paint
ball dan sebagainya.
Kita mahu menjadikan kawasan Stadium Shah Alam lebih
hidup dengan aktiviti rekreasi
untuk generasi muda yang begitu dahagakan kemudahan sedemikian.

Bagaimana sambutan rakyat
Selangor terhadap cadangan tersebut?
Sudah pasti rakyat Selangor
gembira kerana bola sepak adalah
sukan nombor satu mereka.
Keinginan untuk peminat bola
sepak Selangor melihat pasukan
Merah Kuning bermain di stadium
tersebut membuak-buak hingga
ada yang tidak sabar untuk melihat
wajah baharu Stadium Shah Alam
selepas transformasi dilakukan.

Harapan Datuk?
Rakyat Selangor begitu bersungguh-sungguh untuk melihat
stadium tersebut dibaik pulih dan
dijenamakan semula menjadi hab
pelancongan sukan.
Namun, segala perancangan
tersebut tidak bermakna sama
sekali jika rakyat Selangor tidak
menyokong hasrat tersebut dengan memberi undi mereka kepada BN, itu yang paling utama
pada masa 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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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dakan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gih sumbangan bernilai RM1 juta dikritik

Azmin cuba pancing pengundi
Oleh SUHANA MD. YUS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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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menegaskan bahawa pemberian peruntukan dan
gajet kepada penerima di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Bukit Antarabangsa dan Parlimen Gombak
bukan dedak sempena
Pilihan Raya Umum ke-14
(PRU-14).
Sebaliknya
Timbalan
Presiden Parti Keadilan
Rakyat (PKR) itu memberitahu, pemberian kepada DUN dan Parlimen
yang diwakilinya itu sudah pun dibahas dan diluluskan pada Sidang DUN
Selangor dan terkandung
dalam Bajet Selangor
2018.

dibuat sebagai
sebahagian tanggungjawab rutin
beliau
sebagai
Ahli
Parlimen
dan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di
kedua-dua
kawasan itu.
"Kita
buat
secara terbuka AZMIN
dan telus. Semua
kelulusan dibuat pada
Sidang DUN tahun lalu.
Ada peruntukan untuknya
(pemberian peruntukan
dan gajet).
"Seperti bantuan sekolah Cina, kita buat
setiap tahun, malah untuk tujuan ini kita sudah
bentang dalam bajet dan
diluluskan. Ada peruntukannya," kata Azmin.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ketika ditemui selepas

program ramah
mesra bersama
pengusaha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
(SJKC),
SJK
Tamil, sekolah
mubaligh dan sekolah menengah
jenis kebangsaan
di sini semalam.
Mohamed Azmin
kelmarin
dilaporkan mengagihkan
bantuan wang dalam bentuk cek, komputer riba
dan tablet kepada penduduk di Parlimen Gombak dan DUN Bukit Antarabangsa.
Tindakan itu mengundang keeaman daripada
pelbagai pihak kerana
dianggap
seolah-olah
memancing undi ekoran
dibuat beberapa minggu
menjelang PRU-14.

Sebuah portal berita
melaporkan,
pengkritik
sosial yang juga bekas
Timbalan Presiden PKR,
Chandra Muzaffar menyifatkan tindakan Mohamed
Azmin itu sebagai sesuatu
yang malang kerana ia kini
menjadi lebih tersusun.
Menurutnya,
perbuatan itu juga tidak pernah
dilakukan oleh pemimpin
PKR sebelum ini.
Sementara itu, Pemangku Pengerusi
Bersih,
Shahrul Amam Saari
berkata, Azmin tidak sepatutnya memberi sumbangan ketika pilihan raya
semakin hampir.
Mohamed Azmin dalam
program di Gombak dan
Bukit Antarabangsa mengagihkan
peruntukan
dan gajet bernilai hampir
RM1 juta kepada pengu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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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min nafi dakwaan pancing undi
Sifatkan bantuan
oleh Kerajaan
Selangor telus dan
terbuka
ASYRAF MUHAMMAD

SHAH ALAM

B

antuan-bantuan yang
disalurkan oleh Kerajaan
Selangor merupakan satu
perancangan komprehensif, telus
dan terbuka malah ia bukan hanya
dijelmakan menjelang PRU14 in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kerajaan sementara),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berkata, dasar-dasar dan
program yang dianjurkan oleh kerajaan negeri merupakan perancangan yang cukup rapi bagi
meningkatkan taraf hidup rakyat
dan bukan semata-mata untuk memancing undi.

“Saya ingin beri penjelasan supaya editor-editor faham bagaimana untuk melaporkan tentang dasardasar dan program Kerajaan
Selangor yang dilakukan dengan
perancangan cukup rapi dan bukan
semata-mata untuk pancing undi,”
katanya ketika berucap pada
Program Ramah Mesra Bersama
Penerima Bantuan Sekolah (SJKC,
SJKT, Mubaligh) yang berlangsung
di Dewan Jubli Perak Sultan Abdul
Aziz, semalam.
Sebelum ini, timbul dakwaan
menerusi laporan media mengatakan Azmin cuba untuk memancing
undi rakyat apabila melakukan penyerahan wang tunai, komputer riba
dan iPad kepada pengundi di Bukit
Antarabangsa dan Gombak.
Namun begitu, Pengarah
Komunikasi Strategik Pejabat
Menteri Besar Selangor, Yin Shao
Loong menaﬁkan dakwaan itu dan
mengakui kecewa dengan laporan
berita berkenaan yang dikatakan
mempunyai beberapa kesalahan
serius dengan andaian kurang te-

Azmin menyampaikan bantuan kepada wakil sekolah yang terlibat.

pat.
Mengulas mengenai program
berkenaan, Azmin memaklumkan
bahawa bantuan tersebut merupakan hasil daripada peruntukan menerusi Belanjawan 2018 lalu yang
diluluskan oleh Sidang Dun untuk

SJKC, SJKT,dan Mubaligh.
Beliau berkata, prinsip ini sejajar
dengan kebertanggungjawaban
Kerajaan Selangor dalam memastikan rakyat di negeri ini mendapat
akses kepada pendidikan yang berkualiti.

“Ini adalah kerana kita faham
pendidikan merupakan nadi kemajuan masyarakat dan faktor penting untuk memacu usaha pembasmian kemiskinan,” katanya.
Di samping itu, Azmin yang juga
merupakan Timbalan Presiden PKR
turut menegaskan bahawa Kerajaan
Selangor telah mengiktiraf peranan
besar yang dimainkan oleh SJKC
dalam pembangunan modal insan.
Beliau berkata, Kerajaan
Selangor turut mengiktiraf Sijil
Peperiksaan Bersepadu (UEC) sejak
2016 lalu yang diperkenalkan oleh
Gabungan Persatuan Ahli LembagaLembaga Sekolah Cina (Dong
Zhong).
“Statistik terkini 3,000 pelajar
tamat pengajian sijil UEC .
“Sebaliknya mereka (Kerajaan
Persekutuan) hanya tabur janji di
mana warganegara yang memiliki
sijil peperiksaan luar negara termasuk UEC akan diberi pertimbangan. Ini semua janji yang ditabur
menjelang PRU14 nanti,”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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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min merakamkan gambar kenangan selepas menyampaikan bantuan tersebut.

Agihan kerusi Harapan Selangor selesai
SHAH ALAM - Pengerusi Pakatan Harapan
(Harapan) Selango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mengesahkan bahawa isu pengagihan kerusi antara calon gabungan itu di
negeri ini telah selesai sepenuhnya.
Namun begitu, Azmin memaklumkan
bahawa nama-nama calon terlibat hanya akan
diumumkan sebelum tarikh penamaan calon
yang akan berlangsung pada 28 April ini.
“Apa yang penting (dalam isu ini) adalah
muafakat cukup utuh di kalangan Harapan
negeri Selangor,” jawabnya ringkas selepas
Program Ramah Mesra Bersama Penerima
Bantuan Sekolah (SJKC, SJKT, Mubaligh) yang
berlangsung di Dewan Jubli Perak Sultan Abdul
Aziz, semalam.
Pengagihan kerusi di Selangor sebelum ini
masih belum berjaya diselesaikan berikutan

kegagalan untuk mencapai kata sepakat antara empat parti di dalam gabungan tersebut.
Dalam pada itu, ketika diminta mengulas
sama ada beliau akan mempertahankan kerusi
Parlimen Gombak, Azmin berkata, pihaknya
menyerahkan perkara itu kepada pucuk
pimpinan parti untuk membuat keputusan.
“Saya dapat banyak tawaran namun saya
serah kepada parti untuk buat keputusan kerana di mana-mana tempat pun saya akan
terima,” katanya.
Sementara itu, Pengarah Pilihan Raya
Harapan Selangor, Dr Xavier Jayakumar berkata, pengumuman calon bagi kerusi-kerusi
di Selangor akan dibuat pada 25 atau 26 April
ini menerusi satu anjuran program besar yang
akan dimaklumkan kelak .Pengagihan kerusi
di negeri ikut kekuatan parti kali 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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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on Melayu di Sungai Kandis
SHAH ALAM - PKR bakal meletakkan calon Melayu di Dun Sungai Kandis pada
PRU14 ini susulan pecahan kawasan di
dalam Dun Seri Andalas berikutan pelaksanaan persempadanan semula kawasan yang diluluskan oleh Dewan Rakyat
sebelum ini.
Pengarah Pilihan Raya Pakatan
Harapan (Harapan) Selangor, Dr Xavier
Jayakumar berkata, Sungai Kandis merupa-

kan nama baharu bagi Dun Seri Andalas
dan sebelum pelaksanaan persempadanan semula diluluskan, kawasan itu terdiri
daripada majoriti kerusi campuran.
“Kini, Sungai Kandis telah jadi satu
kawasan majoriti Melayu di mana ia mencecah sehingga 75-78 peratus.
“Sebab itu PKR akan meletakkan calon
Melayu di sana dalam menghadapi cabaran PRU14 kali ini,” katanya.

Headline
MediaTitle
Date
Section
Page No
Language
Journalist
Frequency

124 terima kakitangan MBSA terima APC
Sinar Harian
17 Apr 2018
Selangor & KL
19
Malay
N/A
Daily

Color
Circulation
Readership
ArticleSize
AdValue
PR Value

Full Color
160,000
509,000
225 cm²
RM 3,838
RM 11,514

124 terima kakitangan MBSA terima APC
SHAH ALAM - Seramai 124
orang kakitangan Majlis
Bandaraya Shah Alam
(MBSA) yang menunjukkan
prestasi cemerlang diraikan
dalam Majlis Anugerah
Perkhidmatan Cemerlang
(APC) 2017 bertempat di
Dewan Auditorium MBSA,
semalam.
Timbalan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ngurusan), Datuk Mazalan
Md Noor berkata, pengiktirafan diberi ini diharap dapat
mewujudkan persaingan
yang sihat antara kakitangan
dalam memberikan perkhidmatan terbaik.
“Segala pencapaian dan

pengiktirafan yang diperoleh
MBSA kini merupakan hasil
usaha perkhidmatan cemerlang seluruh kakitangan sehingga MBSA menjadi antara
penanda aras oleh agensi lain
di peringkat kebangsaan,”
katanya dalam ucapan di
majlis tersebut.
Sementara itu, Datuk
Bandar Shah Alam, Datuk
Ahmad Zaharin Mohd Saad
berkata, kakitangan cemerlang MBSA merupakan aset
penting untuk memastikan
jentera pentadbiran dan sistem penyampaian di MBSA
dapat dilaksanakan dengan
cekap dan eﬁsyen.
“Bagi menambah lagi ke-

cekapan ini, MBSA telah kemukakan permohonan
tambahan jabatan dan kenaikan gred jawatan kepada
pejabat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Julai tahun lalu.
“Saya harap agar pihak
kerajaan negeri menyokong
usaha MBSA untuk pastikan
kemajuan kerjaya kakitangan
MBSA sentiasa terbela dan
mendapat perhatian,” katanya.
Menurutnya, MBSA sentiasa berusaha untuk menambahbaikkan sistem perkhidmatan terutamanya ke
arah penggunaan teknologi
maklumat yang sesuai dengan peredaran zaman.

Timbalan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engurusan), Datuk Mazalan Md Noor (depan, sepuluh
dari kanan) bersama kakitangan MBSA yang menerima Anugerah Perkhidmatan Cemerlang, semalam.

