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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KAMAH

ami isteri palsu dokumen
nah dipenjara 9 tahun
rminder,
Bir Singh
kan
atas
uduhan
singan

Oleh Iskandar Shah
Mohamed
iskandar@nstp.com.my
Shah Alam

S

epasang suami isteri dihukum sembilan tahun penjara oleh Mahkamah Sesyen
di sini, semalam, atas pertuduhan berkaitan pemalsuan dokumen tanah di sekitar Gombak,
lima tahun lalu.
Hakim Zamri Bakar membuat
keputusan itu selepas tertuduh,
Parminder Kaur Kamiker Singh, 56,
dan suaminya yang juga juruterbang, Kapten Bir Singh Teja Singh,
60, disabitkan bersalah atas pertuduhan berasingan.
Bagaimanapun, mahkamah
membenarkan penangguhan pelaksanaan hukuman sementara
menunggu proses rayuan.

len dokumen Borang Pindah Milik
Tanah, Bahagian atau Pajakan (Borang 14A Kanun Tanah Negara)
bertarikh 15 Mac 2013 bagi lot di
Bukit Permata, Gombak.

Cagaran berharga
Dokumen itu satu cagaran berharga seperti diperihalkan mengikut Seksyen 467 Kanun Keseksaan
dan tertuduh mempunyai sebab
mempercayai ia dokumen palsu
ketika diserahkan kepada Pejabat
Tanah dan Galian (PTG) Selangor.
Bir Singh pula didakwa bersubahat dengan isterinya itu untuk
melakukan perbuatan berkenaan.
Perbuatan itu didakwa dilakukan di premis PTG Selangor, Bangunan Sultan Salahuddin Abdul
Aziz Shah di sini, pada 10 April
2013.
Mereka didakwa melakukan kesalahan mengikut Seksyen 471 Ka-

Terdahulu, pasangan yang diwakili peguam T Thiyageswaran itu
memohon penangguhan hukuman kerana masih menanggung
tiga anak mereka yang sedang belajar dan kerjasama baik sepanjang
proses perbicaraan.

Perlu alasan lebih kukuh
Timbalan Pendakwa Raya, Rizal
Azani Zainal Adzam yang mengendalikan kes bagaimanapun membantah kerana tertuduh perlu mengemukakan alasan lebih kukuh
seperti berkaitan masalah kesihatan.
Zamri membenarkan penangguhan hukuman itu namun keduadua tertuduh perlu menyerahkan
pasport antarabangsa kepada
mahkamah dan diperintahkan
melaporkan diri kepada pegawai
penyiasat polis setiap bulan.
Seramai 13 saksi pendakwaan

13 SAKSI
pendakwaan dipanggil
sepanjang proses
perbicaraan sejak 2016

4 SAKSI
pembelaan dipanggil
sepanjang proses
perbicaraan sejak 2016

Headline
MediaTitle
Date
Section
Page No
Language
Journalist
Frequency

Terminal Bas Jalan Othman dinaik tar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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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ANG menunggu dan
mengambil penumpang
di Terminal Bas Jalan
Othman. Petaling Jaya.
Selangor yang terlalu
uzur dan memerlukan
kerja-kerja naik taraf.

Full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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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INAL Bas Jalan Othman,
Petaling Jaya dilengkapi
pelbagai kemudahan untuk
keselesaan orang ramai.UTUSAN/AMIN FARIJ HASAN

rw^:
Kerajaan Persekutuan peruntuk RM3.93 juta di bawah NKRA

Terminal Bas Jalan 4
Othman dinaik taraf
ISU

RAKYAT
Oleh NIK HAFIZUL BAHARUDDIN

l<ota@utusangroup.com.my
• PETALING JAYA 18 APRIL

K

ERJA-KERJA naik taraf Terminal bas Jalan Othman di
sini bakal memberi manfaat
kepada warga bandar raya ini selepas siap sepenuhnya dalam masa
terdekat.
Melalui peruntukan Kerajaan
Persekutuan sebanyak RM3.93
juta di bawah Program Keberhasilan Utama Negara (NKRA) untuk
pengangkutan awam itu, terminal
berkenaan bakal berwajah baharu
dan dilengkapi pelbagai kemudahan.
Tinjauan Utusan Malaysia di
terminal bas berkenaan hari ini
mendapati kerja-kerja naik taraf
terakhir melibatkan bahagian
dalam bangunan setinggi dua tingkat berkeluasan 2,300 meter per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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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VEEJENDRAN (kanan) dan Ir. Ismail Shafie bertukar-tukar dokumen penyerahan
Hentian Bas Jalan Othman dalam satu majlis di Petaling Jaya. Selangor. baru-baru ini.

gi itu giat dilaksanakan kontraktor
lantikan.
Berdasarkan pemerhatian, proJ e k naik taraf melibatkan terminal mengambil dan menurunkan
penumpang, parkir, gerai dan
kaunter tiket itu dilakukan secara
berperingkat bagi memastikan
operasi bas di situ tidak terganggu. 1

Baru-baru ini, satu majlis
menandatangani dokumen penyerahan terminal bas Jalan
Othman berlangsung antara Kementerian Pengangkutan dan Majlis Bandaraya Petaling Jaya (MBPJ).
Pada majlis itu kementerian
diwakili Setiausaha Bahagian Logistik dan Pengangkutan Darat, R.

IR. ISMAIL SHAFIE (kiri)
mengiringi R.Veejendran
(duadari kiri) meninja'uruang
menunggu Terminal Ĕt^JalarT
—S
Othman. baru-baru ini?

Veejendran manakala MBPJ diwakili Pengarah Kejuruteraan MBPJ,
KERAJAAN Persekutuan
Ir. Ismail Shafie.
sentiasa prihatin terhadap
R.Veejendran berkata, bangunasib rakyat tenr.asuk
dl Selangor dengan
nan terminal bas itu direka bent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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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enuhi spesifikasi Index Bangunan Hijau(GBI).
naik taraf Terminal Bas
"Tumpuan diberikan kepada
Jalan Othman.
reka bentuk menyeluruh seperti
pencahayaan, sistem pengudaraan
semula jadi dan penanaman semula pokok," katanya.
Terminal bas Jalan Othman
berusia lebih 20 tahun itu terletak
di lokasi strategik dalam lingkungan kemudahan utama seper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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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duduk bimbang longkang tersumbat membiakkan aedes
Utusan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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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LA LUMPUR 18 April -

Pen-

duduk Pangsapuri Pandan Lake
View dekat sini mendakwa longkang di kawasan perumahan
mereka tiak diselenggara sehingga
mengundang masalah kesihatan
kepada penduduk setempat.
Longkang tersumbat dan air
bertakung didakwa menjadi sarang
pembiakan nyamuk aedes.
Penduduk mendakwa,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tidak pernah membersihkan kawasan itu

i f i 111M11111HII

i i i i i I} U M1111! 11111 i

meskipun aduan demi aduan
dibuat namun keadaan masih
tidak berubah.
Seorang penduduk,
Jacky
Chan, 42, berkata, ekoran daripada masalah itu setiap kali hujan lebat air daripada saluran
longkang tersumbat melimpah
memasuki kawasan parkir pangsapuri itu.
"Akibat tidak disefpSP
lenggara air bertakung
di longkang berhari-har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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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bertakung akibat hujan lebat turut mengundang resah kepada penduduk
pangsapuri berkenaan.

Mill

Full Color
171,663
563,000
543 cm²
RM 10,732
RM 32,196

Illllll

Lebih memburukkan takungan air
turut mengeluarkan bau busuk.
"Aduan turut dikemuka kepada
pihak Badan Pengurusan Bersama
namun tiada tindakan diambil sehingga hari ini," katanya ketika
ditemui semasa lawatan Timbalan Ketua Biro Per-

I

khidmatan dan Aduan Gerakan
Ben Liew Pok Boon ke kawasan
perumahan itu di sini.
Pengunjung tasik, Mohd. Sakry
Osman, 58, pula berkata, longkang yang terletak bersebelahan
tasik
Pandan Perdana itu turut menjejaskan jumlah
*
pengunjung tasik ber-

Illlllll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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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faan.
"Akibat masalah longkang tersumbat dan menjadi tempat pembiakan nyamuk aktiviti riadah
kami terganggu kerana bimbangkan keselamatan," katanya.
Utusan Malaysia difahamkan,
masalah yang berlarutan sejak beberapa tahun itu didakwa berp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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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daripada kerja-kerja pembinaan
di tapak projek berhampiran tasik.
Sementara itu Liew Pok Boon
berkata, beliau akan mengambil
tindakan segera dengan menulis
surat kepada Majlis Perbandaran
Ampang Jaya dan pemaju projek
tersebut supaya tindakan sewajarriya dapat diambil.

Headline
MediaTitle
Date
Section
Page No
Language
Journalist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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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pak@PJ ketengah lebih 100 makanan food truck
PETALING JAYA 18 April - S e l e p a s

Kuala Lumpur, Tapak Urban
Street Dining kini m e m b u k a satu
lagi lokasi yang dianggap syurga
buat penggemar m a k a n a n dari
food truck iaitu di h a d a p a n pusat beli-belah Amcorp Mall, di
sini.
Pembukaan Tapak@PJ menerusi kerjasama Majlis Bandaraya
Petaling Jaya (MBPJ) itu dijangka
menarik lebih ramai masyarakat
terutama warga bandar raya ini
untuk menikmati pelbagai keunikan makanan di kawasan jalanan
pada waktu malam.
Datuk Bandar Petaling Jaya,
Datuk Mohd. Azizi Mohd. Zain
berkata, pembukaan Tapak@PJ
adalah satu inisiatif yang secara
tidak langsung mendorong usaha
membangunkan usahawan food
truck di kawasan itu.
"Perniagaan food truck meru-

pakan satu perkembangan baharu
yang menarik perhatian awam dan
menjadi pilihan para usahawan.
"Ia merupakan teladan perkongsian berkesan antara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dan sektor
swasta u n t u k menyokong industri food truck dan m e w u j u d k a n
ruang sosial yang m e m e n u h i keperluan awam,"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ketika
berucap melancarkan Program
Sahabat Smart Trak MBPJ dan
Aplikasi Pengurusan Smart Trak
(Kapita) bersempena pembukaan
Tapak@PJ di sini.
Yang hadir sama, Timbalan Datuk Bandar Petaling Jaya, Johary
Anuar; Pengarah Tapak Urban
Street Dining, Syed Izmir Syed
Amir dan Pengasas Bersama Tapak Urban Street Dining, Tawfique Roseli.
Sementara itu Syed Izmir ber-

kata, pembukaan Tapak@PJ itu
bukan sekadar dilihat sebagai
trend sebaliknya soal masa depan
dalam m e m b a n t u mengembangkan lagi usahawan tempatan selain m e w u j u d k a n lebih banyak
ruang sosial dalam kalangan generasi muda.
Menurutnya, Tapak@PJ mengetengahkan lebih 100 makanan
tempatan yang dikendalikan oleh
20 trak makanan dan beroperasi
setiap hari dari pukul 6 petang
hingga 12 tengah malam (Isnin
hingga Khamis) dan 6 petang
hingga l pagi (Jumaat, Sabtu dan
Ahad).
"Ia dilengkapi dengan pelbagai
kemudahan seperti tempat makan, khemah boleh ditarik balik,
tempat mencuci pinggan, tandas
dan surau selain persembahan
secara langsung oleh kumpulan
Buskers," katanya.

SEBAHAGIAN pengunjung menikmati hidangan makanan yang dijual melalui food truck di Tapak@PJ Amcorp Mall. Petaling
Jaya, Selangor baru-baru 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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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asiat MAIS mudah masyarakat Islam urus harta
Shah Alam: Majlis Agama
Islam
Selangor
(MAIS)
memperkenalkan
sistem
perkhidmatan Wasiat Atas
Talian, eWasiat MAIS, bagi
memudahkan masyarakat
Islam membuat wasiat.
Perkhidmatan itu boleh
dilayari di laman web
www.wasiat.com.my dengan MAIS selaku wasi kepada wasiat yang dibuat selaras dengan bidang kuasa di
bawah subseksyen 5(4)
Enakmen Pentadbiran Agama Islam Selangor 2013.
Pengerusi MAIS Datuk
Mohammed Khusrin Muna-

wi berkata, pengurusan wasiat dan hibah adalah penting bagi mengelakkan masalah pembahagian seperti
pergaduhan dan perebutan
harta pusaka yang banyak
berlaku dalam kalangan
masyarakat ketika ini.
“Menurut laporan akhbar,
harta pusaka tidak alih yang
masih beku dan tidak dituntut sudah menjangkau
nilai RM60 bilion manakala
RM6.6 bilion bagi harta yang
sudah alih.
“Mungkin
lebih
dan
mungkin kurang tetapi jumlah ini memang besar serta

akan mendatangkan kerugian kepada waris dan ekonomi orang Islam itu sendiri.
“Apabila dikumpul menjadi jumlah yang besar dan
tidak dimanfaatkan, ia akan
menjadi satu kerugian kepada ekonomi umat Islam di
Selangor serta Malaysia
umumnya,”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ketika merasmikan Transformasi Pengurusan Wasiat
dan Hibah Negeri Selangor
2018 di Pusat Konvensyen
Shah Alam (SACC) di sini,
semalam.

Dua kertas kerja dibentangkan pada seminar berkenaan iaitu oleh Mufti Selangor Datuk Mohd Tamyes
Abdul Wahid yang bertajuk
‘Hibah Mekanisme Terbaik
Pembahagian Harta Semasa
Hidup’ serta ‘Wasiat Instrumen Hebat Merancang Harta’ oleh Pensyarah Kanan Jabatan Syariah,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UKM)
Dr Zamro Muda.
Mohammed Khusrin berkata, umat Islam perlu memahami konsep harta kerana wasiat serta hibah dikehendaki syar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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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s perkenal sistem eWASIAT
SHAH ALAM - Usaha memberi
kesedaran mengenai kepentingan pengurusan harta umat Islam
direalisasikan dengan pengenalan eWASIAT atau sistem
wasiat atas talian yang diperkenalkan oleh Majlis Agama
Islam Selangor (Mais).
Pengerusi Mais, Datuk
Mohammed Khusrin Munawi
berkata, sistem atas talian tersebut diperkenalkan kerana kesedaran mengenai kepentingan
wasiat dan hibah dalam masyarakat Selangor masih lagi rendah.
“Sistem ini diwujudkan bagi
memudahkan masyarakat membuat wasiat untuk kebajikan dan
melantik Mais selaku wasi kepada wasiat yang dibuat selaras
dengan bidang kuasa di bawah
Subseksyen 5(4), Enakmen
Pentadbiran Agama Islam
(Negeri Selangor) 2003.
“Kita adalah pelopor kepada
sistem ini, kita ingin mengajak
semua Majlis Agama Islam
Negeri yang lain agar mewujudkan perkhidmatan ini secara atas
talian untuk memudahkan lagi
urusan umat Islam,”katanya
pada Seminar Transformasi
Pengurusan Wasiat dan Hibah
Negeri Selangor di Pusat
Ko n v e n s y e n
Shah
Alam,semalam.
Pengenalan sistem baru ini
akan mempercepatkan lagi urus-

Pengurusan
harta
penting untuk
elak masalah
pertikaian harta
pusaka."

-Mohammed Khusrin

an wasiat dari cara lama yang
boleh memakan masa sehingga
14 hari kepada sehari hingga tiga
hari tempoh proses.
“Kos penyediaan dokumen
wasiat di Mais juga antara yang
terendah, kira-kira RM300 dan
kos ini dapat dibiayai masyarakat
dibandingkan dengan ﬁrma-ﬁrma yang turut menawarkan perkhidmatan yang sama dengan
harga yang lebih tinggi.
“Pengurusan harta seperti
wasiat dan hibah ini penting untuk elak masalah pergaduhan
dan pertikaian harta pusaka seperti yang berlaku dalam masyarakat hari ini,” katanya.
Pada majlis yang sama, turut
diadakanMajlisMenandatangani
MoU
Rakan Strategik
Perbadanan Kemajuan Negeri
Selangor (PKNS) dalam usaha
memartabatkan ilmu pengurusan harta dengan menawarkan
perkhidmatan wasiat secara percuma kepada pegawai PKNS dan
pembeli hartanah PK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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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yang jadi pilihan kediaman
Masalah
kesesakan
trafik tidak
diabaikan
NORAFIZA JAAFAR

SELAYANG

S

elayang pernah menjadi lokasi setinggan
kedua terbesar di
Selangor, yang kini 65 peratus
kawasannya berstatus kediaman. Dengan keluasan
545 kilometer persegi, penduduk di sini dianggarkan
berjumlah 199,095 orang.
Pembangunan pesat
Kuala Lumpur menyebabkan Selayang turut sama merasai arus kemajuan, antaranya projek perumahan,
sektor pekerjaan komersil
dan industri serta kemudahan asas.
Secara dasarnya, pembangunan bagi kawasan
Selayang tidak seimbang dengan kebanyakan tanah banyak digunakan untuk perumahan berbanding
industri.
Kos hartanah yang tinggi
di ibu kota menyebabkan
masyarakat memilih kawasan pinggir bandar sebagai
tempat tinggal mereka.
Selayang ditadbir di bawah Majlis Perbandaran

Selayang (MPS) dan di bawah Parlimen Selayang
mempunyai tiga Dun iaitu
Taman Templer, Rawang dan
Kuang.
Selayang diwakili Ahli
Parlimen PKR, William Leong
yang telah dua penggal menjadi wakil rakyat sejak 2008.
Beliau dijangka dicalonkan sekali lagi pada PRU14
berdasarkan prestasi dan
populasi pengundi yang cenderung mengekalkan kerajaan negeri di bawah Pakatan
Harapan.
Dalam tempoh lima tahun di bawah Harapan, antara isu utama berjaya diselesaikan ialah isu setinggan
Selayang Mutiara atau Bukit
Botak melibatkan
pembinaan 1,422
unit, dengan nilai
hartanahnya meningkat setiap tahun.
Selain itu, pembangunan
prasarana juga memberi kesan positif melalui peruntukan penyelesaian masalah
banjir kilat yang berterusan
untuk beberapa kawasan termasuk Selayang Baru, Pekan
Rawang, selain projek yang
sedang dilakukan di Jalan
Batu Arang dengan peruntukan RM7.64 juta bagi
pelebaran sungai dan kolam
takungan.
Jalan Batu Arang-Batang
Berjuntai yang berdepan
masalah kesibukan traﬁk
pada waktu puncak juga se-

William menerangkan kelebihan Manifesto Harapan.

dang dalam proses naik taraf
melalui pembinaan jambatan, dengan tambahan dua
lorong membabitkan kos
RM42.3 juta, yang dijadualkan siap pada 2021, bertepatan dengan jumlah penduduk
Rawang yang kini mencecah
100,000 orang.
Projek kerajaan pusat
untuk penduduk di Selayang
tidak diabaikan, menerusi
usaha mengatasi masalah
kesesakan dan penyuraian
traﬁk di bawah Lebuhraya
Kuala Lumpur-Kuala

William (kanan) berbual bersama penduduk sewaktu program turun padang.

