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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putusan mesyuarat
pertama Kabinet
Perdana Menteri
antara lain umum langkah
penambahbaikan dasar,
selain kajian semula projek
di bawah kerajaan terdahulu
Gaji menteri Kabinet dipotong
10 peratus serta-merta
Tamatkan
kontrak pegawai
lantikan politik
Kaji semula
beberapa
projek mega

Kaji semula Kenaikan Gaji Tahunan (KGT)
penjawat awam dijanjikan kerajaan terdahulu
SPAD bubar, tugas
dikembalikan
kepada Kementerian
Pengangkutan
Tiada hasrat
beli semula PROTON

Harga runcit petrol kekal
Kenal pasti langkah bagi
tangani hutang negara yang
sudah cecah RM1 trilion
Mansuh agensi, institusi politik seperti
JASA, Jawatankuasa Kemajuan dan
Keselamatan Kampung Persekutuan,
Majlis Profesor Neg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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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Mahathir bersama menteri Kabinet pada sidang media selepas mempengerusikan mesyuarat Kabinet pertama di Bangunan Perdana Putra, Putrajaya, semalam.

Gaji menteri Kabinet dipotong 10 peratus

Kerajaan
pandang berat
masalah
kewangan
negara
Oleh Azura Abas, Manirajan
Ramsamy, Mohd Husni
Mohd Noor dan Hazwan
Faisal Mohamad
cnews@nstp.com.my
Putrajaya

M

esyuarat Kabinet semalam memutuskan gaji
anggota Jemaah Menteri
dipotong sebanyak 10 peratus
berkuat kuasa serta-merta, kata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Perdana Menteri berkata, persetujuan pemotongan gaji asas sebanyak 10 peratus itu menunjukkan Jemaah Menteri prihatin terhadap masalah kewangan negara.
Beliau berkata, gaji menteri adalah lebih rendah daripada pegawai
tinggi kerajaan, justeru kerajaan
tidak bercadang menaikkan gaji

menteri, sebaliknya akan dikurangkan sebanyak 10 peratus.
“Perkara pertama yang saya buat
selepas dilantik Perdana Menteri
pada 1981 adalah memotong gaji
menteri dan pegawai kanan kerajaan.
“Seperti yang semua tahu, gaji
pegawai kanan kerajaan lebih tinggi daripada gaji menteri. Justeru,
terpulang kepada mereka...jika mereka berasakan perlu untuk menyumbang kepada pengurangan
perbelanjaan kerajaan, mereka boleh berbuat demikian tapi kami
(kerajaan) tidak paksa,” katanya
pada sidang media selepas mempengerusikan Mesyuarat Kabinet
pertama di sini.

Penyusunan pentadbiran
Perdana Menteri berkata, mesyuarat Kabinet juga banyak membincangkan aspek penyusunan pentadbiran, terutama masalah kewangan termasuk hutang negara
yang sebenarnya sudah mencecah
RM1 trilion.
Dr Mahathir berkata, mesyuarat
juga sudah dapat mengkaji cara
bagaimana untuk mengurangkan
hutang berkenaan dan perkara itu
akan akan diuruskan oleh Menteri
Kewangan, Lim Guan Eng.

Kerajaan juga akan
menentukan tiada
masalah timbul hasil
daripada pengurangan
perbelanjaan kerajaan
dan pada masa sama,
kerajaan juga sudah
mengenal pasti banyak
perbelanjaan dan projek
lama yang boleh
dikurangkan”
Dr Mahathir Mohamad,
Perdana Menteri

Beliau berkata, kerajaan juga
akan menentukan proses pengurangan perbelanjaaan itu tidak
memberi kesan kepada mereka
yang bergaji rendah.
“Kerajaan juga akan menentukan tiada masalah timbul hasil
daripada pengurangan perbelanjaan kerajaan dan pada masa sama, kerajaan juga sudah mengenal
pasti banyak perbelanjaan dan
projek lama yang boleh dikurangkan.
“Jumlah sebenar projek dan perbelanjaan yang boleh dikurangkan
itu bernilai berbilion ringgit, namun saya belum lagi mempunyai
maklumat terperinci mengenainya.
“Sebanyak mana yang kita dapat
kurangkan perbelanjaan kerajaan,
sudah tentu ada projek yang
mungkin gugur dan ada yang
mungkin kita hentikan, malah ada
juga mungkin kita adakan rundingan semula untuk kurangkan
kos,” katanya.

Kerajaan tak beli
balik PROTON
Dr Mahathir juga menegaskan, kerajaan tidak akan membeli balik
PROTON Holdings Bhd kerana ia
kini menjadi milik hartawan Tan

Sri Syed Mokhtar Al-Bukhary.
Memetik laporan Bernama, Syed
Mokhtar memegang 55.92 pegangan tidak langsung dalam DRBHicom Bhd menerusi syarikat persendiriannya, Etika Strategi Sdn
Bhd, yang mana beliau memiliki 90
peratus kepentingan ekuiti.
PROTON yang ditubuhkan pada
1983, adalah kereta nasional pertama negara dan merupakan idea
Dr Mahathir semasa tempoh pentadbirannya selama 22 tahun.
Bagaimanapun, PROTON mengalami kerugian sejak beberapa
tahun ini dan membawa kepada
penjualan 49.9 peratus pegangan
dalam syarikat itu kepada Zhejiang
Geely Holding Group Co Ltd dari
China dengan harga RM460.3 juta
pada Jun tahun lepas.
Sebelum Pilihan Umum Ke-12
pada 9 Mei, dilaporkan bahawa
kerajaan Pakatan Harapan, yang
dipimpin oleh Dr Mahathir, mungkin mempunyai rancangan untuk
menubuhkan satu lagi syarikat kereta nasional sekiranya gabungan
parti itu memenangi pilihan raya.
Ketika era kegemilangannya,
PROTON menguasai jualan kereta
tempatan dengan hampir 80 peratus kereta penumpang baharu
terj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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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KAMAH

Azmin tarik balik
rayuan saman KPN
Kuala Lumpur: Menteri
Hal Ehwal Ekonomi,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menarik balik rayuannya di Mahkamah Rayuan di sini, semalam berhubung saman mendesaknya Ketua Polis Negara
membuat tindakan dan
tangkapan terhadap ahli
perniagaan, Low Taek Jho
membabitkan 1Malaysia
D eve l o p m e n t B e rh a d
(1MDB).
Sebab penarikan
Perkara itu dimaklumkan
peguam Menteri Besar Selangor itu, Latheefa Koya,
yang berkata penarikan dibuat selepas mendapati kerajaan kini menunjukkan
komitmen menyiasat skandal 1MDB dan penahanan
Taek Jho atau Jho Low.
Sebelum ini, Mahkamah
Tinggi di sini, menolak permohonan semakan kehakiman dikemukakan Azmin
yang kemudian mengemukakan rayuan terhadap keputusan itu.
Dalam p ermohonan

Penarikan
dibuat selepas
mendapati
kerajaan kini
menunjukkan
komitmen
menyiasat
skandal 1MDB
dan penahanan
Taek Jho atau
Jho Low”
Latheefa Koya,
Peguam

itu, Azmin menamakan
Ketua Polis Negara sebagai responden.
Beliau memohon perintah mandamus bagi mengarahkan responden mengambil tindakan terhadap
Jho Low bagi menghadapi
tuduhan jenayah mengikut
seksyen 409, 420 atau manamana berdasarkan undangundang.

Dakwa pecah
amanah, tipu
Azmin mendakwa permohonan itu dibuat mengikut Aturan 53 Kaedah 3(2)
Kaedah-Kaedah Mahkamah 2012.
Berdasarkan pernyataan
tuntutan, Azmin mendakwa Jho Low melakukan beberapa kesalahan pecah
amanah dan penipuan.
Beliau mendakwa Jho
Low menyebabkan 1MDB
kerugian secara salah atau
secara alternatif dengan
niat menyebabkan pihak
ketiga (termasuk diri sendiri) mendapatkan keuntungan secara sa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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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ATHIR MOHAMAD bercakap kepada pemberita selepas mempengerusikan Mesyuarat Jemaah Menteri kali pertama di Bangunan Perdana Putra, Putrajaya,
semalam. Turut hadir. Wan Azizah Wan Ismail dan barisan jemaah menteri. - BERN AM A

Golongan pendapatan rendah tidak dijadikan mangsa - Dr. Mahathir

SPAD. Jasa. MPN. JKKKP dibubar
Oleh KAMIL MASLIH
pengarang@utusan.com.my
• PUTRAJAYA 23 MEI

P

ERDANA Menteri,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mengumumkan pembubaran Suruhanjaya Pengangkutan Awam
Darat (SPAD), Jabatan Hal Ehwal
Khas (Jasa), Majlis Profesor Negara (MPN) dan Jawatankuasa
Kemajuan dan Keselamatan Kampung Persekutuan (JKKKP) di seluruh negara.
Jelas beliau, pembubaran agensi-agensi berkenaan adalah sebahagian daripada usaha kerajaan
untuk mengurangkan kos pentadbiran selain daripada menghentikan pegawai-pegawai kontrak
kerajaan yang merupakan lantikan politik.
"Kita tumpukan kepada pegawai dan kakitangan yang dilantik secara anugerah politik, bukan kita perlukan mereka sangat
tetapi ada kes-kes yang kerajaan
(dahulu) belanja wang sematamata untuk beri peluang kepada
penyokong-penyokong mereka,"
katanya dalam sidang akhbar se-

M
Pembubaran agensiagensi berkenaan adalah
sebahagian daripada
usaha kerajaan untuk
mengurangkan kos
pentadbiran selain
daripada menghentikan
pegawai-pegawai kontrak
kerajaan yang merupakan
lantikan politik."
MAHATHIR MOHAMAD
Perdana Menteri

lepas mempengerusikan mesyuarat Kabinet pertama pentadbirannya di Bangunan Perdana
Putra di sini, hari ini.
Yang hadir sama ialah Timbalan Perdana Menteri, Datin Seri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serta
barisan 12 anggota jemaah menteri lain.
Mengulas lanjut, Dr. Mahathir
berkata, tugas-tugas yang di-

jalankan oleh SPAD akan dikembalikan kepada Kementerian Pengangkutan manakala Jasa pula
akan dibubarkan.
Berhubung sebab pembubaran
MPN, katanya, banyak unsurunsur politik dalam badan itu
sehingga dipergunakan untuk
mendukung kerajaan dahulu dan
beliau tidak berhasrat meneruskan amalan-amalan lepas.
Mengenai JKKKP, beliau memberitahu, tindakan pembubaran
berikutan kewujudan JKKKP
seolah-olah menjadi kerajaan
tambahan di negeri-negeri yang
bukan dimiliki kerajaan selain kebanyakan tugas dijalankan adalah berunsur politik dan bukannya pentadbiran.
"Jumlah pegawai kontrak lantikan politik mencecah 17,000
orang. Apa yang kita akan lakukan adalah menamatkan kontrak
mereka tetapi kita akan libatkan
kembali mereka yang benar-benar
penting serta mereka yang berpendapatan rendah dan bukannya
yang berkaitan politik," ujarnya.
Ketika ditanya pemberita mengenai agensi-agensi lain seperti
Unit Pengurusan Prestasi 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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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laksanaan (Pemandu), Agensi
Inovasi Malaysia (AIM) serta Pusat Kreativiti dan Inovasi Global
Malaysia (Magic), Dr. Mahathir
berkata, beberapa agensi-agensi
yang dibiayai kerajaan tetapi hanya
bertanggungjawab menasihatkan
kerajaan, akan turut dimansuhkan..
Dalam pada itu, Dr. Mahathir
menegaskan, penyusunan semula pentadbiran perlu dilakukan kerana situasi hutang negara
yang sudah mencecah sebanyak
RMl trilion.
"Kita juga tentukan bahawa
dalam proses kita untuk pengurangan ini, tidak ada mereka yang
bergaji rendah yang akan jadi
mangsa," katanya.
Beliau memberitahu, bagi mengurangkan beban kewangan
kerajaan, pihaknya juga dalam
proses kajian semula terhadap
projek-projek mega yang diluluskan oleh pentadbiran dahulu.
"Sudah tentu ada projek yang
kita mungkin gugur, ada yang
mungkin kita hentikan, ada juga
mungkin kita adakan rundingan
semula untuk kurangkan kos setakat kita mampu bayar sahaja,"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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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min tarik balik rayuan desak KPN
Kuala Lumpur: Menteri Hal
Ehwal Ekonomi dan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menarik balik rayuannya di Mahkamah Rayuan di sini, semalam berhubung samannya
mendesak Ketua Polis Negara
membuat tindakan dan tangkapan terhadap ahli perniagaan, Low Taek Jho atau Jho