PEMBETULAN
NAMA sebenar Yang Dipertua Yayasan
Bakti Insani untuk berita di muka 20

semalam sepatutnya dibaca Ustaz Asibli
Md T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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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i Mais perlu proaktif
Tangani isu
akidah, masalah
sosial masa kini
SYAHIDATUL AKMAL
DUNYA

SHAH ALAM

P

ertubuhan Islam bukan
kerajaan (NGO-i) yang
berdaftar di bawah Majlis Agama Islam Selangor
(Mais) disarankan bersedia
menghadapi cabaran berdakwah kepada Muslim dan bukan Muslim dalam mendepani isu akidah dan masalah
sosial masyarakat Islam masa
kini.
Pengerusi Mais, Datuk
Mohammed Khusrin Munawi berkata, isu-isu seperti

isu ajaran sesat, kalimah ALLAH, anak luar nikah (bapa
biologi) dan tuntutan beberapa NGO perlulah dititik
beratkan.
“NGO-i harus konsisten
kepada sesuatu isu dan golongan sasaran tertentu dalam pelaksanaan program
dakwah dengan menjalinkan
hubungan kerjasama antara
agensi awam ataupun swasta
bagi menghadapi ancaman
sedia ada seperti ancaman
pemikiran liberalisme, pluralisme, ekstremisme, atheist
dan agnostik.
“Dalam mendepani isu
dan cabaran masa kini, NGOi Mais perlulah bersatu dalam
apa jua tindakan supaya ikatan perhubungan dapat dijaga, di samping mengambil
pendekatan nilai kesatuan
ummah supaya tindakan dapat dilaksanakan secara ber-

Mohammed Khusrin (tengah) menyampaikan sijil pendaftaran NGOi MAIS kepada salah seorang wakil
NGO Islam.

sepadu,” katanya selepas
merasmikan Persidangan
NGO-i Mais Bil 1/2018 bertempat di Dewan Syarahan &

Muzakarah Islam Masjid Sultan Salahuddin Abdul Aziz
Shah, di sini, semalam.
Dalam persidangan

NGO-i Mais, sebanyak dua
slot utama kepada peserta
iaitu ceramah khas dan forum
bertujuan memberi pende-

dahan kepada peserta bagi
berkongsi cabaran dakwah
dan islah kontemporari serta
gerakan dakwah yang berkesan.
Ceramah khas disampaikan oleh Timbalan Pengerusi Jawatankuasa NGO-i
Mais, Prof Madya Dr Yasmin
Hanani Mohd Saﬁan bertajuk
Peranan NGO-i Mendepani
Cabaran Dakwah dan Islah
Dalam Masyarakat Kontemporari.
Dalam majlis yang sama,
Mohammed Khusrin turut
menyampaikan sijil pendaftaran NGO-i Mais kepada 78
NGO-i Mais.
Hadir sama, Pengerusi
Jawatankuasa NGO-i Mais
dan anggota Mais, Datuk
Mohd Shukri Dahlan dan
Pengarah Jabatan Agama Islam Selangor (Jais), Datuk
Haris Ka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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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gguan Perkhidmatan kaunter hasil
BANTING - Sistem Pembayaran dan
Semakan Cukai Tanah, Pejabat Tanah dan
Daerah Kuala Langat berdepan dengan
gangguan untuk sementara waktu.
Melalui status di laman sosial Fecebook
Pejabat Tanah Daerah Kuala Langat
memaklumkan pihaknya sedang dalam
proses migrasi di mana sebarang urusan
semakan dan bayaran cukai tanah di pejabat

daerah ditangguhkan sehingga diberitahu
kelak.
“Walau bagaimanapun pembayaran
cukai tanah boleh dilakukan di pejabat pos
dan ‘Online Banking’.
“Manakala bayaran bagi urusniaga,
bukan urusniaga dan akauntan negara
boleh dilakukan seperti biasa,”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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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Selangor kesan
sambungan haram tapak projek MRT
KUALA LUMPUR Sebuah tapak projek laluan MRT di Kepong di sini
dikesan melakukan
sambungan haram bekalan air terawat yang menyebabkan kerugian lebih
RM257,000 kepada pihak
Pengurusan Air Selangor
Sdn. Bhd (Air Selangor).
Ketua
Jabatan
Perhubungan Pelanggan
dan Komunikasi Air
Selangor Abdul Raof
Ahmad berkata, pihaknya

telah menerima aduan daripada orang ramai akan perbuatan itu sejak dua minggu
lalu.
“Siasatan mendapati terdapat dua sambungan bekalan air secara haram daripada
paip utama Air Selangor yang
terletak berhampiran lokasi
tapak pembinaan.
“Paip itu menyalurkan
bekalan air ke tapak pembinaan bagi tujuan kegunaan
kerja-kerja pembinaan dan
aktiviti harian pekerja,” kata-

nya dalam sidang media,
di sini,semalam.
Air Selangor yang
menjalankan serbuan
bersama Suruhanjaya
Perkhidmatan Air Negara
(SPAN) akan mengambil
tindakan undang-undang
di bawah Seksyen 123 (1)
A kt a
Industri
Perkhidmatan Air 2006
(Akta 655) terhadap kontraktor binaan itu selain
memotong sambungan
haram.-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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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or Pakatan nails
down state seats
SHAH ALAM: After a long wrangle, Selangor Pakatan Harapan
has finalised the distribution of
state legislative seats for GE14.
Selangor Pakatan chairman
Datuk Seri Azmin Ah confirmed
that the coalition had concluded
its seat allocation negotiations for
the state.
"It has been done. Be patient
and wait for our announcement
before nomination day," Bernama
quoted him as saying.
On where he would be contesting, Azmin said it was up to the
party leaders to decide.
Speculation is rife that Azmin
will not be defending his Gombak
parliamentary seat.
The PKR deputy president and
Selangor Mentri Besar said he
had received offers to contest in
many constituencies.
"These include Pekan and
Bagan Datuk but I will leave it to
the party leaders to decide."
Pekan (Pahang) and Bagan
Datuk (Perak) are Prime Minister
Datuk Seri Najib Tun Razak and
Deputy Prime Minister Datuk Seri
Dr Ahmad Zahid Hamidi's seats
respectively.
Azmin was speaking to reporters after a goodwill programme
among operators and managements
of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 SJK Tamil, religious schools and Sekolah
Menengah Jenis Kebangsaan here
yesterday.
Pakatan election director Dr

Xavier Jayakumar, who was also
at the event, declined to indicate
the total seats allocated each to
DAP, PKR, Parti Amanah Negara
and Parti Pribumi Bersatu

1 It has been
done. Be patient
and wait for our
announcement
before nomination
day.
Datuk Seri Azmin Ali

Malaysia in the coalition but said
it would be announced on April
25 or 26.
"The distribution of seats has
been completed, including the six
seats disputed by Pakatan component parties. We hope all (Pakatan
parties) will agree to it, if not, how
to seek a resolution?
"There will be candidates moving from state to parliamentary
seats, some will remain in state
seats but all these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party," he added.
In February, Dr Xavier said the
distribution of seats in Selangor
would be settled at the end of the
month but the issue dragged on
due to several overlapping seat
claims among Pakatan partners.
And even after Parliament was
dissolved on April 7, the coalition
remained unable to settle the
issue.
Asked whether he would continue in a state seat or be moved
to a parliamentary constituency,
Dr Xavier, who is the Seri Andalas
assemblyman, declined t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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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fts' were
approved,
says Azmin
> Caretaker MB
responds to
criticisms
BY AMAR SHAH MOHSEN
newsdesk@thesundaily.com

SHAH ALAM:

Selangor caretaker
Mentri Besa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pix) has
defended his action
of presenting gifts to
his constituents in
Gombak and Bukit
Antarabangsa over
the weekend, saying
the move had been approved.
"We did it openly and
transparently, and it was passed
in the state assembly last year.
They were budgeted, with
special allocations for
certain groups and
items," he said after
presenting
financial aid to
vernacular and
convent schools
in Selangor
yesterday.
Mohamed
Azmin was
responding to
comments from
several quarters,
including Bersih 2.0,
who criticised the PKR deputy
president for handing out cash,
laptops and iPads costing more
than RM2.2 million so close to
the elections.

"Aid for Chinese and Tamil
schools are done every year.
For 2018, we presented it in our
budget and was passed."
Mohamed Azmin said
policies and programmes by the
state government were not
seasonal to fish for
votes, adding that
assistance for
vernacular schools
have been given since
2009.
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Selangor has
recognised the Unified
Examination
Certificate since he
was made mentri
besar in 2016.
On Supermax Corp Bhd
group managing director Datuk
Seri Stanley Thai expressing
regret for campaigning for the
Opposition in the 13th
general election,
Azmin said: "Why
only now and not
last year? This is
all a political
gimmick."
On
Saturday, Thai
apologised to
Prime Minister
Datuk Seri
Najib Abdul
Razak, saying
he was influenced
by the Opposition's
propaganda in the previous
elections, and realised that it
was wrong for him to be
involved in politics.

Headline
MediaTitle
Date
Section
Page No
Language
Journalist
Frequency

Selangor PH finalises seat distribution
The Sun
17 Apr 2018
National
4
English
N/A
Daily

Color
Circulation
Readership
ArticleSize
AdValue
PR Value

Black/white
306,000
918,000
111 cm²
RM 1,810
RM 5,430

Selangor PH finalises
seat distribution
SHAH ALAM: After a long
wrangle, Selangor Pakatan
Harapan (PH) is said to have
finalised the distribution of
state legislative seats for the
coming 14th general election
(GE14).
However, PH election
director Dr Xavier Jayakumar
declined to indicate the total
number of seats allocated to the
coalition component parties
DAP, Parti Keadilan Rakyat
(PKR), Parti Amanah Negara
(Amanah) and Parti Pribumi
Bersatu Malaysia (PPBM).
He said the distribution of
seats was based on the
winnable factor of candidates
and would be announced on
April 25 or 26.
"The distribution of seats
has been completed, including
the six seats disputed among
PH component parties. We
hope all (PH coalition parties)
would agree.
"There will be candidates
moving from state
to parliamentary seats, some
will remain in state seats but all
these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party," he told reporters when
met after a goodwill

programme among operators
and managements of Se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 (SJKC),
SJK Tamil, religious schools
and Sekolah Menengah Jenis
Kebangsaan here yesterday.
In February, Xavier said the
distribution of seats in Selangor
would be settled at the end of
the month but the issue dragged
on due to several overlapping
seat claims among PH coalition
parties.
Even after the dissolution of
Parliament on April 7, the
coalition was still unable to
settle the seat distribution issue
when Selangor PH chairman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Ali
could not give a final decision
on April 9 and said it would be
determined in a day or two.
On whether he would
continue to stand in a state seat
or move to a parliamentary
constituency for GE14, Xavier,
who is also Seri Andalas
assemblyman, said it has not
been decided.
He said that the Seri
Andalas state seat has been
renamed Sungai Kandis after
the delineation and PH may put
a Malay candidate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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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團黨宣布2國席候選大

三蘇編織麗娜_

：

(

一

(布城ie日讯）土团党昨晚宣布布城和
帝帝旺沙国会议席，分别由政治学者兼土
团党蕉赖区部主席拿督三苏，及土团党全
国妇女组主席丽娜披甲上阵。
土团党联邦直辖区主席莫哈末苏海米耶
也昨晚在位于布城的服务中心，做出以上
宣布。
今年49岁的三苏在言兰丹出生，目前居
住在万宜新镇，是名有权威的学者。
土生土长的丽娜今年45岁，并在帝帝旺
沙出生和求学。

画對部長級人馬
至于早前盛传在上述国席上阵的该党副
总裁丹斯里阿都拉昔，及政治与策略局副
主任旺赛夫的谣言则因该党的宣布而不攻
自破。
布城国席的原任国会议员就是联邦直辖
区部部长兼国阵及巫统总秘书拿督斯里东
姑安南，至于帝帝旺沙原任国会议员则是
原任第二财政部长拿督斯里佐哈里阿都干

I哈末苏海米耶也指出，无论是帝帝旺沙

@还是布城国席，当地的土团党区部都建
议了许多有潜能当候选人的名字，而该党的
候选人遴选委员，包括该党主席敦马哈迪、
总裁丹斯里慕尤丁和署理总裁拿督斯里慕克
里兹最终才选出最合适的候选人。
他指出，经过筛选后脱颖而出的2名候选
人无论是其领导力、权威、责任感和个人可

尼，俩人都是部长级人马。
个席位，包括布城和帝帝旺沙，换言之布
伊斯兰党联邦直辖区联委会主席莫哈末城和帝帝旺沙将率先陷入三角战。
诺莫哈末周六晚已宣布会攻打直辖区共9
信服，都能够完美和成功地履行其作为候选
人的责任。
他说，经过选区划分后，帝帝旺沙有约6
万1T25名选民，增加了6443名，其中的巫裔
有TO.48%或4万3504名、华裔有17.31%或1万
686名，以及印裔有9.42%或5813名，其余种
族则占了 1722名。
“布城国席的选民已有2万7314名，增加
了 1万1523名，巫裔有94.16?�或2万5719名、
华裔有0.89��或242名，以及印裔有3 .19%或
870名。”

三蘇：素質態度最重要
g度披甲上阵的三苏坦
B B,即使本身并非是布

上看到希望。
他说，他°可能面对的是部

城的选民，可是他却在布城
有许多朋友，同时也认为作
为一名候选人最重要是个人
素质和态度，让选民在他身

长级人马，不过他也不会因
部长级候选人有丰富的资源
就却步。
“今届的大选，不再是各

党与各党之间的对决，而是
人民直接对决国阵。”
也有人追问布城候选人名
单与早前传言有所出入，他
坦言一切乃是媒体所报导，
并非该党的立场，该党是让
联邦直辖区区部的领袖在直
辖区国席竞选。

黨員欲提問被阻

2候選人可履行責任

•莫哈末苏海米耶也（中）代表土团党宣布三苏（左）和丽娜（右），将会在布城
和帝帝旺沙披甲上阵。

•布元毕后，现场有一名

i相信是土团党党员对于

候选人有所意见，更在记者会
上欲率先提问，惟遭主办单位
劝请先让媒体发问。
该名党员也不满的强调“你
不能阻止我发言”，不过最终
也默默离去，并表明会在某天
在甲洞召开记者会。
随著行动党在上周已萱布了
直辖区5名候选人，分别是竞
选甲洞的林立迎、竞选泗岩沫
的杨巧双、竞选武吉免登的方
贵伦、竞选士布爹的郭素沁和
竞选蕉赖的陈国伟，周日晚再
迎来希盟中的土团党宣布该党
在直辖区竞选的候选人名单。
接下就剩下由公正党上阵的
旺沙玛朱、敦拉萨镇、班底
谷、苔都和斯迪亚旺沙竞选的
地区还未宣布候选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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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回哥打阿南沙區
取回哥J:

tx

• •

論纖

•随著史里肯邦安
州议席被划人蒲种
国会议席，洪进达
要加强走访选区提
_知名度。

提名:28M
投票：§75

(吉隆坡16日讯）民政
党在第14届全国大选，雪
直区上阵议席比上届大选
多了一个州议席，一共攻

“取回”甲洞，“借出”

党经过深入分析，决定借出泗
岩沫国会议席，故吉隆坡保留
了甲洞国会议席和苔都国会议
席。

•‘.
•令•

I

换”的前提下，要求马华以武
吉免登议席交换，惟最终用这
场交换选区的协议因无法达成
共识，宣告告吹。
因此，早前，民政党在吉隆
坡分别有甲洞、泗岩沫和荅都
it?个围合W
后来，国‘友党My PPP再次
提出要“借”选区要求，民政

