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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ganti Azmin perlu lebih baik
Rakyat mahu MB
baharu mampu
kerja kuat,
amanah

info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perkenan
mengadakan Istiadat
Pelantikan dan Angkat
Sumpah MB baharu esok

NORAFIZA JAAFAR

SHAH ALAM

M

enteri
Besar
Selangor yang
baharu diharap
memberikan penumpuan
kepada kumpulan peniaga
melalui suntikan modal atau
kemudahan ruang niaga lebih
selesa bagi mengembangkan
sektor ekonomi dalam
negeri.
Peniaga santan di Pasar
Pagi Selayang Baru, Azlan
Adam, 44, berkata, kebajikan
peniaga kurang diberikan
perhatian berbanding penjawat awam sedangkan
kumpulan tersebut juga ada-

AZLAN

lah pembayar cukai.
Menurutnya, peniaga
menghadapi masalah dalam
mengembangkan perniagaan
disebabkan kewangan terhad.
“Kalau boleh menteri besar yang baharu nanti dapat
membuka mata akan nasib
peniaga sekurang-kurangnya
memberikan pinjaman tanpa
faedah atau suntikan modal
percuma sebagai memberikan semangat kepada peniaga merancakkan ekonomi

Rakyat mengharapkan menteri besar baharu sehebat Azmin dan mampu mentadbir Selangor lebih baik.

dan menambah pendapatan.
“Saya tak kisah siapa pun
pengganti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janji
mempunyai karakter seorang
pemimpin yang mampu
membuat kerja seperti Azmin,
jujur dan amanah serta tidak
korupsi,” katanya.
Beberapa nama disebut-

sebut bakal menggantikan
Azmin termasuk Adun Ijok,
Dr Idris Ahmad; Adun Sungai
Tua, Amirudin Shari dan
Adun Seri Setia, Dr
Shaharuddin Badaruddin.
Pengerusi JKKK Batu
Arang, Nor Arzmy Abdul Aziz
pula berkata, beliau melihat
golongan pertengahan dan
warga emas di kawasannya

lebih cenderung memilih Dr
Idris yang disifatkan layak
menyandang jawatan tersebut.
“Orang lama kelebihannya slow and steady, diamdiam ubi berisi, mampu bekerja namun tak perlu terlalu
menonjol.
“Saya yakin beliau mampu menggalas tanggung ja-

wab itu dengan baik. Azmin
telah menyediakan asas dan
Dr Idris hanya perlu meneruskan kecemerlangan
pentadbiran kerajaan negeri,”
katanya.
Ketua Biro Ekonomi NGO
Persatuan Putra Malaysia,
Datuk Seri Said Nazar Abu
Bakar berkata, beliau berharap Amirudin dipilih menteri besar namun menjunjung
titah perkenan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Saya yakin Amirudin
mampu meneruskan kecemerlangan Azmin berdasarkan tunjuk ajar dan sering turun padang bersama
MB sebelum ini,"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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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 Roro diletakkan di beberapa kawasan strategik untuk pembuangan
sampah pukal.

Tong Roro percuma untuk
buang sampah pepejal
HULU SELANGOR - Majlis
Daerah Hulu Selangor (MDHS)
menyediakan 31 tong ‘roll on
call’ (Roro) secara percuma bagi
memudahkan orang ramai melupuskan barangan pukal sepanjang Aidilfitri ini.
Pegawai Komunikasi
Korporat MDHS, Junainah
Abdullah berkata, tong Roro untuk muatan berat tiga tan itu diletakkan di beberapa kawasan
tumpuan di Batang Kali, Bukit
Beruntung, Bukit Sentosa, Kuala
Kubu Bharu dan sekitarnya.
Menurutnya, perkhidmatan
tersebut disediakan bermula 12
Jun hingga 25 Jun dan hanya untuk pembuangan sampah pepejal manakala sampah domestik atau makanan tidak
dibenarkan.
“Antara sampah pukal se-

perti barangan elektrik termasuk
peti ais, radio, televisyen, pengecas bateri, telefon bimbit dan
perabot lama iaitu almari, sofa,
tilam serta sampah kebun.
“Pihak MDHS berharap agar
penduduk memberikan
kerjasama dengan membuang
sampah pukal tersebut ke dalam
tong Roro bagi memudahkan
pihak kontraktor membuat
kutipan.
“Inisiatif ini juga dapat menjaga kawasan sekitar agar berada
dalam keadaan bersih dan selesa,” katanya.
Sebarang pertanyaan berhubung perkhidmatan tong tersebut boleh hubungi Jabatan
Pengurusan Sisa Pepejal dan
Pembersihan Awam MDHS di
talian 03-60641331 atau 036064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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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17 residents fear possible dengue outbreak
POTHOLES and unfinished infrastructure work around a high-rise
development in Section 17, Petaling
Jaya is worrying residents on the
possibility of Aedes breeding
grounds in the area.
Tan Wai Fong, a resident, who
contracted dengue fever, is concerned if there were Aedes mosquitoes in the area.
Her concerns came about
because her 77-year-old mother

was admitted to hopsital last week
after falling ill with dengue fever.
"I am worried that the ongoing
infrastructure works are breeding
grounds for Aedes mosquitoes,"
said Tan, adding that heavy rain
would cause stagnant water to
build up in the potholes.
Residents would be more at ease
if the potholes were patched up
and infrastructure works were
completed.

Tan said she checked with the
Selangor Health Department and
was informed that there were 78
dengue cases reported between
June 3 and June 9 within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s (MBPJ) jurisdiction.
The unfinished infrastructure
works and potholes are also dangerous to passers-by and motorists,
especially at night.
Bukit Gasing assemblyman R.

