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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ISIS

WALAUPUN Pas sering diperlekehkan gabungan pembangkang PKR, n a m u n parti yang
m e n j a d i tulang belakang kem e n a n g a n Pakatan Rakyat di
Azmin dan kem beliau
Selangor itu sudah selesai bab
pemilihan calon.
tidak senang duduk
Sedangkan di pihak PKR
dan terus berusaha
yang amat mendambakan dapat mempertahankan negeri itu
sedaya upaya
masih bergelut soal calon semeyakinkan Wan Azizah
hingga perbalahan dalam kalasupaya mereka yang
ngan kem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dengan Rafizi Ramli
rapat
dengan Menteri
sudah tidak dapat disembunyiBesar Selangor terpilih.
kan.
Walaupun berjaya mendapatkan tambahan kerusi berkem Naib Presiden PKR, Rafizi
banding Pilihan Raya Umum
Ramli.
Ke-13 (PRU-13) hasil daripada
Bahkan portal itu juga tanpa
keredaan PAN, n a m u n hal yang berselindung mengaitkan kem
sama tidak berlaku dalam parti
Rafizi dengan Wan Azizah sekali
pimpinan Datin Seri Wan Azigus menghangatkan pelbagai
zah Wan Ismail itu.
spekulasi yang berlegar.
Perebutan sesama sendiri
Lobi melobi saat-saat akhir
dalam kalangan PKR memang
di kem Timbalan Presiden PKR
nyata dan di pihak Azmin tendifahamkan hangat berlaku,
tunya m a h u
mengukuhkan
membawa kepada keluar makedudukan di Selangor tetapi
suk pemimpin di kediaman
pada masa sama seteru poliPresiden mereka di Segambut
tik dalaman berusaha sedaya
hari ini.
mungkin untuk elakkan hal itu
Walaupun
Azmin
yang
berlaku.
mengambil alih kepemimpin a n Selangor hasil kegagalan
Sebelum ini p u n Rafizi
Langkah Kajang dilihat kukuh
berperang mulut dengan pedengan gaya beliau tersendiri,
mimpin PKR yang rapat dengan
n a m u n difahamkan buat masa
Azmin di media sosial. Apakah
ini banyak senarai calon piliepisod baharu pertelingkahan
dua kem ini akan masuk babak
hannya tidak terpilih.
baharu? Sekarang, kedua-duIni sekali gus menyebabkan
anya banyak bergerak solo ke
Azmin dan kem beliau tidak
beberapa negeri, manakala Wan
senang duduk dan terus beruAzizah terikat dengan jelajah
saha sedaya upaya meyakinpemimpin tertinggi.
kan Wan Azizah supaya mereka
yang rapat dengan Menteri BeApa pun, Wan Azizah disar Selangor terpilih.
laporkan bersetuju bertemu
Malah The Straits Times Singa- , Azmin dan yang penting esok,
pura hari ini menyebut satu
gabungan pembangkang PKR
persatu nama pilihan Azmin di
akan u m u m k a n calon mereka di
Selangor dicantas dan tambah
Selangor dan selepas itu, mari
menarik, perkara itu akibat perkita lihat apa akan berlaku akitembungan kem Azmin dengan
bat 'diva-diva' dalam P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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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war tolak calon Azmin?
Oleh SITI ROHAIZAH ZAINAL
pengarang@utusan.com.my

PERTEMBUNGAN antara kem
Presiden PKR, Datin Seri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dengan timbalannya,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bukan lagi rahsia dan
kini parti itu hiruk-pikuk apabila
ramai dalam kalangan 'orang
kanan' Menteri Besar Selangor
tersebut dicantas daripada menjadi calon.
Difahamkan, keputusan Wan
Azizah menolak calon 'pilihan'
Mohamed Azmin dipercayai
dibuat selepas mendapat restu
daripada suaminya dan diyakini
ada kaitan dengan usaha terancang keluarga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untuk mengecilkan
pengaruh Timbalan Presiden
PKR tersebut dalam parti berkenaan.
Hubungan dingin antara Wan
Azizah dan Mohamed Azmin
ekoran isu calon tersebut dapat
dilihat apabila Presiden PKR
itu meninggalkan majlis pelancaran jentera PKR di Seberang
Jaya, Pulau Pinang, ketika Men-

ANALISIS
teri Besar Selangor tersebut sedang berucap meskipun alasan
diberikan adalah terpaksa pulang ke Kuala Lumpur.
Utusan Malaysia difahamkan, Wan Azizah menolak lapan
n a m a yang diketengahkan Moh a m e d Azmin untuk bertanding di Selangor dan antara
nama yang dikatakan digugurkan adalah Naib Presiden PKR,
Tian Chua serta pengawai Moh a m e d Azmin sendiri, Hilman
Idham.
Ekoran tindakannya
itu,
Mohamed Azmin dikatakan
telah 'menghantar' penyokong
kuatnya, Zuraidah Kamaruddin, yang juga Ketua Wanita
PKR untuk 'berbincang' dengan
Wan Azizah di rumah Presiden
PKR tersebut tetapi penyandang kerusi Parlimen Ampang
itu tidak datang keseorangan,
sebaliknya bersama segerombolan penyokong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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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la Lumpur

Diva AA nak lawan abang
Selebriti kontroversi,
Azwan Ali, mengesahkan
akan bertanding sebagai
calon bebas pada Pilihan
Raya Umum ke-14
(PRU14) demi menentang
abangnya yang juga
Timbalan Presiden PK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Azwan ketika dihubungi,
mendakwa keputusan
bertanding itu dibuat
susulan sokongan banyak
pihak, terutama peminat
setianya dalam
memastikan perjuangan
menjatuhkan Mohamed
Azmin, menjadi kenyataan.
Beliau yang dikenali
sebagai Diva AA,
mendakwa akan bertanding

di mana sahaja, kerusi
Parlimen atau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yang akan ditandingi
Mohamed Azmin.
“Saya berjuang atas
prinsip dan perjuangan
untuk menjahanamkan
Azmin Ali. Ini adalah satu
tugasan dan amanah yang
mungkin orang lain tak
mampu nak buat.
“Walaupun dikecam
menjatuhkan darah daging
sendiri, terpulanglah,
kerana saya lebih
mengenali pengkhianat
bangsa ini,” katanya,
semalam.
Azwan antara individu
lantang mengecam
Mohamed Azmin.

Headline
MediaTitle
Date
Section
Page No
Language
Journalist
Frequency

Mat Sabu bertanding di Kota Raja
Harian Metro
23 Apr 2018
Setempat
18
Malay
N/A
Daily

Color
Circulation
Readership
ArticleSize
AdValue
PR Value

Full Color
179,231
537,693
190 cm²
RM 7,456
RM 22,368

Mat Sabu bertanding di Kota Raja
Shah Alam: Presiden Parti
Amanah Negara (PAN),
Mohamad Sabu, diumumkan sebagai calon bertanding di Parlimen Kota Raja
pada Pilihan Raya Umum
ke-14 (PRU14).
Selain Mohamad, pengumuman oleh Pengerusi
PAN Selangor, Izham Hashim, semalam turut mengumumkan empat calon
dari partinya yang bertanding di kerusi Parlimen.
Mereka ialah bekas Ahli
Parlimen Kuala Selangor,
Dr Dzulkefly Ahmad yang
akan bertanding semula di
Parlimen itu.
Penyandang
Parlimen
Shah Alam, Khalid Abdul
Samad dan penyandang
Parlimen Sepang, Mohamed Hanipa Maidin yang
sebelum ini bertanding atas

MOHAMAD Sabu

tiket PAS akan bertanding
di kawasan masing-masing
manakala Naib Presiden
PAN, Hasanuddin Mohd
Yunos bertanding di Parlimen Hulu Langat.
Pada majlis itu, PAN turut
mengumumkan wakil untuk bertanding di 10 kerusi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termasuk
penyandang Hulu Klang,

Shaari Sungib dan penyandang Morib, Hasnul Baharuddin yang sebelum ini
mewakili PAS.
Penyandang
Parlimen
Kota Raja, Dr Siti Mariah
Mahmud ditempatkan di
DUN Seri Serdang, Ketua
PAN Sabak Bernam Ahmad
Mustain Othman (DUN Sabak), Naib Pengerusi PAN
Selangor Mariam Abdul
Rashid (DUN Sungai Panjang), Timbalan Ketua PAN
Hulu Selangor Amran Sakit
(DUN Hulu Bernam).
Izham sendiri bertanding
di DUN Pandan Indah, Ketua Pemuda PAN Mohd Sany Hamzan (DUN Taman
Templer), Ketua PAN Serdang Mazwan Johar (DUN
Sungai Ramal) dan Pengerusi Biro Dakwah PAN Selangor Mohd Fakhrulrazi

Mohd Mokhtar (DUN Meru).
Sementara itu, Mohamad
berkata, beliau menerima
keputusan yang ditetapkan
parti untuk mempertaruhkannya di Parlimen terbabit.
Beliau turut menafikan
pencalonnya itu di ‘tempat
selamat’ berikutan penyandang Parlimen Kota
Raja, Dr Siti Mariah memperoleh kemenangan majoriti besar pada PRU lalu
iaitu sebanyak 29,395 undi.
“Tak tahu (Kota Raja) selamat atau tidak. Bergantung kepada sokongan rakyat di situ.
“Siti Mariah kena kerja
kuat (DUN Seri Serdang).
Ini soal dalam parti dan kita
akan uruskan,”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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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anya ketika ditemui
selepas majlis pelancaran

situasi di Parlimen Lem-

kerusi tersebut.

menjadi tanda tanya.

Mat Sabu lari dari Kedah, bertanding
kerusi Parlimen Kota Raja di Selangor

SHAH ALAM - Presiden
Parti Amanah
Negara
(Amanah), Mohamad Sabu
atau dikenali Mat Sabu sah
bertanding untuk kerusi
Parlimen Kota Raja pada
Pilihan Raya Umum ke-14
(PRU-14).
Pengumuman itu dibuat
oleh Pengerusi Amanah
Selangor, Izham Hashim di
sini semalam.
Izham turut mengumumkan empat calon Amanah
yang akan bertanding untuk kerusi Parlimen dan 10
calon kerusi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di Selangor.
Empat calon itu ialah
Khalid Abdul Samad yang
kekal bertanding di Parlimen Shah Alam; Dzulkefly Ahmad (Kuala Selangor), Hasanuddin Mohd.

MAT SABU (depan, tiga dari kiri) bersama calon-calon Amanah
selepas sidang akhbar pengumuman calon di Shah Alam
semalam.

Yunus (Hulu Langat) dan
Mohamed Hanipa Maidin
(Sepang).
Sementara itu, 10 calon
untuk kerusi DUN ialah Ahmad Mustain Othman (Sabak), Mariam Abdul Rashid
(Sungai Panjang), Mohd.
Amran Sakir (Hulu Bernam), Mohd. Sany Hamzan

(Taman Templer) dan Saari
Sungib (Hulu Klang).
Selain itu, Izham pula
akan bertanding DUN Pandan Indah, Mazwan Johar
(Sungai Ramal), Siti Mariah
Mahmud (Seri Serdang),
Mohd. Fakhrulrazi Mohd.
Mokhtar (Meru) dan Hasnul Baharuddin (Morib).

Dalam pada itu, ditanya
adalah langkah bertanding
di kerusi Parlimen Kota
Raja disebabkan ia kerusi
selamat, Mat Sabu memberitahu, keputusan itu
diputuskan oleh parti.
"Tidak tahu (Kota Raja)
selamat atau tidak, ia bergantung kepada sokongan
pengundi di situ," katanya.
Pada PRU-13, Mat Sabu
yang bertanding atas tiket
Pas tewas dengan majoriti
2,638 undi kepada calon Barisan Nasional (BN), Datuk
Othman Abdul di kerusi
Parlimen Pendang, Kedah.
Siti Mariah yang merupakan penyandang Parlimen
Kota Raja pula menang
dengan majoriti besar iaitu
29,395 undi mengalahkan
calon BN, S. Murugesan
pada PRU-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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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wan mahu cabar
Azmin pada PRU-14
KUALA LUMPUR - Selebriti kontroversi tanah air,
Azwan All (gambar) mengesahkan bakal bertanding
pada Pilihan Raya Umum ke-14 (PRU-14) sebagai calon
Bebas bagi menentang abangnya yang
jugaTimbalan Presiden Parti Keadilan
Rakyat,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Menurut Azwan yang telah
berkecimpung hampir 30 tahun
dalam bidang seni, keputusan
untuk bertanding pada PRU kali
ini diputuskan selepas mendapat
sokongan dan galakan daripada
pelbagai pihak terutamanya penyokong
setia.
"Di mana Azmin bertanding, di situ saya akan
mencabarnya, Saya tidak kisah hilang wang pertaruhan
atau mendapat undi Urns kerana apa yang penting
ialah memberi saingan kepada Azmin," katanya kepada
Kosmo! semalam.
A2Wan bakal memperjuarigkan manifesto
berkonsepkan #RafeyatN'ombor Satu pada PRU-14
dengan memfokuskan untuk memberi kesenangan dan
pelbagai kemudahan kepada rakyat.
Antara janji yang dibuat Azwan termasuklah mahu
melawat kawasan yang dimenanginya setiap hari selama
tempoh lima tahun tanpa mengira sama ada kawasan
tersebut menyokongnya atau tid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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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ar Harian terima anugerah
58 lagi penerima
pelbagai anugerah
sempena Malam APC
MDKS 2017
ARZIANA MOHMAD AZAMAN

KUALA SELANGOR

K

etelusan Sinar Harian dalam
menyiarkan berita dihargai
melalui Anugerah Khas
Wartawan sempena Malam
Anugerah Perkhidmatan Cemerlang
(APC) Majlis Daerah Kuala Selangor
(MDKS) 2017.
Sinar Harian menjadi satu-satunya media yang menerima penghargaan itu diikuti 32 kakitangan
menerima Anugerah Perkhidmatan
Cemerlang dan lapan penerima
Anugerah Khas YDP.
Manakala 10 penerima
Anugerah Perkhidmatan Lama (25
tahun), tujuh penerima Anugerah

Khas Pesara dan seorang penerima
Anugerah Sukan diraikan di
Ballroom De Palma Eco Resort Kuala
Selangor.
Orang Besar Daerah Kuala
Selangor, Datuk Mohamad Yaacob
Ismail berkata, penganugerahan seumpama ini sebagai satu pengiktirafan prestasi kerja yang mengorbankan masa, usaha dan
tenaga.
“Semua mesti ingat bahawa
penganugerahan ini bukannya ada
sistem giliran dan jika cemerlang
lagi, mereka akan dianugerahkan
sebagai menghargai perkhidmatan.
“Bagi yang tak dapat, berlumbalah untuk berkhidmat dengan lebih
baik dan bagi yang menerima anugerah, ianya boleh menjadi suntikan
semangat untuk lebih cemerlang,”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selepas
hadir merasmikan majlis yang bertemakan retro itu dan turut dihadiri
Yang Dipertua MDKS, Rahilah
Rahmat dan Setiausaha MDKS,
Azman Dahlan.
Mohamad Yaacob turut meng-

Ketelusan dalam
penyampaian berita
info dihargai, terima
anugerah khas
daripada Majlis Daerah Kuala
Selangor

Sinar Harian turut menerima Anugerah Khas Wartawan sempena Malam APC
MDKS 2017.

ingatkan, penjawat awam menuntut
pengorbanan bukannya sedikit dan
sentiasa berdepan cabaran bagi
memberikan khidmat terbaik untuk
pemegang hartanah daerah ini.
“Komitmen penjawat awam ini

penting dalam pemacu pembangunan sahsiah penjawat awam kepada
lebih cemerlang selain membantu
merealisasikan misi dan visi kerajaan negeri,” katanya.
Sementara itu, Rahilah berkata,

perhargaan ini adalah satu pengiktirafan menghargai jasa kakitangan
yang bantu pihak pengurusan merealisasikan dasar kerajaan negeri.
“Penganugerahan ini bagi
menghargai keikhlasan kakitangan
dan datangnya bersama tanggungjawab lebih besar, jadi bersedialah
meningkatkan komitmen lebih
tinggi.
“Pencapaian MDKS juga memberangsangkan sepanjang tahun
2017 termasuk diiktiraf sebagai
agensi penting untuk pembangunan
pemeliharaan habitat kelip-kelip di
peringkat antarabangsa.
“Sudah menjadi harapan saya
supaya daya pemikiran diberi nafas
baru selain perlu kreatif dan berinovatif menggandakan nilai tambah ilmu dan pengalaman diri,”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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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di tanda tanya
Wan Azizah
tinggalkan
majlis ketika
Azmin berucap
MOHD ISKANDAR OTHMAN

BUKIT MERTAJAM

T

indakan Presiden PKR,
Datin Seri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secara tiba-tiba meninggalkan
majlis pelancaran pusat operasi PKR Seberang Jaya di sini
semalam, menimbulkan
tanda tanya.
Wan Azizah yang hadir
sejak awal majlis tersebut
diadakan pada jam 2.20
petang, dilihat terus bangun
sebaik sahaja pengacara
menjemput Timbalan
Presiden, Datuk Seri

Wan Azizah meninggalkan majlis ketika Mohamed Azmin berucap
pada majlis pelancaran pusat operasi PKR Seberang Jaya, semalam.

Mohamed Azmin Ali untuk
memberikan ucapan pada
majlis berkenaan.
Beliau kemudiannya meluru ke arah kenderaannya
sebelum disusuli Pengerusi
PKR Pulau Pinang, Datuk

Mansor Othman.
Kumpulan wartawan
yang menyedari situasi itu
segera mendapatkan Wan
Azizah bagi mendapatkan
komen pemimpin utama
PKR itu.

Ketika ditanya, Wan
Azizah berkata, beliau terpaksa pulang ke Kuala
Lumpur kerana mempunyai
urusan parti dan perlu menandatangani watikah calon.
“Saya nak balik nak tandatangani watikah kerana
semua calon yang akan bertanding di bawah tandatangan saya,” katanya.
Sebelum ini, beberapa
portal berita melaporkan,
Presiden PKR itu menolak
lapan nama calon di Selangor
yang diajukan Mohamed
Azmin.
Keadaan tersebut dikatakan punca menyebabkan
hubungan kedua-dua pemimpin berkenaan tegang.
Difahamkan, antara
nama calon yang digugurkan
ialah Naib Presiden PKR,
Tian Chua selain pegawai
Mohamed Azmin sendiri,
Hilman Id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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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min nafi serah nama
BUKIT MERTAJAM Timbalan Presiden PK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menaﬁkan menyerahkan
senarai calon pilihannya kepada pimpinan parti.
Azmin berkata, dakwaan
mengatakan beberapa nama
yang dihantarnya ditolak oleh
Presiden PKR, Datin Seri Dr
Wan Azizah Ismail hanyalah
khabar angin semata-mata.
“Itu cuma khabar angin.
Saya tidak akan beri respons
kepada khabar angin.
“Proses pemilihan calon
dalam PKR sangat telus.
Senarai penuh calon kita
hampir lengkap dan hanya
beberapa kawasan sahaja
yang kita perlu teruskan perbincangan dan saya percaya
kurang daripada 48 jam kita
akan umumkan senarai penuh calon kita,” katanya ketika
ditemui selepas menghadiri
majlis pelancaran jentera PKR
Parlimen Permatang Pauh di
sini, semalam.
Menurutnya, semua senarai calon PKR di negeri itu

dibuat bersama pimpinan
PKR Selangor.
Katanya, senarai nama
calon itu dikemukakan dari
peringkat cabang kepada
Majlis Pimpinan Negeri untuk dinilai sebelum dihantar
ke pimpinan parti.
“Jangan buat spekulasi.
Perbincangan masih lagi diteruskan dengan semua
pimpinan parti dan belum
ada lagi keputusan muktamad, namun sebahagian
besar calon yang ada dipersetujui jawatankuasa pemilihan calon,” katanya.
Sementara itu, Wan
Azizah ketika ditemui dalam
majlis sama berkata, PKR
akan melakukan saringan
terakhir senarai calon PRU14,
dengan turut mendapat
nasihat daripada Ketua
Umum,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Kita ada saringan untuk
proses calon. Kita akan lakukan saringan terakhir dengan
nasihat daripada Anwar,”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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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waris Al-NyakHussaini berkumpul
KELANA JAYA - Seramai 280
ahli keluarga dari lima generasi berjaya dihimpunkan
dalam satu Majlis Silaturahim
Keluarga Al-NyakHussaini
yang diadakan di Dewan
Komuniti Majlis Bandaraya
Petaling Jaya (MBPJ), semalam.
Pengasas program, Tan
Sri Hanaﬁah Hussain berkata,
program tersebut secara keseluruhannya dihadiri kirakira 10 keluarga dari pelbagai
peringkat umur.
Beliau berkata, keluarga
Al-NyakHussaini berasal dari
Aceh dan terdapat sebahagian daripada ahli keluarga
yang hadir semalam menetap
di Aceh, Medan, Bandung
dan Jakarta, Indonesia.