Low membabitkan skandal
1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 (1MDB).
Perkara itu dimaklumkan
peguam Latheefa Koya yang
mewakili Mohamed Azmin.
Menurutnya, penarikan
itu dibuat selepas mendapati
kerajaan baru kini menunjukkan komitmen untuk
menyiasat skandal 1MDB

dan penahanan Jho Low.
Sebelum ini, Mahkamah
Tinggi di sini, menolak permohonan semakan kehakiman yang dikemukakan Mohamed Azmin dan oleh itu,
beliau mengemukakan rayuan terhadap keputusan itu.
Dalam permohonan itu,
Azmin sebagai pemohon
menamakan Ketua Polis Ne-

gara sebagai responden.
Dalam permohonan itu,
beliau memohon perintah
mandamus bagi mengarahkan responden untuk mengambil tindakan terhadap
Jho Low bagi menghadapi
tuduhan jenayah mengikut
seksyen 409, 420 atau mana-mana berdasarkan undang-und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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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eri setuju gaji
dipotong 10 peratus
I Mesyuarat pertama
Kabinet kerajaan Pakatan
Harapan ambil langkah
'
untuk atasi masalah
.
™
hutang negara RM1 trilion f ^ V $ '
> Kerajaan bubarkan
* •
lima agensi termasuk
J
Suruhanjaya
*
j ^ y
\
Pengangkutan Awam
I
'Jtk
Darat dan Jabatan Hal
I
Ehwal Khas (Jasa)
*
PERDANA Menteri,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semalam mengumumkan
gaji asas Jemaah Menteri
dikurangkan sebanyak 10 peratus
berkuat kuasa serta-merta.
Pemotongan gaji menteri itu
merupakan antara keputusan
mesyuarat pertama Kabinet
kerajaan Pakatan Harapan yang
diadakan di bangunan Perdana
Putra, Putrajaya semalam.
Menurut Dr. Mahathir, langkah

itu dibuat bagi menunjukkan
keprihatinan kerajaan terhadap
masalah hutang negara yang ketika
ini telah mencecah RM1 trilion.
"Jemaah Menteri bersetuju gaji
menteri diturunkan 10 peratus. Ini
menunjukkan kita prihatin kepada

DR. MAHATHIR pada sidang
akhbar di Putrajaya selepas
mesyuarat Kabinet.

DR. Mahathir (empat dari kanan)
mempengerusikan mesyuarat Kabinet
pertama kerajaan Pakatan Harapan
di Perdana Putra, Putrajaya semalam.
Turut kelihatan Timbalan Perdana
Menteri, Datuk Seri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lima dari kanan).

masalah kewangan negara," katanya.
Perdana Menteri menambah,
pemotongan gaji 10 peratus itu adalah
berasaskan kepada gaji asas menteri.
Difahamkan, pendapatan seorang
menteri di Malaysia adalah lebih
RM55.000 sebulan termasuk

RM18.000 gaji asas dan pelbagai
elaun lain termasuk elaun rumah
dan keraian.
Barisan Kabinet Pakatan Harapan
setakat ini dianggotai 12 menteri
selain Perdana Menteri dan
Timbalan Perdana Menteri.
»BERITADI MUKA 2,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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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eri-Menteri setuju untuk sama-sama kurangkan beban kewangan negara

Pengorbanan Jemaah Menteri
Oleh JUNHAIRIALYASA

UTRAJAYA - Perdana
Menteri,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semalam mengumumkan gaji Jemaah Menteri dikurangkan sebanyak 10
peratus berkuat kuasa sertamerta manakala pegawai tinggi
kerajaan lain diberi pilihan sama
ada untuk ikut serta secara sukarela bagi mem| bantu kerajaan
mengurangkan
beban kewangan
negara yang hutangnya kini mencecah RM1 trilion.
Keputusan drastik itu dibuat
pada mesyuarat pertama Kabinet yang dipengerusikan Mahathir di b'angunan Perdana
Putra di sini dengan semua jemaah menteri bersetuju agar
gaji mereka dikurangkan 10
peratus.
Perdana Menteri memberitahu, pemotongan gaji menteri itu
dibuat bagi menunjukkan kerajaan prihatin dengan masalah
hutang negara yang ketika ini
telah mencecah sampai RM1 trilion.
"Pemotongan ini berasaskan
gaji asas menteri dan gaji menteri adalah lebih rendah daripada gaji pegawai tinggi kerajaan
lain," kata beliau selepas mempengerusi mesyuarat pertama
Kabinet semalam.
Ditanya sama ada pegawai
kanan kerajaan akan turut terlibat dengan potongan gaji tersebut, Perdana Menteri berkata,
perkara itu terpulang kepada
mereka.
Menurut Mahathir, semasa
beliau dilantik sebagai Perdana
Menteri pada tahun 1981, perkara pertama yang dilakukan beliau juga memotong gaji menteri
dan pegawai kanan kerajaan
yang mendapat bayaran lebih
tinggi daripada menteri.

si

P

Gaji PM,TPM,
Menteri

^ dan

Gaji Perdana Menteri:
RM22,826.65 sebulan
Timbalan Perdana Menteri:
RM18,168.15 sebulan
Nota: Tiada maklumat mengenai
elaun dan faedah lain Perdana
Menteri dan Timbalan Perdana
Metiteri
Pendapatan bulanan Menteri
Penuh termasuk Ketua Menteri
•Gaji Pokok: RM18.000
TUN Mahathir dan Wan Azizah bergambar bersama jemaah menteri kerajaan Pakatan Harapan sebelum mesyuarat
Kabinet pertama berlangsung di bangunan Perdana Putra, Putrajaya semalam.

TUN Mahathir (tiga dari kanan) ketika mempengerusikan mesyuarat Kabinet
pertama di Perdana Putra, Putrajaya semalam.

"Terserah kepada mereka
(pegawai kanan kerajaan). Jika
mereka rasa ingin menyumbang
ke arah mengurangkan kos mentadbir negara, mereka boleh
berbuat demikian. Kita tidak
paksa mereka," kata beliau.
Mahathir menjadi Perdana
Menteri keempat Malaysia dari
tahun 1981 sehingga 2003.
Menyentuh mengenai kenaikan Gaji Tahunan (KGT) kepada
semua penjawat awam seperti
yang dijanjikan kerajaan Barisan Nasional (BN) sebelum ini,
Mahathir berkata, kerajaan baharu tidak terikat dengan janjijanji kerajaan BN yang kalah
pada pilihan raya 9 Mei lalu.
"Bagaimanapun, kita akan
meneliti dengan cara yang

positif sama ada mereka (penjawat awam) layak diberi elaun
tambahan atau apa sahaja, kami
akan lakukan," jelas beliau.
Pada Majlis Amanat Perdana
Perkhidmatan Awam ke-16 pada
4 April lepas, bekas Perdana
Menteri, Datuk Seri Najib Tun
Razak berkata, kerajaan bersetuju memberikan kenaikan
gaji bersamaan satu KGT kepada semua 1.6 juta penjawat
awam berkuat kuasa 1 Julai 2018.
Dalam pada itu, untuk
mengecilkan saiz kakitangan
awam di negara ini dan mengurangkan perbelanjaan kerajaan,
Mahathir berkata, kerajaan
akan menghentikan pelantikan
pegawai kontrak lantikan politik sebelum menggaji semula

mereka yang penting dan bergaji rendah.
Beliau berkata, pegawai dan
kakitangan
lantikan
politik
sebeharnya tidak diperlukan
tetapi semata-mata untuk memberi peluang kepada penyokongpenyokong kerajaan sebelum ini.
Beliau
berkata,
kira-kira
17,000 pegawai kontrak merupakan lantikan politik dan ada
antara mereka telah'menjadi
kakitangan tetap.
"Mereka yang berpendapatan
rendah, kami akan mengambil
mereka namun mula-mula kami
akan memberhentikan mereka,"
katanya sambil memberi j aminan bahawa mereka yang bergaji rendah tidak akan menjadi
mangsa.
Mahathir berkata, pelantikan
Datuk Seri Mohd. Shukri Abdull sebagai Ketua Pesuruhjaya
Suruhanjaya Pencegahan Rasuah Malaysia (SPRM) yang baharu adalah kerana beliau 'amat
sesuai'.
"Kita lantik Shukri sebab beliau berpengalaman bahkan beliau terlibat dalam siasatan kes
I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
(1MDB) tetapi beliau diberhentikan kerana pihak kerajaan pada
masa itu tidak suka pada kerjakerja yang dilakukannya," kata
Perdana Menteri.

• Elaun Keraian: RM10.500
• Elaun Perumahan: RM10.800
(jika menteri-menteri mempunyai
rumah sendiri, elaun ini tetap
boleh dituntut)
• Elaun Wakil Rakyat: RM10.650
• Elaun tempat letak
kenderaan: RM5.700
Bercuti ke luar negara:
Perbelanjaan ditanggung oleh
kerajaan untuk sekali setahun
termasuklah tiket penerbangan,
hotel dan duit poket sebanyak
RM50.000. Wang RM50.000
boleh dituntut tanpa resit jika
menteri tersebut tidak bercuti ke
luar negara
Bil percuma: Pegawai tertinggi
negara tidak perlu membayar
bii-bil kerana ia ditanggung oleh
kerajaan. Antara bil-bil tersebut
termasuklah bil elektrik, bil air dan
bil telefon
Perhiasan rumah: Wang
sebanyak RM40.000 boleh
dituntut sekali setahun bagi
perkakasan dapur atau perhiasan
rumah
Kenderaan rasmi: Juga
dibekalkan sebuah kereta dan
seorang pemandu termasuk
minyak percuma
Derma: Terdapat peruntukan
bagi segala pemberian derma
termasuklah kepada badanbadan kebajikan, majlis
perkahwinan atau kematian
Elaun rumah terbuka: Setiap
tahun, elaun rumah terbuka
boleh dituntut dengan segala
perbelanjaan menganjurkan
rumah terbuka ditanggung
keraja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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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ovasi perangkap tikus juara
KUALA SELANGOR –
Kreativiti kumpulan Tron
Jabatan Kesihatan dan
Persekitaran Majlis Daerah
Kuala Selangor (MDKS)
menghasilkan inovasi perangkap tikus berjaya menjuarai Hari Inovasi MDKS
2018.
Penghasilan perangkap
tikus yang unik dan berkesan
itu menjadikan kumpulan
Tron dipilih sebagai juara sekali gus akan mewakili MDKS
untuk ke peringkat lebih
tinggi.
Yang Dipertua MDKS,
Rahilah Rahmat berkata, hasil kreativiti dan inovasi kesemua kumpulan yang bertanding membuktikan
komitmen mereka untuk
membudayakan inovasi dalam tugasan seharian.
“Saya lihat penganjuran
ini membuktikan komitmen
seluruh warga kerja MDKS
untuk terus membudayakan
inovasi dan kecemerlangan
bagi meningkatkan kecekapan.
“Produk inovasi yang dihasilkan kakitangan ini akan
dibawa ke peringkat yang lebihtinggisepertiPertandingan
Inovasi Peringkat Negeri

Wakil kumpulan Tron menerangkan fungsi perangkap tikus yang
dicipta sempena Hari Inovasi MDKs 2018.

