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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tak
gusar tanpa
import
baharu
Kuala Lumpur: Jurulatih Selangor, Muhammad Nazliazmi Mohamad Nasir percaya
tanpa pemain import baharu, anak buahnya sedia untuk terus berjuang pada baki
kempen Liga Malaysia (Liga-M) musim ini.
Beliau yang enggan mengulas lanjut mengenai perancangan pihak pengurusan untuk memperkuatkan pasukan pada jendela
perpindahan pemain kedua ketika ini berkata, kualiti pemain sedia ada khususnya
pemain tempatan mampu melonjakkan kedudukan Selangor dalam saingan Liga
Super.
“Kita berharap akan ada perkembangan
positif selepas ini. Dalam masa yang sama
kita tak boleh menidakkan keupayaan dan
kualiti pemain tempatan da lam pasukan ini.
Mereka sentiasa positif dan bersedia untuk
berikan yang terbaik dalam setiap perlawanan,” kata Nazliazmi.
Prestasi Selangor setakat ini kurang memberangsangkan apabila menduduki tangga
ke-8 liga meskipun berjaya mara ke separuh
akhir Piala FA.
Lima aksi kritikal
Ramai penyokong mengharapkan ada rombakan dalam barisan pemain import yang
dikatakan tidak memberi impak besar kepada pasukan kecuali penyerang dari Sepanyol, Rufino Segovia.
Berdasarkan laporan semalam, akibat kekangan kewangan, Persatuan Bolasepak Selangor (FAS) berdepan kesukaran untuk
membawa masuk pemain import baru.
Lima perlawanan liga sepanjang Ramadan
ini pasti kritikal buat skuad Red Giants untuk
memperbaiki kedudukan bermula dengan
aksi bertemu PKNP FC pada Rabu depan di
Stadium Negeri Pulau Pinang.
“Memang agak getir untuk pasukan memperbaiki kedudukan liga. Apa pun kita harus
pandang positif dan memperbaiki kelemahan yang ada.
“Bertemu PKNP nanti, Syahmi Safari sudah
pulih daripada kecederaan tapi Willian Pachecho tak dapat bermain kerana penggantungan,” jelas Nazliazmi.
Oleh Aziman Rosdi

Kita berharap
akan ada
perkembangan
positif selepas ini.
Dalam masa yang
sama kita tak boleh menidakkan
keupayaan dan kualiti pemain
tempatan da lam pasukan ini.
Mereka sentiasa positif dan
bersedia untuk berikan yang
terbaik dalam setiap
perlawanan”
Muhammad Nazliazmi Mohamad Nasir,
Jurulatih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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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SJ teraju bandar mesra wanita
KUALA LUMPUR 17 Mei - Majlis

Perbandaran Subang Jaya (MPSJ)
muncul sebagai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pertama yang
memberi penekanan kepada aspek perancangan bandar mesra
wanita seiring dengan kehendak
semasa bagi setiap warganya.
Yang Dipertua MPSJ, Noraini
Roslan berkata, inisiatif itu bertujuan memperkasakan kerjasama awam dan swasta bagi mendapatkan pandangan golongan
wanita dalam pembentukan rangka
kerja Bandar Hijau Mesra Wanita
MPSJ.
Menurutnya, langkah itu akan

dilaksanakan bagi memenuhi keperluan dan kehendak kira-kira 64 peratus wanita daripada
790,000 penduduk di kawasan
pentadbiran PBT berkenaan.
"Selain penambah baikan kemudahan sedia ada, usaha ini adalah untuk memperkasakan penglibatan wanita dan menetapkan
indikator dalam penyediaan servis
mesra wanita merangkumi aspek
keselamatan, kesihatan, pendidikan dan perniagaan.
"MPSJ menyedari kehendak
masyarakat dan sudah tiba masanya kami mengungguli keperluan
komuniti dalam segmen wanita

agar golongan kanak-kanak, ibu
tunggal dan warga emas berasa
selamat," katanya ketika ditemui
di sini hari ini.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selepas merasmikan 'Lab MPSJ Bandar Hijau Mesra Wanita' yang
turut dihadiri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Subang Jaya, Michelle Ng Mei Sze.
Seramai 120 peserta menyertai bengkel berkenaan yang melibatkan wakil jawatan kuasa
penduduk, NGO, pelajar institusi
pengajian tinggi awam dan, swasta serta rakan kerjasama yang
lain.

auperintenaen tnoo Lily (dua dari kirl) yang turut hadir selaku panel dalam 'Lab MPSJ - Bandar Hijau Mesra Wanita' di Bandar
Kinrara, Puchong. Selangor, baru-baru ini. - UTUSAN ONLINE

Headline
MediaTitle
Date
Section
Page No
Language
Journalist
Frequency

KL MPs and mayor have fruitful meeting
The Star
18 May 2018
Metro
4
English
Noel Foo
Daily

Color
Circulation
Readership
ArticleSize
AdValue
PR Value

Full Color
338,368
1,032,000
187 cm²
RM 9,411
RM 28,233

Amin Nordin
(third from
right) with
Kamarudin
(third from left),
Nik Nazmi (second from right)
and Prabakaran
(left) at the
mayor's office.

KL MPs and mayor have fruitful meeting
By NOEL F00
noelfoo@thestar.com.my

NEWLY elected Kuala
Lumpur MPs have been taking turns to meet Kuala
Lumpur mayor Tan Sri
Mohd Amin Nordin Abd Aziz
to discuss issues in their
respective constituencies.
Bandar Tun Razak MP
Datuk Kamarudin Jaffar,
Setiawangsa MP Nik Nazmi
Nik Ahmad and Batu MP
Prabakaran Parameswaran
visited the mayor on
Wednesday.
They were the second
batch of MPs to meet the
mayor, after Lembah Pantai
MP Fahmi Fadzil, Bukit
Bintang MP Fong Kui Lun

and Kepong MP Lim Lip Eng
visited the mayor's office on
Monday.
"The meeting went very
well. We wer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state our
wishes as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eople," said
Kamarudin.
He added that matters
raised in the meeting included the gazetting of the Kuala
Lumpur City Plan and
uncontrolled development
in their constituencies.
For the Bandar Tun Razak
constituency in particular,
Kamarudin said there were
concerns that some of the
development projects would
replace recreational green
spaces.

"The mayor responded
positively to the matters discussed and agreed to take
urgent action on these
issues," he added.
Kamarudin said Kuala
Lumpur City Hall (DBKL)
would review all deals and
contracts related to developments in the capital city and
agreed to release a complete
report featuring a full list of
development projects, their
details and progress to all
Kuala Lumpur MPs by May
30.
Nik Nazmi said the mayor
responded positively to their
statement that they wanted
to bring about a new and
more positive politic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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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watch
MBSfl MOBILE COUNTER
Shah Alam City Council's mobile counter
will be at Tesco Setia Alam, Seksyen
U13, Shah Alam on Saturday, from
11am until 3pm. The public can check
and pay assessment taxes and coumpounds among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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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than just food bazaars
Green practices, carnivals and star-studded events in several locations
Sepang Ramadan bazaars
> Kosmopleks- Jalan 1, Bandar
Baru Salak Tinggi
> Taman Putra Perdana-Jalan 5E
> Dengkil- at Pekan Dengkil night
market
> Sungai Pelek-Jalan Damai 1,
Taman Sri Siantan
> Salak- Pekan Salak football field
> Kota Warisan- Kipmall carpark
> Taman Mas-Jalan Dagang Mas 1
> Desa Pinggiran - Jalan DPP 3/15,
Desa Pinggiran Putra
> Sungai Merab-Jalan SS12/1
> Taman Mas- Jalan Dagang Mas 1
> Cyberjaya- Lingkaran Cyberpoint
Barat, Neocyber

By GRACE CHEN
gracechen@thestar.com.my

CELEBRITY appearances, buying
back used cooking oil and a
reminder of Selangor's no plastic
bag policy.
These are some of the attractions and policies put in place by
local authorities in Sepang,
Kajang and Putrajaya for this
year's Ramadan bazaars.
Sepang Municipal Council
(MPSepang) public relations and
corporate unit head Afra'
Fardillah Zai Mustapar said
there would be 510 stalls operating across the Sepang municipality this year.
MPSepang is continuing its oil
recycling programme, where the

local council will buy used
oil from traders for RM1 per
litre.
The ban on plastic bags and
polystyrene boxes here continues and traders are encouraged
to use biodegradable packaging
but the practice is not compulsory.
However, as incentive to make
the green campaign a success,
traders who resort to the best
business practices in the environmental sense will be given a
"VIP pass", which exempts them
from the balloting process for
Ramadan bazaar lots, which
usually takes plac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Kaj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j) corporate communica-

tions head Kamarul
Putrajaya Ramadan bazaars
Izlan Sulaiman said
there were 30 locaPersiaran Perdana Presint 3
tions featuring food
Kompleks PPj
stalls and eight other
venues which will
Kiblat Walk PPj
offer fashion and
Tuanku Mizan Zainal Abidin Mosque
other festive peripherals in Kajang,
Cheras, Bangi,
Semenyih and Beranang.
Perdana in Precinct 3, PPj
Of these locations, only four
Complex, Kiblat Walk and
are organised by MPKj. The rest
Tuanku Mizan Zainal Abidin
will be monitored by organisers
Mosque.
from the area's Village
The highlight of this year's
Development and Security
event, said PPj president Datuk
Committees (JKKP), resident
Seri Hasim Ismail, would be the
associations and private entities, presence of celebrities such as
who have all obtained approvals Erra Fazira, Ella, Saiful Apek,
from MPKj and will be responsi- Ramlah Ram, Fasha Sanda and
ble for the licencing conditions
Fahrin Ahmad, who would be
set by the council.
using the festival as a platform
"Organisers who flout the
to market their products.
rules will be blacklisted by
Religious programmes, featurMPKj," said Kamarul.
ing ceramah and terawih prayers
Putrajaya Corporation (PPj)
with imams from Egypt will be a
has brought back the Putrajaya
part of the festival in addition to
Ramadan Festival featuring
lucky draws and busking perforsome 200 traders at Persiaran
m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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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jang Ramadan bazaars
F O O D STALLS
• Kajang
>Jalan Prima Saujana 2/1, Taman Prima Saujana
>Jalan Bunga Kantan 1, Sungai kantan
> 13th Mile, jalan Cheras
> Reko Sentral 2, Jalan Reko Sentra!
> Taman Ramal Indah
> Jalan Jasmin 1, Taman Jasmin
> Jalan 3/1, Seksyen 3, Taman Kajang Utama
> In front of shop lots in Taman Zamrud
> jalan Indah 1, Taman Sungai jelok
• Bangi
> Jalan 7/1 a, Seksyen 7 Bandar Baru Bangi
> Seksyen 16,Bandar Baru Bangi
> Seksyen 4, Bandar Bukit Mahkota
> jalan Seri Putra 1/3, Bandar Seri Putra
> Jalan 3/69, Seksyen 3 Tambahan, Bandar Baru Bangi
• Cheras
> Jalan Orkid 3, 8th Mile
> Jalan Temenggung 11/9,13/9 Dan
17/9 Seksyen 9 Bandar Mahkota Cheras
> Beside Desa Baiduri Cheras Football Field
> Jalan Cj8, Taman Cherasjaya
> Jalan Sinaran 2
> Taman Harmoni Indah, Bukit Belimbing
'
> Jalan Suarasa 2, Bandar Tun Hussein Onn
> Jalan Tun Perak, Taman Tun Perak
> Jalan i Mutiara, Taman Seri Nanding
> Jalan Desa Serdang 1, Desa Serdang
• Semenyih
> Jalan 1, Seksyen 1, Bandar Teknologi Kajang
> Semenyih Sentral Bys Station
> JalanTps 1/1, Taman Pelangi
> Lekas Industrial Park 18, Batu 1 V*, Jalan Bangi
• Beranang
> Jalan 3/1, Bandar Tasik Kesuma
> Pekan Sari Beranang, Jalan Semenyih
R A M A D A N CARNIVALS
•Kajang
> Metro Kajang (Fasa 2)
> Bukit Dukong Mrt Station Forking Complex
>JalanTimur
•Bangi
> Perbadanan Kemajuan Negeri Selangor Complex, Persiaran Bangi
> Persiaran Bangi, Bandar Baru Bangi
•Cheras
> Amerin Mall walkway
•Semenyih
> Jalan Tps 1/1, Taman Semenyih Pelangi
>jaian Persiaran Utama Ecohill

17 May 2018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Page: C1,C2 • Printed Size: 351.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6,923.67
PR value: MYR 20,771.01 • Item ID: MY0032606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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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W

雪伊黨
7

縣

月底前須辭職

儀員呈辭

沙列亨••沒必 要留下來

8

(古隆坡ie曰讯）随著雪州
伊斯兰党下令该党T8位县市议
员必须在5月尾之前辞职，以
免对雪州新任政府的运作造成
阻碍和影响后，该批县市议员
已各自呈辞。
据《中国k�了解，雪州共
有12个县市议会，县市议员总
人数为2T9位，公正党共有103
位、行动党98位和伊党T8位。
在大选后，随著雪州大臣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和10位行政
议员日前陆续宣誓，希盟雪州
政府开始投入运作，紧接著将
是雪州12个地方政府事务。

随著伊党不再置身于希盟州
政府之中，更与巫统一样沦为
雪州反对党，伊党目前的78位
县市议员动向备受关注。
由于大选的原故，雪州2 T 9
位县市议员任期展延至6月30
曰。
伊党雪州主席沙列亨接受本
报电访时说，雪州伊党近一、
两日已发指示给78位县市议
员，要求他们必须在5月底之
前辞职。
他说，随著上述指示发出
后，他们相信78位县市议员已
在近日内，各别向县市议会呈
辞。

：轉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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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指示開始呈辭

墨辭

“我们是给予他们到5月尾的
期限，众人都接受党的指示，
目前已开始呈辞。”
沙列亨说，虽然县市议员的
任期是到6月30日，但他认为
位县市议员有必要提前辞职，
不能继续任职至届满为止。

他重申，他们对于这些县市
议员的劝告，是不要拖至新政
府重新委任县市议员，由新上
任的县市议员取代。
他说，目前，雪州大臣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雪州10位行
政议员已完成宣誓仪式，雪州

政府的事务也投入运作。
“即然我们已不在州政府
内，成为反对党，我们的人没
必要再留下来，如果我们的人
(县市议员）不走，可能影响
或阻碍地方政府或雪州政府的
运作和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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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告，可電郵至
newscentre@china press,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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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局较早前在桑林花园张挂橫
幅，宣布5月10日起徵收泊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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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ie日讯）蕉赖桑林花园
再度延缓落实泊车收费制。

5理由要求市局取消
&珍莉说，陈国伟以5大理由，要求市政局取消在桑林花
#园落实泊车收费的措施。
她说，5大理由包括桑林花园为综合发展区，徵收泊车费
将加重当地不同阶层群的生活负担、对居住在店屋的居民不
公、影响熟食小贩的收入、增加没有收入却要上课的学院生
负担、开车上班的工厂工人面对泊车费的压力。
“有关信函是在3月7日发给市政局，之后措施暂缓，没想
到5月又张挂收费橫幅，这次市长也答应暂缓措施。”

希望取回訂金
•管荣昌（52岁，手表批发商）+
之前因需要租用泊车位，支付市
%政局8个泊车位的2个月订金共
3840令吉。

我是4月尾付款，随著当局宣布取消
收费，希望可取回我的订金。

吉隆坡市政局早前计划在当地落实泊车
收费制，遭到商民强烈反对而暂缓，此次
也是隆市政局第三度暂缓有关措施。
当地商民是在日前通过，向民主行动党
蕉赖区候任国会议员陈国伟投诉，后者亲
自致电吉隆坡市长丹斯里阿敏诺丁要求暂
缓收费，获后者同意。
目前，原本已在当地安装的各个电子泊
车缴费机，已用塑料袋包裹，彷佛是向商
民派定心丸，暂时不会收费。
较早前，桑林花园商业区竖立好几个电
子泊车缴费机，还张挂橫幅，通知民众会
在5月10日起，正式徵收泊车费。
橫幅上写著，民众可通过数方式付款，
包括硬币、手机、特别泊车位、月费及一
触即通卡。

商民反對到底
商家代表杨添才（65岁，家庭用品业）
说，从多年前至今，这已是商民第三次投
诉市政局，欲在当地落实泊车收费制度，
加重人民负担。
“第一次是多年前，当时是要采取私人
收费，以每次进入付费计算，商民强烈反
对，今年农历新年前，当局来张挂橫幅，
通知3月起收泊车费，商民再反对，这次5
月又来，我们依旧反对到底。”
他今日在记者会上，向陈国伟助理蔡珍
莉声明商家立场时，这么指出。
杨添才说，落实泊车收费制度无疑增加
民众负担，包括其员工要求提供津贴，
应付每个月预算额外多付的200令吉泊车
费。
“我有约四、五十名员工，这会增加雇
主的负担。”

•商家反对市政局在桑林花园落实泊车收费
制度。前排右3为蔡珍莉，右2为杨添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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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列亨

州吞爱
下_
i

^管今届大选茌雪州一败涂
地，雪州伊党强调该党经
得起考验，扬言下届大选将卷
土重来。
在今届大选，伊党以和谐阵
线阵容在雪州上阵，与希望联
盟和国阵直接对垒，加上其他
政党和独立人士插上一脚，让
雪仲丨5 6个彳丨|席和22个国席几乎
全面陷入混战。
在马来海啸\华裔选票偏向
希盟、消费税等因素，让希盟
在雪州橫扫5 1个州议席和20个
国席，打出漂亮的一战。
除了国阵，伊党在今届大选
也在雪州吃下败战，在所竞选
的49个州席之中，几乎全军覆
没，只由拿督阿末尤努斯赢得
昔江港州席。
沙列亨说，他们接受今届大
选的成绩，遵重选民们的决
定，也相信他们流失所有华裔
选票、高投票率等，都是他们
败选的肇因之一。
他说，伊党已开会讨论大选
成绩，有关研究报告预计将于1
个月内出炉，报告中将分析惨

败的原因。
他说，伊党在全国共有18位
国会议员和90位州议员，在吉
兰丹、登加楼、吉打、霹雳等
州属都取得相当不错的成绩，
在雪州却惨败。

習慣大起大落
他指出，从1 9 9 9 年至2 0 1 8
年，伊党在雪州曾有过3输2赢
的经历，也曾于2004年遇过惨
败的一次大选，输到一席都没
有。
“在1 9 9 9 年大选，当时我们
有4位州议员，在2004年大选则
是输到一席都没有，在2008年
大选当时是赢了 8个州议席，
在201 3年大选则赢了 15个州议
席，但在2018年大选却面对惨
败，只赢1个州议席。”
他说，他们已惯于面对如此
大起大落的情况，并相信伊党
还是能够渡过此次难关。
他指出，即使面对如此惨
败的成绩，他们从来没有放弃
过，也不会放弃。
“我们目前已开始投入服务
工作，准备在下一届大选再卷
土重来，到时可能只是希盟和
伊党之间的对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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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甘榜村長厠塞腫滞|？
•州伊党将于本月20日
^召见该党的280位马
来甘榜村长，讨论去留问
题，很有可能也是全部都
要“走”，但一切要等待
讨论之后才有答案。
沙列亨说，目前他们已
处理县市议员的问题，紧
接下来的是280位马来甘榜
村长的问题。
他说，在雪州，传统马
来甘榜共有368个，通过伊
党委任的村长则有280位。

他指出，随著伊党已没
在雪州政府的体制之中，
他们有必要处理280位村长
的问题。

要看最終結果
“我们目前还没有一个
方案，将在会见所有伊党
的村长，聆听大家意见之
后再做决定。”
他说，他们尊重现在的
希盟雪州政府，也希望随
著新届的雪州政府成立之

后，确保所有事务更顺利
进行。
他指出，在上述前提之
下，所有通过伊党委任的
村长可能都要“全走”，
但他们还是要看该会议讨
论的最终结果。
“因为涉及人数太多，
我们也有考量到许多问
题，但我们也不希望因为
我们的村长问题而影响州
政府、地方政府或者是村
长。”

收留“青蛙”譏希盟
、、，丨，、列亨揶揄希望联盟没有原则，连

o “青蛙”也接受入党。

他也把矛头指向巫统，重申目前的局
势可清楚看见，巫统在过去都是处在
“太舒适”的环境中，太过安于现况，
以致在今次大选时无法面对败选的重'
挫，形成许多党员、基层领袖出走的局
势。

只顧個人政治利益
他说，虽然伊党失去许多国州议席，
但党员们对于党是绝对的效忠，也没有
人在这些离开伊党。
他指出，“政治青蛙”的文化也是从
希盟开始，尤其是在诚信党成立之时。
“目前，‘政治青蛙’跳槽的情况是
发生在巫统，可见到他们真的是不堪

'•nini

0I

一击，希盟还愿意收留这些没有原
则、没有立场，只顾及个人政治利益的
人。”
沙列亨说，伊党是不收“政治青
蛙”，尤其是一些有拥有党职、国州议
员职位的人，只会收一般的党员。
“如果有关人士要进入伊党，他就必
须要辞去职位，包括国州议员的职位后
才能进入伊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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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答允提供房屋報告

將探討各工程申請

聶納茲米冀摒棄舊政治文化

(吉隆坡ie日讯）公
正党直辖区国会议员
与市长丹斯里阿敏诺丁
会面，获后者答允在本
月30日前，提供完整的
房屋工程报告给国会议
员，若必要将探讨各项
工程申请。
参与今日会面的国会
议员包括候任敦拉萨镇
区国会议员拿督卡马鲁
丁、候任斯迪亚旺沙区
国会议员聂纳兹米和候
任苔都区国会议员荅拉
答卡兰《
3人i是继候任班底谷
可纳妓米希
文又望，旧有
的政治文化被摒
弃，直辖区将迎
来新的政治文
化。
他说，市长也
给予认同改革的
事情，相信人民
将见证改革的一
刻。
“这次的会面
带来正面回应，
双方都讨论了政
策问题。”
苔拉荅卡兰
说，他在会上带
出土地发展、捷
运工程、道路阻
塞等问题。
“希望之後我
们能和市政局携
手合作，解决隆
市的问题。”

区国会议员法米、候任
甲洞区国会议员林立迎
和候任武吉免登区国会
议员方贵伦后，再与阿
敏诺丁会面，商讨各项
吉隆坡各项课题的国会
议员。

吉隆坡已過度發展
卡马鲁丁指出，市长
答允在本月30日前，给
予一份报告，列出吉隆
坡内的工程，包括各工
程已取得的进度。
他与同僚召开记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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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说，吉隆坡已过度发
展，包括其选区内的休
闲中心也被发展，所以
他们要针对各角度来探
讨所有工程。
他说，市长联同两位
官员与国会议员会面，
对方都给予正面的回
应，并指会即时采取改
革行动。
“除了商谈市政局的
政策，我们也要求市长
尽快把吉隆坡大蓝图在
宪报上颁布。”
卡马鲁丁指出，人民
要求改革，背负责任
的国会议员必须做出改
变。
°
出席者还有公正党敦
拉萨镇区会主席阿兹
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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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纳兹米指出，在八打灵再也东区草场
口又举行的“人民独立”集会，希盟领袖
和全国群众都会出席，预计参与者至少1万
Ac