“Saya sudah berusia 93
tahun dan mungkin masa
saya dah tak lama, tapi saya
harapkan program yang saya
ilhamkan dan rancang hari
ini (semalam) dapat memberi manfaat untuk keseluruhan generasi AlNyakHussaini.
“Menerusi pertemuan ini
saya harapkan ada sesuatu
yang dapat ditinggalkan untuk seluruh kaum keluarga
sebelum saya pergi dan berharap program ini dapat diteruskan lagi pada masa akan
datang oleh waris AlNyakHussaini, “ katanya.
Hanaﬁah berkata, beliau
berharap seluruh kaum keluarganya dapat sentiasa
menjaga akhlak, ibadah serta

nilai-nilai murni dalam kehidupan.
Turut hadir pada majlis,
Ketua Pegawai Eksekutif
Pemerbadanan Menteri
Besar (MBI), Raja Shahreen
Raja Othman yang juga sebahagian daripada keturunan Al-NyakHussaini.
Raja Shahreen ketika ditemui berkata, beliau sangat
gembira dapat berkumpul
bersama pada majlis bersejarah itu.
“Walaupun hanya sebahagian sahaja yang dapat
hadir, tapi ini sangat baik kerana dapat sama-sama berkumpul dan berkenalan dengan kaum keluarga yang
datang dari pelbagai latar
belakang,” katanya
Foto: IHSAN SELANGORKINI

Hanaﬁah (barisan depan, tengah) bergambar bersama sebahagian keturunan Al-NyakHussaini yang
hadir, se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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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 Setia kini berubah wajah
Pelbagai projek
pembangunan
dilaksanakan demi
manfaat penduduk
kawasan tersebut
ASYRAF MUHAMMAD

PETALING JAYA

K

awasan Dun Seri Setia
sebelum ini lebih dikenali
sebagai penempatan
golongan sederhana dan sering kali
berdepan dengan pelbagai isu
melibatkan penduduk setempat di
sana.
Namun begitu, kawasan itu kini
telah berubah wajah selepas bebe-

rapa projek pembangunan dan penambahbaikan dilaksanakan demi
manfaat penduduk setempat sejak
2008 lalu.
Ahli Majlis Bandaraya Petaling
Jaya (MBPJ) Zon 24, Halimey Abu
Bakar berkata, terdapat beberapa
inisiatif telah dilaksanakan oleh
pihaknya di kawasan itu sebelum ini
bagi meningkatkan taraf hidup masyarakat setempat.
“Antara yang telah kita laksanakan adalah dengan menambah baik
balai raya untuk dijadikan dewan
komuniti bagi kegunaan masyarakat
setempat.
“Dahulu, dewan ini berdepan
masalah siling rendah dan sempit,
namun selepas diubahsuai, ia telah
mempunyai beberapa kemudahan
meliputi dua gelanggang badminton, pentas, tempat memasak, surau
lelaki dan wanita serta lain-lain lagi,”

Keadaan laluan yang seringkali sesak
kini

telah ditambah baik.

katanya.
Di samping itu, bagi meningkatkan taraf pendidikan golongan belia
di kawasan tersebut, Halimey ber
kerjasama dengan Exco Pendidikan,
Pembangunan Modal Insan, Sains,
Teknologi dan Inovasi, Nik Nazmi
Nik Ahmad dan Perpustakaan Awam
Selangor membina perpustakaan
komuniti.
“Perpustakaan komuniti ini adalah untuk kegunaan penduduk di
Kampung Lindungan dan masyarakat di Zon 24 ini yang meliputi kemudahan bilik seminar, kafe, tempat
rujukan bacaan dan lain-lain lagi.
“Malah, kita turut melaksanakan
pembinaan gelanggang badminton
di luar perpustakaan komuniti itu di
mana terdapat pelbagai program
akan dianjurkan selepas ini,” katanya.
Dalam perkembangan lain,
masalah kesesakan yang dihadapi
oleh penduduk di Zon 24 khususnya
kawasan PJS5 mula selesai apabila
terdapat kerja-kerja penambahbai-

Halimey bergambar di hadapan dewan komuniti yang telah dibangunkan sebelum
ini.

kan dilakukan di laluan alternatif ke
Bandar Sunway yang kini sudah 90
peratus siap.
“Bagi menyelesaikan isu ini, saya
telah mengadakan perbincangan
dengan pihak Lebuhraya Pantai
Baru (NPE) dan Sunway untuk mencari penyelesaian.
“Sunway bersetuju membiayai

Pembinaan Perpustakaan Komuniti di Kampung Lindungan kini hampir siap.

kos penambahbaikan laluan itu dengan pembinaan bulatan dan kini
penduduk boleh belok ke kiri dengan selamat dan mengurangkan
kesesakan lalu lintasi,” katanya.
Selain itu, Dun Seri Setia turut
berubah apabila terdapat beberapa
projek pembinaan gerai sedang giat
dilaksanakan.
Halimey berkata buat masa ini,
pihaknya sedang dalam proses pembinaan medan selera di Kampung
Lindungan yang meliputi 26 pintu
gerai dan lapan kiosk.
“Medan selera ini terletak berhampiran tadika rakyat dan dewan
komuniti. Pembinaannya juga dijangka siap dalam pertengahan tahun ini bagi menempatkan peniagapeniaga kecil di tepi jalan dan tidak
mempunyai lesen.
“Ini adalah inisiatif yang kita
ambil bagi memastikan ekonomi
penduduk setempat sentiasa terjamin,” katanya.

Headline
MediaTitle
Date
Section
Page No
Language
Journalist
Frequency

Enam komuniti di MPKj giat laksana kitar
Sinar Harian
23 Apr 2018
Selangor & KL
21
Malay
N/A
Daily

Color
Circulation
Readership
ArticleSize
AdValue
PR Value

Full Color
160,000
509,000
240 cm²
RM 4,094
RM 12,282

Enam komuniti di MPKj giat laksana kitar
TAMAN HARMONI –
Sebanyak enam komuniti di
kawasan pentadbiran Majlis
Perbandaran Kajang (MPKj)
telah melaksanakan program
Pengasingan Sisa dan Kitar
Semula (Go Green with 3R)
sejak ia diperkenalkan dua
tahun lalu.
Timbalan Yang Dipertua
MPKj, Najmuddin Jemain
berkata, program ini adalah
salah satu amalan pengurusan sisa pepejal yang lebih terancang dalam memupuk
kesedaran dan pemahaman
di kalangan masyarakat terhadap pengurusan sisa pepejal dan kitar semula yang
ideal dan mesra alam.
“Proses pengasingan sisa
pepejal di rumah mengikut
komposisi sisa iaitu plastik,
kaca, kadbod, kertas, logam,

Sambutan
daripada
komuniti
ternyata
menyuntik
inspirasi baharu
kepada kami."
- Najmuddin

sisa makanan, sisa pukal dan
sisa kebun,” katanya.
Beliau berkata, komuniti
di Taman Harmoni telah terpilih untuk melaksanakan
program sebegini agar bersama-sama dalam memastikan penjagaan kebersihan
secara berterusan dijalankan
di kawasan berkenaan.
“Program sebegini merupakan satu perkembangan

positif dalam usaha mempertingkatkan pengurusan sisa
pepejal di kawasan pentadbiran MPKj,” katanya pada sidang media selepas merasmikan program Pengasingan
Sisa dan Kitar Semula, di
sini.
Menurutnya, peningkatan jumlah sampah secara
mendadak menyebabkan
tapak pelupusan sedia ada
semakin kehabisan ruang.
“Kita perlu memberi perhatian serius terhadap pengasingan sisa pepejal ini.
Sambutan menggalakkan
daripada komuniti ternyata
menyuntik inspirasi baharu
kepada kami untuk merancakkan sistem pengurusan sisa sampah dengan baik
dan teratur demi keharmonian bersama,” katanya.

Najmuddin
(kanan)
bersama
masyarakat
melakukan
gimik
pelancaran
program kitar
sem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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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katan Harapan is set to reveal its Selangor candidates very soon, but an ongoing t u g - o f - w a r in the
upper ranks of component party PKR has cast a shadow over the big announcement. A number of names
proposed by PKR deputy president Datuk Seri Azmin Ali was reportedly rejected by party president Datuk
Seri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With the rift between the t w o seeming to widen as the day progressed,
party veterans urged the top leadership not to give in to lobbying by internal factions over the candidate
list. > See report on Page U by JOCEUNE 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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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sis brewing in Selangor PKR
Pressure ramps up for Wan Azizah-Azmin meeting over candidate list
the leadership followed the wishes
of only one side.
Chua had earlier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that was widely seen as
PETALING JAYA: A crisis over the
a
veiled
warning to the party leadPKR candidate list in the Klang
ership to be cautious "not to drop or
Valley is threatening to boil over
April
28:
Nomination
Day
put
people
in because of lobbying"
amid pressure for an urgent meetfrom specific factions.
ing between party president Datuk
Although he did not name anySeri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and Azmin were also reportedly rejected, including his press aide Hilman one, the perception was that he was
her deputy Datuk Seri Azmin Ah.
There are rumblings within the Idham, who was proposed for the referring to fellow vice-president
ranks aligned to the caretaker Sela- Gombak Setia state seat, and trusted Rafizi Ramli, who is seen as the hidngor Mentri Besar after at least aide Khalid Jaafar, proposed for den hand behind Dr Wan Azizah.
Chua urged his president, as well
eight names proposed by him were the Hulu Selangor parliamentary
as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to
chopped from the .candidate list a seat.
have
the strength to withstand such
Another Azmin ally, Mohd Razlan
day before Pakatan Harapan is due
to unveil its Selangor candidates at Jalaluddin, the coordinator for Kota lobbying so that the party would
stay united in contesting the general
Damansara, was also rejected.
a gathering in Sungai Besar.
Chua, who is also PKR vice-presi- election.
The four-eyed meeting had yet to
A delegation led by PKR Wanita
take place at press time, as Azmin dent, told The Star that the candidate list is not about building power chief Zuraidah Kamaruddin met Dr
has been up north since Friday.
His last programme was at 10pm bases, but should be about building Wan Azizah at her residence in
in Nibong Tebal and he is only due the party and moving assemblymen Segambut, which PKR circles refer
to the national level as MPs so their to as "Istana Segambut", at 8am to
to fly back today.
discuss the matter.
The party crisis bubbled to the experience can be harnessed.
It included Gan, Hanizah and PJ
"It should not be about trying to
surface after at least eight names
put forward by Azmin were dropped purge. It is about generation build- Selatan MP Hee Loy Sian, personalities
with whom Dr Wan Azizah has
ing
for
the
party's
future,"
he
said.
or rejected by Dr Wan Azizah.
Chua denied issuing any ultima- a good relationship.
The incumbents dropped include
Party
sources said Zuraidah had
MPs Tian Chua (Batu) and Datuk Dr tum to Dr Wan Azizah on the choice
Tan Kee Kwong (Wangsa Maju). The of candidates, but admitted that he appealed to Dr Wan Azizah to
assemblymen dropped were Yaakob had proposed a plan that would see rethink the candidate list.
But as the day progressed, the rift
Sapari (Kota Anggerik), Hanizah assemblymen moving into parliaMohd Talha (Taman Medan) and mentary seats to help build PKR's appeared to widen.
Otai Reformasi, a veterans group
national
image.
Gan Pei Nie (Rawang).
He said the party would suffer if fiercely loyal to Anwar, issued a
Three other names put up by
ByJOCELINETAN
newsdesk@thestar.com.my

GESI14

statement warning the "cartel" presumably those associated with
Azmin and Zuraidah - not to pressure the president.
Sinar Harian also reported that
Dr Wan Azizah abruptly left a PKR
event in Seberang Jaya, Penang,
while Azmin was still on stage.
She reportedly said she had to
rush back to Kuala Lumpur to sign
the watikah (letters of authorisation) for candidates.
The tug of war over candidates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long-running
rivalry between the two camps in
PKR - one led by Azmin and the
other by Rafizi, who is aligned with
Dr Wan Azizah.
It is also seen as a prelude to the
party polls expected to take place
after the general election.
Rafizi, who is not eligible to contest in GE14, is perceived as trying
to undermine the influence that
Azmin has over the party.
The perception is that he is also
trying to put his ally Dr Fahmi Ngah
to contest the Kota Anggerik seat
with the aim of projecting him as a
possible mentri besar candidate.
Dr Fahmi i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the Selangor Economic
Adviser's Office and Anwar's former chief of staff.
The proposal to put party treasurer Datin Paduka Tan Yee Kew in

Wangsa Maju was also seen as a
Rafizi-inspired move because Yee
Kew is an ally of his.
Asked if he was hopeful for a
solution from the pending AzminWan Azizah meeting, Chua said the
priority should be about building
the party rather than strengthening
one camp against the other.
"They can meet, but they must be
open-minded and not threaten each
other," said Chua.
In Bukit Mertajam, Azmin said
the process of choosing election
candidates within the party was
"transparent".
He denied having sent a list of his
own preferred candidates, which
was said to have been rejected by
Dr Wan Azizah.
"I did not submit any list. The
names are done at state level based
on names proposed by branches.
'The state level will then evaluate
and submit the list to its candidates'
committee to decide," he said after
a meet-the-people session at the
PKR Seberang Jaya operation centre
in Jalan Baru yesterday.
Asked about the Selangor candidate list, Azmin said he did not want
to speculate as the discussion was
still ongoing.
"There is no final decision yet,"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party would
confirm the list by to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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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PAS
fields councillors
from various local
councils for GE14
By PRIYA M E N O N

priya@thestar.com.my

THIRTY percent of PAS candidates contesting in Selangor for GE14 are local councillors in the state.
There are 20 councillors from various
local councils in Selangor with four each
from the Shah Alam City Council (MBSA)
and Kuala Selangor District Council (MDKS).
There are two each from Hulu Selangor
District Council (MDHS), Amp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AJ),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and Sepang Municipal
Council (MPSepang).
Kaj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j),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SJ),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and Kuala Langat
District Council (MDKL) will each have one
councillor contesting for the party.
In total, Selangor PAS will be contesting 20
parliamentary seats and 47 state seats.
State PAS commissioner Sallehen Mukhyi,
said candidates' experience in working with
local council administration would be a plus
point for them as assemblyman and MPs
should they win.
'They are on the ground, dealing with
people's issues and the council so they will
be experienced enough for the position.
"They also displayed high level of commitment," he added.
Sallehan said the party hoped its decision
to field the councillors would be well-received by voters especially since the selected
candidates were popular with the people.
According to him, candidates were chosen
based on their popularity and willingness to
meet the people and resolve issues during
their tenure as councillors.
"We definitely wanted it to be a factor to
draw in voters.
"There is no point fielding candidates who
are not popular among voters,"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candidates were those with high
integrity and had a clean record.
Resident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have mixed feelings about the decision.
Wan Ahmad Khalid Abdullah, 44, said he
was happy that his area councillor Ahmad
Dusuki Abdul Rani would be in the running
for the N40 Kota Anggerik state seat.
"We already have good rapport with him

and this will come in handy for us after he
becomes the assemblyman," he added.
Shashi Dharan Nair, 38, from Shah Alam
said experience alone was not enough for a
candidate.
Shashi said candidates should be competent instead of merely having basic knowledge of the system.
"Yes, they may be well-versed in the running of a council or the state, however are
they competent enough to raise our problems? Otherwise there will be no end to our
issues," he added.
MyPJ, co-chair Esham Salam said residents welcomed any party with representation for the people and not for the party.
Although the move to field councillors
was not new, Esham said it was a smart
move to field a large number of them in
GE14. .
He also said the bottomline for MyPJ - a
non-partisan organisation coalition of 41
residents associations and Rukun Tetangga
in Petaling Jaya was to have local candidates.
"We want local representation, candidates
from Petaling Jaya and not parachute candidates from anywhere else in the country,"
he added.
Esham said there were two major issues
from MyPJ perspective,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and local council elections.
"We will scrutinise their stand and performance while in office on these two issues.
"We know the candidates who have done
damage in approving developments indiscriminately and those who have not been
supportive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and the people," he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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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LIT
IN PKR?

VICE-PRESIDENT Tian Chua adds
fuel to the speculation that the
party is engulfed in a crisis over
the selection of candidates. He
admits the leadership is under
intense pressure to choose certain
individuals, but warns it against
making irrational decisions.

WAN AZIZAH WALKS OUT AS AZMIN
ADDRESSES PEOPLE OF PERMATANG PAUH
» REPORT BY IDRIS MUSA AND
SITI SOFIA MD NASIR ON PAGE 19

Headline
MediaTitle
Date
Section
Page No
Language
Journalist
Frequency

TIAN CHUA WARNS PKR OVER CANDIDATE SELECTION
New Straits Times
23 Apr 2018
Color
Local News
Circulation
1,19
Readership
English
ArticleSize
IDRIS MUSA
AdValue
Daily
PR Value

Full Color
74,711
240,000
558 cm²
RM 19,161
RM 57,483

SPECULATION

TIAN CHUA WARNS PKR OVER
CANDIDATE SELECTION
PKR veep tells party leadership not
to make irrational decisions
IDRIS MUSA
AND SITI SOFIA MD NASIR
KUALA LUMPUR
cnews@nst.com.my

I

N an attack on his party, PKR
vice-president Tian Chua
yesterday warned its leadership against making irrational decisions in choosing candidates for the 14th General Election (GE14).
The warning from the hardcore
PKR politician came in the midst
of widespread speculation
that the party was in a crisis as
squabbles between top leaders
were reported over its candidate
selection.
It also came in the wake that
Tian Chua was being pushed to
let go of his Batu parliamentary
seat to contest in Johor.
He said: “I am willing to accept
if I am not selected to defend my
seat. However, any replacement
candidate must be someone who
can garner the people’s support.
“The party leadership must be
careful. The selection of candidates must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person’s background...
and this applies everywhere, not
just in Batu.”
He admitted that the party

leadership was facing pressure in
shortlisting candidates
“All I want is that our leaders
decide carefully and not cave
in to lobbying from any quarters.”
Social media was yesterday
abuzz with news of bickering in
PKR over its list of candidates,
especially in Selangor where
Menteri Besar Datuk Seri Azmin
Ali’s proposed list was allegedly
chopped off by party president
Datuk Seri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It was reported that up to eight
names proposed by Azmin were
struck off by Wan Azizah.
They included Tian Chua, former Segambut member of parliament Datuk Dr Tan Kee Kwong
and former assemblymen Yaakob
Sapari (Kota Anggerik), Hanizah
Mohd Talha (Taman Medan) and
Gan Pei Nie (Rawang).
The other three names submitted by Azmin were also rejected.
They were Azmin’s aide, Hilman
Idham, who was proposed for
Lembah Setia state seat, and
Khaled Jaafar, who was proposed
for Hulu Selangor parliamentary
seat, as well as Mohd Razlan
Jalaluddin for the Kota Damansara parliamentary seat.

However, Azmin made light of
the problem, saying that discussions on PKR candidates were
ongoing.
He, however, said the majority
of candidates to be fielded in
GE14 had been approved by a selection panel.
The panel comprised the party
president, deputy president,
election director, Women’s chief,
Youth chief and PKR vice-presidents Tian Chua and Dr Xavier
Jayakumar (former Seri Andalas
assemblyman).
“I don’t want to speculate
(about the alleged crisis). Let us
settle this issue. All I can say is
that the selection panel has met
several times to discuss, and we

All I want is
that our
leaders decide
carefully and not
cave in to lobbying
from any quarters.
TIAN CHUA
PKR vice-president

have an almost completed list.
“I believe that we will announce
the full list of our candidates
soon,” he said in Penang.
Earlier, when he was invited on
stage to address the people of
Permatang Pauh, Dr Wan Azizah
made a quick exit.
Asked on the alleged crisis, she
said: “I am on my way back to sign
appointment letters.”
PKR is scheduled to announce
its candidates at a gathering in
Sungai Besar to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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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T CANDIDATE

Azmin’s brother vows to challenge him

Datuk Seri Azmin Ali

Azwan Ali

KUALA LUMPUR: Controversial
celebrity Azwan Ali has vowed to
stand against his brother, Selangor Menteri Besar Datuk Seri
Azmin Ali, wherever the latter
decides to contest the 14th General Election (GE14).
Azwan, who is known as Diva
AA, said he planned to contest as
an independent candidate.
“It does not matter whether he
contests a parliamentary or state
seat.
“I will run against him to destroy his political career.
“People can say whatever they
want but I want to expose him

(Azmin) for what he is.
“I don’t want the Selangor people to keep on being fooled,” he
said, adding that he knew many
secrets about his brother.
The former television personality said he had been urged by
his supporters to contest against
his brother, who is PKR deputy
president.
Azwan said Selangor would face
a “major disaster” if Azmin was
re-elected to govern the state.
On his chances and how
he planned to finance his campaign, he said he did not want
to boast but he had the money

to campaign.
“It does not matter if I lose.
Even if I lose the deposit, I will
consider it a donation to the Election Commission. I will not have
any regrets.”
Azwan has been vocal in condemning his brother.
In recent months, he lodged a
report with the Malaysian AntiCorruption Commission against
Azmin, alleging abuse of power
and corrupt practices.
Azmin is the Gombak member
of parliament and Bukit Antarabangsa state assemblyman sinc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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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issue over use of
PKR logo: Azmin
BY IAN MCINTYRE
newsdesk@thesundaily.com

BUKIT MERTAJAM: PKR deputy president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has ticked off certain
quarters who want to derail Pakatan Harapan's
(Pakatan) efforts to put up a good showing in the 14th
general election (GE14) by harping on the use of the
coalition's logo.
He said the use of the PKR logo by Pakatan
partners was agreed upon at the highest level of the
alliance - the presidential council - following the
move by the Registrar of Societies not to register
Pakatan.
When told that the protest was by parties who
claimed to have the support of 120,000 PKR
members, Azmin brushed it off, saying it was an
irresponsible and irrelevant move.
Pakatan must focus on making the Opposition
ready to challenge the Barisan Nasional (BN), Azmin
said while on a one-day campaign visit to Penang.
Meanwhile, speculation continues over the final
list of candidates for PKR in Penang, with at least
seven incumbents expected to be either relocated or
dropped to make way for new blood.
Among the names are Ong Chin Wen (Bukit
Tengah), Dr T. Jayabalan (Batu Uban), Cheah Kah
Peng (Kebun Bunga), Datuk Abdul Malik Abul
Kassim (Batu Maung), Datuk Mohd Rashid Hasnon
(Pantai Jerejak), Datuk Maktar Shapee (Sungai
Bakap) and Datuk Law Choo Kiang (Bukit Tambun).
Also on the list is Gooi Hsiao Leung, son of former
Penang DAP chairman Gooi Hock Seng, who has
been absent from active politics since mid-2000s.
Hsiao Leung is the incumbent Alor Star 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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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ma in Shah Alam
ON THE OTHER
HAND...
BY HAFIDZ BAHAROM

AVING grown up in Shah Alam
and stayed there for 33 years, I
often joke that as a person from
the city that we don't get fooled
by politicians.
Why? Because we are well versed and
trained to handle roundabouts.
Another joke is that nothing interesting
ever happens in Shah Alam Of course,
there was that one time some people
marched with a cow head from the
mosque. And yet, the general election may
change that.
Shah Alam became an opposition seat
in 2008, when Khalid Samad ran as a PAS
candidate under the Pakatan Rakyat
alliance. It was the time when the majority
of voters in Selangor decided to change
the ruling coalition.
And unlike what happened in Perak, we
did not flip flop.
Although, some believe that the
"important announcement" at PWTC in
September last year of Tan Sri
Muhammad Md Taib joining Umno again
was rumoured to be a coup in Selangor
after certain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decided to switch sides.
I guess many of us will never know
about that one.
Analysing the past results for Shah
Alam, Khalid Samad increased his
majority from 2008 to 2013, from a