Selangor melalui susur masuk Kundang dan pembinaan Rawang Bypass untuk
kemudahan penduduk
Selayang serta Hulu
Selangor.
Pada masa hadapan, beberapa aspek pembangunan
dilihat perlu ke arah pemantapan dan pemerkasaan
warga Selayang berteraskan
isu pokok iaitu rumah kos
rendah dan mampu milik,
peluang pekerjaan serta
pembangunan produk pelancongan.
Selain itu, kemudahan
prasarana perlu ditingkatkan
dari semasa ke semasa bagi
menyeimbangkan populasi
penduduk sedia ada dengan
tambahan penghuni pada
masa akan datang.

P97 SELAYANG

N14 RAWANG, N15 TAMAN TEMPLER

Keputusan PRU13 (2013)

WILLIAM LEONG JEE KEEN
(PKR) - 52,287 (majoriti 17,846)
LIM SIANG CHAI (MCA) - 34,441
HAJI MOHD HAZIZI BIN AB RAHMAN
(Berjasa) - 4,152
Jumlah pengundi: 105,895
Jumlah keluar mengundi: 92,315 (87 peratus)
Undi rosak: 1,435 (1 peratus)
Melayu: 45 peratus
Cina: 36 peratus
India: 17 peratus
Lain-lain: 2 peratus

Keputusan PRU12 (2008)

WILLIAM LEONG JEE KEEN
(PKR) - 30,701 (majoriti 3,567)
LEE LI YEW (MCA) - 27,134
KOH SWE YONG (PRM) - 1,332
Jumlah pengundi: 79,557
Jumlah keluar mengundi: 60,920 (77 peratus)
Undi rosak: 1,506 (2 peratus)
Melayu: 45 peratus
Cina: 38 peratus
India: 16 peratus
Lain-lain: 2 peratus

Keputusan PRU11 (2004)

DATUK CHAN KONG CHOY (MCA)
- 36,343 (majoriti 23,226)
KOH SWE YONG (PKR) - 13,117
Jumlah pengundi: 71,152
Jumlah keluar mengundi: 50,904 (72 peratus)
Undi rosak: 1,444 (2 peratus)
Melayu: 44 peratus
Cina: 39 peratus
India: 17 peratus
Lain-lain: 1 peratus
William bergambar bersama jawatankuasa gerak kerja PKR Sela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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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lu lebih banyak pelaburan, rancakkan ekonomi
AHLI Parlimen Selayang, William
Leong berkata, banyak perancangan
yang dirangka bagi kawasan berkenaan, namun tidak semua dapat
direalisasikan berikutan kekangan
perlaksanaan kerana masih berstatus
pembangkang
di
Parlimen.
Menurutnya, beliau berharap
diberikan sekali lagi peluang dicalonkan pada PRU14, seterusnya
berjaya membentuk kerajaan pusat.
“Menjadi pembangkang adalah
satu cabaran untuk membantu penduduk. Saya berharap kali ketiga kita
berjaya membentuk kerajaan dan
melaksanakan apa yang telah dirangka.
“Di bawah kerajaan negeri, beberapa pelaksanaan telah dibuat
antaranya, Rumah Selangorku dan
projek rumah mampu milik ke arah
menyelesaikan isu kediaman. Setiap
orang berhak memiliki satu kediaman,” katanya.
Beliau juga berhasrat meningkatkan pelaburan industri sebagai usaha meningkatkan hasil
pendapatan dan membuka banyak

peluang pekerjaan bagi warga
Selayang.
Untuk ke arah itu katanya, beliau
telah meminta kerajaan negeri di
bawah pimpinan Menteri Besa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mengkaji semula pecahan kadar
cukai mengikut kawasan bagi menggalakkan aktiviti pelaburan berkembang ke Selayang.
“Kadar cukai dikenakan di
Selayang tidak boleh sama dengan
Klang, kerana pelabur perlu mengambil kira kos tambahan lain seperti
aspek pengangkutan dan jarak serta
lokasi.
"Jika kos cukai dikurangkan, ia
mendorong pelabur untuk beroperasi di Selayang," katanya.
Menurutnya, setakat ini sektor
perkilangan di Selayang memberangsangkan termasuk operasi
kilang pengeluar kari Baba’s.
"Kerancakan sektor industri dan
komersial mampu meningkatkan
hasil buat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dengan kutipan cukai lebih
tinggi bagi operasi komersil dan industri.
"Sumber kewangan ini dapat

memperbanyakkan pembangunan
dalam Selayang,” katanya.
Menurutnya, MPS kehilangan
atau kekurangan hasil pendapatan
melalui pengecualian cukai taksiran
rumah kos rendah dan sederhana,
serta ﬁ lesen penjaja kecil dan sederhana di bawah program kerajaan
negeri.
“Sedangkan pendapatan utama
MPS adalah hasil tersebut, disebabkan kebanyakan tanah di Selayang
adalah unit kediaman," katanya.
Justeru menurutnya, dengan
mengembangkan sektor industri
berkenaan, mampu mengembangkan hasil MPS tanpa bergantung
penuh dengan cukai taksiran kediaman.
“Kawasan bandar seperti
Petaling Jaya dan Shah Alam mampu pesat membangun disebabkan
kerancakan sektor industri. Saya
yakin perkara sama boleh dilaksanakan di Selayang,” katanya.
Menurutnya, salah satu potensi
membangunkan MPS adalah melalui industri pelancongan.
“Antaranya, kolam air panas
yang sangat popular di China dan

Kemudahan pelantar
di Tasik Biru Kundang
bagi kemudahan
aktiviti sukan jet ski.

Jepun. Selayang mempunyai produk
kolam air panas yang boleh dikembangkan sebagai tarikan buat
pelancong luar.
“Kawasan lain juga termasuk
kawasan riadah dan kem motivasi
termasuk Rimba Bukit Lagong, Eko
Rimba Templer dan Kanching serta

Tasik Biru Kundang.
“Kita juga ke arah menjadikan
kawasan Batu Arang sebagai bandar
warisan disebabkan nilai sejarahnya
dan monumen hasil tinggalan daripada aktiviti perlombongan semasa
zaman penjajahan British,” katanya.

Headline
MediaTitle
Date
Section
Page No
Language
Journalist
Frequency

MPS pergiat bangunkan sektor pelancongan
Sinar Harian
19 Apr 2018
Selangor & KL
21
Malay
N/A
Daily

Color
Circulation
Readership
ArticleSize
AdValue
PR Value

Full Color
160,000
509,000
271 cm²
RM 4,623
RM 13,868

MPS pergiat bangunkan sektor pelancongan
KOLAM air panas Selayang, antara
produk terpenting mampu mengangkat nama Selayang ke negara luar
selepas naik taraf kawasan tersebut,
dijangka siap penghujung tahun ini.
Arkitek Landskap MPS, Syamsul
Arif Mahmud berkata, menjelang
2020 MPS menyasarkan produk pelancongan Selayang mencapai sasaran ditetapkan, sekali gus mampu
menjana pendapatan kepada PBT.
Menurutnya, kolam air panas
Selayang sememangnya popular
dalam kalangan penduduk setempat, khususnya untuk kesihatan
kerana dipercayai mampu memulihkan masalah kulit dan lumpuh.
“Air panas semula jadi ini juga
menjadi pilihan untuk
beriadah, malah menjadi pilihan buat pelancong luar terutama
dari Timur Tengah.
“Naik taraf sedang
dilakukan melibatkan
pelantar dan bilik tertutup khusus untuk
Muslimah. Ia di bawah
projek tanggungjawab
sosial korporat oleh sebuah syarikat yang ber- SYAMSUL ARIF
minatmembangunkan
kolam air panas tersebut.
“Sebelum ini penggunaannya
terhad, tapi selepas naik taraf, ia dijangka ke arah lebih mesra pengguna
dan selesa,” katanya.
Selain itu katanya, MPS juga sedang mengenal pasti lokasi baharu

Kolam air panas yang menjadi tarikan pelancong tempatan dan luar kerana
dipercayai mampu membantu memulihkan masalah kulit dan lumpuh.

pelancongan yang
berpotensi dimajukan.
“Salah satu adalah
sebuah lagi punca air
panas yang ditemui di
Eko Rimba Templer
yang sedang dalam
proses dokumentasi
sebelum dimajukan.
“Selayang juga terkenal dengan sukan
ekstrem semula jadi
termasuk hutan dan sungai di
Kanching, Rimba Templer dan Bukit
Langong, Frim dan Tasik Biru
Kundang, selain Gua Damai yang
dikenali khusus dalam kalangan
penggemar sukan lasak,” katanya.
Syamsul Arif berkata, MPS

memperuntukkan kos besar bagi
tujuan penyelenggaraan dan menambah kemudahan prasarana sebelum ke fasa promosi, seterusnya
memperoleh hasil menjelang 2020.
“Tahun ini MPS menjalankan
projek pengindahan di dua lokasi
iaitu Tasik Biru Kundang dengan kos
RM134,000 bagi aspek keselamatan
menerusi pemasangan bahu jalan
dan pembaharuan kawasan taman
permainan serta memperbanyakkan bangku di kawasan tersebut.
“MPS turut menyokong projek
menjadikan Batu Arang sebagai
bandar warisan menerusi peruntukan RM85,000 tahun ini untuk penggantian papan tanda jalan termasuk
tanda arah bagi lokasi bersejarah,”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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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ir terhad
sukarkan komuniti
Dakwa projek
pembangunan punca
masalah
AHMAD ISMADI ISMAIL

PANDAN PERDANA

P

arkir yang terhad di kawasan
taman rekreasi di sini,
menyukarkan pengguna
untuk meletakkan kenderaan dan
mereka meminta pihak berkenan
mencari jalan penyelesaian bagi
mengatasi masalah itu.
Pengunjung, Low Kok Kim, 42,
berkata, parkir di kawasan taman
rekreasi itu penuh, setiap kali dia
berkunjung ke sini.
“Sebelum ini ruang parkir di
kawasan ini mencukupi untuk pengunjung, namun sejak kawasan ini
menjadi tumpuan termasuk projek
pembangunan yang pesat dilaksanakan di sini, ruang parkir sudah semakin terhad,” katanya.
Kok Kim berkata, dia yang tinggal di Batu 6, Cheras, telah datang ke
tasik berkenaan, tiga kali seminggu
untuk melakukan aktiviti riadah.
“Saya lebih selesa bersenam di
sini berbanding di Stadium Majlis
Perbandaran Ampang Jaya (MPAJ)
yang jaraknya hanya kira-kira 500
meter dari kawasan rekreasi ini, panorama di sini lebih menarik dan

Ben Liew (kanan) melihat laluan yang telah ditutup.

udara lebih segar,” katanya.
Sementara itu, Timbalan Ketua
Biro Perkhidmatan dan Aduan
Awam Gerakan, Ben Liew Pok Boon
berkata, pihaknya sedia maklum
berhubung aduan yang dibangkitkan oleh penduduk dan pengunjung
kawasan taman rekreasi itu.
“Sudah pasti jumlah kenderaan
yang di parkir di kawasan taman
rekreasi ini semakin bertambah apabila projek itu siap kelak," tambahnya lagi.
Ben Liew berkata, pengunjung
terpaksa menggunakan tempat parkir di kawasan kedai yang berada
jauh dari taman rekreasi ini.
“Ia turut memberi masalah kepada golongan warga emas yang

terpaksa berjalan jauh untuk ke taman rekreasi ini,” katanya.
Beliau berkata, pihaknya telah
berjumpa dengan guru besar sebuah sekolah di sini bagi membincangkan permohonan menggunakan sedikit ruang parkir di
kawasan sekolah itu.
“Kami akan membuat petisyen
bagi permohonan itu, kami juga
mahu mengumpul 2,000 tandatangan orang ramai bagi menyokong
petisyen yang akan diserahkan kepada Kementerian Pendidikan.
“Setelah mendapat kelulusan
itu, kami berharap pihak sekolah
dapat membuka pintu pagar berkenaan kira-kira jam 6 pagi hingga
11 pagi,"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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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ahun perintah Selangor, tiada apa dibanggakan
KUALA LUMPUR - Tiada
apa yang boleh dibanggakan
sepanjang pentadbiran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pimpinan pakatan pembangkang
selama sedekad selain rebat
perkhidmatan air sebanyak
RM11 sebulan.
Penyandang kerusi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Kuang, Datuk Abdul Shukur
Idrus (gambar) berkata, walaupun dikenakan caj yang
rendah, rakyat terpaksa
berdepan dengan isu krisis

air sehingga menjejaskan kehidupan dan
perniagaan
harian.
"Itu pun air tiada dan
setiap kali buka air
hanya angin yang keluar, barangkali rakyat hanya dapat angin.
"Barisan Nasional
(BN) kini lebih bersedia untuk memerintah semula Selangor pada Pilihan
Raya Umum ke-14 (PRU14) sekiranya meletakkan
calon yang tepat mengikut

kehendak rakyat Selangor,"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kepada Bernama selepas melancarkan
Koperasi Pemilik dan
Pemandu Kenderaan
Komersial India Bhd.
dan majlis penyerahan replika kunci kepada 10 penerima di bawah
Skim Pinjaman Kenderaan di
sini kelmarin.
Bermula April 2010, Kerajaan Selangor memberi air

percuma 20 meter padu pertama atau purata rebat sebanyak RM11 sebulan.
Ditanya sama ada beliau
akan bertanding, bekas Ketua Pemuda UMNO Selangor
itu berkata, setakat ini senarai nama belum diumumkan
namun akan pertahankan
kerusi DUN yang dimenangi
jika diminta bertanding.
"Jika ada muka baharu,
kami akan terus berikan
sokongan kepada calon BN,"
ujarnya.

Headline
MediaTitle
Date
Section
Page No
Language
Journalist
Frequency

Khalid sahkan 10 kerusi DUN Selangor milik Amanah
Kosmo
19 Apr 2018
Color
Negara
Circulation
14
Readership
Malay
ArticleSize
N/A
AdValue
Daily
PR Value

Full Color
197,202
875,000
242 cm²
RM 6,304
RM 18,913

di Pagoh hari ini.