Rajiv said he was not aware of any
dengue outbreaks in the area
recently but would check with the
authorities on the matter.
"So far, no resident there has
complained to me about a dengue
outbreak except for one person.
"I will get the updated figures on

dengue from MBPJ after the Hari
Raya break to ensure that Section
17 is not a hotspot for dengue,"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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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7日

讯）泗岩沫区候
任国会议员杨巧

古拉指的“驚喜”難道是她

双，或担任国会

下议院副议长？
自希望联盟成功入主布城
后，民众力推也是雪州议会前
议长的杨巧双担任新一届国会
下议院议长，不过，希盟内部
消息透露，杨巧双或任副议长
职，而非议长。

猜測努魯任議長
人力部长古拉早前接受媒体
专访时透露，国会下议院议长
将会让人“惊喜”，暗示大马
可能会迎来史上首位女议长，
但排除了行动党士布爹区候任
国会议员郭素泌和杨巧双受委
议长的可能性。
另外，行动党古来候任国会
议员张念群受访时指出，她认

为自己担任议长的可能性不
大，并猜测公正党副主席努鲁
依莎或受委为议长。
询及为何认为努鲁依莎可能
担任议长，她说，因为前者没
有入阁，所以较大机会出任议
长，但这仅是其个人猜测。
行动党木威区候任国会议员
倪可汉则说，目前尚未收到有
关国会下议院议长的人选名
单，因此不清楚希盟和国阵推
荐的议长人选。
“最重要是遴选出合格人选
担任议长，因此不论男女都可
受委。“

询°及国会议员受委为议长会
否影响独立性，倪可汉认为，
任何受委为议长的人士，无论
是否为现任国会议员，都应谨

•张念群

•郭素沁

记自身的议长身分，保持
中立，公平合理地依据议
会常规主持会议。
“就如国会议员并非只
是代表个别政党，我们是
人民代表，所以在服务人

丨努鲁

民的时候，也会一视同
仁的对待需要协助的人
民o ”
°据了解，由于下议院需
要针对重要法令表决时，
议长必须独立主持议会，

•杨巧双
并无投票权，副议长则会
放下副议长身分，履行国
会议员责任参与投票，所
以现任国会议员一般不会
是议长人选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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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日讯）距离
雪州新大臣宣誓就职仪式
只有2天，最终有机会出线
的依然是雪州行政议员阿
米鲁丁和候任依约州议员
依德利斯！
自从雪州大臣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在5月21曰决
定上京担任经济事务部长
后，雪州苏丹沙拉弗丁已
同意本月19日在巴生阿南
沙王宫委任新大臣，意指
曾担任4年雪州大臣一职的
阿兹敏阿里在同日正式卸
任。
过去一个月来，新任大
臣的热门人选就一直纠缠
于阿米鲁丁、依德里斯、
斯里斯迪亚区州议员沙哈
鲁丁、双溪甘迪斯区州议
员苏海米和巴也加拉斯区
州议员凯鲁丁。

揭
忠

新大臣19曰宣誓
早前，在公正党党职较
高的沙哈鲁丁和在雪州较
为资深的阿米鲁丁被视为
接棒的最热人选，但中期
却跑出从伊斯兰党跳槽至公正党的
“黑马”凯鲁丁，惟后者因刚跳槽
而难以服众，逐渐被踢出局，至于
沙哈鲁丁则面对健康因素而黯然出
局。
据《中国报》获得的消息指出，

即使苏丹殿下早前召见
阿米鲁丁和依德利斯，
可是王宫已下了封口
令，两人对新大臣人选
只字不提，行政议员和
州议员也对新大臣人选
完全不知情。
“无论如何，新大臣
相信将是阿米鲁丁和依
德利斯之间二选一。”
消息指出，虽然周一（IS曰）将
举办大臣宣誓就职的彩排，可是新
任大臣未必会在当天出席。
“周三（I 曰）的新大臣宣誓就
职仪式中，所有行政议员都受邀出
席。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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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派系明爭暗鬥
4丨、丨新大臣人选事件，除了是2
名州议员之争，更明显反映
阿兹敏阿里和旺阿兹莎派系的明争
暗斗！
2名大臣人选也分别来自不同派
系，即阿米鲁丁是阿兹敏阿里的爱
将，依德利斯则是公正党主席拿督
斯里旺阿兹莎的人马。
阿兹敏阿里在雪州的实力非常巩
固，旺阿兹莎虽曾千方百计削减
阿兹敏阿里在雪州的权利，尤其是
2014年的更换大臣风波中，欲争取
出线成为首位女大臣，惟不果反让
阿兹敏阿里成功接任。

即使阿兹敏阿里已上京放下雪
州，不过身为阿兹敏阿里爱将的阿
米鲁丁，若成功走马上任就可协助
他继续掌控雪州。
反观一直默默耕耘而非常低调的
依德利斯，即使是公正党要的新大
臣，在公正党位高权重和属于元老
派的依德利斯一旦担任大臣，就可
压下阿兹敏在雪州的势力。
来自希盟友党的消息指出，雪州
大臣一职一直属于公正党，所以其
余友党只会给予支持，无论谁出任
都无任欢迎，最重要是新大臣可以
与众行政议员和州议员配合。
“大臣位置是公正党的，所以我
们只会支持，就好像雪州议长属于
行动党，其余政党不应插一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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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11匿!!1臞丨•丨丨丨 丨J.
！
•各族人民都非常踊跃地出席门户开放活
动，沙菲益阿达（左3起）和夫人拿汀斯里苏雅
妮也亲自在大厦底层招呼出席者，并与他们握手
问好。
U

沙首長：沒通知州7L首州咖

19議員宣誓違規
(亚庇I 曰讯）沙巴首席
部长拿督斯里沙菲益阿达
说，19名沙巴州议员在本月
11曰在州议长面前宣誓的举
动已违规。
“我们须遵守条规……
7

他们（在野党州议员）有权
宣誓，但是须遵守规定，务
必通知州元首和州政府，而
非前往州议会，然后立即宣
m

“

"1也指出，沙巴州元首已宣

布订于7月2曰召开州议会
会议，届时他们可以进行宣
=丨少菲益今天出席沙巴州内
阁举办的开斋节餐会后对记
者说，违规宣誓的州议员分
别是巫统9人、沙巴团结党
6人、爱沙党2人、沙巴人民
团结党1人及民统党1人。
他说，沙巴现在由新政府
领导，有必要作出改变，确
保现有条规获得遵守，尤其
是在野党州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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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第17區巴士總站

芜成提升
(莎阿南I 7 日讯）莎阿南第I 7 区巴士总
站，预计能在7月中投入服务。

ijfia

莎阿南市
长拿督阿末
查哈林指

i

勺提升
作已完成，但必须获得其他部门，
如消拯局或英达丽水发出完工证。

他接受“当今欝州”访问时说，现
今尚欠缺的是雪州水供管理有限公
司和英达丽水的完工证。

缺完工證
“一且完工证完整，市政厅还要
个月的时间，打造总站管理系统

下的票务系统，所以最早能在下月
中投入服务。”
阿末查哈林指出，上述系统能给
予更方便的线上购买或预定车票服
务，既省时也能减少柜台。
他说，票务系统也能避免黄牛票
的出现 o
他补°充，市政局仍会开放让巴士
服务公司申请前来，迄今已确定的
有24家。