H

majority of 9,314 to 10,939. My view is that
it was also because in 2013 BN did not take
Shah Alam seriously by picking Zulkifli
Noordin to be the candidate.
However, a lot has changed since 2013.
But we must note that Shah Alam did not
fall under the "Malay Tsunami" in 1999
when Keadilan (now PKR) contested the
seat.
For one thing, there is now a schism
between Pakatan Harapan and PAS. And
contrary to popular belief PAS has strong
support in some urban areas like Shah
Alam, Gombak, Kota Raja and Sepang.
PAS has announced that Mohd Zuhdi
Marzuki, the head of its internal research
centre, will be contesting against Khalid.
Barisan Nasional has yet to announce its
candidate.
For me - and I am a very, very liberal
Malay - Shah Alam was the hometown
where you got away from distractions and
just relaxed. Many see Shah Alam as
boring for its lack of entertainment outlets
and even cinemas.
Yet another Shah Alam joke - if you
have a cinema, you're probably not
recognised as Shah Alam.
But there is plenty of irony. Nobody
knows how to describe Section 8. No
alcohol or booze is sold in the city openly,
yet a brewery is on our doorstep and it
perhaps houses the only bar in Shah Alam
More importantly, Shah Alam has a
conservative Malay majority, and many
students from private and public
universities.
It is a showcase of young versus old,
conservative versus moderate, a growing

consumerist society judging by the malls
being built and higher-income housing.
Yet it also has a population that now gets
angry with traffic congestion.
It is a city that has a police contingent,
religious authorities right across the state
mosque, and is the mamak restaurant
capital with many becoming places for the
youth to socialise while watching
wrestling or football telecasts.
It is a city divided by class, with clearly
marked out middle class, wealthy and
poor areas.
Similarly, the industrial zones and the
residential areas are segregated. It is made
up of civil servants, police personnel,
hospital staff from the government
hospital and the state-owned Darul Ehsan
Medical Centre.
Many residents are lecturers at UiTM,
Unisel, Medina University, the PTPL
College and MSU in Section 13.
GE14 will see a three-way fight between
PAS, Umno and Amanah - it will be
interesting to see whether the PAS old
guard still holds sway or the grassroots
has shifted its support to Amanah?
Or, will the split between the two
benefit Umno enough to swing victory its
way? It is an open question that has many
worried.
But hey, why would we need a cinema
in Shah Alam with this drama. Hold on to
your seats and stock up on your popcorn.
It's going to be an exciting election.
Hafidz Baharom is a public relations
practitioner. Comments: letters@
thesun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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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黨人民黨也競選

班丹國席_题
劉佩明

•梁国伟

•莫哈末苏克里

(吉隆坡22日讯）随著伊斯兰党和人
民党加人竞选，班丹国会选区在第14届
大选将陷入至少四角战，如今，各竞选
政党已陆续公布候选人，独欠公正党至
今未对外宣布派谁上阵守土。
在第13届全国大选，原任班丹国会议
员拉菲兹在公正党旗帜下，首次从国阵
手中夺下班丹，以超过2万张多数票击
败马华候选人林展宇。
惟他因被控泄漏国冢养牛中心
(NFC)银行资料，被地庭裁决罪成，
判监30个月，所以无缘在第14届大选上
阵。
马华班丹区会主席拿督梁国伟和人民

党雪州秘书李映霞，最先以准候选人姿
态在选区走动，而伊斯兰党派出班丹伊
青团团长莫哈末苏克里上阵。

選民投票動向難預計
3名准候选人当中，以梁国伟和李映
霞在班丹区耕耘资历最深，反之，首次
攻打班丹国会选区的伊斯兰党准候选人
则较为逊色。
虽然班丹区被视为公正党的堡垒区，
但随著敦马哈迪成为希望联盟的领导，
选民的投票动向已无法预计，尤其是马
来选民，所以公正党能否成功守土也属
未矢口数
无论°如何，希盟明晚在瓜拉雪兰莪正
式宣布候选人名单。

為保議席
公正黨料派努魯上陣
，守住班丹国会议席，公正党料委
派重量级人物上阵，副主席努鲁
依莎出线呼声最高！
早在今年2月地庭对拉菲兹宣判前，
公正党从去年年底就传出努鲁依莎准备
替代拉菲兹，到班丹上阵。
随后，陆续传出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
旺阿兹莎，及署理主席兼原任雪州大臣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都可能转战班丹。
拉菲兹早前在公开活动上，公开“点
名”旺阿兹莎和努鲁依莎其中一人会取

代他守土班丹，可见拉菲兹心水接班人
人选已把阿兹敏阿里排除在外。
消息告诉《中国报》，旺阿兹莎估计
会继续留守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的“老
巢”苔东埔，而阿兹敏阿里会继续留守
鹅唛，所以两人前往班丹的几率不高8
至于努鲁依莎是否获得班丹区的公正
党基层支持，消息说，公正党不是个人
主义，党员都是依据党的指示配合，所
以相信不会抗拒努鲁依莎的到来。

•努鲁依莎

李映霞：參選讓人民更多選擇
I

李映霞

gff任莲花苑州议员李映霞今年
宣布加入人民党，同时竞选
班丹国会选区和莲花苑州选区。
虽然人民党不属于国阵或希望
联盟，但自李映霞宣布在班丹国
会议席竞选，就被标签为分散希
_3¥明洗西

李；霞1°此说法不表认同，她
说，选区不属于任何政党，不能
因为有政党参选就被视为分散选
°她接受《中国报》访问时指
出，如果说别的政党参与竞选就
等于分散选票，那当初马华胜出
的时候，民联也不应要来班丹竞

选。
她强调，在民主制度下，提供
更多样化的选择给人民，没有所
谓的分薄选票。
她说，若希盟仍是安华领导，
希望联盟的支持率或许比较稳
定，但是因马哈迪的过去是反对
党的政敌，选民的动向或会变
动。
她直言，虽然班丹区选民对人
民党可能比较陌生，但她已在
班丹区服务多年，有一定的知名
度，希望选民给人民党机会，成
为反对党制衡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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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公正黨有2名單？
傳部分原任議員落馬
(吉隆坡m日讯）雪隆公正
党宣布候选人名单前竟出现乱
局？部分原任国州议员更被盛
传将落马！
希望联盟明天晚上将公布雪
州候选人名单，唯在未公布前
橫生枝节，据坊间盛传，目前
公正党共有2份候选人名单，一
份是希盟雪州主席拿督斯里阿
兹敏阿里所提呈，另一份则是
与阿兹敏阿里不咬弦的该党副
主席拉菲兹所提交，阿兹敏阿
里提呈的候选人名单中，却有8
人落马。
据《星报》报导指出，落马
的包括原任荅都区国会议员蔡
添强、原任旺沙玛朱区国会议
员拿督陈记光、原任哥打胡姬
岭州议员耶谷沙巴里、原任美
丹花园州议员哈妮查、原任万
烧区州议员颜贝倪，以及提名
上阵鹅唛斯迪亚的希尔曼、上
阵乌雪国会选区的卡立嘉化，
以及上阵哥打白沙罗的莫哈末
拉兹：兰，皆被拒绝。
亲阿兹敏阿里的该党妇女组
主席袓莱达更率团会见党主席
拿督斯里旺阿兹莎，以尝试说
服旺阿兹莎重新考虑有关决

i居《中国报》获悉，来自该
党不同派系皆持有各自意见，
阿兹敏阿里派系的消息指出，
候选人名单由始至终都是区部
呈上给州，后交给党领导层
的，因此根本不如外界盛传
会有多份候选人名单出现的问
题。
蔡添強話中有話
惟蔡添强在周日下午4时也召
开记者会，表明自己可以不上
阵和离开苔都国会选区，但也
不希望因特定利益而左右了公
正党候选人的遴选，同时也希
望在荅都国席上阵的候选人可
照顾当地多元社会的需要，话
中有话令人有所揣测。
至于另一派系的人就强调，
该党主席一定会收到来自不同
阵营的候选人名单，一切属正
常现象，包括公青团或妇女组
的名单，之后再交由党领导层
做出蹄选，以选出最合适的候
选人。
“其实有舍就有得，最高领
导层会在不同的名单中筛选最
适合的人选，意味著候选人不
一定都来自同一个人所呈的名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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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區州議席準候選人鄭耀民

坚持使命，不忘初心，
让加影变得更好。

鄭耀民：代表華人的使命

°
有些人嘲讽马#

加影捷運站應打造夜市街
耀民说，随著捷运去年开到加有力量，再强的候选人也没办法推
动社区发展。”
TnP影，把加影打造成旅游城镇是
他的心愿之一。
询及马华准备如何吸引选票时，
他说:、加影街上许多商店与商业
他坦言没有特定方法，他认为，投
选人民代议士，是要为社会规划做
模式渐渐走向夕阳行业，若可以让
更好的发展，若选民要的只是整体
街上商业活动转型，或可带动加影
雪州政府由谁执政，而不看候选人
街上的经济。
素质，他也只能尊重选民的选择。
他举例，可以把捷运站附近街道
他强调，即使国阵拿不回雪州政
打造成有如台湾的夜市旅游区，当
权，他也希望雪州有反对的声音。
然，前提是必须获得市议会配合。
“我认同两线制的民主制度，而
此外，他也有计划开办乐龄康乐
且两线制必须建立在相互竞争及相
中心，让乐龄人士有个相伴休闲地
互监督的基础上，而不是将某一政
方，透过定时举办活动，让各族可
以更相处融洽，打破种族隔膜。
党连根拨起，因为这样最终受惠的
才会是人民。”
“当我们有愿景要与社区一起努
力的时候，我们需要支持力量，没

选行动室研究选区事项。

他认为，整个社区的发
展，若人民代议士没有把
人民意！纳入，将无法谈
社区愿意。

•郑耀民 左
(2 与)其竞选团队，在大

_1

frHJ

二人选。
毕业于马大中文系的他
说，他受纯中文教育，非
常清楚华人感受，很多人
感觉华裔不被尊重，但他
以加影为例。
“当权者在制定加影发
展时，州议员或市议员有
否邀请加影社团或加影人
一起讨论如何发展？”

.进

时坦言，马华一定要在政
府体制里，才能协助反映
华社心声，就如一场游
戏，必须参与其中才能一
起制定游戏规则。
郑耀民也是马华乌冷区
会秘书。入党18年的他，
坚持做对的事，他说，这
一次，他是带著责任或使
命来竞选，胜选对他而言
不是荣耀，而是责任。
他是马华推荐的加影州
议席候选人，如无意外，
他将是国阵加影州席的不

不，

•郑耀民（中）希望华裔选民，给马华年轻一代基层领袖力量发展社区。

里，但作为马华新希望可以打破这种琴
“以前的领袖或1
必须承认，认了再g

马不
任题”

族课想处 选但历笼他
各些的慎 裔，入沙，
华弃走的袖

i

“坚持使命，不忘初
心”，作为马华党员，他
觉得有需要站出来协助
党。
1也坦言，自己曾在内政
部、教育部、卫生部及首
相署服务，拥有13年的政
府部门工作经验，对于各
部门运作都已相当了解，
也可以为华社献一分力。
“我们都知道这场仗很
难打，尤其是华裔选票更
加不容易，但作为马华党
员，一定要面对华社。”
他接受《中国报》专访

£m

^H,

得大多数的加影州选区华
裔选民支持，尽管这是马
华最低潮期，但国阵加影
州选区协调员郑耀民说，
本届大选，马华依然不放
弃加影。
他说，马华没有放弃，
也不能放弃，虽然知道这
一届选举依然很艰辛，但
这是马华代表华人的使
人
口卩o

，一胞谨
s
=

马华在过去两届大选及
2014年加影补选，都不获

政府部門工作13年

-许

敢发声，觉得马华:
e
但他不认同这种看名 o晰
他强调，在多元3
都有权力宣泄他们E
题中，各族或许者丨
法，作为党领袖， ^
込
理各族感受。
他认为马华最犬
民，虽然多次被#
马华不放弃，除非〕

信课

关印翟民说，

不多
里在同和 是唾华 人领
A
Q 家，解及 境民马别层
多对Y
国rLJ 了尼
顾CN^ 选天
旧
多
很员“ ；
族情不须 的裔
躲
释议是f
有
的5

'既然马华代表华
人，就必须出来面
对华裔选民，输了几次也
不能放弃！”

_

嘹解很^:不_馬華

党/社团职位 马华乌鲁冷岳区会秘书
竞选宣言

馬華爭取皇冠城建2中學
4!；^双溪龙华小成功建设后，马华计
划在皇冠城争取一间国中及国民
型中学！
国阵加影州选区协调员郑耀民透
露，这是其竞选团队与马华乌冷区会
的计戈丨J之一。
他说，双k龙国中学额已爆满，有
85。。是华裔学生，因此，若可以在皇
冠城增建多一间国民型中学，相信皇
冠城居民会很高兴。
“我们希望至少多一间国中，若可
以要求多一间国民型中学就更好。”
他在谈及加影州选区选民最需要的
东西时笑称，现在谈加影州选区必须
概括双溪龙及皇冠城。

他说，双溪龙及皇冠城两地有1万
多名加影选民，两地的发展需要好好
规划，双皇两地85°。是华裔居民，若
增建一所国中，相信华裔学生也会占
80%�

“双皇两地在上届大选属杜顺大州
选区，杜顺大属马来区，本届大选，
双皇两地纳入加影这个华裔选民占逾
40"。的选区，那么传统上由马华竞选
州议席，马华在教育这方面肯定要争
耳又。”
¥过，他强调，若马华再丟失加影
州议席，马华便没权力再向教育部谈
增建多一间国民型中学。
“这是政治现实，不是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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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足總杯 紅巨人—飛鷹
(莎阿南22曰讯）主场惨吞3蛋，但
“红巨人“雪3莪最终仍通过点球大战险
胜“城市飞鹰”吉隆坡，挺进马来西亚足
总杯半决赛。
手握3个客场进球的雪兰莪，昨日在足总
杯8强次回合巴生谷打比战，坐于莎阿南体
育场迎战吉隆坡，然而主队却在主场表现

馬來西亞足總杯
8強次回合
前日成绩（21日）
霹雳
和雪兰莪发展机构2比2
(雪兰莪发展机构以总成绩4比3胜出）
雪兰莪负吉隆坡
0比3
(两回合总成绩3比3、雪点球战8比7胜)

半決賽對陣
雪兰莪对雪兰莪发展机构
彭亨
对霹雳经济发展局

不济，客队在上半场由拉兹达克（第14分
钟）和巴西中场巴罗佐素（第45分钟）先
后破门，萨兹万安迪（第53分钟）在下半
场锦上添花，让吉隆坡客场以3比0告捷，
总比分3比3逼平雪兰莪。
双方在加时赛毫无建树，最终比赛拖入
点球大战，然而雪兰莪获得幸运女神的眷
顾，以8比7险胜对手，拿到一席半决赛门
亭o
一场8强战，罗德尼（第54分钟）和古
鲁萨米（第64分钟）破门，让客场作战的
雪兰莪发展机构以2比0领先，但随后霹雳
的巴沙鲁丁梅开二度（第73和第82分钟）
助球队扳平比分，但总成绩仍以3比4不敌
对手，止步8强。
半决赛的对阵，雪兰莪将对上雪兰莪发
展机构，而”大象“彭亨则将和霹雳经济
发展局会师4强。
•沙茲万安迪
(中）为吉隆坡
打人第3球后，
与队友们热烈庆
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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黒
—(无拉港22日讯）经过多
次谈判，雪州行动党4国席
16州席候选人终出炉，其中
‘个囯会选区的原任囯会议
员继续守土，州议席有6名
新面孔，雪州前行政议员刘
天球将重作冯如，党选灰区
之一的双溪比力州选区！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今早
在该党无拉港大选行动室内，宣
布雪州行动党的20国州议席候选
人，并继续由雪州主席潘俭伟领
航。
在今届大选，行动党将上阵的
州议席有适耕庄、新古毛、莲
花苑、杜顺大、无拉港、史里
邦安、金銮、梳邦再也、武
吉加”星、甘榜东姑、万达镇（前

称哲乐镇）、巴生新镇前称双
溪槟榔）、班达马兰、哥打哥文
宁（前称太子园）、万津（前称
直落拿督）、双溪比力；至于国
席则保留回原有的席位，即是万
宜（前称沙登）、蒲种、白沙罗
(前称八打灵再也北区）和巴
^候选人名单中，大部分是旧
面孔和留在原区守土，包括哥宾
星（蒲种）、查尔斯（巴生）、
潘俭伟（白沙罗）、王建民（万
宜）、黄瑞林（适耕庄）、李
继香（新古毛）、黄田志（无
拉港）、欧阳捍华（史里肯邦
安）、黄思汉（金銮）、拉吉夫
(武吉加星）、拿督邓章饮（巴
生新镇）等。

文轉C6

•P102万宜
王建民

•P102蒲种
哥宾星

•P106白沙罗
潘俭伟

•PP110巴生
查尔斯

雪州行動黨州席候選人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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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04适耕庄
黄瑞林

令屻6新古毛
李继香

Cs

^N22莲花苑
黎潍猖（新人）

rQ

^N23杜顺大
艾德里（新人）

，，

•N27无拉港
黄田志

•N28史里肯邦安
欧阳捍华

•MO金銮
黄思汉

•N31梳邦再也
黄美诗（新人）

•N34武吉加星
拉吉夫

•N35甘榜东姑
林怡威(新人)

•N36万达镇
^N45巴生新镇
嘉玛丽亚（新人）
拿督邓章钦

•林冠英(第2排左4)宣布雪州4国16州议席的候选人。

有信心旗開得勝
彡二^动党雪州主席潘俭伟坦言，基于雪州有许多有潜能
1」披甲上阵的候选人人选，所以雪州行动党的候选人
名单需耗费一段时间遴选，不过相信脱颖而出的候选人可
击败国阵候选人。
他也希望该党的候选人在雪州旗开得胜，同时入主布城
夺得中央政权。
“我也希望所有竞选团队全面备战，并协助所有披甲上
阵的候选人。”
他强调，此届大选是希盟夺得中央政权的好机会，因此
希望选民不分种族的团结一致，确保国家可改变。
此外，此届大选并没上阵的原任州议员，即张菲倩（莲
花苑）、陈博雄（班达马兰）、赖玉兰（双溪比力）也未
出现在现场，而张菲倩也在该党宣布候选人后，在其面子
书祝福黎潍福。

5市議員獲上陣機會
口名市议员更上一层楼，成为今届大选候选人！
O在行动党宣布的雪州州选区候选人名单中，加影市议员黎
潍娼、士拉央市议员艾德里、八打灵再也市议员嘉玛丽亚、林
怡威以及巴生市议员梁德志都获得上阵机会。
行动党此次为了同时争取巫裔和华裔选民的支持，也派出了
通晓中、英和巫的巫裔候选人上阵，即是艾德里和嘉玛丽亚，
两者在接受中文媒体访问时，都可对答如流。
原任莲花苑州议员张菲倩和原任班达马兰州议员陈博雄则被
“刷下”，改由新人兼市议员的黎潍娼和梁德志取代。
原任万达镇州议员杨美盈和原任梳邦再也州议员杨巧双已弃
州攻国，她们留下的空缺分别由嘉玛丽亚和黄美诗顶上。
至于林怡威DlU会在甘榜东姑州选区披甲上阵。
值得一提的是，黄美诗、嘉玛丽亚和林怡威更被称之为“美
女候选人”，更是许多摄影机前的模特儿。
此外，杜顺大州议席是行动党今届大选新增加竞选的议席，
并由艾德里竞选。

iiii
•N47班达马兰
梁德志（新人）

mm

f^i

令奶！）哥打哥文宁
甘纳巴迪劳（换区）

^N52万津
刘永山（換区）

.N56双溪比力
刘天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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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行動黨20候選人出爐•

劉永山轉戰萬津州席
•文接C1

至于州选区中的其中一名
印裔候选人甘纳巴迪劳，则
从哥打阿南沙（现称圣淘
沙）换区在哥打哥文宁州议席上阵，而原任甘
榜东姑区州议员刘永山转战万津州选区，该区
原任州议员罗志兴因涉嫌滥用选区基金而被行
动党开除。
在2008年至2013年，领养双溪比力州选区的
前班达马兰区州议员刘天球，再度获得上阵的
机会，并会取代原任双溪比力州议员赖玉兰在
该选区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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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弃州攻国的原任梳邦再也州议
员杨巧双也出席聆听雪州候选人的
宣布，并将纪念性的一幕拍下。

•新兵兼美女候选人成为焦点人物；
左起为林怡威、黄美诗和嘉玛丽亚。

盼爭取更好居住環境
•行动党万达镇州选区候选人嘉玛丽亚（29岁）
曰早上才知道此次有幸披甲上阵，

代替已弃州攻国的杨美盈在万达镇
向馬來選民講解理念與黃祚信屬君子之戰辱
上阵。
•行动党杜顺大州选区候选人艾德里（33岁）

•行动党双溪比力州选区候选人刘天球

二p可否认，有马来选民对于行动党尚有
夕匕不同看法，所以我会走入甘榜区逐一
向他们讲解，以望打破他们以前的看法。
我相信马来选民并非笨蛋，他们只是希
望看到我们会出现。
杜顺大州选区共有62%的华裔选民，而我
本身是在1、2周前接到通知，以准备在杜
顺大州选区一带启动竞选机制。

#双溪比力州选区，我的胜算只有约
ttwo,所以我会努力争取出线！
我对双溪比力州议席并不陌生，毕竟我
在2008至2013年就领养这个选区，当地村
长、基层和市议员都已很熟悉。
我也感谢中央让我重新上阵，对于对手
是马华雪邦区会主席拿督黄祚信，其实，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希望这场是君子
之战。

我2016年正式成为行动党党员，也是
杨美盈的特别助理，加上是八打灵再也
市议员的身分，因此，对于万达镇并不
感到陌生，相信在此区上阵会稍微轻
松。
°万达镇在选区划分后，依然大部分属
于住宅区花园，我们两年前也做过民
调，是关系到治安和环境，因此，我也
希望自己可以为当地居民争取更好的居
住环境，包括休闲场所和保安系统等。
八打灵再也有很强的机制，我们可高
效率的展开竞选工作。

發現法律體制存問題
-p

•行动党梳邦再也州选区候选人黄美诗（28岁）

ffl

•行动党雪州在无拉港的竞选行动室宣布候选人，现场有许多该党支持者出席支持-

人；*2010年，以实习生协助潘检伟和王
建民处里法律文件，同时了接触不
同的法律案件，然后，我从英国回来就
担任党中央法律局执行秘书，也曾在哥
宾星的律师楼工作。
在接触法律事件中，我发现我国的法
律体制存有很多问题。
我现在才28岁，原本是计划在10年
后，一旦经济稳定后，才考虑全面投入
政治工作，不过，党中央也让我知道这
次有机会上阵，因此，我也接受和珍惜
这一个机会。
梳邦再也州选区有它的挑战性，不过
我相信在原任州议员杨巧双的协助和带
领下，可全面投入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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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登行動黨大選籌款晚宴

x

X1

•潘俭伟（中）到
场后，亲切地与民
众合照。

L'X

•王建明（前排右起）、哥宾星和欧阳捍华率领群众高举 ‘投蓝眼等于投火箭”宣
传单，传达希盟4党的团结共用“蓝眼”标志上阵的讯息。

潘儉偉：推翻國陣

_一- ——

fgs只需堪3
(沙登22日讯）民主行动党雪州
主席潘俭伟指出，马来社会分裂成
倾向巫统或倾向前首相敦马哈迪，
来届大选希盟只需增加10%的马来票
数，足以推翻国阵政府。

入主布城取消消費稅
“2013年未实行消费税，马来社群未感
觉到压力，不过自去年实行消费税后，国
内通货膨胀已达到最高点，马来人最深受
痛苦。”