他说，数家电视台在今晚也会到活动进
行现场直播。
聂纳兹米也是公青团团长。他认为，在
没有任何阻碍下，相信这场活动能够预期
进行。
“出席的穆斯林在下午5时，会在现场祈
祷，之后其他领袖会陆续发表演说，貧告
回归的公正党实权领袖拿督斯里安华，会
在10时抵达。“

曼，右2是聂纳茲米。

与阿敏诺丁会面。左起是答拉荅卡兰和阿茲
•卡马鲁丁 左(3起 联)同其他两名国会议员

人民獨立集會
料獲萬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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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溪龍華小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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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K 交通

(加影16日讯）双溪龙华小家协促请加影市议会，协助
提升学校周遭道路，包括在学校A门外兴建一条道路衔接
到A门，让学校多一个入口，以便疏

雁芳

缓放学时段校外的交通阻塞情况。

该校家教协会主
席李国魂说，目前
全校师生使用B门出
入，导致每天放学
时段所有车辆堵在
B门（学校大门）
前，加上许多家长
车辆双重泊车，校
外交通严重阻塞。
他指出，学校A门
过去都是关闭著，
若市议会可以在学
校前面的大路，开
条路衔接到A门
(只需建在沟渠上
方），校方便可以A
门B门兼用，家长曰
后可以从A门进，B
门出，这可更快疏

散到校接孩子的家
长车辆。
由于学校外面的
道路由市议会管
辖，他相信市议会
可以协助。

已呈書加影市會
他今日在学校欢
庆教师节后向《中
国报》透露，家协
已于4月26日把上述
改善学校交通的建
议信，呈交给加影
市议会。
他也在信上要求
市议会，加宽学
校前面的双溪龙
1 巷(P e r s i a r a n
Sg.Long 1)路段，
以及修剪学校前面

的大树，并在B门前
增设一个路拱，减
缓车速。
另外，家协也要
求市议会将学校前
面的U转，移前至少
100公尺。
李国魂说，现有
的L:转与学校B门太
靠近，也是导致校
外交通阻塞的原因
之一*«
此外，他说，校
方有计划在校内
的候车站增设一座
遮雨棚，让学生可
以在候车站等候家
长，家长也无需把
车停在校外及走路
进校内找孩子，以
缩短家长接孩子的
时间。

•每逢上下课，双溪龙华小校外交通便十分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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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協反對C門無法開放
国魂指出，校方曾考

李虑开放C门，让双溪龙

把车泊在大路中间的安全岛上。

•校外双重泊车情况严重，有些家长甚至

第6区(Seksyen 6， Bandar
Sg.Long)的学生可以从C门进
出，不过，这项计划早前遭双
溪龙第6区居协以安全理由拒
绝，因此，如今C门也无法开放
使用。
他1兑，家协提出上述交通建
议，是为了应付学生人数不断
增加引起的交通问题。

他透露，学校学生人数将持
续增加至未来的3000人，而且
学校附近还有一所双溪龙国
中，学生人数也有2677人。
“学生家长的车辆在校外大
路边两边双重泊车，导致重型
罗厘及巴士无法使用该路。”
他说，家协在过去3年接获许
多家长投诉交通问题，希望市
议会关注学校上下课时段的交
通情况。

劉佳達：軟硬體設備待提升
彡二^动党加影市议员刘佳达
1J说，双溪龙华小的软硬体
设备有待提升，他建议家协再
度把学校发展规划篮图，提呈
给新政府。
据他了解，该校有意兴建一
座礼堂，也计划提升现有的草
场，虽然校方之前已向教育部
提呈申请，但有关申请无下
文。
他周三与其同僚梁照胜、皇
冠城居协顾问何其隆及理事李

文彬，一起到学校出席教师节
庆典时，这样指出。
这也是他们在中央政府政权
更替后，首次访问双溪龙华
小。
刘佳达说，该校家协主席李
国魂要求市议会协助处理学校
食堂垃圾，因为只要食堂经营
者持有市议会的营业执照，市
议会便可协助清收垃圾。
至于家协提出的交通建议，
他将带回市议会反映及商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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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教师节，左5为李国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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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工程被擱置多年

小徑®_®SI蚊麋I
攝影H：楊tj；言

(蒲种1 6曰
讯）蒲种英丹公
寓(Puchong Indan Apartment) P付
近的学校保留地沦为非法垃圾场，
梳邦再也市议会已清空垃圾堆，唯
隔邻小径仍囤满居民的资源回收
品，且缺乏管理，到处苍蝇飞绕，
蛟虫滋生！
据知，学校保留地旁的小径属于公寓发
展地段，因公寓工程搁置被荒废多年，当
地安置栏杆将小径封闭起来，结果居民将
大量资源回收品囤放该处，却没有良好打
理。

挖深溝阻羅厘出入
木板、破损家私和可回收物品都囤积在
当地，路面弃有不干净的塑料袋，惹来大
量苍蝇飞绕，且靠近丛林成群蚊子肆虐，
该地点距离公寓仅100公尺，卫生状况很不
理想。
$°径旁就是学校保留地，之前沦为非法
垃圾场，缺公民意识的发展商将施工垃圾
丢弃该处，市议会在全国大选前已展开行

継�

动，将该处清空。
为了阻止非法倾倒垃圾行为，市议会在
该处安置水泥路障切断交通，还挖掘一道
深沟阻止载垃圾罗厘出入。
市议会是于去年12月12日接获居民投
诉，调查后证实沦为非法垃圾场的土地原
是学校保留地，清理地段后将会拟定方
案，以全面解决该问题。

.V.

•_

市道
议深
会沟
在阻
该±
处载 •公寓工程搁置被荒废多年，小径被栏杆封闭起来，居民
安垃
将资源回收品囤放该处。
置圾
水罗
泥厘
路出
障人
/义寓底层迷你市场业者袓鲁（30岁）指出，工程承包商的
切。 ^罗厘经常出入学校保留地，丢弃的都是建筑废料和施工
断
垃圾。
交
他说，市议会在全国大选前已执行工作，将该地段清理乾
通
净，安置路障不再让罗厘出入当地。

羅厘進出丟建築廢料

挖
掘

他指出，原本公寓隔邻要进行房屋工程，但不知何故被搁置
下来，该地点如今仍是一片树林，保留一道小径出入，居民都
把可回收物品囤放在小径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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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取消高級行政議員職

各轚會負責範醻霞_

1

(莎阿南16日讯）雪州行政议
员掌管的事务委员会阵容出炉，
除了高级行政议员一职被取消，
各委员会负责范畴也重新整合及
出现细微更动！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
阿里今早召开记者会，宣布
各行政议员掌管的部门时宣
布，他将掌管管财政、土地
发展、天然资源、雪州经济
理事会和新闻事务，候任巴
生新城州议员邓章钦则掌管

P5

出任掌管雪州投资、中小型
工业及贸易事务。
“候任金銮区州议员黄思
汉则接替欧阳捍华，出任地
方政府、华人新村事务及交
通委员会主席；候任哥打哥
文宁州议员甘纳巴迪劳则继

所
有

經

他坚信，雪州是个精明、发展
蓬勃的州属，需要更多的创新思
维，也需要“旧领导”的经验和

過
協
商

各部門有小更動
他续说，候任双溪杜亚区
州议员阿米鲁丁掌管新生
代、运动，文化、企业发展
事务及传统甘榜事务；候任
南柏再也州议员哈妮查则出
任房屋、城市发展委员会主
席o
i也指出，候任斯里斯迪亚
州议员沙哈鲁丁和候任加影

区州议员，则依序掌管伊斯
兰宗教、教育、人文发展、
科学工艺和革新事及自然环
境、绿色工艺及消费人事务
委员会。
同时，候任斯里沙登区州
议员西蒂玛丽亚、候任班
丹英达区州议员依兹汉哈欣
及候任巴生海峡区州议员拿
督阿都拉昔，所接管的部门
依序为卫生、福利、妇女与
家庭事务、基本建设、公共
设施和农基工业及文化、旅
游、马来习俗。

值得一提的是，各部门都
出现微小更动，例如原本
由邓章钦掌管的公共交通事
务，如今已归类在黄思汉掌
管地方政府、华人新村事务
及交通委员会。
同时，取代黄洁冰出任雪
州行政议员的许来贤，原本
由其部门管辖的旅游事务，
也被纳入阿都拉昔掌管的部
门。
出席者包括雪州政府秘书
拿督莫哈末阿敏。

询及邓章钦原本不在行政议
受员名单时，阿兹敏阿里重
申，没人提及有关事项。
针对邓章钦和候任适耕庄州议
员黄瑞林原本不在名单内，他强
调，所有人选都是经过成员党协
商后得出来的结果。
针对黄洁冰此番未受委州行政
议员，他则说，这是正常的事，
每次选举后，组成的州行政议
员，70°。都是“新面孔”，但不
意味著“旧人”没有提供贡献。

敏

续出任贫穷、关爱政府和园
丘工人事务委员会主席。”

领导，前任和现任领导紧密配
合，将能给雪州发展带来正面的
帮助。

議長人選暫賣關子
兹敏阿里笑言议长来自“希望联
盟”，拒绝透露议长一职将由哪党议
员出任。
他是受媒体询及议长人选来自哪个政
党时，故弄玄虚，称议长来自“希望联
盟”o
皿当°提及议长的人选，他透露，目前已有
人选，首次州议会将落在开斋节后，目前
正等待雪州苏丹决定曰期。
当媒体进一步问起议长是否来自行动
党，他继续卖关子称议长来自希望联盟，
并说各政党都是以希望联盟的称号征战大
选，并以希盟名号赢下大选，所以议长当
然也是来自希望联盟。
当被问及是否出任部长，他则说不予置
评。

•阿茲敏阿里（坐者左）在莫哈末阿敏陪同下，率领新出炉的雪州行政议员召开记者会，站者左起为哈妮
查、依茲汉哈欣、阿米鲁丁、沙哈鲁丁、邓章钦、许来贤、甘纳巴迪劳、黄思汉、阿都拉昔及西蒂玛丽
亚。

漂白非法工廠
屬地方政府權限
思汉指出，“漂白
非法工厂”已涵盖
在地方政府权限，经过行
政会议协商後，今届无需
再特别注明有关事项。
“地方政府和公共交通
是我熟悉的事务，尤其过
去曾担任5年的市议员，
非常熟悉这方面的运作。
他认为，地方政府比较
熟悉社区的需求，地方政
府比陆路交通委员会更适
合管理交通问题。
他坦承，邓章钦之前掌

黄

管公共交通事务时，处理
得非常优秀，他除了会延
续邓章钦的政策外，会更
精益求精，制定更好的政
策
°“欧阳捍华在任期间，
同样协助提升许多华人新
村的硬体设备。”
黄思汉透露，他将在近
期内会见各县市议会主席
及市长，已了解各县市面
对的问题及需要推动的计
划和政策。

鄧章欽：加大力度吸引外資
对未获特别注明为“高级”行政议员，邓章
T I钦表示不知情，并说如果大臣没有说明，或

许魷不是了。
另一方面，他说，他掌管的委员会只是少了公共
交通的环节。
邓拿钦说，其部门接下来除了加大力度吸弓丨外
资，也会加强协助本地企业开拓国外市场方面加大
力度。
“如果成功开拓外国市场，本地企业就必须提高
生产及投资，协助国内的中小企业，就是我重点推
动的项目之一。”
他坦承，过去，雪州政府的政策，都会受到中央
政府的阻扰、刁难，所以随著中央政府易权，所以
接下来，雪州和中央的政府配合，更能合作无间。
此外，许来贤说，他掌管的委员会少了旅游部
分，接下来会先聆听部门官员汇报，再拟定未来方
向，但之前的政策都会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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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行政議員職務表
雪州大臣拿督斯 掌管财政、土地发展、天然资源、雪州经济理
里阿兹敏阿里
事会和新闻事务

民主行動黨
1.拿督邓章钦

掌管雪州投资、中小型工业及贸易事务

2.黄思汉

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和华人新村事务

3.甘纳巴迪劳

贫穷、关爱政府和园丘工人事务

公正黨
1.许来贤

自然环境、绿色工艺、消费人事务及非回教事
务

2.阿米鲁丁

新生代，运动，文化、企业发展事务及传统甘
榜事务

3.哈妮查

房屋、城市发展

4.沙哈鲁丁

伊斯兰宗教、教育、人文发展、科学工艺和革
新事务

誠信黨
1.西蒂玛丽亚

卫生、福利、妇女与家庭事务

2.依兹汉哈欣

基本建设、公共设施和农基工业事务

土團黨
1.拿督阿都拉昔 文化、旅游、马来习俗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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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敏感謝元首特赦

讓安華重獲公民權益

(莎阿南I 日讯）公正党
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
里，感谢国家元首特赦公正
党实权领袖拿督斯里安华，
让後者重新获得公民权益。
“我要代表人民、公正党
感谢元首，让安华重新获得
身为马来西亚人民的权力，
参与合法的活动。”
阿兹敏阿里也是雪州大
臣，他今日中午召开记者会
时，这麽指出。
6

暫不製造補選
针对希盟是否会制造补
选，让安华马上重返政坛，
阿兹敏回应说，公正党主席
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已清楚说
明，希盟的首要任务是组成
政府并全力支持首相敦马哈
迪医生。
他说，接下来的行动，将
在希盟会长理事会探讨后再
定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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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贵宾与获奖的教师合照。
(布城1 6日
讯）雪州大臣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
里认为，要组
成一个公正的国
家，就必须从教育著手教出公正的
囯家监管人，而教师恰好就是负责

他说，雪州政府就是遵循以上理念，才
能达到人民的期望。
“人民被愚弄的日子已结束，现今雪州
能取得成功，马来西亚也能达到，因此，
我有信心国家能再次与其他发展国家竞
争。“

b

兹敏阿里昨晚以大臣身分，出席教育
部在布城国际会展中心（PKC)举行的第
47届教师节感恩宴，并成为唯一一名上台
致词的贵宾，不禁引人猜想，他会否卸下

大臣职位，在内阁名单中出任教育部长或
担任其他部门的领导。
阿兹敏致词时形容，感恩宴是他与在场
的教职人员分开多年后的重聚，因为本身
在1980年的后期，曾在教育部领域服务。

这场活动获得2400名，来自全马各州的
教职人员出席，大臣在活动上的受欢迎程
度，并不比出席雪州政府活动时逊色。
出席者还有教育部总监拿督阿敏瑟南，
及教育部秘书长拿督斯里阿利亚斯等。

否是新任教育部长。
教师节感恩宴时，不禁叫人猜想他会

人民被愚弄曰子結束

•公正•雜管人
•阿茲敏阿里 中
( 以)雪州大臣出席

新一代的监管人。
“对我而言，好的品行就是以真理对抗
虚假、捍卫公正的社会系统，以确保每人
的权益。”
阿兹敏阿里指出，本届教师节主题“教
师是教育改革的推手”是非常贴切，因为
教育的角色是为国家带来公正的领袖，而
这品行也应该从个人开始。

雪大臣=教育德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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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is日讯）希盟行
动党甲洞区候任国会议员林
，立迎揭发，吉隆坡从2013年
至2'018年，至少有64块土地
在不符合程序的情况下，以
低于市价的价格售予发展
商，要求反贪污委员会立即
采取调查行动。
他指出，联邦直辖区部前
部长拿督斯里东姑安南在任
期间，吉隆坡多块土地出售
给发展商，当中超过半数用
来建高价公寓。这64块土地
交易没有公开招标，也没有
估价报告，大部分以低于市
价的价格出售给发展商。
“这些土地大部分是空
地，发展商要进行其他发
展，必须申请转换土地用
途，但我发现有些发展商
在没有缴付地价和发展金
(Development charges)的
情况下，就开始动工。”
他说，目前这些土地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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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mmm
程部分已竣工，部分仍在施
工，部分则未动工，但有些
发展商已向购屋者收取10%订
金。

購屋者付10%訂金
“如果是施工中的政府房
屋工程，虽然土地买卖过程
存有不合理情况，不过因涉
及公众利益，故可以继续动
工，至于未动工的工程则不
许动工。”
林立迎直言，前槟州首长
因洋房买便宜被提告，涉嫌

以低于市价买土地的发展
商，应该也被反贪会提告。
“我要求反贪会立即到联
邦直辖区部、直辖区基金会
和相关发展商公司，捜索文
件及展开逮捕行动。”
林立迎今日与泗岩沫候任
国会议员杨巧双和希盟地方
领袖到吉隆坡反贪污委员
会，针对联邦直辖区部、联
邦直辖区基金会和吉隆坡市
政局涉嫌没有根据正规
程序出售土地进行投报
后，向媒体这么指出。

^年锡_

1115^

直區基金會發展商
士女立迎指出，国家审计司不能
#审计政府单位以外的机构，
包括基金会，但反贪会拥有权
限，可以根据投报调査联邦直辖
区基金会和发展商。
他说，上周接获消息，谣传联
邦直辖区基金会和联邦直辖区部
办公室正在清理文件，他促请反
贪会在文件被销毁之前展开行
动。
“曰前我会晤吉隆坡市长丹斯
里阿敏诺丁，他答应会把土地的
交易报告交给我，目前还在处理
.
中。"
°林立迎说，主要是要发展商与
联邦直辖区部和市政局之间的买
卖合约，他也担心发展商还未付
清这些交易的款额。

•林立迎(前排左4起)和杨巧双与众希盟成员，到吉隆坡反贪会投报64块土地交易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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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布爹候任国会议员郭素
工沁特别助理张金益指
出，他曾就2016年审计司报
告二则关于帝沙花园的卖地
交易，在去年12月6日到反贪
会投报。
他说，市政局以2400万令
吉出售这块土地，却没有附
上估价报告，反而以远低于
市价的价格出售。
“当时市价是每平方尺约

400令吉，但市政局的售价是
每平方尺约74令吉，怀疑当
中涉及贪污舞弊。”
"张金益认为，还未能确定
吉隆坡还有多少土地是没根
据程序出售，东姑安南有责
任解释。
“东姑安南不能以当中部
分是发展政府组屋为由就草
草了事，我们要知道为何他
会批准这些土地交易。”

M巧双谴责东姑安南以房屋
—发展计划为由，不断出售
吉隆坡的土地。
她指出，中央政府有房屋
部，与发展商协商的交易可由
房屋部处理，不需要联邦直辖
区部介入。
她强调，涉及政府土地和资
产的交易，必须被调查清楚。
杨巧双提及加拉森林公园
(Taman Rimba Kiara)发展
高楼的课题时说，若只是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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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居民翻新房屋，只需要1500
万令吉，联邦直辖区基金会却
用6000万令吉购买土地，转售
给发展商兴建公寓从中获利。
“这根本是利用房屋发展
的名义，来进行土地买卖交
易o “

k

立迎补充，虽然联邦直辖
区部是浪费资源的部门，但因
内部和市政局有许多混乱的事
务要处理，故暂时会保留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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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I华 左 获全面特赦后，随即

苏丹莫哈末 五世陛下 右 。
中心直奔国家王宫，觐见国家元首
換上西装，戴上宋谷，从蕉赖康复

•圖片：攝影組
•報導：曾欣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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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华时隔

泗岩沫的住家。大批媒体接获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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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重返位于武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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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一安华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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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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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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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围，驶离人群。

之余，也成功突破媒体重重
局官员发挥本色， t护安华
数百名媒体围车采访，监狱
安T华魅力势不可挡，面对

i3

〃 7厂口号，为安华加油打气。

旺I沙玛朱国 <云议员陈仪乔 右

5 与支持者现身国家王宫 2号

)

rt

容

-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
敏阿里手上紧握国家王宫
交托给安华的信函。

fr^入•处’他们拿著大字报，高喊

I,

•
\

^息后，早已蜂拥而至’势要拍摄

;

ly厂安华重返家园的重要时刻。

^

安i华 左 抵达家门

>后

嘴角上扬。

L接问好，让他心情甚好
_s
，获得 小I女孩前来迎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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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冬恨 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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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華：許m公課題須向人民交伏
(吉隆坡16日讯）人民
公正党实权领袖拿督斯里
安华指出，虽然前首相拿
督斯里纳吉以鸡奸案对他
政治迫害，他却不怨恨后
者，但后者有必要就许多
不公课题，给予人民一个
交代<。

i

他
，在个人而言他没有怨
恨，也不去想自己坐牢的事
情，会否成为针对纳吉的课
题。
他指出，他不清楚纳吉曰后
会否被控，因一切仍需要视调
查结果而定；不过纳吉必须对
人民过去面对的问题、本身过
错和贪腐成为我国文化的事
情，向人民作出交代。
安华是今午获国家元首特赦
后，在住家召开重获自由后的
首场记者会上，这么指出。
他感谢国家元首在特赦一事
上行动迅速和立场坚定，也感
谢陛下的无条件释放。

官員上前擁抱
另外，安华也对首相敦马哈
迪在特赦过程中的帮忙，透露
会和夫人拿汀斯里旺阿兹莎近
曰前往拜会马哈迪，向后者致
谢。
°他强调，本身申请特赦并不
等于认罪，而是基于肛交案起
诉存有不正义，是个政治提

控。
安华在记者会开始前，也与
监狱局进行交接仪式，为首官
员还当场宣布安华获释，然后
举手敬礼；官员接著轮流跟安
华握手，有者还拥抱安华，现
场起哄声不断响起。
出席者还有旺阿兹莎、公正
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
里及副主席西维尔等。

“讚
•安华（左2)在旺阿兹莎、
阿兹敏阿里和赛维尔陪同下，
召开特赦后首场记者会。
他今午前往国家王宫
觐见国家元首后，再返
回位于武吉泗岩沫的住
家；当时监狱局官员也
全副武装，配备冲锋
枪，确保途中不会有If
不幸的事情发生。
安华的座驾抵达住
家后，大批国内外媒
体便蜂拥而上拍摄安
华，住家外的支持者也
纷纷高喊“烈火莫熄”，
场面士气高昂。
据监狱局人员指出，由于安
华是被特赦重获自由，监狱局
有责任沿途护送安华返回住
家，再待安华签署相关“安全
抵达”文件后才收队。

•辛苦你了！安华（左）亲旺阿兹莎额头，感激爱妻一直以来
默默支持和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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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大學受邀講課
不催促馬哈迪交棒
华指出，他会以普通国民
f身分，鼎立支持由马哈迪
和旺阿兹莎希盟新政府，不会
催促首相马哈迪交棒。
“我告诉马哈迪，他最好是
和旺阿兹莎共同执政，请给我
一点时间和家人及妻子相处，
接著我会到处旅行，到全球几
个大学给讲座。”
他说，本身觉得自己需要一
些时间和空间，认为马哈迪应
该会接受这个决定，而他会一

直留意时局发展，不认为目前
需要进入内阁。
“我的立场是给予他必要的
支持，好让他得以推动改革议
扭 ”
另外，安华也说，他接下来
会把部分时间用作到各大学讲
座，坦言已接获数间名校，
包括哈佛大学、乔治华盛顿
大学、斯坦福大学等的讲课邀
请。