•阿末查哈林

、谢碧明 o
Ong
火莉、黄玉珠、

Florence

起为张晏堳、郑爱蒂、林

福满人间 洗
」足礼，前排右
会，举办 百
「善孝为先，幸
华堂妇女组及具德慈善基金
•中华大会堂妇女部与隆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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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特拉高原佛會

23曰晚宴籌基金
(吉隆坡^日讯）布特拉高原佛会将于本月
23曰，在子文华小礼堂举办筹建基金慈善晚
宴。
k会在雪州政府协助下，于2013年末争取到
土地，以建筑4层楼高的新寺庙，目前建筑师
和建筑顾问正积极向梳邦再也市议会申请动
i�
2年前，该会发起新寺庙建设基金，受到大
众热烈支持，并曾举办一些筹款活动，如高尔
夫慈善竞标赛和音乐慈善晚会，至今已筹到超
过60万令吉，惟与首阶段预算的600万令吉距
离还差很远。
当晚晚宴节目有舞蹈及歌唱表演，每桌价格
分别是2000令吉，5000令吉和1万令吉。
各位捐助者和赞助者也可在晚宴小册子刊登
广告，价格为前与后封面内全页5000令吉，从
第2页开始全页3000令吉，从第2页开始半页
1500令吉，从第2页开始4分之1页800令吉。
任何有兴趣获取门票的人或卖门票的热心
佛友，请联络 Brother Khor 012-6776781,
Sister Winnie ： 012-2590T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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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廖金华。

勇、李继香、陈正锦、白忠锦、林良和

•乌雪安溪会馆交流会，左起为刘南

景、义山拨款、妇女力
量、国际艺术节等须要改

訪烏雪安溪會館
&
华小一直都是华
本繼夫；住口is 她说华小直，
(新古毛1?日讯）新古
毛行动党州议员李继香曰
前拜访乌雪安溪会馆，并
进行选区及会务交流。
会长陈正锦指出，乌雪
区安溪会馆本来属于苔冬
加里区一个选区划分，现
归纳新古毛选区。
他说，我国华小董事部
很多官方代表是由前政党
所推荐，他建议现在开始
应由社团、公正党或行动
党推荐年轻者担任官方代

表，旋后进入3机构改选，
竞选董事长或副董事长等
职位，以领导3机构，捍卫
华小工作。
他吁请华裔国州议员多
多关注华小，给予拨款及
捍卫华小，并提升各种措
施。
李继香披露：感激选民
给多5年机会，再造一个
辉煌，包含交通规则、商
业发展、健康好水、房屋
保障、宗教平等、人文风

在希
通过制度
化拨款华小及独中。
她说，雪州政府拨给乌
雪10间华小已高达250万令
吉，其中包括新古毛选区
的叻思华小36万令吉、苔
冬加里华小28万令吉、新
古毛竞明华小25万令吉、
吉粦华小23万令吉、乌鲁
音崇智华小20万令吉及福
隆港华小10万令吉。
出席交会者有副财政刘
南勇、理事林良和、廖金
华等人、青年团副团长黄
德铭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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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通知沙州元首首長

19州議員宣誓失效
(亚庇17日讯)沙巴首席
部长拿督斯里沙菲益阿达今
日说，在身为州议会领袖的
他和州元首敦朱哈马希鲁丁
都没获通知的情形下，团结
联盟19位州议员的宣誓就
任，不能被承认。
他说：「他们（反对党
州议员〉有权力宣誓，我们
没有阻止他们，但必须遵守
条例，他们不能随便去州议
会，并要求即时宣誓，我们
必须受到通知，不能只是由
州议长代表州元首。」
「他们当中的2名前部长
声称，是受到慕沙的合法委
任，这不能被接受，我们必
须遵守法律。」
他声明，州政府被通知
州议员宣誓就任的日期是被
颁布宪报的本月11曰，以及
下月2日，由州元首主持开幕
的州议会会议。

拿督斯里沙菲益在敦慕
斯达化大厦，出席由州内阁
穆斯林部长联办的开斋节门
户 放活动後，受询时这麽
衷小。

f

應瞭解首長權限
提到沙巴团结党秘书长
拿督尊尼摩西顿指，其没有
权力插手州议会的事务时，
他说，曾作为副州议长的尊
尼应细读议会常规，以了解
首长的权限。
他以囯会为例，在决定
议程如国会议员宣誓就任或
制定财政预算案，均是由政
府决定，而非议长。
「我们知道法律分立的
原则。」
他也指出，如果他不是
合法的首席部长，州元首也
不会出席今天以其为首的开
斋节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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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州議會秘書

班鈉或费“鳥妙帽"
(亚庇17曰讯)沙巴州议会秘书拿督班纳达林丁，因反对党的团结联盟19名州议员，于上周二（12曰）的宣誓就
任，在没通知首席部长拿督斯里沙菲益阿达和州元首敦朱哈马希鲁丁下，「乌纱帽」分分钟不保。
拿督斯里沙菲益今日称，将依据
程序决定班纳的去留。
他说：「新政府需维护纪律，即使
你是公务员，也不要和我闹著玩。」
拿督斯里沙菲益在敦慕斯达化大
厦，出席由州内阁穆斯林部长联办的
开斋节门户开放活动後，受询时这麽
表示。
他表明，根据议会常规，州议会
无权干预首长和州元首，以确保州行
政的纪律，惟无论州议会有何行动，
都需知会州政府和州元首。

沙菲益：須遵守條規
「我在联邦多年，知道有一些条
规必须被遵守，州秘书也知道有一些
政策上的改变，他们必须知道，这是
一个新政府，他们必须遵守一些条

规

他们必须通知我们。」
「如果我们可以前往州议会宣
誓，肯定是已受到承认，如通知书已
发出，州议会领袖（首席部长）获通
知，州议会秘书处不会不知，这个做
法仔 本有，
「我们°会对他（班纳）采取适当

f

I

的行动，他知道他的权力，州政府也
知道自己的权力...，我们会看著
办。」
据悉，团结联盟的21名州议员杯
葛于11日召开的州议会特别会议，即
由拿督斯里沙菲益领导的民兴党和希
盟及民统党的43位州议员（4名官委）
的宣誓就任仪式，并於次日在州议长
拿督昔拔阿士面前宣誓，当中行踪成
谜的慕沙和巫统阿拔士区州议员拿尼
占狄丁岸缺席。