‘J__-

泗岩沫，民政党在第14
届全国大选在吉隆坡上阵的国
会议席仍保持2个。
在上届大选，民政党将甲洞
国会选区借给人民进步党（现
称My PPP)，当时的候选人拿
督陈叠仁败选后，此届大选已
将此议席交还给民政党。
消息指出，早期，曾一度传
出马华有意到甲洞国会议席上
阵，不过没有提出有什么国会
议席交换。
消息说，民政党在“公平交

洞国会议席上阵仍属 场硬战。

画画甲洞體魆泗岩沬

•王胜龙 左 在甲洞服务多年，不过在甲

张福发、刘博文和蔡高廷将代表民政党竞选4个雪州

刘博文
张福发
赛拉萨
蔡高廷

丨L

夺下被视为行动党堡垒的甲洞
国会议席，实属一场硬战。
至于蒲种国会议席，雪州州
主席拿督洪进达虽是蒲种国会
选区协调员，一直传出与基层
关系欠佳，加上选区划分将连
续由行动党候选人胜出的史里
肯邦安州议席划入蒲种国会选
区，要攻下一城可谓难上加
难。

•如无意外，賽拉萨（左起）
州议席。

莲花苑
哥打哥文宁
武吉兰樟
武吉加星

1

起其他政党，民政党的准
厂匕候选人已经明朗化，如无
意外将不会有新更动。
拿督刘华才是苔都国会协调
员，虽然在上届败选，这次在
第14届全国大选再披战衣，务
求从公正党手中夺下荅都。
甲洞国会协调员则是有律师
背景的王胜龙，虽然他在甲洞
服务多年，不过作风低调，要

民政黨將競選雪州4個州議席名單
•刘华才再战荅
都国会议席，务
求从公正党手中
夺下荅都。

,H 丨-

準候選人明朗化料不更動

刘华才
王胜龙
洪进达

讓 ()4

選民人數結構變化
根据《中国报》探索，今届
民政党候选人比上一届竞选多
个州议席，是因为取回上届

民政黨將競選雪直3個國會議席名單
苔都
甲洞
蒲种

R
^

打3囯4州。
民政党上阵的分别是甲洞国
会议席、苔都国会议席、蒲种
国会议席、莲花苑州议席、哥
打哥文宁州议席（原称太子
园）、武吉兰樟州议席和武吉
加星州议席。

借出的哥打阿南沙州议席，所
以所竞选的州议席从上届3个回
到4个。
随著选区划分，令选民人数
结构出现变化，哥打拉惹国会
议席的3个州议席，即哥打阿南
沙州议席、哥打哥文宁州议席
和哥打胡姬州议席的传统上阵
政党也被大洗牌。
哥打阿南沙州议席因印裔选
民为主，故民政党换给国大党
竞选；哥打哥文宁州议席成为
华人选区，故巫统换给民政党
竞选，而原属国大党传统议席
的哥打胡姬州议席则由巫统竞
选。
蒲种国会议席、莲花苑州议
席、武吉加星州议席和武吉5
樟州议席则继续由民政党候选
人竞选。

@政党在雪州攻打的4个州议席，只有
莲花苑准候选人刘博文曾参与竞选，
其余3人均是新兵上阵。
刘博文在上届大选落选后，没有放弃选
民，一直扮演监督雪州政府舞弊、政策、
拨款的角色。
同时，他身兼多职，提供不同领域的服
务，包括公民权小组主任、民青团组织
秘书和民政全国公共服务与投诉局副主
任。
°民青团雪州副团长张福发预料到哥打哥
文宁州议席上阵，这原属巫统传统议席，
在选区划分后，巫裔选民有417��华裔选民
有39%,成混合选区，故由民政党上阵更具
胜算。
民°政党全国副议长赛拉萨是华巫混血
儿，能操一口流利粵语和福建话，此次首
次被安排到武吉兰樟州议席上阵，而民青
团雪州秘书蔡高廷被委派到武吉加星州议
席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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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國盛：批准多項發展計劃

質疑雪州是否將破產
(吉隆坡ie日讯）马华八
打灵再也北区（白沙罗）发言
人何国盛质疑雪州是否将会
破产，州议员和地方议会议
员因此批准了多项不可持续
性发展计划？
他说，由于雪兰莪州政府
被揭露可能会面临破产，州
政府是否与州议员和地方议
会议员合作，逐步在八打灵
再也增加不可持续性及过度
发展项目以弥补巨额赤字？

促當局交代
他说，八打灵再也市政厅T
亿令吉预算中的2亿令吉，是
来自一个由发展商所贡献的
独立发展商基金，就如之前
八打灵再也市长阿兹兹所提
到，及有媒体报导。
“迄今，長美嘉园、13
区、17区和双溪威新村就有
一些可疑的发展项目在进行

中，导致受影响地区的当地
居民作出无数的投诉。”
何国盛今日发表文告，这
t指 tti�
一因此°，他促请有关当局交
代，这些发展商是否就是之
前贡献给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基金的相同发展商？
“这些计划是否已进行
《对社会影响评估》和《交
通影响》评估报告？八打灵
再也的道路是否能够应付因
高密度发展而导致车辆数目
突然迅速增加的情况？“
他质疑，州议员和地方议
会议员是否考虑过居民们的
反馈和投诉？
“我们的州议员和地方议
会议员是否因州收入的管理
不当而出卖八打灵再也？”
因此，他要求有关州议员
和地方议会议员履行对人民
的责任，并解决以上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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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政府移交拨款给各源流学校的领导。前排左2起是黄瑞林、甘纳巴迪劳、黄洁冰、聂纳茲米、阿茲
敏阿里、邓章钦、欧阳捍华、李继香及张菲倩。
拟門主、早t人、人I】口 J干干、子£1±甘汉；]仄=11='|冃
0

阿茲敏：州會辯論通過

丨州政府鼸多陶

(莎阿南16日讯）
州原任大臣拿督斯里阿
兹敏阿里强调，州政府
的拨款不是因为大选到

来才发放，反之这些款

项都是经过州议会辩 论学校的拨款为例，这些决定曼、前主席玛丽亚陈，异口
与通过。
他说，希盟与原任首相
拿督斯里纳吉不一样，对
方派发一个马来西亚德±援
助卡、为一马人民援助金加
额，都没有经过国会辩论或
在内阁会议上通过，因此后
者举动才应该被遗责。
他以州政府提供给各源流

都是经过州议会讨论，不是
昨夜才做出的决定。
他今日派发教育拨款给各
源流学校，受询及部分人士
非议州政府如国阵一样，在
大选来临前给予各项援助
时，这么回应。
公正党前署理主席詹德
拉、净选盟2.0代主席沙鲁阿

同声认为看守政府，不该在
大选来临前给予选民各项援
助。

今年總撥款1500萬
阿兹敏阿里说，截至2017
年，州政府已移交共7216万
令吉给各源流学校，今年的
总拨款是1500万令吉。

声•
“受惠的学校有111间华
小、4间独中、9T间淡米尔学
校、5间国民型中学及23间教
会對交。”
他指°出，今年的教育拨款
中，900万令吉给华小（200
万令吉归独中），淡小获500
万令吉，其他的获得100万令

一…Tn八™n —
家60年，现今再把承认统考
加入竞选宣言内。
“仲丨政府早已承认统
考，国阵现今才$兑"boleh
diperti mbangkan"，孰不矢口
"timbang"(国阵党徽）已
开始歪倒。”

他批评国阵政府，执政国迪劳等。

•f捍
阿副

i l l 雪56州席完成協商
阿长章
卩5]~兹敏阿里说，希盟已就
里陈钦
雪州56个州议席完成协
法，
商，惟他不愿透露何时会对
明
外宣布。
4。为
一左黄

1 J

s g

g起
父是冰
拨甘°

款纳
给巴
巴迪
生劳
共、
|p欧
小阳

对于本身会否在鹅唛国席
守土，他说，这会交给党去
决定。
阿兹敏阿里也是公正党署
理主席。他表示接到许多献
议，例如到北根或荅眼拿督
上阵，但一切都是由党来决
定。
原任斯里安达拉斯（现已
更名双溪甘迪斯）区州议员

赛维尔说，雪州议席是在48
小时前完成协商。
他估计，希盟会在本月25
曰或26日，举办一场大型活
动做出宣布。
赛维尔是雪州希盟竞选委
员会领导。他说，此次议席
分配是按照胜选来决定。
“既然完成协商，各成员
党都会感到满意。”
询及他会否负责守土，他
说，很大可能会留在雪州，
攻打州议席或国会议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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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都拉欧（前排左起）
和罗碧梅揭发建筑工地从
地下主要水管驳接水管，
暗中偷水。

|

(吉隆坡16曰讯）甲洞一
建筑工地竟然非法驳水，在
近2年内偷走11万2915平方
米的自来水，雪州水供管理
有限公司（Pengurusan Air
Selangor )因而蒙受25万
7448令吉34仙的损失。
国家水务委员会（SPAN)
接获该水供管理有限公司地
投报，派出官员突击柏西兰

(—{X/y

达刚(Persiaran Dagang)
路朝增江北区方向的建筑工
地，揭发他们从地下主要水
管驳接水管，暗中偷水供施
^ 工用途已有673天。
-1-1执法官员发现，他们从主
要水管两处不同位置下手，
非法驳接32毫米和15毫米的
HDPE水管偷走水源。
I

\J

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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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水务服务委员会公关和顾客事务高级
行政人员罗碧梅指出，委员会援引2006年水
供服务工业法令（655法令）第I (1)条
文进行调查，若被定罪，可被罚款不超过10
万令吉，或监禁不超过1年，或两者兼施。
她指出，委员会展开执法行动是要提醒民
众，驳接水管偷水属违法行为。
雪州水供管理有限公司公关主任阿都拉欧
说，当局花了2个星期时间暗中调查，才展
开这项取缔行动。
他指出，今年截至目前，奮隆包括联邦直
辖区和布城，被揭发有16宗偷水案件。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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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敏阿里

(莎阿南ie日讯）公正
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
兹敏阿里认为，一速柏玛
(SUPERMX)执行主席拿
督斯里郑金升，在大选前
对在上一届大选公开支持
反对党的举动，向原任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正式道
歉，是一种政治手段。
他质问郑金升，为何不

為何選這個時候？

阿茲敏抨是政治手段
是在去年感到后悔，而是
在大选前才后悔反政府。
他直言，作为一家企
业，也被巫统施压和威

胁，这是很不幸的事。
阿兹敏阿里也是原任雪'
州大臣。他今日到莎阿南
派发教育拨款给各源流学

Page 1 of 1

校后，这么指出。
郑金升于上周六，召开
记者会就自己在上届大选
公开支持反对党的举动，
向纳吉正式道歉。
针对郑金升也批评州政
府管理水务不当，阿兹敏
阿里说，这批评又为何会
在大选前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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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大臣辦公室否認派糖果2

送三星平板電腦非|

(吉隆坡ie 曰讯）雪州大臣媒体办公
室策略通讯主任任绍龙指出，原任雪州
大臣在选区分发的援助时只是移交支票
用于官方活动，也没送：Pad，而是实惠
的星平板电脑。
他今日发表文告澄清说，《当今大
马》在本月14日的晚上11时29分，上载
了一篇报导，主题为“现金、电脑笔记
本和iPad，阿兹敏阿里发放超过200万
令吉的礼品”（ C a s h 、 l a p t o p s 、 i P a d s

-Azmin

doles

out

over

RM2m

worth

，可是报导中却出现了数项严
重和不太准确的内容，令他们混淆和失
望。
goodies)

指嚴重影響聲譽

他指出，该办公室有责任纠正，因为
有关报导已严童影响阿兹敏阿里声誉，
阿兹敏阿里是鹅唛区原任国会议员和国
际山庄的原任州议员，当天是在选区分
发援助。
“当天没发出现金，只是给支票，一
切是透过正确管道，有关支票适于用在
官方活动，使用‘现金’这个字眼会
给人的印象是政治活动，当天也没送
iPad,而是实惠的E星平板电脑。”
他指出，所有资料记录在民代议士服
务中心、鹅唛县土地局和雪州策划经济
单位（UPEN)，欢迎前往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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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在國會解散前申請
/工绍龙强调，所有援助是
1工在国会解散前所申请，
绝不是因大选将至而发出的
援助。
他也进一步解释，当地约
有9个廉价和中价组屋的居民
协会已向阿兹敏阿里求助，
以申请“雪州精明生活”
(SELANGOR

SMART

LIFE)

和雪州政府的组屋复新计划
(Skim Ceria)，并已在去
年获得批准。
他指出，主题令人感到混
淆，即使并非诽谤，要知道

分发援助给各选区是人民代
议±的责任。
“我们尊重独立媒体是
“第四权力”，以在现代民
，主的国家中作为监督和平衡
的角色，可是也需秉持高标
准的道德观念来扮演此角
色，所有事情都必须经过证
实，或向相关人士获取正确
的资料。”
他也希望基于上述因素，
有关报导可做出澄清，坦诚
认错。

4活動發96萬非224萬
#绍龙说，报导声称本月
1-14曰的4项活动中，单
单在尤基柏兰岭和甘榜哥达
斯已发出了 224万令吉的物资
和款项，可是4项活动实际
上只发出了 96万T1 50令吉，
且都是来自州选区拨款和属
雪州政府的官方活动，可是

《当今大马》报导的数据却
是实际款项的2.3fp。
“款项也包括阿兹敏阿里
本身州选区约数10万令吉拨
款，部分款项作为提升公共
设施，而剩余的款项则会协
助有需要的人和作为教育拨
許 ”
^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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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耀左
民起