Khalid sahkan 10 kerusi DUN
Selangor milik Amanah

SHAH ALAM - Parti Amanah Negara (Amanah) akan
bertanding di 10 kerusi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pada Pilihan Raya Umum
ke-14 (PRU-14) nanti.
Pengarah Komunikasi Amanah, Khalid Abdul Samad berka J
ta, pengagihan kerusi tersebut
dimuktamadkan hasil perbincangan bersama pemimpin gabungan pembangkang semalam.
Katanya, rundingan tersebut
disertai dan dipersetujui bersama Timbalan Presiden Parti
Keadilan Rakyat (PK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Presiden Parti Pribumi Bersatu Malaysia (PPBM) yang dibubarkan
sementara, Tan Sri Muhyiddin
Yassin dan Timbalan Pengerusi
DAP, Gobind Singh Deo.
"Antara kerusi yang diperoleh oleh Amanah adalah Cempaka, Morib dan Hulu Klang
manakakala PPBM memperoleh sembilan kerusi.
"Kita juga mencapai kata
sepakat tiada pertindihan calon
dalam gabungan parti pembangkang. Justeru, rundingan
kerusi DUN Selangor dianggap
selesai," katanya ketika ditemui

KHALID (depan, kiri) bersama Husam (tiga dari kiri) selepas selesai
mengadakan ceramah gabungan parti pembangkang di Seksyen 7, Shah Alam
kelmarin.

selepas ceramah gabungan parti pembangkang di Seksyen 7 di
sini kelmarin.
Ceramah tersebut turut disertai Naib Presiden Amanah,
Husam Musa dan bekas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Batu
3, Rodziah Ismail.
Beliau bagaimanapun, enggan
mengulas sama ada pengagihan

10 kerusi itu melibatkan DUN
Paya Jaras yang menjadi rebutan antara Amanah dan PKR.
Sebaliknya, Khalid menjelaskan, pengumuman penuh kerusi
dan calon Parlimen serta DUN
di negeri itu akan diumumkan
oleh Mohamed Azmin yang juga
Menteri Besar Selangor pada
24 April de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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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s and park neglected
Taman Lagenda Mas Phase 2B folk want MPKj to carry out proper maintenance work
By JAROD LIM
jarodlim@thestar.com.my

TAMAN Lagenda Mas Phase 2B residents in Cheras, Selangor, want
the local authority to buck up in
the upkeep of facilities and infrastructure in the area.
They said the roads there had
not been resurfaced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they had become
uneven and riddled with potholes.
Its residents association (RA) secretary Jean Vay said several complaints were lodged with Kaj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j) but to no
avail.
"We even forked out some
money to patch up the roads but it
is only a temporary solution. The
entire road needs to be resurfaced.
"The roads are uneven and sand
gathers at road corners after a
downpour, which has caused
motorcyclists to fall," he said in a
press conference at the neighbourhood guardhouse.
Taman Lagenda Mas Phase 2B
has four blocks of four- to five-storey townhouses occupied by 200
families.
Its RA acting chairman Leong
Fook Seng said the park along
Jalan Legenda Utama was in a
sorry state and had several issues
that needed to be addressed.
"The clogged drain results in
flooding at the field.
'The unkempt bushes surrounding the field attract pests.
"Residents have seen snakes on
several occasions and they fear for
their children's safety," he said.
During a visit by StarMetro to
the park, it was noticed that there
were missing drain covers and
overgrown greenery, including
uncut grass.
Also present during the site visit
was Serdang MCA Complaints
Bureau chief Allan Liew, who
urged local authorities to utilise

(From left) Allan and Yuen Keong w i t h the residents at the unkempt park.

the Malaysian Road Records
Information System (Marris) funds
given to them.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given the state RM30mil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for road repairs
and maintenance in the Balakong
constituency but it was not properly utilised.
"I checked on the road condition
after receiving complaints from
the residents. It was bad.
"MPKj should maintain the
roads as well as the park properly," he said.
Serdang MCA chairman Datuk
Liew Yuen Keong said the local
council should be more proactive
in maintaining community playground and facilities.
"They should not wait until
the facilities or infrastructure
become damaged before taking
action," he said.

The pothole-riddled Jalan Lagenda Ut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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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abas: Water bill spike result of error in meter reading

Liew (right) showing the RM4.291.20 water bill received by Loh last month.

AN UNUSUALLY high water bill
amounting to RM4,291.20 was
recently issued to a resident of
Taman Bukit Teratai in Ampang.
Loh Ah Chai, 63, who lives in a
shophouse, said he was shocked to
see the amount charged from Feb
16 to March 17.
"My water bills are always
below RM10," he said, adding that
he raised the matter to Syarikat

Bekalan Air Selangor Sdn Bhd
(Syabas) on April 4.
Teratai Public Complaints
Bureau chief Ben Liew Pok Boon
called for a press conference to
highlight the case.
A Syabas spokesman, who was
present at the conference, said it
was discovered that the meter
reading was keyed in wrongly into
the system.

Syabas says the stacked water meters at the
shophouses of Taman Bukit Teratai, Ampang, could
have caused its staff to misread it.

"Due to the stacking of the
water meters at shophouses, misreadings like this can happen.
"It is unfortunate that the
wrong reading was keyed in and
resulted in Loh's high bill," the
spokesman explained.
He added that Syabas would
cancel Loh's bill and issue him a
new one with the accurate reading.

Liew expressed gratitude to
Syabas for taking swift action.
"Syabas is proactive as it is
willing to investigate the problem," he said, adding that any discrepancies should be highlighted
immediately to the company by
dialing 15300 or visiting the
Syabas office in Jalan Pantai
Baharu, Bangsar. — By NUR
KARTINI JAS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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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ON WHEELS
Shah Alam City Council's mobile counter,
Shah Alam On Wheels, will be operating
at Setia Alam Tesco in Section U13 this
Saturday from 11am to 5pm. Public can
pay taxes, settle summonses, purchase
parking coupons or lodge complaints
here. For details, visit www.mbsa.gov.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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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卫生。

求居民照顾

•罗斯兰要

(沙登is日讯）沙登利斯达里布特拉第4
区（Tmn Lestari Putra 4)今年截至目前
的骨痛热症案件，比起去年同期的3宗激增
到37宗，居民受促照顾屋内外的整洁和清
空后巷，避免成为黑斑蚊繁殖的温床。
在梳邦再也市议会管辖区内，今年首4个
月已发生765宗骨痛热症，惟没有死亡案
例，数据也比去年同期低。
市议会卫生组主任罗斯兰指出，利斯达
里布特拉第4区高居榜首，接下来就是USJ

沙登利斯達里布特拉第

蚊症案例
2/5路，但只有6宗案例。
他今日率队到以上地区展开突击检查时

说，该地区以4/15路和4/17路最严重，分
别有9宗和7宗。
此次行动也获得八打灵县卫生局20名官
员配合，市议会部门则有卫生组、园艺组
及执法组等。
罗斯兰指出，利斯达里布特拉第4区已是
骨痛热症热点，最近一次的案例是本月11
曰，当过了 25日仍没新案例，就能从热点
中解除。
“该地区案例激增，相信大部分黑斑蚊
繁殖温床是在屋外。”
罗斯兰说，住家后巷和排水系统，均是
由市议会负责，所以居民尽可能清空后
院，避免阻碍清理工作。
他指出，市议会今年至今，已援引1975
年消灭带菌昆虫法令（154法令）发出6张
罚单，强制要求违例人士清理环境。
“现今市议会是透过汇报会、喷射蚊雾
及举办大扫除等方法，设法减少骨痛热
症。”

—疑是空置多时的单位野草丛生，但市
议会官员没有权利破门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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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麗晶達瑪斯花園
—刘新金（左）指公园已荒
废，左2起是廖润强、梁福成
及蔡振威（后）。

路洞處處 公園失修 水溝阻塞

鼸筐N題掘

•公园排水沟已
完全阻塞。

问题时，这么指出。

(加影18日讯）丽晶达
玛斯花园(Taman Legenda
Mas)民生问题一箩筐，住

溝蓋破了留下深坑
一行人到公园视察时，发现
公园入口处一个沟渠盖破了，
留下深坑，刘新金团队马上找
来一枝树桐，暂时挡住深坑。
“住宅区的排水沟及休闲公
园都已野草丛生，整个花园那
麽大，市议会只派两名工人除
草，而且工人工作态度马虎，
工作还没完成就不见人影。”
居民指出，工人虽然有在休
闲公园除草，但除完草没清理
乾净，野草很快又长出来。
也许因为住宅区野草丛生，
居民说14路及15路过去半年发
生了 T宗骨痛热症，令居民不

宅区道路过去12年没有重
铺，路洞处处：休闲公园
失修、旁边的草场也荒废
多时，逢大雨草场变成水
池。
当地居民指出，自12年前入
伙后，该住宅区道路便没重
铺过，导致路洞处处，尤其
第15路（Jalan Legenda M a s
15)，整条道路多处而青脱
落，威胁道路使用者安全。
为避免意外发生，居民自发
性掏腰包，自行找工人铺路。
居民说，该住宅区休闲公园
也缺乏维修，旁边草场更荒废
多时，排水沟完全阻塞，每逢
大雨，草场变成水池，许多蛇
跑出来。
居民也对住宅区的中央排污
系统工程感到厌倦，并指工地
经常停工，竣工期遥遥无期。
居民今日向马华沙登区会主
席拿督廖润强及公共投诉局主
任刘新金反映住宅区各项民生

Sg民强调他们要求不多，只
希望市议会铺路，照顾好社区
卫生便好。

•廖润强（左5起）与刘新金在居民陪同下，巡视已破烂多时的道路

居
民
掏
腰
包
鋪
路

挖了坑洞又停工
•居民梁福成
Vb最早期搬进来这个住宅区，
@应该是12年没有铺路了，道
路很烂。
我受不了中央排污系统工程，
挖了坑洞又停工，重铺道路后，
承包商又在同一个地方挖洞。

11华沙登区会主席拿督廖
1润强认为，政府资源应
良好应用在人民身上，提供
更完善住宅环境给居民。
他说，中央政府每年
透过大马道路档案系统
(Marr is)拨款给州政府，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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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潤強：應良好應用政府資源
但市议会有否用来铺路？
他认为，人民代议士必须
主动走入社区，了解人民面
对的问题。

他周三到丽晶达玛斯花园
了解民生问题时，这么指
出o
°另一方面，马华沙登区会

公共投诉局主任刘新金说，
中央政府透过大马道路档案
系统在过去5年共拨款3000万
令吉给无拉港区作为道路维
修用途，而雪州政府从 〇1
年至2017年也获得29亿令吉
拨定欠。
2

2

乂七宅区道路
^^破烂，居
民自掏腰包铺
路，我们要求
不多，只希望
1 市议会铺路，
花
照顾环境卫
园
居 1�
°休闲公园失
协

丽
晶
达
玛

孝必

振
威

修，旁边的
草场也野草丛
生，有蛇出
没，居民不放
心让小孩子自
己去玩。

他说，居民面对道路破损
问题时，市议会总是说没有
拨款，要居民一等再等。
“人民代议士常常自夸州
政府有庞大储备金，这些储
备金应该花在人民身上，而
不是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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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is日讯）雪州伊
党不看好希望联盟未来走
势，尤其是土团党主席敦马
哈迪，若在第14届全囯大选
夺下多个议席，而巫统成少
数议席政党后，可能会“吃
回头草”，重返巫统的“怀

•

抱，，。

雪州伊党主席沙烈亨接受《中
国报》专访时坦言，不看好希盟
未来
他1兑，土团党在希盟争取大量
议席，若土团党在大选时能一
举夺下多个议席，而巫统
成为少数议席政党，只
要巫统能答应其条件，
包括巫统党主席拿督斯
里纳吉下台，敦马可能
“吃回头草”返回巫

腳_選
提名：28/4
投票：9/5
伊斯蘭黨雪州主席

沙烈亨
，郭贞黎

统

o

他相信届时
马哈迪届时
会带著土团
党返回巫
统。
他说，马
哈迪有多次

进出巫统记录，若有朝一日返回
巫统，也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如果他（马哈迪）有机会，
会返回巫统，而我对于这情况不
会觉得意外，他回巫统就好像回
甘榜一样。”

相信莫哈未沙布會重返
沙烈亨说，土团党与巫统没有
差别，土团党领袖来自于巫统，
即使大选后土团党领袖逐一返回
巫统，人民也不要太过意外。
他说，不管是对于公正党或行
动党，相信大家也是心里有数。
沙烈亨也扬言，一旦伊斯兰党
在今次大选时能一举夺下大部分
竞选国州议席，相信一些目前已
离开伊党进入诚信党的领袖也会
重返伊党。
他说，当伊党与行动党、公正
党断交时，一些对于伊党没有信
心的领袖就相续出走，但如今一
些早前出走的支持者，如今也已
看到伊党的希望，也有一些支持
者已陆续重返伊党。
“如果伊党可以赢更多，我们
相信除了支持者外，到时连诚信
党主席莫哈未沙布，有朝一曰都
可能会重返伊党。”

把伊党“妖魔化”。
“他们对于伊党攻
击，不是一朝一夕的

斯兰党雪州主席沙
伊 烈亨指出，伊斯兰
党在第14届全国大选，
面对最大挑战是金钱政
治，及各方面的诽谤、
诋毁和“妖魔化”。

ii

敦馬或吃回頭草
若土團黨臝多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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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而是长久以来的计
划，主要是为了避免非
穆斯林选民尤其是华裔
选民支持伊党。”

他说，目前可看到，
不管国阵或希望联盟，
进行著一系列的派拨款
的活动，推动各项计划
收买人心和选票，伊党
欠缺相关资源，也无法
如两个阵营般大洒金
钱。
他接受《中国报》记
者专访时说，同时该党
已准备面对许多排山倒
海而来的种种诽谤、攻
击，尤其355法令将会
是其中一个课题。

他说，在今届大选，
伊党候选人土将向非穆
斯林选民做出解释和说
明，加强他们对于伊斯
兰和伊党的认识，避免
继续被一些有心人士所
误倒。
他指出，该党能够以
1
吉兰丹例子，即使吉兰
I丹是由伊党执政，但各
族人民都能和和气气的
>生活，伊党也没有去干
‘扰或阻止其他宗教、种

他说，在应对大选
时，伊党候选人不会对
于敌对人选采用“攻
击”方式，反而会偏重
向选民做出解说，尤其
是对非穆斯林的选民。

阻華裔支持伊黨
他指出，在过去，各方常使
用伊斯兰来恐吓非穆斯林，包
括进行各种诽谤等，在非穆斯
林社群尤其是华裔选民之中，

角逐雪47州席®
Y丑党将角逐雪州议席47个州

管伊党在今次大选不被各

數尽界看好，包括会输去大
心十足，并表明可以获得雪州
&选民尤其是年轻一代选民的支

币持。

J

沙烈亨说，以目前情况来
说，_彳、I伊党不会如外界所说般的输到
乘丨J�
对于今^大选有信心在雪州夺下多少
议席时，他有信心能够在该党在雪州所
竞选的州席之中夺下半数的议席。
他说，会尽1切努力，希望能争取到
非穆斯林选民的支持，尤其是在一些以
单|族群占大多数的选区。
“所竞选的州席中，有不少地区是巫
裔选民占大多数选区，除了伊党支持者
选票，相信能够争取到I些中间选票，
尤其是|些不愿投给巫统或者是希盟的
选票。”

兩陣營雪州議席若不過半

国阵和希望联盟，在第

若14届全国大选，在雪州

f务黨分务—

无法达到超过一半的议席数
量，伊斯兰党分分钟会变成
执政雪州的“造王者”。
除了柔佛州，雪州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今
届大选，相信是有史来战火最为激烈一次，除了誓要
夺下雪州政权的国阵，希望联盟也誓将全力捍卫雪州
政权，也是两大阵营一解生死之战。
除了国阵和希盟两大阵营，伊党也被视为是游走在
两大阵营间的第三股势力，尤其是在大选后，将左右
入主雪州政权角色。

可和任何政黨合作
沙烈亨说，今届大选，伊党在雪州随时可扮演“造
王者”的角色。
他说，全国°各州属包括雪州在内，属于国阵和希望
联盟之间“战场”，伊党夹在两大阵营之间，尤其是
雪州政权更是两大阵营必争，如果国阵或希盟在大选
后，无法夺下超过一半议席，不管是国阵或希盟就必

公正黨是三角戰始作俑者
沙烈亨说，在雪州56个议席中，最基
棚夺会有•角战。
对于f角战，他也把肇因归咎于公正
党，并坦言公正党就是三角战始作俑
者，并指大港国席和安顺补选就是三角
战的源头开始。
“这两个国席原本是属于伊党的，但
当时公正党却遗弃伊党，另派人选上
阵，衍生三角战，而我们也把此补选视
为是三角战的开始。”

輕 代厭倦政治鬥爭

|

、>|、烈亨重申，目前，全国包
括雪州，不管是国阵或希
盟，所有的政治游戏集中在希
盟主席敦马哈迪、国阵主席拿
督斯里纳吉和公正党实权领袖
拿督斯里安华身上，被牺牲的
只是一般平民百姓。。
他指出，雪州人民尤其是年
轻一代已厌倦了长期政治斗
争，只为了两三个人的利益而
牺牲全国人民。
他也以加影补选为例说，该
场补选，是为捍卫一两个人的
利益，所制造出来的补选，人
民也全看在眼里。
“前任雪州大臣丹斯里卡立
被推下台，当时也是因为•场
政治角力”
他说，土团党领袖都是源自
于巫统，不管接下来谁上台，
对于选民而言是差别不大，因
为源头（巫统）都是一样。
“目前，整个局势都是围绕
在政治斗争之中，年轻f代已
有不同的要求，不要有太多的
政治斗争和政治压力，也不希
望如此纠缠不清下去。”

须要寻找其他政党组成联合州政府。
“即使伊党到时可能只是一个赢取议席不多的政
党，但却能扮演‘造王者’角色。”
询及伊党届时是否将会和巫统组成联合州政府时，
沙烈亨重申，伊党可以和任何政党合作，包括巫统
和希盟，只要能够接受伊党的斗争原则（PRINS1PPR1NSIP PERJUANGAX )和竞选宣言，伊党就会和相关
政党合作
、“&果°有关政党可以认同我们的竞选宣言，接受我
们的原则和立场，不管是任何政党，我们都可以
和他们组成政府，不管它是国阵、巫统或者
是希盟。”
强调，伊党不是一个可以为了官
l

职放弃原则的政党，因此任何要和伊党
合作的政党，都必须要接受伊党的斗争
原则。

候選人顏•貌

_脇

；^防止在大选后刮跳槽风，所有于4
”月19日被宣布为伊斯兰党雪州国

我们候选人所签署的宣誓书内，向来
都没有休妻条款，即使是在第1 4届
大选，雪州伊党的宣誓书中，也
样不会有休妻条款在内。”