沙巴首长拿督斯里沙菲益及夫人拿汀斯里苏雅妮抵达会场
时，获得民众热烈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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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巴副首长兼工商业部长拿督威弗烈丹敖，向沙巴首
长拿督斯里沙菲益道贺，

来自中国的旅客参与开斋节开放门户，与沙巴首长拿
督斯里沙菲益亲切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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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主在网上上载车辆被刮花的照片。（取自网络)

k蕉赖鸿贸商城的停车位在晚上被茶室业者霸占摆放桌椅

蕉賴鴻貿商城

mwm

停車位晚上變茶室桌位

不讓位

•杨小姐指她回到车上，发现
挡风镜上有茶室业者留下的字
条。（取自网络）

報道•林承德攝影•賴國華
(加影1"7日讯）蔑赖鸿贸商城（Cheras Traders
Square )停车位不足再引起风波，这次是合法停车位

在晚上7时后必须让路茶室摆桌椅，否则将被贴纸条
警告及被“刮车” ？

家在
茶晚
餐上
室7
业时
者后
已摆

日前一名网友在社交网站申诉，指自己在位于无拉港
内的某商业区因“逾时”停车在合法停车位，相信阻碍一间
茶室摆设桌椅做生意，而该茶室业者还在轿车挡风镜前放字
条，提醒晚上7时后该停车位将用于摆放桌椅，要求事主下
次将车停在其他地方

黃田志：

事主要求調閱閉路電視
事―

者要求调阅闭路电视，虽然

到位于鸿贸商城的某茶室前

于该闭路电视需要长时间来
调阅，所以仍无法査出是谁
造成该刮痕。”

的停车位取车时，发现挡风
镜上有字条，之后有-名男
子前来劝她指有关停车位
在晚上7时后将用于摆放桌
椅，希望她给予配合《
她补充，由于当时只有
自己一人，所以感到害怕而
立即离开，惟回家后却发现
车门两侧都有刮痕。
杨小姐立即向无拉港区
州议员黄田志投诉及向警方
做出投报，并且在脸书上公
开此事。

業者無權驅趕車主

“我事后曾向该茶室业

《大都会》社区
报’她于本月13日凌晨1时

田志指出，他已联络蕉赖鸿贸商

该茶室业者给予配合，但由

黄城的茶室业者，就算获得加影
市议会允许，以实验性的试点计划（Pilot
Project )形式在晚上7
时后摆桌椅，也没有权
力驱赶这些车主，尤其
是以这种不法行为。
他说，‘旦有证

茶室业者道歉否认刮车
她补充，她公开此事并
非认定该茶室就是造成其车
辆被刮花的元凶，而该茶室
业者较后也已道歉，并否认
是他们所作，但除了自己遭
遇此事外，日前朋友也在同
-地点发生一样的事，所以
才希望警惕其他人，并且希
望获得当局的关注*

<协放
蕉议S
赖，椅
鸿将%
贸会赁
商有J
城条$
的祥"11
5的°

据证明茶室业者以刮花
•黄田志警告茶室
业者，如果以非法
方式去驱赶车主，
当局绝不姑息。

他人车辆方式来驱赶车
主，当局绝不姑息，并
且除了警方以外，也会
要求市议会取消让他们
摆放桌椅的准证。
“大约两周前我
们才与蕉赖鸿贸商城5

•茶室外可看到许多备用的桌椅。

家茶餐室的业者协议，将会有条件让这些业
者在晚上7时后摆放桌椅在停车位上。如果
有关计划成功，未来将会在加影各区的茶室
合法化摆放桌椅在停车位。"
他指出，虽然这项计划遭到很多人的
反对，但市议会曾试过每天都在场驻守，而
这种方法不能长久，加上在茶室外用餐确实

是大马人的文化，如果给予合法化，这样反
而能有效管理，将会是双赢的做法。
“这项计划还在观察中，所以我希望
民众及业者能够给予配合，而如果未来真的
合法化，我也会要求业者购买公共责任保险
(Public Liability Insurance )，以确保公众
及各方面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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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党
武吉
加星州议员拉
吉夫解释，黑
斑蚊不会在路
面的积水中繁
殖，且他暂时
没接获灵市17
区有其他骨痛
热症确诊病例
的投报“
“我将在
1.疑食肆业者在结束营业后，随手将垃圾丢弃在未建竣的行人道上，垃圾堆
中的容器或成为黑斑蚊繁殖的温床。
2.居民表示，大量沙石在基设提升工程期间流入沟渠，导致沟渠阻塞。
3.

横放在路旁的电灯柱随时成为黑斑蚊滋生的温床。
•邓慧花的双手因患上骨痛热症变得红肿，与她同
样患上骨痛热症的母亲更出现呕吐及腹泻情况。

@⑩喷唇靈市17區
(八打灵再也17日讯）灵市_17
区公共设施及行人道提升工程马
虎，导致路面凹凸不平，积水处
处，居民炮轰临近公寓发展计划承
包商不负责任。
灵市17区居民邓慧花（48岁）向
《大都会》社区报记者申诉，她居住在
17/44路，住家附近目前正进行公寓发展
计划。
她说，该发展计划已接近尾声，承
包商分别在42路、44路及46路挖掘道路
安装电缆，惟承包商在完成安装后，马
虎铺上沥青，以致路面出现凹凸不平及
积水情况。

垃圾问题严重
“除了积水问题外，这里的垃圾问
题也相当严重，公寓建筑工地四周可见
垃圾及建筑材料，皆能成为黑斑蚊滋生
的温床。”
她说，适逢雨天，摆放在路旁的建
筑材料，如电灯柱内藏有积水，潜伏危
机，或滋长蚊虫。
“我和77岁的母亲于上星期患上骨
痛热症，母亲更出现呕吐及腹泻现象住
院4天，目前身体非常虚弱《 ”
她说，由于有许多年长者居住在该
区，她担心一旦成为骨痛热症黑区，年

长者患上骨痛热症，后果不堪设想。
她说，她已在上周五致电雪州卫
生局传染病组向反映问题，而该局也告
知，截至本月初，八打灵县共有78宗骨
痛热症确诊病例。
她认为，该公寓发展计划的承包商
在挖掘道路安装地下电缆后，未正确重
铺道路，导致道路凹凸不平，进而成为
黑斑蚊繁殖温床的做法极不负责任，且
承包商也不应等到兴建工程建竣后才重
铺道路。
“另外，我也发现有许多沙石掉人
沟渠内，我担心造成沟渠阻塞，希望承
包商尽快清理沟渠内的沙石“