翠領花園翁議
^

-

一一

(加影I6日讯）流古路翠岭
花 园 （Taman Hi jau)后面的
冷岳河河段经常在豪雨后泛滥
的问题，过去10年悬而未决，
每逢豪雨，居民皆面对水灾困

貨物被水浸壞

扰。
当地居民指出，每逢豪雨持续超
过30分钟，住宅区后面的冷岳河
( S g . L a n g a t ) 河水便从沟渠倒流，
甚至直接从河道涌上住宅区，导致
翠岭花园及后面住宅区成了水灾黑
区。
居民指出，当局在两、三年前在
住宅区开了一条沟，但这条沟反而
让河水倒流进住宅区，引发水灾。
居民提到，当地住家属于总地
契，居民都有缴交门牌税，但过去
多年面对的水灾问题，却没人帮到
他们。

•居民李王耑權
#常水灾，儿子是夜市小贩，做生意的货刚
搬进家，隔天就被水浸坏。
自己建了一条沟渠之后就这样，河水从河道
直接浸上来，我不知道谁建的沟渠。

河邊發生土崩

a
•每逢豪雨居
民的住家前就
淹水。

排水溝不完善
国阵加影州选区协调员郑耀民与
马华乌冷区会妇女组主席罗丽娟、
区会组织秘书张贵权、马青区团财
政李来财等一起到现场了解情况。
据观察，冷岳河在流古路的河段
并没有河堤，部分河段只有防洪沙
包，导致没有防洪设施的河段经常
发生土崩，居民说，河水也曾经直
接涌上河岸，流入住宅区。
此外，住宅区内没完善排水沟也
是水灾原因之一、居民指出，有部
分居民没有保护环境意识，将垃圾
扔到沟渠，如今沟渠更像垃圾堆，
无法排水。
居民希望市议会关注，协助居民
摆脱水灾困扰。

•住宅区内无完善排水系统，这个沟渠已不能排
水，右4为郑耀民。

鄭耀民：國陣奪權馬上處理

a

阵加影州选区协调员郑耀民
说，只要国阵在大选重夺雪
州政权，他便马上安排水利灌溉
局清理河床，并要求提升冷岳河
位于流古路的河段。
他说，流古路翠岭花园后面的
水灾问题，主要是冷岳河泛滥及
河水倒流，要解决水灾问题，短
期只能清理及挖深河床，长远解

•居民指河水从这条沟倒流上来，浸到住
家。

决方案还是需要提升冷岳河。
“目前这里的河道并没有河
堤，只有部分河段有防洪沙包，
导致多处河岸都有土崩的情
况。”
一 ig他了解，水利灌慨局已好久
没清理河道，他说，该局必须先
清理及挖深河床。

•居民黄雪娟
家就在河边，可以看见河水直接从河道涌
上来，最近发现河边发生土崩，可能没有
河堤的关系，我担心会恶化。
今年农历新年前曾发生过一次水灾，好久没
人清理河床，10年前清过一次吧；我不曾和市
议会或州议员投诉水灾问题。

水位約到膝蓋

a

•居民李瑞娟
家最靠近河边，一淹水这里有4间屋子最直、
接受影响，我家是其中一间。
以前更厉害，现在淹水时，水位大约到膝盖。

溝渠不能排水
««. ^ 1

‘

•居民刘美珠
{日多垃圾塞在沟渠里，现在沟渠已不能排
1民水，下大雨就会淹水，豪雨超过半小时
就会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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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勤：理解面對施壓
(吉隆坡16日讯）公正党全国策略
主任沈志勤说，速柏玛公司（Supermax
Corp)前董事经理拿督斯里郑金升，是在
国阵政府威迫的压力下，才针对自己在
2013年大选前发表反国阵政府言论，向原
任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与国阵道歉。
沈志勤也是公正党苔央荅鲁区原任国会
议员。他今发表文告说，国阵政府对于郑
金升的威迫应追溯10年前，即2007年10月
26曰至29日的事件。
他说，2017年11月24日，吉隆坡地方法
庭判处郑金升在一宗涉嫌掌握内幕消息的
股票交易案，罪成坐牢5年及罚款500万令
^fcr
口°
“我们虽然理解郑金升面对牢狱之灾的
压力，然而重点是，国阵为何在在这时间
点上出手？案件是10年前发生，为什么当
局不在郑金升未表达支持在野党前提控

他？显然的，这是企图制造寒蝉效应，压
制不支持国阵的商人。”
沈志勤说，郑金升被威迫事件，充分显
示国阵政府的双重标准，并进行选择性
的提控。反之，许多重大的经济贪污事
件，包括“公寓养牛”、一马发展公司
(1MDB)，联邦土地发展局环球创投公司
(FGV)等数额庞大、涉及巫统高官的案
件，都未见任何行动。
另外，他说，在希望联盟执政下，雪兰
莪州获得最大的国内外投资，证明希盟营
造的经商环境，友善对待商人和人民，创
造双赢环境，做到商人安心，人民放心。
“在涉及中央政府的情况下，雪州政府
也正致力于完成水务重组工作，让雪州政
府能够全面掌控州内的水务，并且改善水
务管理，以免商人与人民饱受制水的困
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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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森林局報案

胡桑指批新伐木計劃

(哥打荅鲁i e 曰
讯）苜兰丹森林局针
对吉兰丹希盟主席胡
桑指森林小组在会议
上，批准新的伐木计
划事宜，前往报案。
丹森林局长拿督查
哈里强调，今曰的会
议没有批准任何新的
伐木区。由于事关严
重，该局前往吉兰丹
警察总部报案。
他指出，今曰的小
组会议只是讨论普通
事项，胡桑的言论是
错误的。
吉兰丹希盟主席胡
桑今早直闯吉兰丹州
务大臣办公室，抗议
“看守政府”要召开

森林小组会议，讨论
批准新的伐木区的事宜。
他是在律师陪同下，前来原任丹大臣拿
督阿末耶谷的办公室。由于阿末耶谷不
在，有关抗议文件由大臣助理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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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斥《當今》報導指阿茲敏派現金

雪大臣辦公室促更正
(吉隆坡16日讯）雪兰莪州大臣办公
室澄清，雪兰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
早前前往鹅唛及国际山庄选区颁布拨款
与派发物资时，并没有向当地民众派发
现金，而且在活动中所派发的物资总额
也不到200万令吉。
基于网络媒体《当今大马》的相关新
闻报导存有严重错误，雪兰莪州大臣办
公室因此于今日发文告，要求《当今大
马》针对报导进行更正与承认错误。
雪兰莪州大臣办公室文告指出，上周
六晚，《当今大马》在所发布的一则报
导中，指雪兰莪州看守州务大臣阿兹敏
在其原属的国州议席选区颁布社区拨

款，并派发超过200万令吉的救济金、
助学金与电脑等物资。
“《当今大马》指阿兹敏派发现款的
报导并非事实。”
雪兰莪州大臣办公室指出，当天于活
动现场并没有派发现金，只是移交支票
给通过正式渠道申请的活动拨款；此
外，现场也没有派发丨pad，而是价格更
便宜的三星平板电脑给符合资格的相关
人士 °
"活动现场所派发的物资证明文件，
都可以通过鹅唛区办公室及国家经济规
划办公室进行核实。”
雪兰莪州大臣办公室就报导指阿兹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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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的款项及发放旳物资达224万令吉
作出驳斥，指“阿兹敏在4场活动派发
的援助物资总额为96万7150令吉。”
对《当今大马》没有在报导前联系相
关负责人员进行核实，雪兰莪州大臣办
公室表示遗憾。
"在活动现场所派发的援助金，大部
分是用在提升公共设施，其余则是用于
协助有需要的人士与教育发展用途。”
雪兰莪州大臣办公室指出，当天派发
的猨助金与物品，都是在议会解散前就
已落实的申请，不是因为选举而临时决
定的活动，而且报导中标题使用的“物
资”字眼，也具有误导性。
“社区拨款是人民代议士的常规职
责，阿兹敏也曾在社交媒体公开宣布
这类拨款活动。去年12月16日，阿
兹敏便曾主办过类似旳社区拨款活
动�“(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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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議席分配談妥
希盟新舊面孔上陣
(沙亚南16日讯）雪州大
臣拿督斯里阿兹敏证实，雪
州希盟已顺利完成州议席分
配事务，预料将会在本月25
或26日的一场大型活动上，
正式揭晓候选人名单。
惟针对他是否会留在鹅唛
国会议席守土或空降到安邦
国会议席上阵一事，他依旧
大卖关子并笑说：“我确实
接到许多不同的献议，包括
前往北根或峑眼拿督，但我
最终的动向，就交由党去决
定°
“
他打趣说，党若派他去到
海，他就会变成岛屿；派他

到陆地，他就变成山峰。
此外，雪州希盟选举主任
艾斯尔再也声称，就如雪州
希盟主席阿兹敏所言，雪州
希盟的州议席分配，包括之
前具争议的6个州议席分配，
都巳在48小时前解决了。
对于州议席分配是否遵循
―定的“百分比"的提问，
他则回应说，希盟是依据各
选区政党实力及胜算，作为
议席分配的最大考量。
他表示，本届的大选中，
确实有新旧面孔上阵，也有
一些州议员可能会转战国会
议席。（TKM)

鄭金昇不滿水供問題
阿茲敏：爲何現在才抗議
及速柏玛执行主席拿督余，也表达不满州政府处理
斯里郑金升日前公开向水供问题的方式，针对此
纳吉和国阵道歉一事，阿兹事，阿兹敏不禁要质问对
敏直言，前者为上届大选公方，为何偏偏会选择在这个
开支持反对党而道歉，是一时候才来表达不满，而不是

询

件不幸的政治戏码。
对于对方向首相道歉之

在去年就马上提出抗议？
（TKM )

C ，5�

i 阿兹敏（左三）移交各源流学校年度拨款给受惠的
学校代表。左起为欧阳捍华和邓章钦。

鵝喽200萬撥款去年已通過
；网络媒体早前报道指，原任雪州大臣的阿兹敏在走
Td访鹅唛国会选区时拨出超过200万令吉拨款给当地选
民，此举引起了外界及净选盟的非议；阿兹敏对此“喊
冤”的说，有关拨款都是去年州议会上所通过的2018年财
政预算案拨款。
他强调，有关拨款皆是在州议会上公开辩论及通过的，
并非临近大选时才作出的批准。
他也以今早州政府颁发各源流学校拨款为例，各源流学
校的拨款嚭是特定拨款，同样都是在州议会上所通过的。
他重申，雪州政府所作的都是公开且透明，反而应让人
非议的是纳吉的联邦政府，他要请问一下，调高一马援助
金、一马德士援助卡可有获得内阁或国会批准？
“我想纳吉才是应该被纠正的人。” （TKM )

17 Apr 2018
Guang Ming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Supplement • Page: B5 • Printed Size: 440.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d Value: MYR 6,666.67
PR value: MYR 20,000.01 • Item ID: MY0032316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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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雨又遇技術問題

火箭造勢演講會腰斬
II

I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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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II lin I'llnil |l||||||iili||ii|iHi|HiiliMHHIIll

(吉隆坡16日讯）行动党昨
晚在甲洞星光岭草场大选造势
演讲活动’因碰上大雨及技术
问题被迫中断后，随后主办单
位也宣布演讲会就匕打住，另
行择日举行；出席的民众都给
予配合有序的离场。

•行动党泗岩沫于甲洞星光岭草场的大选造势演讲会进行至半途突下
起大雨，民众纷纷撑伞聆听演讲。前排左三起为黄思汉、方贵伦及杨
巧双O

...

演讲会活动在晚间8时4 5
分，即原任甘榜东姑州议员刘
永山演讲完毕后，宣布中断演
讲会。现场也向民众呼吁，促

府也将贡献50令吉给该户头。
“我看到现场有不少妇女出

里好
杨夜
巧市

席演讲会，我想告诉她们，一

双

大家注意社交媒体的最新动
态，届时将会通知下一场大选

个成功的家庭，背后必有一名
伟大的母亲。”

左

造势演讲会的日期和地点。

2%转入她们的户头，而希盟政

拜
»

黄思汉声称，其服务中心不

C与

活动结束之前，原任金塞州

时接获吉隆坡选民的询问及欲

议员黄思汉便在台上提及，他

申请成为雪州健康关怀计划的

与行动党泗岩沫国席候选人杨

受惠者，惟该计划仅限雪州子

巧双共事10年，对方是一名亲

民，让吉隆坡子民妒忌不已。
他表示，只要希盟执政联邦政
府，将全国实行这项福利政
策。

到选
甲民
洞握
马手
鲁问

切及不时亲自下场会见选民及
有求必应的人民代议士。他相
信，在杨巧双及行动党甲洞候
选人林立迎的配合下，必可为

此外，刘永山提到，上一届

这一区选民带来更大的改变。

全国大选种下改朝换代的火，

执政联邦推关怀计划

因此大家在来临的全国大选一
起支持，创造奇迹。

他强调，希盟的竞选宣言中
提及，让家庭主妇拥有公积金
户头，从丈夫每月公积金扣取

他也呼吁现场民众将拍下的
照片及影片分享给友族，让他
们获取更多的资讯。（TKM)

楊巧雙通過社媒感謝出席者
然无缘上台发表演

前，也与团队到甲洞马

虽、讲，杨巧双仍在事

鲁里夜市拜票，与选民

后透过社交媒体与选民

握手问好。

交代，并感谢他们的出
席°
她在演讲会还未开始

出席活动者尚有行动
党原任武吉免登国会议
员友贵伦。（T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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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的各源流学校代表与雪州行政议会团队合影。左三起为黄瑞林、甘纳
巴迪劳、黄洁冰、聂纳兹米、阿兹敏、邓章钦、欧阳捍华、李继香和张菲
倩。

雪8年撥各源流校7216萬
大臣：華校獲4170萬
(沙亚南16日讯）雪州大臣拿督斯里

所以执政雪州以来，便每年制度化拨款

阿兹敏说，雪州政府于2009年起至2017

给学校，以减轻校方的经济负担。

年，拨给各源流学校的款项高达721 6
万令吉，其中华小和独中所获的拨款达
4170万令吉。

他不忘揶揄联邦政府反而在201 8年
的财政预算案中，还减少30%的教育拨
款。

他今日移交拨款给各源流学校代表时
表示，在淡小方面，获2970万令吉；国

"州政府不是在大选前才来批准这笔
拨款，以捞取选票；而各源流学校的拨
款早在州议会上公开辩论及通过。”