Selangor untuk mengukur
tahap pencapaian mereka,”
katanya.
Katanya, penganjuran
Hari Inovasi MDKS 2018 yang
menjadi acara tahunan ini
adalah untuk menggalakkan
perkongsian pintar amalan
terbaik dalam kalangan kakitangan.
“Usaha ini juga membantu menyumbang kepada
peningkatan kualiti penyampaian perkhidmatan,
imej dan kredibiliti MDKS ter-

hadap pelanggan dan pemegang hartanah.
Penganjuran ini juga sejajar dengan pendekatan
MDKS bahawa inovasi dan
kecemerlangan dalam perkhidmatan merupakan agenda penting bagi memacu
aspirasi kerajaan negeri.
“MDKS akan turut bersama melalui budaya inovasi
untuk memacu aspirasi negeri ini seiring dengan agenda
Smart Selangor,” katanyakepada media,se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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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dana Menteri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umum pembubaran
MPN, JKKKP, Jasa dan SPAD 2

Kebanyakan institusi
ini sebenarnya bukan
sebahagian daripada kerajaan,
yang sepatutnya memberi nasihat
kepada kerajaan.” - Dr Mahathir

Dr Mahathir
mempengerusikan
mesyuarat
Kabinet pertama
di Perdana Putra
se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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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berapa agensi dibubarkan
FOTO: BERNAMA

Usaha kerajaan
mengurangkan
perbelanjaan
kewangan negara
SITI AZIELAH WAHI &
JANATUL FIRDAUS YAACOB

PUTRAJAYA

P

erdana Menteri,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mengumumkan, beberapa agensi dan badan kerajaan akan dibubarkan sebagai
usaha kerajaan untuk mengurangkan perbelanjaan kewangan negara.
Dr Mahathir berkata, beberapa agensi itu termasuk
Majlis Profesor Negara (MPN),
Jawatan Hal Ehwal Khas
(Jasa), Suruhanjaya Pengang-

Dr Mahathir ketika sidang media selepas mempengerusikan Mesyuarat Jemaah Menteri kali pertama di Bangunan Perdana Putra, semalam.

kutan Awam Darat (SPAD)
dan Jawatankuasa Kemajuan
dan Keselamatan Kampung
Persekutuan (JKKKP).
“MPN pada awalnya ditubuhkan sebagai badan untuk
memperoleh maklumat daripada mereka berpengetahuan
tinggi, namun akhirnya berunsur politik dan dipergunakan oleh kerajaan terdahulu.
Kita tidak memerlukan kepin-

taran mereka, saya ﬁkir kita
pun ada kepintaran,” katanya
selepas mempengerusikan
mesyuarat Kabinet yang pertama di Perdana Putra, semalam.
Ditanya mengenai projek
seperti Bandar Malaysia, Tun
Razak Exchange (TRX) dan
Lebuhraya Pan Borneo, Perdana Menteri berkata: “Kita
sedang kaji mana satu kita

batalkan, mana satu diteruskan, mana satu akan tangguhkan sehingga satu tarikh
yang akan datang.”
Dalam pada itu, untuk
mengecilkan saiz kakitangan
awam di negara ini bagi mengurangkan perbelanjaan kerajaan, Dr Mahathir berkata,
kerajaan akan menghentikan
pelantikan pegawai kontrak
lantikan politik sebelum

menggaji semula mereka
yang penting dan bergaji rendah.
Beliau berkata, pegawai
dan kakitangan lantikan politik sebenarnya tidak diperlukan, tetapi semata-mata
untuk memberi peluang kepada penyokong-penyokong
kerajaan sebelum ini.
Katanya, kira-kira 17,000
pegawai kontrak merupakan

lantikan politik dan ada antara mereka telah menjadi
kakitangan tetap.
“Mereka berpendapatan
rendah, kami akan mengambil mereka, namun mulamula kami akan memberhentikan mereka,” katanya,
dan memberi jaminan bahawa mereka yang bergaji
rendah tidak akan menjadi
mang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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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erusi (MPP) saujana Utama, Khairul Annuar Jalaluddin bersalaman dengan baginda .

Sultan rasmi Masjid Sungai Terap
SUNGAI BESAR -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berkenan menghadiri Majlis Berbuka Puasa Bersama
Rakyat di Masjid Sungai Terap, di sini semalam.
Dalam majlis sama, Sultan Sharafuddin
turut merasmikan Masjid Sungai Terap
yang dibina sejak 1985 itu dan mampu memuatkan kira-kira 700 jemaah.
Masjid yang dibina dalam kawasan seluas 1.2hektar ini mempunyai prasarana
yang lebih selesa selepas diubah suai dan
ditambahbaikan pada 2016 lalu.
Sultan Sharafuddin bersama hadirin
jemputan kemudian menunaikan solat
Maghrib berjemaah diikuti solat Isyak dan

terawih.Turut hadir, Raja Muda Selangor,
Tengku Amir Shah,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Datuk Mohd Amin
Ahmad Ahya dan Pengerusi Majlis Agama
Islam Selangor (Mais) Datuk Mohammed
Khusrin Munawi.
Hadir sama, Pengarah Jabatan Agama
Islam Selangor (Jais), Datuk Haris Kasim,
Pegawai Daerah Kuala Selangor, Shamsul
Shahril Badliza Mohd Noor
Baginda yang hadir bersama Tengku
Permaisuri Selangor,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kin turut berkenan menyampaikan
sumbangan Aidilfitri kepada 410 penerima
terdiri asnaf, fakir miskin dan mual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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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hless option at Ramadan
bazaars in Subang Jaya
Customers can
scan QR codes for
their purchases
By KATHLEEN MICHAEL
kathleen@thestar.com.my

CASHLESS payments have been introduced in
. Ramadan bazaars in Subang Jaya, with 1,375
traders at 15 locations signing up for the programme.
The cashless payments, via the E-Wallet programme, are in partnership with Maybank and
the mobile wallet app Boost.
To make a payment, buyers need to scan a QR
code with their mobile devices.
During a visit to the Taman Puchong Prima
Ramadan bazaar,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SJ) president Noraini Roslan said
the programme was in response to the state
government's Smart Selangor initiative and in
line with MPSJ's 2012-2030 strategic plan
towards the formation of a civil community.
"The cashless programme is something we
initiated for small and medium businesses and
we want to encourage the programme not just
to Ramadan bazaar traders but also all small
traders in Subang Jaya," she said.
On the Ramadan bazaar, she said the council

I

had a traders' coordinator committee that
ensures traders adhere to the guidelines set to
run their business.
This includes displaying permits at their stalls
and ensuring cleanliness during and after trading hours.
Noraini said the number of committee members depended on the size of the Ramadan
bazaar and each was headed by the municipal

Noraini (in floral
headscarf) and
municipal councillor
Sharmazira Md
Sharif handing out
recyclable bags to
visitors in the
Taman Puchong
Prima Ramadan
bazaar.

councillors of the area.
She added that by having this committee, the
council was using peer pressure to ensure all
rules and regulations were met without the
necessity of deploying council officers to carry
out spot checks.
During her visit, Noranini gave out recyclable
bags and bubur lambuk to visitors at the
Ramadan baza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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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SA MOBILE COUNTER
Shah Alam City Council's mobile counter
will be at Plaza Shah Alam, Seksyen 9,
Shah Alam this Saturday, from 11am
until 3pm. The public can check and pay
assessment taxes and compounds
among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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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J school in dire need of refurbishment
By JADE CHAN
jade@thestar.com.my

SMK (P) Taman Petaling in Section 5, Petaling
Jaya, is in dire need of repairs and refurbishment
for the safety and comfort of the school's students and teachers.
, The school's senior teachers, led by principal
Rozlina Abdul Ghani, along with two officers
from the Petaling Utama District Education Office
(PPD Petaling Utama) briefed Bukit Gasing
assemblyman R. Rajiv and Petaling Jaya MP
Maria Chin Abdullah on the list of infrastructure
repairs and upgrades that were needed.
According to the teachers, the school hall and
female teachers' toilets were in critical condition,
as the roofs were leaking and peeling, door
grilles damaged, and wooden floors rotting due
to weathering and termite infestation.
"The school also has wiring problems as well
as dilapidated or damaged wooden, metal and
concrete structures, drainage problems, as well
as leaking roofs and ceilings.
"The wiring problem is so bad that the air-conditioner can't be switched on in the teachers'
room and the electrical equipment is insufficient," said Maria after the briefing
"SMK (P) Taman Petaling is one of 13 Petaling
Jaya schools that PPD Petaling Utama considers
to be in critical condition," said Rajiv.
"In its report, the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estimates that RM1.2mil is needed to repair all of
the school's damaged infrastructure.

pas^-'

Rajiv (in checked shirt) and Maria (third from right) being briefed on the infrastructure problems by the
school's senior teachers and officers from PPD Petaling Utama.

"However, PPD Petaling Utama is hampered
by insufficient funds as the office is only given a
RM1.2mil annual allocation for the maintenance
of 86 schools in Petaling Jaya," he said, adding
that any repairs previously done only served as
stop-gap measures.
There are about 680 students and 60 teachers
at the 53-year-old school.
Chin said she would highlight the plight of
schools in Petaling Jaya to the Education Ministry
and newly sworn-in Education Minister Dr

Maszlee Malik.
"We were told that the 13 Petaling Jaya schools
that are in critical condition are also considered
'sekolah daif' (poor schools) as they are all badly
in need of infrastructure repairs," she said.
Rajiv attributed the problems to lack of a proper work plan, as well as allocation and prioritisation of finances.
"As these issues can't be solved overnight, I
urge the ministry to draw up a five-year plan to
carry out the repairs in stages,"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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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U5 folk distressed over grille factory near houses
By PRIYA MENON
priya@thestar.com.my

A GRILL factory in the heart of Kampung Taman
Segar in Section U5, Shah Alam, is causing much
distress among residents.
More than 10 families living closest to the factory claim to be suffering from various ailments
caused by the dust and paint fumes coming from
the factory.
Raja Poobalan, 33, and his father S. Poobalan,
55, said family members, including Poobalan's
mother, were suffering from respiratory problems.
Raja said his family and his neighbours were

frequenting nearby clinics, with some going
weekly for repeat treatment and medication.
He said the problem started late last year after
the factory, which was initially a store, began
manufacturing work at several lots.
"Things became worse early this year. Despite
numerous complaints to the authorities, nothing
has been done," he said.
He also alleged that the residents were threatened by the factory owner after complaining to
the authorities, and police reports had to be filed.
P. Ramesh, 47, said his mother and three children were often sick and he has kept their medical bills as proof of their claim.
"We used to let them play outside but these

days, we try and keep everyone indoors as much
as possible," he said.
The families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with the
help of Parti Sosialis Malaysia secretary-general
A. Sivarajan to voice their concerns and urge the
Shah Alam City Council (MBSA) to take action.
Sivarajan said the factory has no licence and
was located on Syabas reserve land.
According to him, residents did not have a
problem with the factory initially since it was
merely storing items there, but things took a turn
for the worse early this year.
"The local authority has many avenues to take
action against this factory and we hope they do it
soon,"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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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联盟政府13名候任内阁部长周一（21