拉吉夫：暂时未
接获灵市17区有其
他骨痛热症确诊病
例的投报，我将向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了解。

开斋节假期后
的工作天向八
打灵再也市政
厅反映及了解
该问题《 ”

沒有小販患蚊症
劉俊富（八打靈再也17/27路
早市小贩公會主席）
“灵市17/27路早市巴刹积水情况不
算严重，目前也暂未接获小贩患骨痛热
症的投诉。不过，我听闻过去两个星期
有居民患上骨痛热症。
我们预计本月底会迁人新巴刹，惟
正式搬迁日期仍需要再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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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舉行宣誓儀式彩排

阿米魯丁料是新雪大臣
(八打灵再也17日讯）随雪州大臣
宣誓仪式落在周二（ 19日），新任雪州
大臣人选已决定，预料将由38岁的双溪
杜亚区州议员阿米鲁丁接任大臣•职。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上京出任
经济事务部长，其留下的大臣空缺也直引起大众关注。
根据消息指出，巴生阿南沙王宫将
于今日正式通知新任大臣，并邀请新大
臣参与明日（18日）举办的大臣宣誓仪
式的彩排活动。
此外，所有雪州行政议员也已被邀

大臣人选名单给
雪州苏丹沙拉弗
丁，除了他们两
人外，也包括曾
任雪州工业大学
副校长及政治学
教授的政坛新兵
斯里斯迪亚州议
员沙哈鲁丁及阿
兹敏政治秘书兼
双溪甘迪斯州议
员苏海米。

请出席于周二在巴生阿南沙王宫举行的

不过，随

雪州大臣宣誓仪式，同时阿兹敏也将在
当天卸下大臣职。
根据本报记者探悉，新任大臣预料

距离大臣宣誓就

将会由38岁的行政议员兼双溪杜亚区州
议员阿米鲁丁担任。
据悉，阿米鲁丁一直被视为阿兹敏
的爱将，是雪州3名资深行政议员的其
中一人；而可以担任两届或为雪州策划
未来10年计划的年轻接班人相信将会是
大臣人选的其中•项考量，所以阿米鲁
丁 -直是大臣人选的大热门。
消息指出，公正党早前已提呈数个

职的日子越来越

阿米鲁丁料
出任雪州新任大
臣«

近，据闻沙哈鲁
丁及苏海米已提前出局，最后将只是阿
米鲁丁及72岁的依约州议员依德利斯阿
末两人择一
另-名热门人选依德利斯阿末，具
备资深从政资历，为人作风却极低调与
温和中立，更有传是雪州希盟盟党的属
意人选；但依德利斯阿末的年纪和健康
问题或许会成为他被割爱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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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菲益（前右二）及夫人苏雅妮（前右一）抵达会场之际，获
得民众热烈欢迎。
(亚庇17日讯）沙巴首席部长拿督
斯里沙菲益说，19名反对党州议员于上周
二（ 12日）在州议长面前宣誓的举动已违
规。
沙菲益出席州内阁开斋节门户开放
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说，19人在他身为州
议会领袖不知情之下，贸然在州议长面前
宣誓，连州元首也被蒙在鼓里。
“我们须遵守条规……他们（在野
党州议员）有权宣誓，但是须遵守规定，
务必通知州元首和州政府，而非前往州议
会，然后立即宣誓”
他说，宣誓仪式已颁布通知订在11
日，为什么有关议员不出席，却要在第二
天才宣誓。州议员宣誓时必须有（州议
会）权杖在，权杖是州元首象征之物。
“沙巴州元首已宣布订于7月2日召开
州议会会议，届时他们可以进行宣誓，没

有必要急在一时。”
19名反对党议员缺席上周一（11日）
召开的州议会特别会议，却在翌日在州议
长面前宣誓就任。这批州议员分别是巫统
9人、沙巴团结党6人、爱沙党2人、沙巴人
民团结党1人及民统党1人。

依正规手法处治柏纳
针对涉安排宣誓就职的沙巴州议会秘
书拿督柏纳，被指遭革职的消息时，沙菲
益说，州政府会用正规手法处理，以决定
如何处置柏纳s
“州秘书（丹斯里苏卡迪）会根据
(行为）守则行事，我相信他知道要如何
处理公务员的纪律问题。”
他表示，州政府会研究柏纳是否应该
被革职，但有-•点他可以肯定，新的州政
府会在州公共领域做出改变，确保公务员
清楚知道自己的身分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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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黨推薦唯一人選
…二

议院议长及副议长人选，而行动
党将会推荐的唯一人选，就是大
马史上首位州议会女议长——泗
岩沫区国会议员杨巧双。
不过，-名内阁部长告诉星洲
日报，希盟尚未决定要从国会议员之
中选出国会议长，或是委任一名非国
会议员担任议长，因为外界对于国会
议长究竟应该由国会议员或是非国会
议员来担任才更为中立，持相反意
见。
若希盟最终决定委任非国会议
员担任议长，杨巧双较有可能出任副
议长。

将写下新历史篇章
无论杨巧双最终是担任议长或
副议长都将为大马写下崭新的历史篇
章，我国不曾拥有一名女国会议长或
女副议长。
然而，希盟在竞选宣言中承
诺，国会下议院议长及上议院主席将
会从具公信力及廉正的议员之中选
出；若国会议长人选最终是一名非国

在国阵时代，第13届国会的议长
丹斯里班迪卡也不是国会议员，但他
拥有巫统党籍。
作为执政党，希盟4党将会定夺
议长及副议长人选后，于下个月中旬
的国会会议首日，与反对党各进行提
名，再由国会议员投票选出。
杨巧双在2013年6月被委任为雪
州州议会议长，除了是我国史上首名
女议长，她也是国内最年轻的议长《
她在509大选弃州攻国，更上一层楼

希盟領袖..免受牽絆

(八打灵再也17日讯）希望
联盟4党将会推荐各自的国会下

会议员，希盟将面对被指责违反竞选
宣言的风险。
根据国会网站资讯，国会议长
可以是国会议员或非国会议员，但他
必须符合竞选国会议员的资格，但副
议长人选必须是一名国会议员。