•监狱局官员为安华（左）送上祝福和打气。

首相保證諮詢挑選閣員
£^2华说，首相在内阁人事上拥有决定特权，而早前引起内阁人
3C选争议已经解决，马哈迪已保证将谘询希盟领袖的意见。
他说，公正党有就部长职人选提出建议，但必须接受的是，最
后要有人（首相）来决定这一切。
“我们认为咨询程序必要要更有效，因此我们提出一些不同的
意见，而这些是由旺阿兹莎代为表达。”
公正党副主席拉菲兹早前推文指不满马哈迪在内阁布阵上，没
有经过四党讨论就做出决定，进而公开批评马哈迪。

•大批德士司机将公正党党旗贴在车上或插在车上任其飘扬，
庆祝希盟执政及安华获释。

：胸

• ^ jgip
•行动党领袖前往探望久违的老朋友，左起为行动党
国会领袖林吉祥、安华、署理主席哥宾星，和甲洞区
候任国会议员林立迎。

“我早已原諒敦馬”

搞幽默緩和氣氛
&华一如过去的幽默，不忘在记者
会开放环节上开个小玩笑，延缓
记者会的严肃气氛。
当时第3电视台向安华提出首道问
题，但他并没有即刻回答，而是搞笑
向全场记者说“看我的第一个问题给
了第3电视台”，幽默之余，还顺道
展示自己的大量。
第3电视台过去曾播报许多不利希
盟领袖的新闻，而安华早前曾就入
侵拿笃事件起诉第3电视诽谤一案胜
诉，高庭日前还谕令第3电视赔偿110
万令吉给安华。

•百般滋味在心头！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右）与刚出狱的安华
相拥，其夫人旺阿兹莎
(左）则在一旁露出欣
慰笑容。

£^2华指出，许多人以20
年前的事情质疑他和
马哈迪间的合作，但他早
已原谅马哈迪，因后者展
现出了勇气和牺牲。
他说，曾有一名外国政
治家在上述问题和他开过
玩笑，但本身的回应很简
单，即目前关心的是国家
福利。
安华指出，马哈迪已在
奋斗及努力工作，也支持
改革议程；况且后者协助

獄中領悟自由價値
华感言，从监狱生活中学到的最重要
的东西就是自由的价值。
“当你被监禁时，你就会知道这个意
义……，任何人都不应经历与我相似的嘲

他重获自由，为何还要对
马哈迪感到怨恨？
他说，支持马哈迪拜相
主要原因，是后者承诺推
动改革议程，而且这不是
(支持）独角戏，这是希
盟领袖和马哈迪所做出的
集体决定。
另外，安华也谈到中资
课题，强调本身的观点与
马哈迪一致，即不反对中
资来马，惟有必要检视合
约内容是否对我国有利。

主 ”
汁。

安华也感叹，过去数个年头的斗争，如
今看回头会发现一切都是值得的。
“从监狱到王宫……我们的斗争，以及
过去20年来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没有白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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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吉隆坡16日讯）今曰
出狱的公正党实权领袖拿
督斯里安华坦承，与首相
敦马哈迪合作，是在野党
推翻国阵联盟61年统治的
要素。
相信可以与马哈迪合
作，并补充说，自己曾与
马哈迪共事多年，了解马
哈迪是关心国家和人民的
领袖。
安华昨日在蕉赖康复中
‘心接受澳洲《悉尼晨锋
报》访问时，这么指出。
“新的合作关系是必要
的，以克服一直笼罩大
马、根深蒂固的腐败体
制o “
。“我们的‘试金石’说

解決腐敗系統
“前面的路将是我们最
佳的挑战，以履行我们向
人们承诺的事情。”
他认为，希盟政府当务
之急是“尊重所有马来西
亚人”。
他说，必须纠正种族主
义的法律、实现司法独
立、法治、自由媒体和适

当分权。
他指出，新政府将解决
(前朝纳吉政府）根深蒂
固的腐败系统。
“在全世界民主正在退
缩的时候，我希望这个时
候，大马人民能给予世界
各地争取民主的人民带来
希望。”
安华形容，大马正处于
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大马已成功推翻一个腐败
猖獗的政权，为人民带来
新希望和全面自由。
但他说：“一次的选举
还不会实现民主。我一直
相信人民的智慧，如果我
们努力奋斗的话，我们最
终会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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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艰难的时期。”
他说，这—次在监狱
里，他最挂念的是他的

孙子。
“但我们一致认为，如果我们自己不准
备承担同样的风险，我们不能指望大马人
民为自由冒险。
“随著时间推移，我从未曾失望。事实
上，即使在牢房内，我也感觉到人民对腐
败政权的愤怒日益增加。”

兼候任班底谷 協調提伊
区国会议员的法米法�& I * yaiaa
兹，在现场纖展开
协调工作，難娜
高度赞赏，纷纷指他
是多媒体及通讯部长最佳人选。
法米一到场即不时出来向媒体宣布最新
消息，在媒体起哄及与监狱局官员僵持时

/,、正党副主席蔡添强指出，希
A盟政府目前首要是重新整顿
国家经济及改革政治体制，让国
家回到正轨，因此有关他上阵荅
都国席的补选课题等，将挪后再
他说，现在谈答都补选言之过
早，况且新政府有很多任务要执
行，希盟政府目前主要是进行各
种改革并稳定国家经济。”
蔡添强在蕉赖康复中心外接受
访问时强调，补选也好什么都
好，人事调动都不是现在的重
对于目前还未完整的希盟内
阁，他认为这不是问题，工作还
是照样展开，并指内阁是需要时
间组成的。
“首相会尽快解决（内阁人选
课题）。”

/,乂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
A兹敏阿里突然现身蕉赖康
复中心，并亲自为安华捎来国
家元首的觐见通知信函。
他受询时说，他是受国家元
首谕令，到该处向安华和妻子
兼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旺阿兹

/,义正党政治局成员兼安华代表律师西华
A拉沙指出，随著安华获国家元首全面
特赦，意味安华获撤销早前所有罪状，
已经是自由身，即曰起可继续参政。
他说，这也意味安华可以参与补选并成
为国会议员。
他在蕉赖康复中心外接受媒体访问时
说，安华获释后，会先到国外数天探访老
朋友及暂作休息，相信安华参政课题或在
在6月开斋节结束后才讨论。
他说，安华在开斋节后才著手安排补
选事宜，并非安华的决定，而仅是他的个
人看法，唯大家会继续就此课题与安华洽
商。
“逻辑上，在斋戒月期间不会发生任何
事，他也需要休息。”

莎，递交觐见通知信。
“陛下将在下午12时30分召
见安华、旺阿兹莎，以及我本
身。”
。阿兹敏阿里说，安华将直接
从蕉赖康复中心出发到国家王
宫觐见国家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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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華王宮覲見元首

(吉隆坡ie日讯）“一切赞颂，全归
上苍，谢谢陛下。“
这’是公正党实°权领袖拿督斯里安华获得

期间，大马德士司机希望之声主席麦迪
携约150辆德士司机2号入口处，并鸣笛恭
贺希盟胜选入主布城，同时也庆祝安华获

特赦，并于今早12时，到国家王宫觐见国
家元首苏丹莫哈末五世陛下后的首个反
应。
据‘‘马新社”报导，安华是在离开国家

释。

王宫前，向媒体如是指出。
71岁的安华脸上一贯平静，没有灿烂笑
容，仅说他如今要回家，同时要抽空陪伴
最亲爱的家人，而此时，安华妻子拿督斯
里旺阿兹莎及女儿努鲁依莎正陪伴在侧。
安华获得陛下全面特赦后，在蕉赖康复
中心当场获释，并在下午12时抵达国家
王宫，觐见陛下。
，一抵步，目卩°获首相敦马哈迪迎接，

旗。

i

k

批来自槟城及巴生谷一带的德士司机
都是安华支持者，他们在今午约12时40
分，陆续抵达，且德士上还插有公正党党
麦迪受访时说，随著希盟政府执政中
央，希望他们能重新检讨电子召车服务及
维护德士司机权利，另也在国会为他们发
声。
tKRcy^He

_

aJPa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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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AYS

两人更是紧握双手；公正党署理主席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也随同觐见陛下。

支持者高喊口號

PEHSAMPUNAN PEWUH YBHO.DATO'SER! AWVAR

早前，马哈迪将安华全面特赦申请提
呈第51次的联邦直辖市特赦局会议，并获
安华随°后在下午1时35分，在监狱局官
员护送下，返回位吉隆坡泗岩沫私邸，这
也是他时隔3年后重返家园。
在国家王宫2号入口处，多家媒体驻守
在此，唯安华及旺阿兹莎等人最终由大门
入宫，让现场媒体扑空。
随后，公正党旺沙玛朱国会议员拿汀巴
杜卡陈仪乔也来到国家王宫，等候安华出
宫，并与支持者高喊口号。

•‘ WAM AMllAO OAHLAN Bl
Pen^lote 8§ay»
：Negars
i«anaf

•国家王宫文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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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健豪

盟在第14届大选可说是狂风扫落

希叶的姿态，一举拿下多个州权，

別讓過去罔題重現

更夺下中央政权，为我国缔造首次进
入政党轮替的纪录。
作为雪州子民，看见州政府和中央
政府都在同一阵营下，难免憧憬雪州
未来的发展，且相信各种之前悬而未
决的问题，应该都会迎刃而解。
在过去5年，鉴于州政府和中央政府
是由不同阵营所主导，因此许多课题上都难以取
得共识，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水供重组的课题，
从前大臣到现任大臣，都未能完成收购，当时的
朝野议员更为了此课题，从州议会争执到国会。
除了水供课题，连基本的道路维修，也需要厘
清是公共工程局或地方政府的管辖区，才能有进
一步行动，孰不知这些所谓的管理权，直接影响
人民的生活素质。
在过去，当区内的问题涉及州与中央政府，朝
野议员总有不同的说法，一方会说州政府不愿配
合，另一方也给予类似的答案，导致身在局外的
人民，根本无从追究，到底谁是谁非。
雪州大臣多次表明，雪州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是
贡献最大的州属，惟中央政府所给予回报却不
成正比，随著希盟同时拿下州权和中央政权，希
望双方在同一阵营下，过去的问题不会重现，双
方都能在人民利益为前提下，拟定更多的利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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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黨市議員總辭

地方政府照常運作
林淑慧
(吉隆坡I7日讯）在接
获党领袖的指示后，雪州
78位伊党县市议员已陆续
向县市议会呈辞，但未
影响地方政府运作，一切
“马照跑，舞照跳”。
根据《中国报》抽样了
解，来自不同县市议会的
伊党县市议员，从本周一
起，陆续退出和县市议会
有关的社交群组，以行动
证明他们离开的决心。

其中，巴生市议员李富
豪告诉《中国报》，5名来
自该议会的伊党市议员，
已在2天前，正式致函市议
会辞职。

縣市議員續任至6月
惟他说，虽然5名伊党市
议员辞职，但不会对市议
会的运作造成任何影响。
“因为只要有至少4名市
议员出席，我们仍可如常
召开小组会议和做决定，
少了5个人并没有问题。”
此外，士拉央市议员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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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豪说，该会5名伊党市议
员，已在周一陆续退出与
市议会有关的社交群组。
来自加影市议会的伊党
市议员，也在大选后，
“自动”辞职，没再出席
小组会议。
较早前，伊党雪州主席
沙列亨说，雪州伊党已发
指示给78位县市议员，要
求他们必须在5月尾之前辞
职，以免对雪州新任政府
的运作造成阻碍和影响。
雪州共有12个县市议
会，县市议员总人数为2T9
位，公正党共有103位、行
动党98位和伊党T8位。
这些县市议员的任期原
本于去年12月31日届满，
之后获延长至今年6月30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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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日讯）甲洞
区候任国会议员林立迎竞
选主任游佳豪今日被旺沙
玛朱警区查案官传召，
针对竞选期间一个“投国
阵=支持消费税” （uncH
BN=sokong GST)广告牌录
取口供。
相€广告牌在竞选期
间，被放置在在甲洞大街
与美罗柏兰岭路（Jalan
Metro Perdana )交界处，
不过在接获选委会的指示
后，助选团给予充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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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投隱=支持消費稅”廣告牌

游佳豪被傳召錄口供
作，把广告牌拆除。
游佳豪2天前接获旺沙玛
朱警区查案官通知，称警
方接获投报，指广告牌内
容有煽动、挑衅和引起社
会不安，要求他今日下午3
时前往录取口供。
他指出，当时“投国阵二
支持消费税”是林立迎的

宣传字眼，但在选委会和
吉隆坡市政局介入下，在
投票日前2天就把广告牌拆
下。
“我们曾与选委会多次
交涉，惟不得要领，我们
充分合作也没反抗，遵
从选举法令把广告牌拆
下。”

直言沒捏造成分

•mi

•游佳豪就竞选期一个宣传广告牌内容到旺沙玛朱警
区录取口供；右为士拉央市议员林晋伙。

他直言，投国阵等同投
国阵有什么问题？消费税
确实是国阵政府通过，完
全没捏造的成分。
“竞选期间，国阵甲洞
候选人（王胜龙）曾公开
承认，有对此广告牌作出
投诉，但我不确定此次传
召是否属于同一个投报，
我需要向查案官了解。”
他说，如今大选已经结
束多日，仍被警方针对竞
选期的事宜录取口供，感
到非常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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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冷惠州会馆即将举办4周年庆，左4起为古竹妤、张志全、曾庆山、何运贵及邹晓湘。

(加影17日讯）乌
冷惠州会馆将于6月8
曰晚上7时，在加影
斐翠酒家举办4周年
纪念晚宴，届时将颁
发第1届拿督叶伟良
会员子女奖励金。
当天晚宴将由该会名誉顾问兼雪州行政
议员许来贤及该会永久名誉顾问拿督叶伟
良联合主持开幕。
晚宴大会主席曾庆山呼吁乡贤踊跃参
与，该会也邀请社会贤达及社团代表参与
其盛。

烏冷惠州會館

6月8曰宴慶4週年

成立葉偉良獎勵金
他表扬叶伟良为会馆出钱出力，促成
“第一届拿督叶伟良会员子女奖励金”的
成立，培育后辈，造福同乡。
他说，加影是惠州客家人最多的他方，
希望未来能加强惠州人在政经文教的贡

献。
他今日在记者会上，这么指出。出席者
包括该会署理会长张志全、妇女组主席古
竹妤博士、财政何运贵、副主席何运发、
曾添财、总策划邹晓湘、青年团锺志伟、
陆文伟及叶思福等。
筹委会主席万秋浩呼吁更多惠州乡贤加
入会馆，共同发展会务，尤其年轻新血，
更是会馆招揽对象。
他说，4周年纪念晚宴节目多姿多彩，有
客家歌对唱、舞蹈表演等，有兴趣参与乡
贤，可联系：
晓湘：016-2942 836
运金：019-2206 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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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華全曰行程滿檔
打趣和敦馬續鬥下去
及如何看待现在的马哈迪，
安华打趣说要继续跟后者
“斗下•去•“。
“我们-次见面时都会开玩
笑，既然我们相处愉快，为何要
长久互斗？”
安华指出，现在的马哈迪开始
关心国家、接受反对党的改革议
程，甚至与过去的政敌们合作。
“雪州大臣阿兹敏阿里、行动
党元老林吉祥和秘书长林冠英、
诚信党主席末沙布等都是过去反
对他的人，但他现在都能放下并
合作，底线在于我们认同同个议
ta
”
往。
他说，马哈迪甚至谈起特赦

“累，但-切都值得”

他、主动和国家元首商讨特赦事
宜，因此他已接纳后者。
询及若希盟没有敦马加持，有
否可能胜选大选，安华坦白说，
过去反对党在505大选赢r普选票
却无法改朝换代，这次509大选，
马哈迪贡献良多也非常努力。
至于何时要入阁，他说他目前
不急著当旨相，会静待下•轮政
权交替，把时间花在多和家火相
°
“我要测试和观察
的阵营和反对党阵营;‘
的国会议员们的
耐，这是非常有趣.：參
的事。"
，
‘

(吉隆坡I 日讯）恢复自由身第二天，
人民公正党实权领袖拿督斯里安华行程依
然满档！
安华今早到土团党总部会见首相敦马哈
迪医生后，中午就返回家门。1
安华今早9时50分与长女努鲁依莎离开
住家，并向在场记者透露准备前去和马哈
迪见面。
他也透露，虽然很累，但是，一切都值
得。
安华砟日上午11时28分获特赦后，随即
展开繁忙行程，不但觐见国家元首及在住
家召开记者会，也不停歇接受一波又一波
的外媒访问，晚上又出席公青团为他举办
的“人民独立”集会，堪称铁人一名。
7

要媒體照顧身體
华坦白，他在监狱的曰子
里，每天会花费10个小时
阅读哲学类书籍，包括孔子、
孟子、老子、《三国演义》、
《西游记》，若要跟他辩论也
没问题。
他形容，监狱是个非常糟糕
的地方，不论食物品质、卫生
和环境等都非常糟糕，可说是
人间炼狱，但他必须打起精神
挨过来。
“你必须对抗这些情况，所
以我一直把时间花在阅读。
“我读很多书籍，不论伊斯
兰、印度或华文哲学，从孔
子、孟子、老子、历史刊物、
《三国演义》、《西游记》
等，我都有所涉猎，即便你现
在要跟我辩论都没问题。”
安华笑称，狱警才不会好心
地为他准备书籍，这些都是妻

“真的很累，但只要能够和家人在一
起，一切都值得。”

Y

會說少許福建話
藏不露的安华，原来会说
少许福建话！
他指出，自小就在各族和谐
相处的氛围中长大，与友族同
胞关系融洽之余也学会了一些
福建话，还在联访现场秀起福
建话。
“我会一点点福建话，如
‘你去那里’、‘要吃吗’、
‘後面’等。”
他打趣指出，自己也从友族
同伴处学了一些福建粗口，当
初因为不懂其真正含义，胡乱
使用而闹出不少笑话。

“我一直都不知道那是粗
口，以为是和朋友亲密的问候
语，直到上了大学，才在华裔
同学解释下明白那是粗口。”
好学的安华，也当场向媒体
讨教“从监狱到王宫”的中文
发音和每法，•还顽皮的揞下次
接受其他媒体访问时，要秀这
段话。
对於希望外界如何看待他，
安华指出，他只是一个来自大
山脚的甘榜男孩，相信所有种
族和宗教，应被赋予机会和荣
誉，形成一个更美好的大马。

他也竖起大拇指，说一切安好，随后乘
午离去。
这也是安华复出后，首次参与希盟会
议。
安华在离开前，不忘说今日天气很热，
要媒体照顾身体。
另一边厢，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旺阿兹
莎也于上午10时38分，另行乘车赴希盟会
议。
由于已敲定与各大国内外媒体的访问行
程，安华返家稍作休息后，下午约1时亮
相，继续接受几轮媒体访问。

•安华坦白自己肩膀在动过
手术4个月后，依然没完全康
复，仍会隐隐作痛。
子即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旺阿
兹莎托朋友捜罗，并去监狱探
望时递给他。

形容自己友好堅強高興
$华被要求以3个字形容自
>Ce
己时，不带犹豫地说出
了 “ 友好”
（nice)、
“坚
强”（tough)及“高兴”
(happiness)

0

他解释，他一直尝试在生活
中当个友好的人，而他从过去
至今一直坚持对抗贪腐和腐败
政府，拒绝低头。
“至于高兴，经历了这么
多挫折后，人们对我还是很
好。”

他感叹，上至国家元首，下
至人民都给予了他尊重，陛下
接见他时也坦言一直关注他的
案件，但碍于当时的政府（国
阵）关系才无法特赦他。
询及会对年少的自己有什么
嘱咐时，他说“年轻人，做个
好人，为自己所信仰的而斗
争。“
至于现在，安华则希望自己
能够好好对代所有人，但必须
通过努力斗争确保能够实现。

否認家族控制内閣
#华指出，其女儿即公正党副主席努鲁依莎已表明不会入阁，
乂因此，有关指安华家族将控制内阁的说法并不存在。
他说，努鲁依莎在党内的顺位，还屈居旺阿兹莎和署理主席拿
督斯里阿兹敏之后，而旺阿兹莎出任副首相，则是顺应希盟在大
选前的承诺。
他补充，最重要的是他们（家族）一直奉献自己来帮助人民，
除非他们出现以权谋私的情况，那么那才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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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很忙唯有國内旅遊
0华说，想和家人去度假，但现在老婆贵为副首相，会很忙，
只能折中到国内临近的地方旅游。
他也说，自己过去空闲时也会带孙子看下动画电影，周三（16
日）获释回家答应孙辈要买雪糕也托人去买了，只不过却也让孙
子的妈妈不高兴了。
询及有什么爱好时，安华指会和家人聚餐，坦言自己喜欢印度
嘛嘛餐，可是旺姐偏好娘惹口味餐，因此出门觅食时都会做个跟
随者。
另外，他也会在空暇时前往探望住在绿野山庄的继母，之後返
回荅东埔探望当地亲友。

讚旺阿茲莎是好太太
$华感言，他很幸运能有旺阿
兹莎这么好的太太，而国
家元首也叮咛要好好对待旺姐。
“你要好好照顾你太太（旺阿
兹莎），她对你真的很好。”
他说，旺阿兹莎一路来坚持
奋斗，历经无数困难，即使在
觐见国家元首被献议当首相时
也从容拒绝，只提出一个要
求，就是释放他出狱。
他指出，陛下和他会面时也

认同他当年是被政治定罪，是
无辜且应该被还以自由的，而
旺阿兹莎在大选后被召见时也
重甲了这点。
询及本善有什么特点吸引旺
阿兹莎时，安华笑言是因为自
己迷人的笑容。
他说，基于旺阿兹莎是党主
席，夫妻两人不时会有一些争
论，但他都会体谅和忍让旺
姐，强调本身是一个好丈夫。

Page 2 o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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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華：董總談華教前要改變
.黃介琳、張景}|j

fe

(吉隆坡17日讯）公正党实杈领袖
拿督斯里安华指出，华小属于华人、
国小属于马来人的陈旧观念必须被打
破。
他说，董总可以会见希盟领袖谈华教课
题，但首先需改变上述观点。
“我们不能决定华人一定要去华小，这是
不公平的争论。”
安华今日在武吉泗岩沫住家接受中文媒
体联访时指出，大马必须有这些学校的存
在，因此，他过去担任教长时，也强调必须

監督内閻

安华认为，以种族为基础的政党不一定要
存在。
“不论行动党、公正党或雪州政府都一直
关注和解决人民议题，我不相信以种族为基
础的政党是唯一能解决种族课题的选择。”
他举例，印度国大党60年来积极为印裔争
取权益，但印裔还是在509大选拒绝他们，
马华和民政党也一样，证明这类代表有关种
族的政党已没有必要存在。
“我们必须确保各族同胞抛开必须有马
来人还是华人领袖担任人民代议士的观念，
因此，我昨晚解释，重点不在于为何华裔任
财长，他不是华人的财长而是大马国民的财
长 ”

对于首相敦马哈迪将兼任教长，安华说，
马哈迪曾担任过教长，且当时做得很好，大
家应再给马哈迪一次机会。

1也强调，自己将扮演监督内阁的角色。
他打趣说，他今天还对马哈迪开玩笑说，
他会监督所有人，但后者除外。

公平对待各类学校，当时甚至有很多马来学
生在华小上课。
“我认为有更多马来人掌握中文是好事，
但一点，国语和国民学校教育体系不能被忽
略，后者应成为国家的根基。”
他也说，希盟政府已承诺会确保公平拨款
供各学校发展，因此，他不担优学校拨款不
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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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舊7新人大臣掌財