州议席候选人，必须签署效忠宣誓书
(badah)，内容更备受关注，尤其是否像
吉兰丹一样，包括休妻（talak tiga )条
款，不过沙烈亨指效忠宣：誓书，是没有休
妻白勺条款。
据1中°国报》了解，雪州伊党早前5位原
任国州议员跳槽到诚信党，及在大选前再
有一位原任巴也加拉斯区州议员跳槽到公
正党，使到雪州伊党在遴选国州议席候选
人时比以往更加严谨。
随著雪州将于明天（I9曰）宣布该党将
委派上阵的雪州议席候选人的人选时，所
有该党候选人必须签署的效忠貪誓书。

不簽將無法出任
伊党雪州主席沙烈亨说，如果不签署和
誓的话，将无法出任该党的候选人。
他说，伊党在今届大选将会统一各州属
候选人的宣誓书内容，包括吉兰丹在内。
“雪州和吉兰丹不同，从以前到现在，

一

他说，由于伊党今次将会
以“和谐联盟” （Gagasan
Sejahtera )队伍参与
大选，也有其他盟友将
委派人选上阵，包括
马来西亚人民团结党
(IKATAN)�伊斯兰阵
线（BERJASA)�国民
党（PCM)和新世代党

跳槽議員®

y/

卩力烈亨指出，离开伊党和跳槽至公正党
的国州议员，曾签署效忠宣誓书，而
其中一项是一旦脱离伊党，必须要辞去国
州议员，唯有关议员没有遵守。
“大家当时确实是有宣誓过，如果一离
开伊党就要辞去国州议员职位，但截至目
前，确实是没有一个曾在真主阿拉前宣誓
过的跳槽议员，辞去他们的国州议员的职

1/席，有超过60°。是新人。
随著原任巴也加拉斯区州议
员凯鲁丁跳槽到公正党后，目
前雪州伊党只剩下12位原任的
州议员。
沙烈亨说，雷州伊党于本月
19曰宣布候选人的仪式中，伊
党所派出的候选人共有47位，
其他人选则是来自于盟友所派
出的人选。
他说，在47位候选人中，有
一部分是原任12位州议员，其
余是新人。
“在12位原任州议员中，其
中大部分将会在原区守土寻求

/丄

1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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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烈亨说，即使有关跳槽国州议员不遵
守宣誓，伊党也不能对他们采取行动。
“我们也做不了什麽，但这就交予选民
们去做判断，如果一个人在真：主前宣誓的
一切都敢违背的话，选民们如何还可以信
任他们。”

蝉联，有部分将弃州攻国。”
对于有多少原任州议员将弃
州攻国时，沙烈亨没有进一步
说明，并表示在19日宣布候选
人时，答案自然会接晓。
他在今届大选中，伊党和盟
友将以“和谐联盟” （Gagasan
Sejahtera)队伍参与大选，但
届时会使用伊党的旗帜和党徽
上阵。
“在“和谐联盟”中，我
们有马来西亚人民团结党
(IKATAN )�伊斯兰阵线
(BERJASA )、国民党（PCM )
和新世代党（Parti Generasi
Baru (XewGen Party)

0

_照顧弱勢群體

m

if，州伊党在较早前宣布其“绿色”大选竞选宣言，

表明以造福雪州人民为重点，不分种族和宗教，
尤其是弱势的一群。
沙烈亨说，在竞选宣言之中，关注各种问题，所
有雪州人民都可以在各项政策之下受到照顾，同时
包括6°。的消费税、屋价太高、安全课题、免费巴
士、妇女问题尤其是单亲妈妈等。
“就好像目前的援助家庭收入低过于3000令吉的
家庭，不只是看3000令吉，我们将更深入的去探讨
其条件，让贫穷的人民真正的受惠。”
他说，如果胜出，将会取消消费税，消费
税目前是真正为乡区人民，尤其是低收入者
带来经济和生活压力的肇因和根源。
“伊斯兰有说明，我们是不能向贫穷人
•社收取税务，但消费税不是，不管是有钱
还是没有钱的人，大家都避不了，尤其是
贫穷人士更是饱受消费税之苦。”

(Parti Generasi Baru
(NewGen Party)�

“在今届大选，除了伊
党所派出的人选，也有非穆斯林候选人，
如华裔及巫裔，都会在伊党的旗帜之下上
阵，但穆斯林候选人的宣誓与伊党候选的
宣誓是不同，主要是要宣誓对党和真主阿
拉要效忠，一旦脱离伊党的话，必须要辞
去国州议员。”

|族的活动和生活。
1
他说，在吉兰丹，华
^人的神庙处处可见，所
祭拜各类神佛或躺或站
‘的各类姿态都有。
“不管是喝酒、吃猪
肉都是非穆斯林的权力，我们
(伊斯兰）并不会阻止非穆斯
林的这种生活方式，大家互此
之间要互相尊重，就好像非穆
斯林尊重穆斯林的宗教方式一
样。“

y/

烈亨相信今届大选，雪州会有一
股“马来海啸”，只是不确定此

股海啸，是偏向于希盟或伊党，反而
“华人海啸”不会成形。
他说，巫裔社群目前相当沉默，没
有显示出任何动向或偏向哪I个政
党。
i也指出，信不管城市或者是乡区的
巫裔选民，心目中早已决定要投的那
•票，只是大家都选择不要表露出
“现在不管是国阵或希盟举办的活
动，大家都会出席，巫裔选民出席的
人数也相当多，但看不出选民的走势
和决定，你们不知道他们的票会去那
里0 “
i也说，在1999年，当时确实曾吹过
“马来海啸”，但该股“海啸”是从

城市开始，只来到依约一带，并未
能吹到瓜雪、沙白一带。
“在2008年和2013年，连续两届
大选都大吹‘华人海啸’，但在马来
社区却无法形成一股海啸。”
他说，根据调查，华裔选民海啸风
一般是维持两届，即是在今届大选，
会有|些华裔选票会回流到国阵。

“華人海嘯”不會成形
他指出，相信今届大选时，“华人
海啸”不会成形，相信会形成另一股
“马来海啸”。
他指出，对于今次马来海啸的形
成，他们预测是会从城市延持到乡
区，并相信将会持续至投票。
“海啸的成形，我们相信生活和经
济压力是其中一个因素，尤其是消费
税，连乡区的居民也面对消费税所形
成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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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是巫統適合上陣

瓜清 席鋼
(万津l8日讯）瓜拉
冷岳国席不换了！雪州
国阵主席丹斯里诺奥马
宣布，巫统将继续上阵
该席位。
“早前，国阵成员党之
间有针对交换议席进行深
入讨论，但最终我们还是
觉得巫统比较适合上阵瓜
拉冷岳国席。”
较早前，有传出瓜拉冷
岳国席的印裔选民有所增
加，献议与国阵成员党交
换选。
“诺°奥马也是原任城市和

支援。
“以往，这里的事件都
要由万津消拯局负责，路
程至少要20分钟至半小
时，随著这个消拯局已投
入运作，将加快消拯局的
行动时间。”

發展公司撥出2地
他补充，若非如此，一
旦园丘被发展，原有的居
民该何去何从。
诺奥马说，一旦中央政
府和州政府不是由同一个
联盟执政，就会出现无法
配合的情况。
他举例，早前，一家发
展公司拨出两地段作为兴
建消拯局的用途，但州政
府以市价计算土地转换费
用，导致整个费用高达450
万令吉。
“上述价格，等于兴建
一间消拯局的款项。”

2

億

若賠不出州政府埋單

同时，诺奥马也说，上
述消拯局有9名固定消拯
员，并有20名义务消拯员

諾奧馬••雪河公司索償4

谐、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长。他今日中午为直落邦
里马加弄消拯局主持开幕
后，这么指出。
他说，当巫统党员获知
该议席可能不是由巫统上
阵时，一些人会为此感到
难过，到如今已无需再难
过，上述国席将铁定由巫
统上阵。
另一方面，他说，华裔
和巫裔都有本身的故乡

(Kampung)，如今，印裔
也是时候拥有本身的故乡
了。
他说，一旦国阵执政雪
州政府，将和森那美集团
商量，由对方拨出地段，
房屋部拨款兴建房屋作为
园丘居民的用途。

奥马说，雪州水供
®公司如今是雪州政
府的子公司，若雪河公
司成功向雪州水供公司
索偿42亿令吉，赔不出
当然会由州政府埋单！
他指出，雪州的储备
金只有30亿令吉，无法
承担这笔巨额赔偿，自
然会面对财务破产问
题，试问他之前做的质
问有何错。
“阿兹敏为撇清州政
府的关系，混淆人民，
企图说此事与州政府无
，，
°他形容，希盟似乎就
是完美，不能有错误，
就好像当反贪会调查国
阵人士时，他们就拍手
叫好；但当希盟人士被
调查，就会出现政治阴
谋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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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条全新、衔接LANDMARK
residence 1 & 2 禾口焦
赖与加影高速公路的衔接夫
桥，在加影市议会城市规划
组总监拿督尼占的莅临主持
下，终于日前正式启用、通
车。
这条由L A N D M ；\ R K
residence 1 & 2 发展
商--一丰顺（蕉赖）发展有
限公司耗资约3000万令吉，
全长540米的衔接大桥，不仅
方便LANDMARK residence 1
& 2两幢大楼住户出入，而
且也造福双溪龙镇、蕉赖皇
冠城等邻近一带的居民，南
下北上，从此减少堵塞。
拿督尼占说，为了落实加
影是一个宜居的城市远景，
加影市议会早已拟定了一份
2035年地方发展大蓝图，以
配合地方发展与民生需要，
与发展商合作，发展有利人
民的各项基建、公共交通与
社区设施等。
坐落于蕉赖与加影高速
公路旁、近双溪龙镇入口处

LANDMARK residence 1 & 2銜接大橋正式啓用
的LANDMARK residence 1 &
2,楼高39层，是双溪龙镇乃
至周边地区最闻的地标性建
巩。

据市场经理郑淑娟说，整
个项目，占地达4英亩，包
括428个单位的S0H0�480个

单位的三房式服务公寓和22
个单位的双层店舖，以及第
十一楼的多元用途共享空间
和顶楼的Sky Lounge,发展
总值共4亿5000万令吉。
其中，L A N D M A R K
residence 2 最近已取

得入伙证，而L A N D M A R K
residence 1的施工，如今也
完成907。，并预计在今年杪竣
工、移交锁匙。
当天，联同拿督尼占一起

Page 1 of 1

(蕉赖）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主席林福鲁、董事经理王国
成及董事、廖锡源、陈辉、
陈逼宇、钱质庆，以及嘉宾
拿督威拉黄玉来、裴征发、
裴细来、裴添成、裴燕诗、
周文才、张丽凤、黄循嵘
等。
（JT)

主持新桥启用礼的还有丰顺

•左起裴燕诗、裴添成、裴细来、裴征发、陈逼宇、廖锡源、林
福鲁、拿督尼占、王国成、拿督威拉黄玉来、陈辉、钱质庆、周
文才、张丽凤、黄循嵘联袂主持启用礼，放飞大汽球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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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姆女兒拒接聽電話
立迎助理兼士拉央市议员游佳豪表
#示，接到谢氏夫妇的求助后，在谢
氏夫妇的建议下，联络保姆的女儿，以期
做个中间协调人。
他说，他在随后的两三天通过电话、

WhatsApp联络保姆的女儿，但她都是以
忙著，等会回应等理由逃避他。
“前两天，我尝试联络保姆女儿，但她
却一直不接电话。'’
游佳豪在记者会结束后也当场联络对
方，但电话响至断线都没有人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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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佳豪说，联络保姆的女儿是谢氏夫妇
建议的。他们是基于保姆一谈到女童的情
况就情绪激动晕倒而作出这项建议。
本报记者随后依据谢氏夫妇提供的电话
联络保姆的女儿，但对方一样不接听电
话。
不过，保姆的女儿看到本报记者的未接
电话后，于下午回电本报，唯对于记者询
问事件发生的原委，以及他们是否承诺过
补偿谢氏夫妇，她没有给予回答。
“我人在外面，不方便回应，我要与家
人商量之后才可以回覆你。”随后她就挂

7电话。(LMY)

促現身解決問題還公道
•女童父母谢伟杰（前排右二）和刘秀苹（中）向林立迎（左二）投诉女儿的遭遇；左及右为市议员黄伟强和游
佳豪。

刘

秀苹说，在处理了女儿的身后事之
后，她的阿姨代表他们向保姆追究

责任。
“保姆原先在电话上同意承担女儿1

說好承擔2.1萬醫費殮喪費

保姆付8千元後反_

万5000令吉的医药费与7000令吉的殓丧
费。在我阿姨与他们面对面洽谈时，他
们却改口说只肯付2万1000令吉。”
她说，保姆家人后来同意先付8000令
过后的以分期付款方式支付。
‘保姆家人在拖了个多星期之后，也
亡是2月7日付了8000令吉，但过后却不
「文，她也不接听我们旳电话，无
f之下，我们只好于2月11日向林立
迎求助。”

刘秀苹说，她与丈夫当初接受对方的

(吉隆坡18日讯）37岁母亲控诉，五十余

献议，是基于事情已经发生，女儿逝世
已经无可挽回而不想多为难对方，可是

岁保姆在替她的9个月大女儿洗澡后，任由女

对方过后却一再逃避，没有诚意解决问
题。

儿独自在浴盆内玩水，自己出去拿毛巾及收

“我们现在是希望保姆出来解决问
题，我们也同时希望警方加速调查，还
我女儿一个公道。”（LMY)

拾玩具，数分钟后折返浴室时，女儿已经溺
水，送院后证实缺氧脑死，解

天天淚洗臉看到玩具痛哭

剖报告显示女儿是溺毙。

儿溺毙后，刘秀苹天

X天以泪洗脸，她甚
至不敢一个人呆在家里，

这起疑是保姆疏忽致死女童的事件于1月27日发生后，女童
父母在保姆原先承诺承担女童合共2万1000令吉的医药费与殓
丧费后，也基于事情已经发生，决定接纳保姆的献议不再追
究，可是保姆在付了8000令吉后却反•不愿承担责任，女童父

她说，1月27日星期六下午1点多，正当她在吃午餐，并准备
在午餐后前往保姆家接女儿回家时，接到保姆的电话。
“她在电话内语气急促的告诉我，•女儿出事了，要我马上到
甲洞城市花园森那美医院。”

人的爱情结晶。

作半天后，也不敢一个人

“结婚初期因为经济

回家，因为过去的这个时

不允许，我们一直拖到

候，家里都充满著女儿的

婚后3年才决定生孩子，

笑声，但现在一切都不存
在了。”

却不料到发生这样的事

太只要看到女儿的遗物，

情。"(LMY)

促警以疏忽致死角度調查
•想到女儿的生前点滴，刘秀苹不禁悲从中来。

刘秀苹说，他们在女儿2个月大后就把女儿交给居住在甲洞

每星期六下午1点放工后，吃过午餐就去把女儿接回家，并于
周日晚上再送到保姆家。”

谢伟杰与刘秀苹是于
2014年结婚，谢子瑜是两

“她到现在，星期六工

哭。

女童父母为谢伟杰（40岁，车厂员工）和刘秀苹（37岁，车

“保姆费为每月1300令吉，保姆一星期日夜顾5天半，我是

泪。

女儿的玩具，就会伤心痛

厂书记），住在黑风洞地区。他们的女儿谢子瑜是于2017年4

马鲁里的保姆照顾。

就会睹物思人，伤心流

因为一回到家，看到满屋

谢伟杰说，事发后，太

母在追讨不果后，向民主行动党泗岩沬区原任国会议员林立迎
求助，以讨回公道。

月3日出世，事发时才9个月大。

•女童相信就是被保姆放入这个浴盆玩
水时溺水。

指保姆没交代事發經過
秀苹说，女儿逝世之后，保姆从来没有真正的向他们

立迎促请警方从疏忽致死的角度调查
补这起事件。

疏忽致死案件可以在《刑事法典》304A

他也希望政府管制保姆行业，至少规定
保姆必须向当局登记，以便确保保姆的素

交代事发经过，让他们至今仍无法知道到底发生了什

质，减少可能因为疏忽造成的事故。
条文下被提控，一旦罪名成立，可以被判
处坐牢2年，罚款或两者兼施。（LMY)

坐不穩常跌倒

么事.o
她说，保姆通知她到医院时，没有告诉她到底发生什么

怎能讓她獨自玩水

事。“保姆是在医生追问她事发经过时，告诉医生说，她
替女儿冲凉后，让女儿在浴盆内玩水，而她出去拿毛巾及
收拾玩具，一会儿回到浴室，就发现女儿脸朝上的浸在水
中o ”

••丨|秀苹说，女儿出事时仅9个月大，而

“我去年12月的一个星期六去接女儿

且刚在8个月大时才懂得坐，就连保

时，有拍摄保姆帮女儿冲凉的过程，当

“我当时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匆匆忙忙赶到医院时，女

她说，保姆当时说浴盆的水很浅，她也不懂女儿如何溺

姆也曾经提醒他们女儿还坐得不稳，时常

时我确实看到保姆让女儿在浴盆玩水，可

儿已在加护病房抢救。抢救的医生说，我女儿送到医院时已经

水。“保姆后来听到医生说女儿脑死之后就晕倒，被家人

会跌倒。

是，直觉来说，女儿这么小，保姆必定要

没有心跳，经过抢救，女儿心跳是恢复了，但已经脑死。”-

带回去休息，以致我们无法追问事发经过。”

“既然这样，为何保姆可以放心让女儿
一个人在浴盆玩水？”