料從黨職不高者中選出
『

莊敏

十上

#盟政府执政后的首个国会
胃会议，最艰钜的任务便是
选出一名除了能让反对党信服，也
必须“压得住场”、德高望重的国
会议长。
-名不具名的希盟领袖告诉星
洲日报，无论议长是国会议员或非
国会议员，议长人选相信会从党职
不高的人士中选出，以便不受“党
利益”所牵绊，在主持议会时也能
秉持公正的态度。
“我们曾经是反对党，我们了
解那种心情，就算希盟执政了，当
然也希望反对党议员能受到公平公
正的对待，不是像上•任议长班迪
卡，时常驳回反对党议员的动议与
提问。”

进人国会殿堂。

任雪议长表现获赞赏
杨巧双担任雪州议长的表现有
目共睹，最为人赞赏的是她给予反对
党议员的公平对待，她甚至几度致函
雪州巫统选出州议会反对党领袖，加
强对执政党的监督与制衡。
雪州巫统曾在州议会提呈讨论
落实伊刑法的敏感动议，杨巧双允许
动议进行辩论，不过雪州巫统最终却
撤回动议，结果遭杨巧双训斥雪州巫
统乱呈动议，违反议会庄严。

沈志勤：新议长任重道远
另外，公正党崙鲁崙央区国会议员沈志勤
受访时谈及对新任国会议长的展望时指出，新
任议长任重道远，必须是一名受朝野尊重的人
士，且愿意全面进行议会改革的议长。
“来临的国会会议将会非常激烈，因为在
野议员过去是部长和副部长，在朝的是却没有
经验的后座议员（出身），都是新手，所以这
次的国会辩论会十分有趣。”
他希望新任国会议长熟悉法律及议会常
规，以及我国议会采用的英国西敏寺议会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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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抒动党华裔市谀霣大投血

iI

吉隆坡17日讯雪州民主行动党县市议员名额中，各别会保
丽

留名额给非政府组织和非华裔市议员，由于选择性不多，因此
人选变动不大，反观华裔市议员人选则会出现较大的变动。

其中，加影市议会行动党市

则料会继续保留。

以及任期达6至8年的张汉民都有

议员9个名额中，2个保留给非华

至于梳邦再也市议会，行动

可能会下车；任期达4年的叶国荣

裔人选，剩下的7个华裔人选，会

党11个市议员名额中，预料非

和曾「重新回巢」的谢有坚，则

出现半数，即4至5名新人，但据

华裔人选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即

有较高的机率续任。

悉至今却收到10份履历申请，反

范福良和郑金龙，共4个名额，

应可谓相当踊跃。

会继续保留；其他旧有市议员当

华人市议员占了6人。已担任2届

在巴生市议会9个名额中，

在旧人当中，梁昭胜的任

中，除了王诗棋的资历较浅将续

4年的李富豪和邱宜达预料会下

期因超过2届4年，料会下车；彭

任外，其他市议员都已超过2届4

车。原属巴生市议员的梁德志，

爱莉虽资历浅，但本人无意愿再

年，甚至任期已达10年。

已中选为班达马兰州议员，预料

续任。原属加影市议员的黎潍福
和雪芙拉（又称菝菝)，如今已

会由3名新人取代。资历较浅的岩

资深市议员下车

玉梅、朱德恭和陈如坚，继续留
任的可能性也很高。

分别中选为雪州莲花苑州议员和
彭亨吉打里州议员，因此如无意
外，行动党会有4名新人。

消息指出，梳邦再也市议会

安邦再有市议会6个名额

不可能一次过把全部有经验的华

中，预料保留陈瑞雯及云天翔这2

只担任过一届2年的加影市

裔市议员替换掉，因此任期达10

名旧人，因他们都是2016年起才

年的戴祯兴、陈仕邦和贝荣强，

出任市议员，预计会有4名新人。

议员苏仁强、丘钦瀚和刘佳达，

18 Jun 2018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Page: A20 • Printed Size: 473.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8,295.69
PR value: MYR 24,887.07 • Item ID: MY0032895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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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项冬令营详情
Q 2018年「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鹰潭营—
营期• 12月18-27日

对象•12-18岁华裔学生

、；舌云力•通过了解和学习i国传统文化：太极i�道5化.(道德教
育）和传统民间工艺以及生活方式，体验中国自然景观及其蕴涵
的文化和历史，培养综合素质和生活技能。考察华泉小镇、花语
世界、天师府、大上清宫、地质博物馆、道教博物馆、逍遥城、
仙水岩，看鸬兹捕鱼、升棺表演，了解悬棺之谜。参观象鼻山、桃
花洲、栈道行走等、市城市展示馆、国际眼镜博物馆、北极阁、徒
步滨江公园。

& 2018年「中国寻根之旅」冬令营-景德镇
营期>12月21-30日

对象• 12-18岁华裔学生

特色•景德镇不仅仅是享誉全球的世界瓷都，也是景致秀美的生
态之城。境内山峦叠嶂，水系纵橫，自然环境十分优越。独一无
二的文化遗产和优美的自然环境，构成了景德镇以陶瓷历史文化
为主，人文景观和自然生态为辅的独具魅力的旅游资源，拥有了
古窑民俗博览区5A级景区,及高岭
瑶里风景区、浮梁古县衙景
区等一批4A级景区。营员可深入了解景德镇的制瓷历史及文化，
也有机会学习制瓷技艺如拉坯、釉上彩绘、釉下彩绘、涂鸦及捏
雕，最后带著自己亲手制作的作品参与成果展览会。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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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德里斯®依约州议