行政議員職務出爐
黼_

聰«纖職碰獵1^*«

(沙亚南16日讯）雪兰
莪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
兹敏和10名行政议员今
日宣誓就职，但不再像
过去两届执政时，再设
有高级行政议员职。
阿兹敏依然掌管重要事务，包括
州财政、土地发展、天然资源管
理、雪兰莪州经济行动理事会与策
略传播事务。
雪兰莪州新届行政议会的10名行
政议员中，拿督邓章钦、阿米鲁丁
和甘纳巴迪劳是资深行政议员；其
他都是首次出任行政议员，即哈妮
查、许来贤、沙哈鲁丁、黄思汉、
西蒂玛丽亚、依兹汉和阿都拉昔。
邓章钦续掌管投资、工商与中小
型工业事务，但上届原属他掌管的
公共交通事务，转交给同时掌管地
方政府与新村发展事务的黄思汉。
资深行政议员阿米鲁丁掌管加强
青年与体育、企业发展及乡村与传
统村发展事务，甘纳巴迪劳则掌管
雪兰莪州巩固社会经济发展与关爱
.对有指原本不在行政议

水供重组是首要任务
他说，州政府在选举后重组的行
政团队，只保留30%旧人，70%是
新面孔，他相信新人的新作风与新
思维，加上资深议员的丰富经验，
将能够促使雪兰莪州新内阁更有效
率服务雪兰莪州人民。”
“致力于解决水供重组问题是州
政府的首要任务，在布城政府是盟
友的情况下，我有信心这项课题可
以于近期内解决。”
有关邓章钦之前掌管的公共交通
事务在今届转交给黄思汉，阿兹敏
说，这是因为公共交通涉及地方政
府，不论在规划或批准都是地方政
府权限，因此交给掌管地方政府、
新村发展与公共交通事务的黄思汉
最恰当。
“邓章钦将专注于招商，协助本
地商家开拓海外市场，确保他们有
能力扩大在境内的投资发展，进而
让雪兰莪州继续在国内经济扮演重
要的角色。“(LMY)

雪兰莪州行政议会
1.雪兰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公正党）
掌管财政、土地发展、天然资源管理、雪
兰莪州经济行动理事会及策略传播事务
2.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行动党）
掌管投资、工商与中小型工土事^

JjfMiiX 员阿米鲁丁 (公正党
掌管加强青年与体育、企业发展及乡村与
传统村发展事务
4.行政议M甘纳巴迪劳（行动党)
掌管巩固社会经济发展与关爱政府事务
5,行政议员依兹汉（诚信党）
掌管基本建设、公共设施、农业现代化与
农基工业事务

6.行政议员拿督阿都拉昔（土团党）
掌管文化与旅游、马来习俗与遗产事务
7.行政议员沙哈鲁丁（公正党）
掌管伊斯兰事务、教育、人力资本发展
科学、工艺与革新事务
8•行政议员黄思汉（行动党）
掌管地方政府、公共交通与新村发展事务
9.行政议员蜂•娘查.（公正党>
掌管房屋与城市生活事务

起。
他指出，行政议员名单是
经过希望联盟各党协商后达
成的共识。

5

10.行政议员西蒂玛丽亚（诚信党）
掌管卫生、福利及加强妇女与家庭事务
11.打政议员许来贤，（公正党）
掌管环境、绿色工艺与消费人事务

開齋節公佈議長人選

针;员及议长名单中的邓章
钦和黄瑞林，因为雪兰莪州
苏丹所属意，从而双双出线
的传闻，阿兹敏矢口否认此
事，并强调这起事件从未提

政府事务。
在本届大选弃国攻州并顺利当选
的公正党华裔行政议员许来贤，掌
管雪兰莪州环境、绿色工艺及消费
人事务。
阿兹敏过后在记者会说，州政府
是于今日召开行政会议后，随即进
行各行政议员事务管理的分配。

他也对黄瑞林会否出任议
长三缄其口，只说是希望联
盟的人选。_
“州议会将在开斋节后召

开，届时就会知道谁出任议
长。”
此外，阿兹敏也不愿对外
界盛传他或将入阁，转任联
邦政府部长的传闻作出回
应。(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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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昔和西蒂玛丽亚。

许来贤、甘纳巴迪劳、黄思汉、阿都
、阿米鲁丁、沙哈鲁丁、邓章钦、
jk

末阿敏，后排左起为哈妮查、依兹

照；坐者左起为阿兹敏和州秘书莫哈
•雪兰莪州t 府行政议员团队大^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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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東姑安南賤賣64地段

林立迎促反貪會徹査
(吉隆坡16日讯）基于前
任联邦直辖区与城市和谐部
部长拿督斯里东姑安南在任
期间，吉隆坡有多达64段政
府土地在没有估价与以彳氏于
市价卖给发展商及联邦直辖
区基金会，怀疑当中交易涉
及贪污舞弊，民主行动党候
任甲洞区国会议员林立迎促
请反贪污委员会，即刻突击
检查涉及的发展商及联邦直
辖区基金会，充公文件展开
调查，并逮捕涉案者。
林立迎于今日连同候任泗岩沫区国
会议员杨巧双、候任士布爹区屆会议
员郭素沁的特别助理张金益等人，针
对这起事件向吉隆坡反贪会投报，希
望反贪会即刻采取行动。，

疑交易涉贪污舞弊
林立迎过后召开记者会说，64段政
府土地是于2013年至201 8年期间卖

•林立迎和杨巧双等人前往吉隆坡反贪会举报前任联邦直辖区部长东姑安
南在任期间，疑滥权出售吉隆坡64段土地；前排右二起为士拉央市议员林
晋伙及张金益。
“这64段土地中，大部分都是空地，
发展商买下有关土地后，若要兴建房屋
计划，就必须更换土地用途，届时就得
向吉隆坡市政局支付地税或发展费。”
可是，林立迎揭露，大部分发展商没

为了安全起见，林立迎认为，反贪会
有必要马上突击联邦直辖区基金会及联
邦直辖区与城市和谐部，以便及时带回
相关文件调查，才能对涉案者采取行
动。

有缴付地税或发展费给吉隆坡市政局，

他指出，前槟城首席部长林冠英因为

却可以进行房屋兴建计划，而且发展商

以低于市价购买洋房而被提控，当局因

还能向购屋者收取10%头期，这已是违
例°

此必须一视同仁对待涉案的发展商及单

“我于上周接获消息，联邦直辖区基

位，把涉案者绳之以法。
他说，这64段土地中，有部分的房屋

金会及联邦直辖区与城市和谐部正把相

计划已经完成，有部分正在进行，有部

关的文件搬离大厦，但我不能确定消息
是否属实。”

分则还未动工，他要求当局即刻下令，
停止那些还未动工的计划。（LMY )

張金益：售價低於市價

利用兴建人民房屋计划
为借口而从中牟利，反
贪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调査。

合[7素沁特别助理张金
子P益透露，他曾于

新开档调查。

掉，当时的联邦直辖区与城市和谐部
长就是东姑安南。

2017年12月17日向反贪

国会议员杨巧双说，她

另外，林立迎说，虽

他说，根据他掌握的资料，这64

会投报迪沙花园土地出

是特别针对敦依斯迈花

然联邦直辖区部是浪费

段土地是用作房屋兴建用途，其中部

售事件，即政府以2400

园的绿肺加拉森林公园

分是进行“联邦直辖区可负担房屋计
划” （Rumawip )及“人民组屋兴建

万令吉出售土地给发展

(Taman Rimba Kiara )

商，相等于每平方尺售
价74令吉，远远低于市
价，但反贪会至今没有

被征地用作公寓兴建用
途，向吉隆坡反贪会作

资源的部门，但基于内
部与吉隆坡市政局有许
多混乱的事务有待处
理，因此会暂时保留这

出投报。

个部门。

计划”，但超过一半的单位都是以自
由价格出售。
他说，这些房屋计划都是在没有公
开招标下出售，而且售价低于市价，
同时没有估价。

回应。
他怀疑此案涉及贪污舞
弊，因此促请反贪会重

此外，候任泗岩沫区

她说，她不反对有利

他说，待有了民选市

于人民的房屋计划，但

长，才来关闭联邦直辖

联邦直辖区基金会会否

区部。（LM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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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脸笑容的安华在走出医院时，向媒体挥手示意
•到莪相
安簿州旺
华上务阿
^留大兹
坐下臣莎
者签阿。
y名兹
在；敏
国左‘
家起候
皇为任
宫#副
签兰首

安_•賴|了支持者包5巴士迎接
(吉隆坡16日讯）人民公正党实权
领袖拿督斯里安华于今曰在蕉赖康复医
院获释，吸引逾百名国内外媒体争相采
访，其槟城州家乡峑东埔旳支持者更拉
大队，分乘5辆巴士来到医院外挥党旗及
喊•号，情绪激昂。
虽然皇家特赦委员会于今日上午11时
才召开会议，但众媒体于上午8时许已在
医院外霸位准备。
蕉赖康复医院外除了有交警驻守，院
方也守卫森严，保安员只允许救护车、
病患和特别贵宾驾车进入’多数媒体被
迫将车停在一公里外再徒步上山。
候任班底谷区国会议员兼公正党通讯
主任法米于上午10时15分走出医院外
向媒体汇报情况，指安华会于11时后的
数小时内才出来，然后直接前往数个地
点，暂不会向媒体发言。
过后，公正党署理主席兼雪兰莪州务
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于上午10时30分抵
达，手持皇官公函向媒体表示，安华将
于上午11时30分获释，并于中午12时

30分在皇宫觐见国家元首苏丹莫哈末五
世O
约半小时后，安华在万众期待下步出
蕉赖康复医院门口。他身穿西装，精神
奕奕，一脸笑容地向媒体挥手示意。

场面混乱记者被踩伤
不过，他仅露面数秒，便坐进专车前
往国家皇宫，没有向媒体发言；妻子兼
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全程陪

伴°

数名警官和警员负责保护安华，监狱
局派出5辆汽车与2辆摩多护送安华前往
王宫。
由于现场媒体众多，大家争相拍照录
影，场面混乱。来自澳洲的记者在直播
时手机不慎跌下地上被踩，也有摄影记
者的相机遭到同样命运，落地后还未拾
起就遭珠踏，损失不菲。
过后，还有记者投诉为争位拍照而几
乎窒息，更有记者不幸被踩伤，久久无
法站起来。（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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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17日讯）马来
西亚厂商联合会雪州分会
祝贺希盟赢得第14届大
选，也恭贺希盟成为雪州
新政府。
该会也祝贺拿督斯里阿

直商公會

賀希盟續掌雪州
联合会雪州分会于2 0 1 4

年，在州政府的赞助下，
兹敏宣誓就任雪州大臣。
该会发表文告说，该会完成了雪州工业园的一项
一直以来通过雪州投资机
构和掌管雪州投资事务的
高级行政议员拿督邓章
钦，与州政府紧密合作。
文告说，马来西亚厂商

文告指出，这说明了本
会与州政府之间的有效关
系，以便吸引更多投资进

联合研究工作。
“其中一项建议是地方

入工业化的雪州。

政府会将一部分业界门牌

下的州政府，会继续支持

税收入，充作改善工业区
基本设施用途。”

雪州的制造业界，加强与

该会希望在阿兹敏领导

私人界旳联系�（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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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東姑安南賤賣64地段

立迎涼反貪會徹査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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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6日讯）基于前任
联邦直辖区与城市和谐部部长
拿督斯里东姑安南在任期间，
吉隆坡有多达64段政府土地在
没有估价与以低于市价卖给发
展商及联邦直辖区基金会，怀
疑当，中交易涉及贪污舞弊，r
•赶动党候任曱洞区国会议员

•林立迎和杨巧双等人前往吉隆坡反贪会举报前任联邦直辖区部长东姑安
南在任期间，疑滥权出售吉隆坡64段土地；前排右二为士拉央市议员林晋
.
’
，
伙，右三为张金益。

归案。

合[^素沁特别助理张金益透
孑 露，他曾于
年
^月17曰向反贪会投报迪沙花
JLtm.
园土地出售事件，即政府以
万令吉出售该段土地给
发展商，相等于毎平方尺售
价74令吉，远远低于市价，
M 但反贪会至今都没有任何回
可是，林立迎揭露+，大部分发展商没
有缴付地税或发展
给吉降坡市政局， ‘ff 应。

林立迎于今日连同候任泗岩沬区国会
议员杨巧双、候任士布爹区国会议员郭
素沁旳特别助理张金益等人，针对上述
事件向吉隆坡反贪会投报，希望反贪会
可以即刻采取行动。

却可以进行房屋兴建计划，而且发展商
还能向购屋者收取10%头期，这已是违
例。
•
“我于上周接获消息，联邦直辖区基
金会及联邦直辖区与城市和谐部正把相
关的文件搬禽大厦，但我不能确实这消
息是否属实。”

林立迎促请反贪污委员会，即
刻突击检查涉及的发展商及联
少f.古.核区卷企公.先公有羡文
件展开调查，并将涉案者逮捕

R

M A II

疑交易涉贪污舞弊

64

張

P

2017 12

M 2400
i=t

ff

林立迎过后召开记者会说，有关的
段政府土地是于2013年至2018年期间卖
掉，当时的联邦直辖区与城市和谐部长
就是东姑安南。
他说.，根据他掌握的资料，这64段
土地是用作房屋兴建用途，其中部分是
进行"联邦直辖区可负担房屋计划”
)及“人民组屋，兴建计
划"，但超过一半的单位都是以自由价
格出售。
他说，这些房屋计划都是在没有公开

(Rumawip

招标下出售，而且售价低于市价，同时
没着•估价。
"这64段土地中，大部分都是空地，
发展商在买下有关十地后，若要兴建房
屋计划，麵土地用途，届时
就得向
坡市
地税成沒II.，:
费°
”

为了安全起见，林立迎认为，反贪会
有必要马上突击联邦直辖区基金会及联
邦直辖区与城市和谐部，以便及时带回
相关文件调查，才能对涉案者采取行
.
.
动0
.他指出，前槟城首席部长林冠英因为
以低于市价购买洋房而被提控，当局因
此必须一视同仁对待涉案的发展商及单
位，把涉案者绳之以法。
他说，;这64段土地中，有部分的房屋
计划已经竞成，有部分正在进行，有部
分则还未动工，他要求当局即刻下令，
停止那些还未动工的计划。

(LMY )

他怀疑此案涉及贪污舞
弊，因此促请反贪会重新开
档调查。
^
此外，候任泗岩沫区国会
议员杨巧双说，她是特别针
对敦依斯迈花园的绿肺加拉
森林公园（
)被征地用作公寓兴建用途，
向吉隆坡反贪会作出投报。
她说，她不反对有利于人民的房
屋计划，但联邦直辖区基金会会否
利用兴建人民房屋计划为借口而从
中牟利，反贪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调査。
另外，林立迎说，虽然联邦直辖
区部是浪费资源的部门，但基于内
部与吉隆坡市政局有许多混乱的事
务有待处理，因此会暂时保留•这个
部门。他说，待有了民选市长，才
来关闭联邦直辖区部。（

於

rp

價

Kiara

Taman Rimba

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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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n總裁致敦馬公開信

有成为社会新闻中的受害
者。我的母亲一天打数份

擬房屋政策打造新大馬

工，就是为了确保她的3

16

Aspen

(槟城
日讯）
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员拿
督慕力今日向首相敦马哈
迪致一封公开信，他说，

他说，过去所建造的政
府公共房屋中，大部分都
已沦落为都市贫民区，并
且伴随著各种社会问题。

若想要打造一个全新和强

"住在这些地区的父母
一般都为生活忙于工作，

大的马来西亚，新政府应
该拟定横跨整个体系的公
共房屋政策。
_
他说，他在27岁那年创
立这家公司，那仅仅是5
年半前的事，记得当时他
把自己对可负担房屋的建
议书提呈给槟城前首长林
冠英，后者立刻就能够理
解他的愿景、了解其中庞
大的潜能，并根据该概念
打造槟城的可负担房屋政
策°
“我同样也将该建议书
提呈至雪州大臣办公室，
阿兹敏也完全认同我的观
点，但是由于缺乏联邦政
府的支持，雪州仅可以开
发小部分潜能，这项建议
无法在雪州顺利执行。”

孩子放学后必须独自生
活，稍不留意就会误入
歧途，参于不良社交活
动。”
他说，以上所有问题都
必须透过全面的公共房屋
政策来克服，不仅应涵盖
设施规划、建屋成本和买
家融资条件等，同时还必
须认真研究居民的生活方
式，以及在政府公共房屋
长大可能接触到的文化。
‘‘我就是在那样的环境
下长大，我非常了解在如
此恶劣的环境下成长的感
觉，绝望、贫穷、污秽的
恐吓，每一天都在威胁这
些容易被影响的儿童。”
“非常幸运的，我并没

Page 1 of 1

个儿子可以把注意力转移
到其他更有价值的活动，
而非参与不健康的社交活
动0 ”
"尊敬的敦马，我并不
是想要干涉别人的生活方
式，不过我觉得，若想要
打造一个全新和强大的马
来西亚，就应该拟定横跨
整个体系的公共房屋政
策。大多数人深受环境影
响，超越学校、宗教或原
生家庭。”

2Q20

"我希望成为
年宏
愿的其中一分子，让马来
西亚成为先进国，甚至更
好。这一切从制定公共房
屋碑策开始，这将彻底改
变-设公共房屋的概念。
更具有改革意义的是，这
项计划可以不需要政府注
入任何资金或资产，只需
要通过全面的政策，让私
人界有效地支持和执行，
就可以改善马来西亚和人
民的生活。n

(T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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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16
日讯）雪兰莪州
务大臣拿督斯里
阿兹敏宣布 1〇
名州行政议员掌

雪行政议员出炉

70%新面孔

管的职务。
他在记者会
上说，随着人民
在大选中给予支

雪州行政议员及所掌管的委员会
拿督斯里阿兹敏

：财政、土地发展及天然
资源委员会、雪州经济

持，雪州政府将

行动理事会

履行承诺，努力
工作确保雪州发

邓章钦

：投资、工商及中小工业

阿米鲁丁

：青年及体育、企业发展

事务委员会

展。
10名州行

及乡村与传统村发展事

政议员已于周
-，在雪州苏丹
沙拉夫丁面前宣
誓，其中7人是
新面孔。

务委员会
甘纳巴迪劳

：社会经济发展及关爱政

依兹汉

：基本建设、公共设施、

府事务委员会
农基工业及农业现代化

询及不在名
单内的原任行政
议员欧阳捍华、
黄洁冰和达罗
雅，阿兹敏说，

事务委员会
拿督阿都拉昔

：文化和旅游、马来习俗

沙哈鲁丁

：回教事务、教育、人力

及遗产事务委员会
资本发展、科学、工艺

每次大选后都会
发生重组，这是
正常程序。
“现在的阵
容70%是新面
孔，这不意味着
过去（行政议
员）没有贡献。
我相信应该要有

I

及革新事务委员会
黄思汉

：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及

哈妮查

：房屋及城市生活事务委

西蒂玛丽雅

：卫生、福利及加强妇女

许来贤

：环境、绿色工艺及消费

新村发展事务委员会
员会
与家庭事务委员会

新作风和思维，

人事务委员会

因为雪州是进步的州属。”
“我们需要强大人力资源，旧领袖的经验也重要
可以协助州政府有效执行工作。” #

阿兹敏宣布10名州行政议员掌管的职务

新旧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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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n 集团总裁致函敦马

曰讯

集团总裁兼首
席执行员慕利

(
Murly
Manokharan)

建议拟定全面房屋政策

致公开信予首
相敦马哈迪，针对房屋政策发表看法，提
及若想要打造一个全新和强大的马来西

他提及，以上所有问题都必须透过全
面的公共房屋政策来克服，不仅应涵盖设

亚，就应该拟定横跨整个体系的公共房屋

施规划、建屋成本和买家融资条件等，同

政策。

时还必须认真研究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

他指出，曾经为了生存咬紧牙关，为
了信念一步一脚印地克服难关。在27岁
那年创立这家公司，记得当时他把自己对
可负担房屋的建议书，提呈给槟城前任首
长林冠英，首长立刻就能够理解其愿景、
了解其中庞大的潜能，并根据该概念打造

在政府公共房屋长大可能接触到的文化。
“我们不能再让孩子们在如此严峻旳环境
中生存，然后失去他们。政府和私人界及
人民必须共同努力，确保幼童从小培养责
任感，并且成为国家未来的领袖。”

遗憾筹资计划屡遭拒绝

槟城的可负担房屋政策。“我同样也将该

另一方面，他也透露，公司不断壮

建议书提呈至雪兰莪州务大臣办公室，大

大，并且与世界知名品牌及国际知名公司

臣阿兹敏也完全认同我的观点，但是由于

建立联盟合作，持有这些成功经验，任1可

缺乏中央政府的支持，这项建议无法在雪
州順利执行。”

人都会认为在马股挂牌上市是轻而易举，
但遗憾的是，结果出乎意料之外，因为一

“我们作为私人界的发展商，应该将
此重点纳入规划之中，尤其是在建设政府
公共房屋的时候，我们可以、也必须尽

些无足轻重和技术上的问题，他们的筹资
计划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拒绝。
“因此我们寻求在新加坡证券交易所

所能，为每个在此生活环境中成长的儿

(SGX)上市，并成功筹得1.18亿令吉，

童，提供有利的生活方式和设施，因为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影响这些儿童旳成

是那一年凯利板筹资额最高的股项，公司

长，不能重蹈覆辙，继续让私人住房和公

项上市计划让我们成功吸引了更多来自知

共住房计划之间的鸿沟扩大。”

名投资者的大量外来投资，同时也在本区

“可悲的是，过去所建造的政府公共
房屋中，大部分都已沦落为都市贫民区，

的市值在仅仅5年内也突破6亿令吉。这

域强化了马来西亚的品牌。”
他提及，现在他只能想像，如果当时

并且伴随着各种社会问题，例如对外籍劳

监管单位能够提出替代条件，让公司有机

工宿舍未经检查的侵害、犯罪活动及其他

会在马股上市，公司就可以省下多少时

会影响孩童发展的社会衰退现象。住在这

间、资源和精力，可以做到更多。在自己

些地区的父母一般都为生活忙于工作，孩

的国家上市，满足感、归属感和荣誉感才

子放学后必须独自生活，稍不留意就会误
入歧途，参与不良社交活动。”

会更强，可是现在这一切，他都只能够想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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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新田（前排左三）召开记者会，促请希盟政府尽快执行SPM单
科报考制。前排左起为王瑞国及邹寿汉，前排右起为林明镜、黄
柏森及关志雄。

叶新田：达致承认统考条件

应速落实SPM单科报考制
(吉隆坡16日讯）马来西亚华

做‘大选糖果’。”

教运动工委会及马来西亚维护

他也赞扬过去希盟执政的槟

华教联合会促请希盟政府尽快

城及雪州政府，并表示在希盟

执行大马教育文凭（SPM)单科

管辖下，资助华小及独中方面

报考制，让独中生单独报考马

均做出能力所及的努力。
大马维护华教联合会署理主

来文，达到承认统考条件。
工委会及联合会主席叶新田

席邹寿汉补充，恢复单科报考

博士说，根据SPM的现有规

属行政措施，并非政策改变，

定，考生必须报考至少6科，

相信这其中问题不大，只需通

若不及格方可通过马来文7月

过相关部门，如考试局去执行

试题，单科报考马来文。

即可。

他昨日在新闻发布会上，重

“我们并非是要向新政府施

提希盟竞选宣言阐明，承认统

压，只是希望再度表达，在承

考条件是统考生须考获SPM单

认统考事宜，希望政府愿意给
予协助及配合。”

科马来文成绩优等一事。

吁制度化资助华教
“我们将在新内阁组成后主

他指出，尽管已不在董总管
理层，但董总没理由反对向政
府争取承认统考。
出席者包括大马华教运动工

动约见教育部，跟进承认统考
事宜。我们也呼吁希盟政府制

委会副主席王瑞国、黄柏森、

度化资助华教，而不要重复前

林明镜及马来文副秘书关志

朝政府的错误，将教育课题当

雄。.