在旁边看守的呀。

送到医院没有心跳

刘秀苹说，听到医生这个宣布，她脑袋一片空白，而守候在
病房外的保姆则当场晕倒。
她说，翌日凌晨，医生宣布女儿不治，初步的死因报告是缺
氧缺血脑病。
"我后来向警方报案，而女儿的遗体也被送到吉隆坡中央医
院解剖。我于4月拿到解剖报告，显示女儿是溺毙。‘’（LMY)

刘秀苹说，他们后来再次见到保姆是在女儿的丧礼。

“现在我们仅是间接知道保姆在事发当

“保姆当时是说要来送女儿最后一程。她来到后也有走

她表示，他们之前有听到保姆说，每次

时去拿毛巾及收拾玩具，可是，真相倒

过来和我们交谈，可是在说著过程时，保姆疑是心情过于
激动，再次晕倒，家人匆匆将她带走。”

帮女儿冲凉后，都会让女儿在浴盆内玩一

底是什么？为何保姆如此放心让9个月大

会水。

的女儿独自在浴盆玩水，我们是一无所

她说，对于女儿溺水，他们只是这样的间接了解，保姆
一直没有慎重的给予他们交代。（LMY)

"我们一直以为保姆有在旁边照看，毕
竟女儿才这么小。”

知。"(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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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清與雪水供關係

諾奥馬斥阿茲敏混淆人民
(雪兰莪•瓜拉
冷岳18日讯）城
市和谐、房屋及地
方政府部长丹斯
里诺奥马指出，
雪州水供公司是
雪州政府的子公
司，一旦雪河公司

(SPLASH )成功
向雪州水供公司索
偿42亿令吉，雪水
供若赔不出，当然
是由州政府埋单。
他斥责原任雪州
大臣拿督斯里阿兹
敏，为了撇清州政
府的关系，企图混

•诺奥马（中）颁发纪念品给当地志愿消防队
华（左）代表领取，右为旺莫哈末诺。

由黄淑

淆人民，指此事与
州政府无关。

雪储备金30亿赔不起

局，早在2007年国阵执政雪州时就已处
理，当时的土地转换费仅35万令吉，而
兴建费则450万令吉。

“雪州储备金只有30亿令吉，根本承

诺奧马也是国阵雪州主席，他说，国

担不起这笔赔偿，将会面对财务破产问
题°
”

阵若重夺雪州，将会协助园丘居民兴建

他今日出席直落彭里玛加弄消拯局开
幕礼后对媒体指出，反对党曾指一马公
司属于联邦政府，•所负债务会导致联邦
政府破产，同样是子公司的雪州水供公
司，阿兹敏却有不同说法。

廉价组屋。
“只要国阵执政雪州，我们将与森那
美集团商量，由对方拨出地段，让房屋
部拨款兴建廉价组屋给园丘居民。”
他指出，联邦有很多计划想在雪州落
实，却得不到州政府配合。

他再次抨击雪州政府不愿降低土地转
换费，致使雪州实达阿南及武吉拉曼布
特拉迟迟无法兴建新的消拯局。

诺奧马证实巫统将继续上阵瓜冷国会
议席，不会与成员党交换选区。

他以实达阿南为例，土地转换费高达
450万令吉，已可兴建一座新的消拯局，

哈末诺、房屋部秘书长拿督莫哈末孟

州政府若以民为本，就应降低土地转换

及国阵万津州选区发展协调官黄淑华。

费，而非以市价来计算。
他庆幸占地8英亩的直落彭里玛新消拯

出席者包括大马消拯局总监拿督旺莫
德、巫统瓜拉冷岳区部主席拿督苏莱曼

(T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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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18日讯）困扰了无拉
港白马花园（T a m a n C h e r a s
Prima ) 345间双层排屋业主困扰
12年的地契问题，终于获得圆满

園快

原任行动党无拉港州议员黄田
志指出，雪州政府于去年11月已
批准发出地契，业主们受促尽快
,.向清盘司申请处理地契事项，尚
MMi『未申请的旳业主，也须在5月31日
^J®期限之前处理，清盘手续费预料
益™须A九千令吉。

醤繳

^ 他今早与当地数十名业主会面

m
fit

^时说，目前约有百名业主尚未联
络上。
“如果业主无法在规定期限内
处理地契，可致函清盘司要求延
长期限。”

續
費

他提醒业主们，只要缴付清盘手续费，便可
以得到地契。
“目前双层排屋地契已经处理完毕，接下来
廉价组屋共205住户的分层地契也在处理中，
另外还有34个商店业主及366个店寓住户地
契，也会陆续处理�“（TSO )

•黄田志（中)促请白马花园业主尽快向
清盘司处理地契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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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希联州席分配谈妥
(吉隆坡18曰讯）雪州希望联盟终于赶在提名曰前，完成
州议席分配的谈判！
雪州希联是最后完成议席协商的州属，在这之前，由于各
盟党无法在一些议席达成共识，导致无法在希联高层计划的2
月前，完成谈判工作。
雪州希望联盟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雪州民主行动党
主席潘俭伟、雪州国家诚信党主席依兹汉哈欣以及雪州土著团
结党主席拿督阿都拉昔阿沙里今天发表联合声明，随着议席t办
商工作已经完成，雪州希联将会聚焦在大选机制。
它强调，透过委派有威望、廉正及担当的人选为雪州人民
提供服务及这项共识，是为了实现雪州人民的宏愿。
“雪州希联会凝聚力量全力发展雪州及为雪州子民给予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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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亲民宣传活动

是名：4月28曰參投票：5月9^)

各政党抢先造势夺_
独家报道/摄影
林凤莉、林海霞、邓伟秀

(吉隆坡、加影、双溪比力、万津17曰
讯）大选日期敲定后，虽仍有部分选区
候选人迟迟未公布，惟大选脚步越来越
逼近，一些政党“先抢为快”，暂时不

洪进达（右三起）及郑东和接获小贩投诉路洞两三年未获铺平
左五为邓金来。

;!•=:::

旗海飘飘
锡米山方面，高架天桥、加

散后，即宣布第14届全国大选提名曰在
4月28日，投票日是5月9日。如今倒
数提名日还有10天，大街小巷可见各政

影冷岳河桥梁、加影士毛月大路
位于双溪直鲁路口旁、加影辉煌
花园路口、万宜新镇多个交通

党旗帜陆续增加。

圈、加影外环大道无拉港路段等
策略地点，上周起陆续挂上各政

外，一些内定候选人

此，及其助选团也升级亲
民和宣传行动，务求丨丨：民众先
认清党标志，争取每一票，
在双溪比力选区，W有传是

马华和民主行动党直接对垒，如今

马华也善用发光二级管（LED)

党党旗
相信你挂我也挂心态使然，

大街小巷已插满各党派的党旗，支

广播美食旅游景点，顺便为准候

党旗不断增加，到处都看到旗海

持者迫不及待展开宣传工作。

选人宣传；希盟方面，则举行市

飘飘，其中以国阵和伊斯兰党的

集，以削价售卖日常食品为焦

党旗为主，人民公正党和社会主

点，吸引民众购买。

义党的党旗则是疏疏落落。

政党人士除了传统媒介做宣
传，在电子媒体当道的时代，

吉隆坡地区，尤其是市中心
不难发现国阵的党旗，而且有巨
大的LED荧幕宣传国阵过往所
希盟以削价售卖日常食品为焦点，吸引民众上门。

做努力及贡献。

•助选团为甲洞国席候选人林立迎精心设计的“战
车”已开始在选区内走动。

，电子媒体当道，用LED播放家乡美食旅游景点，顺
道为准候选人宣传，成功吸引民众眼光，一举多得。

蓝青斗艳，本届全国大选少了红色的火箭党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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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巡姻嚷1办讲座
政党人士积极走动与民接触，
无论是巳宣布的候选人或传言内定
的候选人，均频密巡视民生课题、
办政治讲座等等，尽早亮相。
好比民主行动党甲洞国席候选
人林立迎最近常联同泗岩沫国席候
选人杨巧双在区内走动，让市民对
他们有所认识，他也精心设计了
“战车”，以开到四处宣传希盟。
马来西亚人民党万津州席（前
称直落拿督）候选人陈春水，R前
则由多名支持者陪同，到万津直落
昆仑路旱市菜市场派发个人名卡，
加强宣传以打响首炮《
甲洞国会议席竞选主任游佳豪
说，过去的周六、日他们在区内举
办了两场政治演讲，不过这都是在
首相宣布解散前巳安排好的活动；
居民的出席反应非常热烈，显见大
家颇关心国家大事，不过正式的宣
传活动在提名后开始。

观赏免费电影，捉住乡镇民众的心，打响政党名声

联邦直辖区部长拿督斯里东姑安
南借着直辖区可负担房屋，让人
民记得国阵。

灾问题。

马华加影州议席内定候选人郑

民政党蒲种国席内定候选人拿

耀民，也从本月初起频频视察选区

督洪进达和马华史里肯邦安州席内

的民生问题包括加影辉煌花同、加

定候选人郑东和，日前也联袂拜访

影大街后面小贩中心、加影流古路

沙登大学岭旱市巴刹，了解他们的

翠岭花园路口设计欠佳、危险和水

闲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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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奥马：续由巫统上阵

瓜冷国席不换了
(万津18日讯）雪州国阵主席丹斯里诺奥马宣布瓜拉冷岳国席不换了，铁定继续由巫统上阵。
诺奥马也是城市和谐、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他为直落彭里马加弄消拯局开幕后说，早前国阵成员党之间
有深入讨论交换议席，但最终仍觉得巫统比较适合上阵该国席。
七早前，有传出瓜拉冷

另外，他说，华裔和巫裔都

他举例，旱前，一家发展公

岳国席的印裔选民有

有木身的故乡（Kampung)，如

司拨出两地段作为兴建消拯局

所增加，献议与国阵成员党交

今印裔也是时候拥有本身的故
乡了，一旦国阵执政雪州政

的用途，但州政府却以市价计

他说，当巫统党员获悉可能

府，将和森那美集团商量，由

用高达450万令吉，而这个价格

小 是由巫统上阵该国席时，一

对方拨出地段，房政部拨款兴

等于兴建一间消拯局的款项。

些人会为此难过，小 过如今巳

建房屋作为同丘居民的用途。

较

换选区。

i

i

无需再难过了。

“若非如此，一

II园丘被发

展，原有居民该何去何从？”

算土地转换费用，导致整个费

另一方面，诺奥马说直落彭
里马加弄消拯垃有9名固定消
拯员，并有20名义务消拯员支

诺奥马也说，一旦中央政府

援，以往当地事件要由万津消

和州政府不是由同一个联盟执

拯局负责，路程至少要20分钟

政，就会出现无法配合的情

至半小时，随着消拯局投人运

况0

作，将加速行动时间。

“应为子公司雪水供买单”

雪政府无力承担巨额赔偿
诺奥马说，雪州水供公司如

错？阿兹敏为撇清州政府的关系

今是雪州政府的子公司，若雪河

混淆人民，企图说此事与州政府
无关。”

公司成功向雪州水供公司索偿

诺奥马（右二）为直落彭里马加弄消拯局主持开幕

42亿令吉，赔不出当然会由州

他形容，希盟似乎就是完

政府买单，而雪州储备金只有

美，不能有错误，就好像当反贪

30亿令吉，无法承担这笔巨额

会调查国阵人士时，他们就拍手

赔偿就会破产。

叫好：但当希盟人士被调查，就

“试问，我之前的质问有何

会出现政治阴谋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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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特区
班丹柏兰岭湖滨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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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2千人签名呈教部

晨运客盼借校地停车
(安邦18日讯）班丹柏兰岭湖滨公园原供约50辆轿车
停放地段，前两日因改善3/1路而永久关闭，晨运客
担心停车空间不足，要求班丹柏兰岭国中借出校旁没
使用的空地段，作为停车场。

据知，民政党莲花苑选区协调官刘博文协调后，
班丹柏兰岭国中校长弗兹没阻扰借出地段，前者也从
即日起通过晨运客在湖边展开签名运动，争取至少
2000个签名呈给教育部，争取使用地段。

•il博文今旱拜访校长后
< 向记者说，校方基本

J

上没有使用另一闸门旁的地
段，希望争取后围上栏杆，小

i

影响学校作息可于星期“至五
上午6时至11时的时段，作为
晨运客停车场，预计可停放约
100辆轿车；至于星期六与日的
人潮则不多。
他也会在成功争取地段
后，助晨运客在学校停车场
处，修建楼梯通往湖边健身器
材处。
该湖滨公同拥有权归安邦
再也市议会、发展商和学校各
拥部分。发展商在3年前取回
本身地段发展公寓及美化公
园，以致市议会允许在3/1路新

现有的停车场于上午繁忙，不

增出人口通往空地段，作为新

足应对晨运客需求。

停车场。惟刘博文指该路口因
为3/1路改善，前两天封闭及筑
有路肩。

及需要越过马路。”
无论如何，在校方没有阻栏

“这使到高年纪晨运客担

情况，他呼吁晨运客踊跃参与

心，该把车停放在哪里？即使

签名运动，争取把部分学校地

止附近商业区还是有一段距离

段借为晨运客停车处。

义务性公园志工•
刘博文（右起）由晨运客王成昌、翁维纲及刘国景陪同，巡视因

出入口被封缺停车位

改善道路被关的出入口，造成轿车无法出入停放。

晨运客

在公园活动已有20年，公园有许多
基设由一班晨运人十义务打造，惟约3
年前发展商取回土地发展公寓及美化公

交通繁忙不敢停路边

同后，原有停车位不足使用，市议会转

在公园活动已有五六年，加上公园在住

在学校旁地段开设临时出人口供轿车出

家对面，平常步行到公同，不过有许多住远

入0

处或上了年纪的晨运客会驾车前来运动。
前两天修铺道路，该出人口被封，

如今公同部分地段美化及现有停车出人

轿车无法出人，加上路边无法停放轿

口被关，停车位比平常少一半，使到停车位

车，以及距离商业区较远，许多六七十

更难找。加上公同人口设在主要大路旁，车

岁的长者担心没有停车位停放，阻他们

多繁忙，无人敢把车停放路边，希望争取中

做运动。

学旁公地作为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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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黼_
土团党候选人在蓝眼标志下竞选，但它的对手主要是巫统候选
人，巫统再不济，惟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实力不容小觑，以失意、
投机分子为主的土团党人能胜出的几率实在不大，因此可预料即使
希盟上台执政，土团党必定是"小股东"。
马哈迪又在大放厥词了，他

道听途说…“—’
罗汉洲•时事评伦员

j

说如果希盟执政，在大马的巾国
投资项h可能面对更多审查。
但希盟竞选宣言没有提到这
点，可见一而再宣称“严查中
资”纯屈老马的个人意见，不是

希盟的政纲。
至于我说老马大放厥词是因为老马缺乏自知之明，他不知道他
今时今日的地位和权威与当R在巫统时巳是天渊之别，无复当年
了，所以他的个人意见就是自己讲自己爽吧了。
老马在巫统掌权时，曾意气风发地说，单单是巫统就巳可单独
执政。所以老马担任首相时真是顾盼自雄，颐指气使，不但其他成
员党须俯首帖耳听命，唯唯诺诺，巫统党内也无人敢批逆其鳞甲，
他的话就是巫统的话，话讲出来就成为巫统的政策，于是造成老马
为强势首相，也可说是独裁、刚愎自用的领导。

珍惜中资不容老马作梗

不大，因此可预料即使希盟上台执政，土团党必定是“小股东”。

“小股东“任相须因人成事

但此情此景倶往矣，他的土团党就算能重新注册，但土团党绝

老马以一个小股东身分出任首相，必须因人成事，他必须看大

无可能成为希望联盟中的巫统，绝无“单单土I才丨党就可单独执政”
这回事，可想而知老马他这个希盟首相必须仰人眉睫，要看人脸色

股东如公正党和行动党脸色，所以我说老马这个首相的权威与在巫

行事，他的个人意见不会给伙伴党瞧在眼里，他越多个人意见就越

统时有天渊之别，极度恋权的老马绝不敢拂逆大股东的意见，没有

多自讨没趣。

大股东的同意，他绝不敢擅自审查中国资金，“重查中资”必成国

马哈迪说重查中资也必如是，公正党和行动党绝不允许他无顾

际笑话。
实际上，老马惯于用他凭空想像兼凭空捏造出来的理由反对中

国际信约，妄作妄为去“检讨”国际间已签署的合约，公正党和行
动党肯定会珍惜与中国的邦交与资金，不容老马作梗。

国资金，他说我们完全没有在中国资金巾得益。

尽管老马一再发表抗拒中国资金的谈话，但槟雪两州州政府却

我们没有在中国资金中获益？是老马短视吧了，首相纳吉FI前

竭力招引中国人投资。根据中央政府数据，雪州中资在去年破天荒

指出，东铁虽尚未正式动工，惟期前的准备工作已为大马提供超过

进人第四位，老马给雪州政府刮了一巴掌，足见老马在希盟的地位

万个职位，遑论完工后为东海岸带来无可限量的经济发展。
老马又说，很多大马人不喜欢巾国资金。老马又在凭空捏造，

远非在巫统时可比拟，廉颇老矣，权威性已今非昔比矣，老马不自
知尔。

我国几个主要华闭早已表明立场欢迎中国人来投资，并主张把隆新

凭情论事，老马领导的土团党候选人在蓝眼标志下竞选，但它

高铁交由中国承建，哪有“很多大马人不喜欢中资”这回事？老马

的对手主要是巫统候选人，巫统再不济，惟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实

尚未有代表大马人讲话的资格，他不该滥用“大马人”这个名堂发

力不容小觑，以失意、投机分子为主的土团党人能胜出的几率实在

言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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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KNS第7项珥负S房履动±
雪州发展机构日前于士拉央甘榜斯里
天猛公（ Kampung