阿米鲁丁 ®双溪杜雅州议

Page 1 of 1

沙哈鲁丁 ®斯里斯帝亚州
议员

雪大臣人选或宣誓前才掲晓
使得出线机会最高的大臣人选，

督斯里旺阿兹莎签名，还包括希

19日举行宣誓就职的新任雪州州

就是从年纪较长的依德里斯阿末

盟其他3党的签名同意；这份推荐

务大臣，截至周日傍晚为止，人

与年纪较轻的阿米鲁丁当中二选

选花落谁家仍未明朗化，雪州王

-，并由雪州苏丹沙拉夫丁殿下

吉隆坡17日讯|预定在本月

宫也未有消息传出，预料可能要
等到明日彩排或宣誓前的最后一
刻，才能揭开谜底。

沙哈鲁丁健康不佳

做最后的决定。

阿里「上京」出任经济事务部长

谁，雪州议员个个三缄其口，口

阿米鲁丁，出现在最早的推荐名

风很紧，就连彩排时间也是一问

单中，目前已是第二次出任雪州

三不知。

行政议员职。
臣，其留下的雪州行政议员职，
就要另外再找人替补。

以来，一直盛传出任雪州州务大
臣职的热门人选共有3人，他们分

斯帝亚州议员沙哈鲁丁。
但随著沙哈鲁丁传出有健
康上的问题，尚在接受治疗下，

预料，大臣的宣誓就职彩
排，周一会在巴生的阿南莎王宫
举行。
阿兹敏阿里是在5月11曰正
式宣誓就职，第二度出任雪州大

各党推荐依德里斯

别是依约州议员依德里斯阿末、
双溪杜雅州议员阿米鲁丁和斯里

目前雪州的「真命天子」是

被视为是阿兹敏阿里爱将的

-旦证实阿米鲁丁出任大
自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

名单早前也已交到雪州苏丹殿下
手中。

臣，但他随后又获首相敦马哈迪
委任为经济事务部长。

吊诡的是，性格温和中立的

5月21日，雪州苏丹沙拉夫

依德里斯阿末，如今却是公正党

丁殿下御准阿兹敏阿里出任经济

唯一推荐的大臣人选。据了解，

事务部长职，证实雪州即将迎来

其推荐名单除了获公正党主席拿

新一任的大臣。（4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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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议霣自抒宣蓄
沙B酋按招绝承认
亚庇17日讯|沙巴州议会宣誓风波延烧，沙巴首席部长拿督斯
里沙菲益阿达拒绝承认19名反对党州议员的宣誓仪式。
他强调，反对党州议员

州议员宣誓就任的日期是被

不能在首席部长及州元首不

颁布宪报的本月11日，以及

他以国会为例，在决定

知情之下宣誓就任，因此这

下月2日，由州元首主持开幕

议程如国会议员宣誓就任或

19人的宣誓，是无效的。

的州议会会议。

制定财政预算案，均是由政
府决定，而非议长。

「他们（反对党州议
员)有权宣誓，我们没有阻

首长的权限。

杯葛议会特别会议

沙菲益领导的民兴党和
希盟及民统党的43位州议员

止他们，但必须遵守条例，
他们不能随便去州议会，并

沙菲益在敦慕斯达化大

(4名官委），在11日召开的

要求即时宣誓，我们必须受

厦，出席由州内阁穆斯林部

州议会特别会议时，团结联

到通知，不能只是由州议长

长联办的开斋节门户开放活

盟（反对党）的21名州议员

代表州元首。」

动后，受询时这么表示。

决定杯葛。

他说，当中的2名前部长

提到沙巴团结党秘书长

反对党的其中19人，第

声称，是受到慕沙的合法委

拿督尊尼摩西顿指，其没有

2天在州议长拿督昔拔阿士面

任，这不能被接受，他们必

权力插手州议会的事务时，

前宣誓，当中行踪成谜的慕

须遵守法律。

他说，曾作为副州议长的尊

沙和巫统阿拔士区州议员拿

尼应细读议会常规，以了解

尼占狄丁岸则缺席。

他声明，州政府被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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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

第17区巴士总站7月中运作
位于在莎阿南市政厅管辖范围内的第1 7区巴士总
站，预料将在今年7月中正式投入服务。
莎阿南市长拿督阿末扎哈林指出，当局必须先获
得来自消拯局以及英达丽水的批准，并获得完工及符合
证（CCC )后，才能正式启用。
「当完工及符合证完成后，我们需耗时一个月
时间展开售票系统的安装工作，即建设总站管理系统
( T M S ) °�

他接受《当今雪州》访问时说，总站会提供网上
预订的设备便利，让乘客节省时间和减少柜台的工作。
「有关总站会提供乘客购票便利，杜绝黄牛票活动。目
前已确定有24个巴士公司会在此总站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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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党雪州县市议员人选，会经由各别遴选委员会小组选出后，再把名单交由州委做最后决
定。图为早年前梳邦再也市议员宣誓就取的画面。

原任者「升格」新人填补空缺

-挡案照秀贞（非政府组织）、王绥生和
陈德胜，预料将可能继续留任。
士拉央市议员5个名额中，

吉隆坡17日讯|雪州县市议

市议员晋升为州议员的嘉玛莉亚

原属士拉央市议员的艾德里，目

员可说是未来国州议员的培训基

和林怡威，已分别中选为万达镇

前已中选为杜顺大州议员，预料

地，这一届再有多位原任县市议

州议员和甘榜东姑州议员，加上

会有新人取代；任期超过2届4年
的游佳豪或黄伟强或会下车。

员辞职参选，随著这批人当选了

任期超过2届4年的温宗龙，本身

国州议员，他们留下的空缺将由

无意愿再续任，因此预料会有3名

填补新人。

新人。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方面，从

其他的人选包括洪明恩、谢

此外，消息来源也指，任期
超过10年的林晋伙，以及只任期
一届的洪赞隆会继续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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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官仁（前左5)