吁检讨教育发展蓝图
叶新田吁请新政府会检讨
至2025年教育发展蓝图

2013

中，有着单元主义思维和不利
于母语教育的行政措施和条
例。
“大马独立逾60年，政府

他批评国阵执政时期，实
施一连串单元主义教育政策，
包括推行教育发展蓝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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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发挥大马多元优势，反倒推

都受到巨大冲击。
他直言，一且多源母语教

行单元主义教育政策，使华文
母语教育陷入建校艰难、拨款
不公等困境，造成国家文教事
业停滞不前。”

育枯萎，必将导致国家教育事
业的全面衰落，因此期望新政
府能采取多元团结的方针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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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行政议会

桌务委会出炉

邓繼贿黄思汉掌交通
(莎阿南16日讯）雪兰莪州政府赶在斋戒月前夕，公布变化不大，惟部分常务事务出现调动。
行政议员掌管的常务委员会名单，各党所获分配与上届
此外，本届也暂时没有委任高级行政议员职务

-^r-10名行政议员当中，3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

议。

的新血，再结合拥有丰富经验

1：!：名是连任行政议员即

阿里今早9时召开首个州行政

拿督邓章钦、阿米鲁丁及甘纳

议会后说，本届行政议员有

巴迪劳，而新受委的7名行政

70%是新人，符合新旧人交替更

“原有行政议员被撤换乃轮

他也承诺将不会辜负雪州人

议员则有哈妮查、许来贤、沙

换福序，除了让新血上阵参与

替必然过程，不存在没贡献或没

民对希望联盟政府的支持，以

哈鲁丁、黄思汉、茜蒂玛丽

州行政发展之外，也有助于激

作为的情况，毕竟雪州是个繁荣

确保团队能够继续带领雪州向

亚、依占哈欣及阿都拉锡。

励州政府事务获得更多新建

的州属，需要有更强大及有活力

前迈进，发展也更有成就。

换新血促进创新发展

的旧领导，以促进更有创新和
有效的发展。”

阿兹敏（坐者左起）由雪州秘书拿督莫哈末阿敏陪同，公布行政议员掌管的常务委员会名单。站者左起哈妮查、依占哈欣、阿米鲁丁
沙哈鲁丁、邓章钦、许来贤、甘纳巴迪劳、黄思汉、阿都拉锡及茜蒂玛丽亚。

各党分配变化不大

阿兹敏：各党达共识

部分事务有小调动

行政议员名单没异议

尽管各党所获分配常务理事
会变化不大，但却有各别事务出
现小调动，比如原属邓章钦掌管
的交通事务，如今纳人黄思汉掌

黄洁冰掌管的旅游、环境、绿色

阿兹敏强调，雪州行政议

斋节后召开，届时就会知道谁

科技及消费人事务常务委员会，

员名单是经过各政党顺利讨论

新受委的行政议员许来贤，所负

达成共识的结果，没有挑起任
何异议。’

出任议长职。
当媒体一再追问，关于议长

责事务不包括旅游，只有自然环
境、绿色科技及消费人事务；旅

“我本身是受委托提呈名单

阿兹敏表示，由于公共交通

游则归人阿都拉锡掌管的文化与

由苏丹殿下审核，而此团队则

涉及地方政府权限及管理，包括

旅游、马来人事务及风俗理事

是经过审核成立的。”

规划和批准，因此，本身才会做

会。

管的常务委员会。

出上述调整，以便让掌管地方政
府的黄思汉兼管公共交通事务。
“反之，邓章钦就可更专注
于招商和开拓海外商务工作，确
保雪州经济继续扮演引领全国的
先锋。“
此外，出现变动的包括原由

他是针对媒体询问，有关

职务是否由民主行动党议员出
任时，阿兹敏答非所问表示该
职务将由一名希盟的人选担
任。

不评论是否任部长

另外一些被纳人相关事务或

早前媒体报道邓章钦和黄瑞林

易名的常务委员会，包括原有的

不在最初拟定名单，反之是雪

非法工厂漂白事务已纳人地方政
府常务委员会，而甘纳巴迪劳掌
管的社区经济发展及政府关怀政

州苏丹沙拉夫丁殿下审核后才
另外，针对黄瑞林是否将

易权，中央政府和州政府皆属

策，原名称为园丘、贫困及亲民

会出任议长职务，阿兹敏并没

希盟执政，相信雪州水供重组

政府常务委员会。

正面回应，只说州议会将在开

问题将在近期获得解决。

出现改变一事如此回应。

针对有传言指或受委部长一
事，阿兹敏不愿置评。
他只是表示，随着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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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行政议员掌管的常务委员会
掌管
1

财政、土地发展、天然资源管理、雪州经济行动

1.

阿兹敏

2.

邓章钦

投资、工商业及中小型企业

3.

哈妮查

雪州房屋及城市生活

j 4.

许来贤

自然环境、绿色科技及消费人事务

5.

黄思汉

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和新村发展

阿都拉锡

文化与旅游、马来人事务及风俗理事会

!

i

！ 6.

及宣传

7.

菌蒂玛丽亚

卫生、福利、妇女及家庭事务

8.

甘纳巴迪劳

社区经济发展及政府关怀政策

9.

依占哈欣

基本建设、公共设施、现代化农业及农基工业

10. 沙哈鲁丁

回教事务、教育、人文发展、科学工艺及创意

11. 阿米鲁丁

新生代、体育、企业发展、城乡文化发展

邓章钦

(掌管投资、工商业及中小型企业）

提振本地商家业务
除了继续加大力度在招商引资外，本身将
更专注提振本地商家的业务发展，尤其协助中
小型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业务发展。
倘若本地企业可拓展业务至海外市场，那
么就有助于他们提高生产力，帮助他们在国内
增加及开拓投资计划。
尽管过去州政府与中央都有保持密切合作
关系，惟执政阵营不一样始终面对各项阻挠，如今随着中央与州政
府同一执政党后，相信有关合作能更紧.密及顺利进行

思f又（掌管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和新村发展事务）

改善郊区公共交通
我本身除了延续之前邓章钦及欧阳捍华推
行的政策之外，也将专注郊区的公共交通发
展，或探讨以不同形式改善当地的公共交通发
展。
由于中央与州政府皆属于希盟执政，因此
将和中央一起探讨及合作改善郊区公共交通建
设，或采用不同形式推行。
我将在近期会晤12个县市议会主席，了解不同地方政府所面对
的问题，延续之前制定的政策之外，也会探讨进一步的规划和发
展。

i午5S贤（掌管自然环境、绿色科技及消费人事务）

优先处理水患课题
尽管本身拥有两届国会议员经验，惟在州
行政管理仍算新兵，接受新任务后会优先关注
和处理水患课题。
本身选区加影此前常面对水患课题，为
此，我将与中央天然资源与环境部接洽，以期
探讨有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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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罗斯迪将拇指盖在办公室门前检试器上，正式进入大臣办公

至

彭新大臣上班了

(关丹16日讯）新上任彭亨州
务大臣拿督旺罗斯迪“上班
了”！

罗斯迪随后访问了州政府各部

旺箩崭迪于今早10时在彭

融办1公室及国家&律咨询办公

第15任彭亨州州务大臣旺
门办i公室，包括国家财政和金

亨州州大臣办公室首日上班，

室。然后，旺罗斯迪到访毗邻

他将拇指盖在办公室门前检试

大厦的州议会理事会，然后回

器上，显示9时56分抵达办公

返彭亨州务大臣办公室，开始

室0

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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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市价卖隆市64块地

林立迎投报反贪会促查
(吉隆坡16日讯）甲洞区国会
议员林立迎就联邦直辖区前部

为。

扣查涉及者包括发展商，以免

林立迎今早由希盟成员党陪

长拿督斯里东姑安南任期间，

同下，到葛京路吉隆坡反贪会

吉隆坡辖内的64块土地经由吉

代表人民举报并呈一些佐证，

隆坡市政厅以低于市价出售给

吁当局调查。

发展商或私人一事，向大马反
贪委员会举报，要求调查。

他们有时间销毁证据。

郭素沁助理也投报
此外，士布爹区国会议员郭

他说，该些土地虽用以发展

素沁助理张金益指士布爹一块

房屋或可负担房屋，惟联邦直

土地疑以两千余万令吉脱售供

他要求当局立即采取行动以

辖区可负担房屋数量少于一

发展，2年前的总审计司报告也

免证据被销毁，并登门捉拿涉

半，有过半土地是用来发展自

提及相关交易相信未经估价及

由市场价格的豪华公寓。

招标，'他2017年12月6日向

及者，无论是丹斯里、政治人
物或公务员。

他以前任槟州首长林冠英因

他说，这些土地是于2013

以低于市价购买洋房被反贪会

他今天要求反贪会重查上述

年至2018年期间出售，这包括

调查为例说，反贪会也应就上

投报及有关人士有多少土地没

士布爹区一块市价每方尺400

述课题传召有关人等调查，并

按照正常程序交易。

杨巧双：无需介人房屋发展

者收取10%订金，属违法行

泗岩沫区国会议员杨巧双
说，房屋发展应由发展商和房

屋部协调，无需联邦直辖区部
介人。

该基金会的权力，也不清楚它
是否还在运作，因此要求调
查。

工的直辖区房屋的出售和继续
施工，惟他认为，仍未开工的

用途转换税和发展费用就已开
始施工，并认为发展商向购屋

未开工计划应喊停
林立迎不反对已建竣或正施

令吉的土地。
他质疑有很多土地没缴土地

希盟成员促吉隆坡反贪会调查吉隆坡64块土地交易实情。前右三为张金益、杨巧双及林立迎。

反贪会投报。

计划应马上喊停。
他说，惠及人民的计划有必

要执行，但是还没开工的应中
止，以利调查。

另外，针对要求隆市长准备
相关土地出售资料一事，林立

他说，联邦直辖区基金会是

迎说对方回应说一星期不足

社团注册局下注册，不属于政

够，需更长时间准备相关文

府机构，以致总审计司没审查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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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

人一句

英国驻马最高专员特雷达尔

团聚时刻
我祝贺安华获释，并形容对其家人来说，这是特别的一天。
“尤其是斋戒月即将开始，这是一家团聚，享受天伦乐的
时候。”

安

m长km公正党副主席努兽依莎
7F

至|j tJT

‘经久等待，终于等到这个拥抱。正义或许迟到，但肯定
到来

人民公正党副主席蔡添强

民主获彰显
安华今天（16日）获释了。他重获自由为其家人带来喜
悦。更重要的是，安华获释象征大马新纪元的开始，民主与公
民权利将获彰显。

公正党署理主席兼雪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人民好消息
我已把来自国家王宫的信函交给人在蕉赖康复医院的安华
及旺阿兹莎，告知可前往国家王宫觐见元首。感谢上苍，这是
全国人民的好消息。

人民公正党副主席赛韦尔

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我们有一个国家需要治理。

努鲁：斋戒月特别礼物
人民公正党副主席努鲁依莎

求元首特赦安华的努力，最终

形容其父亲即该党实权领袖拿

取得成功。_
她说：“我们一直在他身边

督斯里安华今天获释，是家人
和亲属的斋戒月“特别礼
物”。
她说：“我们多次错过斋戒

争取正义的改革……这不仅是关
于我的父亲，而是为了正义而
这么做。”

月（指与安华团聚共度开斋

皇家特赦委员会在今早11

节），我认为（安华获释）对
在崙东埔的家人及亲属而言是
最甜蜜的礼物。”

时开会，讨论安华提出寻求特

她今天在蕉赖康复医院探望

维持安华鸡奸前助理罪名成立的

其父亲后，受媒体询问时这么
说。
努鲁依莎说，自2015年寻

赦的申请。
随着联邦法院在2015年2月
判决，安华被判坐牢5年。
在双溪毛糯监狱服刑的安华
原定于6月8日出狱。

西华拉沙：安华可续参政
人民公正党实权领袖拿督

安华参政课题，很大可能在6

斯里安华代表律师西华拉沙指
出，随着安华获得国家元首全

月开斋节后才讨论。
“这是我的看法，不是他的

面特赦，安华已立即获释及可

决定。可能开斋节后，我们将

以继续参政。
他说，这也意味着安华可

与他讨论。
“逻辑上，在这斋戒月不会

以参与国会议席补选，以便胜

有任何事发生。他需要休息。”

出后，成为国会议员。
“他离开这医院，就已是自
由身。”

席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医生陪同

西华拉沙也是公正党双溪

30分到国家王宫觐见元首苏丹

毛糯国会议员。
尽管如此，西华拉沙相信

安华是在妻子兼公正党主
下离开医院，并在上午约11时
慕哈末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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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教师任重道远
培养公正人民监管国家

Page 1 of 1

年后的重聚，因为本身曾于

1980年的后期，在敎育部领域
服务。
上述是教育部在布城国际

(布城16日讯）雪兰莪州务大

会展中心（PICC)举行的第47

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说，要

他说，本届教师节主题
“教师是教育改革的推手”非常

组成公正的国家，必须从教育

贴切，因为教育可塑培国家公

唯一上台致词的贵宾，不禁引

着手以教出公正的国家监管

正领袖，而品行也应该从个人

人猜想会否卸下大臣职位，在

人，而教师恰好就是负责新一

开始。

内阁名单中出任教育部长或担

代的监管人。
他认为，好的品行就是以
真理对抗虚假、捍卫公正的社
会系统，以确保每个人的权
益。
阿兹敏昨晚以大臣身分，

他也说，雪州政府就是遵
循以上理念，才能达到人民的
期望。

任其他部门的领导。
这场活动获得2400名来自
全马各州的教职人员出席，大

“人民被愚弄的日子已结

臣在活动上的受欢迎程度，并

束，现今雪州能成功，马来西

不比出席雪州政府活动时逊
色。

受邀出席教育部在布城国际会

亚也能达到，我有信心国家能
再次和其他发展国家竞争。”

展中心（PICC)举行的第47届

另外，阿兹敏也说，感恩

教师节感恩宴时这么说。

届教师节感恩宴，阿兹敏成为

宴是他与在场教职人员分开多

出席者还有教育部总监拿
督阿敏瑟南，及教育部秘书长
拿督斯里阿利亚斯等。

18 May 2018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al • Page: A21 • Printed Size: 424.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5,333.33
PR value: MYR 15,999.99 • Item ID: MY0032617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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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THE GAIL OF nC0HC0RD IS A BLESS丨NET IS STH肋 GDI ENI
AND1MM0RTAUSED UHDEfl CLAUSf 61 FIRST SECTION Of
TH E JOHOR STATE C0MSTITUT10H WHICH
|
ENSURES THE
SLOGAN ENDURES AND BE MAIKTAIHEQ WITKOEIT BEING
CHAKCEO OR ALTERED.
DATO'ABOUi KAMiMm/LAMU
fltXMHLJOlCjUOiMCJttftOfmCaJIt

阿都拉欣的声明发布在“柔佛南方之虎”面子书

柔佛王室理事会发声

“柔佛和谐”口号须保留
(新山17日讯）以“柔佛希望”
(Harapan

取代“柔佛和

Johor)

谐” （Muafakat

到英殖民政府的尊重，也丨丨：他
们找小'到使柔州屈服的方式。

的谈话又

他说，苏丹是于1885年提

引起反弹，此次是由柔佛州王

出“和谐就是恩赐” 口号以巩

室理事会秘书拿督阿都拉欣发

固人民的闭结�1895年，苏丹

声，他强调，“和谐就是恩赐”

为柔州政府制定法律，使之成

的 口 号，

为抵挡英殖民政府欲统治柔州

Johor)

(Muafakat itu Berkat)

是在柔州宪法第一部分第61条

的意罔，苏丹成功捍卫柔州主

文下被恒久保留，且不会改变

权并独立tC达30年之久。

或被修改。

上周六，新任柔佛州务大臣

“柔佛南方之虎”面子书于
本周二（15

有一个帖文，

R )

拿督奥斯曼在宣誓就职后的第
一场丨己者会提到，他认同柔州

内容附上阿都拉欣的照片及

苏丹倡导的“柔佛民族”概念，

份文告。

惟在新州政府的成立，将以“柔

帖文提到，阿都拉欣声明，

佛希望”取代“柔佛和谐”。

已故柔佛苏丹阿布峑卡是一位

翌日，柔佛州王储东姑依斯

政治策略家，在1862年登基后

迈便在“柔佛南方之虎”面子书

便推行了数项改革政策，让柔

贴文，标题是“和谐就是恩

州现代化发展，同时提升人民

赐”，他说，“柔佛和谐”口号旱

的生活与思想水平。苏丹也进

在1885年柔佛成立时已使用。

行内部改革，巩固州政府体

虽然当时王储没点名是否针

系，建立有竞争力的部门与机

对大臣的发言而回应，但一些

构，以及推动教育、农业、治

公众或许会联想在一起。

安、卫生、法律和国际贸易的
发展。
他说，这个现代化的行政系
统，以及人民坚定的I才丨结，受

天后（15日），“柔佛南

3

方之虎”又出现有关“和谐就
是恩赐”，即是上述阿都拉欣
的声明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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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期宣传“投国阵=支持消费税”

警接投报召游佳豪录供
(吉隆坡17日讯）旺莎玛珠警

Perdana)交界处，不过华前接

区查案官今FI传召甲洞国会议

获选委会指示后，助选I才丨巳充

员林立迎竞选主任游佳豪，以

分合作拆除广告牌。

针对竞选期间一个“投国阵=
支持消费税” （undi BN =
sokong GST)的广告牌录取口

供。

“是事实没捏造成分”
他说，当时“投国阵=支
持消费税”是林立迎的宣传字

游佳豪今午录口供后，在

眼，不过选委会和吉隆坡市政

记者会说本身是于2天前接获

厅介人后，他们在投票日前2

查案官通知警方接获投报，指

天就拆了广告牌。

為

I,.：

游佳豪（左）就竞选期一个宣传广告牌内容到旺莎玛珠警区录
口供；右为士拉央市议员林晋伙。

广告牌内容有煽动、挑衅和引

“我们曾和选委会多次交

起社会不安，要求他今日下午

涉，惟不得要领，我们充分合

消费税确实是国阵政府通过，

此次传召是否屈于同一个投

3时前往录取口供。

完全没有捏造的成分。

报，我需要向查案官了解。”

据了解，竞选期间，有关

作，也没反抗，遵从选举法令
拆下广告牌。”

广告牌是在放置在在甲洞大街

游佳豪直言不理解投国阵

与美罗柏兰岭路（Jalan Metro

等同支持消费税有什么问题，

“竞选期间，国阵甲洞候

因此，他对大选结束多日

选人（王胜龙）曾公开承认有

后仍被警方针对竞选期的事宜

投诉此广告牌，不过我不确定

录取口供，感到非常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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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州议员：拟好计划

解决民瘼逐步发展选区
(八打灵再也17日讯）新兵当选州议员，尽管仍在交接阶段，但对未来要如何服务
人群及促进选区发展，他们心中已有谱，希望在任期内为民解民瘼，为选区创造更

独家报道

美好的将来。
刘洁晖

第14届全国大选已尘埃落定，我国迈入了新的政治篇章，而这对赶上“改朝换
代”的新兵们来说，更是意义重大。

论如何，在长达11天的竞选期

民已陆续向他们抛问题及反映一些民生

及谢票活动后，甫当选的州议

课题，面对排山倒海的问题及服务事

员可说近期才渐渐恢复元气，如今他们

项，他们唯有逐步解决，也把问题归类

忙于进行交接丁作，同时组织本身团

用分长短期来解决。
一些曾任市议员者，熟悉地方政府

队，以做好准备投入服务工作，
《南洋商报》抽样电访这些新的州议

运作及仍有人脉，w此接到的一些小投

员时，有者声称巳设立好本身的服务团

诉如民生问题，就马上转交给地方政府

队及服务中心，有者则仍在聘请团队，

官员去处理：‘

务求物色到有效率及愿意服务社区的人
十°
他们都说，在竞选及谢票期间，选

至于比较棘手的课题则循序渐进，
等雪州政府甚至中央政府体系完全形
成，再通过正确管道寻求解决方案。

曾当八打灵再也市议员的林怡威（左三）及嘉玛丽亚（右五）于5 , 0 9 当晚获得人民的委托一同“晋级"，分别当上甘
榜东姑州议员及万达镇州议员。

经验浅者虚心向前辈讨教
新手州议员早在拟定竞选宣

接下来再谈发展，有者则为自己

言时，巳计划好未来5年要逐步

设定目标，要在任期内解决治

兑现和落实的计划，领航选区发

安、交通及环境问题，为选区的

展。

人民打造宜居的环境，

有受访的州议员表示，一些

无论如何，有者坦言经验尚

选区的问题小 少，所以首阶段的

浅，一旦遇到问题，将会向前辈

一年至一年半，专注解决问题，

虚心学习。

i

万挠州议员•蔡伟杰
BSS

未获拨款先处理小投诉

访市会解决民生

在拜票和谢票期间，发现选民对我们
在竞选期间，陆续有市民告知选

期望很大，其实胜出后，我已迫不及待想

区的问题，包括房屋计划延迟、庙地

要投人服务及工作，惟目前雪州行政才逐

问题及其他民生课题等，我想我需要

渐形成，州议员拨款还未下放，能做到的

约1年至1年半的时间去设法逐一解

有限。

决，至于tC:远的发展料于第三及第四

无论如何，我们暂时用万挠的服务中

年才开始进行。

心，等拨款到了再胥视情况物色新的地
占0
J、、、

我曾任加影市议员6年，民生课
题相对比较容易解决，惟我会安排拜
访安邦再也市议会，包括和市议会主席见面

我有接获一些小的投诉，W之前曾任士拉央市议员
了解议会的操作

或提出改善的意见。
服务中心就是之前的竞选中心，位于六福园诊所隔壁，那

所以可

以把这些投诉转交给地方政府处理。
至于一些很棘手的课题，则需等州行政正式成立，甚至是中
央政府完全成立后，我再通过正确的管道寻求解决方案。

里还有雪兰莪精明巴士穿行的巴士站，方便市民前来找我。
在选区内还有其他地区设有市议员服务巾心，我们的服务
系统健全，希望借此提升对人民的服务素质。

甘榜东姑州议员畚林怡威

组新团队投入服务

注在内部事项，包括组织新的团队，希望
能找到有效率，愿意服务及善于沟通的人
加人我的服务团队。

是万津州议员，他会把区内的事宜转交

我的服务中心是前州议员杨美盈（现

给我，同时我要设立本身的团队，以便

任峑吉里国会议员）的服务中心，等一切

更好地服务人民。
我曾八打灵再也市议员，0前接到

逐步找出选区的问题，并设法解决。

归类问题逐步解决
当选后巳逐渐恢复“元气”，目前专

当选至今，我还在进行交接的丁
作，因为前任甘榜东姑州议员刘永山巳

黎潍福（中）谢票期间，受到人民的欢迎和祝福，他将在短期内

万达镇州议员•嘉玛丽雅

的一些民众投诉都会转交给市政厅去处
理，选民若有问题也可到行动党百乐镇的办公室去寻求帮忙。
我是个新人，有不明白的会虚心向前辈讨教。

安排好就会正式投人服务人民的丁作。
目前我会把所得知的问题及需进行的事项归类

再设定计

划逐步落实及解决。
我关注青年和妇女的权益，同时希望逐步解决区内的治
安、交通及环境，打造更美好的万达镇州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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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伟杰（右二）感受到人民对他的期望
为万挠人民带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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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特区
蕉赖双溪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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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杪爆发7病例
:

(加影17日讯）蕉赖双溪龙陈明英达2
花园4月尾爆发7宗骨痛热症病例，其
中3名病患是拉曼大学学生。
_s-

了解，该花园骨痛热症肆

据虐的情况，是从4月26

他说，上述两个新的花园也是
新的骨痛热症病例疫区，事发后，

加影市议员刘佳达今早到双溪

市议会卫生组人员也在该花园周遭

龙陈明英达2花园聆听官员的汇报

检查，并发现毗邻建筑丁地有11

后说，随着连连发生骨痛热症病

个孑孓滋生的地点

例，乌鲁冷岳卫生局已把该区列为

加影市议会官员检查建筑工地，发现孑孓滋生

刘佳达（中）聆听官员对于骨痛热症的汇报。

市议会令停工

除了该花园，双溪龙第13区也是
日至今共发生2宗骨痛热症病例。

.