報
導

一的片书劳

日）在国家元首苏丹莫哈末五世陛下见
证下宣誓就任后，周二（22日）一早便各自
到负责部门履新，开始处理国家事务。
除了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因
为是新成立的部门，而需到首相署报到，其
他部长都到原有部门打卡上班。
各部门官员一早列队，以简单仪式欢迎部
长加入大家庭，一起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这些部长包括副首相旺阿兹莎、内政部长
丹斯里慕尤丁、财政部长林冠英、国防部长
莫哈末沙布、教育部长马智礼、乡区部长
丽娜哈伦、房屋部长祖莱达、交通部长陆
兆福、通讯部长哥宾星、农业部长沙拉胡丁
阿育、人力部长古拉、卫生部长祖基菲里阿
末。

•我国首名女副首相旺阿兹莎到办公室后签到
记者会，汇报优先要处理的部门事务。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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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甲洞斯里宜山

工程佔位H去泊車

道路變，S國•画
(士拉央22日讯）甲洞斯里宜山

(Taman Sri Ehsan)受工程影响遭
霸占了泊车位，促使驾驶人士违例

•讨计口
黄改划，
伟道勤；有
强计涉待

泊车，原本的双向道变得狭窄，适
逢下班的繁忙时段，当地交通几乎
成了瓶颈，造成逾1200户住户和20
间商店的不便。

^划及深
左的的人
4可火研
丨行车3
与性站1
承。泊®
包后车丢

受到影响的道路是57路，是通往当地两
座组屋共4栋1100户单位、20间商店和100
户店屋单位、以及甲洞中环火车站的唯一
道路。
士拉央市议员黄伟强指出，在有关道路
施工的是大马第二捷运（MRT 2)路线双溪
毛糯一沙登一布城线（SSP lme)计划，
但只是涉及300公尺的轨道工程。
“这个花园并没有设立捷运站，只是
在甲洞中环捷运站和美罗柏丽玛（Metro
Prima)捷运站之间有一条长300公尺的轨

代为的°
表改进
商道出

99
M o

民衆不便
他今日带领捷运计划承包商、市议会官
员前往了解情况时，这么指出。
黄伟强说，自去年6、7月，承包商开始

在有关路段筑起围篱，以进行安全措施工
作，虽然还没正式动工，已霸占了原本在
商店对面的泊车位。
“少了泊车位，当地居民回到来没位子

黃偉強：開會定奪

改單向道更順暢
伟强建议，把当地的道路改成逆时针
黄的单向道，疏解交通瓶颈的现象。
他说，有关建议会在下个月带到市议会
的基础建设及交通管制委员会的会议中讨

停车，或者商家的罗厘没位子上下货，还
有前来光顾的顾客，把车泊在围篱旁，继
而导致原本的双向道变窄，一到了放工时
间，交通便出现混乱。”

他说，有关工程料需时36个月完成，目
前最大的挑战是交通问题。
“原本从瓜雪路驶入5T路的路口，也暂
时被关闭，造成民众不变。”

仑。
一。“有待开会后，再作定夺，但单向道是
目前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他说，有关路段变窄，也会影响进出火
车站的车流量。
“火车站暂时只有一个进出口，都是要
经过57路，如果换成单向道，交通流量会
更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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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们因不满武吉免登购物广场于数年前因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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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拆除武吉免登購物廣場

商業協會明集會抗議

(吉隆坡2 2曰
讯）不满LDA控股
有限公司3年前拆
除武吉免登购物广场，武吉免登商业协
会（PERSATUAN PEN]AGA-PEXIAGA BUKIT
BINTANG)于5月24日举行大集会，要求经
济事务部介入调查。
据《中国报》了解，武吉免登商业协会
于5月24日，在武吉免登购物广场原址展
开抗议行动，希望土著商家的心声能获得
新任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的
正视。
该协会主席哈山沙阿接受电访时说，在
该购物广场拆除前，租户和该集团代表曾
在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拿督斯里依斯迈沙
f-k IHiiPT 举行合W
说，’该公司7戈表。当时承诺过租户6项
要求，但租户与业主最后因为搬迁和拆除
事件进入法庭诉讼，法庭在去年8月判决
租户败诉。
他指出，该购物广场已被拆除，租户们
迄今也未获得任何的赔偿，也没有获得安

顿，也让不少在该购物广场营业10多至20
年的土著企业失去营业的机会。
他说，在过程中曾致函给当时的首相兼
财政部长拿督斯里纳吉，但却没有任何的
回应。
“当年UDA控股有限公司在成立时，是
捍卫土著企业，但该公司在处理的过程
中，却没有执行捍卫土著企业权益的责
任。”
口°合山沙阿说，他们召集抗议集会，主要
是反映他们对于该公司当时的行动不满，
要求经济事务部介入和调查武吉免购物广
场当年被拆除的课题。
他说，他们也将会提呈备忘录予经济事
务部，要求新任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革炸l|f傅领
“该广场°已拆了数年，原址还是原封不
动，我们召集当时租户们出席此活动，以
表达我们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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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宣誓無法簽名助申請福利 觀

選民請翳^

I

JM

(安邦22日讯）基于还未正
式宣誓为州议员，加上服务中
心还未开放启动，候任莲花苑州议员黎濰福暂时
不接受选民要求在申请雪州政府的福利计划中签
名，因此促请选民给予耐心等候。
劉淑•

黎潍福向《中国报》指出，他已在
选区内派发了超过3万张，附有其个
人联络号码的名片，因此从中选为州
议员至今已经接到了超过百名居民来
电，也有多名居民前来服务中心，以
洛询雪州政府的福利计划，再要求他
签名以提交给雪州政府。

中心料6月1曰運作
他说，雪州议员将会在6月25日正式
宣誓，为了安全起见都不会签署任何
签名，加上其服务中心还在如火如荼
装修还未开放，暂不方便收集选民提
交的所有申请信函。
他也举例，如果选民紧急要提呈申
请乐龄亲善计划（SMUE)可直接前往
雪州政府大厦呈交。
“我的服务中心料在6月1日就会开
始运作，届时选民可将相关申请的文
件交上来，我们会暂时代收，并在宣
誓后就可以立即签名和协助提交给雪

州政府，希望选民忍耐和见谅。”
黎潍福指Jii，在太子园（T a m a n
Muda )和六福园(Taman Seraya )之
间就有2个交通圏，前任莲花苑州议员
的服务中心就在第一个交通圏，其服
务中心就会坐落在第二个交通圏旁的
商店，因当时其竞选团队在行动党还
未宣布何由谁上阵莲花苑时，就已租
下该店铺作为竞选行动室。
他说，上述地点适中，加上我的雪
兰莪巴士会经过商店前，方便人民前
来求助投诉。
他说，也有选民要求其在班丹柏兰
岭设立服务中心，可是因州议员的拨
款中，给予州议员办公室的津贴只有
2500令吉，因此无法开启太多的服务
中心。
“不过，各地区都有当地市议员，
班丹福全山庄有行动党的服务中心，
金山花园也有市议员的服务中心，每
星期都会有固定时间服务。”

•黎潍福（左）向其助理讲解一旦正式宣誓后要著手处理的文件。

下屆大選絶不能掀海嘯
@潍福也指出，即使希盟在505和
O308大选掀起反风，而刚过的509
大选是全民海啸而成功改朝换代，因
此下届大选绝对不能再掀起全民海
啸！
他指出，若来届大选迎来全民海啸
就会把希盟政府推倒，因有任何反风
或海啸就代表选民对政府不满而掀
起，也提醒希盟各领袖要努力工作，
以便海啸不会成型。
“以民为本的理念一定要贯彻，我

中选后也从选票的支持率看到压力，
以要求我做得更好，因选民来届大选
是以关键绩效指标（KPI)来做出投
票的标准。”
他指出，他过去也接到了许多新鱼羊
的投诉，包括被领养的孩子即使拿到
报生纸却无法申请到身分证，不过无
国籍孩子的问题是希盟领袖非常关注
的问题之一，因此会从中学习和根据
个案给予协助。

23 May 2018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Page: A5 • Printed Size: 686.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13,531.73
PR value: MYR 40,595.19 • Item ID: MY0032662962
Provided for client's internal research purposes only. May not be further copied, distributed, sold or publish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copyright owner.

Page 1 of 1

阿茲敏：國債龐大

广

—
1口

•阿茲敏（左2)在聆听经济策划单位汇报国家经济表现。
(布城22日讯）经济
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
敏阿里指出，国家承担
1兆令吉囯债，因为大
部分的计划，拨款都超

.^7

出预算
这是今早讨论的事
项。我们必须探讨这笔接
近1兆令吉债务的来源详
情
’°他说，一部分计划是因
，，

为过程没有公开，不“透
明”，而且都不在财政预
算案的计划内。
部长今早7时40分便
来到首相署，出席由

经济策划单位总监拿督聂
阿兹曼主持的汇报会。经
济事务部是首相敦马哈迪
宣布成立的新部门。
聂阿兹曼向部长讲解国
家经济的表现，同时未来
短期和长期的挑战。

擬定數改革議程
阿兹敏阿里说，国阵在
去年所提呈的2018年度财
政预算案目前仍保持，但
些计划的同意接纳书
( S S T ) 会重新检讨，因为
过程不透明和没有执行的
必要，就如一些在大选前
仓促决定的计划。

询及其部长工作范围
时，他说，经济策划单位
是他掌管的其中1个单位，
而且经过与首相敦哈迪讨
论，该部门有数项重要的
职务，政府首席秘书会在
这两天内正式通知他详
情
我们希盟拟定数个改
革议程，经济策划单位官
员指出，他们已经开始研
究希盟竞选宣言，以及我
们建议的数项国家经济发
展核心。”
至于雪州州务大臣人选
问题，目前兼任州务大臣
的阿兹敏也指出，这问题
会交由雪州苏丹决定，相
信只要数周时间，问题会
解决。

重檢討°鐵顏隱計劃

•阿茲敏（右起）抵步时，获贸工部前秘书长再也西里等人迎接。

兹敏阿
PHJ里说，

该部也会重新
检讨隆新高铁
和东海岸铁道
计划。
“我们必须
重新讨论这些
计划是否已获
批准与否，而
且我们需要以
民为主，到底
这些基设是否
对乡民有直接
的影响，还有
电、水供问题
也需要立刻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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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赛程（23 日)

10:00PM柔佛达鲁塔克欣对森美兰
(新山拉庆体育场）

10:00PM霹雳经济发展局对雪兰莪
(巴都加湾体育场）

10:00PM马六甲
(甲市汉哲拔体育场）

对雪兰莪发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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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邦再也市議會
鼸服務醒時間
(梳邦再也23日讯）梳邦再也市议会从
本月17日至6月14日期间，将调整服务柜台
的营运时间。
此项调整是为了继续为公众带来便利，
也让穆斯林官员可以有充裕时间准备开
斋。
欲知详情，可以联系03-80263131，或浏
览梳邦再也市议会官网 w w w . m p s j . g o v ,
myG

更動櫃檯營運時間
时间
周一至周

I地点

市议会总部
周一至周四 8am—4.30
|蒲种分局
8am—12.15noon |蒲禾中分局
8am—4.30pm

2.30pm—4.30pm

服務櫃檯關閉
日期
5月29日
6月15日
6月16曰

公假
卫塞节
开斋节首曰和次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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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售資鹰餓國11
fcM林.敏

(吉隆坡23日讯）国债达
1兆令吉引发担忧会否影响

怎

我囯的财务状况，受询的经

麼

债，政府当务之急有数个应

济分析师说，面对巨额国
对方式，包括探讨选择性脱

售资产、削減不必要开支、
以及善用拨款。
到底所谓的1兆令吉国债，到
底源自哪里？是否包括一马发展
•
公司（1MDB)的债务？
中总社会经济研究中心执行董
事李兴裕回应《中国报》询问时说：“根
据国行数据，首季中央政府总债务达 T050
亿1400万令吉，因此相信首相敦马哈迪
提及的1兆令吉国债，是包含了”或有负债