民型中学及教会学校则获75万5200令
吉°
他强调，州政府于2009年开始落实各
源流学校制度化拨款，当时的拨款就达
1000万令吉。自接任雪州大臣职后，便
更调高至1500万令吉；而今年华小及独
中可获900万令吉、淡小500万令吉，教
会学校和国民型中学可获100万令吉。
他指出，州政府深知教育的重要性，

此外，阿兹敏讽刺国阵在承认统考文
凭上“摇摆不定”，旨在取得华裔选
票，但这些技俩早已被看穿。
出席活动的嘉宾尚有看守政府的雪州
高级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行政议员欧
阳捍华、黄洁冰、聂纳兹米及甘纳巴迪
劳�(T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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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了惡夢還重演

流古路30户逢雨必淹

•罗丽娟（左
起）与郑耀民等
人巡视造成水灾
源头的河流。

(加影16日讯）加影流
古路翠岭花园后面住宅区
约30间住家，逢雨必淹，
居民多年来都闻雨色变，
期盼可早曰挥别水灾的梦
魇°
马华乌冷区会秘书郑耀
民与妇女组主席罗丽娟、
居民委员主席刘卿延及乌
冷新村发展官张贵权等人
今早前往巡视时，居民们
都先后反映他们对此问题
的困扰。
据知，受水灾影响的住
户以板屋居民占大多数。
居民指出，受影响的住
家与河流近在咫尺，只要
大雨造成河水满溢，地下
排水系统因河流泛滥无法
将雨水排出，就会出现倒

却无法有效解决河水泛滥
问题。

提升河流才能解决

河流，筑起河堤，才有望
克服水灾困扰。
他说，河流无法负荷大
量的排水，就会造成河流
泛滥，只要河流没获提

灌而淹水，水位至少1至2
尺。

居民们都希望当局给予
协助，找出解决问题的方
案，否则一看到天空满布
乌云时，居民都感到压
力0

他们在近10年来都不时
面对水灾问题，虽然水利
灌溉局偶尔会清理河流，

针对上述的情况，郑耀
民表示，因河流没河堤，
首要的治水工作便是提升

可重夺雪州政权，我们

升，闪电水灾问题便无法
解决，水利灌溉局受促应
挖深及清理河道。
“一旦国阵在来届大选
必定会跟进处理有关问
题。“(T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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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将至，资讯泛滥
在

资讯泛滥的年代，孰真孰假，真的还让人难以捉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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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林恩霆

会，请那些坚持相信有外劳投票或关灯事件的选民，可以加入

大选提名日与投票日出炉，也意味着资讯将不断

自己支持的政党所号召的PACABA团队，即监票员、计票员和

地涌现。国阵从2008年开始直到现在，都一直琅琅上口说，选

监察员行列。当你有参与，就有足够的知识，去辨别你所认定

民不要被反对党误导，选民不会听信污蔑等等。

的事实是否属实。

网络虚拟世界，社交媒体或通讯工具等，枪手或假户头

选票的最终选择总是包含着很多因素，其中占据最大主导

“通网皆是”，哪一些资讯是值得相信，哪一些又是带着个人议

的是感受。选民的感受决定了最后选票该投向哪一个政党或候

程去散播错误信息呢？
曰前，有一位受英文高等教育的前辈在Whatsapp群组中发
了一条讯息，内容是任何人想要从新加坡回到马来西亚投票
的，都可以联络有关旅行社。此讯息在某中文报章获得报导，
证明是5年前大选的旧讯息，并非2018年大选的讯息。
其实，无需等到报章报导，都可以洞悉此讯息是旧闻，因

选人，而这一个感受往往受到很多不切实资讯所干扰，不切实
的资讯最终酝酿成负面印象，导致某个候选人或政党背上这无
辜的骂名。
国阵主席纳吉推介竞选宣言，表明一马援助金在选后的6
月将加码，提高援助金的金额。公正党署理主席兼雪州大臣阿
兹敏炮轰中央看守政府，指责看守政府不应该做出重大决策。

为载图中出现两个日期，明显注明是2013年4月19日发出的

然而，数日过后，阿兹敏自个儿宣布希望联盟成功执政雪州的

讯息。然而，若没有经此一提，即使受高等教育的前辈都会被

话，公务员将获得三个月花红。这种“只许公正党放火，不许

误导，更何况是普罗老百姓。

国阵点灯”的做法，选民是否在乎呢？

社交媒体开始充斥着种种关于政治的讯息和时事课题讨

选民可以接收到虚假的讯息，但收不到纠正错误的讯息吗？

论，看看网民的留言，大可发现网民对资讯的接收和判断，始

也许并不是，选民可能选择性接收一些讯息，是因为心中的不满

终未达到民主社会成熟的水平。

感受已经超越理性的判断。即使选民知道是错误的讯息，也照样

如5年前网传孟加拉外劳投票、文冬投票中心关灯等等事
件，在朝政府极力辟谣，在野的反对党也向媒体回应并无此

地散播或分享，目的就是号召更多的人认同他们的理念和想法，
而这种做法是危险的，且将让整个社会失去判断力。

事，但这些虚假的课题仍然在社交媒体广泛流传，甚至成为揶

从现在开始，直到大选投票曰，甚至选举结束后，选民对

揄对手的武器。这些虚假的言论，看在首投族的眼里，就真的

社交网站、电子媒体或Whatsapp群组所发送的讯息，应加以

信以为真，植入一种先入为主的观感。

判断和分析。若一心只是想要拉倒某个领袖或政党，而不顾竞

孟加拉外劳投票或投票中心关灯事件是否真的会发生，了
解整个投票及计票过程的选民肯定不会相信。因此，若有机

选手法和道德行为，甚至罔顾法律的话，那么最终祸害的不仅
是社会大众，而且也可能殃及身边的亲人。#

17 Apr 2018
Kwong Wah Yit Poh,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Page: A4a • Printed Size: 88.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d Value: MYR 986.67
PR value: MYR 2,960.01 • Item ID: MY0032314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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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拉萨镇国席

莎丽扎拒绝上阵

“我的回答是‘不，，尽管
国阵能再此胜出以及击败公正
党。，，
前雪兰莪州务大臣丹斯理卡
立在2008年第12届大选代表
公正党，从马华内政部前副部长

(吉隆坡16曰讯）巫统妇女

接着在2013年第13届大选打

接受上阵竞选敦拉萨镇国会议席

败其儿子陈国勇，成功守土。

的提议。

督里查曼早前已要求将该国席让

代表国阵参选敦拉萨镇国席。为

给巫统，因为该区是较大的马来

此，莎丽扎透过脸书专页发贴回

社区。

“许多人问我是否会接受参
拉萨镇国席的献议。

巫统敦拉萨镇区部主席拿

最近有猜测指，莎丽扎将会

应o
莎丽扎拒绝竞选敦

丹斯里陈财和手中夺走此议席，

组主席丹斯理莎丽扎表明，不会

选敦拉萨镇国席的提议。”

不过，上周马华署理总会长
拿督斯里魏家祥强调，敦拉萨镇
国席还是马华的议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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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土团党攻5国2州
最年轻候选人仅25岁
(加央16曰讯）
玻璃市州土著团结
党主席阿米尔哈山
率先宣布该党在第
14届全国大选，将

上阵5国2州的候
选人名单，当中最
年轻候选人是仅25
岁的阿都函纳罕。
在卡秧土生土
长的阿都函纳罕，
获委派上阵加央国
会属下的卡秧州议
席。
他于2016年开
始入党担任青年团理事，也拥有
柔佛州芭株芭辖敦胡先翁大学电
子工程学士学位。

阿米尔哈山攻新路州席
也是玻州希望联盟主席兼土
著团结党亚娄区部主席的阿米尔
哈山说，68岁的他则是候选人
当中年龄最大的，将上阵亚娄国
会属下的新路州议席。

都浪，以及瓜山芝。
他说，巴东勿刹国席由该党
巴东勿刹区部主席依兹占（42
岁）上阵，亚娄国会议席则由67
岁的党员拿督阿都拉曼上阵。
阿都拉曼是丹绒马林苏丹依
德里斯教育大学的退休教授。
上阵马打亚也州席的是阿兹
哈中校（巴东勿刹区部新闻主

他于周一下午在其住家召开

任，57岁），而淡汶都浪州席

记者会宣布候选人名单时说，玻

的是玛敦丁（亚娄区部署理主

州土著团结党将上阵亚娄及巴东

席，62岁），瓜山芝州席的则

勿刹国会议席，5个州议席则包

是女子候选人芭丽答（妇女组主

括马打亚也、卡秧、新路、淡汶

席，53岁）。#

mt

雪州大臣办公室澄清，阿兹敏在活动上没有派发现金，也没赠送苹
果平板电脑。

Page 1 of 1

17 Apr 2018
Kwong Wah Yit Poh,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Page: A4b • Printed Size: 131.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 Ad Value: MYR 615.30
PR value: MYR 1,845.90 • Item ID: MY0032315123
Provided for client's internal research purposes only. May not be further copied, distributed, sold or publish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copyright owner.

雪州希联议席分配完成
阿兹敏：择日公布
(莎阿南16日讯）延宕多时

也因在重重压力和威胁下，被逼

的雪兰莪州希望联盟议席分配终

向国阵政府公开道歉，那真的是

于完成！

一件令人感到悲哀和不幸的事。

雪州希盟主席拿督斯里阿兹

《当今大马》新闻失误

敏阿里今曰证实，在各成员党秉

雪兰莪州政府申明，《当今

承团结和包容的精神下，希联已

大马》日前一则指雪州大臣拿督

完成雪州的州议席分配。

斯里阿兹敏阿里在鹅麦和国际山

不过，他表示，希盟将择定
合适的日期才公布各州议席候选
人名单。

庄区，派发总额超过200万令吉
现金和援助品的新闻严重失误，

另一方面，雪州希盟竞选选

有损阿兹敏的声誉。
雪州大臣办公室策略通讯主

委会主任赛维尔说，纵使雪州希

任任绍龙说，阿兹敏在活动上也

盟已完成州议席分配工作，但仍

没有派发苹果平板电脑给受惠

交由希盟主要领袖宣布候选人名
单。

者，受惠者仅获得实惠的三星平

郑金森向国阵政府道歉
大选前夕政治宣传把戏
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

板电脑。
此外，任绍龙也驳斥《当今
大马》指阿兹敏在当天4场活动
中，共派发总额超过224万令吉
的援助品说辞。

里阿兹敏阿里认为，国内手套业

他说，《当今大马》报导的

钜子速柏玛公司董事经理拿督斯

援助品数据，比起真正的数据高

里郑金森向国阵政府道歉的言

出2.3倍。令人遗憾的是，该网

论，只是大选前夕的政治宣传把

站在上载有关新闻前，并未向相

戏。

关官员求证这些资料。

他表示，如果郑金森真的要

他强调，阿兹敏当天在选区

向国阵政府和纳吉道歉，那为何

所派发和移交的援助，全部都是

偏偏选在昨日？为何不是在去年

在国会解散前所批准，而并不是

道歉？

为应付大选所做的“最后一分
钟”开销。#

阿兹敏说，如果连企业家

Page 1 of 1

17 Apr 2018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KL/Selangor • Page: B2 • Printed Size: 361.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d Value: MYR 4,540.88
PR value: MYR 13,622.64 • Item ID: MY0032316039
Provided for client's internal research purposes only. May not be further copied, distributed, sold or publish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copyright owner.

雪政府2009年起

拨7216万助各源流学校

则获75万5200令吉。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

Page 1 of 1

“今年华小和独中可获900
万令吉，淡小500万令吉，教

说，州政府于2009年开始落

会学校和国民型巾学则可获

实制度化拨款给各源流学校，

100万令吉。”

当时分配拨款为1000万令

阿兹敏今日移交拨款给各
源流学校代表时表示，州政府

(莎阿南16日讯）雪兰莪州政

校，当中，华小和独中共获

吉，直到他接任大臣职务后，

府从2009至2017年共拨出高

4170万令吉，淡小得2970万

再度调高拨款至1500万令

了解教育是兴国旺民之本，因

达7216万令吉给各源流学

令吉，国民型中学及教会学校

吉。

此执政后便开始推行每年制度
化拨款给学校，以减轻校方在
基建及人文发展的负担。
他说，反观联邦政府却反
其道而行，在2018年财政预
算案甚至减少30%的教育拨
款，此外，也不如州政府果敢
承认独中统考文凭。
出席者包括雪州高级行政
议员拿督邓章钦、行政议员欧
阳捍华、黄洁冰、聂纳兹米、

各源流学校代表受邀出席接领拨款，贵宾桌前左起黄瑞林、甘纳巴迪劳、黄洁冰、聂纳兹米、

甘纳巴迪劳，原任州议员黄瑞

阿兹敏、邓章钦、欧阳捍华、李继香及张菲倩等。

林、李继香及张菲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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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餐车售逾百美食

阿马广场外打造员市腿
(八打灵再也16日讯）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为推广餐车业
趋势，特与餐车业者合作，在阿马广场（Amcorp Mall)
户外停车场打造“灵市地段” （ TAPAKPJ ) ， 共 有 2 0
辆餐车参与，出售逾100种各族及创意美食。
灵市地段占地1万平方尺，有舒适的桌椅、帐蓬、
洗手盆、厕所、祈祷室及舞台，灵市长拿督阿兹兹上周
五主持推介礼，吸引逾1000人出席参与。

灵

市地段营业时间是周一至周四

•灵副市长佐哈里（左二

傍晚6时至午夜12时，周五

至周日傍晚6时至午夜1时，洋情可浏

起）、阿兹兹及赛益兹米
尔等人为“灵市地段”主

览 www.ilovetapak.com 或面子书：lapak.