人在家，就是官员叩门时，居民不
理会 ”

日开始持续至今，巳长达19天；
其巾一个骨痛热症热点区，4月26

.:s
-ri*

鼸

工地成温床蚊症肆虐

他说，除了建筑丁地，工友宿

骨痛热疫区至明天，丨义幸的是截至

舍也是滋生孑孓的温床，鉴于事态

今天该花园的疫情巳受控，没传出

严重，市议会已发出14天停丁

新的病例

令。

“该花同共有137个单位，这期

“最近天气睛雨不定，最易滋

间，卫生局官员已上门检查，惟只

生蚊虫，希望居民提高警惕，也尽

加影市议会官员发出停工令给其中一建

检查到10个单位，其余的不是没

可能清理屋子内外的积水。”

筑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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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RtO集费州欲思.8人获官取
亚庇16日讯新任沙巴
首席部长拿督斯里沙菲益阿
达今日公布沙州内阁名单，
除了本身兼任财政部长外，
脱离国阵后加盟的民统党代
主席拿督威弗烈丹敖、沙巴
公正党主席刘静芝及民兴党
副主席拿督赵占三巴贡被委
为副首席部长。
这个新沙州内阁阵容采取四
四三种族分配模式，即4位穆斯林
土著部长、4位华裔及3位非穆斯
林土著部长。
华裔在这次的州内阁阵容中
占沙州历来之最，10位华裔州议
员中有8人获分配官职，几乎占华

沙菲益（右）率领州内阁宣誓，他在抵达会场与出席观礼者握手。

裔州议员80%，可见沙菲益重视

体育部长潘明丰（民行党）。其

振彬（贸易及工业部）及邱文正

部、州资源发展及资讯工艺部与

华裔在大选肖|」后发彳车的影响力’

中当选山打根区国会议员的黄天

(地政及房屋）。

特别事务部，改以卫生及人民和

出任正部长职的是兼任旅游、

发，是以官委议员身份入阁。

无缘获得官职的华裔代议士

文化及环境部长的刘静芝（公正

不但如此，也有4位华裔出

分别是冯晋哲（路阳区）及陈历

党）、卫生及人民和谐部长黄天

任助理部长，他们分别是民行党

发（里卡士区），二人均来自民

发（民行党）、农业及食品工业

的黄仕平（首长署）、公正党的

主行动党。

部长王鸿俊（民兴党）及青年及

蔡德和（财政部）、民兴党的张

沙巴州内阁阵容
‘y 11 1" J 1 "j r 1—1
.乂

区：
e首长兼财政部长

_沙菲益

e副首长兼工商业部长

，威弗烈丹敖（民统）

e副首长兼旅游、

文化及环境部长

_刘静芝

（民兴党） 森纳浪

（公正党）

e副首长兼地政及房屋部长 >赵占三答康（民兴党） 苏拉巴央"“
o基本设施部长
e卫生及人民和谐部长

~彼得安东尼（民兴党） 文那纳
卜黄天发

与事务部。
一般相信，州政府首次增设
卫生部长与教育部，是为了配合

在穆斯林土著部长方面以沙

联邦希盟政府回馈给沙巴50%总收

菲益为首，赵占三巴贡兼任地政

益的条件下，州政府也须自行掌

及房屋部长，拿督尤索耶谷任教

管州内的卫生及教育事务。

育及革新部长，以及拿督艾迪莫
达任土著法律与事务部部长。

民兴党在新州内阁中占的人
数最多，除了有6位内阁部长（包
括首长），也有13位助理部长，

官委
亚庇亚庇

谐部、教育及革新部和土著法律

撤销了3部门

换言之，在该党胜选的21位州议
员中，仅有2人没获得官职分配。

至于非穆斯林土著，则是兼

作为第二大盟党及至于拥有

任贸易及工业部长的威弗烈丹敖

6位州议员的行动党，则分获了2

(行动党） 官委/山打根
国会议员

(民统）、基本设施发展部长拿

个内阁部长及2个助理部长职。该

督彼得安东尼（民兴党）和乡村

党甘拜园区州议员珍妮拉欣邦受

(行动党） 丹容亚路

发展部长依温贝尼迪（民统）。

委为教育及革新部助理部长。

©农业及食品工业部长

•王鸿俊

e教育及革新部长

—尤索夫雅谷（民兴党）

新都敏

e乡区发展部长

k依温贝尼迪（民统)

卡达迈安

e法律及原住民事务部长

_艾迪莫达（民兴党） 班台马尼士

e青年及体肓部长

>潘明丰

(民兴党)

丹容巴拔

其中威弗烈曾任联邦科学、工艺
及革新部长，尤索夫耶谷曾担任
国会下议院副议长。
这次的沙州内阁撤销了 3个
部门，即州社会发展及消费事务

公正党方面，则获分配一"
内阁部长和一个助理部长职。
同时，由于倒戈相向最终促
使沙州变天成功的民统党，获分
配两个部长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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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NS

雪州发展机构

MOHD AMI

(Perbadanan Kemajuan
Negeri Selangor,简
称PKNS)在莎阿南会展
中心（SACC)举办「卓越服务表现奖颁奖典礼」，表扬168名员

,AHMAD AH�

工，包括50名服务至少20年以上的员工及34名即将退休员工，
并邀请雪州秘书拿督莫哈末阿敏担任颁奖嘉宾。
拿督莫哈末阿敏指出，第14届全国

鼓励员工提升执行效率

大选尘埃落定，国家领导层发生巨大的改
变，但是雪州仍然保持同样的领导地位，

雪州发展机构首席执行员拿订巴杜卡

雪州将继续履行使命，确保发展经济繁

诺莱达指出，希望可以借此颁奖典礼鼓励

荣。

员工继续努力，提升执行效率和高品质的

雪州发展机抅首席营运员诺丽塔

工作态度，使该局得以永续发展满足客户

书及手表予即将退休员工。

他说，雪州经济发展机构在发展
过程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过去在雪州
成功举办各种发展计划，包括建造可负
担房屋及「我的雪兰莪房屋」（Rumah

Selangorku ) °
他称，该机构自成立以来，共推出多
达15万7000间各类房型。

y4f'A'£mE

左起）、莫哈末阿敏及巴杜卡诺莱达颁发证

对该机构寄予的厚望。
她透露，雪州发展机构发展至今已有

保持纪律维持机构形象

54年历史，目前我国市场充满挑战，雪州

凭；退休者获颁文凭、奖章及保险储蓄证
明，其配偶则可获赠一只手表。

巴杜卡诺莱达呼吁，如今这个充满挑

巴杜卡诺莱达透露，该颁奖典礼不

扮演著重要角色，若没有该机构员工的付出

战的时代，雪州发展机构员工不管在遇到

忘表彰即将退休的员工，他们的付出及牺

承诺及支持，该机构无法顺利履行责任。

任何问题，都要保持自律及照顾该机构的

牲功不可没，值得后辈学习及铭记。她表

形象及良好名声，势必将最好的服务呈现

示，年龄不是限制个人发展的主要因素，

予大众，以获得大众的重视和信任。

他们在服务期间为了帮助发展机构的长远

发展机构在推动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

由于州政府的政策变动，如今该机

她披露，雪州发展机构放眼未来房屋

构需按照市价购地，发展成本将相对提

市场，将推出约885间房地产项目，望达

高，未来发展可负担房屋将面对更大挑

到4亿679万令吉的销售额。即使所制定目

该颁奖典礼上，卓越服务表现奖得主

战，但这并不影响该机构发展社区的使

标具有挑战性，但以目前所看见的卓越绩

分别获颁文凭及支票1000令吉；长久服务

命。

效，她有信心能实现目标。

表现奖得主获颁奖章、保险储蓄证明和文

利益，累积的所有技能、专业知识和经验
是可与年轻人共享的宝贵资产。
网站：www.pkns.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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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丽塔（左起）、莫哈末阿敏及巴杜卡诺莱达颁发证书予员工。

ODN 3072775 517SJ

诺丽塔（左起）、莫哈末阿敏及巴杜卡诺莱达頒发证书及手表予即将退休员工沙曼伉俪。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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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理事会要保留「柔佛共识」口号
新山16日讯|新任柔佛州

民众的思维。

尊敬的柔佛王室勋章」（D a r j a h

务大臣拿督奥斯曼沙比安就任

「这个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

K e r a b a t J o h o r Yang Amat

后，曾表示要将「柔佛共识」

人民之间强有力的团结得到了英

Dihormati )这个励章，上述励章

(Muafakat Johor ) 口号改为「柔

国人的尊重，让英国人也难以找

刻著这项口号。「苏丹阿布巴卡

到方式治理柔佛州。」

在1895年制定法律，打断英国殖

佛希望j, ( Harapan Johor )，柔

民柔佛的意图’并在fe下来30年

佛王室理事会主席拿督阿都拉欣
以不点名的方式回应，「柔佛共

柔苏丹转发贴文

识」的口号应该被传承及保留。

成功捍卫柔佛主权。j
由阿都拉欣所发出的文告昨

阿都拉欣昨晚发表文告，不

晚通过「南方之虎」面子书专页

州宪法第一部分第61条文指出，

点名回应新大臣曾表示将「柔佛

贴出，苏丹依布拉欣陛下面子书

「共识是祝福 _1 ( Muafakat Itu

共识」口号改为「柔佛希望」。

也转发该则贴文。

阿都拉欣指出，根据柔佛

Berkat)将名垂千古，以确保继

阿都拉欣指出，苏丹阿

柔佛王储东姑依斯迈早前曾

布荅卡创立「共识是祝福」

通过「南方之虎」面子书专页，

他说，柔佛现代之父苏丹

(Muafakat Itu Berkat)的口

表达对Muafakat (意为和谐、共

阿布答卡是一位政治战略家，他

号，作为团结人民以及合作精

识 ） 的 认 可 ， 并 指 �Muafakat�

在1862年登基后，便落实几项革

神的政策。柔佛王室也因受到

这口号于1885年柔佛成立时，便

新，以提升柔佛州的生活水平及

苏丹阿布巴卡的启发而颁发「最

已经使用�（203 )

续保留及不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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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IL OF C0NC0昍 IS A BlISSING" IS STRENGTHEN
AND IMMORTALISED UNDER CLAUSE 61 FIRST SECTION OF
THEJ0K0R STATE CQNSTITimON WHICH ENSURES THE
SLOGAN ENDURES AND BE MAINTAINED WITHOUT BEING
CKAHGE00RA1TERED.
柔佛王室理事会主席拿督阿都拉欣，以不点名的方式回应，
「柔佛共识」的口号应该被传承及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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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抹黑致失拥
雪-党越挫黼勇
吉隆坡16日讯|从上届全国大选辉煌的15
席惨败至仅剩1席，雪州伊斯兰党主席沙烈汉认
为是雪州人民扳倒国阵霸杈意愿强烈，不代表
雪州伊党遭睡弃，基层党员也未气馁，毕竟惨遭重挫的经验并非首

沙烈汉

次，更有信心能在下届全国大选再度重来！

®雪州伊党遭公正党抹
黑，是流失选票关键。

雪州伊党在本届全国大

击‘尤其是来自公正党的各

落的基层党员心灰意冷，甚

选率领和谐阵线，在21国49

种污蔑，包括指责我们与巫

至爆发出走潮时，沙烈汉强

州议席与希望联盟和国阵全

统组成联合政府、或领取国

调党员士气依旧高昂，尤其

面开战，但遭遇惨重失利，

阵的捐款等，以致选民把选

雪州伊党在执政雪州前已经

仅由第一副主席拿督阿末尤

票集中给希盟，以扳倒国阵

「习惯失败」，因此不会受

努斯守住士江岗，就连沙烈

霸权。」

到打击。

汉也以130张多数票败北，
以致雪州伊党从上届全国大

守土班登英达州议席

有信心卷土重来

失败的前高级行政议员拿
督依斯甘达则表示，其服务

选历史新高的15席，溃退至
他强调，如今是巫统或

中心会继续开放，但是服务

对此沙烈汉接受《东方

国阵成员，准备逐一跳槽至

性质和开放时间可能和以前

曰报》访问时分析，相较东

希盟，反而伊党议员坚持其

不同，毕竟如今不再是执政

海岸选民大力支持伊党，让

立场，也让公正党的抹黑攻

党。

伊党拿下吉兰丹和登嘉楼州

击不攻而破，相信选民有目
共睹。

们很多服务中心的职员都是

®雪州伊党即将召开会

「集中支持希盟的现

党员自愿奉献，以我的服务

议，讨论失利的原因。

尤其雪州伊党遭公正党恶意

象，只会在第14届全国大选

中心为例，赢得雪州政权前

抹黑中伤，是流失选票的关

存在，我有信心下届大选，

也是靠党员的捐献。

键。

我们会卷土重来。』

1席。

政权，西海岸的选民支持希
盟扳倒国阵的意愿更强烈，

「我们遭遇强烈的攻

询及会否担忧士气低

「伊党和马华不同，我

J

身为全国副主席的他重
申，伊党可以在大水灾时立

工内部动荡党选或在明年
否从此改变斗争路线，仍是
未知数，惟预计党内将出现

依斯甘达

即出动党员，协助救灾中心
的运作，要维持服务中心的
运作更没问题。（406 )
「我相信雪州伊党将召
开会议，讨论失利原因。」
对此沙烈汉受访时强

期的雪州伊党，必须尽快重

被排除在雪州伊党权力

调，雪州伊党领导层时常更

动荡，也决定了该党下届大

整旗鼓，否则过去2届全国

核心之外的依斯甘达透露，

换，此权力属党主席在全国

选的前景。

大选的胜利纯属晏花一现，

目前已有基层党员要求领导

党选后决定，惟今年不是党

甚至逐步被诚信党和土著团

层解释这场败绩，相信雪州

选年，因此若要更换也是明

结党取代。

伊党领导层会有所改变。

年的事。(406)

对比伊党如今在丹登2
州的荣景，结束10年辉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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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快拍

翻

莎阿南—

尼扎承诺重建废置房屋

雪州掌管房屋与城市生活事务委员会的行政议员
哈尼扎承诺，在致力于城市发展之前，将会先重建废置
房屋计划。有关计划还包括解决雪州在一些发展项目上
所衍生的社会问题。
「这将是我任职后，专注的服务领域，我过去也
在州内看过很多房屋计划或是住宅区，需要被翻新或是
重建。无论如何‘这都需要)米入抹：讨。」
她周三宣誓成为雪州行政议员后，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不少人受困于城市发展以及房屋计划，特别是
一些原居民或基层人士。她举例，一些居民因屋子建在
私人地或政府地，所以随发展而被驱赶或安顿在组屋。
后因生活习惯差异或管理不当，导致组屋发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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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阿里（前排左5起）与雪州政府秘书拿督莫哈末阿敏誓言，今后与众行政议员合作治理
雪州。左起为哈尼扎、依兹汉、阿米鲁丁、沙哈鲁丁、邓章钦、许来贤、甘纳巴迪劳、黄思
汉、阿都拉昔、西蒂玛丽亚、雪州财政司拿督诺阿兹米及雪州法律顾问拿督聂苏海米。-伍信隆-

阿兹敏拒回应「上京」
莎阿南16日讯|尽管已宣誓

担任部长，与是否曾获得首相敦

就任雪州大臣，惟公正党署理主

马哈迪的献议部长职位时，皆选

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被询及会

择不愿置评，情况耐人寻味。

否「上京担任部长」时，选择不
予置评。

另外，询及雪州议长人选来
自哪一个政党时，阿兹敏阿里表

中央政府的部长人选迟迟

示已呈上推荐名单予雪州苏丹陛

未敲定，被视为公正党第二把交

下审核，惟拒绝透露来自哪个政

椅的阿兹敏阿里尽管已第二度就
任大臣，惟雪州政府秘书此前

党，预计开斋节后立即召开的雪
州议会，才会公布人选。

透露，大臣已向雪州苏丹陛下请

提到重组水供课题时，阿兹

示，若中央政府需要他接任部长

敏阿里重申是首要任务，并笑言

职位，他将选择上京，也获得苏

如今能源、绿色科技及水务部，

丹陛下御准。

甚至中央政府都是好朋友，因此

阿兹敏阿里今早受询及会否

有信心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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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16曰讯|雪州行政议员掌管的事务委员会正式
公布，即使取消了高级行政议员职衔，行动党依旧获得招
商引资、地方政府与公共交通等重要职位，原属伊斯兰党
行政议员掌管的房屋事务委员会，则回到公正党手上。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
里今早在雪州政府大厦召开记者

原属伊党再迪的基本建设与公共

会，公布10名行政议员所掌管的

设施、现代农业与农基工业委员

事务委员会，其中原任行政议员

会、全国妇女组主席西蒂玛丽亚

如公正党的阿米鲁丁、行动党的

负责原属达罗雅的卫生、福利、

拿督邓章钦与甘纳巴迪劳维持相

妇女与家庭事务委员会；土著团

同职务，仅邓章钦的公共交通事

结党的唯一行政议员拿督阿都拉

务，被划到新任行政议员黄思汉

昔阿沙里，则负责文化与旅游、

的委员会以下。

马来习俗与遗产事务委员会。

对此，阿兹敏阿里解释，公
共交通规划需要获得地方政府的

_^雪州行政议员职务

雪杼政谀会躕气象杼动货掌要职

依兹汉
福利、人文经济与关
怀政府事务委员会

基本建设与公共设施、现
代农业与农基工业委员会

卫生、福利、妇女与
家庭事务委员会

环境、绿色科技、消费人
与非伊斯兰事务委员1

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和
新村发展事务委员会

年与体育、创业、城乡发
展与传统甘榜事务委员1

伊斯兰教、人力资本、教
育、科技与创新事务委员会

文化与旅游、马来习俗
与遗产事务委员会

房屋与城市生活事务
委员会

雪州大臣•阿兹敏阿里

财政、土地发展与资源管
理、经济行动理事会与策
略通讯事务委员会

「非不珍惜旧人」

配合，因此重组后决定划到黄思
汉掌管的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和

询及此前谣传邓章钦不在

新村发展事务委员会以下，邓章

推荐名单，是雪州苏丹提出续任

钦则专注招商引资，确保雪州继

要求一事，阿兹敏阿里强调这是

续成为吸引外资的先进州属。

不正确的说法，此课题从未被挑

此外，原属伊党高级行政

起，行政议员名单是各党统一的

议员拿督依斯甘达管辖的房屋事

共识，再交由苏丹审核与批准。

务，交由公正党的哈尼扎负责、

「其实更换新人是很正常的

另一新任公正党行政议员沙哈鲁

安排，我们几乎每次重组行政议

丁负责伊斯兰教、人力资本、教

会时都有新人选，尤其这次州议

育、科技与创新事务委员会、许

员里有70%是新面孔，这不代表我

雪州行政议员•邓章铁

来贤则接过原属黄洁冰的环境、

们不珍惜旧人，只是行政议会需

投资、工商业、中小企业

绿色科技、消费人与非伊斯兰事

要新血和新想法，制定更好的政

事务委员会

务委员会。

策 。 」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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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培养学子品格道德

教师扮演关键角色
布城16日讯|雪州州务大
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表示，

育的转型将会失败。」
他说，在倾力于让民族崛

教师所扮演的角色将发挥关键

起和州属繁荣，他们已成功发

作用，以培育具有独立精神、

展雪州成为先进州属，也成功

崇高品格和追求卓越的民族。

打造雪州成为一个以民为本政

「教育不仅是为了获得

策的州属。

知识，也强调品格和道德价值

「我有信心，马来西亚能

观。根据柏拉图，一个公正国

够再次成为与世界发达国家媲

家的建设，应该从致力创造出

美的国家，我们充满了人才和

一"『监护者』开始，教师就

技能，以让马来西亚朝向卓越

是年轻一带的『监护者』。」

的顶尖领导。」
「教师的角色就是培育出

打造以民为本州属

具备知识和技能的人力资本，
教师的贡献将为国家的教育体

「今年5月9日是一个神圣

系带来新希望，然后建立一个

的曰子，人民站起来及表达关

全新、强大、有尊严和远见的

于要改变的心声，以发展一个

马来西亚。」

有尊严和繁荣的民族。」
「实现思想自由需要涉及

他周二晚上到布城出席由
教育部举办的教育嘉许颁奖仪

批判性思维，努力维护正义，

式及2018年第47届教师节庆典

实现爱国的理念。如果决策者

时，如是指出。阿兹敏阿里表

和教育工作者没有考虑到思想

示，这也是他首次受邀出席类

自由的重要性，致力于国家教

似的活动。(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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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阿里（左3)首次受邀到布城出席教育部活动，并
在庆典上颁发奖金给获奖的教师。

-骆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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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华裔议员加强与中央合作