辦
9

(contingent liabilities)

0

• “国行去年12月底的或有负债约2380亿
令吉，若将之与总债务达7050亿1400万令
吉计算在内，即逼近1兆令吉。”
至于这1兆令吉国债是否包括一马发展公
司(1MDB)的债务，受访的经济分析师普
遍无法确定，但很大可能是已涵盖了或有

负债。
提及如何减债，双威大学商业学校经济
学教授姚金龙博士在接受《中国报》电访
时指出，：“政府可考虑脱售部分政联企
业（GLC)的持股，以及特定地段和资产从
中套现，以降低部分债务。”

給時間新政府
大华继显（UOBKay Hian) 研究主管邱武
益也看好政府重审大型发展计划，尤其无
法为人民庞大效益的项目，以削减不必要
的开支。
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昨
早（22日）即指出，国家承担1兆令吉国
债，因为大部分的计划都超支，他们将加
紧重新探讨这些计划。
无论如何，李兴裕希望，人民可给予政
府更多时间解决国债，通过各层面解决经
济课题。
1
“（°国债）并非一夜之间就能填补的
洞，要时间解决超支、贪污、减少废除消
费税，而取代销售及服务税(SST)的税收
差距等问题。”
“新政府（希盟）才执政约2周，已组资
政理事会，应对有关经济课题。林冠英也
刚上任财政部长，相信很快作出必要的宣
布和举措，消除市场的不确定因素。”

金龙指出，我国的偿债能力主要
Mb胥视3大因素，即令吉或外币债
务、偿债负担、以及摊还期。
他说：“如果是令吉计价的债务，
违约风险比较低。相反的，外币债务
因得承担货币兑换的成本，违约风险
较高。”

Investment Position,简称[IP)当
中所提及的净负债1兆7414亿令舍，并
不等同于国债。
首季国际投资头寸下的净负债，按
季增 351 亿令吉或0.02°。，至1兆T414亿
dbr

^§°际投资头寸是反映特定时点上，
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其他国家金融资产
和负债存量的统计报表。

大马*

53.62

121

泰国*
菲律宾*
東埔寨*
緬甸*
印尼*
俄罗斯
汶莱*

41.62

24
30
50
57
69

137
144

129.75
110.24
108.02
96.35
87.33
68.91
65.51
59.81
58.41

37.32
35.78
35.59
29.63
18.67
2.49

备注:*东「办国家
1

何謂或有負債？
单来说，或有负债（contingent liabilities) 是指有可能
产生的负债。
或有负债是由经济活动中诸多因素的不确定性而引发的。财政
活动作为整个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一环，面临著更为复杂的不确定
因素。
这些不确定因素既可能是财政内部的不完善，也可能是外围经
济环境的改变，使财政政策和相关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发生预期
效果与实际效果的偏差甚至背离，由此产生了或有负债和财政风
险o

简

上
期，相信债务违约的风险不大。
据国行数据，首季中央政府债务，
短期债务为105亿令吉，6945亿1400万
令吉债务属于中长期债务。
他说，我国目前的偿债负担占中央
政府收入约13%，只要保持在不超过
20%比重的水平，债务违约风险则低。

國際投資頭寸淨負債不等同於國債
家统计局指出上周公布，今年首

90

17

185

他认为，若介于20年至30年的摊还

国季国际投资头寸（International

74

15

179

若不包括或有负债，李兴裕
指出，中央政府的债务目前占
国内生产总值约51.4%，处可管
理水平，未触及政府设下的55%
顶限目标。

違債風險胥視3因素

235.96

159

来说，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一般介于60��至807�之间，
我国介于70°�至80?�之间仍处可
管理水平。尽管国债规模大，
并不意味著我国经济崩渍，最
重要是有能力偿还，不过，
巨额债务确实是会拉低经济成
长。”

國家/城市 國債佔GDP比率（％)

曰本
意大利
新加坡*
美国
法国
巴西
印度
寮国*
德国
越南*

2
7

145

佔GDP比重約80%
&只济学家普遍认为，1兆令
吉国债等于是占国内生产
总值比重介于707�至80%之间，
虽属于可管理水平，但也要须
严阵以待。
f 以我国2017 年现当前价格
计算（ at current prices)白勺
国内生产总值1兆3525亿令吉计
算，国债80°。顶限相等于1兆820
亿令吉。换句话说，若我国无
法解决现有的债务，仅能额外
承担820亿令吉国债。
姚金龙指出：“发展中国家

全球國債比一比
全球排名

国际投资头寸的变动，是由特定时
期内交易、汇率变化、以及其他调整
所引起。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国
际投资头寸的项目，按资产和负债设
置。资产细分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和储备资产；负
债细分为外国来我国的直接投资、证
券投资及其他投资。净投资头寸是
指，对外资广减去对外负债。

大馬國債排名全球第90

港最低僅佔GDP

0.05%

1=1管我国承担总债务1兆令吉，不过，若不包
/ N 括或有负债的毛国债 (general government
gross debt)来说，在全球的排名中，我国的债
务相对不会太高，在全球排第90位，在东协则是
排第4高。
姚金龙指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 M F )
的今年 4 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我国的国债占国
内生产总值比率为53.6177。，在全球194个国家当
中，排名第90。
我国的国债同时是东协第4高，是继新加坡、寮
国、以及越南之后。举例邻国新加坡，他们的国
债是GDP的一倍之多，在东协排名最高，在全球排
第15位，排名相当高。
世界国债前三名分别是常年在打战的叙利亚，
但暂无数据显示，接下来则是日本（235.96°。）、
希腊（191.27%)及苏丹（I?6.497。）。
至于在近200个国家当中，国债最低又有数据显
示的竟然是世界顶尖的金融中心一香港，他们的
国有债务仅占国内生产总值0.05%。

24 May 2018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Page: C12 • Printed Size: 2728.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53,811.32
PR value: MYR 161,433.96 • Item ID: MY0032673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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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解
经细it
济聆。
事听
务放
部府
‘着

Page 1 of 2

‘

阿席
兹秘
敏书
阿阿
里里
一.韩

空交、
档通副

右沙
一的

一>•马哈迪（左
3 )在内阁会议
后，向媒体作
出8大宣布。左
起：经济事务部
长阿兹敏阿里、
副首相旺阿兹
莎、内政邵长慕
尤丁、财政部长
林冠英和国防部
长莫哈末沙布。

<~互部首
会相长相
议交陆旺
开流兆g
始和福整
前交、f
，换财t
内看政2
阁法部$

鐘
I希开讨
以盟首论
马政次J
哈府内$
第14届大选顺利完成两周后，新届

一般上中央政府和州政府都会在周三

#政府也成型，并于周三召开首次的

举行内阁会议和州行政议会会议，以商

内阁会议；同时各州属的州政府也在周

讨各部门或各州行政议员掌管事务内的
重大课题。

三（23日）这一天，召开了大选后的首
次州行政议会会议。
首相敦马哈迪在周三率领众内阁议员
在首相署召开内阁会议，由于大部分都
是新科部长，因此分外引人瞩目。

希望在中央和各州政府的努力配合
下，能有更惠民及有利国家的政策。

丨報導：歐玉萍•圖片：攝影組

事
为正会
首式议
的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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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接解臣
(，了大

烈办里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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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厦里事

o

'

一

S
t
r

m

苏府督行

t柔州大臣拿督奥斯曼（前排中）周三主持新届行
政会议首次会议后，在州行政议员廖彩彤i前排左
起）、陈泓宾、潘伟斯及马兹兰陪同下，一起步出

务州召

防部长莫哈末沙布。

I房屋及地方政府

丹大斯政如

<

丄首相马哈迪（右3)主持首次内阁会
议。左起：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教
育部长马智礼、财政部长林冠英、副
首相旺阿兹莎、内政部长慕尤丁和国

州政拿的周
打州臣府每
吉在大政七

—
三

I彭亨州务大臣拿督斯里旺罗斯迪
(右），周三在金马仑高原主持大选
后的首次州行政议会。

24 May 2018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Page: C3 • Printed Size: 1098.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21,658.66
PR value: MYR 64,975.98 • Item ID: MY0032673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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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挠2 3
日讯）万挠柏
兰岭（Rawang
Perdana)昨午

(2 2曰）一场豪
雨，民宅旁山坡经
不起豪雨，发生土
崩，所幸无造成任
何伤亡。
候任士拉央国会议
员梁自坚及候任万挠州
议员蔡伟杰今早连同士
拉央市议会官员一同前
往土崩处巡视，并向当地居民了解事发时
候的状况。
蔡伟杰指出，发生土崩的山坡目前的状
况仍不明确，因市议会的工程组于昨晚仍
无法找出登上山坡顶端的路，必须靠无人
机视察状况。
他说，由于山坡的下半段是石头，挡住
了倾斜的山泥继续往下冲，所以没有造成
人命伤亡事故，暂时也不需要疏散居民。
不过，他指出，若市议会工程组发现山
坡情况有异，居民必须准备随时撤到附近
的民众会堂去，直到情况受控制。
他说，真正受影响的居民只有两户最靠
近山坡的两户；山坡下半段的石块也一直
有水滴下，可是却不知道这些水从哪里流
出，因此，还是得等待官员的调查才可进
行下一步行动。

居民暫無需疏散

天色黑暗無法尋進出口
蔡伟杰也指出，虽然消拯队于昨晚联合
市议会官员一同彻夜驻守在土崩现场并时
刻观察山坡情况，可是，因还在下雨，加
上天色黑暗，导致无法寻找山坡的进出
口。
士拉央市议会工程组斜坡观察小组单位
主任海鲁指出，该山坡有20公尺高，可是
土崩的范围则有12公尺。
他说，由于目前没有任何措施可行，为
防止土崩加剧严重，他们将在山坡处铺上
帆布，万一再次发生土崩，也希望可将破
坏力降至最低。
梁自坚补充，他们已通知居民准备随时
疏散，且目前最令人担心的是再来更大雨
量的大雨，故呼吁居民提高警惕。

•万挠柏兰岭住宅区旁的山坡不堪豪雨雨量，结果发生土崩。

街道水災引民怨

•蔡伟杰（左）和梁自坚（右）向居民解释山
坡情况，并提醒他们随时准备疏散措施。

挠于5月22日的一场豪雨，导致万
/ J挠B2T大道和万挠后街发生水灾，
引起民怨。
对此，蔡伟杰说，他已和公共工程
局及水利灌慨局展开讨论，工得知在贡
河（Sungai Gong)双溪巴高（Sungai
Bakau)处建筑的防洪池工程仍在进
行中，早前的工程延误是因部分地段

的土地拥有权问题，不过，目前已解
决，工程也得以继续。
他指出，他也已建议，在该河的两
旁河堤加高，防止河水瞬间满溢出
来。
°至于万挠后街的水灾，蔡伟杰说，
该区水灾来得快去得快，加上是老旧
的街场，即使市议会安装了水泵，若
碰上太大雨量，也难免会引发水灾。
他指出，他将和官员仔细研究提升
该区的排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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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3日讯）大
选结束2周，各候选人
拆除竞选宣传品的14天
期限已过，惟街道上仍
见一些“漏网之鱼”党
旗，不排除会遭地方政
府充公竞选品抵押金。
竞选期间，各阵营候选人
发动旗海战、橫幅战提局知
名度，大街小巷均是党旗和
印有候选人小巷的宣传品。

須確保拆完宣傳品
进入竞选期之前，国会候
选人必须向选举委员会缴付
5000令吉抵押金，州席候选
人则需要缴付3000令吉，同
时，他们也必须向选区的地
方政府缴付抵押金，才能在
选区内悬挂竞选宣传品。
根据选举委员会的条例，
候选人必须在大选后的1^天