近能纳斯路(Jalan

Seri Temenggung)靠
Nenas)旁的建筑工

阿兹敏阿里（后排左起）及依斯甘达在

地，为旗下第7项可负担房屋计划举办动

动土仅式结束后，与阿米鲁丁（前排左

土仪式，邀得雪州看守州务大臣拿督斯里

起）、诺莱达、埃姆兰、莫哈末夏立夫

阿茲敏阿里及雪州高级行政议员拿督依斯

及梁志坚合照。

甘达见证并主持动土礼。

通过「我的雪兰莪梦想家

「住户可使用大使淡江

园」（Rumah Selangorku Idaman

大道（DUKE )�第二中环公路

PKNS )计划，雪州发展机构

(MRR2 )及斯里鹅唛大街，前往

(PKNS )致力于兴建更多可负担

甘榜斯里天猛公，交通便利。J

房屋惠及雪州子民，该计划旨在

她坦言，该组屋地点在交

为雪州中低收入群体，打造更多

通枢纽上占有很大的优势‘且屋

基设完善、环境优美舒适，且房

价处于可负担水平，加上完善设

价少于25万令吉的可负担房屋，

施，是该产业项目的卖点与吸引

以响应雪州政府积极提倡的「居

力，具有升值潜能。

者有其屋」目标。

2057可负担房屋单位
预计2021年竣工
诺莱达透露，雪州发展机构
雪州发展机构首席执行员拿

早前已完成6项可负担房屋计划

汀巴杜卡诺莱达说，该机构将与

包括，坐落于武吉波达（Bukit

Rexpoint Resources私人有限公司

Botak )的半独立式房屋，共1422

以合资公司形式，携手开发首阶

个单位；万宜新镇3区的组屋，共

段的420个组屋单位，占地4.35英

124个单位；安达拉加比（Antara

通过「我的雪兰莪梦想家园」计划，雪州发展机构于甘榜斯里天猛公的组屋计划举办动土仅

亩，而首阶段的组屋单位预计于

Gapi )的1层半排屋，共129个

式，吸引数百人出席见证。

2021年竣工°

单位，及80个双层排屋单位；哥

「首阶段项目共推出4款组

打公主城城市房屋，共198个单

屋单位，其中750平方尺售价10

位；帝沙阿南的组屋，共104个

万令吉，共90个单位；900平方

单位。

尺售价18万令吉，共120个单

「为了协助人民完成自置第

位；1000平方尺售价22万令吉，

一家园的梦想，雪州政府于今年

共210个单位。所有组屋单位都

2月推介「精明雪州第一家园购

是3房、2浴室及米用瓷砖地板设

屋者」（Smart Selangor First

计。」

Home Buyers )计划，让首 1000名

她透露，组屋区内设有各种

获批购买雪州发展机构或其子公

便利设施，包括祈祷室、多用途

司旗下 、 、 及 类型房屋单位

礼堂、多用途室、幼儿园、阅览

者，获得10%房屋头期的免利息

室、会议室、组屋管理办事处、

贷款以填补贷款差额，借此让屋

游乐场、羽球场及足球场等。

主能更顺利购得第一间房屋。」

讯
站

A B C D

电话：03-5525 0300
网站：www.pkns.gov.my、www.pkns-property.com

提升周边地区经济发展
阿兹敏阿里指出，雪州发展机构迄今已成功
开发11个新城镇，共打造16万258个住宅单位，其
中低价及中价房屋各占41%及46%，惠及中低收入
群体；另外13%则为高价房屋，用于交叉补贴。
他认为，雪州发展机构旗下的发展业务，有
助于提升周边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相信第7项可
负担房屋的落成，将让更多不同阶层人士融入鹅
麦县及周边社区，带动整个社区的多元发展。
掌管雪州房屋发展、建筑物管理及城市生

j

境优美的可负担房屋，落实「居者有其屋 的目
标。
他称赞雪州发展机构一向致力于打造高素质
的产业项目，并希望该机构在诺莱达的带领下继
续稳步发展，为雪州子民谋福利。
出席者包括，掌管雪州青年发展、体育、
文化及企业家发展事务的雪州行政议员阿米鲁
丁、皇家议员兼Rexpoint Resources私人有限公
司主席拿督埃姆兰、士拉央国会议员梁志坚、

活事务的雪州高级行政议员拿督依斯甘达指出，

士拉央市议会副主席拿督祖哈里、鹅麦县官员拿

雪州看守政府陆续推出多项惠民政策及方案，旨

督阿米鲁、雪州发展机构首席技术员莫哈末夏立

在振兴雪州经济及提升雪州子民的生活水平，并

夫及雪州房屋与地产局（LPHS )总监助理主管凯

希望为州内子民打造更多高素质、高安全性及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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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拉央_

阻碍通行3摊位遭拆除
士拉央市议会周二在万接后街展开突击行动时，
查封和拆除3间由外籍人士经营的摊位。
士拉央市议会公共关系主任阿末法兹表示，市议
会执法组、执照组、工程组、警方和雪州移民局共44位
官员共同执行取缔行动。
「市议会分别拆除一间由孟加拉籍人士经营的美
食摊位、印尼籍人士的水果档和一间缅甸籍人士的杂货
摊位。」
「市议会是鉴于该摊位阻碍通行而拆除，并充公
18张椅子和6张桌子。」
他说，该美食摊位属非法经营，水果档虽然拥有
营业执照，但其执照属一名本地人，因此吊销该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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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賴苗彐花園
342户获批地契
加影18日讯蕉赖百马花园(Taman

Cheras Prima)居民自12

年前迁人花园后，因发展商清盘而无法获得地契，雪州政府在去
年11月已准备好当地342户双层排屋的地契，呼盱业主在5月31日
前把相关文件和费用提呈给清盘师，以早日获得地契。
无拉港州议员黄田志表

342户双层

示，当地除了设有

205间廉价组屋、
34间廉价店寓及366间店寓。
排屋，还有

他表不：，据了解，目

轮的程序，包括需确定是否

CF )等文件，因

前只有逾40户单位已提交

有入伙纸（

文件，一些屋主迟迟未办妥

此该屋主还需再等待一段时

程序，是因为担心付钱后会

间，才可获得分层地契。」

再更换另一名清盘师1因此

黄田志今日召开记者

一年前开始申请地契程序，

他们希望再看到事情进展明

会，向蕉赖百马花园的居民

雪州政府则在去年11月就已

朗化后，才有信心付钱。不

解释申请地契程序时，如是

准备好地契了。」

过，也有整百户单位是无法

指出。

「双层排屋的居民是在

「因此，呼吁双层排
屋屋主提呈相关文件，及约

联络上，其他少许屋主则是
面对款项问题。

副主席郭海安说，目前该花
园已经有逾200户加入成为会

8000令吉的费用给清盘师，
以获取地契。若有屋主面对
一些问题，或资料不齐全，

蕉赖百马花园居民协会

需确定有入伙纸

员，只有约百户单位失联。
「若居民有疑问，可

而无法在截止日期前提呈文

「除了双层排屋之外，

件，可写信给清盘师，要求

当地还有廉价组屋和店寓，

延长时间。」

但由于分层地契还需要另-

01 2-21 76075或清盘
03-27768000��
(407 )

联络我

师办公室

黄田志（前排左3)呼吁蕉赖百马花园排屋的屋主，尽快把相关文件和款项交给清盘
师，以早日获得地契。

I

-伍信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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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屹立在丛林之中，傲视大地的砖窑烟S本是煤炭山最重要的地标之一。（档案照）

報道•林淑敏（部分照片由村民提供)

(轰埠18日讯）被雪州政府列为古迹
的煤炭山百年砖窑烟囱竞毁于一旦，让
各方震惊！
应受到保护的砖窑亦因缺乏管照，虽坐落
于大路边但却杂草丛生犹如深山林野，原本如
柬埔寨吴哥窟奇景般长在砖窑上的大树亦受到
破坏，自然美景荡然无存，变成一堆曾经见证

mm

1%

*-J M»

::-:.

nm

煤炭山繁华的废坦败瓦，使人感到痛心。
虽然州政府于2011年宣布该区为古迹区，
在同年举办为期2日的“遗产城镇煤炭山100周
年嘉年华会”，并在砖窑前立碑，宣示其文化
遗产的地位，但该地段却依然是私人地，以致
新地主在收购地皮后，因砖块掉落而鉴于安全
理由拆毁砖窑烟囱。
据了解，地主是于本月9日拆毁砖窑烟
囱

—IP

阵士拉央国会协调员陈运鸿和马华

民发，在接获煤炭山马华支会主席许坤养和各
族村民的投报后，赶往煤炭山了解详情和表示
不满。
他们质疑州政府若真的采取行动，于2011
年开始宪报文化遗产和古迹区，土地如何得以
自由买卖。“宣布至如今足足7年，宪报进展
如何？即使是买卖，亦有条款阐明必须保护古
迹。有鉴于此，州政府保护文化遗产的工作到
底有无实际行动？”

陈运鸿表示，虽然有指州政府未将砖窑烟

：

:

顏貝倪：免破壌古蹟事件重演

建議煙S遷政府地

囱列入文化遗产中，但他对此感到难以置信。
“砖窑是百年古迹，为何不列人文化遗产名单
中？如若未列人，又何以大费周章和大兴土
木，动用人民的纳税钱在砖窑在前立碑？”
他指出，此事负责掌管雪州旅游、环境、
绿色工艺及消费人事务的公正党行政议员黄洁
冰，以及副手兼万挠州议员颜贝倪难辞其咎，
必须坦承交待。
“地方文化遗产的主要管理单位是士拉
央市议会，买卖批文也需通过州政府，为何
在得知土地转手时不未雨绸缪，阻止破坏的发
生？”

簡民發

万挠区州
.员颜贝倪
坦言，砖窑烟囱确已被
列为文化遗产，是受到
保护的古迹，但却因为
原任地主未同意条件而
宪报不成功，以致国家
遗产局‘直未能介人管
理，该地段亦在较早前
转手。
•与砖窑烟囱共生的大树，有着
与吴哥窟相似的奇景。

希盟沒良好發展計劃

简

民发则指雪州看守政
府长达7年未向地主献
议共同保护古迹，显然是因为怠
慢而让村民失去了具有历史价值
的文化遗产。“此点显示希盟有
心无力，口说发展文化遗产旅
游但却没有•盘良好的发展计
划。”

•众人不解雪州政府既立碑宣示砖窑文化遗产地位，但却又
不给予实际管理。右四起为许坤养、简民发和陈运鸿。

：,.

翁 输職

陳運鴻：沒實際行動護文化遺產
玉 总会长拿督斯里廖中莱政治秘书简

mpm
隱
：勢•

“我与各族人民-样对此
事深感遗憾和痛心。我清楚人文
和历史资产对发展煤炭山旅游的
重要，所以将在国阵政府的资源

“新地主指砖窑烟
囱有掉落的迹象，为了
安全起见唯有拆毁。所
幸煤炭山村长发觉有异
即时通报市议会后，官
员已即刻发出停工令，
阻止古迹受到更进一步
的破坏。市议会和地主
将在周二针对此事举行
会议“••

PI

下，将有关的历史建筑物列为文
化遗产，使其受到保护。”
雪州政府数年前便将煤炭山
的矿井隧道、火车轨道及白色疗
养院等富有历史价值的自然景观
和古迹遗址串连起来，规划成生
态和古迹旅游景点。
当中，砖窑烟囱是最重要
的地标之一，其_ -柱擎天、屹立
不倒的景象，象征着先人坚忍不
拔，从中国飘洋过海而来赤手空
拳开埠的精神。

•颜贝倪在接获砖窑烟囱遭毁后的翌日，赶往煤炭
山了解详情，但却被新地主的管理人挡于门外。

她说，虽然市议会
指将修复古迹，但她认
为更•劳永逸的做法是
将整座古迹完整的迁往
煤炭山的政府地。“地
主购地旨在发展和投
资，未来免不了有同样
事件重演，我已指示市
议会除了必须按照原本
的形状重建，更应该将
之迁往安全的地点。’
“我相信国家遗
产局和马来西亚有这方
面的专才，可以促成此
事”

雪

州行政
议员黄
洁冰助理刘先生
指出，煤炭山的
百年砖窑虽已颁
布宪报为古迹遗
产，但该地段属
于私人地段，因
此地主是可以作
出买卖交易1
他表示，
若新地主欲在该
地段作出任何发
展，必须向士拉
央市议会申请，
并且必须符合地
方发展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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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選與環保
苏俐婵

20个非政府的环保组
织早前联署发出“致党主席
公开信”，要求各政党主席

正视环保课题，对经济及大
自然保护作出平衡，实现永
续性发展的目标。
在“投票日不远了”的时刻，各党是否会接纳
这些建议或表达正面回应，环保团体摒息期待。
环境课题并非茶余饭后闲聊的话题，而是全国
甚至全球都值得关注。一座城市大都会，难逃不断
发展的命运，但关键在于掌握实权的政府如何保留
城市环境的保护层。
看守的雪州政府执政后落实无免费塑料袋与零
宝丽龙措施，并有意扩大永续发展的措施与增加环
保举措，逐步鼓励子民减少使用譬如塑料吸管、塑
料瓶的一次性容器。
雪州巫统主席诺奥马就扬言，若国阵在来届大
选夺得雪州政权，会采取“自携袋子奖励20仙”措

施诺奥马发表如此言论是否源自真诚，还是把环
保给政治化？笔者认为环保是社会力量，我们理应
自动自发，甚至是理所当然去实践，而不以金钱利
益为目的。
在吉隆坡，环境课题同样备受关注，尤其近年
来住宅区邻近范围出现一栋又一栋的高楼，使居民
们纷纷向代议士求助。譬如，郊外岭居民及敦依斯
迈花园居民强烈反对政府分别在各地批准兴建7个及
9个公寓项目居民并非反对政府批准发展，而是抗
议无规划的发展与过度开发。
2013年全国大选，当时受到闹得满城风雨的莱
纳斯稀土厂课题左右选情，绿色盛会主席黄德竞选
文冬国席，使马华候选人廖中莱的得票率受挫，后
者仅以379张多数票险胜。
环境课题在这届大选会否影响选情仍有待观
察，但如果政府过去积极推行永续发展计划、维护
环境生态，同时也让人民生活品质受保障，我相信
选民依然会给予支持。

19 Apr 2018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Page: 5
Printed Size: 187.00cm² •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d Value: MYR 4,646.67 • PR value: MYR 13,940.01 • Item ID: MY0032335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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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12
年

終
獲
排
屋

伽
/\w

拉
港
白
馬
花
園

345
茉
\

.. 力、

•黄田志（中）向白马花园居民带来好消息，地契问题终获解决
(加影18日讯）在
雪州政府的协助下，无
拉港白马花园（Taman

Cheras Prima ) 345间双层

排屋业主困扰12年的分割
地契问题，终获解决了 ！
原任无拉港区州议

ifn雀
雀$諷志今早$針额

契

—

躍

主会面，通知业主在5月

31日之前向清盘司申请处

理地契一事，清盘手续费
预计八九千令吉。
黄田志指出，州政府在去年11月已

在期限之前处理。
他表示，如果业主无法在期限内处
理地契，可致函清盘司要求延长期限，
目前约有百名业主尚未联络上
他说，业主只要付了清盘手续费，
就可以得到地契。
他披露，目前双层排屋地契已处
理，接下来廉价组屋共205住户的分层
地契正着手处理中，另外还有34个商店
业主及366个店寓住户地
契，也会陆续处理

批准发出地契，所有业主受促向清盘司
处理此事，尚未作出申请的的业主，

•345个双层排屋业主可向清盘司申请处理地契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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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首15週37宗蚊症
樂斯達里布特拉花園成黑區
(沙登18日讯）乐斯达里布特
杠花园(Taman Lestari Putra )第 4
区成为骨痛热症黑区，在今年首15
个星期共接获37宗骨痛热症确诊病
例，成为梳邦再也市议会管辖范围
接获最多骨痛热症确诊病例的地
区°
梳邦再也市议会卫生组主任罗斯
兰主持市议会与八打灵县卫生局展开的
联合取缔行动时表示，市议会在今年首
15个星期内接获765宗骨痛热症确诊病
例，而乐斯达里布特拉花园占最多病
例。
据了解，该联合取缔行动的主要目
的是要检查该区的整洁、检查民宅范围
内外及后巷是否有黑斑蚊滋长及传达预
防措施给民众6

住家范围外成蚊子温床
该联合取缔行动由梳邦再也市议会
卫生及固体废料管理组、执法组、园艺
组及八打灵县卫生局一同参与，共有70
名队员分成23队，分别前往该花园第4
区住宅及后巷进行检查。

•罗斯兰说，截至
目前为止，乐斯达
里布特拉花园共接
获37宗骨痛热症确
诊病例。

,工作人员在住宅区的沟渠喷射液体

他说，根据数据显示，该区4/15路及
4/17路的骨痛热症确诊案例最多，分别为
9宗及7宗。同时，队员除了检查住家之
外，也会负责喷射蚊雾，作为预防措施。
“经过检査后，我们发现该区住家范
围外有许多黑斑蚊繁殖温床，许多积水的
容器都发现有孑孓生长。”
他说，如果该区在10天内没有骨痛热