持推介仪式。

Pj

Q

阿兹兹致同时说，这是地方政府与
私人界的一项合作，迎合趋势打造餐车
企业。
他促请业者遵守当局制定的条例，
共同合作提升餐车业，
此外，灵市地段创办人兼主任赛益
兹米尔希望借助这平台，为喜好美食者
及餐车业者打造一个城市街头饮食体
验0

•灵市地段有舒适空间及多达20辆餐
车提供各式美，也有现场艺术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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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哈末哈山：森拥6亿储备金

保证任内不涨地税
(马口 16日讯）前森州大臣拿
督斯里莫哈末哈山说，在他掌
政森州初期，在伯拉任首相时
期，森政府要向中央政府借贷
5000万令吉支付公务员薪酬及
主办东运会，然而今天州政府
却坐拥6亿令吉储备金，他保
证在任内不会调涨地税。
他说，储备金存放作为州发
展基金，以回馈民众，及惠及
民众。
他今午在斯汀为仁保县升格
为市的预备推展礼上致同发表
上述谈话。

前森大臣展示仁保市议会的新
木不志。

他说，仁保县与淡边县于4

的高速公路，以缩短路程，包

年前一同申请升格为市，人口

括一项10年的大道计划，预计

达到50万的仁保于今年1月

由芙蓉到仁保只需半小时的车

份，获得中央政府的批准，而

程，衔接至LEKAS大道到吉隆

淡边还差一点，还需等待〗

坡只需一个小时半。

“升格为市后，可以获得更

“计划也包括由仁保衔接至

多的中央政府拨款，造惠人

斯汀至彭亨州，都是在未来的

民，同时也将会推展一项交通

10年计划内完成，还有其他的

优惠计划，拨出600万令吉予

大道也包括外环衔接公路，

作为巴十服务，以非常低廉的
价格让人民乘搭。”

KLIA至波德申、KLIA至芙蓉、

他说，森政府将会兴建更多

加影至日拉务等，以带动森州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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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地偷水2年
(吉隆坡16日讯）建筑工

关和顾客事务高级行政人员

地非法驳水，2年内偷走

罗碧梅说，执法官员发现，

11万2915平方米自来水！

他们从主要水管两处不同位

上述偷水事件是在甲洞

置下手，非法驳接32毫米

建筑工地发生，雪州水

和15毫米的HDPE水管偷
走水源。

供管理有限公司
Selangor)

该委员会援引2006年

蒙损25万7448令吉34

水供服务工业法令（655法

仙。
国家水务委员会

令）第123 ( 1)条文调
查，若被定罪，可被罚款不

(SPAN)接获该公R]投报

超过10万令吉，或监禁不

后，派官员突击柏西兰达

超过1年，或两者兼施。

(Pengurusan

Air

冈丨J (Persiaran Dagang)路朝

雪州水供管理有限公司

增江北区方向的建筑丁

公关主任阿都拉欧说，当局

地，揭发他们从地下主要

花2周时间暗中调查后展开

阿都拉欧（前排左起）和罗碧梅揭

水管驳接水管，暗中偷水

取缔，而今年截至目前，雪

发建筑工地从地下主要水管驳接水

供施工用途巳673天。

隆包括联邦直辖区和布城，

管，暗中偷水。

国家水务服务委员会公

被揭发有16宗偷水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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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政府瓛用公教净选靨促对付
吉隆坡16日讯I 净选盟2.0呼吁大马选举委员会和反贪污委员会立即采取
行动，对付那些公然滥用政府资金来竞选，违反看守政府原则的人士。
净选盟2.0今日发出文告谴

这份国际公认的看守政府指南给

这显示选委会和反贪会共谋，允

责，自国会和州议会解散以来，

全国看守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并

许我们的选举矮化，沦为出售选

看守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违反看守

呼吁政府遵守这些原则。

票的公开拍卖。」

政府原则，公开滥用政府的资金

此外，净选盟2.0指出，虽然

净选盟2.0提醒国人，尤其是

来竞选，包括联邦政府、丹州、

看守政府公然「大派糖果」，但

收取这些物资的人民，应该质疑

登州、森州、模州、雪州、沙巴

选委会和反贪会却保持沉默。

这些物资被送出的原因，以及如

和马六甲州政府。

「若选委会主席丹斯里哈欣

此大手笔地「善用」政府的资金

净选盟2.0强调，看守政府禁

阿都拉相信，这些物资对选举的

止混淆公职和竞选活动，更不能

公正不会带来任何影响，那他应

「如果这些援助，如一马

使用政府或官方机制、资源、交

该公然表态，让人民评断他的理

援助金、德士司机援助金和伊斯

通或人力展开竞选活动。

据。」

应提供清晰指南

竞选期间才来做。」

「反贪会也应该发声，并采

舞弊竞选，可通过净选盟官网

议；早前批准的活动，或正在进行
中的政府援助计划，应由公务员来

兰学校的筹募，早就可以开始进
行，但为什么要拖到现在，进行

「看守政府不得使用联邦或
州政府的资金来举办政治集会或会

是否正确。

净选盟2.0呼吁民众举报
取行动对付滥用政府资金和资源

aduan.pemantau.org

至01 1-17721546，或拨打热线

和归还官车是不够的！（看守政

的人士。」
「再者，这两个机构应该

03-79314444 ；同时也呼吁选民

府）他们需遵守有关指南。」

提供清晰的指南，列明在选举期

踊跃投票，反对任何滥用公款来

间，什么行为构成贪污。否则，

竞选的候选人。

进行，而不是看守部长。」
「单使用看守政府的字眼

净选盟2.0表示，他们会重发

，

What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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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州大臣拿督阿末耶谷在彭亨关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在大马陆路

丹举办丹州政府的活动，送出电

公共交通委员会举办的活动上，

视机、风扇、礼篮等物资。而他

宣布全国6万7000名德士司机可

在那场活动为伊党拉票。

4月12日 联邦政府 获得一马德士援助卡，每张卡值

800令吉。他在那场活动上说：
登州大臣拿督斯里阿末拉兹夫移

「我不会忘记德士司机，政府一

交10万令吉予警察继承人信托基

直把德士司机放在心上，若你们

4月10日 登嘉楼 金（TAWP)、5万令吉供登州警

帮我，我肯定帮你。」

察家眷协会（PERKEP)基金、警

雪州政府在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

察家庭每户400令吉和200令吉予
每名官员。

4月10日 森美兰

里移交支票、手提电脑和平板电

大厦移交援助金予非政府组织和

脑，并表示「这是一个（懂得体

有需要人士，这些援助金附有州

恤）的州属，不要忘记投票。」

政府的柄志。

斗亚兰国阵主席拿督斯里哈芝芝

予当地伊斯兰教育机构，努鲁依

棺城

4月14日 雪兰莪 州席的选区内举办活动。阿兹敏阿

森州大臣莫哈末哈山在森州政府

槟州政府拨出额外1750 万令吉

4月11日

兹敏阿里的鹅唛国席和国际山庄

莎、旺阿兹莎、莫哈末沙布也有
出席这场在答东埔举办的移交仅
式。当时，林冠英表示，这证明
他没有反伊斯兰教。

诺在公共服务委员会举办的活动

4月14日

沙巴

上，移交1000令吉给当地共66个
青年组织，并表示国阵会捍卫斗
雅兰的青年。
马六甲首长拿督斯里依德利斯

4月15日 马六甲 哈伦在亚罗牙也主持一马房屋

(PRIMA)动土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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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16日讯雪州大臣拿督
斯里阿茲敏阿里说，雪州希望联盟
的议席分配已经完成，预料将在提
名日之前揭晓有关分配。
他今早颁发拨款予雪州221间各源流
学校后受询时，捎来上述消息。
「我们已完成所有的议席分配，雪州
希盟不排除在明日、后日就公布，或在本
月25日、26日才公布。无论如何，雪州的
议席分配肯定会在提名日之前就揭晓。」
他指出，希望联盟何时公布雪州议席
分配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分配已经完
成，以及雪州希盟领导人在分配议席时，
都达成了很好的共识。
针对有传闻指他将空降到安邦国会选
区，阿兹敏阿里则表示，一切将会遵从党
的决定。

援款引起争议

雪州政府移交1153万令吉第一期拨款予雪州221间学校。前左起为黄瑞林、甘纳答迪劳、黄洁冰、聂纳兹米、阿兹敏阿

「我交由党决定安排我去哪里，党把

当地选民，引起外界及净选盟争议，阿兹

我丢到海里，我会成为一座岛屿，把我丢

敏阿里说，希望联盟拨款的操作方式，与

在陆地，我也会成为一座山。」

纳吉大有不同。

案中。
「相反的，纳吉提供给德士司机的援
助金，以及提高一马援助金数额，都没有

他也笑言，除了安邦之外，他也被献

「我想有必要让净选盟了解，我们与

议到许多地方上阵，如原任首相拿督斯里

纳吉不同的地方。在这方面，我们比纳吉

纳吉老巢北根国会选区及原任副首相拿督

更公开及透明，做出的所有批准全都有在

2018年度拨款，一早已在州议会中讨论、

斯里阿末扎希老巢荅眼拿督。

去年州议会所通过的。」

辩论及通过，当时也因为这项政策已通过

另一方面，针对他日前走访鹅麦国会

他表示，比如兴建清真寺、祈祷室的

选区时，拨款高达200万令吉的「礼物」给

特别拨款，这些都已在去年列入财政预算

通过国会和内阁讨论和批准。」
阿兹敏阿里指出，雪州政府给华小的

州议会批准，所以州政府每年都会制度化
拨款给各源流学校。

「

里、邓章钦、欧阳捍华、李继香及张菲倩。

_陈启新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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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金森遭国阵施压属不幸 」

_陈启新_

莎阿南16日讯|雪州大

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认为，
一名企业人士遭国阵及巫统施

压，是件非常不幸的事。
他针对速柏玛

( S U PERMX )集团董事经理拿

督斯里郑金森，为其上届全国
大选公开支持反对党的行为，
向首相纳吉道歉一事，如此表

不°

「郑金森为何昨日才后

悔，不在去年就后悔，我认
为，这些全是政治花招，我感
到非常不幸。」
阿兹敏阿里说，既然郑

金森指控雪州政府管理水供不
当，那他为何上届大选又要支
持反对党？
郑金森在日前召开记者会

指出，他在第13届大选，因为
受到反对党的影响而公开反对

国阵政府，他对此深感歉意，纟
并 向 首 相 纳 吉 道 歉 。 （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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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千万拨款221多源流学校
莎阿南16日讯|雪州政府移交1153万

他强调，雪州政府从2009年开始就制

令吉年度拨款予221间各源流学校，协助学

度化拨款给州内各源流学校，不是为了在

校提升设施及教学设备。

今年5月可捞取选票，才在今年拨款。

受惠学校包括11间华小、4间独中、

97间泰米尔小学、23间教会学校及5间国
中O

Page 1 of 1

另一方面，阿兹敏阿里说，雪州政府
早在3年前承认统考文凭，反观，国阵政府
已执政中央60年，现在才派糖果，即「考
虑J .承认统考。
他指出，数据显示，我国每年平均有

3000位统考毕业生，可惜中央政府至今都
不承认他们。

中央不重视技职

「中央政府也不重视技职教育的重要
性，在财政预算案里，甚至将技职教育的
拨款削减30%��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说，雪

「雪州政府的任何拨款，都是经过周

州政府2009年开始，每年制度化拨款给各

详策划，甚至带上州议会讨论、辩论及通

在场者包括雪州高级行政议员拿督邓

源流学校，截至2017年，已拨出7216万令

过，并非随意乱批，有网媒指雪州政府的

章钦、行政议员欧阳捍华、黄洁冰、甘纳

吉。

拨款收买选票，是没有根据的。」

荅 迪 劳 和 聂 纳 兹 米 等 。 （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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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洞

也「盗水」水务公司损失25万
哪-个公共翅縣m，棚絲接驳水
1
被揭非法接驳水管
偷取水源，导致雪州水务管理公司损失25万7000令吉。
雪州水供公司客户投诉与公关部总监阿都拉乌夫
表示，该公司是于2周前接获投诉后，展开调查，并发
现该工地附近有2个非法接驳水管。「该非法接驳水管
是输送水供至工地，充作建筑工作的日常用途。」
阿都拉乌夫是于周一联同国家水务委员会前往该
工地进行突击检查，除了切断有关非法接驳水源，也向
有关工地发出违例通知。
据知，国家水务委员会从今年1月至今，共接获了

囯家水务委员会与雪州水务管理公司周
开哭击检查，检举非法接驳水管的工地C

前往甲洞展

16宗隆雪及布城非法接驳水源的投报；该委员会促请公
众一旦发现任何单位盗水，可拨电03-83179333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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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

雪大臣派物资非选举糖果
雪州大臣办公室周一澄清，雪州大臣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日前向选民派发物资，只是履行其责，
这绝非是「选举糖果J。
雪州大臣办公室策略通讯主任任绍龙周一发文
告表示，大臣上周六在鹤唛国席与国际山庄州席的
选区内4个地点，分派发款项和物资。
文告说，《当今大马》报道阿兹敏阿里所派物
资高达224万令吉，但实际数额只有96万7150令吉。
文告说，而且当天派发的是支票，而非《当今
大马》所指的现金，所以这是一个有误导的新闻标
题。同时，大臣当天也非派发苹果平板电脑，派发
的是三星平板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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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耕庄

村民借地充火箭行动室
C 村村民潘氏兄弟为感谢原

适耕庄

任州议员黄瑞林出手相助解决土地纠

c村支

纷，决定提供该土地作为行动党
部的大选行动室。

潘氏兄弟中的潘明福说，有关土
地在60年代初居住两户住家，其中一户
便是潘家，惟在政府开放申请土地批
准信时，被人申请纳入名下，令他一家
失去土地拥有权。法庭也在2014年宣
判，该地属于对方所拥有，潘氏一家被
迫搬离该地，面对无家可归的苦境。
土地纠纷终在黄瑞林出手相助
下，多番向雪州政府及土地局寻求帮
忙，最终成功为潘氏兄弟争取50%的土
地权。因此，潘明福为感谢黄瑞林，
出借土地作为大选行动室，为村民提
供查询资料的服务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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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家：皆倾向派大选糖果
新山16日讯|柔佛朝野阵营推出竞选