行动党全国署理主席哥宾星指出，首相
拿督斯里纳吉曾指出，实行消费税可以拯
救（selamat)国家，然而之前未实行消费
税，马来西亚本是很快乐（selamat)，
原来政府实行消费税也只不过是为了拯救
“1号官员”。

他誓言，希盟执政入主布城后，将委任
新的总检察长调查1MDB案件，同时取消消
费税。
晚宴主讲嘉宾包括行动党全国主席陈国
伟、全国政治教育局副主任王建明博士、
雪州组织秘书黄田志及原任雪州行政议员
欧阳捍华等。

国伟指出，马来西亚祸国三害的“三

和贪污腐败必须逐一铲除，这样才能成立
“三明”（英明、开明和亲民）的政府，
人民才能享有权力、地位和机会平等。
他说，国家的内部腐败比遭受外侵或人
祸更为严重，在巫统执政下大马背负7000
亿令吉国债，去年人民缴交440亿令吉消费
税，当中的320丨乙令吉仅够偿还国债的利
息。
"1也指出，马来西亚国库空虚，消费税无
法加强经济，有专家预测2020年马来西亚
无法成为先进国，国债反而飙升至1兆令
吉，经济正步向破产边缘，人民水深火

热。
…欧阳捍华指出，马来人开始醒觉，印裔
也掀起海啸，唯有成立两线制，每隔10
年至20年交替执政互相竞争，人民才会受
N A

•i也说，本届大选马来西亚将成立最强大
的反对党政线，有了前首相敦马哈迪和丹
斯里慕尤丁、原任槟州首长林冠英和原任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的加入，最有机
会夺下执行中央的大权。
他指出，民生行动党沿用数十年的火箭
标志，本次大选为了希盟4党的团结，才决
定共用“蓝眼”标志上阵。

•沙登民主行动党大选筹款晚宴筵开超过200席，吸引超过3000民众出席。

选筹款晚宴。

陳國偉：除三害才有三明

陈大毒瘤”，即种族政治、宗教极端

•大会义卖林吉祥的绘画肖像，获得民
众热烈支持，第2排右4起欧阳捍华和哥
宾星，左4为王建民。

他说，《华尔街日报》揭发首相户头有
26亿令吉，然而至今尚未完成调查，反对
党报案当局却没有采取行动，国会议长甚
至公开指示，不允许在国会谈论一马公司
(1MDB)课题。
“在国会不能谈论1MDB课题，投报警方
则不愿展开调查，这样的政府我们是不能
接受！ ’，

•民众踊跃掏出腰包，捐助沙登民主行动党大

他承诺，一旦希盟成功入主布城，将会
取消消费税。
潘俭伟昨晚出席沙登民主行动党大选筹
款晚宴致词时，这麽指出。

.1 - 一

黃田志：以最團結姿態出征

不过，他担心若马来反风来了，华裔社
群却“不给力”，若华裔整体投票率不
足，将再一次错失改朝换代的黄金机会。
他指出，2013年第13届大选全国华裔掀
起反风，马来人却不想换政府，然而今年
的第14届大选却不一样了。

_

@田志指出，来届大选是改
朝换代最高机会的一次，
马哈迪与希盟同在，希盟也共用
“蓝眼”上阵，以最团结的姿态
进入大选战场。
他说，纳吉曾誓言国阵夺回雪
州，就能解决水供问题，然而连
纳吉的家乡彭亨州北根都面对水
供问题，国阵堡垒柔佛州丰盛港
每年都需要配水，为何国阵不去
解决？
他指出，雪州有4家水供公
司，州政府已收购了3家，剩下
一家属於中央政府的公司尚在谈
判，若4家整合成为一家水供公
司，将可全面解决雪州水工问
题。
王建民说，在国会通过的选
举划分只对巫统有利，不公
平的选区划分让选举委员会
jSPjO变成了 “欺骗人民委
员会' (Suruhanjaya Penipu
Rakyat)

0

他指出，他在国会辩论选区划
分，对国阵议员发出挑战，若认
为选区划分不公平，是否有勇气
拒绝，然而对方都默不出声。
他说，希盟的今竞选宣言也提
到，一且执政中央会收购大道公
司以降低收费，同时也会要求中
央拨款提升沙登大街的交通路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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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敏阿里（前左3)出席与诗布朗再也人民聚会时，授旗给各支部代表。右5为
党副主席努鲁依莎。

阿茲敏：由區部呈上州

“我沒提呈候選人名單，，
(大山脚22日讯）原任
雪州大臣兼公正党署理主
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强
调，他本身没提呈任何候
选人名单，候选人名单是
区部呈上给州，州再提呈
给党主席及遴选候选人委
员会。
针对有传雪州候选人名
单遭到中央“拒绝” 一
事，他说，本身没有提呈
任何名单，由始至终只有
一份名单，那就是党的名
单。
°他反问记者“是谁说
的？”，并指不回答揣测
性的问题，同时强调公正
党非常透明化。

“商讨（候选人名单）
还在进行中，还没有一个
结果，但大部分候选人，
已获得遴选候选人委员会
的同意。经过该委员会多
次探讨，已有一个几乎完
整的名单，只剩几个地区
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他相信，在少过48小时
内，雪州公正党就能够宣
布完整的候选人阵容。
他今午在诗布朗再也公
正党广场出席与民聚会
后，询及有传公正党副主
席蔡添强不惜退党，以抗
议及表达对党中央大改雪
州公正党提呈的候选人名
单一事，如是回应。

针对蔡添强退党的传
闻，记者一开始询问时，
他似乎对此一脸疑惑，并
以“没声音”推搪问题，
还反问记者“几时的事？
在哪里？”，并强调不做
揣测。”
另外，在活动上，还没
致词的党主席拿督斯里旺
阿兹莎，下午3时40分左
右突然与阿兹敏阿里“窃
窃私语”后，即匆匆离开
引起揣测。记者上前追问
时，她解释，她必须离
开，是因为要回去签署委
任状，所有候选人都必须
由妯焚罢

询11有°传蔡添强将召开
记者会宣布退党一事，她
说，她不知道此事，是不
是有此事，要问对方（蔡
添强）。
她也补充，党有一个筛
选候选人的程序，党将进
行最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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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冠英：讓國陣“零州席”

(无拉港22日讯)行动党秘书长
林冠英期望，该党雪州能够赢完所
有4国16州选区，让国阵在雪州“零
州议席”。
他说，2013年大选，该党赢得15州议
席，仅是输去1个议席，此次行动党必须再
下一城，为雪州选民赢得所有16个选区，
协助希望联盟达成一个愿望，即国阵在州
内“零议席”。
“不过，欲拿下手上16个州选区不容易
且是艰难任务，毕竟国阵拥有强大资源。
尤其国阵也会把雪州主席潘俭伟视为头号
敌人，不过，我们有信心此次能够赢得大
选，执政申央。，’
’ ^冠英今日^布雪州候选人时强调，有
关候选人名单由该党中委会5人小组，即
他、该党国会领袖林言祥、主席陈国伟、
署理主席哥宾星和副主席古拉所做出的最
终决定，且是一致的。

感謝被除名議員貢獻
他也在现场安慰被除名的雪州原任议
员，更感谢他们过去为党做出贡献。
他希望候选人向选民解释，此次投“蓝
眼”并非不爱行动党“火箭”标志，行动
党没有使用本身标志也不代表不爱党，希
望选民能了解。因“天有眼”，让希望联
盟胜出。
•此次：行动党雪州也是该党最后一个公
布候选人的州属，该党派出原任4名国会议
员在原区守土，即白沙罗区国会选区潘俭
伟、蒲种区哥宾星、万宜区王健民和巴生
区查尔斯。
早前，媒体猜测，潘俭伟将到文冬区向
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廖中莱叫阵，哥宾星

则南下柔佛上阵古来，唯如今
两人皆留守雪州，继续领航雪
州行动党。
州选区°方面，大部分原任州

议席获得守土的机会，仅有6名
新脸孔。
出席者有雪州原任行政议员
欧阳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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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斥希盟執政國家破產
冠英驳斥希望联盟执政后国家会破
产，更揶揄丹州政府才会是破产的州
属，因他们没有能力支付公务员薪水，被
迫向中央政府借贷。
“所以，不要聆听中央政府的谗言，指
我们执政后，废除消费税的话，国家将破
产。”

林

i也说，希望联盟在过去执政雪州和槟州
政府取得良好成绩，更没有朋党主义，雪
州和槟州政府在财政方面，也展现良好管
理能力，尤其雪州政府更是支付公务员3个
月花红。
他也指出，行动党首次提早宣布所有国
州选区候选人名单，而目前仅剩1个议席未
做出宣布。但他未说明是哪一席。

•林冠英（前排右2)宣布4国16州选区候选人，左起为欧阳捍华、哥宾星和潘俭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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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溪吉流行動黨行動室今啓用

(劳勿22日讯）劳勿
行动党双溪吉流支部大
选行动室将于本月23日
(星期日）傍晚6时，进
行启用仪式。
劳勿国州议席竞选委
员会总指挥张蔚舜说，
届时将有许多行动党同
志，包括中央领袖出席
并进行政治演说，欢迎
大家到来聆听，一睹风
采。
°已答应到来演说者，

包括原任雪州行政议员
欧阳捍华、彭州主席梁
金福、前劳勿都赖区州
议员锺绍安、原任文德
甲州议员东姑袓布里、
前任文冬美律区州议员
部宇晖、诚信党主席韩
沙医生、文冬国会议席
候选人黄德及前吉打里
州议员李政贤等。
演说过后将集体为该
行动室启用典礼，进行
剪彩仪式，欢迎大众参
与。
有疑问者，请联络张
菌舜：017-96021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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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吉免登國會議席陳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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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國墓席王欣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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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佩盈

雪州行动党3名女将分别
是上阵首邦市州议席的黄美
诗、甘榜东姑的林怡威及万
达镇的嘉玛丽亚；马华联邦
直辖区三名女将则分别是武
吉免登妇女组主席陈燕燕、
蕉赖妇女组主席王欣怡和士
布爹区会副秘书陈君儿。
尽管这6名外貌、背景各
有千秋的女性候选人无缘直

的亲民魅力

？

场巾

接对垒，但在向来由男性候
选人主宰大局的选举战场
上，女兵硬撼男兵无疑更为
吸睛，选民都期待这些女性
候选人会有什么出色的表

火箭3女将不超过30岁
行动党过往都是美女辈
出，此次雪州行动党同样不

乖离美女牌定律，委派三名
女将出手，靓丽的外形立即
弓I起广泛讨论。
当中，28岁的黄美诗是一
名执业律师，毕业于伦敦经
济学院法律系，她有著一双
明亮大眼及甜美笑容，被冠
以甜姐儿的称号。
嘉玛丽亚（29岁）则是一
名华巫混血儿，毕业于美国
诺斯伍大学国际商业学系，
皮肤白晰的她还能说得一 口
流利的中文，样貌清秀，语
言上的优势也能更轻易拉近
与选民旳距离，无疑是最有
利的武器。
至于28岁的林怡威则是
气质型美女，一笑起来眼睛
弯成新月状，让人觉得亲
切，除了是一名准候选人，
她还是潘俭伟的特别助理兼
八打灵再也市议员。她毕
业于香港科技大学金融系。
(TKM )

馬華巾幗撼老將不畏懼
@—边厢，上阵武吉免登区的马华准候选人是47岁的陈燕

力燕，已婚育有4子的她，也是一名执业律师。她一头及肩短

发看起来干练成熟，对于自己硬撼“i也头蛇”方贵伦，她丝毫不
胆怯，甚至直言自己能做方贵伦不敢做的，胆识十足。•
至于出战蕉赖的王欣怡则已是4个孩子的妈妈，但冻龄的外形
完全看不出已是40岁。她毕业于大马东伦敦大学会计与金融系
的她，在本届大选对上行动党老将兼蕉赖原任国会议员陈国伟 O
第三位马华联邦直辖区的女性候选人则是已婚的31岁陈君
儿，同样是一名执业律师；她胜在五官精致，此次上阵士布爹将
对上老树盘根的行动党原任士布爹国会议员郭素沁。

•陈君儿（左起）、王欣怡及陈燕燕是马华联邦直
辖区派出的女国席候选人。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两届大选马华同样调派女兵（周紫琳及王
晓庭）对垒郭素沁，但都无法撼动这棵老树，显然这应是一场硬
仗。（T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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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華敦拉薩鎮換安邦
廖中萊有信心獲支持
(加叻22日讯）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
廖中莱表示，马华以敦拉萨镇跟巫统交
换安邦国会议席，并且有信心会获得安
邦选民支持。
他指出，在国阵协商精神下，马华决
定与巫统交换敦拉萨镇国会议席，至于
马华将派谁上阵安邦国会选区，他不愿
进一步透露。
廖中莱今日上午为加叻文化中心主持

开幕仪式后，受媒体询问时如是表示。
在本届大选，巫统与马华争夺出征敦
拉萨镇国会议席，联邦直辖区国阵今日
公布13个国会议席候选人名单，包括马
华传统区敦拉萨镇国席让路给巫统候选
人°
他也提到，马华将在本届大选派出更
多年轻面孔的候选人，以吸引更多年轻
选票。 (LSL)

廖中萊：上屆大選借予巫統
3國席交回馬華上陣
U 华总会长拿督斯里廖中莱指出，马

华在上届大选借出的3个国席，如
今巫统已经全数归还，而且已确认将由
马华候选人上阵。
他补充，上届被巫统借了的3个国席是
关丹、旺沙马朱及伊斯干达公主城（前
称振林山）。
"我们需要一点时间确定这些索取回
来的国席候选人，例如关丹，在昨天才
确定由马华上阵，因此在稍后才会宣
布。，’
针对旺沙马朱的选情，廖中莱说，马
华上阵该议席是受到友党大力支持，不
会出现扯后腿现象。
他也说，提名日即将到来，马华也将
在这两天宣布全国的国州议席候选人，
包括森州。
廖中莱今晚出席森州马华在芙蓉主办

的“整装待发，迎战突破”的森州马华
新时代造势大会后，这样指出。
他也说，马华前总会长李三春曾经在
芙蓉帮马华臝回尊严，马青总团长张盛
闻也将肩负此重任，帮助马华赢回尊
严o
他指出，森美兰将会是未来发展重
心，他希望大家给力马华，打下漂亮的
一战，让华社有机会不会落在芙蓉的发
展列车后头。
“这是我第一次领军征战大选，只要
上天给我力量，我将会以一生来回报你
们。“
他强调，来届大选不但关系整个华裔
及下一代的命运，也是马华赢回尊严旳
翻身战，马华将会努力争取每一张选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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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中莱（右二）赠送礼袋给加叻华小老师陈清田。左起为文冬市议会主席
拿督沙希及文冬文化艺术遗产协会财政李育良，右为国家艺术馆总监拿督莫
哈末纳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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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党以最强阵容角逐雪州5国10州席，15名候选人手持选区编号合照，
前排右起为哈斯努、沙阿里、哈沙努丁、依兹汉、莫哈末沙布、西蒂玛丽雅
及與丽安。

雪誠信黨公佈15人選

末沙布轉戰哥打拉惹
(沙亚南22日讯）雪州诚信党公布在
本届全国大选角逐雪州5国10州席的15
名准候选人；主席莫哈末沙布则一如所
料，转战哥打拉惹国席，肩负督军的重
任°
该党在雪州的原任3国2州议员全在原
区守土，除了原任哥打拉惹区国会议员
西蒂玛丽亚，被安排转战到斯里沙登州
议席。
诚信党在雪州排出强大阵容，迎击伊
党和国阵的攻势。除了莫哈末沙布，诚
信党大将准候选人尚有原任沙亚南国会
议员卡立沙末和前瓜雪国会议员祖基菲
里，雪州主席依兹汉则竞选班丹英达州
议席。

否认属安全区
诚信党上届的雪州3国2州选区，有沙
亚南、哥打拉惹和雪邦国席、淡江及摩
力州席。
末沙布受询时否认，他上阵哥打拉惹

是因为这个国席属安全区，并指这是党
的安排。
他回应说，不能指哥打拉惹对诚信党
而言是安全区，因为这取决于选民支持
与否。
他表示，有时我们认定是安全区的未
必安全，认为不安全的又能顺利存活，
就让我们等到5月9日那一天。
对于原任的茜蒂玛丽亚在哥打拉惹的
服务表现获肯定，末沙布强调，他与团
队必定会加倍努力，为希盟保住此议
席。
他也否认让路给他的茜蒂玛丽亚不获
斯里沙登基层的接受，候选人都已拍板
定案。
他补充，“希盟招牌”将令诚信党取
胜，他全国跑透透出席政治讲座，所获
得的回响都相当正面，选民都认同希盟
合作的共同策略，令选民对诚信党有了
信心，并将支持该党。（ T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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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舊電器電池看過來梳邦設電子廢料回收站
(首邦市22日讯）家里
有废弃的家庭电器，不要随
手乱丢，梳邦再也USJ13、
SS14的睦邻原则中心、梳邦’

S S 1 4 轮流进行，民众可将弃

再也市议会、Kita Reward及

可获得价值5令吉、10令吉

双威集团，已在社区内设立
家用电子废料回收站，协助

及20令吉的食品或购物券。
他希望通过这种奖励方

民众以更正确方式处理电子

式，能够吸引民众以正确的

废料，推动环保。
“家用电子废料回收活动

方式处理电子废料，同时鼓
励其他社区也举办类似的活

循环使用废弃品（如电子、

通过点券回馈的方式，让

(E-waste recycling )"仓ij

动。

回收油及垃圾）、减少使用

家用电子废料回收运动普及

•黄洁冰
(前排右）
在SS14居协
的带领下，
参观再循环
物品回收
站°

用的电器如收音机、手提电
话、冰箱、冷气机、打印机
和洗衣机交到值岗员工，就

办人张德峰表示，他们发现

他也感激州政府大力支

塑料袋、保丽龙及植树计划

化，减轻有毒重金属和废弃

很多花园社区的大路旁，堆

持，拨款5000令吉让该中心

等。她说，州政府今年拨款

电器对环境的负担。

推行这项计划。

75万令吉，让社区居民申

这项活动吸引了不少当地
居民踊跃响应，大家纷纷将
家中弃置不用的电器带到
SS14的草场，以换取购物礼
券。（TS〇）

放民众不要的家电用品，事
实上，民众有更好的方式去

请进行绿化环境旳活动，目

处理这些废置家电。他说，

前已有约100个组织获得拨
款。双威集团品牌与通讯高
级主任谢荣耀表示，希望能

原任雪州行政议员兼公正
党原任武吉兰樟州议员黄洁
回收活动于每个周日早上10
冰指出，州政府向来都积极
时至下午3时，在USJ13及 ‘推广各项环保活动，包括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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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人出席火箭籌款宴

沙登選民歡迎哥賓星
(沙登22日讯）

国会议席，在选区

沙登民主行动党大

划分后，沙登国席

选筹款晚宴获得

改名万宜国席，史

王建民指出，他

逾2000人热烈支

在上届大选赢得沙

持，将在原区蒲

里肯邦安划入蒲种
国席。

种国会议席寻求蝉

昨晚到场演讲的

联的哥宾星，获得

嘉宾，都受到民众

沙登选民的大力支

的热烈欢迎，他们

持，欢迎他来到沙

是史里肯邦安州席

登成为代议士。

候选人欧阳捍华、

沙登地区分属斯

蕉赖国席候选人陈

里沙登及史里肯邦

国伟、白沙罗国席

安州议席，其中史

候选人潘俭伟、无

里肯邦安原属沙登

拉港州席候选人黄

田志及万宜国席候
选人王建民。

登国席后，便努力
成为沙登人，不但
在沙登买了房子，
也信守承诺学客家
话，还当场秀出咬
字不准的客家话，
让民众爆笑连连。
他声称曾在国会
中多次提出沙登大
街塞车问题，并与

州政府及州公共工
程局研究过，需耗
资3亿改善塞车。
哥宾星对民众的
反应热烈极感欣
慰，有信心5月9
日定可入主布城。
他说，希盟执政
后将委任新的总检
察长调查一马发展
公司丑闻，并废除
消费税，以证明大
马人已准备好改朝
换代。
黄田志不满国阵
经常以水供问题诬
蔑雪州政府，首相
纳吉却连本身选区
北根的水供问题也
解决不了。
“不只是彭亨州
水供有问题，柔佛
的水供同样有问
题，特别是丰盛
港，当地人最清
楚。”他表示，雪
州政府一直设法
解决问题，买下4
家水供公司中的3
家，还有一家因对

•欧阳捍华（站者右四起）、哥宾星和王建民与购买林
吉祥画像的民众合照。

方开出天价而谈不
妥。（T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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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行動黨公佈候選人

•林冠英（坐者右二）与雪州行动党候选人手挽手，展示团结一致迎战即将来临的全国大选。坐者左起为欧阳捍
华及哥宾星，右为潘俭伟。

4人守土6新臉孔

劉天球攻雙溪比力
(雪兰莪•无拉港22日讯）雪州行
动党候选人名单今日出炉，4个国会
议席皆维持由原任国会议员继续守
土，而16个州议席候选人中，有6张
新脸孔，当中3名为外表标致的女候
选人；而308大选曾当选班达马兰州
议员的刘天球则重作冯妇，上阵被指
为“危险区”的双溪比力州议席 o

•林冠英宣布
原区守土。

王建民（左二起）、哥宾星及潘俭伟将继续在

在6名新人中，有5名曾出任市议

反对党领袖林吉祥、全国主席陈国

员，他们包括八打灵再也市议员林怡

伟、署理主席哥宾星和副主席古拉组

威、嘉玛丽亚、加影市议员黎维褐、

成的行动党选举中委会（CEC )遴选

巴生市议员梁德志、士拉央市议员艾

出来，而且是一致通过。

行动党雪州候选人名单

国席
万宜（前名沙登）
蒲种
德里；而黄美诗则为行动党法律局执
他感谢过去中选的行动党议员的努
白沙罗（前名八打灵再
+力和付出。“我了解他们此次不获上
行秘书。
也北区）
4名守土的原任国会议员则.为蒲种
阵的心情和感受，但为了赢取这场大
巴生
选，只能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的哥宾星、万宜（前沙登）的王建
州席
民、白沙罗（前八打灵北区）的潘俭
他强调，雪州与槟城是我国的桥头
适耕庄
堡，而希盟在这两州执政以来，已证
伟和巴生的查尔斯圣地牙哥。
明希盟政府在行政和财务管理方面的 新古毛
张菲倩被割爱
莲花苑
表现都比国阵来得好。
随著这份名单公布，莲花苑原任州
他补充，本届大选，雪州行动党的
无拉港
议员张菲倩证实被割爱，而甘榜东姑
国席，包括万宜、白沙罗及巴生等的
斯里肯邦安
原任州议员刘永山则转战万津州议
选民都激增，可是行动党将全力以 金銮
席。
赴，并会在入主中央后，纠正这些选
首邦市
雪州也是行动党最后一个宣布候选
区的偏差。
戎吉加星
人名单的州属，随著雪州候选人名单
此外，原任双溪模榔州议员拿督邓
甘榜东#
的公布，行动党第14届全国大选的
章钦，则因人在山打根而未克出席今
万达镇（前名百乐镇）
国州议席候选人基本上已尘埃落定， 曰的宣布候选人记者会。
巴生新镇
只剩一个议席仍未有定案。
行动党在上届大选在雪州攻打4
(前名双溪槟榔）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今早在蕉赖南
国15州，本届大选增加一个之前
班达马兰
区商贸广场的万宜无拉港国州大选行
由伊斯兰党上阵的杜顺大州议席。
_打寻文宁
动室宣布这份名单时强调，所有的候
( TKM )
万津（前名直落拿督）
选人是由5人，包括他、行动党国会
1双溪比力