以防范黑斑蚊滋生。

症确诊病例投报，该区就不是骨痛热症黑
区。他同时希望该区能早日脱离成为骨痛
我们早前已派人前往这区，为居民
讲解，以提升他们的醒觉。同时，我也要
提醒民众要保持后巷整洁及确保后巷没有
堆积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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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奥马（右二）为直落彭里玛新消拯局开幕，左起为苏莱曼和
莫哈末孟德；右一为旺莫哈末诺。
(瓜冷18日讯）城市和谐、房屋及地
方政府部长丹斯里诺奥马指出，雪州水供
公司如今是雪州政府的子公司，若雪河公
司成功向雪州水供公司索偿42亿令吉，赔
不出当然是由州政府买单！
他说，雪州的储备金只有30亿令吉，

图混淆人民，说此事与州政府无关。”
诺奥马是于今日出席直落彭里玛加弄
消拯局开幕礼后，针对雪州大臣拿督斯里
阿兹敏日前对于雪河公司起诉雪州水供公
司，辩解此事与州政府无关一事，做出回
他疑问，反对党之前•再指-•马公司

係

D=^

是联邦政府的公司，而
-马公司的负债会导致
联邦政府破产，为何同样是子公司的雪州
水供公司，阿兹敏却有不同说法，反而撇
清州政府的关系？

揶揄反对党都不会犯错

无法承担这笔巨额的赔偿，自然会面对财
务破产问题，受苦将会是人民。
“阿兹敏为了撇清州政府的关系，企

民

II

的

他揶揄反对党领袖都不会犯错 有错
定是国阵。
“就如反贪会逮捕国阵的人时，反对

党就会给予称赞，但反对党人士被抓，反
对党却指控反贪会被国阵操控。对，他们
都是对的，他们是神（malaikat)，不会有
错的。”
他强调，雪州已被反对党骗两次了
相信不会再有第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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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州政府不降土地轉換費

實達阿南無法建消拯局
丨此同时，诺奥马今日再抨击雪州

与:政府不愿降低土地转换费，导致
雪州实达阿南及武吉拉曼布特拉迟迟无法
兴建新消拯局》
他说，就以实达阿南为例，土地转换
费高达450万令吉，是_ •座新消拯局的兴建
费，等同于“迫使”联邦政府需要斥资双
倍费用去兴建消拯局。
他强调，州政府若以民为本，就应该
象征性降低土地转换费，而非以市价来计
算」

若夺回雪助建廉价组屋
“占地8英亩的直落彭里玛新消拯局，
好在国阵于2007年执政雪州时就已处理，
当时的土地转换费才35万令吉，而兴建费
贝科50万令吉，总花费并没有超过500万令
吉"”

诺奥马表示，国阵若成功执政回雪
州，_ •定协助园丘的居民兴建廉价组屋。
他说，他曾在当地执教鞭3年，清楚了
解到瓜冷加厘岛有许多园丘居民，很多退
休后被迫迁离，但贫困的他们却面对无房
可住。
“只要国阵执政雪州，我们将会与
森那美集团商量，由对方拨出地段，让
房屋部去拨款兴建廉价组屋给园丘居民居
住。”
他补充，中央很多计划想在雪州落
实及推行，无奈无法获得州政府配合，所
以雪州政府及联邦政府若能同步让国阵执
政，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s
另外，诺奥马证实巫统将继续上阵瓜
冷国会议席，并不会与国阵其他成员党交
换选区。
出席活动嘉宾包括马来西亚消防及拯
救局总监拿督旺莫哈末诺、城市和谐、房
屋与地方政府部秘书长拿督莫哈末孟德
巫统瓜拉冷岳区部主席拿督苏莱曼，以及
国阵万津州选区发展协调官黄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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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8日综合讯）第14届大选，各政
党除了委派上阵多届的老将及亮出新面孔，
也打起俊男美女牌，为各政党“抢票”，增
添大选话题。
这些样貌与智慧并存的准候选人包括沙巴人
民复兴党的佐安娜兰巴斯、土团党的赛沙迪、行动
党的王丽丽、雪芙拉（菝菝）、杨美盈、黄美诗、
林怡威和嘉玛利亚；公正党的陈家兴、黄诗情、马
华的蔡福光、胡伟豪、李奕渊、拿汀王欣怡；除了
杨美盈及陈家兴，其余候选人皆在本届大选首次上
阵，欲在政坛上崭露头角
这些候选人除了有亮丽的外表，也有亮丽的履
历，当中不乏有美后、辩论员及首长特别助理等。
外貌佼好者能否以颜值的优势攻向男女选民的
心房，在大选中占优势？这需等待开票日，方能得
知°

產^^3 •.美后辯論員粉墨登場

思男美女

陳家興黃詩情
是藍眼黨要

被喻本屆大選最美候選人

Tfe

佐安娜曾奪美后
被喻为本届大选最美的候选人之一的佐安
娜兰巴斯（29岁）将在沙巴人民复兴党
佐安娜蘭巴斯

旗帜下上阵沙巴州九路区州议席，这位英嘉裔混
血儿18岁就当上沙巴丰收节美后，毕业于英国法
律系，才貌双全。
在参政以前，她也当过模特儿、歌手以及
私人教练。她的家人活跃于政坛，母亲是当地土
著，曾加人人民正义党（已解散），叔叔拿督路
易士兰巴斯是国阵九路区3届州议员，也是现任
沙巴体育局主席。
已为人妻的佐安娜在民兴党受重用，出任该
党女青团副团长，在党内被比喻为美女刺客，预
料她将会硬碰为国阵原区守土的拿督佐尼斯顿邦
奎°

定代表公正党上阵的俊
男美女则有陈家兴及黄
诗情。陈家兴（36岁）是原任新
邦波赖区州议员；他也是公正党
青年团副团长兼选举局主任、霹
雳州署理团长、霹雳州政治局成
员、选举局署理主任及希盟青年
团选举局主任。
36岁的黄诗情拥有博特拉
大学食品研究系学士（一级荣誉
生）学位，她担任务边国会议员
政治秘书、公正党务边区部组织
秘书及公青团霹雳州副团长职。

李
奕

•
/nn

三奪亞洲最佳辯論員

賽沙迪是土團創始人
•被誉为政坛“小鲜肉”的土
可团党麻坡国会议席候选人

簡
民
發
初
生

赛沙迪于1992年12月6日出生于柔佛
州埔来，毕业于马来西亚伊斯兰大
学。自土团党于2016年创立以来，
赛沙迪就担任党的发言人，也是25
位创始人之一 ’在党内担任青年
团团长。
热衷于辩论的赛沙迪，曾经
三度获选为亚洲英国议会辩论赛的
亚洲最佳辩论员。
与赛沙迪一起上阵柔佛国席的
还有杨美盈，她将代表行动党上阵柔佛
麻坡峑吉里国会议席。
杨美盈于1983年5月26日出生于柔
佛州峑株巴辖的崙都安南，毕业于马来
西亚国油大学，主修化学工程。
2012年8月27日正式加人行动党，
并于第13届大选出战雪兰莪百乐镇州
议席，当时她以3万零689张的多数票获
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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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岁的李
〖奕渊将
以初生之犊不畏虎
之势，硬撼行动党
3届适耕庄州议员黄
瑞林。土生土长的
他，毕业于当地的
育群华小和国民型
中学，拥有墨尔本
大学绘测系学士学
位。
身为廖中莱
政治秘书的简民发
(36岁），来自马
六甲，是党内的
英俊小生，形象健
康，斯文有礼。已
婚育有一名4岁女
儿的他，毕业于国
立大学商科系，他
将攻打士拉央国会
议席’迎战公]
〉正党
原任国会议员!梁自
坚

I

蔡福光
服務經驗豐富

王麗麗曾任記者首長特助

±兰丹州马华唯-的候
口选人，即“初哥上
阵”的哥打拉玛州议席准候选
人蔡福光（37岁），是地道的
吉兰丹人，来自道北县的华卡
崙鲁。
在马大攻读体育系期间，
他曾经担任马大学生会署理主
席，大学毕业后活跃于政党，
并受委为马青班台谷区团秘
书，并受到赏识担任过联邦直
辖区部长拿督拉惹龙吉的特别
助理，现任马青总团体育局主
任。他也活跃于志愿后备警察
部队。

动党委派另一名美貌吸睛的候选人为大山脚武拉
丁必州议席候选人王丽丽（39岁），她是地道大山脚
人，小学毕业于金星小学，中学就读和平路中学，过后到私
立学院大山脚学院读大学先修班，大学毕业于马来西亚理科
大学大众传播系。
她于2003至2010年在大山脚任职记者，2010至2011年到
纽西兰打工度假，2011年至受委派上阵前是槟州首长特别助
理。
王丽丽是取代早已萌退意的行动党原任州议员王国慧守
土，这个选区华裔选民占85.3%。

1

雪芙拉清新甜美引注目

2016年杪，带着过去多年
在政治和社区服务的经验，蔡
福光被党召回家乡，肩负把自
1999年就失去的哥打拉玛州议
席赢回的使命。去年，他和女
友颜激蔚在哥打崙鲁成婚。

于行动党文冬吉打里州选区候选人雪芙
拉（菝菝），文冬行动党形容，本届大
选该党派出了 “女刺客”雪芙拉（菝莅）攻打文
冬吉打里州选区，她清新和甜美的外表，引人注

至

目。
现年29岁的菝菝已婚，她目前担任行动党妇
女组副秘书、雪州行动党州委、雪州行动党妇女
组委员，以及加影市议员》
她也是文冬行动党吉打里选区首个女马来候
选人，她以初生之犊不畏虎之势，独挑大梁。

胡偉豪
黨內擔任多職
u

华克兰芝州议席内
•^定候选人胡伟豪（30
岁）在党内担任多职，如马华
金宝区会秘书、马青霹雳州秘
书及马青中委
他拥有国立大学经济系荣
誉学士学位，是拉曼大学工商
管理系硕士研究生

潘俭伟3女徒弟有魅力
随着雪隆地区原任行动党国、州议员大洗牌
后，潘俭伟旗下的“女兵“ •直都是党内党外最
具话题的人物。姑且不谈上阵与否，单是在讨论
话题中，3朵美丽的小花无论外形或学历都让人留
下深刻的印象。本届大选中被看好有机会出征雪
州州议席的包括行动党法律局执行秘书黄美诗、
八打灵再也市议员林怡威和华巫混血儿嘉玛利
亚。
28岁的黄美诗•双有神的大眼加上甜美的笑
容，绝对是名甜姐儿。黄目前是一位执业律师，
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法律系，出生于关丹从小随
父母移居吉隆坡，目前住在阿拉白沙罗。
至于华巫混血的嘉玛利亚一身白晰的肌肤加
上能操流利的华语，经常让人差点忘了她混血儿
的身分。今年29岁的嘉玛利亚毕业于美国诺斯伍
大学国际商业学系，虽然挂着一副黑框眼镜，但
-脸精明且亲切的样子亲和力十足。
如果说，林怡威是行动党内的气质美女相信
不会有太多人有意见。笑起来双眼弯弯的是她个
人的标志，外形极具东方韵味。同样也是29岁的
林怡威目前担任潘俭伟的特别助理，同时也是八
打灵再也市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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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売媽媽
王欣怡剛生產
代表马华出战蕉赖的
寸王欣怡，刚产下第4
胎，已经是4个孩子妈妈的她，
虽然40岁，不过还是个漂亮妈
妈。毕业于东伦敦大学会计与
金融系的她，将硬撼蕉赖国会
议员兼行动党主席陈国伟。

d

黃美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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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思不解選民心
雪中；昆戰文/吳珍妮（總社高級記者)
久前，在一个午宴上，•名地方领
’
袖致词时很坦白地抱怨，选民总是

I、

无事不登三宝殿，在大选时不支持他们，平常
却找他们帮忙，再这样下去，就不要处理他们
的问题了。
这名领袖直接点名这一整个地区的选民不
支持他，还一副百思不解选民心的表情®
其实，选民也是不解，为何领袖这么难懂

还要求他人感恩，如果本身是当事人，作何感
想？
在朝当官，不要只是妄想千秋万代；在野
的一方也不能靠挑错处轻骑过关，老话一句，
平日的一分耕耘，时日到了就会有所收获，平
日里的一点一滴，全在民心。
5年才有一次“当大爷”的感觉，老百姓
不过想过好日子，透明、廉洁、有效率和良好

老百姓的心
想一想，老百姓是为何要找人帮忙，找人
帮的是什么忙，这种“施恩望报”的姿态，是

施政不是口号或歌词，唱唱喊喊就会成真，当
朝野两边打出的牌都差不多，要让选民相信哪
-边才能执行，才会去执行，才是关键《

不是时候应该改变夺
那种依据“个案处理”再让人感恩戴德的

雪州政府最为人诟病的水供、垃圾等问
题，要保住政权就请端出让人信服的计划；反
之雪州国阵在批评的同时，承诺一旦执政会解
决这些问题，也请端出具体的落实计划'石

d

美好年代，已经渐行渐远了。
认真诚恳生活的人们，也希望能够不求人
的情况下处理事情，明明可以依照程序处理的
事情，如果还要左拜托右祈求，那种沮丧的心
情可想而知《
互联网时代带来许多变动，无论是政府
部门还是私人企业，通过网上处理的事务日益
增多，那种需要求人才能做得到的事情已经难
以再唤起平民百姓的感恩之心，实实在在建立
-套制度、体系和程序才能让人“真正感受得
到” ®
那种明明按照程序处理就应该获得处理的
事情，却还要通过“代理人”处理才能完成，

至于雪州国阵那种承诺一旦执政就废除地
方政府交通罚单和小商贩积欠的违规传票的竞
选宣言，类似一次性让一些人开心的承诺，究
竟可以发挥多少影响力不得而知，废除的合理
性何在，对于长治久安和前瞻性有何作用，是
否对未来5年会否让雪州人的生活更加美好，
还得多加思考《
不论是公务员还是人民代议士，或许可
以将心比心，设身处地认真想一想，如果想不
通，就走出冷气房，感受外面的热气，如果还
是无法明白，就让明白的人来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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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当局。 档
(案照 )

•多名业主在废置的店屋被拆毁后，高举大字报控

©@©@根登新村

屬保留地屋業計劃竟獲批

報道•林淑敏
(轰埠18日讯）士拉央国会议
员梁自坚强调，无论是国阵或希盟
在大选后组成雪州政府，均有为根
登新村废置屋业发展计划的受害
者，解决困境的义务.6
“无论是让受害者索偿或是由以一
地换_ •地，执政者必须解决问题。”
他重申在中选的10年中，未曾停止
为受害者争取公道，在目前国会和雪州议
会均已解散，他暂无用武之地，直至大选
结束，选出新的政府为止

自坚说，有关地
段已经查实是道
路和河流保留地，1997年的
国阵政府，包括当时的马华
雪州行政议员、士拉央市议
会以及土地局竟然批准有关
屋业发展计划，以致受害者
血本无归，是“马来西亚
能” (Malaysia boleh )的另
•证明。
梁自坚是针对受害者因
为废置的3层楼店屋，在上
周为了让路予根登新桥和马
路扩建工程，遭雪州公共工
程局拆毁而举大字报洒泪控
诉一事，接受《大都会》社
区报记者访问时这么表示。
他表示，受害者从2002

n
一

7�

•梁自坚：无论在
大选后由那一个政
党联盟组织州政
府，均有解决受害
者困境的义务。

•红毛桥的防护栏经常被往来车辆撞
毁，发生过无数大小车祸。

^红毛桥过于窄小，当两车并行时经常发生碰撞等交通事故

•去年根登和轰埠三番数次发生大水
灾，梁自坚亦亲到灾区协助灾民撤退。

年起便求告无门，直至他于
2008年中选为国会议员后要
求雪州发展机构（PKNS)
介人，但废置地区的后方已
遭人闯入，挖出多个深不见
底的鱼塘，估计单就填土的
经费将高达900至1300万令
吉，使该机构害怕承担亏损
而犹疑不决。
“我告诉PKNS，你不
做我就找发展商来做。当时
恰好有个屋业发展商愿意亏
本重建店屋，因为他不要这
些废置的店屋影响其发展计
划的景观。计划书送进了
PKNS后，负责人感到有利
可图，于是变卦要求与发展
商联营重启重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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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橋馬路工程勢在必行
自坚感叹，负
责人花了3年来
决定联营计划的细节，直
至发展商的屋业落成。
“虽然发展商仍然愿
意遵守诺言，但PKNS仍
延至2015年方落实计划，
向雪州政府申请土地。与
此同时，根登因为红毛桥
太窄小和桥身过低，造成
交通阻塞和飞车下河等交

通意外和大水灾，促使
州政府在去年拨款1095万
9332令吉建造新桥和扩建
马路。”
他说，几乎同•时候
PKNS又面临管理层上的

变动，使得情况变得更加
复杂。“基于公众利益，
新桥和马路的建造工程是
势在必行，但如今物价飞
腾，谁能依据1997年的价

位把3层店屋建起来？换
言之，肯定要有人承担损
失，需要从长计议。”
“我不停的发信催
促州政府和PKNS，但负
责承建新桥并于去年9月
已经开人工地的雪州公共
工程局不能再等了。-是
久拖的建造成本势必增
加，二是若再拖延恐会在
年杪再度出现大水灾，使
根登水淹3天2夜的事件重
演。”