报财产，但这些雪模政府都已在执行，希盟

宣言，受访分析人士认为宣言内容大同小

提出的大臣两届任期限制，在西敏寺政治体

异，甚至在某些事务上倾向派大选糖果。

制上，要落实还需要解决许多技术问题。

独立民调中心经理陈承杰接受《东方

陈承杰分析，伊党的竞选宣言则明显

曰报》访问时直言，从各方的竞选宣言来

示贯彻吉兰丹政府的伊教政策，是否能令

看，各阵营都试图通过派糖果，回应目前

柔州选民买单令人质疑。

物价高涨的局势。
「从国阵的竞选宣言，可看出该阵营

政治评论学者潘永强博士点评，柔国阵
竞选宣言只是在延续旧政策，没有新思维。

长期执政的能力及局限。在柔州缺乏执政

「其实，能做的在执政时就该去做，

经验的希盟，则明显照搬在野党执政的槟城

不必放在竞选宣言内。州政府权限不高，

及雪州政府政策。至于以伊党为主的和谐阵

没有办法提出政策性的主张。」

线，则无法拿出成绩单，宣言显得空泛。」

他说，各阵营的重要竞选宣言早已在全

他指出，尽管国阵提出行政议员需申

国宣言中提及，各州属的宣言已显得次要。

17 Apr 2018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Page: 8
Printed Size: 808.00cm² •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d Value: MYR 45,015.85 • PR value: MYR 135,047.55 • Item ID: MY0032314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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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二霍板社區報

Page 1 o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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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

黃雪娟：水災困擾多年
“口要
，、下
大雨，我会观察河
流是否出现泛滥。
水灾带给我们
多年困扰，我们的
疑问是何时可以解
决这个问题。”

嚷縦.，，着

龜，
'••'

"sf v

劉美珠：速清理排水系統
“我I
•1.由于河流没有河提，只要降雨量太多，河水必
会高涨而泛滥，让周边住户首当其冲。
•2.只要大雨导致河流高涨而回流后，这条道路就
会变成“泽国”。
•3.沟渠旁长满杂草，加上垃圾堆积在渠道，影响
•4.罗丽娟（左起）与郑耀民等人巡视造成水灾源
头的5=

近的排水系统因太
多垃圾堵塞，造成
排水功能失效，大
雨时会造成闪电水
灾，盼当局派人清
理o"

•5.排水系统长期没有清理，垃圾又多，排水功能

#©©#加影流古路翠嶺花園
(加影16日讯）只要下大雨，
加影流古路翠岭花园后面住宅区约
30间住家就会因河流泛滥而面对家
园变泽国情况，居民多年闻雨色

况°
受到水灾影响的住户，以板屋居
多。虽然出人道路在两年前已建设地下排
水系统，可水灾祸因来自河流；因此居民
要求当局正视有关问题。

变，盼早日挥别水灾恶梦®

马华乌冷区会秘书郑耀民今早与妇
女组主席罗丽娟、居民委员主席刘卿延及
乌冷新村发展官张贵权等人前往巡视时，
居民纷向他们申诉当地长期被忽略的苦

希望找出方案解决问题
居民表示，受影响的住家与河流近
在咫尺，只要大雨造成河水高涨，地下排
水系统因河流泛滥无法将雨水排出，就会

失效。

出现倒灌而淹水，水位高约至少1至2呎》
居民说，他们在近10年都面对水灾
问题，感到困扰，虽然水利灌溉局偶尔会
清理河流，可却不能解决河水泛滥问题。
居民披露，他们希望当局给予协
助，找出方案助解决问题，否则每每下大
雨时，就会令到居民感到压力*

郑耀民：应提升河流筑河堤
郑耀民指出，由于河流没有河堤，

李瑞榴：水災問題沒解決
首要的治水工作就是提升河流，筑起河
堤，才能解决居民面对的水灾困扰。
他说，河流无法负荷太多的排水
量，就会造成河流泛滥，只要河流没有获
得提升，闪电水灾不会停止，既然大雨带
给居民苦恼，水利灌溉局受促挖深及清理
河道。
他理解这些居民的困扰，如果国阵
在来届大选重夺雪州政权，必定会着手处
理有关问题。

影
响
的住户靠近河流，
当下大雨时，必定
受到水灾影响
水灾问题迟迟
没有解决，让我们
长期被忽略，不被
关心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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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敏捍衛雪州政權的挑戰

f

本報特約

阿敏 Amin Iskandar^B
媒体工作者

M

过去3年内，雪兰莪州务大臣
阿兹敏阿里的政治声望持续攀
升。
在1998年，当安华被内阁开除时，阿
兹敏初涉政党，他只是该名前副首相的助
理。
他现在是受欢迎的雪州州务大臣，因
为州政府推行了各项惠民的政策。
在雪州政府官员中，阿兹敏很受欢
迎，因为州政府在2018年雪州预算案中宣
布派发3个月的花红给他们《
但从政治角度来看，阿兹敏需要处理
许多“乱七八糟和布满荆棘”的事情。第
14届大选是阿兹敏担任州务大臣以来，首

次面临的考验。
阿兹敏需要获得委托，因为他所领导
的州政府，最初是由被公正党通过“加影
行动”开除的卡立所领导的。
阿兹敏的主要挑战是确保希望联盟的
成员，包括公正党、行动党、国家诚信党
和土著团结党，能够推翻国阵的政权，并

这也导致雪州与其他州属相比，希盟
迟迟未以一个团队进行活动的原因。
阿兹敏与其他公正党领袖和伊党保持
合作两年多以来，伊党还坚持派出候选人
竞选雪州几乎所有的国与州议席。
除了传出柏耶加斯州议员莫哈末凯鲁
跳槽加人公正党以让其继续上阵该议席之
外，与伊党保持关系看来并没有带来什么
成果°
雪州希盟的议席分配是最难完成的事
情。公正党、行动党、诚信党和土团党就
雪州议席分配谈判数月，最终还是由希盟
中央议席协商委员会接手该任务>
直到国会在4月7日解散，希盟中央议
席协商委员会仍然不能解决问题。
公正党、行动党、诚信党和土团党就
6个州议席，包括南柏再也、斯里沙登、
双溪武隆、双溪班让、哥打白沙罗和杜顺
大，无法达至共识。
无法解决议席分配的问题，导致雪州

捍卫这个富裕的大马
除此之外，阿兹敏还必须面对前盟友
伊斯兰党，如今他们选择单打独斗，并有
可能成为“麻烦人物”，从而让国阵在部
分议席上占有更多优势。

希盟寸步难移，相比起其他州属已经启动
竞选机制和宣布候选人，雪州希盟的时间
已经越来越紧迫。
议席分配的问题，再加上阿兹敏还未
厘清与伊党的关系，都让阿兹敏难以团结
雪州希盟。

公正党（前称国民公正党）自1999年
首次参与竞选，直到2013年他们都与伊党
携手合作。

因此，希盟在雪州的竞选机制至今还
未启动，因为没有人能够确定谁将成为来
届大选的候选人。

伊党不仅在雪州，而是在全国范围
内协助公正党，尤其是在他们的竞选机制
上。
在2008年的选举中，国阵首次失去了
雪州的政权，-位公正党州议员告诉我，
其大选选举机制百分之百都是由伊党成员
组成的。
公正党对伊党的依赖是如此的强。这
就是阿兹敏和其他公正党领袖如蔡添强在
希盟成立后，还持续与伊党保持合作关系
的原因。
这举动导致退出伊党后成立的诚信党
受到威胁。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他们的盟友
行动党身上。

另外，第14届大选使用新的选区划
分，而支持希盟的选民已经被搬迁至其他
议席，这让国阵更有优势。
球已在阿兹敏的脚下。公正党身为雪
州的支柱政党，他如何能够团结雪州希盟
并进一步捍卫雪州政权》
-旦阿兹敏成功了，他在公正党的地
位将会变得更稳固’一旦失败，他将很难
打败党内的政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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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付不起清盤手續費

要求政府補手級n
報道•藍秀儀攝影•何正聖
(蒲种16日讯）绍佳娜蒲种居民寄望不管哪

&區
•"，趴趴走

愛蒲

司在2013年中向他们征收屋价2%的手绩费，许

个政党在本届大选执政，都能协助他们解决久而

多人负担不起这笔费用，有苦自己知，也感到愤

未解的分割地契及清盘司征收高额手续费问题。

怒。

《大都会》社区报记者日前走访属于斯里沙

地处偏远市郊的绍佳娜蒲种因为发展商财务

登州选区的绍佳娜蒲种时，获告知大部分屋主

陷困而宣布清盘，结果清盘司向屋主征收手绩

过去皆为久久未获地契而苦恼，更头疼的是清盘

费，否则屋主将没法获得分割地契。

居協顧問：盼關注民生問題

3召佳娜蒲种居民盼早日获得地契
$77佳娜蒲种
土口居民协会
顾问纳登指出，据
他了解，逾2000户
排屋屋主当中，仅
有250户已缴付清盘
手续费，并已陆续
申请获分割地契，
意即还有大部分的
屋主迄今还未获得
地契。
他抨击这是国阵政府涉贪留下的问
题，古果却由屋主承担®
他说，屋主受促须付1万至1万2000
令吉的清盘手续费，这是第-手屋主的
收费，要是屋子经过转手，则以新屋价
计算，新屋主被征收费用更高，非常吃
不消。
他表示，该花园居民都是收人中下
者，有关费用对大家来说非小数目。
“希望城市和谐、房屋及地方政府
部关注我们花园的问题，插手与清盘司
协调以解决问题，若不能撤销手续费，
也尽量减低有关费用”
此外，他透露，蒲种绍佳娜最大的
民生问题是骨痛热症，其病例是雪州最
高。

蒲种14哩商业区为热闹商区，在繁忙时刻停车位难求

蒲種14哩商區治安改善葉品澤：盼大選後有轉機
t选区重新划分后，斯里沙登州选区
的巫裔选民增加，其中蒲种14哩商
业区及绍佳娜蒲种是混合选区，华裔选民不
少。
蒲种14哩商业区近年来发展成闹区，不少
街坊受访时，纷纷表示治安已有所改善，外劳
虽然不少，但鲜少听闻他们制造事端，大致上
商家、小贩和民众都感觉安稳。

尋求州議員協助
胡觀祥(72歲)
“我住在蒲种数
十年，从以前投选沙
登国会议席，到现在
成为蒲种国席选民，
都有履行公民责任去
投票®
我的地址虽然
是属于斯里沙登州选
区，不过当面对问题
却是寻求较为熟悉的
行动党金銮区州议员
黄思汉的协助。”

々77佳娜蒲种居民叶品泽表示，发展商倒闭
土口后，却要屋主买单付费，是很不公平的做
法。
他表示，他本身未缴付该笔清盘手续费，目前保
持现状观望，盼望大选后会出现转机*
他说，此事牵涉到联邦政府及前朝雪州州政府，
期望来届大选改朝换代，不再有弊端。
“事实上，我们生活中有许多无处不在察觉不
到的花费，衣食住行都影响，例如消费税、大道收费
站。”
叶品泽对雪州民联政府的服务给予肯定的评价，
不过他认为需要改善的地方是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加强
配合，造福子民，例如解决水供问题。

關注衛生問題
胡美紅（小贩）
“以前不时听闻攫夺案，
汉民华小也数次遭爆窃，最近
较少发生罪案&
我较为在意的是沟渠有
阻塞且很臭，街道还是常见垃
圾，也曾有住在店屋楼上的住
户高空抛垃圾，甚至丢下死老
鼠，恐怖又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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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I 日讯）
6

行动党昨晚于曱洞星光
岭草场的大选造势讲演
会因大雨及技术问题而
中断后，主办单位!E布
停止讲演会，民众乱中
有序离开现场。
主办单位在晚上8时
45分宣布停止讲演会，该
局在现场向民众作出该项
宣布后，告知民众他们将
在社交媒体交代下一场大
选造势讲演会的日期及地
该场讲演会开始时就
下起小雨，较后雨势越来
越大，主办单位在第二位
演讲者，即原任甘榜东姑
州议员刘永山演讲完毕后
宣布中断讲演会。

星光嶺行動黨造勢活動

•行动党泗岩沫于甲洞星光岭草场的大选造势讲演会进行至半
途突然下起雨，民众纷纷撑伞听演讲。前排左三起为黄思汉、
方贵伦及杨巧双。

大爾攪局講演會中斷

17 Apr 2018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Page: 5
Printed Size: 583.00cm² •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d Value: MYR 32,480.00 • PR value: MYR 97,440.00 • Item ID: MY003231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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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雨势太大，讲演会被逼中断，部分民众前往凉亭避雨。

希行

II
S
正文

早前，原任金銮州议员
黄思汉表示，他与行动
党泗岩沫国席候选人杨巧双共事
10年，她是一名亲切及不时亲自
下场会见选民及有求必应的人民
代议士
“我相信在她及行动党甲洞
候选人林立迎的配合下，必能为
这一区选民带来很大改变。”
他说，希盟的竞选宣言中提
及让家庭主妇拥有公积金户头，
从丈夫每个月公积金扣取2%放人
她们的户头，而希盟政府也将贡
献50令吉给该户头。
“我看到现场有好多妇女出
席讲演会，我想告诉她们，-个
成功的家庭，背后一定有•名伟
大的母亲。”