莎阿南16日讯| 3名华裔雪
州行政议员除了延续前朝政策方
向，也会善用中央政府的友好关
系，加强雪州招商引资、数码科

「我们向来积极与中央政

Page 1 of 1

问题才研究细节，包括村长选举
等°
身为2届国会议员的许来贤

汉，就负责掌管较吃重的地方政

精益求精，并持续提升新村的基

坦言，自己在州行政事务属新

技、公共交通、环境保护与地方

府配合，只是难免面对阻扰，

府、公共交通和新村发展事务，

本建设；如今中央政府与我们属

人，因此接下来会先研究部门简

政府效率，确保回归人民基本所

包括此前申请让雪兰莪数位创意

对此他感谢阿兹敏阿里的信任，

伙伴关系，我们会讨论以合作关

报，才制定未来的政策方向，惟

需。

中心，成为国家电子科技中心受

也重申会延续邓章钦与欧阳捍华

系，提升公共交通系统。」

黄洁冰此前留下的政策大多会照

第二度担任行政议员的拿督

阻，中央政府反而让一"尚未开

的政策，并誓言让厌倦贪污丑闻

邓章钦表示，除了加大吸引外资

业的公司获得此认证，加上此前

和政治斗争的人民，获得更干净

的力度，接下来会把注意力放在

部分官员害怕遭对付，拖慢了部

与有效率的州属。

增加国内投资，包括协助本地中

分申请与官方程序等，预计接下

「公共交通事务的确应由

小型企业扩大生意规模，把服务

来官员会毫无顾虑，我们也能合

地方政府管辖，因为他们更清楚

截止一事，黄思汉坦言今日会议

环境保护的部门会面，讨论如何

和产品带到国外，因为提高生产

作无间。」

当地社区需求，免费巴士和漂白

尚未讨论细节，未来将召见各

非法工厂是很好的政策，我们会

地方政府主席，以讨论所面对的

以一劳永逸的方式，解决水患问e
题 」（

量后，才会带动本地投资数额。

首度担任行政议员的黄思

跑，并专注于发展计划的同时，

优先处理加影水灾

兼顾环境保护。
「我会优先处理加影地区

询及县市议员任期将在6月

的水灾问题，并和中央政府负责

o

40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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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安邦-

市会首季收入增330万
安邦再也市议会今年首季度收入比预期增330万令
吉，市议会有信心年杪能维持稳定成长，并再创佳绩。
安邦再也市议会主席阿都哈密表示，管辖区在经
济蓬勃发展下，市议会的收入也取得正面发展，甚至比
预期更佳。「市议会的收入来源得自于税收和非税收，
市议会相信至年杪，仍能维持正面成长。」
「市议会也从罚单、执照费等方面增加收入，这
些收入曰后将作为地方上基建和公共设施的用途及开
销。」
此外，他也促请安邦再也市议会管辖区旗下的业
主和相关人士，尽快缴交手中的罚单及税务等，让市议
会有足够经费，更良好的管理安邦再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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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64政府地段交易
吉隆坡16日讯候任行动党甲洞国会议员林立迎和候任泗岩
沫国会议员杨巧双今日到隆市反贪会投报，要求反贪会调查隆市
64块政府地段交易涉及低于市价、发展商未交付地税和发展税等
问题，并要求反贪会立即采取逮捕行动。
林立迎表示，他们今曰代

给反贪会的2名调查官，并要求反

杨巧双表示，上述土地均属

表人民到反贪会投报，联邦直辖

贪会立即到相关私人发展商公司

政府地段，是政府的产业，随著

区部和吉隆坡市政局从2013年至

或部门，包括联邦直辖区基金会

证据已经呈交，反贪会应立即采

今，已出售共424.29英亩面积的

和联邦直辖区部收集资料。

取行动。

64块政府地段，价格为42亿8000

「有人向我透露，联邦直辖

「我在政治演讲时也曾答

令吉给私人发展商等，以兴建可

区基金会和联邦直辖区部已经开

应，要针对敦依斯迈医生花园的

负担房屋和人民组屋，但有一半

始移走文件，因此反贪会必须立

加拉森林公园事件做投报。事实

的交易是用于兴建豪华房屋。

即行动，以免文件遭销毁。」

上政府要安顿长屋居民，只需花
费1 500万令吉，但联邦直辖区

「上述交易不但没有经过
公开招标，且售价低于市价。这

须调查发展商

64块土地均属空地，发展商需缴
付地税，以更换土地用途，但发

给发展商，导致费用需6000万令
他也呼吁，市政局应该立即

展商并没有缴付地税和发展税，

停止还未动工的发展项目，已经

却已开始动工，甚至完成部分工

动工的计划则必须调查发展商。

程0」
「我们质疑为什么土地售价
会低于市价多倍？为什么发展商

基金会却购买该地段后，再转售

「可负担房屋是惠民计划，
人民可以继续享有这项福利，但
是反贪会需要调查发展商。」

吉，以从中获得利润。』
「其实属中央的房屋部可以
与发展商处理又易’无需由联邦
直辖区部介入。j
另外，张庆益表示，他曾在
去年12月向反贪会投报，指郊外

未缴付税收都可以动工？为什么

他今日到反贪会投报时，如

岭一块土地，以每平方尺74令吉

发展商甚至可向买家收取10%的

是指出。出席者包括士布爹国会

的价格出售，惟市价是每平方尺

首期？」

议员郭素沁特别助理张庆益、士

400令吉，但却没有回应，希望反

拉央市议员林晋伙和黄伟强。

贪会今日会开档调查。（407)

他表示，相关证据都已呈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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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莱妮（左2起）移交纪念品予帕维尔。左为雪州旅游局
总经理努鲁亚希金。

雪州旅游局款待ECTAA代表
梳邦再也16日讯|欧洲旅

她说，雪州境内的风景明

行代理和旅行协会（ECTAA )代

媚，不仅拥有多个观光景区，

表于我国展开「第117届半年度

其生态旅游、艺术文化、古迹

会议」，雪州旅游局日前与大

遗产、探险旅游及美食等亦成

马旅游局及雪州双威乐园管理

为吸引游客的重要卖点，加上

层，携手于双威冲浪沙滩举办

州内基建良好，交通网络非常

交流晚宴，准备我国多道道地

便利。她也相信，雪州旅游局

美食及传统舞蹈等精彩节目，

推出的「发现雪州（ Discover

款待远道而来的协会代表。

Selangor )」，透过数码营销

梳邦再也市议会主席诺莱
妮透露“雪兰莪去年迎来40万人

运动，将有助提振雪州旅游
业°

次的欧洲游客，与2016年相比

欧洲旅行代理和旅行协

增长2.02%，大部分欧洲游客来

会主席帕维尔指出，这趟旅程

自英国，其次是荷兰和德国。

让参与者亲身发掘大马旅游景

她补充，雪州期待继续与

点魅力及发展潜力，他也感谢

所有合作伙伴密切合作，改善

雪州旅游局及马来西亚旅游总

该州设施并推动旅游业发展，

会（MATTA )等相关单位的接

放眼今年吸引43万名欧洲游客

待安排，让他们收获良多。网纟

到雪州观光旅游。

站：www.tourismselango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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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敦彐重新合作安华：庙觉根好
吉隆坡17日讯|前副首相兼人民
±

公正党实杈领袖拿督斯里安华与首相

-‘敦马哈迪曾情同父子，19卯年安华被
挪事件辦了两人关帛，时隔18年
为了推翻国阵政杈，两人重新合作。安华如今形容，他与
敦马哈迪的关系非常融洽，重新合作感觉很好。
安华称，与敦马哈迪重新合

安华今日在私邸接受中文报

作，感觉愉快，上个星期两人曾

联访，谈及他与敦马哈迪关系时

有长时间会面，气氛融洽，其实

开玩笑说：「我要打敦马哈迪」，

两人见面时经常开玩笑。

显示两人之间如今关系融洽。

「我今早还对他说，我会监
督所有人，除了你。

j

敦马贡献不可小视

「敦马哈迪也知道我们可以
相处得非常融洽，事实上我们见

询及如果希盟在没有敦马哈

面时也经常开玩笑，所以为何彼

迪的情况下能否赢得大选‘安华

此要长时间争斗。」

坦承，第14届大选除了人民的情

「敦马哈迪接受了改革议

绪之外，事实上敦马哈迪的贡献

程，不仅是与我合作，他也与过

不可小视，敦马非常努力带领希

去的政敌合作，像林吉祥、林冠

盟取得胜利。

英、阿兹敏阿里、莫哈末沙布。

长一事认为，马哈迪曾经担任过

此争斗。」

教育部长，当时他也表现得非常

虽是国家元首批准，但特赦过程

h-，

安华对马哈迪兼任教育部

我们都赞同改革议程，为何要彼
安华说，像寻求特赦一事，

m

•

接受媒体联访，特在家中
墨宝旁齡照。

好，虽然他当时代表巫统，有不

也是要由首相主动完成，而两人

同的政策和优先考量，但现在应
该再给他一个机会。

也谈到了其在内阁服务的事。
「我对他（马哈迪）说，我

成立60多年，走到今天被人民拒

安华认为，教育不应该成为

想要呼吸自由的空气，不想被困

绝，那一定是有理由的，过于强

藩篱，阻碍各个民族公平选择教

已表明必须确保各个源流学校获

在内阁，想要自由自在见不同的

调种族的政党不再是必要的，政

育源流，而每一"种族都可公平

得保留，就像当时不少人马来人

人，要自由地表达我的观点，我

党的发展必须能够代表当前选民

争取自己的教育权力。

在华小读书，有人因此而发出质

要监督执政党的表现，这样告诉

的情绪。

他，而他也能接受，也感到很高
兴°」

安华表示，马华、国大党

人的部长。」

尔人，这种陈旧观念必须破除。
「在我担任教育部长时，

安华说，马来西亚不应该存

疑，我却认为还有很多现实需要

「就像我表达的，林冠英不

有华小属于华人，国小属于马来

考量，也认为更多马来人需要掌

是华人部长，他是所有马来西亚

人的观念，泰米尔学校属于泰米

握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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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王姐好妻子安华认是幸运男人
对我说，你最好照顾好妻子，

容，她认为我的笑容很有魅

拿督斯里安华表示，自己是个

她是一"善良的人，对你非常

力。•

幸运的男人，拥有一名非常好

好。」

吉隆坡17日讯|前副首相

的妻子，即候任副首相拿督斯

安华说，他们夫妻间也会

安华说：「当国家元首见

有一些纠纷，像旺沙玛珠国席

旺阿兹莎时，旺阿兹莎提出特

人选，旺阿兹莎坚持要陈仪乔

赦要求，国家元首献议旺阿兹

上阵。不过最终都是以包容对

兹莎「代夫从政

莎出任首相，不过旺阿兹莎表

方的态度解决。

不离不弃，为夫打江山，经历

示，希盟全力支持敦马哈迪出

了许多挣扎和痛苦时刻，得妻

任首相，而我只有一个要求，

忧被批评「家族政治【，安华

如此，安华觉得自己是最幸福
的°

就是让安华自由。•

表示，其女儿即公正党副主席

里旺阿兹莎。
原本为眼科医生的旺阿

j，对安华

不会辜负旺姐

对于一家人都在朝是否担

安华表示，国家元首也知

努鲁依沙已经表态不会进入内

道他是无辜的，因为政治关系

阁，明确拒绝所有职位，遵照

才进入监狱。

公正党架构来说，她的资历是
仅次于旺阿兹莎和雪州大臣阿

他透露，国家元首都对他

夫妻间互相包容

说，要好好对待旺阿兹莎，才
不会辜负她。
「关于旺阿兹莎，有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国家元首

兹敏阿里。
他说，这个问题的重点在

谈起妻子最喜欢他什么

于，是否能够自律，不利用官

特质，政治强人安华满脸笑容

位滥权去获得更多金钱、土地

称：「旺阿兹莎喜欢我的笑

等物质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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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C拆墙外一马标志
随著首相敦马哈迪下令禁用「一马j、标志后，位于
森州芙蓉安邦岸的城市转型中心（UTC )，墙外高挂的一
马标志，周四也被撒下。
根据《新海峡时报》报导，相关人员是于周四约早
上11时，动用2台吊车，把该大型标志拆下，让显眼
的「一马」标志在当地步入历史。
这座耗资2500万令吉打造的建筑物，是森州首座
城市转型中心，并由前任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于去年11
月29日担任开幕嘉宾。
有关单位内设陆路交通局、芙蓉市议会、移民
厅、森州水务公司和医疗中心分部等，主要是让民众在
办理政府部门的申请程序变得更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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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7日讯不在雪州行动党推荐名单

谢宏宁

的拿督邓章钦，却第二度受委行政议员，掀
起党内领袖与基层的不满情绪，质疑邓章钦
违背党意，甚至要求党采取后续对付行动！

惟邓章钦接受《东方曰报》访问时

中委的倒数第二名。

强调，此前从未涉及推荐名单讨论，接获

消息来源指出，邓章钦不在推荐名单

雪州议会秘书通知，确认本身在推荐名单

内的理由，并非他的「非主流派领袖」身

后，就不再纠结此事，也呼吁别有居心者

份，而是他过去10年担任议长和高级行政

不要暗地里放箭。

议员职位，理应功成身退，让位给新人上

雪州10名行政议员周一在巴生阿南沙

阵。

王宫宣誓就职，据了解其中3名原任行政

「即使阿兹敏阿里要求他入阁，接到

议员里，邓章钦的名字一开始，的确不在

不被推荐指示的邓章钦，也应站稳党的立

行动党推荐名单，惟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

场，要求阿兹敏阿里先和党领导层协商，

兹敏阿里认可邓章钦的政绩，并坚持纳入

毕竟如今他是以行动党的行政议员配额受

名单内，才让原属名单内的李继香最终落
马°

委，而不是公正党的配额。」

指应让位新人
此举已在行动党内掀起激烈议论，包
括质疑邓章钦不服从党意，要求党领袖展

值得一提的是，阿兹敏阿里此前多
次公开赞赏邓章钦表现出色，甚至笑言

一开始不在雪州行动党推荐名单的邓章钦（前排左2起），获阿兹敏阿里坚持

推荐他担任贸工部长一职，显示2人的友

把他放入名单内，此举引发党内不满情绪，甚至要求党采取行动，也再次牵动

好关系，惟此举也被解读为「向行动党

党内势力消长。

主流派施压」，证明阿兹敏阿里牢控行
政议会。

选后受委议长与高级行政议员职衔，

开后续行动，甚至不排除在年杪党选，让

邓章钦身为雪州行动党罕见的4届州议

堪称党内重要元老，惟与主流领袖不

邓章钦以低票数无缘中委职位。邓章钦于

员，与适耕庄州议员黄瑞林，从雪州议会

咬弦，有话直说的独立派形象，也是

上届雪州行动党党选，以414张票排在票选

仅有的2名反对党议员时代，到308与505大

其鲜明标志。（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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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大臣盱严拒诱惑滥杈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表示，我国这次的改朝
换代印证了伊斯兰世界具备和平改变，以及伸张正义和推
行真正改革的能力。他周四发表斋戒月献词时说，今年的
斋戒月让大马的伊斯兰教徒格外珍惜，因为大马成功通过
民主程序，在和平有序下，打败了窃盗统治。
「大马伊斯兰教徒秉持著公正，以及争相做好事的原
则，成功促成这项改变，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善用509带来
的改朝换代，让这些原则成真。」
他也指，斋戒月教导穆斯林必须继续行善，更关心贫
穷及有需要的群体，提升他们的福利，同时也信守承诺，
确保具备公信力，严厉拒绝任何诱惑与滥权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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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偉強：履行在野職務
慕沙應接受敗績
(亚庇17日讯）沙民兴党大
会议长拿督刘伟强今日劝告沙
国阵和丹斯里慕沙阿曼，应接
受第14届全国大选失畋的成
绩，并扮演好作为有效反对党
色
他表示，慕沙和国阵应吞
下失败「苦果」，不该执著於
拿督斯里沙菲益，於上周六
(I2日）宣誓就任首席部长之
事上。
他说：「他们是受到人民
委托，有责任履行作为反对党
职务，以监督现任政府。」

在60个州议席中，共握有37
席。
他声称，慕沙在10日的宣
誓当下，并没有得到大多数
的州议员支持。
他表示，国阵自觉「高不
可攀」是可以理解的，但必
须明白到选民求变的情绪，
已冲击沙巴和西马半岛。
「震惊和不相信，仍然缠
绕在国阵领袖和他们的支持
者脑中。」

沙菲益宣誓符憲法
他补充，拿督斯里沙菲益
及其州内阁的宣誓是合法，以
及符合州宪法。
也是三脚石区囯会议员的
刘氏指出，在新任首席部长宣
誓後，慕沙在上周四（]0曰）
的受委便自动中止。
「结合民统党、公正党和
行动党的拿督斯里沙菲益新政
府，拥有过多议席以筹组州政
府，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擁過多議席毋庸置疑
他说，民兴党及其夥伴

沙民兴党大会议长拿督刘
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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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敏公布雪行政議員職務

者阿米甘玛
坐末阿、蒂

。哈、贤西

照莫汉来和
合督兹许昔
大拿依、拉
队#、钦都
团秘查章阿
员州妮邓、
议雪哈、汉
政和为丁思
行敏起鲁黄
府兹左哈、
政阿排沙劳

州为后、迪
雪起。丁巴
•左敏鲁纳
丽亚

(沙亚南16日讯）雪州希盟在本届大选以51
个州议席的历史性纪录，继续执政雪州大获全胜
后，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今日公布的行政议
员职务名单，乃根据希盟4党的表现论功行赏。
若根据上届雪州民联州政府的组合，今次的行政议
员职务内容变动不大，主要把上届3名伊党行政议员掌
管的职务，“分拆”给诚信党、土团党与公正党接管。
华裔行政议员与上届保持不变共有3人，即行动党
有邓章钦与黄思汉及公正党的许来贤。邓章钦为原任高
级行政议员、黄思汉取代欧阳捍华、许来贤取代该党女
同僚黄洁冰舅
本届女性行政议员有2人，都由巫裔担任，即弃国
攻州的诚信党全国妇女组主席西蒂玛丽亚和公正党的哈
妮査。

哈妮査（公正黨
掌管雪州财政、土地
掌管雪州投资、工商掌管雪州巩固社会经济掌管雪州文化和旅掌管雪州房屋及城市掌管雪州地方政府、
发展、天然资源管理、 及中小型工业事务
发展及关爱政府事务
游、马来习俗及遗产生活事务
公共交通及新村发展
事务
雪州经济行动理事会
事务
及策略传播事务
\ A 记者询及
1有传邓章
钦和黄瑞林原本不
在行政议员及议长
名单中，但因雪州
苏丹属意2人，所
以他俩双双出线-事，阿兹敏矢口否
认这种说法。

当;

阿玆敏續掌“重中之重”職務
兹敏继续掌管 “重中之重”的州财政、土地发
雪州经济行动理事会及策
略传播事务，职务没有变动。
公正党本届获得上届由伊党高级行政议员拿督依
斯干达掌管的的州房屋及城市生活事务，并把上届由
该党掌管的州卫生、福利及妇女与家庭事务（原任达罗
雅），让给诚信党的西蒂玛丽亚，所以公正党名额仍维
持在4人。
西蒂玛丽亚也是一名医生，因此由她掌管卫生事务
名正言顺。

阿展、天然资源管理

尽管阿兹敏此前曾笑称，希望公正党的行政议员名
额能比上届更多，但经过4党协商后，行政议员阵容维
持在公正党4席、行动党3席、诚信党2席和土团党1席的
4+3+2+1«

他说，行政议
员的名单都是经过
希盟各党协商后达
成的共识。

掌管雪州环境、绿色
工艺及消费人事务

掌管雪州伊斯兰事
务、教育、人力资本
发展、科学、工艺及
革新事务

上屆伊黨議員職務“分拆”
、州诚信党主席依兹汉获得的行
政议员职务，来自上届伊党再
迪阿都塔利掌管的州基本建设、公共设
施、农业现代化及农基工业事务。依兹
汉也是•名专业工程师p
另-名上届伊党行政议员拿督阿末
尤奴斯掌管的州伊斯兰事务、马来习俗
委员会及传统甘榜与市镇发展事务，则
分拆给土团党的雪州主席拿督阿都拉昔
(马来习俗及遗产事务）、公正党的阿
米鲁丁（乡村与传统村发展事务）和沙
哈鲁丁（伊斯兰事务）*

值得一提，除了掌管马来习俗及遗
产事务，阿都拉昔尚获得上届由阿米鲁
丁掌管的文化事务，以及上届由公正党
华裔行政议员黄洁冰掌管的旅游事务。
作为雪州3名资深行政议员之-的阿
米鲁丁，他所掌管的青年及体育和企业
发展事务与上届-样，惟增加马来人事
务的乡村与传统村发展。
取代黄洁冰的公正党华裔行政议
员许来贤掌管的事务，在少了旅游事务
后，掌管的环境、绿色工艺及消费人事
务与上届保持不变。

掌管雪州卫生、
福利及加强妇女
与豕庭事务

掌管雪州加强青年
及体育、企业发展
及乡村与传统村发
展事务

掌管雪州基本建设、
公共设施、农基工业
及农业现代化事务

针对黄瑞林
是否将出任议长
职，阿兹敏H缄其
口，只说是希盟的
人选，而且州议会
将在开斋节后才召
开，届时就会知道
谁出任议长。
另外，阿兹

行政團隊70%新面孔
兹敏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州
政府于今日召开行政会议后，
就即刻进行各行政议员事务管理的分
配
他说，每场选举后重组的行政团队
都会有变化，而雪州今届的行政团队是
70%新面孔，30%是旧人。

阿

致力解决水供重组问题
他表示，州政府首要任务将致力解
决水供重组问题，但相信在布城政府是

盟友情况下，有信心在近期内解决这项
课题。
针对邓章钦之前管理公共交通事
务在今届转交给黄思汉•事，阿兹敏表
示，由于公共交通涉及地方政府，无论
在规划或批准都是地方政府权限，所以
交给掌管地方政府、新村发展及公共交
通事务的黄思汉最为妥当。
他说，邓章钦专注于招商，协助本
地商家开拓海外市场，以确保他们有能
力扩大在境内的投资发展，进而让雪州
继续在国内经济扮演重要的角色。

敏不愿回应外界盛
传他不排除上京-事。

蔓多新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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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設高級行政議員
viO州政府现阶段不如以往设“高级行政议员”，

M但论资排辈，10名行政议员有3人为“资深”行
政议员，当中行动党有2人即拿督邓章钦和甘纳巴迪劳，
公正党为阿米鲁丁，3人都是上届行政议员。
其中，已第六度出任雪州议员的雪州行动党副主席邓
章钦，更有过在2008年308大选后，担任过•届雪州议长
的最资深资历。
此外，行动党前行政议员欧阳捍华掌管的非法工厂漂
白事务于本届遭撤除；甘纳巴迪劳掌管的职务变动不大，
上届掌管的贫穷及园丘员工事务换成“巩固社会经济发
展”，关爱政府事务则维持不变。

1L封偭•

希盟4黨論功行賞

鄧章欽：加強招商力度
章钦认为，随着希盟执政联邦政权，在没有
后顾之忧情况下，雪州未来在吸引外资和协
助本地中小企业产品及服务拓展海外的努力，将得到
进一步加强,