潘儉偉：最有赢面候選人名單

行

人
他也促请各方应把对候选人遴

林;

议员兼该党国会领袖林吉祥将继续守

动党雪州主席潘俭伟在致词时
强调 这是一份最有赢面的候

1?土‘大

‘公布行动党最后一个议席，即

土，仅说党会将最好的留在最后。

(TKM )

潘俭伟
查尔斯圣地亚哥
黄瑞林
李继香
黎潍福（新人）
黄田志
欧阳捍华
黄思汉
黄美诗（新人）
拉吉夫
林怡威
嘉马丽亚
邓章钦
梁德志（新人）
甘纳巴迪劳
刘永山
刘天球
(重作冯妇）
艾德里（新人）

雪州行动党新旧候选人名单

州议席
选人名单，并促行动党党员及希盟选的焦点，转至如何赢取大选。 双溪比力
（ TKM )
友党都接纳及支持该党所决定的候选
万津
首邦市
依城候選人最後公佈
甘榜东姑
莲花苑
.冠英说，他今晚将南下柔佛州
但他大卖关子，不肯透露是否原任

依斯干达公主城（前名振林山）国席
的候选人。

王建民
哥宾星

班马兰

-

候选人
刘天球
刘永山
黄美诗
林怡威
黎潍福
艾德里

陈博雄
杨美盈

梁德志
嘉玛丽亚

原任州议员
赖玉兰
罗志兴
杨巧双
刘永山
张菲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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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大臣機構CE0辭職
加入誠信黨撼伊黨
(哥打荅鲁22日讯）吉兰丹州政府其
中一个重要的子公司，即吉兰丹州务大
臣机构（PMBK)的首席营运 沙努西

M

奥斯曼在24小时内辞职后加入诚信党，
并将在本届大选代表希望联盟竞选丹州
其中一个州议席，向丹州伊党抛下震撼
弹。
丹州希盟主席胡桑慕沙今午在哥市召
开记者会，披露这项将对栌党丹州政府
造成冲击的消息时，这么表示。出席者
有沙努西奥斯曼、诚信党丹州主席旺阿
阿都拉欣和其中一名准候选人哈菲莎医
生。

家族来头不小
不过，胡桑指出，沙努西会在哪一个
州议席披甲上阵，稍后才公布。
他说，在成为吉兰丹州务大臣机构高
层之前，沙努西曾经是吉兰丹水供公司
(AKSB )的董事成员。
“沙努西的家族来头不小，他的胞兄
曾经是伊党长老协商理事会的秘书，也
当过丹州联委会副主席和丹州行政议
员，是一位著名的宗教师，桃李满天
下°”
此外，沙努西的另一位兄长阿都玛

吉，也当过瓜拉吉
赖县长。
如果希盟在丹州
执政，他说，中选
的沙努西将能以他
•沙努西奥斯曼
过去在州政府部
辞掉吉兰丹州务
门，尤其是吉兰丹
大臣机构南职，
水供公司的经验，
加入诚信党。
为新政府加分，所
以，他加入诚信党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沙努西受访时说，他加入诚信党，是
希望吉兰丹获得一个有诚信的新政府，
诚信党的领导团队证明他们是实力派。
他的学历是电子工程系学士，与妻子
聂阿兹玛育有1男2女。
在加入吉兰丹水供公司和吉兰丹州
务大臣机构之前，他曾在RADICARE
(马）有限公司服务。
沙努西在24小时内辞职的决定，据了
解已经被州政府接受。吉兰丹州务大臣
机构的主席，就是原任丹州大臣拿督阿
都耶谷，即丹州伊党主席。
询及是否还会有更多丹州政府高层人
员加入诚信党时，也是该党副主席的胡
桑则保持神秘。(L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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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火箭6新人上阵

刘天球挑战双溪比力
•A2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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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火箭4国16州候选人出炉

昶天球播战“•险区

99

(无拉港22日讯）民主行

国会议席候选人

动党宣布雪州国与州议席候选

万宜（前称沙登）：王建民

人，4国席候选人不变，雪州

白沙罗（前称八打灵再也北区）：潘俭伟

行动党州委刘天球重作冯妇，
挑战"危险区”双溪比力州议

巴生：查尔斯•圣地亚哥

蒲种：哥宾星

州议席候选人

席！

新古毛：李继香
无拉港：黄田志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今早为行动

金銮：黄思汉

党雪州万宜（前称沙登）国席暨无拉
港州议席行动室开幕，并宣布该党上
阵雪州的4国席和16州议席候选人。

4国席候选人不变

上届大选，行动党在雪州赢完所有上阵的议席，林冠英（左3)表示，
该党必须再下一城，在今届大选拿下4国16州议席。左起欧阳捍华、哥
宾星及潘俭伟。

武吉加星：拉吉夫
万达镇（前称百乐镇）：嘉玛丽雅
甘榜东姑：林怡威
莲花苑：黎潍褐

他表示，该党上阵的雪州4国席

区）国席、州署理主席哥宾星上阵蒲

候选人不变，即雪州行动党主席潘俭

种国席、州副秘书王建民上阵万宜

他也说，这次雪州州议席除

伟续上阵白沙罗（前称八打灵再也北

(前称沙登）国席，以及原任巴生国会

了保有旧面孔，也有6位新面孔

班达马兰：梁德志

议员查尔斯•圣地亚哥也将在原

为行动党披甲上阵，分别是原任

巴生新镇（前称双溪槟榔）：拿督邓章钦

区守土。

八打灵再也市议员嘉玛丽雅上阵

万津（前称直落拿督）：刘永山

林冠英也宣布，旧面孔原

6新面孔上阵州席

首邦市：黄美诗
史里肯邦安：欧阳捍华

万达镇（前称百乐镇）州议席、

哥打哥文宁（交换选区）：甘纳巴迪劳

区守土的州议席，分别为新古

原任八打灵再也市议员林怡威上

适耕庄：黄瑞林

毛州议席候选人李继香、无拉

阵甘榜东姑州议席、原任加影市

双溪比力：刘天球

港州议席候选人黄田志、金銮

议员黎潍福上阵莲花苑、原任士

杜顺大（今届新加）：艾德里

州议席候选人黄思汉、斯里肯

拉央市议员艾德里上阵杜顺大、

邦安州议席候选人欧阳捍华、

原任巴生市议员梁德志上阵班达马兰

武吉加星州议席候选人拉吉

州议席、行动党法律局执行秘书黄美

夫、巴生新镇州议席候选人拿

诗上阵首邦市州议席。

督邓章钦及适耕庄州议席候选
人黄瑞林。

他也宣布，曾担任雪州行政议员
的刘天球将重作冯妇，上阵“危险区”

双溪比力州议席。
此外，林冠英也感谢未被提名的
原任州议员在过去5年对各自选区和
选民的付出，并呼吁这些原任州议员
能够继续支持党内推举的候选人。#

23 Apr 2018
Kwong Wah Yit Poh,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Page: A1,A2 • Printed size: 780.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d Value: MYR 8,745.45
PR Value: MYR 26,236.35 • Item ID: MY0032369292
Provided for client's internal research purposes only. May not be further copied, distributed, sold or publish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copyright owner.

Page 2 of 2

双溪比力胜算仅4成

拉拢华巫裔选民支持

刘天球冀原任团队力挺

巫裔候选人通晓华语
^拢华裔与巫裔选民支持，行动党推举
通晓华语的巫裔候选人上阵。

胜算仅4成，双溪比力州议席候选人刘天球冀原任州议员赖玉
兰团队能够力挺让他出线。
雪州行动党中委刘天球在接受《光华曰报)〉访问时表示，本身
感谢党中央让他重新再披战袍出战双溪比力州议席。
面对双溪比力基层不满派遣“天兵”上阵该议席，他表示，其
实本身对双溪比力州议席有一定的熟悉度，因在2008年至2〇13
年，是他领养该选区，尽管上届大选他并未委派上阵该议席。
“其实，我对那边的基层，包括市议员、村长和当地领袖都很熟
悉。我希望能够重新获得他们的支持。”
询及其对手很有可能是来势汹汹的马华雪邦区会主席拿督黄祚
信，其是否有信心为党再次拿下该议席，刘
天球则称，依照目前情况来看，本身胜算仅

40%，还必须依靠原任州议员赖玉兰团队所
给予的助选和勤加在当地走动，才能够有机
会出线。
“虽然我和黄祚信分属不同阵营，但我们
其实是好朋友，因此我希望这是一场君子之
战。”
“的确，刚开始在双溪比力走动可能会有
点吃力，但我相信还是有机会赢得这个议
席。，，
刘天球在308大选时，中选为雪州班达
马兰区州议员，并受委为雪州行政议员。但
在201•年时，却发生时“支持信事件”，
并面对行动党纪律委员会的严厉谴责。201〇
年，时任行动党巴生市议员郑文福揭露，雪
州行政议员刘天球曾经在2008年4月发出
一封亲笔签名的支持信，给他儿子的公司，
并且遭人冠上其他罪名，包括与黑帮勾结、
协助共产党，负面新闻从不间断，导致他无
法在上届大选上阵。#

随着林冠英宣布雪州16州议席候选人
名单后，不难发现行动党为了继续取得华裔
的支持，精挑懂得说华语的巫裔候选人上
阵，他们分别是上阵杜顺大州议席的原任士
拉央市议员艾德里及上阵万达镇州议席的原
任八打灵再也市议员嘉玛丽雅。
杜顺大州议席原属于伊斯兰党，但随着
民联分裂后，行动党在本届大选极力争取该
议席的上阵权，并交由曾是伊斯兰复兴阵线
(IRF)的成员艾德里上阵。艾德里是在

2012年加入行动党，并受委为士拉央市议
员，而他的社运、巫裔背景及语言能力，成
为了行动党挑选他上阵杜顺大州议席的主
因0
此外，会说一口流利英语、华语及半咸
不淡粵语的29岁巫裔嘉玛丽雅，将取代南
下上阵答克里国席的原任百乐镇（现称万达
镇）州议员杨美盈。
她说，本身是在2016年才正式加入行
动党，并且担任杨美盈的特别助理，因此本
身对万达镇并不陌生，而她也相信在此区上
阵会较为轻松。“万达镇在选区划分后，依
然大部分属于住宅区花园，我们在两年前也
做过民调，是有关治安和环境，所以我也希
望自己可以为当地居民争取更好的居住环
境，包括休闲场所和保安系统等。”
“八打灵再也周遭有很强的机制，我们
可高效率的展开竞选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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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敏两派名单激战

猶搞

(槟城22日讯）公正党派系斗争延
烧到槟州，槟州公正党候选人卡位战，
在总秘书赛夫丁和署理主席阿兹敏两
派名单中“激战”，预料两派将战斗至
最后一分钟，候选人名单或难产。

最新流传排阵

州议席
浮罗勿洞：诺扎丽娜（槟岛市议员）

ft

崙都茅：拿督阿都哈林（前槟州议长）
班台惹雅：拿督赛夫丁（全国总秘书）
崙都蛮：古玛（槟岛市议员或天兵）

但周曰却流传一份被视为“赛夫丁派”的

植物园：王康立（植物园前州议员）

槟蓝眼国、州议席最新候选人名单，其中吉打

槟榔色海：查基尤丁（专业人士，州委）

亚罗士打原任国会议员魏晓隆将转战槟州、上
阵武吉丁雅，取代原任议员王敬文。
据消息，魏晓隆日前已联系一些槟州领
袖，表明党中央已知会他，指示其弃国攻州、跨
州上阵武吉丁雅州议席，并要求与该区基层会
面，进行备战讨论。
公正党玻璃市原任英特拉加央岸州议员
曾敏凯则于周曰，在一场活动中公开本身将转

直落斗哇：慕斯达法(退休老师，打西汝咯
蓝眼两派相斗是公开

雪州大臣阿兹敏派

总秘书赛夫丁联袂

秘密，英文《星报》甚至

系强烈不满，或展

拉菲兹主导人事部

报导副主席蔡添强也

开一波激烈抗议行

署，两派展开激

动。

斗。

在被砍名单，党争一触

武吉淡汶：吴俊益（前威省市议员）/

战亚罗士打，其留下的英特拉加央岸州议席由

荅东埔属蓝眼精神堡垒，在

槟岛市议员颜艾菱飞象过河，代其守土。

前总秘书的拉菲兹，与雪兰莪

巫统和伊斯兰党放眼力攻下，少

州大臣阿兹敏派系分庭抗礼，

了伊党“加持”，又面对党内基层

在雪州、柔佛和槟州，都为候选

不满，目前是腹背受敌、步步惊

人卡位激烈交战。

险。

或可印证目前流传的是份名单真伪。只是，消
息透露属阿兹敏派系的槟州人马至今仍未放
弃，扬言将力争至最后一刻，让党内暗流汹涌。

传刘子健也遭割爱

纵然努鲁依莎多番否认将

是次全国大选在槟出战4国、14州

但她近年频频到访荅东埔不

席。#

原任议员只留3人

员吴俊益取代。前植物园议员王康立则“回
但出人意表的，倒是早前先因在槟州巫统
提呈填海动议时，投下弃权票，后又因双溪里

双溪亚齐：祖依布拉欣（威省市议员）

国会议席
浮罗山背：答迪亚（槟岛市议员）
崙东埔：努鲁依莎（原任班底谷国会议员）
高渊：拿督曼梳（原任议员）

到选区。

次流传的排阵中也遭割爱，可能被前威省市议
锅”，取代原任议员谢嘉平。

李文兴（沈志勤助理）
双溪崙甲：皮勒巴医生（威省市议员）

崙央峑鲁：沈志勤（原任议员）

槟蓝眼在希望联盟重组后，

转战荅东埔、代母守土的传言，

另外，武吉淡汶原任议员拿督刘子健在这

玛章武莫：李凯伦（原任议员）

止，截止目前她仍在流传名单上。

秘密。目前，总秘书赛夫丁联袂

曾敏凯的宣布，意谓魏晓隆将离开原区，

本南地：诺蕾拉（原任议员）
武吉丁雅：魏晓隆（原任亚罗士打国会议员）

即发，旺姐看似无法平
衡是波卡位战。

区部代主席）
诗布朗再也：阿菲夫（原任议员）

阿兹敏派斥“赶尽杀绝”

“他是城市国会派作风，就是不善经营草根，很少回
选区类别的议员。他真的适合武吉丁雅州议席的民风要
求吗
消息人士强调，赛夫丁派系不顾基层声音，一心安
排本身派系人马全面取代阿兹敏派系，上述名单更是绕

武非法碳末厂事件，与州政府扛上的本南地原
&蓝眼505时上阵16州席、打下1•席，这次蓝眼虽

过各州委建议，以名单获得实权领袖安华的“祝福”为

因此，在填海动议中投下弃权票，后被称

@只出战14席，但在赛夫丁派名单中获留守的原

名，进行调整。

作“蓝眼5子”的议员中，只有玛章武莫原任州

任议员只有3人，被阿兹敏派斥为“赶尽杀绝”，破坏党内

议员李凯伦和诺丽拉两人幸免，另1人即答都

平衡之道。

任州议员诺丽拉，屡传下车后却又回到榜上。

蛮原任议员再也巴兰，则因年岁已高被新人取
代。
实际上，蓝眼派系斗争激烈一直是公开的

消息说，魏晓隆被蓝眼视作新一代政治明星之一，但
此番转战武吉丁雅未见十分讨好。除了其本身在亚罗士
打这半城乡国席，缺乏经营而被迫转席外，本身更鲜少回

这份名单被视为难达共识，但有说全国主席旺阿兹
莎对阿兹敏派系人马的游说充耳不闻，目前甚至拒绝会
面，让阿兹敏派系领袖不满，不排除接下来会展开一波
“激烈抗议”行动。
这让蓝眼候选人名单，或无法太快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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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身加央皇冠早市引揣测

颜艾菱i征英特拉加央岸

(加央22日讯）槟岛公正

现身加央皇冠早市引揣测

党市议员颜艾菱现身玻璃市州
加央皇冠早市，设柜台协助选
民检查个人资料，令人揣测她

颜艾菱壶征英特拉加类岸

很大可能就是公正党委派上阵
英特拉加央岸州议席的女候选人。
至于可能被党中央安排转战亚罗士打国会
议席的原任英特拉加央岸州议员曾敏凯，于周
曰早上，向每一名前来检查选民资料的民众，
一一介绍颜艾菱将会是取代他上阵州席的人
选°
许多路过柜台的民众感到好奇，纷纷停下
脚步观察颜艾菱。颜艾菱则以福建话与华语介
绍自己可能会是候选人，希望大家能够给予她
支持。
玻州公正党主席费苏于昨曰在加央举行的
“雪兰莪州务大臣阿兹敏与人民中午餐宴会”

曾敏凯（左1 )向前来检查选民资料的民众介
绍颜艾菱（坐者左2)将会是取代他上阵州席

后，受询时对记者证实，玻州公正党共推荐5

的人选。

名有潜质上阵英特拉加央岸州席的华裔候选人

要，因此安排他转战亚罗士打国席。

给党中央，其中3人分别来自柔佛、槟城及吉
隆坡，当中有一名是女性。

他感谢选民这5年来，很照顾他，而且对
政治开始比较认识及接受。

曾敏凯受询时说，他确定自己被安排转战

他说，了解到选民要求一个能做工、有服

亚罗士打国席，颜艾菱则将会代替他为公正党

务能力及能够与马来选民合作的候选人，因此

捍卫英特拉加央岸州席，不过，目前还在等待

党安排一个有如此经验的颜艾菱。

党中央择日宣布正式的候选人名单。
他说，自己原本有意转战加央国会议席，
不过党中央不允许。党中央觉得吉打比较重

他称赞颜艾菱的语言能力比自己好，尤其
是会口操福建话，让她更容易融入不同年龄旳
选民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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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脚22日讯）公正党全国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驳斥

阿兹敏驳斥传言

传言，党内并没有发生他提呈的8名候选人，遭到党主席拿督斯里旺

“旺姐没拒绝8候选人名单”

说，他不会回应传言，并说党内程序非常透明。根据程序，人选名单

阿兹莎拒绝。
他今日在诗布朗再也出席“阿兹敏阿里与民会面”活动时对媒体

由支部提呈给州联委会评估，再提呈给党主席及候选人遴选委员会筛
选，所以他没有提呈任何名单。

竞选中心后，众人气势高昂高喊口号。

阿兹敏 前
(左4起 及)努鲁依莎授旗给各站

他说，该党拥有候选人遴选委员会，成员包括主席、署理主席、
竞选主任、妇女主任、青年团长，副主席蔡添强及塞维尔医生也在
内，委员会已进行数次讨论，目前名单已接近完成，剩下几个选区还
需要疋夺。
“我相信不到48小时，我们就会公布完整的候选人名单。，，
他也说，他不会对该党副主席蔡添强欲退党的传闻，做任何揣
测，并笑言应该辞职的人才是霸着相位不走的纳吉。

旺姐：党内有筛选程序
旺阿兹莎在活动进行途中于下午3时40分左右离开，记者上前追
问旺阿兹莎是否拒绝阿兹敏提呈候选人名单上8个人选，旺姐否认这
项说法。
她表示，党内有節选候选人的程序，包括来自党内各阶层，也会
进行最后讨论。
针对蔡添强欲退党的传闻，旺姐表示并不知情，但希望不是真
的，随后表示要赶往签署候选人委任状，先行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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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党攻雪5国10州席
(莎阿南22日讯）诚信党将

布候选人后，受询斯里沙登

而在议席分配谈判上，他们

在雪兰莪州上阵5个国席和

基层不满党委派天兵茜蒂玛

更极力争取上阵双溪班让，

10个州席，当中不乏空降天

丽亚上阵该区时说，这样回

后来就与双溪武隆交换了有

兵，惟诚信党全国主席莫哈

应0

关选区。

末沙布指，每个议席只能委
派一人，所以党只能割舍更
多有资格者。

他也否认该党有意争取

他今午在诚信党雪州宣

菌蒂玛丽亚

与双溪武隆交换选区
上阵巴也惹拉斯州选区，反

盼转战州席参与决策

我经过党内协商后，决定丨丨：主席上阵哥打拉惹国会议
席，相对自己希望转战州议席，以便尝试参与执政的决策工
作：‘
在国会议席担任反对党两届后，我反而希望有机会参与
雪州政府拟定政策的工作，而且深信希盟将会重夺该州政
权，让肖己得以尝试参与州属的行政策略拟定工作。

依占哈欣

未视伊党为竞争对手

我是首次上阵攻打班丹英达州席（前称千百家），尽管该
区原本属于伊党州选区，此次竞选策略未视该党为竞争对手《
伊党过去能够在该区获胜，主闪是依靠与希盟的合作，如
今他们孤军作战，巳失去原有竞争能力，而且希盟只会瞄准唯
一对手国阵阵营来川战。
班丹英达的选区划分后，选民结构也出现变化，马来选民

从55%增至62%，W此还算是一个诚信党较为有信心取得选民
支持的州选区。

巴也惹拉斯州席因伊斯
兰党原任州议员凯鲁丁跳巢
人民公正党，而获分配由该
党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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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溪比力州席候选人•刘天球
(雪州州委）