他也说，其服务中心经常接
到吉隆坡选民的询问及欲申请成
为雪州健康关怀计划的受惠者，
惟该计划仅给雪州子民，让吉隆
坡子民妒忌。
“只要希盟执政联邦政府，
将会全国实行该项福利政策。”
另-方面，刘永山则说，上
届全国大选种下改朝换代的火，
因此大家在来临的全国大选看到
机会，他呼吁大家给予支持，创
造奇迹。
“我们要改善国家体制，让
机制更为独立。”
他也呼吁现场民众将拍下的
照片及影片分享给友族同胞，让
他们获得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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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母亲。”

楊巧雙透過社媒感謝選民出席

卩管杨
"巧双

々C"

来不及上台演
讲，惟她事后透
过社交媒体与选
民交代，并感谢
他们的出席。
同时，她在
讲演会还未开始
前，与团队到甲
洞马鲁里夜市拜
票，与选民握手
问好。

•杨巧双（左二）到甲洞马鲁里夜市拜票，与选民握手问好。

出席者包括
行动党原任武吉
免登国会议员方
贵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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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左四）移交各源流拨款给学校代表。左起为甘
纳巴迪劳、欧阳捍华及邓章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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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华小代表非常感谢州政府的拨款

1

阿茲敏：雪9年撥7216萬給各校

華小獨中獲播4170寓
(沙亚南16日讯）雪州大臣拿督斯
里阿兹敏指出，雪州政府于2009年起至
2017年拨给各源流学校的拨款高达7216
万令吉，其中华小和独中所得到的拨
款达4170万令吉！
他披露，淡小获2970万令吉，国民型中
学及教会学校则获75万5200令吉。
他说，州政府于2009年开始落实各源流
学校制度化拨款，当时候的拨款就达1000万
令吉

今年华小独中获900万
“不过，在我接任雪州大臣职后，就已
调高至1500万令吉，而今年华小及独中可获
900万令吉、淡小500万令吉，教会学校和国
民型中学可获100万令吉。”
阿兹敏于今日移交拨款给各源流学校代
表时表示，州政府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所以
执政雪州以来，就开始每年制度化拨款给学
校，以减轻校方的经济负担，协助学校有更
好的人文发展。
他揶榆联邦政府反而在2018年的财政预
算案中，减少30%的教育拨款。
他强调，州政府并不是在大选前才来批

•受惠的各源流学校代表与雪州行政议会团队合影。左三起为黄瑞林、甘纳巴迪劳、
黄洁冰、聂纳兹米、阿兹敏、邓章钦、欧阳捍华、李继香和张菲倩。
准这笔拨款，以“钓取”人民的选票；而各
源流学校的拨款早在州议会上公开辩论及通
过。

阿兹敏：国阵应大方承认统考
阿兹敏讽刺国阵在承认统考文凭上-直
“摇摆不定”，只敢在竞选宣言上列上“可
考虑”承认统考的条件，旨在夺取华人选

票，但这些技俩早已被人看穿。
他说，雪州政府早在2016年就正式承认
独中统考文凭，而国阵应该学习州政府，大
大方方承认统考。
出席活动的嘉宾包括看守政府的雪州
高级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行政议员欧阳捍
华、黄洁冰、聂纳兹米及甘纳巴迪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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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備水2年捉到了
水供公司損失逾25萬
甲洞
(吉隆坡16日讯）国家水务委员会
(SP A N ) 今 午 对 一 个 涉 及 偷 水 活 动 约 2
年的公共交通设施工地采取行动。
有关工地位于甲洞大街，当局是在接获
雪州水供公司的投报并展开调查后，于今午
带队前往该工地展开取缔行动|
国家水务委员会企业公关高级执行员罗
碧梅指出，当局是援引2006年水供服务工业法
令（655法令）123 (1 )条文展开取缔，即任
何人都不可在不获水供公司合法户口下，擅
自接驳水源，•旦罪成，将面对不超过10万
令吉罚款，或监禁不超过一年或两者兼施。
她说，该工地通过两个直径32毫米及15
毫米的HDPE水管接驳水供公司的地下水管，
作为建设工作、员工宿舍及日常用途。

今年截至4月接16宗偷水投报
国家水务委员会公关主任阿都拉乌夫透
露，有关偷水活动造成雪州水供公司蒙受多
达25万7448令吉34仙，或11万2915立方米无收
益水的亏损，估计已偷水达673天。
他说，国家水务委员会在今年1月1日至
4月16日期间，共接获16宗有关偷水活动的投

报，涉及地区包括雪兰莪
城。
欲提供偷水相关情报的公众，可致电
国家水务委员会(03-8317 9333 )或电邮
Maduan@span.gov.my

0

国家水务委员会执法人员抽取
水源样本，进行化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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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辑極^®
雪州馬丐么吟于百種思維
中 昆戰
i

文/庄敏（總社記者）
前到以马

曰 来居民为

主的廉价组屋采访，在媒体界有“迟到大王”称
号的部长迟到3小时，让我有时间与马来选民聊
选情，5名马来选民给了我5种选择支持哪个政党
的不同思维，令我意想不到&
这个廉价组屋在龙溪，505大选，这是巫统
在雪州赢得的12个州席之一；巫统候选人在这
个马来选民占近70%、印裔14%、华裔12%的选
区，以2317张多数票胜出
前辈说，马来选民对华裔记者会诸多防
备，不会说真话；但在这个传统巫统选区愿意与
我分享想法的马来选民，让我更深一层明白我们
华裔所不理解的马来人思维。
妇女选民A ：我对大臣阿兹敏和州政府表
现满意，不过反对党做了2届，我想是时候换回
国阵了，我因为不符合资格无法拿一马援助金
(BRIM)，但我想国阵若执政雪州，我就能受
惠°
男子选民B ：我是首投族，我还不知道要投
谁，但我的家人一直都是投巫统，我想这_ •次我
们全家人都会作一样的选择®
中年男子选民C ：上一届我投民联，我会继
续支持他们，因为我不要诺奥马做我的大臣，阿
兹敏比他好，虽然我觉得他的表现普通S
巫统忠实支持者选民D ：我希望巫统能执政
_州，虽然现在的雪州政府，我可以不用还水费

和门牌税，但如果巫统执政，原本的这些好处还
是会保留，而巫统重新做政府会给我们更多，这
样最有利的还是选民《
4 个孩子的妈妈选民E ：其实很简单，做得
不好就换，既然现在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如换
•换，做个改变，若新政府不好，我们再换回，
没有损失《
你看，马来选民的思维有多复杂？我与近
10名马来选民聊天，都发现他们有几个共同点：
參会受到家人影响，一家人几乎会支持同
—阵营；
•只会支持认识、会关心自己与民生课
题，服务口碑好的候选人，不常露脸的候选人将
被睡弃；
•对州政府表现满意不代表就会继续给予
机会，也会关注州反对党的献议，比较何者能给
的好处最多；
•关注朝野的雪州大臣人选
如此看来，马来选民似乎比华人选民来得
务实？马来人是个“讲义气”与注重人与人之间
感情的族群，认识的一定支持，选人不选党。
有趣的是，这些马来选民告诉我的都-样：尊重马哈迪，对阿兹敏满意但对他好感普
通，不喜欢首相纳吉
这次大选，马来选民心思太难测，谁也说
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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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6日讯）雪州
大臣办公室澄清，早前往鹅
唛和国际山庄选区颁布拨款
与派发物资的雪州大臣拿督
斯里阿兹敏，并没有向当地
民众派发现金；同时，阿兹
敏在活动中派发的物资总额
亦不达200万令吉，直接驳斥
网络媒体《当今大马》的新
闻报道存有严重的错误。
雪州大臣办公室认为
相关的报道已对阿兹敏的声
誉造成影响，因此要求《当
今大马》针对报告进行更正
和承认错误。
雪州大臣办公室发布
文告指出，《当今大马》于
周六晚上载的.-则报道，称
D=^
雪州看守州务大臣阿兹敏在
其原属的国州议席选区内
颁布社区拨款，并派发救济
金、助学金与电脑等物资，总共超过200
万令吉
文告表示，报道指阿兹敏派发现款并
非事实。

大
臣
辦
公
室
斥
網
媒
幸
道
錯

雪
大
臣
没
派
i發
現
金

活动现场只派发物资
“活动现场并没有派发现金，而是转
交支票予通过正式渠道申请的活动拨款
此外，活动现场也没有派发Ipad，而是发
放更廉宜的三星平板电脑给合适的相关人
士°
“
文告补充，活动现场所派发的物资证
明文件，皆可透过鹅唛区办公室和国家经
济规划办公室进行核实。
此外，雪州大臣办公室也驳斥报道中
指阿兹敏颁布的款项和发放的物资达224
万令吉。

物资总值96万非200万
文告澄清，阿兹敏在4场活动派发的
援助物资总额仅为96万7150令吉。
文告指出，对于《当今大马》在报
道前没有联系相关负责人员进行核实的做
法，表本遗憾。
文告形容，活动中所派发的援助金大
部分皆是用于提升公共设施，其余则是用
于帮助有需要的人士和教育发展用途。
雪州大臣办公室亦表示，活动中派
发的援助金和物品，皆是在议会解散之前
就已落实的申请，而非为选举临时决定活
动。同时，报道中的标题使用“物资”：
眼，也具有误导性。
文告强调，社区拨款是人民代议士
的常规职责，阿兹敏亦曾在社交媒体上公
开宣布此类的拨款活动，而阿兹敏在去年
的12月16日亦曾举办过类似的社区拨款活
动°

Page 1 of 1

17 Apr 2018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Page: 8 • Printed Size: 356.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 Ad Value: MYR 8,846.06
PR value: MYR 26,538.18 • Item ID: MY0032316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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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兹敏（中）移交各源流学
校年度拨款给受惠的学校代表。
左起为欧阳捍华和邓章钦
阳捍华和邓章钦。

阿茲敏：25或26日公布候選人
prlkh

(沙亚南16日讯）雪州大臣拿
督斯里阿兹敏证实雪州希盟已完成
州议席分配，预料将在本月25或26
日在一场大型活动上公布候选人！

有新旧面孔上阵
不过，对于他是否留在鹅唛国会议
席守土或空降到安邦国会议席上阵，阿
兹敏大卖关子，并笑言：“我确实接获
许多献议，包括去北根或崙眼拿督，但
我何去何从，就交给党去决定。”
他甚至打趣说，党派他去到海，他

就变成岛屿；派他到陆地，他就变成山
峰。
另外，雪州希盟选举主任艾斯尔再
也告诉媒体，正如雪州希盟主席阿兹敏
所言，雪州希盟的州议席分配，包括之
前争议的6个州议席分配，都已在48小时
前解决
对于州议席的分配是否遵循•定的
“百分比” •事，艾斯尔再也指出，希
盟是根据各选区政党的实力及胜算为议
席分配最大考量《
他说，在今届的大选中，确实有新
旧面孔上阵，也有一些州议员可能转战
国会。

鵝喽200萬撥款去年已逋過
E=l 外，对于网络媒体日前报道雪州大臣阿兹敏走访鹅唛国

力1会选区时，拨出超过200万令吉的拨款给当地选民，引起
外界及净选盟非议，阿兹敏今日受询问时“喊冤”，并澄清有关
的拨款都是在去年的州议会上所通过的2018年财政预算案拨款、
他说，这笔拨款都是已在州议会上公开辩论及通过，而不是
临近大选时才所作出的批准。
他以今日州政府颁发各源流学校拨款为例，各源流学校的拨
款都是特定的拨款，同样都在州议会上通过的。
“雪州政府所作的都是公开且透明，反而值得让人非议的是
纳吉的联邦政府，请问调高一马援助金、一马德士援助卡可有获
得内阁或在国会批准？我想纳吉才是应该被纠正的人。”
指郑金升道歉是政治戏码
对于速柏玛执行主席拿督斯里郑金
升日前公开向纳吉道歉-事，阿兹敏直
指前者为上届大选公开支持反对党而道
歉，是•件不幸的政治戏码。
对于郑金升向首相道歉之余，也表
达不满州政府处理水供不当问题，阿兹
敏对此质问为何郑金升选择在昨天才来
表达不满呢，为何不是在去年就提出抗
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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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政府爲何能批地？
胡桑到丹大臣辦公室抗議
(哥打崙鲁16日讯）吉兰丹州希望联盟主席胡桑
慕沙今日直驱丹州大臣拿督阿末耶谷的办公室，抗议
“看守政府”大臣要召开森林小组会议，以讨论大批
森林保留地的申请事项。
他怀疑会有大批的森林地在大选前被批出去，所
以，希盟也考虑申请庭令，以确保任何在有关会议里
获得批准的申请都无效。
他希望能在大选前夕得到庭令，因为上述会议的
结果将对以后的州政府带来很大的影响，包括签约方
也要承担有关合约所带来的后果*
他质问，为何目前处于“看守政府”状态的伊党
州政府，还能批准森林地，并怀疑这是政治献金的伎
俩。
大臣不在抗议书交助理

也是哥打崙鲁国会议席希盟准候选人的胡桑，今
早在一名律师莫哈末尤索的陪同下来到丹州政府秘书
署的大臣办公室。
不过，阿末耶谷并不在，胡桑唯有将抗议书交给
大臣的其中一名助理。
据他所了解，这些都是新的申请，而且，他今天
巧遇了其中一名树桐商，对方手上有-大叠的申请文
件°
此外，有关当局今天准备呈进森林小组的计划
书，有些是申请5000英亩的森林地，有些甚至是1万英
亩。

lilt I
胡桑慕沙（右）展示希盟的抗
议书，旁为莫哈末尤索律师。
几天前，胡桑已经在脸书通过
-封“给吉兰丹州务大臣的公开信”
里，促请阿末耶谷取消相关会议，同
时不在此时批准任何森林地的申请。
据他探知，丹大臣将在今天（星
期--)召开上述小组会议。
他较早前也提醒阿末耶谷，丹州
议会已经在本月7日解散，作为看守政
府（caretaker)，必须避免作出任何新
承诺，更何况是有关批地的合约。而
且，阿末耶谷是看守政府的暂时性大
臣，根据法律，他目前是不能行使其
行政权了，只能等待新政府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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