内，将选区内所有宣传品拆
除，否则就会没收竞选前缴
付的大选宣传品抵押金。
今曰距离509投票日已过
了 2星期，虽然原是旗海飘
扬的道路已经恢复干净面
貌，不过尚有一些“漏网之
鱼”的党旗没有被拆除。
《中国报》记者抽样电访
不同地方政府的市议员，他
们指出，目前大部分候选人
的竞选品已被卸下，若他们
要索回所缴付的抵押金，就
必须确保宣传品完全被拆
除。
“地方政府将安排回收固
体废料的承包商在辖区内巡
逻，一旦发现有候选人遗留
宣传品未卸下，便会要求相
关人士拆除，否则无法取回
抵押金。”
、他们k，若候选人不打算
索回抵押金，在期限内清理
宣传品，地方政府承包商将
会以处理固体垃圾的方式把
宣传品卸下。

不拆不退抵押金
•陈瑞雯（安邦再也市议员)

•虽然大选己过2星期，仍有一些党旗犹如“漏网之鱼”，至今未被卸下。
•谢有坚
(梳邦再也市议员）

一旦14天期限尚有竞选倉传品未卸下，市
议会的固体废料承包商会处理，不排除
会沒：1(夂概甲金。
地方政府向。候选人收取抵押金，是为了预
防候选人无法在大选结束后，在期限内把宣
传品拆除完毕。

•林晋伙
(士拉央市议会）

希盟競選品拆完

梳邦再也辖区，希望联
#盟的竞选宣传品几乎完
成拆除工作，其他党则拆了
约80%，当丨I矢选人拆完宣传品
后，就会提出索回抵押金的
要求。

市议会有回收固体废料和
环境卫生组巡视，针对各地
区写报告，一旦发现竞选宣
传品，将要求候选人自行拆
除，否则不退还抵押金。

9

要求延期可通融

石今尚有一些国阵和伊党
•^的宣传品还没被拆下，
我会在一站式小组会议中提
出，要求正视这情形。
虽然14天期限将满，不过
若候选人提出延期拆除的要

求，市议会或会给予通融。
如果候选人没有展开拆除
行动，市议会不排除没收抵
押金，并以处理固体废料方
式处理这些宣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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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越来越多餐馆及
美食中心入驻开业，
开始引起交通问题；
许多餐馆及美食中心

业者霸占泊车位，引
起当地民众炮轰。
民众透过面子书埋怨，
指部分当地餐馆业者长时
间霸占公共泊车位，影
响民众使用泊车位。
民众指出，这些餐馆霸
占的泊车位不是一、两个
而已，造成民众不便，非
光顾该餐馆的民众，必须
不断徘徊绕圏找泊车位。
“每逢周六周曰晚霸占
泊车位的情况更夸张，尤
其那些美食中心，直接把
桌子放在泊车位上，食客

起居民在网上炮轰。
•餐馆业者在餐馆前面放椅子霸占泊车位，

o

民衆炮轟業者太自私

(无拉港23日)

蕉赖鸿贸商城启用不

更离谱，直接泊在路边，
还双重泊车。”
民众认为，商家若有长
时间使用泊车位的必要，
可向加影市议会租用泊车
位，让泊车位画上红格
子，但业者没付钱租泊车
位，却用椅子、塑料障碍
物、桌子等霸占泊车位，
让民众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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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建議拒光顧
民众炮轰涉及的餐馆业
者自私，把商业中心泊车
位当作私人泊车位，更在
网上发起拒绝光顾的建
议，以示不满业者霸占泊
车位。
记者今早到该商业中心
巡视，发现被指霸占泊车
位的餐馆从早上10时起、
餐馆未开门做生意便开始
霸占泊车位。
据观察，涉及霸占泊车
位的餐馆有两间，另外也

•业者从早上起便开始霸位。
有洗汽店霸占泊车位，被霸占
的泊车位约15个。
虽然业者只是霸占自己店前
的泊车位，但毕竟这些泊车位
都是公共泊车位，不能霸占。
该商业中心也有一个私人收
费泊车场，首3小时收费2令

吉，之后每小时收费1令吉。
另一方面，鸿贸商城外的大
路边，也经常有驾驶人士违例
泊车，引起道路安全问题。
这些驾驶人士主要是去隔壁
的C180商业中心，但却不愿把
车泊在室内泊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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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中心有私人泊车场供民众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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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田志：與市會商解決方案
^•二jl动党候任无拉港州议员黄田志
1」说，他与加影市议会正在研究
一项解决鸿贸商城泊车问题方案，
包括限制业者占用泊车位的时间。
他周兰与市议会执法组主任沙里
曼开会，研究如何解决当地泊车与
交通问题。
他说，会议有了初步建议方案，
有待沙里曼向加影市议会圭席沙尤
迪商量，一£•市议会主席同意，他
将在近期内召见所有鸿贸商城业
者
u
°
“这项方案若成功，需时数个月
o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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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由于沙尤迪未认可有关建
议，因此目前不便透露。”

黄田志说，蕉赖鸿贸商城越来越
多美食中心及餐馆，他也曾要求市
议会执法组到当地取缔霸占泊车位
的业者，但市议会无法常期取缔，
因此需要另寻对策。
他对于业者需要用泊车位表示理
解，为此或许会限制他们占用的时
间。
他透露，该商业中心目前还未移
交管理权给市议会，因此还未徵收
泊车费，他相信一旦开始徵收泊车
费，便可更有效执法。
至于商城外大路边违例泊车问
题，他已要求邻近警局派人执法，
包括开传票给违例泊车驾驶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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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菲宜上納吉住家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即将在周四（24日）
F31I再度前往反贪会录供，资深律师丹斯
里莫哈末沙菲宜（白衣者）在录供前一天，
即周三（23日）到访纳吉住家，逗留约30分
|中。

沙菲宜是在下午6时18分，搭乘一部黑色奧
迪轿车来到纳吉位于朗格路的住家；于下午6
时41分离开，没有对媒体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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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期”不宜行動黨元老出掌

直轄區部長

A

Wi

“过度期部长”，因此，若由行
報導•林淑慧

(吉隆坡力日讯）随著中央内
阁部长名单陆续出炉，还未公布
的联邦直辖区部长人选引起众人
揣测，消息指吉隆坡直辖区虽有
6名华裔国会议员，但该部长职
将属于巫裔议员，其中公正党的
2名巫裔议员，即斯帝亚旺沙区
国会议员聂纳兹米和敦拉萨镇区
国会议员拿督卡玛鲁丁呼声最
直辖区的6名华裔国会议员，
行动党占了 5人，即蕉赖区国会
议员陈国伟、士布爹区国会议员
郭素沁、武吉免登区囯会议员方
贵伦、甲洞区国会议员林立迎及
泗岩沫区国会议员杨巧双；另一
人为公正党旺沙玛朱区国会议员
拿汀巴杜卡陈仪乔。
在国阵时代，希盟议员一直促
请政府废除联邦直辖区部，如今
希盟执政，相信该部部长只是

功主
能張
與廢
隆除
市但

动党重量级元老的陈国伟和郭素
沁出任，似乎不符合情理。
据探悉，陈国伟和郭素沁也是
部长人选，但不是掌管联邦直辖
区部，而是其他部门。
另一名元老方贵伦，据悉出任
部长的意愿不高，其他华裔议员
则因“火候未足”，不在推荐名
单中。

•聂纳茲米

公正黨沒推薦人選
因此，一般相信出任联邦直辖
区部部长的，会是巫裔人选，目
前呼声最高的是聂纳兹米和卡玛
鲁丁。
日其°中卡玛鲁丁是资深议员，自
1999年连任吉兰丹州道北国会议
员4届之久。
聂纳兹米则是前雪州行政议
员，对州政府的运作了如指掌，
能力不容质疑。
针对联邦直辖区部部长的人
选，身兼民主行动党全国代主席
的陈国伟接受《中国报》电访

^于联邦直辖区部与吉隆坡市政局
*的功能重叠，希盟一直主张要废
除联邦直辖区部，恢复市政局的自主
丰又。
候任民主行动党甲洞区国会议员林
立迎接受《中国报》电访时指出，虽
然联邦直辖区部的存在是多余的，但
现阶段还不能马上废除。
他说，有关部门在前朝政府的管理
下，留下许多烂摊子，包括有64块土
地以低于市价或不符合正当程序下被
出售，因此需要新任部长接管，调查
及厘清当中所涉及的贪污和滥权问
题。
林立迎说，目前保留联邦直辖区
部，也是因为需要该部来主导恢复地
力"选举。
‘“现°在的吉隆坡市长凡事都说要听
取新任直辖区部长的指示，我们就通
过直辖区部去整顿市政局，包括恢复
地方选举，让人民投选市长和市议
« ，，
o

他说，完成有关地方选举的程序
后，便可废除直辖区部，希望可在一
两年内完成这项改革。

•卡玛鲁丁

•郭素冗、

时，不予置评。
此外，公正党全国副主席蔡添
强则说，该党没推荐任何人选，
且他认为有关部门没有存在的必
要，指一切交由首相决定。

陳國偉郭議S當官名單
探悉，民主行动党在新内阁共获得7
te名部长名额，还未受委的陈国伟和郭

素沁也在名单中。
目前，新内阁宣布的部长名单中，行
动党占4人，包括秘书长林冠英任财政部
长、党署理主席哥宾星任通讯及多媒体部
长、副主席古拉任人力资源部长，及组织
秘书陆兆福则任交通部长。
消息说，在全国大选赢得42席的行动
党，获得7个部长的配额，这意味著，还有
3个部长名额有待宣布。

1名額或留東馬議員
其中，陈国伟贵为一党元老，也是全国
主席，不会与部长职擦身而过，据了解，
他或受委为公共工程部部长。
此外，一向提倡女性参政的行动党，至
今还未见女性部长，因此预料郭素沁也会
在部长名单中，可能是旅游及文化部长。
剩下的1个名额，消息说不排除会预留给
东马议员，呼声最高是砂拉越州联委会主
席张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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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源认为，国家
#行政架构需要大
刀阔斧，减少人力过多
或执行重叠，可也不赞
成马上“砍人”缩身，

蔡兆源：減國家支出負債
醫_不必要大型工程

(吉隆坡23日讯）理财
专家拿督蔡兆源认同新任
政府有关重新检讨前朝大
型计划的宣布，并认为目
前国家财务状况蛮严重，
当务之急是依据优先顺
序，重检并暂缓一些不必
要的大型工程和计划，以
减少国家支出和负债。
他续说，国阵政府早前
承诺原订在7月的公务员
调薪，新政府也需检讨落
实可能；接著是重整公务
员人力，过渡期需有公平
表现评估，逐步筛选和过
滤人手，提升效率。
他强调，公务员占国

_蔡兆源

報導f惠萍

豕支出很大部分，牛寸
别在国家面对财务问
题时，所以需厘清，
政治受委（Polit i cal
Appoinment)的政府单位
代表，非属公务员，唯相
关津贴由公账支付，无形
中额增国家成本负担。
新上任经济事务部长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日前发
表，因拨款超支，国家承
担1兆令吉巨债，该部也
将重新检讨前朝政府签下
同意接纳书（SST)大型
工程和计划。
蔡兆源指出，隆新高铁
计划仍可行，可带动隆新
招商引资活跃。东海岸铁
路计划或可暂缓，毕竟货
运量和客流量仍可用现有
火车应付，好过加重国
债。
他重申，国家经济确实