思汉指出，由于“漂白非
臾，法工厂”已涵盖在地方政
府处理的权限，所以经过行政会议协

昔

黃
EB
/QA

商后，今届无须再列为其中一项事

邓

他受访时强调，雪州政府过去在招商引资方面，

他说，地方政府和公共交通都是
他熟悉的事务，尤其过去曾担任5年
的市议员，非常熟悉这方面的运作；

提
<丨

城，相信雪州与联邦政府的关系，更是合作无间。
邓章钦不讳言，雪州过去有受到联邦政府的一些

7T
/\
^

干扰，如州政府向联邦政府申请雪州资讯科技与电子

交

都有和国阵时期的联邦政府配合，随着希盟执政布

理事会（SITEC )获享数码枢纽地位，却迟迟不获得
批准；反观另一家还没正式开业的公司却获批。
对比上届职务，本届少了交通事务，邓章钦表
示，他会加强招商力度，由于之前都把注意力放在吸
引外资人驻雪州，因此接下来会协助本地中小企业，
把产品和服务拓展到海外市场，如此才能增加本地企
业的生产量和提高生产力。

許來賢：首要任務解決水患

施

公共交通交由地方政府来管辖，相比
陆路公共交通委员会来得更合适。
黄思汉期盼在任内能将雪州打造
成干净的州属，同时大幅提升公共交
通设施，尤其是进一步打造出更完善
的精明巴士交通网络》
他赞扬邓章钦之前掌管公共交通
事务时，处理非常优秀，因此他除了
会延续邓章钦的政策，会更精益求精
制定更好政策^
“欧阳捍华在任期间，许多华人

新村的硬体设备都已大幅度提升。我将从文
化角度，致力去发展和重现新村文化》>”

“我的首要任务是向联邦政府的环境部与环境局
接洽，寻求根治雪州水患问题。”

黄思汉补充，他将在近期内会见各县市
议会主席及市长，以了解各县市面对的问题
及需要推动的计划和政策，
针对伊党如今已非执政党，伊党的县市
议员是否将遭撤换一事，黄思汉表示，今届
的县市议员任期是到今年6月30日，目前暂
未商量如何处理此课题》

针对零塑料袋等环境政策是否有变动，新官上任
的他表示，会等待部门简报才做回应。

此课题也将带到行政会议上讨论

许3

‘来贤矢言，首要任务是解决属于环境事务的

y\
]
‘水患问题，尤其是其选区，加影范围的闪电

水灾。

对于村长选举是否将继续进行，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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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許瑞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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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達鎭至幸福花園站白沙羅達邁站

(八打灵再也16日讯）又有2辆免费的城市巴
士在灵市地区开跑啰！
灵市政厅从本周二（ 15日）起至8月15日，每天早上6
时至晚上卯寸，试验性推出2辆免费的灵市城市巴士供市民
乘搭，为期3个月石
这2辆免费的城市巴士，分别是PJ05号及PJ06号，各
别的川行路线是从万达镇（万达购物广场巴士站）至幸福
花园轻快铁站，以及从万达镇(万达购物广场巴士站）至
斯里白沙罗，再前往白沙罗达迈站。
PJ05号城市巴士全程18.2公里，至于PJ06号城市巴士
全程为30.5公里*
《大都会》社区报记者今早从万达购物中心外的巴士
站试搭PJ05号的免费巴士时，发觉它来回约耗时1小时

J

.彐

-T

—
每月省300令吉開銷
黄金如（补习教师，so岁）
“我是在白沙罗达迈站乘坐
捷运时，得知市政厅增设2辆免
费城市巴士的服务，我感到非常
的惊喜，因为载送的路线恰好方
便我前往工作地点。
巴士提供每趟次15至20分钟
的服务是非常快速的，而且可让
我每个月可节省介于250至300令
吉的开销。”

乘客赞措施减负担
不少乘客受询时，皆表示对此项免费巴士服务感到万
分惊喜和跃跃欲试，并赞扬市政厅推行回馈市民的措施，
尤其在当前经济不景之际，可为他们节省不少钱。
有些乘客指出，有了这两辆免费巴士后，他们可以
乘搭捷运，再转搭另外•辆巴士即可来到万达广场购物逛
街。不过，或许因宣传不足，许多乘客还不知情，从上午
10时至中午12时之间，乘客人数明显较为稀少。

方便上班族長者

站长：以长者学生居多

雷汉平（上班族，50岁）

不过，万达购物广场巴士站的•名站长聂法迪尔告诉
记者，该巴士的乘客以长者和学生居多，他们多半是出现
在早上的上班时段，以及傍晚下班时段。
他披露，市政厅总共推出10辆崭新的城市巴士，分别
是PJ06的城市巴士6辆，以及PJ05的城市巴士4辆。
他说，尽管该巴士服务已推出两天，但很多乘客仍不
知情，他们对川行路线感到新鲜和陌生，并会主动趋前向
他们或司机询问巴士的川行路线|

“我是从中文报得知此项消
息，因此周二巴士开跑时带了5
名朋友乘搭巴士，以便熟悉该巴
士的路线。
这项服务不仅提供人民便
利，也方便上班族，同时方便长
者随时前往要去的地点，无须麻
烦孩子载送。”

约10名乐龄长者结伴乘搭免费巴士，彷佛乘搭观光巴士去兜风

i

长者：将口耳相传亲友
也有--些长者指出，虽然崭新的免费巴士乏人问津，
但他们会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把这项佳音传递给其他亲
友，让更多人可以乘搭。
不过，有部分乘客表示不会乘坐上述2个编号的城市
巴士，因为并非驶往他们所要去的目的地。
值得_ •提的是，当巴士在幸福花园停站时，有一批约
10名年过半百的华裔长者也彷佛把免费巴士当作观光巴士
来乘搭。
他们表示，他们都是东南亚花园的居民，准备从幸福
花园乘搭PJ05号的巴士至万达购物中心的巴士站，并在巴
士站转搭PJ06号的巴士前往白沙罗达迈。
该巴士可容纳59人，其中29坐，30人站，里面的设施
包括免费无限宽频、轮椅保留席位、4个关爱座位。

很多人不知有免費巴士
卢文波（退休人士，64岁）
S-Il

“我是从英文报章中得知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将推出2辆
免费巴士，首日已乘搭PJ05号
的巴士前往幸福花园轻快铁站
了。
其实有许多市民仍不晓得
有免费巴士，相信是因为周二
才开始提供载送服务所致。免费巴士为’
市民提供不少便利，也可以打发我的闲Bg
时光，到处走走逛逛。”

又有2辆免费的城市巴士开跑了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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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斯干達：雖僅剩1州議員

雪伊黨服務中心續運作
(沙亚南16日讯）伊
斯兰党副主席拿督依斯干达
说，雪州伊斯兰党虽然只
剩一名州议员，但雪伊党在
各国会选区内的社区服务中
心，将照旧开放，为民服
务。

他说，雪伊党虽在第14
届大选中败下阵来，但该党
依然会继续为民服务。
“伊党肩负社会责任，
不会逃避服务。”
他表示，许多人还是
希望能获得伊党的维护和服

务，伊党不会让他们失望。
伊党早在2008年组织州
政府之前，即成立社区服务
中心，如今将以反对党的角
色为民服务。
“伊党在每个国会选区
中，至少有一间服务中心，
也有志愿人士提供应有的服
务。”
伊党党员也不时给予捐
献，让党活动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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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中）颁发最佳教师奖予表现杰出的老师
右二为阿利亚斯。

左二为阿敏瑟宁

阿茲敏：不僅是先進工業州

雪以民爲本和善城市
(布城16日讯）雪州大臣拿督斯
里阿兹敏说，雪兰莪如今不仅是个先
进的工业州，更是以民为本的和善城
市。
“雪州是大马的未来希望，我

的角色，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可谓举
足轻重：®

也相信大马拥有足够的人才储备和资
源，R后必能成为与其他先进国并肩
的国家®”

无意识到解放思想的重要性，国家教
育改革将无法实现《 ”

他昨晚在第47届全国教师节感恩
宴上致辞时指出，教师扮演培养人才

斯里阿利亚斯和教育总监拿督阿敏瑟

他说，他曾在玛拉初级学院执
教，因此清楚了解教育工作者的不容
易• “然而，教育工作者和决策者若

出席者包括教育部秘书长拿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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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16日讯）随
着雪州大臣和10名行政议
员正式宣誓就职后，州政
府今日公布大臣和各行政
议员掌管的职务。

•=!=•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
兹敏说，他本身将继续掌
管重要事务，包括雪州财
政、土地发展、天然资源

局

管理、雪州经济行动理事
会及策略传播事务热
尽管州政府过去两届
执政时曾设高级行政议员
职，但州政府现阶段，并
未设高级行政议员职。

阿
茲
每!

級財
行政
土
政地
等
5我 事
務

員

雪州1 0名行政议员
当中，3名为资深行政议
员，分别为拿督邓章钦、
阿米鲁丁和甘纳巴迪劳；新行政
议员则是哈妮查、许来贤、沙哈
鲁丁、黄思汉、西蒂玛丽亚、依
兹汉和阿都拉昔。

邓章钦掌投资工商
邓章钦今届继续掌管投资、
工商及中小型工业事务，惟原本

Page 1 of 1

阿兹敏（坐者左一）公布雪州行政议员们的职务
右一是雪州秘书拿督莫哈末阿敏。
属于他掌管的公共交通事
务，转交给黄思汉，而后者
同时也掌管地方政府及新村
发展事务。
另两位资深行政议员阿米鲁

丁和甘纳巴迪劳，前者掌管雪州
加强青年及体育、企业发展及乡
村与传统村发展事务、后者掌管
雪州巩固社会经济发展及关爱政
府事务《
新行政议员依兹汉掌管雪州

坐者

基本建设、公共设施、农基工业
及农业现代化事务；拿督阿都拉
昔掌管雪州文化和旅游、马来习
俗及遗产事务。
沙哈鲁丁掌管雪州伊斯兰
事务、教育、人力资本发展、科
学、工艺及革新事务；哈妮查则
掌管雪州房屋及城市生活事务。
另外，雪州卫生、福利及加
强妇女与家庭事务由西蒂玛丽亚
掌管，许来贤则掌管雪州环境、
绿色工艺及消费人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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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华在监狱局官员、警方等开路下，于上午约1

媒體爭拍場面失控

1时

2

8
分

步出康复医院。

K7

：
Vjll

安華步出醫院精神^
要求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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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6日讯）公正党实权领袖拿
督斯里安华重获自由！

他今天上午约11时28分身穿深色西装配暗
红波点领带，在监狱局官员、警方及相关单位
陪同及开路下步出康复医院，精神状况甚佳。

没发言仅挥手致意
由于现场大批媒体为了拍下最佳角度，场
面一片混乱甚至出现你推我挤的情况，安华并
没有发表任何言论，只是站在四轮驱动车旁向
媒体及支持者挥手致意，短短23分钟后便离开
蕉赖康复医院，前往皇宫会见国家元首。
今天上午康复医院的保安格外严格，所有
要进人医院的交通工具都必须表明原因，
大部分支持者无法进人医院范围
内，只能在保安亭外等待。
监狱局官员在安华还未出
院之际，先与媒体协商现场的
拍摄情况，经过两方的协商

安华见到媒体为了争拍他而引起骚动时，以手指示意媒体稍安勿躁'

后，官员因媒体拍摄角度要求而准许媒体在原
定地点拍摄；但安华出院后，其身边的狱警和
警察围起人墙，导致现场媒体没法拍摄这珍贵
的画面而发生动乱，大家为了争取最好的角度
拍摄最好的画面而你推我挤，场面一度失控。
安华获得国家元首苏丹莫哈末五世的全面
特赦，意味着他不仅被赦免，而且将立即获得
释放和能够自由的参政。
安华是因鸡奸案而在2014年3月被判处5年
监禁，联邦法院也于2015年2月10日维持上诉庭
判决，宣判安华鸡奸案罪名成立。

阿兹敏移交元首2信函
雪州大臣兼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
敏阿里今早约10时30分出现在蕉赖康复医院，
为安华及候任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捎来国
家元首将召见他们的消息。
他向媒体表示，他将把国家元首的2封信函
分别交给他们；在安华获释后，直接到皇宫觐
见国家元首。

首相敦马哈迪（右）在国家皇宫迎接安华
(左）热情握手，并进行短暂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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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1 7
日讯）马来西亚
厂商联合会雪州
分会今日发文告
祝贺希盟成为雪
州新政府—_
该会也祝
贺希 盟 赢 得 第 1 4
届大选，并祝贺
拿督斯里阿兹敏
宣誓就任雪州大
臣®

m.

掌
i=i=I

该会表示，
-直以来都通过
雪州投资机构和
掌管雪州投资事务的高级行政
议员拿督邓章钦，与州政府取
得紧密合作。
“2014年，本会在州政府
的赞助下，完成了雪州工业园
的一项联合研究工作，而其中
-项建议是地方政府会将--部
分业界门牌税收人，充作改善
工业区基本设施用途。”
“这说明了本会与州政府
之间的有效关系，以便吸引更
多投资进入工业化的雪州。”
该会希望在阿兹敏领导下
的州政府，会继续支持雪州的
制造业界，加强与私人界的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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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观及铺上导盲砖的行人道，_
两旁竟长满野草，并不断往行人
道滋长，让行人担心随时会有蛇
虫出没，希望市政厅尽速派人前
往修剪。

野草未修非法U轉街燈失靈

靈市哈拉班3各
報道•蘇斯敏攝影•黃冰冰

•拉吉夫（右）在陈友良陪同下，实地视察灵市
哈拉班路百病丛生的问题。

八打靈再也市政廳投訴機制

提升工程分3階段進行

脸书 MBPJ Aduan

(八打灵再也17日讯）灵市哈
拉班路野草丛生、驾驶人士非法U
转、多盏街灯失灵、一盏交通灯失
窃，百病丛生！

拉吉夫：甫“接管”需时处理
候任希盟行动党武吉加星州议员拉
吉夫指出，承包商在提升哈拉班路留下
的工程手尾和缺乏保养所衍生的一箩筐
问题，有待甫接管该区的他与灵市政厅
按部就班解决。
甫胜选连任为州议员的他，在灵市
19区居民陈友良陪同下视察灵市哈拉班
路时说，该区原本是属于前任百乐镇州
议员杨美盈的选区范围，惟经过重划选
区后，已纳人他的选区版图内孰
他说，由于刚“接管”有关选区，
他需要时间与灵市政厅各有关部门接洽
与了解各种问题，并对症下药逐步解
决。

由[5±止 aduan@mbpj.gov.my

吉夫重申，哈拉班
路是分3个阶段进行
提升工程，首阶段及次阶段已
经竣工，剩下的第三个阶段还
未动工，他将洽询市政厅，才
可以了解有关事件的进展。

投诉热线03-7954 2020 (24小时）
总部电话03-7956 3544 (只限办公时间)
传真 03-7958 1494

盼市廳定時修剪野草
N大十日LU

他将与市政厅各相关部门

盼拟方案提升道路安全

拉和市议员讨论哈拉班路的- •箩筐问
题，并寻求解决方案。
他说，修剪野草是灵市政厅固体废料管理及
-~1,.(
公共清洁组负责，惟该处的杂草丛生情况让他也
无法容忍，所以将向市政厅官员反映，要求他们
•—些驾驶人士非法在哈拉班路U转，以抄捷径从19区驶
拟定时间表和定时修剪野草办
受询及承包商是否已移交管理权给市政厅， 入17区的住宅区，威胁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危。
他表示，由于他甫“接管”有关地区，所以他需 作
向市政厅确定o
针对有一盏交通灯不翼而飞事宜，他说，此事有待市
他表示，居民投诉数盏街灯失灵问题，而这 政厅进行鉴定，同样的不能对此事妥协《
是属于工程组及电子与机械组权限管理范围，他
“街灯失灵及野草未修剪是保养问题，我将向市政厅
希望有关部门能保养街灯，让所有街灯都良好操 反映；市政厅不能给予任何藉口、它必须进行和完成。”

vil

他说，关于基设保养的工
作大致上不成问题，只是有关
道路安全的问题（如必须获得
市政厅的关注），他希望市政
厅能拟定有效的解决方案，以
确保道路使者用的安全。
“最具挑战和最棘手的问
题是居民投诉道路安全问题，
如驾驶人士非法U转，这不是
-项简单的任务，需要时间来
解决

同时，拉吉夫也鼓励市民
在面对各种民生问题时，勿保
持缄默，他们只需要联系八打
灵再也市政厅即可。
他说，市政厅目前有各
种管道方便居民投诉，包括脸
书、热线号码、网站、发送邮
件，并记录投诉编号，而大部
分发给灵市政厅的投诉都会受
理，倘若屡次投诉都不受理，
不妨向他投诉《
尽管陈友良建议拉吉夫召
集居民举行对话会或“茶会”
(Teh Tarik

)，以便在17区与

19区之间重新进行交通规划和

改道，但拉吉夫不赞同，理由
是17区居民较早前已提出反对
心声，他们坚决不要市政厅在
该住宅区进行交通规划，以免
扰乱该区的交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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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庇16丨丨讯丨新丨IW'I 席郃长拿督斯里沙菲益阿达
今曰公布州内㈨名•丫|，除广本身兼任财政部长外，脱

这个新州内阁阵容采取443模式，即4位回教徒土著部
_长、4位华裔及3位非回教土著部长。

重视华裔影响力
华裔在这次的州内阁阵容中占本州历来之最，10位华裔
州议员中有8人获分配官职，占华裔州议员80%，显示沙菲益
重视华裔在大选前后发挥的影响力；出任正部长职的是兼任旅
遊、文化及环境部长的刘静芝（公正党），卫生及人民和谐部
长黄天发（行动党），农业及食品工业部长王鸿俊（民兴党）
及青年及体育部长潘明丰（行动党）。其中当选山打根区国会
谈员的黄天发，是以官委议员身份人阁”

不但如此，也有4位华裔出任助
理部长，他们分别是行动党的黄仕平
(首长署）、公正党的蔡德和（财政
部）、民兴党的张振彬（工商业部）
及邱文正（地政及房屋）。

2代议士无缘官职
无缘获得官职的华裔代议士分别
是冯晋哲（路阳区）及陈历发（电卡
士区），2人均来自民主行动党。
在回教徒土著部长方面以民兴党
主席沙菲益为首，赵占兼任地政及房

屋部长，拿督尤索耶谷任教育及革新
部长、以及拿督文迪莫达任法律及原
住民事务部部长》艾迪曾在西马担任
回教法庭的法官。
至于非回教徒土著，则是兼任工
商业部长的威弗烈丹敖（民统）、基
本设施部长拿督彼得安东尼（民兴
党）和乡村发展部长依温贝尼迪（民
统）。
‘其中威弗烈曾任联邦科学、工艺
及革新部长，尤索夫耶谷曾担任国会
下议院副议长。

首长拿督斯里沙菲益与夫人拿汀斯里苏雅妮与出席者握手问好。
»另有图文刊A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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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底精選
•—一

I砂州教育局代表团在全国教师节庆典上合影.。

IT

膺全國模範教師殊榮

姚賊略第

(诗巫16日讯）砂拉越2位华裔教师今日在2018年 博特拉大学完成修读人力资源发展理学硕士学位他于2009及2015年
第47届全国教师节庆典上，双双获得全国模范教师奖。 跃升卓越教师DG44和DG48�2004年、2010年及2016年荣获卓越服务奖
(APC)，以及2017年荣获全砂模范教师奖
这也是大会自2013年设立该组奖项以来，首次有砂拉越
•感谢卫中校长栽培
教师获得这份殊荣。
当中，全国模范教师奖（IKON GURU )有4位得奖者，分别是诗巫
卫理中学的姚轲武、民都鲁中学的林新喜、吉隆坡武吉加里尔体育学
校的莫哈末苏克里，以及来自柔佛昔加末教育局的伊斯玛丁。
2018年第47届全国教师节庆典今日在吉隆坡布城国际会议中心
举行，大会设有12个大小奖项今届得奖者名单中，姚轲武和林新喜
是唯有的两位华裔教师榜上有名。值得•提的是，“模范教师奖”自
2013年设立以来，砂拉越是首次获得这个奖项，这份殊荣可谓得来不
易。

•教界服务23年
现年48岁的姚轲武，投身教育界服务23年，过去在加帛福南小学
服务6年和诗巫武吉里麻中学服务4年，2007年调职前往卫理中学任教
迄今，主要执教科n为华文和美术。他也是排球教练，曾是诗巫省排
球协会技术主任。
姚轲武于2002年毕业于理科大学美术教育系学士，以及2005年在

姚轲武今午受访发表感言时说，感谢上帝的眷顾，虽然走在这条
教育道路上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但上帝一直对他不离不弃除了
感谢上帝的恩宠，他由衷感激卫理中学校长雍子重，在校任教12年的
栽培和关怀，给予他很好的工作平台发挥所长，并有机会带团参与国
际大小赛事。
“我内心时时刻刻都洋溢感激之情，记得12年前，从武吉里麻中
学调往卫理中学执教，在雍校长的牵引和用心栽培下，也把我视如家
人般看待。12年来，我内心是无比骄傲，这一路走来也收获许多，这
都是校长您给我的。”
姚轲武说，该校上下得知这项喜讯后，也为他感到高兴。对于上
星期才度过生日的他，无疑是今年收到的最好生日礼物。
•全国模范教师奖得主姚柯武（左）从雪州大臣拿督斯里
阿兹敏手中接领奖项。

畲姚柯武（右）与砂州教育局副局长阿邦玛阿里分享得奖喜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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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pen 集團：打造全新強大大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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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公共房屋政策将彻底改变建设公共房屋的概念。
更具有改革意义的是，这项计划可以不需要政府注人任何资

公共房屋政策需跨體系

金或资产，只需要通过全面的政策，让私人界有效地支持和
执行，就可以改善我国和人民的生活。”
他说，他并不是随口说说，为了信念他一步一脚印地克

(槟城16日讯）Aspen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员拿督慕利
说，若要打造一个全新和强大的马来西亚，就应该拟定横跨
整个体系的公共房屋政策。

服难关，在27岁创立Aspen公司，那是5年半前的事，他那时

他在_ -封致给第七任首相敦马哈迪的公开信中说，他愿
意与首相-•同展开这个新的旅程。
“我愿意在私人界领军，重新定义在国家管理方面的想

该概念打造槟城的可负担房屋政策。
“我也将建议书提呈给雪兰莪州务大臣办公室，但因当
时缺乏联邦政府的支持，雪州仅开发小部分潜能。”
他说，可负担房屋政策不仅仅是为房地产标上价格，它

法和创新方式，这些方法在过去的5年半中，已经很好地发
挥了作用。我希望当我们与国际合作伙伴和国际投资者合作
时，这股不服输、不屈不挠的的精神，将是我对新马来西亚
政府的贡献。”

把对可负担房屋的建议书，提呈给槟州前任首长林冠英，后
者立刻就能够理解他的愿景、了解其中庞大的潜能，并根据

慕利希望更多的私人界企业加人，向所有大马人和新政

应该涵盖兴建地点等其他关键因素。另-•项重要的是年轻买
家应该向谁和从哪里取得金融服务或购屋首期款项。
慕利说，作为私人界的发展商，也应该将此重点纳人
规划之中，尤其是在建设政府公共房屋的时候，可以也必须
尽所能，为每个在此生活环境屮成长的儿童，提供有利的生
活方式和设施，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影响这些儿童的成

府，特别是帮助塑造新经济的年轻企业家公开贡献思想和远
见。

长，不能重蹈覆辙，继续让私人住房和公共住房计划之间的
鸿沟扩大

盼更多私企集思广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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