代表受害者要求賠償
自坚说，另有25栋未阻挡工

梁程的店屋也被拆，是因为根
登新村巴刹旁的菜园路（Jalan Kebun )
过于窄小，无法负荷在吉隆坡-瓜雪高
速大道（LATAR )通车后与日俱增的
交通量，因此当局要求附近的屋业发展
商开辟衔接新桥的新路
“我打算代表受害者向雪州政
府、市议会、土地局和开路的发展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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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赔偿
他表示，虽然有人指动用雪州政
府动用纳税金来填补受害者的损失不公
平，但事件的始作俑者是当年的国阵州
政府在不合理的情况下，批准有关计
划，致使受害者蒙受亏损《
“总括而言，州政府难辞其咎，
即使换了执政者，我们依然是必须照顾
人民的州政府。我很遗憾事件发展至这
种局面，但如前所述，执政者必须解决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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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登柏兰岭湖滨公园为班登区内休闲运动的好去 •公园原有的停车场在发展商收回地点进行发展及美化的情况下，面对停车•刘博文（
处，平时吸引不少当地及附近住区的居民前来运动。 位减少及不足应付的问题。

臨時停車場突關閉

• 劉

小

晨運者無處泊車

/it收
1甲集

©©©(I班登柏蘭嶺湖濱公園
(安邦18日讯）临时停车场突然被关闭，导致班登柏兰岭湖滨公园
停车位严缺，以致晨运者被迫将车停泊在大路旁或是邻近的住区内，造
成不便°

地圣
千

i 一旦借用毗邻学校空地作为泊车地方，将有望解决停车位不足的问题

据了解，可容纳约2四十辆车的临时停车场，是于数天前遭封闭进
出路口，不再开放让车辆进人泊车&

晨運者難越過馬路

公園少了一半地方泊車

这个临时泊车场是于两三年前暂时开放给晨运者使用，以解决该公
园因发展商收回部分地段进行美化工作，进而造成停车位不足的问题资
当地居民指出，该公园原本已面对停车位不足的问题，而今在临时
停车场也被关闭的情况下，晨运者更是没地方可泊车。
“晨运者在公园停车位满了后，只能冒着会被开罚单的风险，将车
辆停在公园外的大路旁，也有者将车停泊在对面的住区，再步行越过马
路前往公园。”

王成昌（62歲)

翁維綱（乃歲）

他们也说，公园外的柏兰岭3/1路早前获安邦再也市议会加宽道路，
即从原本的1条车道增至2条车道，使越过马路的情况更危险。
此外，有者也说，部分路段的车流量在加宽后繁忙及快速，日前更
发生停泊在路旁的巴士遭飞驰而来的车辆撞上，因此大部分驾驶人士都
不敢将车辆泊在该路旁。

博
文

“居民在找不到

“在发展商收回地

停车位的情况下，唯

段作发展，以及临时停车

有将车辆停泊在路边
或是对面的住区，再
越过马路到公园，这

场被关闭后，公园少了约
-半可泊车的地方s
另外，由于公园外
的大路早前被加宽，造成
将车辆停泊在对面住区的
晨运者难以越过马路，种
种问题影响了到公园晨运
的人数《 ”

是相当危险的。到公
园晨运的居民不乏乐
龄人士，年龄介于60岁
到90岁都有，对他们来
说是更危险了。”

阵莲花苑区协调员
玉 刘博文接获消息
后，联同当地居民及晨运者
前往巡视，以了解公园的泊
车问题，同时也为他们拟出
解决方案。
他说，他们计划向班登
柏兰岭国小借用一块位于公
园毗邻的空地，作为公园晨
运者泊车的地方，以期能一
劳永逸解决该公园所面对停

簽
工车位严缺的问题。
他说，他今早前往会见
名
“该校校长及作出询问，并获
宙呈 得对方正面的回应及支持，
即在教育部的同意下，不反
对借出学校的空地供使用^
有鉴于此，刘博文表
示，他将会在2个星期内展开签名运动，
以收集共2000个晨运者签名及呈交给教育
部，以获得当局准许借用学校空地泊车。
他说，他们计划借用空地其中-部
分的地段，并仅开放最靠近公园的大门供
晨运者出人，同时也设有围栏作出隔离，
确保在不打扰学校的情况下借用空地。
此外，他也说，他将会协助在空地
建设一座楼梯衔接至公园内，让晨运者可
直接在泊车后进人公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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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1 8日
讯）诚信党将在第14
届大选，在雪州竞逐
10个州议席

雪希盟議席分配

誠信黨攻10州議席

该党宣传主任
卡立沙末昨晚在一项

竞选其中的10席，竞
选选区包括摩立、淡

但他拒绝披露进-步

活动中说，希望联

江和班登英达；至于

详情

盟的高层于昨天（17

土团党则竞选雪州的9
个州议席。

他表示交由原任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
兹敏宣布全部希盟成
员党参选的席位的详
情。

日），作出了上述决
定。
他说，在雪州的
56个州选区中，该党

卡立是沙亚南原
任国会议员，他说，
至于参选的国会议

席，之前已经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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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淑君

滋生蚊虫的温床

蕉賴山莊第二區

大小路洞居民修
只鋪大路忽略小徑市會挨轟
(加影18日讯）蕉赖山庄第二

路已出现大小路洞

这些路洞全靠居协

区的居民不满加影市议会在重铺

和居民修补

道路工程上，只着重花园区主要大

路洞威胁骑士安全

路，却忽略住宅区的小路。
他们表示，有关情况导致居协及居
民必须掏腰包自行修补破损的小路。

游乐园杂草养毒蚊
除此之外，居民对市议会委任的
公共卫生承包商，在清理工作上十分马
虎，使儿童游乐园周遭的杂草丛生，造
成蚊虫滋生，频传骨痛热症。
马华沙登区会主席拿督廖润强及投
诉局主任刘新金，今早与该花园居协秘
书蔡振威及多名居民会面，了解当地民
生课题。
居民指出，他们迁人至今十多年，
花园路未曾重铺过，例如第13、14及15

花園路十多年沒重鋪
梁福成
“这个花园十
多年了，花园路未
曾重铺过，路洞修
补工作都是居协和
居民自行处理。”

他们认为，当局进行重铺道路工
作时，不应忽略花园区小路，很多居民
是骑摩哆车出人，路洞威胁到他们的安
全®
他们曾要求市议会派人修剪游乐场
周边野草和树木，处理后的杂草就弃在
-旁，草场沟渠堵塞又没有清理，雨后
积水，担心蚊症恶化他们透露，该花
园在过去半年已有7个住户染上骨痛热
症，这些环境卫生问题必须尽速解决。
居民说，当地治安问题也是其中一
个民生课题，尤其是爆窃案和攫夺案，
每个月至少发生数宗，幸好居协在一年
前聘用保安人员，治安才好转。

要求設路燈沒下文
蔡振威
“居协有找过
市议员来看这里的
问题，要求后巷增
设路灯，至今已一
年却没有下文，居
民的要求似乎不获
重视。“

劉新金：善用M A R R I S 撥款鋪路
对居民的投诉，马华沙登区
11会投诉局主任刘新金表示，
州议员必须多关注花园区道路，雪州
政府每年获得联邦政府批给大马道路
档案系统（MARRIS )拨款，必须善
用。

他指出，居民反映种种民生课题
投诉，显然当地人民代议士没有做好
本分，不能忽视沟渠堵塞、草场积水
等问题，它是滋生蚊虫的源头。
他说，只要来届大选，国阵获得
选民委托，他保证这些民生课题一定

能迎刃而解。
马华沙登区会主席拿督廖润强也
认为，地方政府的议员应该主动进人
社区，了解社区种种民生课题，并不
是被投诉后才去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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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詹沙哈里（中）在裴燕诗（左起）、裴添成、裴细来、
裴征发、陈畐宇、廖锡源、林福鲁、王国成、黄玉来、
陈辉、钱质庆、周文才、张丽凤及黄循嵘的陪同下，为

Landmark天桥枢纽主持开通剪彩礼。

豐順（蕉賴）3千萬承建

Landmark 天橋樞紐開通
(吉隆坡18日讯）由丰顺
(^赖）发展有限^^司建展的
双溪龙Landmark Residence服
务式公寓，小区通往加影与吉
隆坡、斥资3000万令吉承建的
Landmark天桥枢纽
R前举行
开通仪式，并邀请加影市议会
城市规划组总监拿督尼詹沙哈
里主持开通仪式。
拿督尼詹沙哈里致词时
指出，加影在即起至2035年的
长期规划中，草拟了现代化城
镇的蜕变计划，现阶段而言，
双溪龙及无拉港的居民，享有
的是衔接桥路所提供的交通便
利°
丰顺（蕉赖）发展有限
公司市场经理郑淑娟解释，发
展总值高达4亿5000万令吉@
Landmark Residence，位居双溪
龙策略点，是两栋楼高39层的
中级高楼宅寓，占地4英亩，
分为Residence 1 及 Residence
2�

9 0 8 个服务式公寓单位
中，分为S0H0及公寓，建

筑面积介于496至1162 ( 3房2
浴）平方尺之间，每单位皆有
观景露台，售价则介于32万至
62万2000令吉之间。剩余单位
有限。
业户专享设施位于第11
层，停车楼则位于俱乐部下之
10个楼层；第39层为高空观景
楼。楼座1及2之底层与1楼，
备有22个两层式商店单位，优
先发售的楼座2，已取得人伙
纸，业户随时可吉迁人住；楼
座-•的建程则晋人90%阶段，
预计狻工期在今年年抄。
出席者有丰顺（蕉赖）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主席林福鲁、
董事经理王国成、董事廖锡
源、董事陈辉、董事陈畐宇及
董事钱质庆；与会的嘉宾则包
括拿督威拉黄玉来、裴征发、
裴细来、裴添成、裴燕诗、周
文才、张丽凤及黄循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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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希盟州席藍IR21鼉多
火箭16誠信黨10 土團9

余秘葉
(八打灵再也18日讯）
雪州希盟最终就州议席分
配谈判达成共识，其中公
正党竞选最多州议席共21
席°
雪州希盟领袖昨晚召开最
后一次议席谈判会议，并议决
公正党21个州议席，行动党16
席，诚信党和土团党则分别竞

选10席和9席。
雪州是希盟众多州属在
议席分配方面最棘手和时间花
最长完成谈判的州属，主要原
因是因为重划选区影响选民结
构打乱希盟的布局，以及要在
公平与和平原则下瓜平伊斯兰
党在上届大选竞选的21个州议
席。
伊党留下的议席是由土团
党及从伊党分裂出来的诚信党
瓜分。行动党也因此获分配多
-个选区。

火箭增杜顺大区
行动党额外增加竞选议席
是杜顺大区，将委派马来候选
人艾德里上阵。上届大选，这

选区的选民结构是
华裔选民37.42%、
巫裔53.28%及印裔

6.88%�
消息说，公正
党原本还要争取由伊斯
兰党留下的其中两席但不
果，只好维持现状。
不过，为配合选区重划
和战略所需，公正党将与盟党
交换选区，公正党交出崙冬加
里、轰埠及士毛月，换回巴
也加拉斯、鹅唛斯迪亚及再也
谷。

据了解，虽然议席分配数
量已获解决，但各成员党仍在
斟酌-两个议席，预料今晚将
会确认所属议席

下周公布候选人名单
雪州议席分配已成定局，
目前各政党仍在做最后敲定候
选人，预料将在下周三或四公
布候选人名单。
根据希盟达成的共识，行
动党•如既往攻打华裔选民居
多的议席、公正党攻打马来城
市和半城乡混合区、土团党专

雪州公正黨競選的21個州議席
攻巫统半
城乡的马来
选区或堡垒区，
以及诚信党打伊党
强区。

依约
N11
斯里斯迪亚
N25
(前为双溪威）
加影
N16
*12.双溪杜亚
双溪甘迪斯
N46
N49 13.巴生港口
(前为斯里
安达拉斯）
14.武吉兰樟
N37
美丹花园
N33 15.哥打白沙罗
N39
国际山庄
N19 16.鹅唛斯迪亚
N17
万挠
N14 17.龙溪
18.伯马登
N9
哥打哥文宁
(前为斯里慕达）
武吉美拉华蒂N10

雪州共有56个州
议席，国会解散时，公正
党占14席（伊党巴也加拉斯
区州议员跳槽公正党）、行

士文达
省都知甲

动党14席、伊党12席、诚信党
2席、巫统12席及2名独立人
士°

10.哥打安格力

雪州行動黨16席

22个国席方面，其中公
正党竞选10席、土团党3
席、行动党5席及诚信党
5席。

阿茲敏潘儉偉守原區

反

对党在本届大选采纳 主攻”
和“以不变应万变” 双重战

略0
星洲B报探悉，雪州公正党和行动
党的党魁依然会在雪州原席守土，稳住军
心°
雪州大臣兼雪州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将会继续兼打国州，留守鹅唛
国席和国际山庄州议席
早前有传阿兹敏可能转战原属诚信党
的沙亚南国席，因为鹅唛选区属于马来选
区，又是伊斯兰党强区，担心与伊党断交
后影响马来选票。
公正党雪州署理主席兼原任安邦区国
会议员祖莱达则有意弃国攻州。预料她会
在拥有逾30%华裔选民的再也谷上阵。祖
莱达留下的安邦国席将安排新人上阵。

公正党雪州副主席兼原任八打灵再也
南区（现改为八打灵再也）国会议员许来
贤同样会弃国攻州，他可能上阵的州选区
包括万挠和武吉兰樟。
至于许来贤留下的八打灵再也国席，
据传将交由净选盟2.0前主席玛丽亚陈上
阵
据了解，原任武吉兰樟州议员黄洁冰
可能弃州攻国，考虑在双溪毛糯（前称梳
邦）或梳邦（前称格拉那再也）上阵。
行动党方面，雪州行动党主席兼灵北
区（现改为白沙罗）国会议员潘俭伟将会
在原区重作冯妇。
原本行动党中央有意安排潘俭伟攻打
文冬国席，后来确认黄德逃过失去参选资
格后，决定留在雨州。
雪州行动党署理主席兼蒲种区国会议

N43 20.巴也加拉斯
N41 21.再也谷
N4(T

员哥宾
星，也
将留守蒲种，以
方便他在吉隆坡处理涉
及希盟党领袖的官司案。

阿兹莎
料攻班登加影
据悉，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旺
阿兹莎为了回到权力核心坐镇中央，
可能会转移阵地到雪州班登区国席，
也会继续留守加影州议席。
至于旺姐腾出的老巢崙东埔国席，料
会交由女儿努鲁依莎上阵，而努鲁原来的
班底谷国席，则将让给公正党通讯主任法
米出战

行動黨議席

新古毛
无拉港
金銮
武吉加星
万达镇
(前为百乐镇)
甘榜东姑
莲花苑
首邦市
9.史里肯邦安
10.班达马兰

1.双溪桥华

土團黨議席
在选区重划后，雪州共有6个希盟选
区受到严重影响，这些选区的华裔选民减
少，马来选民则显著增加，从原本的混合
选区变成马来选区，形势对希盟不利《
这6个选区分别是国际山庄、依约、
淡江、昔江港、摩立及班登英达（前称
千百家）。

I

N6 „巴生新镇
N27 11•(前为双丨
槟榔）N45
N30 ^ 万津
^/52
~N34
(前为直落拿督）
N36

„圣淘沙
(前为哥打阿南沙）N48

~N35 14.适耕庄
~N22 15.双溪比力
杜顺大
-16.
N28_ (今届新加）

N4
N56
MM

N47

雪州土團黨9席

公正黨議席
誠信黨議席

N3�
N20

双溪班让
双武隆
而榄
轰埠

N1
N3
N8
N12
N13

6.巴生海峡
7.昔江港
8.丹绒士拔
*9. 士毛月

N44

雪州誠信黨10席
1.沙白
2.乌鲁安南
3.中路
4.邓普勒公园
5.班登英达
6.淡江

N2
双溪拉玛
N5 ‘ (前称万宜）
斯里沙登
N42
摩立
N15
N21 *10.崙冬加里
N18

*有关议席仍未谈妥，或有变动

N26
N29
N53
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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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玆敏

祖萊達

雪州公正党和行动
党的党魁依然会在雪州
原席守土，稳住军心。
其中阿兹敏阿里将会继
续国州兼打，留守鹅唛
国席和国际山庄州议
席。

原任安邦区国会议
员祖莱达则有意弃国攻
州，为雪州争夺1席，
预料她会在拥着逾30%
华裔选民的再也谷上
阵。

：賢
原任八打灵再也
南区（改名为八打灵再
也）国会议员许来贤弃
国攻州，他可能上阵的
州选区包括万挠和武吉
兰樟。

m,

黃潔冰
原任武吉兰樟州
议员黄洁冰可能弃州攻
国，考虑在双溪毛糯
(前称梳邦）或梳邦
(前称格拉那再也）上
阵。

潘儉偉

哥賓直

雪州行动党主席
兼灵北区（现改为白沙
罗）国会议员潘俭伟将
会在原区重作冯妇。

哥宾星最后决定留
守蒲种，方便他在吉隆
坡处理涉及希盟党领袖
的官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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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麗亞陳
许来贤留下的八
打灵再也国席，据传
将交由前任净选盟主
席玛丽亚陈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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