商_隳牝雄教华校

与霹雳董联会独中
发展工委会及霹雳
9独中代表，盼望新
届州政府能够制度
化拨款华校，尤其

怡保17日讯霹雳董联会希望能在近期会见霹州务大臣阿末费沙，

是独中。

商讨效仿槟州及雪州政府，每年制度化拨款予州内的国民型华文中学、
独中及华小的事宜，以减轻华校，尤其是独中的经济负担。
霹雳董联会主席拿督李官

共有185所华小、17所华中及9

与此同时，他指除了独中

仁指出，该会已致函霹州务大

所独中，但过去仅有华小及华

以外，州政府也应该考虑每年

臣阿末费沙，希望对方可在7

中获得政府的资助。尽管州内

制度化拨款给独中及华小。

月中接见霹雳董联会，以共同

的9所独中拥有以地养校的计

商讨新政府宣言内，制度化拨

划，但只是杯水车薪。

款华校事宜。
「无论如何，我们希望

减轻独中负担

州政府可以仿效雪州及槟州政
府，将华校制度化拨款纳入霹

他以江沙崇华独中为例，

需州的财政预算案内，减轻华

该校一年的开支高达100万令

校，特别是独中的负担。」

吉，所以如果州政府每年可以

出席者包括霹雳州董联会
副主席郑庭忠、胡林源、副财

秘书处(05-2537691 )查询。
他也说，征求方式分为直
接赞助赛会经费，或通过支持
闭幕群英宴的方式响应。
「闭幕群英宴定于8月21

政拿督黄胜全、理事潘照南、

日，晚上7时在金宝培元独中

江沙崇华独中董事长刘荣根、

礼堂举行，凡赞助3000令吉以

华联独中体育主任王涌平、培

上，为鸣锣人，而赞助500令

南独中代表林柔清，以及南华

吉以上，则是晚宴剪彩人，至

独中代表林东廷等。

于捐助100令吉或以上的民众

此外，针对即将在8月举

将是晚宴嘉宾。」

制度化拨款40万令吉以上，

办的「第12届马来西亚全国华

另一方面，配合霹雳董

畔酒店进行的「霹雳董联会独

相信可大大减轻州内独中的负

文独立中学田径锦标赛」，李

联会66周年纪念，他指该会将

中发展工委会与霹雳9独中董

担。

官仁表示，该锦标赛的预计经

出版66周年特刊，希望各华校

「我们希望大臣及州内的

费为25万令吉，但目前还缺14

提供各校的历史及历任董事长

华裔行政议员，给予独中大力

万令吉，希望各界人士能给予

的资料予该会，以编辑成册。

的友持。」

赞助，有意者可联络霹董联会

(270)

他是在周六出席于近打河

事长或校长联席会议」后，召
开记者会如是表示。
李官仁也强调，霹雳州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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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观点并不代表本报立场

杨善勇
•城市规划师
时事评论人
十:,t

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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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的中国网民顺手圈点吴

IWk

I承恩著《西游记》，确有独

^i|辟蹊径的经典之见：「有后台的妖

怪都被带走了，没后台的妖怪都被
；一棒打死了 ！」细读书里曲曲折折
的演绎，似乎也确有几分的道理。
如此潜规则，说到底，不只
，是见诸古典的章回小说“而是人间
‘
尘世一道常见的景观。乾隆当政，
和珅嚣张跋扈；乾隆归天，好日子
自然跟著玩完。眼下巫统大港区部
主席嘉玛尤诺斯的非常狼狈，也正
TWf

是反映了大树既倒之后，猢狲唯有

洛好自为之。

TX

当然，如此这般的嘉玛之
流，其实不过位在三、四线的喽
囉；这些日子所犯之罪嘛，如他

自供，似乎纯属哗众取宠，想想之下也实
在没有什么大不了：为抗议啤酒节，率众
在雪州行政大楼前，以铁锤爆樽，要惩要
罚，不过是400令吉不到的罚款而已。

到闹剧终结之时
既然如此，何以5月26日人在医院面
控，嘉玛要在保释之时悄然转身卷逃？既
然如此，嘉玛为何继续藏身不知名处，只
是一再通过WhatsApp语音高调传话？既然
如此，嘉玛偏是不理警方再三劝诫，迟迟
不愿自首结案？
仅此三问，当可觉察内情的耐人寻味
之处。怎么说，此一时，彼一时了。中央
政府，换人做了。位在特级的一品朝廷大
官，都纷纷排队被铡，遑论嘉玛？想到这
里，火眼金睛的读者想必心里明白，这套
拖棚之歹戏也差不多是时候大结局了。
各位小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做人别像嘉玛，而要思齐白龙马：驮载唐
僧，踏踏实实，八千里路云和月，历尽千
山和万水，一点都不以为苦，最终修成正
果，升格为2.0版的八部天龙马，得复原
身，盘绕大雷音寺。否则，碰到老马，只
好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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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展会均人潮满满，大家都来抢购优惠的高品质产品。

• 22日起床垫沙发展销会

|逾80款产品可选购
(槟城讯）2018国际
床垫与沙发展销会（In
ternational Mattress &
Sofa Fair)即将隆重引
爆丨带着一系列超值优惠
产品与槟民会面！
由 JYJ Trendy Sdn
Bhd呈献，该展将于6月
22至24日（周五至周
曰），早上11时至晚上
1〇时，在槟城Island
Plaza底楼开展，•%消费
税并且超过8•款床褥与

TCROUP
EVENT
JYJ Trendy Sdn Bhd 呈
献，2018国际床塾与沙发
展销会。

沙发任您选购！
此次展会聚集八大床褥品牌，即King Koil、Dunlopillo、Dreamate、Auzzie Sleep、Slumberland、Fiber
King

、Vono及Dorma Cubo ；沙发品牌贝U有

Brandzio、Future 及 Mr PelIf。
该展将在最后一日展会，即周日晚上8时3•分进行
抽奖，凡在展内消费或预付订金10••令吉或以上者即
可参与幸运抽奖赢取丰富礼物。#
：欲知详情，请浏览官方脸书或致电联络
Q 012-2400340

o www.facebook.com/TrendyHome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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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菲益：未通知州元首及政府

沙19州议员宣誓违规
(亚庇17日讯）沙巴首席部长

举办的开斋节餐会后对记者说，

拿督斯里沙菲益说，19名沙巴

违规宣誓的州议员分别是巫统9

州议员在本月11日在州议tC：面

人、沙巴闭结党6人、爱沙党2

前宣誓的举动巳违规。
“我们须遵守条规……他们

人、沙巴人民团结党1人及民统

(在野党州议员）有权宣誓，但

他是评论上述19名州议员

是须遵守规定，务必通知州元

缺席在本月11日召开的州议会

首和州政府，而非前往州议

特别会议，却在翌日在州议长面

会，然后立即宣誓。

前宣誓就任一事。

党1人。

“沙巴州元首巳宣布订于7

他说，沙巴现在由新政府领

月2日召开州议会会议，届时

导，有必要作出改变，确保现有

他们可以宣誓。”

条规获得遵守，尤其是在野党州

沙菲益今天出席沙巴州内阁

议员。

18 Jun 2018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KL/Selangor • Page: B4 • Printed Size: 110.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 ASR: MYR 833.33
PR value: MYR 2,499.99 • Item ID: MY0032896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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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市厅后日提供数免费服务

Page 1 of 1

泳池（ 上午9时至晚上9时）、草场（上午9时
至下午 5时）：只限使用一场次即两小时。
•在柯拉娜Semaian空地（SS7/ 17K巷）派发

(八打灵再也17日讯）配合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本
月20日升市12周年庆，当局将为各阶层市民提
供数项免费服务，
这项免费服务如下：
•篮球场设施（上午8时至石上11时）、游

1000棵小树。
•免费登记为雪兰莪路八打灵再也社区图书
馆会（限首500位）
详情可浏览灵市政厅面子书：Majlis
Bandaraya Petaling J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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