很需要重新整顿，财政预
算也需重新规划，尤其在
即将废除的消费税，即消
费税废除后的2至3个月
内，国家收入肯定减少，
财务状况更吃紧，所以一
切重整考量，得以国家当
前财务状况和长远利益为
依归。
他也提出安抚，即国际
原油价格近期有回升，政
府依然可从石油相关项目
提高收入，燃眉之急，尚
可缓合目前财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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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不
m

毕竟日常行政依旧操
作，仍需公务员为人民
提供服务，人道考量，
公务员也有家庭，也要
过活。
他说，基本上，国家
或政府行政操作，尤其
为民服务方面，还是需
要公务员，提供最好服
务给人民，包括人性化
处理人民面对的问题，
其余行政事务则可电脑
化代替人力。
他强调太多分支的政
府单位，也该回归部门。
他举例外劳课题，需确定该由人力
资源部或内政部管辖，相关权限就应
回归相关部门，免执行重叠或冲突。
他再说，关税局与内陆税收局，及
其他类似执行任务范畴的部门，应否
合为一？从中也能再次过滤人手及
个牛
他补。充，除了重检大型工程和计
划，针对可行计划，还可考虑重新招
标，进一步减低成本，任何工程公开
招标，是值得鼓励的透明化做法，避
免贪污腐败重蹈覆彻。

_
薩馬
務上

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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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超級足球聯賽
第11輪

1

前曰成绩（22曰）
吉打

胜彭亨

2比0

登嘉楼

胜霹雳

2比0

吉隆坡

胜吉兰丹

5比1

昨曰成绩（23曰）
柔佛达鲁塔克欣胜森美兰
霹雳经济发展局对雪兰莪
马六甲

2比0
(展期）

和雪兰莪发展机构1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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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保持兩國合作
新圏工鼹致電阿繊
(新加坡23日讯）新加坡贸
工部长陈振声致电大马新任经
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
里，两人承诺加强新马合作。
观察家指从两人的合作关
系，可一窥两国下来的双边关
系会如何发展。
《新明曰报》报导，53岁的
阿兹敏阿里前天正式宣誓成为
经济事务部长。陈振声昨天在
面子书上透露，他昨早致电祝
贺阿兹敏，两人进行友好交
谈，并承诺会共同努力加强双
边和多边合作。他们也谈起去

年在新加坡会面时，就各自国
家发展交换的意见。
陈振声期待不久后与阿兹敏
再次见面，并已邀请阿兹敏访
问新加坡。
阿兹敏昨天也在推特说，他
与陈振声通了 10分钟的电话，
他期待与陈振声就两国所关心
新加坡管&大°学法律系副教
授陈庆文告诉《新明日报》，
陈振声的面子书贴文似乎在释
放讯息，即虽然马来西亚政权
交替，但两国关系依然如常，

•陈振声咋天在面子书，上载去年与阿茲敏在新加坡一起用早
餐与会面的合照。（陈振声面子书）
而第四代领导人甚至在大马领
导人更换之前，就已经与那里
的年轻领袖有过接触。
“阿兹米和陈振声两位部长
如何合作，将能预示接下来几
年，及新加坡第四代领导人

接手后，两国双边关系会是
如何。在这个过渡阶段，建立
信任和信心是很重要的，两
名年轻领袖也不会有过去的包
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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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与教师一同
切蛋糕，前右起为
张荣杰、拿督徐瑞
珍、黄玉枝、阿兹
米占、查尔斯、李
倚益、纳兰及吕清
便6

塞應
爾
爾讓
斯

教

i肺

(巴生22日讯）巴生
区国会议员查尔斯说，
在马来西亚当教师是一
项不简单的任务，除了
要教学，也必须身兼多
职，兼顾各种校内的行
政工作，因此他呼吁即
将“入阁当官”的战.
友，_能重视这个问题，
让教师得以专注教学工

S教

型拿

作，续而达到教育转型
目标。
他强调，教师扮演著
塑造学生，成为国际领
域最佳楷模旳灵魂人
物，因此配合今年教师
主题“教师是教育转

型的推手”

马来西亚教育体制也应
该进入改革。
查尔斯咋天出席巴生务德华小举办
的2018年教师节庆典致词时，这么表
示；出席者包括巴生市议员纳兰及该
校董事长黄玉枝及家协理事等。
他指出，教师在教育转型中扮演教
育和帮助孩子塑造高思维角色，以确
保孩童未来可在社会占有一席之位，
与国际竞争，进而成为国际级佼佼
者。此外，巴生港口区州议员阿兹
米占则说，教育是—I 国家的基石’
除了家长，教师也应获信任，认真教
育下一代。他也宣布，雪州政府将拨
款8万令吉给务德华小，作为培育人
才基金，因此他鼓励教师们紧握培育
英才使命，把务德华小变成最好的华
小�（TSI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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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卡巴建議改無期徒刑

澳没藉口拒引渡西魯
(吉隆坡22日讯）民主行动党律师蓝
卡巴星促请马来西亚政府拒绝蒙古女郎
：阿旦都雅案被判死刑的前特警西鲁要求
：特赦才肯回国揭露这起12年前案件的内
情的要求，并建议法庭应该将西鲁的死
：刑刑罚改为无期徒刑，如此一来澳洲当
'局就没有'藉口拒绝让西鲁被引渡回国。
他接受《新海峡时报》访问时说，虽
：然马来西亚与澳洲有签署引渡条约，但
条约阐明不能用在任何被判死刑的犯人
，案件上。
他认为，从西鲁令人发指的荽求，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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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如果他真的有新资料或新证据，他
就必须说明一切。”
不过，他慕沙哈山坚称，根据警方的
调查，没有证据显示阿旦都雅被杀案与
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和前首相夫人拿汀

女郎阿旦都雅案时给予协助o

斯里罗斯玛有关联。

西鲁声称，只要马来西亚新政府肯给
予他全面特赦，他愿意回国“揭露发生
什么事”。

和法国的潜艇买卖充当翻译员的阿旦都

前总警长丹斯里慕沙哈山也响应蓝卡
巴星的呼吁，认为如果西鲁肯回国，马
来西亚政府最多只能减轻对方的刑罚，
但不能给予特赦。

警方可赴澳录口供
“如果他（西鲁）真的有新的证据，

2006年10月18日，被指在马来西亚
雅，因为这项交易而来到马来西亚，不
料被时任首相纳吉的两名保镖西鲁和阿
兹拉哈里杀害，轰动国内外。
联邦法院于2015年1月宣判，西鲁和
阿兹拉里涉及谋杀阿旦都雅罪成，被判
死刑。西鲁当天并没有出庭，之后被发
现已潜逃到澳洲，但不久后被澳洲当局
逮捕，并送往澳洲移民局扣留中心。

除非政府给予恃赦，才愿意回国说出更

马来西亚警方可以前往澳洲向他录取口
供。”

多的内情，可以看出对方并没有懊悔之
丨心°

出要求特赦才肯回国说出更多案情的要

阿兹拉目前正等待雪兰莪州宽赦局的

.根据媒体早前报导，目前人在澳洲移
’民局扣留中心的西鲁表示，随著国阵政

求是不恰当的。
“任何掌握对谋杀案有新证据者，必

听审日期。阿兹拉的代表律师是于2016

府败选，许多人将被视为政治拘留犯，
_而他也愿意与新政府合作‘，在重审蒙古

须向警方报警，以便案件可以重审，或

宽赦局主席，提呈寻求宽赦的申请。

对方可会见警官提供资料，这包括西

(LMY)

他说，西鲁已经被法庭定罪，对方提

澳洲当局早前曾表明，除非马来西亚
政府承诺不会对西鲁施加死刑，否则将
拒绝让西鲁引渡回屆。

年1月15日向雪兰莪州苏丹兼雪兰莪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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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标志广告牌拆除下来。
•广告公司动用吊机将双溪大年城市转型中心的一

..零 』

娶！！

一PSI
的一马标
志广告牌
安置在地

大年UTC—馬標誌

安裝21天被拆
(双溪大年22日讯）随著新政府下令禁用一马标志，双溪大
年城市转型中心（UTC )建筑上大型的一马广告牌，今早由广
告公司出动吊机拆除下来。
位于双溪大年老街场火车站对面的城市转型中心，是于2016
年2月1日开始启用，为地方上民众办理官方事务，提供诸多方
便。
该建筑大门上的大型一马广告标志，是于今年5月2日全国大
选期间安装上去，却在短短21天后就被拆除。
•这座建筑早前被命名为乌基尔广场大厦，内部设有国民登记
局、移民局、陆路交通局、皇家警察、一马诊所、陆路公共交
通委员会、国i反毒机构、双溪大年市议会及吉打州水供公司
等。（S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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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撓柏蘭嶺現兩大崩口
居民無法安眠恐山崩
(万挠23日讯）万
.挠柏兰岭1区距离民宅
仅有20公尺的山壁，

崩口，有黄泥倾泻和
树木翻倒的迹象，让
居民一夜无法安眠，

在过去几天下雨情况深恐将发生山崩意
下，于昨天出现两大外。’

•I_1•HI—I丨

-

•时任州议员颜贝倪曾于2013年万挠柏兰
岭发生巨石从山壁掉落事故时，到场视察
及了解情况。（档案照）

士拉央市议会斜坡
小组初步调查报告，
从山顶至山脚的实际
崩塌范围达到1 2公
尺，有必要使用更精
密的仪器，侦查土地
是否有移动5以决定
是否启动撤离居民计
划°
据知，崩•是于昨
午的一场雷雨后，居
民因发觉满地黄泥水
山从高处倾洒而下，
于4时左右出屋探看时
被发现其中一个约15

市议会斜坡崇小组主
任海鲁、公正党市议
员苏莱曼以及雪州天
灾小组官员，在事发
后已赶抵现场了解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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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6时许接获消拯局的
报告，市议会工程组
则是在当晚9时封路和
做紧密观察，并干午
夜零时雨停后尝试爬
上山顶，
.山顶，鉴定崩塌处

蔡伟杰说，市_议会
已承诺将在一周内先
铺上防水帆布，避免
山崩的情况恶化。目

和原因。

前当局最大的挑战是
无处可以攀上山顶，
以掌握更多发生山崩
的起因。

更进一步的认证，以

即使是从万挠挠

他指出，初步查证
指山坡属于私人地，
但必须通过土地局做
决定如何采取行动。
不过，他说，若有
撤离居民的需要，将
由鹅唛县长发施号
令o

公尺宽、20公尺长的

道高架公路攀下，距

崩口直接对准RP5/4路
的双层排屋。

离这座山坡依然有一

梁自坚说，当局已

段很长的山路。市议

指示苏莱曼和甘榜肯

士拉央国会议员梁
自坚、万挠州议员蔡
伟杰、消拯局第6区区

会斜坡小组将寻找上

娜雅村长做好准备，
在有需要时便开放礼
堂，以收容灾民。

山的方法，以便对症

长沙布里、万挠消拯

下药，解除这起事故
对居民的威胁。”

局局长邦尼、士拉央

他说，他是于昨午

(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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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吉祥促布联新政府

重查赵明福案
•A2版

A2l

林吉祥促希联新政府

重查赵明福命案
(吉隆坡23日讯)行动党振林山国会议员
林吉祥促希联新政府重新调查赵明福命案。
林吉祥发文告说，赵明福2009年7月

正义而致死人的命案，都应该重开档案，以
一雪沉冤。”
年7月15日，时任雪州行政议员

2009

曰死在沙阿南的雪州反贪会大楼，沉冤待

欧阳捍华的政治秘书赵明福，以证人身份受

雪近9年。
他认为，若当年反贪会在合理时间内进

到反贪会传召，前往雪州反贪会办公室给口

林吉祥促希联新政

行调查工作，赵明福就不会死在雪州反贪会

翌曰，即7月16曰被发现卧尸在沙阿南玛莎

府重新调查赵明福

大楼。
“这也是为何赵明福案，跟其他因为不

兰大厦的5楼露台，出事时年仅30岁。

16

命案。

供，以协助调查雪州议员拨款案。不过，他在

玛莎兰大厦即是当时的雪州反贪会办公

室所在。雪州反贪会如今已搬迁办公室。
2011年7月21曰，赵明福命案皇委会
报告出炉，当中点名3名反贪会官员对赵明
福使用持续不断、激烈及不恰当的盘问方
式，已经违反反贪会程序，这三人就包括时
任雪州反贪会副主席希山慕丁哈欣。
另两名同样被点名的反贪会官员则是时
任雪州反贪会调查官员安努亚依斯迈（Mohamad Anuar Ismail)及时任雪州反贪会执
法助理馆员阿斯拉夫（Mohd