曾是领养区有40%胜算
我对于这州席保有40%的胜算，毕竟对手马华候选人黄祚信在地方
上也相当受欢迎，我也认识对方，希望两人有一场君子之战。

攻4国16州席

无论如何，我曾在2008年至2013年担任州行政议员时，领养双溪
比力，与当地村tC：及地方领袖有联系，我会努力取胜。

14旧人6新人

刘天球

艾德里

杜顺大州席候选人•艾德里
(33岁，士拉央市议员）

通晓华语有信心应战
在一星期前接获党指示，惟我没接触过该区，小 过该
i

区向来由加影区市议员杨雪华兼顾，加上本身通晓华语，
有信心在该区应战。
我是于2012年加人行动党，想加人政治并小 是为民
i

(无拉港22日讯）民主行动党雪兰莪州于全国第14届大选再增一

族还是什么，而是行动党的理念与我一致。在杜顺大有
62%为巫裔，在过去巫统的灌输下，他们普遍认为火箭是

州席杜顺大，在攻打4国16州中除了 14人守土，另有6位年轻男
女上阵，专打专业牌。
被喻为行动党“灰区”的双溪比力州席及万津州席，力派前雪

2018[选战

提名：4月28日
投票：5月!
月9曰

州行政议员刘天球“镇压”双溪比力，另外原任甘榜东姑州议员刘

华基政党《
W此，我将以巫裔身分走人马来社群，让他们认清火

箭，投选我们如同投选一个好的政府。

永山飞象过河替行动党守土万津（前称直落拿督）。
梳邦再也州席候选人•黄美诗
动党此次再增两位年

法律有漏洞激发参政

1T轻，懂得华语的巫裔

候选人，分别是现年33岁的
士拉央市议员艾德里及29岁

以新人而言，要出征梳邦再也有一定困

巫华混血儿嘉玛M雅，分别上

难，不过在原任议员杨巧双的领导下，相信

阵该党新增的杜顺大州席及替

可以胜任。

南下弃州攻打武吉里国席的百

早在学生时代，就以实习生身分接触行动

乐镇（易名万达镇）杨美盈守

党，协助潘俭伟及王建民处理党的法律事

土

务；英国回来后，持续在2016年为行动党服

0

务，担任法律服务局秘书，从中发现我国法

嘉玛丽雅上阵杜顺大

律体制存有许多漏洞，激发我想要进一步参

嘉玛刚雅也是马共战士霞

与政治。

碰法姬的孙女，后者是她的偶

早前曾有州委询问是否有意在今届大选上

像，促使她于2016年加人行动

阵，原计划H)年经济稳定后才参

党，不分种族、宗教、性别与

政，惟经熟虑后决定珍惜机会服

及收人为人民争取权益。
早前盛传换人的班达马兰
及莲花苑州席，由新人巴生市
议员梁德志及加影市议员黎潍
娼取代。另两位新人分别是法
律服务局秘书黄美诗及八打灵
市议员林怡威，将替原任州议
员杨巧双（梳邦再也）及刘永
山（甘榜东姑）守土，
雪州4国及10州由旧人守
土，包括万宜（前称沙登）王

万达镇州席候选人•嘉玛丽雅
(29岁，八打灵再也市议员）

雪州行动党志气高昂应战
4国16州。坐者左起欧阳

焦点放在治安与环境

捍华、哥宾星、林冠英及
潘检伟。

曾担任市议员及原任百乐镇州议员杨美盈特别助理，

建民、蒲种哥宾星、白沙罗

所以对州议员工作还是有一定的掌握及有服务民众的经

(前称八打灵再也北区）潘俭

夫、巴生新镇（前称双溪槟榔）

伟及巴生查尔斯。

邓章钦及哥打肯文宁甘纳巴迪

验
早前，服务中心曾展开调查，发现选民最为关心是治

在州方面有适耕庄黄瑞

劳。雪州候选人名单是由行动

安与环境问题，选区在重划后，依旧维持大量住宅区，我将把焦

林、新古毛李继香、无拉港黄

党秘书长林冠英宣布，在场出

放在治安与环境方面，包括改善休闲公园等。

田志、史里肯邦安欧阳捍华、

席者有雪州主席潘俭伟、雪州

金銮黄思汉、武吉加星、拉吉

准候选人及党员等。

基于今得知被委上阵，也将会快速辞去市议员的身分；八打灵雪州行动党增3位年轻的女候选人 ，在城市地区上阵。左起林怡
再也的行动党有高效机制，相信很快即可展开竞选工作程序。

威、黄美诗及嘉玛丽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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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登火箭筵幵180席场面热

林吉祥肖像被扫购一空

举“投蓝眼等于投火箭”标
语。
到场演说的该党领袖有全

晚在沙登商业城举办大选筹款

央领袖轮流演讲。
沙登村民不但购票人席，

行政结构、雪州水供与制水、
沙登兴建高架天桥改善交通阻
塞，希望所有选民踊跃投票支

国主席陈国伟、雪州主席潘俭

持希盟实现改朝换代的愿景，

伟、署理主席哥宾星、原任史

外地选民回乡投票更是一票也

里肯邦安州议员欧阳捍华、原
(沙登22日讯）沙登行动党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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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沙登国会议员王建民和原任
无拉港州议员黄田志。

不能少。

“超人”上台媒体跑光

晚宴成功造势，筵开180席全

还现场乐捐大选基金，开价300

他们分别上台评论课题包

另外，日前发言侮辱新闻

场爆满，声势浩大，吸引不少

令吉一张的33张林吉祥肖像在

括一马发展有限公司、10亿令

从业员和报章的“超人”丘光

村民站在宴席四周聆听该党中

15分钟内被扫空，全场民众高

吉豪华游艇、22卡拉粉红钻石

耀上台演说时，全体7家中英

项链、新选区划分及选区选民

文报章的记者和摄影记者一致

欧阳捍华（左起）、哥宾星及王建民带领沙登选民高举高举"投

分布多寡悬殊、废除消费税、

马上离席杯葛前者，以示抗

蓝眼等于投火箭”标语。

废除收费大道、改革总检察署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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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没呈雪州名单

(大山脚22日讯）人民公正党
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指出，他并没提呈雪州候选人
名单。
他是针对有消息指他所提呈
的雪州候选人名单遭到中央
“拒绝” 一事说，公正党遴选候
选人程序非常透明化，候选人
名单足由区部建议后提呈给
州，州经过筛选后再提呈给党
主席及遴选候选人委员会

2天内公布完整名单
阿兹敏阿里说，遴选候选人
委员会还在商讨中，并将继续
商讨，仍未作出最终决定：‘
“不过，多数候选人已获得
委员会同意，经过委员会多次
讨论后，目前巳有一份几乎完
整的名单，仅剩数个地区仍需
要进一步讨论。”
阿兹敏阿里今R在峑东埔国
会选区诗布朗再也公正党广场
出席与民聚会后说：“我相信
公正党将在少过48小时内，就
能够宣布完整候选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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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2日讯）希望联盟公布大选候选人名单在
即，却传出人民公正党内讧，有指该党署理主席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提呈的名单中有8人被除名，公正
党候选人名单看似“难产中”。
该党副主席兼原任峑都国会议员蔡添强今午4
时则召开记者会，坦言不介意没上阵峑都甚至没得
出战大选，该党领袖也不必特地委派他上阵其他选
区作为弥补，但他希望公正党领袖“以大局为重”。

阿兹敏属意雪直8人选遭除名

僕公正魷“舻
，添强希望该党领袖谨慎遴

5
蓉'选有胜算及得以解决峑都
这多元种族选区民生问题的候选

))

督斯m旺阿兹莎医生及该党副主席拉
菲兹的阵营。
据悉，希盟早前已发出媒体通
知，计划于明晚在大港宣布候选人，

人o
他提醒，上阵峑都、旺莎玛珠、

如今此形势可能让计划有变。

斯迪亚旺莎等的候选人，需能得到

报道指公正党妇女组主席祖莱达

多元种族的支持；该党在联邦直辖

今旱特地前往旺阿兹莎住家，相信是

区的选区具备多元种族，候选人不

要求后者重新考虑有关名单。在场者

得忽视任何族群的权益及需求。

还包括原任八打灵再也南区国会议员

据了解，公正党内部似乎出现两
个阵营彼此拉锯，一个以阿兹敏阿
里为首，另一个则足公正党主席拿

许来贤及颜贝倪。
据了解，旺阿兹莎同意会见阿兹
敏阿里，作进一步商讨。

蔡添强或无缘上阵
《星报》报道，阿兹敏阿里名单
中被除名者包括蔡添强、原任旺莎

丨：阵乌鲁雪兰莪同席）及哥打白沙
罗协调官莫哈末拉兹兰。

玛珠同会议员陈记光医生、原任哥

蔡添强提醒该党领袖谨慎遴选所

打胡姬州议员耶谷沙巴利、原任美

有选区候选人，勿在最后一分钟闪

丹花园州议员哈尼查及原任万挠州

受到党内外者游说而更换候选人，

议员颜贝倪。

他相信该党最高领导层有足够精明

另3人是阿兹敏阿M的媒体助理
希曼（被建议丨：阵鹅麦十爹州
席）、得力助手卡立嘉化（被建议

去拒绝游说行为，但他小 会阻止他
i

们更换最终人选。

在长女努鲁依莎陪同下抵达诗布朗再也公正党广场的旺阿兹莎（左），一度在
活动半途中与阿兹敏阿里“窃窃私语”后匆匆离开，引起揣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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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添强否认除名即退党
蔡添强澄清，他不曾表示
若未能上阵就退党或辞职的言

的背景，确保推选最佳人选，
因此才会拖了这么久。

论，也借此停止外界的负面传

“至于峑都，据闻许多单位

闻，各造只需静待候选人名单

有兴趣争夺此地。这对党最高

出炉。

领导是一大压力，因为它是公

此外，蔡添强身为公正党

正党的堡垒区，10年前还足屈

候选人遴选委员会成员，已得

于国阵，但靠着我们峑都团队

知各选区上阵人选，包括他本

的努力，终M得人民信心，相

人的去向，惟他表明无权公

信我们能继续保住峑都。”

布。
“我全程参与党候选人遴
选事务，我们严谨参阅所有人

询及峑都选民足否支持他
上阵，他卖关子的说，大选开
战时自有分晓。

：层人士 ：非8人除名

党中央无法照单全收
熟知公正党党务的基层人十向《南洋商
报》透露，阿兹敏阿里提呈的名单中，的确有
人会被除名，但不足8人，而是其中一半而
已。
基层人士坦言，该党中央有本身的考量，
阿兹敏提呈的名单也并非100%:小 采用，但同
i

时不能“强逼”党中央全单招收。
“每个人心巾各有计划和‘名单’，‘非’

蔡添强：我全程参与党候选人
遠选事务。

阿兹敏提呈的名单中，也有人被除名，只是没
有被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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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蔡“退党”感疑惑
针对公正党副主席蔡添强召开记者会“宣
布退党”传闻，阿兹敏阿M露出疑惑表情，并
以“没声咅”推搪问题，还反问记者“几时的
事情？在哪M?”

，并要求记者不要对仍未发

生的事情做出揣测。
他说，有关遴选候选人委员会成员包括党
主席、署理主席、仝同大选竞选主任、妇女组
主席、公青团丨才丨1<：、副主席蔡添强及赛韦尔医
生。

与旺阿兹莎窃窃私语
另外，在活动期间，公正党主席拿督斯M
旺阿兹莎医生突然与阿兹敏阿里“窃窃私
语”，并于下午3时40分左右匆匆离开而…起
端测。当记者前往追问时，她解释必须离开现
场，足要返回签署委任状，因所有候选人委任
状皆由她签署。
另外，现场出席者包括传言将上阵崙东埔
国席的公正党副主席努鲁依莎、公正党槟州联
委会主席拿督曼梳、诗布朗再也原任州议员阿
菲夫医生、本南地原任州议员诺丽拉博士、武
吉丁雅原任州议员王敬文、马章武莫原任州议
员李凯伦及植物同原任州议员谢嘉平等人。
PRIME NEWS

人民公正党领袖移交旗帜给峑东埔竞选团队，曼梳（左
起）、阿米尔、阿兹敏阿里、努鲁依莎、阿菲夫、李凯
伦、王敬文及吴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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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席原任守土

雪行动党6新人上阵
(无拉港22日讯）民主行动党雪兰莪州公布4国16州候选人名单，国席

行动党雪州4国16州候选人名单

皆由原任国会议员求蝉联，16个州席中8人原区守土，另有6位年轻、

国席

专业的新人上阵。

P102万宜（前称沙登）

王建民

P103蒲种

哥宾星

另外两人是前雪州行政议员刘天球，他将重披战甲上阵双溪比力，原
任甘榜东姑州议员刘永山则转战万津州席。

P106百沙罗（前称八打灵再也北区） 潘俭伟
P110巴生

查尔斯

州席
N04适耕庄

黄瑞林

N06新古毛

李继香

N22莲花苑

黎潍猖*

N23杜顺大

艾德里*

N27无拉港

黄田志

N28史里肯邦安

欧阳捍华

N30金銮

黄思汉

N34武吉加星

拉吉夫

N35甘榜东姑

林怡威*

N36万达镇（前称百乐镇）

嘉玛丽雅*

N41梳邦再也

黄美诗*

N45巴生新镇（前称双溪槟榔）

邓章钦

N47班达马兰

梁德志*

N50哥打肯文宁

甘纳巴迪劳

雪州行动党今届大选有多达6位新人。前排左起为黄美诗、李继香、林怡威、嘉玛丽雅

N52万津（前称直落拿督）

刘永山

黄瑞林及刘天球。第二排左起为拉吉夫、欧阳捍华、潘俭伟、林冠英、哥宾星及艾德里。

N56双溪比力

刘天球

CZ3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今早在万

他坦言，今次该党弃火箭改以蓝眼出

无拉港竞选行动中心公布

征，担心有许多人找不到火箭标志误以为该

候选人名单时指川，各州候选人名单皆由行

党没参选而不选，希望党员能加强宣传蓝眼

动党5人小组，即他、林吉祥、陈国伟、哥

标志。

tv宜

宾星及古拉决定候选人，以确保胜算。

比往届提早公布

此外，林冠英针对今届全国大选不冉获
提名的国州议员致谢，感谢他们作出的服
务。

他说，今届大选，行动党候选人比往届

“我可以感受他们的心情，希望他们能

早公布了一星期，各州人选巳定，只剩砂拉

接受州委和中央的决定。个人不比党重要

越一个议席还要协商至今晚定夺。

，党比个人更重要，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新人

请大家给他们掌声。”
他也赞扬弃州攻国的原任梳邦再也区州
议员杨巧双转攻泗岩沫国席并不容易，也谢
谢她尽力为雪州服务。
行动党雪州主席潘俭伟指出，今次雪州
名单面对大挑战，提名的人相当多，经上面
敲定，由年轻专业的党员出征。
他希望党员全力应战，以协助希盟大
胜，稳住雪州政权及人主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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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拉港22曰讯|尽

|tl_J管行动党在本届大选将委
tt||派6名新将上阵，惟各候
选人都路地力政府市议
爭员，也包括法律局执行秘

yC书黄美诗，相信选民对他
们都不陌生。
1

现年28岁的黄美诗

<J坦言，她本身没想过那么
快，至少需确保经济稳定
后再参政。她在实习时曾
协助王建K和俭伟，现
在也在哥宾星的律师所工
^作，她觉得国内有许多法
律需要改革。
^

「因此，党问我是否

有兴趣上阵时，我考虑后

ip的答案即， 是』！我尚
f

H是名新人，出来竞选必定
AJ会有困难，但有著杨巧双

M

的领导，我也会好好学习

>1V

和请教她。希望未来可为
梳邦再也选民带来更好的

XI服务。」

•关注环境安全
力

现年29岁的嘉玛莉亚
表示，她本身是杨美盈的

特别助理，常常接触选民和民生
问题，相信选民对她不陌生，惟
她尚需要多多学习。
「选区划分后，百乐镇州选
区将以住宅区为主，据早前针对
当地选民做出的调查显示，选民
首要关注的是环境和安全问题，
将来我也将关注这2大问题，希望
可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
刘天球则坦言，他在双溪比
力的胜算只有40%，惟他从2008年
到2013年都有在当地领养选区，
也有很强的团队，也认识当地的
社团领袖，他也会尽全力，为行
动党守土。
「我和马华双溪比力准候选
人拿督黄祚信是好朋友，希望可
有场君子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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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火MM；国晃变JlifeMS新Ml
_•必
无拉港22日讯继各州
陆续公布候选人后，雪州
行动党4国16州议席候选人
也在今日正式揭晓；4名原
任国会议员将继续守土，
州议席则将迎来6个新面
孔，行动党全国中委刘天
球也将重作冯妇，上阵双
溪比力州议席。
相较其他州属行动党，雪州
算是最后一个公布国州议席候选
人的州属，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今曰也到万宜/无拉港行动室宣布
国州议席候选人。

林冠英（第二排左4)正式宣布雪州囯州议席候选人，希望行动党在雪州可继续旗开得胜，横
扫所以议席。前排左起为黄美诗、李继香、林怡威、嘉玛莉亚、黄瑞林和刘天球。第二排左起
为拉吉夫、欧阳捍华、潘俭伟、哥宾星和艾德里。

尽管早前曾盛传雪州原任

市议员林怡威上阵。行动党新增

国会议员和数名州议员将更换选

的杜顺大则由士拉央市议员艾德

区，惟根据上阵名单，大部分选

里上阵；双溪比力州议席则由刘

区都保留原任议员。

天球上阵。

在国会议席方面，4名原任

林冠英表示，随著雪州候选

国会议员将继续守土，7名原任州

人已正式公布，行动党仅欠一个

议员也将继续守土，有2名原任州

议席还未公布候选人，并将在今

议员则更换选区。

晚宣布。
「这也是行动党历年来最早

刘天球攻双溪比力

公布候选人，即在提名日前一周
公布。行动党的候选人是由5人

随著原任梳邦再也州议员杨

所决定，包括我、林吉祥、陈国

巧双和百乐镇（已改名万达镇）

伟、哥宾星和古拉，雪州的候选

州议员杨美盈，将分别到直辖区

人也获得一致通过。」

和柔佛上阵，她们留下的议席将
由行动党法律局执行秘书黄美诗

挑选出最佳候选人

和灵市议员嘉玛莉亚上阵。

_张真甄_

雪州行动党国议席候选人名单
候选人

tP102万宜

P103蒲种

P106白沙罗

P110巴生

f王建民

哥宾星

潘俭伟

查尔斯

雪州行动党州议席候选人名单
选区

候选人

选区

候选人

N04适耕庄
•黄瑞林
N06新古毛
》李继香
N22莲花苑
》黎潍捐(新人）
N23杜顺大
》艾德里(新人）
N27无拉港
錄黄田志
N28史里肯邦安》欧阳捍华
N30金銮
》黄思汉
N31梳邦再也 •黄美诗(新人）

N34武吉加星 •拉吉夫
N35甘榜东姑 》林怡威(新人）
N36万达镇
.嘉玛莉亚(新人）
N45巴生新镇.拿督邓章钦
N47班达马兰 》梁德志(新人）
N50哥打哥文宁》甘纳巴迪劳(換区)
N52万津
i•刘永山（換区）
N56双溪比力 •刘天球

「我们明白他们的心情，

最后一个公布候选人的州属，这

原任莲花苑州议员张菲倩和

「我希望雪州议席都可以获

班达马兰州议员陈博雄在本届大

胜，我们有信心可赢得人民的支

选中，分别将由加影市议员黎潍

持，但目前的考验是，行动党在

猖和巴生市议员梁德志上阵。

本届大选中不会使用火箭，而是

但希望他们能接受州委和中央的

使用『蓝眼』标志。」

决定，个人没有比党重要，党比

让党很难做出决定，本届大选中

任何个人大，希望他们能牺牲小

也将选出最好的候选人，不但

我，完成大我。j

要保持雪州政权，也包括布城。

其中原任甘榜东姑州议员刘
永山和哥打阿南莎州议员甘纳巴

林冠英也感谢本届大选没被

迪劳将更换选区，分别上阵万津

委任上阵的领袖或前州议员，希

和哥打哥文宁，甘榜东姑将由灵

望他们可以继续支持政党。

此外，潘俭伟表示，雪州是

是因为雪州有许多潜在候选人，

(4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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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沙布否认留在安全区
莎阿南22日讯|莫哈末沙

他说，诚信党的排阵是要确

布说，他到哥打拉惹国会选区上

保希盟能赢下雪州政权，何况柔

阵，主要是因为受到党的推荐，

佛已有许多来自党中央的猛将到

不是原任国会议员西蒂玛丽亚没

那里上阵。

有资格，该党人才济济，符合资
格的人选太多，但一张凳只能留

参与执政决策工作

坐一^人。
他说，党认为西蒂玛丽亚更

茜蒂玛丽亚受询时说，党经

符合资格到斯里沙登出战，所以

过协商后，决定让她转攻哥打拉

就委派她到该区上阵。

惹国会选区。

询及他为何留在「安全

她表示，在转战州席后，可

区」，没到柔佛「危险区j上

可让她有机会尝试参与执政的决

阵，莫哈末沙布表示，哥打拉惹

策工作。

国会选区没有安全不安全之说。
「说哥打拉惹国会选区是安

「我在国会已担任了 2届反
对党议员，如今我更希望有机会

全区‘只是目肖|」的说法‘将来很

参与雪州政府拟定政策的工作，

有可能安全区会变成危险区，危

我也相信希盟有机会保住雪州政

险区会变成安全区。」

权。J

(410)

雪州诚信党国会议席候选人名单
国席1•

瓜雪

丨乌鲁安南
1

莎阿南

哥打拉惹

雪邦

候选人1•祖基菲里阿末i1 哈萨努丁 卡立沙末 莫哈末沙布 哈尼巴迈丁

雪州诚信党州议席候选人名单

[jig
沙白

[mmx
阿末慕斯达因

mm"

W

州席
班登英达

Immi'

H丢W—
—女函涵—
丽

依兹汉
运兹万
面蒂运丽亜

—寞蘇¥运——

g立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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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诚信党将在雪州攻打5囯10州议席，并在周日宣布候选人。前左起为玛利安、西蒂玛利
亚、莫哈末沙布、依兹汉、哈萨努丁、沙阿里宋吉及哈斯诺。

末沙布攻哥打拉惹国席
雪诚信党5国10州人选出炉

-徐慧美_
在雪州总部作出上述宣布。
依兹汉说，雪州希望联盟已
在4月18曰的主席理事会，完成
了议席分配，诚信党将攻雪州5个
国席及10个州席。

莎阿南22日讯|雪州诚信党

州，改攻斯里沙登州选区，让路

「诚信党有许多符合资格竞

宣布5个国会议席及10个州议席候

给该党全国主席莫哈末沙布到哥

选的候选人，经过党领导层筛选

选人，其中该党全国主席莫哈末

打拉惹国会选区上阵。

及评估后，选出这15名国州议席
候选人°」

沙布将攻打哥打拉惹国会选区。
诚信党竞选的国会选区包括

4人守土

哥打拉惹、莎阿南、乌鲁安南、
雪邦及瓜雪；州选区包括沙白、

他说，所有诚信党候选人
将披著公正党旗帜，代表希望联

以上候选人只有4人守土，

盟参与竞选。与此同时，他也否

乌鲁安南、邓普勒公园、淡江、

分别是原任雪邦国会议员哈尼

认，诚信党将巴也加拉斯州席让

班登英达、双溪拉玛、中路、摩

巴迈丁、莎阿南国会议员卡立沙

给公正党，以换取双溪班让州

立、斯里沙登及双溪班让。

末、淡江州议员哈萨努丁摩立州

席。「我们原本要争取的是双武

议员哈斯诺。

隆州席，后来获分配到双溪班让

最受瞩目的是，原任哥打
拉惹国会议员西蒂5马刚亚弃国攻

雪州诚信党主席依兹汉今午

州席。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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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2日讯|公正党副
主席蔡添强亲自辟谣，绝不会退

蔡添强辟谣绝不会退党

党。
的大将。

无论如何，他今日在记者

蔡添强也说，之前有人献议
他到柔佛的地不佬或礼让国席竞

据《星报》报导，阿兹敏阿

话，就算不委派他上阵，也必须

选，但他不认为有这种必要，因

里所呈上的候选人名单，至少有8

安排一名有能力的候选人出战，

为这两个选区已有合适的人选，

人被旺阿兹莎刷下。

「不要让特定人士，左右上阵人

不需因为要安排给一个议席给他

选」。

而作出这样的安排。

蔡添强保证，就算自己没有

盼旺姐「三思」

出公正党，同时将继续协助公正
党赢得大选

扎及原任万挠州议员颜贝倪。
此外，由阿兹敏所提呈的另
夕卜3名人选，包括建议上阵鹤唛斯

会上，罕见地向公正党领导层喊

机会在荅都原区上阵，也不会退

Page 1 of 1

公正党内部两派的权力斗

今早，以公正党妇女组主席

迪亚州议席希尔曼（阿兹敏新闻
秘书）、乌雪国会议席卡立嘉法
(阿兹敏亲信）及目前为哥打白
沙罗协调员的莫哈末拉兹兰，皆
不获旺阿兹莎点头上阵。

祖莱达为首的数名公正党领袖，亲

据了解，今早随同祖莱达

自到党主席旺阿兹莎在泗岩末的住

一同会见旺阿兹莎的还包括颜贝

家会见后者，以要求旺阿兹莎在该

悅、哈妮扎和原任八打灵南区国

党的候选人名单上能「三思」。

会议员许来贤，他们皆被视为和

被旺阿兹莎刷下的人选包括

旺阿兹莎私交还不错的党领袖。

他补充，本身能接受党的委

争，一派是以该党署理主席拿督

原任原任荅都国会议员蔡添强、

派，只要党认为有必要，他可以

斯里阿兹敏阿里为首；另一派的

原任旺沙马朱国会议员拿督陈纪

已经陆续公布国州议席候选人，

到任何一个选区上阵，不一定需

领军人物则是副主席拉菲兹为代

光、原任哥打胡姬州议员耶谷沙

唯独公正党直至目前，仍没有作

要在原区上阵。

表。蔡添强被视为阿兹敏阵营中

巴里、原任美丹花园州议员哈妮

出任何宣布。

然而，希望联盟各成员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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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奧玛不竞选雪州议席
莎阿南22日讯|雪兰莪国
阵将在明天公布候选人名单，

我不会作出任何的更动。」
「我们必须达致共识，以

其中，雪州国阵主席丹斯里诺

党的利益为优先。我相信我们

奥玛，将不竞选任何雪兰莪州

比其他的政党更强大。」

议席。

诺奥玛今日出席居民代表

换言之，就算国阵重夺雪

委员会（JPP)和雪州联邦乡村

兰莪州政权，诺奥玛也无缘出

发展暨治安委员会（JKKP )市

任雪州大臣。

政厅的会议后，这样指出。

他今日亲口证实，自己

他说，在每场的斗争里，

不会成为任何雪州议席的候选

都有一方必须要作出牺牲。若

人。「我的名字，并没有列入

是没有一方愿意牺牲自己，斗

州议席候选人的名单中。」

争将不会获得成功。「若是各

他说，将会于周一（23

日）上午10时，在雪州总部巫

方都想要获得成功，则我们将
不会有任何的结果。」

统大厦宣布第14届国阵国州议

他表示，部分巫统区部主

席候选人的名单。这项宣布将

席在早前向他表达意愿，即对

会涉及56个州议席，和22个国

于上阵议席不感兴趣。

会议席。
他表示，该名单是最终的
决定，同时希望全体国阵党员

另一方面，诺奥玛证实，
国大党将会上阵加埔国席。
今曰活动的出席者包括州

都能支持所有被宣布披甲上阵

联委会副主席拿督末纳扎里、

议席的候选人。

秘书拿督佐汉和城市和谐、房

「这份名单是最终的决
定，也不必再对此提出请求。

屋及地方政府部副秘书长（管
理）凯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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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前排左4起）和努鲁依莎，在众党员的陪同下，启动公正党竞选机制,

阿兹敏否认候选人名单呈旺姐
槟城22日讯|公正党全国

他强调，自己并没有候选人

署理主席兼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

名单，该党候选人都会认同提名

兹敏否认，已把雪州公正党候选

委员会的决策。

人名单提呈给党主席拿督斯里旺

阿兹敏今日在北赖新路为槟

阿兹莎，并呼吁各界不要胡乱揣

州公正党启动竞选机制时，针对

测。

有传言指，其所提呈的雪州公正

阿兹敏表示，一般上候选
人名单是从区部提呈至州，再交

党候选人名单全被党中央拒于门
外一事，作出上述回应。

给党主席，一切都很透明化，而

「有关提名委员会成员包括

雪州公正党候选人名单几乎已经

党主席旺阿兹莎、副主席蔡添强

完整，尚有数个地区还需再作商

和赛威尔、妇女组主席祖莱达、

讨，48小时后完整的候选人名单

公青团团长聂纳兹米及竞选主任

就会出炉。

努鲁依莎。」（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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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鼬4棚不退党
人民公正党迟迟不公布候选人名单，
坊间盛传，阿茲敏及拉菲茲两大派系内斗

周日更有亲国阵报章称，属于阿茲敏

n

阵营的副主席蔡添强，因不满席位安排，

公正党领袖较后纷纷辟谣， 党主j旺
阿茲莎表示，候选人名单仍未
有最后定案，蔡添强也否认准

s雪

备退出公正党。

内斗费动毚

蓝

》报导A4

东方电子报

白热化，导致候选人名单难产。

准备退出公正党。

洲选情

吉隆坡22日讯雪兰莪人民公正党在大选
提名前5天，突然浮现2大派系的内斗，再次冲
击令希望联盟坚守雪州政杈的努力。
虽然民联/希盟在雪州执政
了2届，但内部派系却是最复杂的
州属之一，这也是为何，雪州希
盟最迟才公布议席分配的结果。

封面头条

希盟好不容易才解决成员党
议席分配，轮到公正党传出内部

些候选人，包括让路给一些非

纠争，周日上午更有消息称，属

政府组织人士，以公正党的旗帜

于阿兹敏派系的蔡添强，因为不

上阵。其中就包括净选盟2.0前主

满多名阿兹敏人马被除名，准备

席玛丽亚陈。

退出公正党。

传言称，旺阿兹莎有意将其

蔡添强在当天下午召开记

中一个堡垒区八打灵再也（即之

者会上澄清，自己无意退出公正

前的八打灵再也南区)让予玛刚

党，但他却罕见地向公正党领导

亚陈上阵，原任灵南区国会议员

层喊话，「不要让特定人士，左

许来贤则将转战加影州议席。

蔡添强的言论，某程度上反

蔡添强（左）驳斥外界盛传他退党的传言，并表明即使不在
本届大选上阵，也会与党同在，继续希盟的斗争。

右上阵人选」。

候选人有待宣布

映，公正党派系之争，日趋白热

去会见后者，这是很平常的事。
他说，确实是有谈到议席分

化。事实上，公正党内部2大派系

消息称，若原任加影州议员

之争，在公正党内外早已是公开

旺阿兹莎无意让出加影，许来贤

秘密。其中一派是以该党署理主

甚至连上阵的机会都没有。

-顏泉春-

她说，很多可能上阵的候选
人都已被通知必须到选区服务，

配的事宜，惟他不愿透露更多详

但最后有关选区将由谁上阵，目

情，仅表示党主席会作出宣布。

前仍存在变卦，须由党主席亲自

公正党总财政拿订巴杜卡陈

来宣布0

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为首；另

许来贤在受《东方曰报》询

仪乔说，公正党并不是一个传统的

询及她是否取代原任旺沙玛

一派的领军人物则是副主席拉菲

问时证实，他们今早会见了旺阿

政党，因此，该党的一些作风不会

珠国会议员拿督陈纪光上阵该区

兹主导。

兹莎，但他强调，今日数名公正

依据传统的模式来做，同时也是要

时，陈仪乔也不愿证实，仅表示

党领袖是受到党主席的要求，才

阻止有人在党内越姐代庖。

由党主席去宣布。

坊间盛传，公正党有意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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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謝仲洋攝影•蘇長國

(沙亚南22日讯）再给雪州
5年时间，让雪州特色的经济发

Page 1 of 2

政策，他有信心雪州会做得更
好。
他接受《大都会》社区报
记者专访时指出，雪州行政议会

展稳健前行！
掌管雪州投资、中小型工
业、贸易及交通事务的高级行政
议员拿督邓章钦矢言，随着雪州
(工业州）特征已建立起来，加
上州政府推出5大领域的发展大

•邓章钦笑言，自己的心境与活力需保持在年年“25岁”，加
蓝图^以及现有惠及全民的福利
上30年的人生经验，促成现年55岁的人生历练。

去年已通过《雪州工业发展大蓝
图》和�2017雪州公交大蓝图》
等，放眼工业发展制造业，着重
于交通零件配备、食品加工业、
电子电器业、机械和生物科学5
大领域。

鄧章欽：經濟漸上軌道

奴給雪州54/，，
製

邓

章钦强调，自雪州于2008年政权易
手后，民联执政团队于过去10年积

造 极建立有雪州特色的经济基础，如今一切已
^上了轨道。
i

馬

“例如在交通零件配备，日本丰田
(Toyota )将在巴生武吉拉惹工业园，建起全

世界第三大的汽车制造厂，里头会有最先进
62%

飛

他说，同时间，富豪（Volvo )也拓展在
沙亚南制造厂的厂房，成为亚太区（中国以

饿
零

JU.

的工业机器人装备、电动车与未来概念车的
制造。，

外）最大制造厂与分销中心。
邓章钦披露，雪州有3个“S”专注于飞

IT机工业与后勤支援，即主打飞机零件制造的

双文丹（Serendah )�飞机维修与零件制造的
梳邦机场（Subang)及零件制造和物流中心的雪邦
(Sepang )国际机场。

他形容，全马有6 2 % 的飞机零件制造位于雪
州

拿到的都是属于第一级或第二级的制造工艺合

约

如来自美国设于梳邦机场的Spirit Aero

司

就为国内第三级的零件制造进行加工。

Systems公

他透露，为了推动梳邦机场跑道旁的飞航保
养

•阿兹敏（右三）参观雪州国际商业峰会摊位，并获邓章钦（右四）讲解

维修及翻修工业模式，以便与菲律宾和泰国竞

争 发展成为本区域首屈•指的飞机工业园，州政 区中国以外的分销与市场。
府积极寻觅合适的地皮，献议业者“以地换地”，
目前处于初步阶段
“州政府不惜背负被指逼迁居民的罪名，以配
合联邦政府旗下的大马机场控股公司（MAHB )步伐
开发该公司新地皮，好让相关业界进驻。”
谈到物流与服务业，邓章钦指出，目前有许多
国际物流公司，把办事处设于梳邦和雪邦；瑞典家

中台投资者进驻雪州
随着招商及推介工作的完整性与系统化，

项目申请，他本人每月也主持两项分别以外资和
内资为对象的会议，以处理和协调土地程序申请
后，终成功为“雪莪兰”正名为“雪兰莪”=
“凭着这些招商引资基础，发挥雪州的更大

及具体化推介雪州优势，担当招商引资任务的邓

潜能，成为本届大选时我们（希盟）的强项。我

章钦欣慰中国和台湾等地的投资者，终于认识雪
州。

民对我们做到的成就，是有所感受的。”

具巨擘宜家（Ikea )在英达岛设立全球第三大的仓库

他感叹，过去到中国与台湾招商引资时，
中台人士总会把“雪兰莪”说成是“雪莪兰”，

及物流中心，规模仅次于欧洲和墨西哥，负责亚太

但随着雪州政府成立一站式中心处理外资的投资

们做到他们（国阵）过去几十年没做到的事，州
邓章钦认为，雪州国阵竞选宣言没提到新东
西，只根据州政府的现有政策照本宣科，至多会
“要求更好”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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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钦从
担任反对党
议员开始，
到雪州变天
“做政府”
当上议长
和局级彳了政
议员，让他
的人生历练
增添更多精
彩。

成
功

当

乙记者询及

的蓝图，如现阶段在沙亚南

雪补I舍IS

和巴生如火如荼进行的轻

会否推出本身的竞选

快铁第三路线（LRT3 )工
程。”

宣言时，他认为也许
落

没有，因为州政府已

實

规划今年内要落实的
项目及政策，而且有

属意留任推动更多计划
也是雪州行动党副主

5个领域的大蓝图和

席的邓章钦认为，从选举角

福 福利政策，可能州政
X||府会在现有的福利政

度来看，行动党除了扩大版

^i策，加多-些项目和
政增加受惠人数。
邓章钦认为，雪
生
^ 州过去10年的最明显

图，也需顾好大后方，如果
-窝蜂都冲去前锋，会有后
方失守的危险®
他属意自己在新政府
续任原任行政议员的职务，

改变，在于大臣与行

原因是他在任内推动许多计

政议员不再予人高高在上的
“官样”，反而给人亲民形

划，如位于英达岛的雪兰莪

象；而且政策显著，施政效

计划，如电商营运、飞机零

率大大提升及具备高透明
度。

件制造、扩大高科技工业园

生物湾；-些已上了轨道的

等项目，还需大力推动。

“尤其是地方政府和土

邓章钦坦言，他目前的

地局的效率提升许多，民间

官位已是顶限；至于会否考
虑退下，他不讳言，鉴于人
生起伏，曾在感受到心力交

敢于提出批评与谏言，州政
府的整体形象提升。雪州除
了是经济火车头，也成功落
实43项福利政策，从人民的
生老病死都完全照顾，领先
全马的福利州办”
他表示，国阵执政雪州

瘁及工作饱和时，有过退休
念头，但后来与身边友人及
官员商量后，发现待落实的
项目尽管是规划好了，但还

时，只能靠联邦政府到各国

是需大力推动才能上轨道。
“所以我继续留在这道

招商引资，再分配到各州投

平台是有帮助的，也许多5

资的资源。
“在2008年雪州易主
后，州政府在本身权限内，
积极拟定各领域的大蓝图如
交通大蓝图给联邦政府参

年后等完全上了轨道，我能
做的东西已到了极限，到时
才考虑（退下）吧！”
他透露，自己的心境与
活力需保持在“25岁”，加

考，以便联邦政府要推行

上30年的人生经验，促成现

交通规划时，能参照州政府

年55岁的人生历练卞

下篇预告：
马华炒作巴生发展落后，10年连一座巴生文化城都
做不起。看邓章钦亮出州政府的“雪州海洋门户"
(Selangor Maritime Gateway )项目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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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好蓮吁馬華同心協力
力保新古毛州席
(乌雪22日讯）马华乌雪妇女组区会主席兼村长
陈好莲吁请各地马华三机构同心协力，力保马华于新
古毛州选区取得胜利。
她日前率领一群执委与崙冬加里州选区马华三机
构执委进行大选交流时说，乌雪马华妇女组一向在党
的各级组织中扮演重要角色，对党和人民都作出重大
贡献。

Page 1 of 1

织，发挥团结力量办
马华武吉布伦东支会主席拿督李佳荣致词时
击反对党国州议员“只能讲，不会做”。

抨

他吁请马华党员坚守立场，同心协力回馈党及委
托。
双文丹新村联邦村长叶立勤致词说，509投票
日，希望党员们站稳立场，给予国阵大力支持，重夺
雪州政权。
出席者有乌雪马华妇女组秘书凌云英、前主席林
三妹、陈开华、叶明、联邦村长刘俪莹、莫志、陈观
添、邓添友、谢耀聪及周顺友等。

马华新古毛区州候选人
拿督黄冠文太太拿督余桂梅
指出，妇女组在未来日子里
也将能坚决的追随党的斗争
路线，为党斗争护航，作出
无私的贡献。
她希望妇女组能够秉承
这优秀的传统，不断加强组

i马华妇女组执委与峑冬加里州选区三机构执委合照，前排右七为陈好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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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宾星
t前排左
四）等人为|
首邦市锡克’
庙进行开幕
仪式。右起
为谢有坚、
莫汉星、杨
巧双及黄美
诗。

楊巧雙帶領會見選民

黃美詩關啟備戰模式
(首邦市22日讯）行动党
首邦市州选区准候选人黄美
诗甫宣布上阵，就立即以准
候选人身分跑动选区。
黄美诗在原任首邦市州议
员杨巧双的带领下，与首邦市社
区领袖及选民会面，前往首邦市
SS14区及柏西兰格华芝班的锡克
庙（Gurdawara Sahib )出席活动，
开启备战模式。
其他出席者包括蒲种国会选
区准候选人哥宾星、梳邦再也市
议员谢有坚及莫汉星。

杨巧双：
走出舒适圈掉卫国家
杨巧双出席首邦市锡克庙开
幕仪式时指出，她在接下来的数
日将带领黄美诗跑动首邦市，介

绍社区领袖及选民给对方认识，
相信她很快适应及上手。
她说，黄美诗取代她上阵首

们以往在前朝国阵政府时争取不
到，如今已再次证明希盟雪州政
府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她也希望

邦市，让选民想起她在308大选时

该新大厦将成为锡克族的社区中
心。

是以29岁的新人姿态上阵首邦市
州议席，如今黄美诗则是28岁上
阵该选区。
她表示，对当地非常熟悉
的谢有坚将担任黄美诗的竞选主
任，而她也将延用其原本的首邦
市州议员服务中心，因此会更方
便选民会见人民代议士。
她也说，她除了带领黄美
诗走动，本身还需兼顾泗岩沫国
会选区和前往柔佛及沙巴助选，
但最重要的是他们愿意走出舒适
圈，以捍卫更好的马来西亚。
此外，杨巧双指出，首邦市
锡克庙获得雪州政府拨出1万平
方尺的地段兴建锡克庙，这是他

黄美诗：解决交通问题
黄美诗指出，她时常经过首
邦市，该区对她来说并不陌生，
她相信在杨巧双带领下，能很快
上手并交接工作；杨巧双也给她
很多意见及帮助。
她认为，首邦市是 <个发展
密度高的城镇，目前最大的问题
是交通问题，这是她将着手处理
的问题。
她说，尽管首邦市是选民人
数庞大的选区，但她觉得人数并
不是问题，她会坚持工作，积极
与选民会面，并且感受到选民的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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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宾星
热烈欢迎^
•欧阳捍华展示造型逗趣的
竞选宣传单。

(沙登22日讯）守

讲人都受到民众热烈欢迎。
筹款晚宴筵开200席，热闹非凡；也
有不少公众站在棚外聆听演讲«

土蒲种国会议席的哥宾
星昨晚出席沙登民主行
动党大选筹款晚宴，在场数千名支持者高
声欢呼热烈鼓掌，欢迎他来到沙登成为代
议士。

哥宾星：必对抗国阵到底
哥宾星欣慰的说，大选还未开始，民
众的反应已是如此热烈，他有信心能够胜
选，5月9日定可人主布城。
他特别举出_ •些法庭案件来抨击我国
的司法，例如女生拿黄色气球被控事件。
“国阵执政60年交出这样的成绩，人

沙登地区分属斯里沙登及史里肯邦安
州议席，其中史里肯邦安原属沙登国会选
区，在今届全国大选选区划分后，沙登国
席改名万宜国席，史里肯邦安划人蒲种，
而从昨晚晚宴反应看来，哥宾星获得沙登
选民大力支持，不少人如粉丝般纷纷要求
合照，令他有如宝莱坞巨星般》

民还要相信他吗？在希盟执政后，我们将
委任新的总检察长调查一马发展公司，以
及废除消费税，以向国阵证明，大马人已
准备好改朝换代。”

除了哥宾星外，到场演讲的还有同样
是史里肯邦安州议席准候选人欧阳捍华、
蕉赖国席准候选人陈国伟、白沙罗国席准
候选人潘俭伟、无拉巷州议席准候选人黄
田志及万宜国席准候选人王建民，每个演

哥宾星也承诺，-旦被委为蒲种候选
人，他必定会对抗国阵到底，蒲种人民要
为蒲种人说话，也要为全国人民说话。

潘儉偉：馬來票若增10%臝面大
•俭伟呼吁大马人不分种族，

ffe

来个全民海啸打倒国阵，
并表示只要马来人选票比上一届多
10%，我国就可以换政府。
“即使不是全部马来人投希盟，

我们只要增加10%马来选票就能赢
了。”
他表示，实行了3年的消费税已经
令马来人深深感受到经济上的压力，
对国阵政府已反感。

歐陽捍華：兩線制對人民最好
阳捍华表示，巫裔和印裔都已

最好，两党每15至20年轮替执政相互竞

经醒觉，他认为两线制对人民

争，人民受益

欧

陳國偉

投票率需達90%

：

国伟说，上一届大选的80至

陈

、85%投票率是不足够，需要全

民救国则得把投票率推高到90%，而国
阵害怕输掉竟把投票日订在星期三，因
此他呼吁选民无论如何一定要去投票。

他指出，国家目前负债7000亿令
吉，有经济专家预测到了2020年，大马
非但不能成为先进国，而且将会负债1
兆，国阵导致国家破产，陷人民于方水
深火热之中。

王建民秀客家話逗笑衆人
‘建民自从上届大选赢得沙登国
-会议席后，努力融人沙登，不
仅在沙登买了房子，也信守承诺学客家

王

话，以便更贴近沙登人。
他昨天一上台就展现自己已成为沙
登人的“证明”，开场白全用客家话，
虽然还是有些许的生涩且咬字不佳，但
也逗笑民众，诚意十足。

将上阵万宜国席的他感谢大家过去
5年的合作让他的工作进行顺利，表示永
远不会忘记沙登选民，希望选民也别忘
记他。
他也说，他曾在国会中多次提出沙
登大街塞车问题，且与欧阳捍华跟雪州
公共工程局研究过，需耗资3亿改善塞
o

黃田志：雪政府設法解決水供問題

黄

田志不满国阵经常以水供问题
诬衊雪州政府，并指纳吉连自
己选区的北根水供问题也解决不了。
他说，不只是彭亨州水供有问题，
国阵执政州柔佛的水供同样有问题，特

别是丰盛港，丰盛港人清楚得很。
他表示，雪州政府一直设法解决
问题，在4家水供公司之中已买下其中

3W.，还有-家因对方开出天价而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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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民 右起 、哥宾星和

醒选民投蓝眼标志。

欧阳捍华向民众派发传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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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信園居協首屆理事就職力爭建禮堂辦公室
(吉隆坡22日讯）宜信园居民协会
于日前在宜信园停车场举办了第一届理
事会“宣誓就职典礼”，当天获得200名
各族居民踊跃出席，，
雪州行政议员黄洁冰受邀为此典礼
的开幕嘉宾及主要监誓人，士拉央市议
员霍韦尨及黄国全也-•同出席并监誓理
事会的宣誓仪式。帝沙再也警局警长朱
斯旺星也委派其代表出席
主席马挂福在致词时表示，此地区

他呼吁市议会马上拆除非法设立在信园已从巴也加拉斯州选区转换至武吉
附近居民商店的非法电讯塔，以停止辐兰樟，她提醒大家在选举当天要注意此
射影响居民。
事。
他也特别感谢霍韦尨以及黄国全各
她也答应.•旦中选后，将会“回
别发放3000及5000令吉的款项。
来”宜信园，以著手解决上述各项民生
黄洁冰指出，经过重划选区后，宜问题。
ufjtwi DAH eeniKtiAH
丨EHWDUt:
EHSUi SELAWQOft 沪PTES!
'M jl ji. ^
^ — xi r.1 ^^
二

道路长达30年未曾铺盖过，已经破烂不
堪，路灯也不足以涵盖所需地点，许多
地点，包括停车场皆陷入黑漆一片。
他促请黄洁冰及市议员能协助争
取在宽阔的停车场建设花园礼堂及办公
室。
他说，当地的治安也有必要改善，
如不时发生偷窃、抢劫案件，导致大家
时刻提心吊胆，难以安心人眠。

•宜信园居民协会代表和黄洁冰（右五）与嘉宾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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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雪！瀑黨丨_ J
8

阿茲敏拉菲茲各薦候選人
(八打灵再也22日讯）公正党
酝酸内斗危机？外界盛传，一场
围绕在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
阿里以及副主席拉菲兹之间的公
正党雪州候选人之争，正在酝酸
爆发！
根据英文《星报》报道，-份由阿
兹敏阿里钦点的8名公正党雪州候选人
名单，已经遭到党主席拿督斯里旺阿兹
莎的否决。
据悉，有关名单是在今早8时，由

公正党妇女组主席祖莱达率领包括颜贝
倪、哈妮查和许来贤在内的代表团，亲
自提交给旺阿兹莎；祖莱达呼吁旺阿兹
莎重新考虑有关的候选人名单。
该名单中的候选人，分别为原峑都
区国会议员蔡添强、原旺沙马朱区国会
议员拿督陈志光、哥打安格力州议员耶

席）、卡立嘉化（上阵乌鲁雪兰莪国会
议席）以及纳兹兰（上阵哥打白沙罗州
议席）『
据悉，旺阿兹莎已经同意和阿兹敏
会面，以进一步讨论此事。
目前有关公正党雪州国州议席候选
人之争已经分成两大阵营，其中一方为

谷萨比力、美丹花园州议员哈妮查以及

阿兹敏阵营，而另•方则为副主席拉菲

万挠州议员颜贝倪
此外，阿兹敏阿里另外提出的3名

兹阵营，而后者也是和旺阿兹莎同一阵
营。

候选人人选也遭到拒绝，分别为其两

希盟将在周_ -晚于大港宣布雪州的
国州议席候选人。

名助理希尔曼（上阵鹅唛斯迪亚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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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敏：抗議敦馬用藍眼上陣

课题。
他说，至于土团党，他们无法使
用该党旗帜竞选也非他们所愿，而是
无法注册，因为希盟_ •致的目标就是

“涉事黨員不尊重黨”
(北海、怡保22日讯）针对昨日

他强调，希盟各成员党在第14届

有50名公正党党员声称代表12万名党

大选共用公正党旗帜上阵，是希盟主
席理事会的一致决定。

员抗议希盟主席敦马哈迪使用蓝眼上
阵之举，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
兹敏认为，这不是一个课题，并指责
有关党员不尊重党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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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雪州大臣的阿兹敏今早在威
北柏淡为公正党槟榔东海竞选机关主
持启动礼后受媒体询问时，回应有关

要打败国阵和拯救国家。
他促请党员撇开私怨与不满，团
结一致确保希盟胜利，毕竟这届大选
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只要希盟全体成
员全力奋战，就有机会为我国的政局
翻开新章，甚至缔造历史。

抗議敦馬用“藍眼”上陣

50黨員促6天內刪除敦馬
M50名来自霹雳州、吉打、柔佛、雪兰莪及森美兰
夕XI的公正党基层，集体抗议马哈迪以公正党旗帜在
第14届全国大选大阵，敦促党中央不要让马哈迪使用该党标
志出战，同时剔除马哈迪作为该党于选票上的候选人。
公青团武吉干当区部署理团长慕哈末法依扎指出，该党
基层将给予党领袖6天限期，从使用该党旗帜上阵的候选人
名单中，删除马哈迪的名字，若无法达致要求，他们将采取
激烈的行动。

他昨日在公正党总部前，连同其他党员举行集会反对马
哈迪使用公正党旗帜，同时集体提呈备忘录给党总部的代表
法里斯阿都拉。
慕哈末法依扎稍后向媒体披露，党基层对于党中央领袖
允许马哈迪使用公正党旗帜而深感失望，因为该党的创立是
始于马哈迪过去的专制举动。

指获12万基层支持
他透露，若党领袖无法满足他们的两大诉求，他们已决
定会采取一系列的行动，并会于稍后公布，他说，是次反对
举动获得来自全国各地约12万名基层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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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努西誠信黨旗下上陣
(哥打崙鲁22日讯）吉
兰丹州政府其中一个重要的
子公司，即吉兰丹州务大臣
机构（PMBK )首席营运员
沙努西奥斯曼在24小时内辞
职后加人诚信党，并将在这
届大选代表希望联盟在丹州
其中一个州议席上阵，向丹
州伊党抛下震撼弹！

胡桑：
沙努西经验丰富
丹州希盟主席胡桑慕
沙今午在哥市召开新闻发布
会宣布这项消息。出席者有
沙努西奥斯曼、诚信党丹州
主席旺阿阿都拉欣和该党的
其中一名准候选人哈菲莎医
生。
不过，胡桑指出，沙努
西会在哪_ •个州议席上阵，
稍后才公布。
他说，在成为吉兰丹
州务大臣机构高层之前，沙
努西曾经是吉兰丹水供公司

(AKSB )的董事成员°
“沙努西来头不小，他
的胞兄曾经是伊党长老协商
理事会的秘书，也当过丹州
联委会副主席和丹州行政议
员，是一位著名的宗教司，
桃李满天下。”

州务大臣机构高职，加入诚信
沙努西奥斯曼辞掉吉兰丹

閃辭丹大臣機構首席營運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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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沙努西的另一位
兄长阿都玛吉，也当过瓜拉
吉赖县长。
如果希盟在丹州执政，
他说，中选的沙努西将能以
他过去在州政府部门，尤其
是吉兰丹水供公司的经验，
为新政加分，所以，他加人
诚信党是具有历史意义。

沙努西：
诚信党有实力
沙努西受访时说，他加
人诚信党，是希望吉兰丹能
够一个有诚信的新政府，诚
信党的领导团队，都证明了
他们是实力派。
他本身是电子工程系学

士，与妻子聂阿兹玛育有1
男2女。
在加人吉兰丹水供公
司和吉兰丹州务大臣机构
之前，他曾在RADICARE
(马）有限公司服务。
沙努西在24小时内辞职
的决定，据了解已经被州政
府接受6吉兰丹州务大臣机
构的主席，就是原任丹州大
臣拿督阿都耶谷，即丹州伊
党主席°
询及是否还会有更多丹
州政府高层人员加人诚信党
时，也是该党副主席的胡桑
则保持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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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第二排左四）公布雪州行动党4国16州候选人。前排左起为
黄美诗、李继香、林怡威、嘉玛丽亚、黄瑞林及刘天球，第二排左起为拉吉夫、欧阳捍
华及潘俭伟，右起为艾德里及哥宾星，第三排左起为王建民及查尔斯，第四排左起为黎
潍福、黄田志、黄思汉、梁德志、甘纳巴迪劳及刘永山。

(加影22日讯）行动党雪兰莪

出现人选变动的8个州议席分

议员嘉玛丽亚（万达镇）及士拉央

4国16州议席候选人名单出炉，4个
国会议席由原有议员守土，另有8

别是双溪比力、万津（前为直落拿
督 >、莲花苑、首邦市、甘榜东

市议员艾德里（杜顺大 >。杜顺大
是行动党新増的州议席。

个州议席的候选人出现变动，6名

姑、万达镇（前为百乐镇）、班达

亲斤人首次上阵。
林冠英今天在行动党无拉港大

马兰及与公正党交换选区得来的哥

选行动室，宣布雪州行动党的20国
州选区候选人。

打哥文宁。

刘天球取代赖玉兰

林冠英促尊重党决定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今日宣布
雪州行动党候选人名单时感谢落榜
的州议员过去为党做出的贡献，并

行动党竞选的4个国会议席分

其中，最受瞩目的双溪比力州

别是白沙罗（前为八打灵再也北

席由州委刘天球上阵，取代原任议

“我理解没有获得提名上阵的

区）、万宜（前为沙登）、蒲种及

员赖玉兰。这也是刘天球继2013年

州议员心情，但我希望他们尊重

巴生，4名候选人皆为原任议员，

大选被除名后，再次披甲上阵。巴

分别是雪州行动党主席潘俭伟、副

生市议员梁德志及加影市议员黎潍

秘书王建民、署理主席哥宾星及查
尔斯。

福，则分别取代原任州议员陈博雄

党领导层做出的决定。我们必须
记得，党的利益永远大于个人利
益。”

国席原议员守土

及张菲倩，首次上阵班达马兰及莲
花苑。

希望他们可以继续协助党的斗争。

他也说，行动党候选人是由5
人小组，包括秘书长、国会领袖林

另外，原任甘榜东姑州议员刘

吉祥、主席陈国伟、署理主席哥宾

永山上阵万津，取代被开除党籍的

星及副主席古拉一致拍板作出的决

至于州议席方面，负责守土的

原任议员罗志兴。哥打哥文宁则由

定。

州议员是黄瑞林（适耕庄）、李

原任哥打阿南沙州议员甘纳巴迪劳
上阵。

重演上届大选的辉煌，即赢得4国

8州人选有变

继香（新古毛）、黄田志（无拉
港)、欧阳捍华（史里肯邦安）、

其余首次上阵的新人有法律局

黄思汉（金銮 >、拉吉夫（武吉加

秘书黄美诗（首邦市）、八打灵再

星）及邓章钦（巴生新镇）。

也市议员林怡威（甘榜东姑）、市

林冠英也放眼雪州行动党再次
16州，让雪州国阵在本届大选挂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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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冠英（右五）宣布林吉祥（左五）为依斯干达公主城国会议席准候选
人。右三起为伍薪荣及陈泓宾，左三起为黄祥銮及刘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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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有反“希盟”風嗎？

^
.起其他州属，雪州的大选氛围其实相

比丨
，对冷清。唯一让人感觉到“大选来
了”，就是路上密密麻麻的国阵“人民万岁”

布条，以及希望联盟的蓝眼、还有伊党的月亮
党旗®
或许是雪州政权在前2届大选都是反对党囊
中物，因此在其他州属，如柔佛、吉打及霹雳
等透过宣布候选人及举办大型政治讲座掀起反
风，激起选民的“热血”更为迫切。
国阵放话要夺回失去10年的雪州政权，
-雪前耻，除了早前宣布雪州国阵竞选宣言，
暂无大型造势活动，目前只见雪州巫统主席诺
奥马频于走访巫统上届大选保住的雪州乡区及
半城乡选区，希望能稳住乡村选民对国阵的支
持«
雪州现在还很静，究竟有没有反风呢？我
说的，是反希盟州政府的情绪《
新加坡电视台新传媒的招牌时事节目《焦
点》访问了新加坡尤索夫依萨东南亚研究院的
马来西亚研究计划高级研究员法兰西斯（Francis
HutcWntcm )博士，谈及雪州选情，他认为国阵
要重夺雪州的最大阻碍，就是生活费高涨的问
题，因为首当其冲的正是城市选民。
我国城市选民比例最高的州属，就是雪
_州面对生活费本就比其他州属来得高，薪水

文/莊敏（總社記者)
却追不上物价，陷人每个月人不敷出的困境，
雪州子民受到的生活压力最大《
法兰西斯博士认为，雪州子民会将这_点
归咎于联邦政府，也就是国阵®
首相纳吉近期不断讥讽雪州闹水荒苦了
人民，并誓言将会在国阵重夺雪州后立即解决
制水问题。其实，雪州国阵每次攻击雪州政府
的课题，不外乎就是制水、蚊症疫情全国最严
重，以及垃圾处理不当课题@
当然，这3大民生课题必定会激起民怨，但
除此之外，还有“加影行动”及民联瓦解，雪
州国阵几乎没有别的武器攻击雪州政府，也不
见他们有能力对雪州政府推出的各种惠民政策
加以批评，或推出更好的建议s
生活费高居不下，和制水、蚊症、垃圾问
题，何者更为严重？国阵爱炒作的这些课题，
足以在雪州形成反风吗？肯定有，但不足为
患。比起来，反国阵的情绪显然更大*=
有趣的是，我到一个巫统赢得的州席，马
来居民大部分支持国阵的廉价组屋区采访时，
发现诺奥马老调重弹的批评雪州政府无法解决
制水、蚊症及垃圾课题，他说得情绪激昂、口
沫横飞，但台下除了党员站起来鼓掌，居民们
都零反应。
雪州，真的有点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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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邓章钦（左）接受星洲日报独蒙专访，对雪州政府的政绩—与各项政治课
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右一起《大都会》社区报采访主任陈鼎翰、巴
生办事处记者谢仲洋和大都会高级记者苏斯敏&

蘇斯敏、謝仲洋
蘇長國
(沙亚南22日讯）雪州高级行政议员拿
督邓章钦相信希盟在本届大选至多会丢失6
席，仍可继续执政雪州。
他有信心行动党可保持原有15席的全胜纪录，
预估希盟失去的州议席也许是位于雪州滨海以北的
马来区；对于行动党新争取到的杜顺大州议席赢
面，他表示不清楚。
rrt

vff，州的二分之二优势执政
M是38席，若丢失10席是否
意味无法以强势执政，邓章钦以过
遭黨
去州政府44席超过四分之三优势执
政，没有动用到修改州宪法为由，
臣、胆 认为三分之二优势执政并非主要议

W

非參

不

题0

虽然伊党主攻雪州20国47州
席，但他认为，目前是伊党最弱时
唾足 期，因伊党遭到非马来人唾弃，加
上伊党内部的马来票也分裂，伊党
在雪州的影响力已退到滨海以北《
“伊党参选志在分散希盟选票
替巫统‘助攻’，以便大选后与巫
a

棄0k

患

统共组联合政府。我相信伊党在雪
州滨海南部不会有斩获，甚至会失守鹅唛大
本营，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的力量渗人鹅唛选
区。.，’
邓章钦预测，伊党的基本盘大约是10%，
基于马来票分裂和难以获得非马来人支持，使
得伊党在本届大选最强也只能回到伊党在1999
年大选最强盛的4州席阵容，即当时的沙白、
鹅唛、万宜和双溪毛糯。
他以伊党党报《哈拉卡》的惨淡经营为
例，自从伊党元老拿督聂阿兹去世后，马来人
对伊党的支持率已是急速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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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钦••希盟可继续执政雪州，三分之二优势执政非
主要议题，因过去以44席的超过四分之三执政优务，都没
动用到修改州宪法。

他也认为，偏向国阵的选区划分，比起伊斯兰
党在第14届全国大选的参选搅局，会对雪州政权的
杀伤力更大。
邓章钦接受星洲日报独家专访时，看好公正党
可赢下一些属于伊党的原有州议席，加上看好行动
党维持全胜纪录，意味会丟失的上述议席，多是原

•芎格
• pockevimes.my
扫描

属于伊党的议席。
“我们（民联）上次胜了44席，若减掉这次可

二维码看

能丢失的6席，还有38席。就算丢失10席还可以34席

访片段。

邓章软专

继续执政。”雪州共有56州席，组成州政府的条件
是至少29席。
章钦不否认雪州

馬
指華
璺民

f政

每難
處 ^
夂令

蝱突

“破

章钦认为，雪州马华与
民政党很难取得“零突
破”，这两党领袖在过去5年有90%
处于“冬眠”状态，就算是在行动党
的“灰区”新古毛州选区，比起行动

邓

党原任州议员李继香在马来区勤于耕
耘的苦功，马华乌雪区会主席拿督黄
冠文的表现明显逊色。
“我们不能铁板一块认定行动
党无法走人马来区，据我所知，马华
议员都没踏足清真寺，但我的选区
(巴生新镇）祈祷所全都冷气化，我
在斋戒月期间的选区活动都选定在清
真寺举行，我们把清真寺开放，我也
出席选区内好几场宗教学校的家协活
动体

他相信，本届大选希盟共用公正
党的统一标志竞选，加上有土团党在
马来区协助，能消弭马来选民对行动党的刻板印
象s
至于人民党和社会主义党也参选，邓章钦不
否认这些小党或有崇高理念，但实际支持力量依
然有限，从大格局层面而言，小党的领导也缺乏
特长与魅力以获得选民支持，因此小党肯定无法
在多角战得利，希盟最主要的对手还是国阵。

邓行动党此次在
遴选候选人方面，或引起
基层的一些争议及不满，
但他认为以行动党向来贯
彻的健康党文化与严谨党
纪，党员就算有不满，也
不会在大选时扯后腿，至
多是不助选或不投票。
他并重申在20年前
提过的“制度化”年资理
念，即执政团队的国会
议员候选人需至少40岁以
上、州议员则35岁以上，理由是•个
人有了一定年纪，才有充足稳定性、
经济能力和技能驾驭-•切，若当选者
太年轻会产生问题，即•直霸着位子
不放，导致其他人缺乏机会。
提到他与阿兹敏的关系，邓章
钦强调，这不是他个人与阿兹敏有多
密切，而是他所坚持的做事原则和态
度。
“我身为阿兹敏执政团队分
子，只要阿兹敏还是雪州大臣，就算
我未必同意阿兹敏的每•项决策，也
有责任与阿兹敏-•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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誡信黨公布雪5國10州候選人

末沙布轉戰哥打拉惹
(沙亚南22日讯）雪
州诚信党今天公布在本届全
国大选角逐雪州5国10州席
的15名准候选人，该党主席
莫哈末沙布一如所料，转战
哥打拉惹国席，肩负督军重

末沙布否认他上阵哥打
拉惹是因为这个国席是安全
区，并表示这是党的安排。
他以一贯幽默作风回应

任d

取决于选民的支持度
“有时我们认为是安全

该党在雪州的原任3国
2州议员全都在原区上阵守
土，除了原任哥打拉惹区国
会议员西蒂玛丽亚，被安排
转战斯里沙登州议席s
诚信党在雪州排出强
大阵容，迎击伊党和国阵攻
势。除了莫哈末沙布，诚信
党准候选人尚有原任沙亚南
国会议员卡立沙末和前瓜雪
国会议员祖基菲里，雪州主
席依兹汉则竞选班丹英达州
议席。

末沙布：
党安排非因安全区
诚信党上届在雪州的3
国2州选区，有沙亚南、哥
打拉惹和雪邦国席、淡江及
摩力州席4

说，不能直指哥打拉惹对诚
信党而言是安全区，因为这

o

区的未必安全，认为不安全
的又能顺利存活下来，就让
我们等到5月9日。，’
对于原任议员茜蒂玛丽
亚在哥打拉惹的服务表现受
到肯定，末沙布表示，自己
与团队必定会加倍努力，为
希盟保住哥打拉惹“他也否
认，让路予他的茜蒂玛丽亚
不获斯里沙登基层的接受，
候选人已拍板定案s
末沙布也说，“希盟招
牌”将会令诚信党取胜，他
全国跑透透出席政治讲座，
所获得的回响都非常正面，
选民都认同希盟合作的共同
策略，令选民对诚信党有信
心，并会投票支持该党《

誠信黨雪州5國10州議席候選人名單
5个国席

候选人

年龄

党职

P096瓜拉雪兰莪 祖基菲里阿末

62岁 策略局主任

P101乌鲁冷岳
P108沙亚南
P111哥打拉惹

哈沙努丁

P113雪邦

哈尼巴（原任）

54岁 副主席
61岁 宣传主任
64岁
50岁 法律局主任

10个州席
N02沙白
N03双溪班让

候选人

年龄

阿末慕斯达因

51岁 沙白安南区部主席
57岁 雪州副主席

卡立沙末（原任）
莫哈末沙布

玛丽安阿都拉希

莫哈末安然
N05乌鲁安南
N15邓普勒公园 莫哈末沙尼

N18淡江
N21班登英达
N26双溪拉玛

沙阿里（原任）

54岁 乌雪区部署理主席
42岁 全国青年团团长
61岁 雪州署理主席

N29斯里沙登
N42中路

56岁
50岁
西蒂玛丽雅（国转州） 60岁
莫哈末法克鲁拉兹
40岁

N53摩立

哈斯努（原任）

依兹汉

玛兹旺

党职

雪州主席
沙登区部主席
全国妇女组主席
传教局主任

51岁 雪州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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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党以最强阵容角逐雪州5国10州席，莫哈末沙布
(前左三）转战哥打拉惹国会议席亲率督战大局，图为该党
15名准候选人大合照。前左一起玛丽安、西蒂玛丽亚，右一
起哈斯努、沙阿里、哈沙努丁和依兹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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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ATOR
Company(Brand)
Football (Football)
Jabatan Pengairan dan Saliran Negeri Selangor (JPS) (Jabatan
Malaysia General Election (Malaysia General Election)
Management & Science University (MSU) (Management & Science
Parti Keadilan Rakyat (PKR) (Parti Keadilan Rakyat (PKR))
Pilihan Raya Negeri Selangor (Pilihan Raya Kecil)
PTPL College (PTPL College)
Putra World Trade Centre (PWTC) (Putra World Trade Centre
UMNO (UMNO)
Universiti Industri Selangor (UNISEL) (Universiti Industri Selangor
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 (UiTM) (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 (UITM))

Mention
16
2
1
1
2
2
2
1
3
1
5

Tone
0
0
0
0
0
0
0
0
0
0
0

ROI
RM 0
RM 0
RM 0
RM 0
RM 0
RM 0
RM 0
RM 0
RM 0
RM 0
RM 0

GIST(ENGLISH)
ON THE OTHER HAND... BY HAFIDZ BAHAROM HAVING grown up in Shah Alam and stayed there for 33 years, I
often joke that as a person from the city that we don't get fooled by politicians.Why? Because we are well versed
and trained to handle roundabouts.Another joke is that nothing interesting ever happens in Shah Alam Of
course, there was that one time some people marched with a cow head from the mosq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