Asraf Mohd

Y u n u s ) 。

皇委会报告当时分别点名，希山慕丁哈
欣、安努亚与阿斯拉夫为"傲慢的领袖”、
“欺凌者”和“滥权者”。
无论如何，至今没有任何反贪会官员受
对付，反之以上3名被点名的反贪会官员较
后相继升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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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雪新大臣出现5人选
沙哈鲁丁

依德利斯阿末

阿米鲁丁富经验呼声高
邓丽华、陈慧芸

(吉隆坡22日讯）随着雪兰莪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出任经济事务部长职，并将在确定了
iH壬力e入佳Pf壬，’新至主，目前胃5+入@名？^皮t是：&，至丨JH

谁最后会脱颖而出呢？

《南洋商报》记者探悉，5名

据

人选包括雪州行政议员兼双溪

杜亚州议员阿米鲁丁、雪州行政议员兼
史里史迪亚州议员沙哈鲁丁、双溪甘迪
斯州议员苏海米、丹绒士拔州议员柏汉
以及依约州议员依德利斯。
其中，阿米鲁丁出任雪新大臣呼声
最高，他负责掌管雪州新生代、体育、
企业发展、城乡文化发展事务，本届大

苏海米

职，而是由沙哈鲁丁跑出。

历，但欠缺政治版块经验；惟

获
安
华
家
族
青
睐

丁之所以成为首选，除了是和阿兹敏亲
近的年轻一年领袖，他巳任两届行政议
员，熟悉雪州的行政运作也为他加分‘
阿兹敏（右）接受委任为经济事务部长

尽管表面看起来’沙哈鲁丁在

出任大臣人选占下风，不过，
在该党实权领袖拿督斯里安华
出狱后，党内政治铽围和旱前
有大小 同，他被视为有可能是
跑出的“黑马”。
i

据悉，新任大臣人选，除

了要获得雪州苏丹沙拉夫丁殿

m

下认同接受、党内部支持外，
安华家族的意见也是关键；而
相较阿米鲁丁，沙哈鲁丁更能
获得安华家族青睐。
至于另三人，同样巳有两
届议员经验，也是雪州务大臣

K

办公室政治秘书的苏海米据知
也在力争此职，惟目前为止，
因不获高层祝福而出线机会不

据了解，他虽然年轻，但因为从

此外，公正党有消息披露，阿米鲁

沙哈鲁丁曾任雪兰莪州大

学前副校长，有良好行政资

熟悉雪行政运作加分

的人选。

无论如何，也有消息声

使阿米鲁丁最后无法出任此

掌相同职位。

足经验最丰富者，理所当然成了最适合

柏汉

称，公正党内部派系之争，或

选胜选后，再次获委成为行政议员，出

2008年起就出任州行政议员，在5人中

沙哈鲁丁或成

阿米鲁丁

独家报道

Page 1 of 1

浓，

柏汉依德利斯料“陪跑”

另外，柏汉足雪州公正党秘书，依德利斯在上
届已是依约州议员，专业背景为妇科医生，两人名
字虽都被提起，不过基于是新人，在这轮的大臣人
选猜测中是“陪跑”角色。
另一方面，阿兹敏接受委任为经济事务部长
后，已于今天正式履新，上京之事巳尘埃落定，他
目前也积极处理雪州新任大臣人选事宜，以便能尽
快敲定，确保雪州的行政管理顺畅。
据了解，雪州公正党将会商及建议人选名单，

后，并已正式履新，雪兰莪州新任大臣

阿兹敏之后会觐见雪州苏丹，以便人选获得苏丹御

人选备受关注。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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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特区
甲洞斯里益善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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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lilf时段亦诵拥诸
• 一J

I

••钃

T

V ^4

•钃�•

57路或改单向道
(士拉央22日讯）甲洞斯里益善花园高峰时段交通拥堵，为了缓和塞车问题，毗邻甲洞中环电动火车站的斯
里益善花园57路，或于今年中改为单向道。
配合捷运工程，甲洞帝沙广场正对面的电动火车站往斯里益善花园57路出入口，早前已于去年7月围
起，不过这期间却引发当地店寓前方惟一要道塞车的问题。

拉央市议员黄伟强

士 说，巳围起的57路局
；路段，附近一带有店寓和住
：区，这路段平日依然有车
L，而且不少车辆和罗里停放

展}旁上下货、接载电动火车站
•客，也有公众前往商业区购
用品或用餐时暂时停放车

5
5 o

他是于上个月接获市民投

% 后，今早实地巡视当地路况
i

0>I•这么说，在场者包括市议会

：程组与承包商。

T

他说，介于甲洞中环站与
！特罗柏丽玛站之间的捷运工
，其中有大约300公尺的轨

I
i

【工程，落在士拉央市议会辖

31

12[地带，所以他会向市议会基

交通管制委员会建议，在上

r
i

：路段推行单向交通措施。
“惟如此一来，需顾及电动

毗邻甲洞中环电动火车站的斯

少：车站的出人口瓶颈问题，闪

里益善花园57路，或于今年中

ill：仍需洋细探讨解决方案，或

改为单向道。

卜决于6月建议路段改为单向

J

r
31

o，’

4栋公寓20店寓

全区逾5000人
甲洞斯里益善花园区内有4栋公寓与20
10I店寓，全区人口有超过5000人，而捷运轨

[工程预料需耗时36个月完工。

31

上述位于店寓前方的57路，街道两旁都
「停车位，而该路段一直以来可以双向行
！，配合轨道工程，街边停车位巳围起，由
J

1

路是当地要道，高峰时段车流量高，期

黄伟强：将建议市
议会推行单向道措
施，不过仍需兼顾

57

I、百1引起堵塞。

电动火车站的出入
口瓶颈问题。

配合捷运工程，甲洞斯里益善花园57路店寓前方的街边车位已围
起，该路段平日有轿车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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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双（左）和警方交流，了解他们的运作

市民安全摆第一

杨巧双与警交流

在场者包括斯里金地警局、
敦依斯迈警局及拉维斯警局主任
等。双方展开愉快的交流。
杨巧双补充，在等待宣誓就
职期间，她将于下周会见选区内

(吉隆坡23日讯）泗岩沫国会

她较后发文告指出，十五碑

议员杨巧双将市民的安全摆在第

警垃负责监管涧岩沫区40%范

一位，因此在等待国会宣誓就职

围， 此她借此见面会，了解该

“我们0前正在设立服务中

之际，她礼貌拜会十五碑警区主

警区的运作，包括人力、拨款预

心，待装修工作完成后即会正式

任鲁斯兰，并会见来泗岩沫区内

算等，同时向警方反映居民对警

3间警局的主任。

方的期许。

投人运作，届时将会再作公
布。“

W

的各执法单位，以了解他们所扮
演的角色和+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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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高庭强制警方捕刘特佐

阿兹敏—回上诉
(吉隆坡23日讯）经济事务部

件，因此这项申请已没有必要。

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今日撤回

她说，时任雪州大臣阿兹敏

他在2017年8月，要求法庭强

阿里于2017年8月14日人禀高

制警察总长逮捕和遣返一个马来

庭，要求高庭下令时任警察总K

两亚发展有限公司（1MDB)关

丹斯里卡立，逮捕及遣返刘特佐

键人物一大马年轻富商刘特佐的

回大马面对刑事控诉。

上诉申请。
阿兹敏代表律师拉蒂法说，

据悉，高等法院于2017年
10月3日驳回阿兹敏的申请，

阿兹敏是于本周二撤回上诉申

理由是警方没有将刘特佐列为通

请，这是因为随着希盟执政，新

缉人物；阿兹敏随后人禀上诉

政府承诺将严厉调查1MDB事

庭，要求上诉庭推翻高庭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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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达12公尺

万挠柏兰岭山坡土崩
(万挠23曰讯）昨午一场豪雨导致万挠

士拉央国会议员梁自坚及万挠州议
员蔡伟杰获悉后，今早连同士拉央市议
会官员到场了解情况。

柏兰岭民宅旁的山坡发生土崩，面积达
12公尺，所幸没有造成任何伤亡，居民
也暂时无需疏散。

$伟杰指出，所幸山坡的下半段是石头，挡
#住了倾斜的山泥继续往下冲，因此没有造
成人命伤亡，居民暂时仍能在家，无需疏散。

居民暂无需疏散
“市议会工程组昨午仍无法找出登上发生土崩
的山坡顶端的路，W此目前他们需要靠无人机视
察情况，一旦会丁程组发现山坡情况有异，居民
就必须准备，随时撤到附近的民众会堂，直到情
况受控制为止。”
他说，目前只有两户最靠近山坡的居民真正
受到影响；山坡下半段的石块也一直有水滴下，
但不知道这些水从哪里流出，W此需要等官员的
调查才可进行下一步行动。
蔡伟杰也说，虽然消拯队昨晚联合市议会官
员彻夜驻守在土崩现场并时刻观察山坡情况，可
是一直下雨，加上天色黑暗，导致无法寻找山坡
的进出口。
士拉央市议会丁程组斜坡观察小组单位主任
海鲁指出，该山坡有20公尺高，土崩的范围则
有12公尺。

I*:灣

他说，由于目前没有任何措施可行，为防止
土崩加剧严重，他们将在山坡处铺上帆布，以免
土崩再次发生，也希望可将破坏力降至最低。

梁自坚补充，0前最令人担心的是会再下起
豪雨，居民必须时刻提高警惕。

“我们也巳通知居民必须做好准备，以随时疏
散。”

一场豪雨导致万挠柏兰岭住宅区旁的山坡发生土
崩。

万挠B27大道与后街水灾

万挠于昨天的一场豪雨，导
致万挠B27大道和万挠后街发
生水灾，引起民怨。
蔡伟杰说，他巳和公共丁程
局及水利灌溉局展开讨论，得
知在贡河(Sungai Gong)双溪巴
局(Sungai Bakau)处建筑的防
洪池工程仍在进行中，早前的
工程延误是因部分地段的土地
拥有权问题，不过，目前巳解
决，工程也得以继续。
他也已建议，在该河的两旁
河堤加高，防止河水瞬间满溢
出来。
至于万挠后街的水灾，蔡伟
杰说，该区水灾来得快去得
快，加上是老旧的街场，即使
市议会安装了水泵，若碰上太
大雨量，也难免会引发水灾。
他将和官员仔细研究改善该

梁自坚（左二起）和蔡伟杰向官员了解土崩情况。

区的排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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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事务部检讨大•基建计划
希盟新政
HARXPAN

布城22曰讯|经济事务部长拿
督斯里阿茲敏阿里指出，将重新
检讨所有在前朝政府时代，已获得
「同意书」的大型基本建设计划。
他表示，重新检讨大型基建计划，是
因为有部分计划，赶在第14届全国大选前
草草推出。「我们会检查前朝政府批准的
所有大型计划，重新检讨和讨论，看是不
是真的带来好处，我们也要看看如何援引
法令，以暂停类似计划。」
他强调，尤其会关注对人民带来直
接影响的大型计划，包括东海岸铁路和隆
新高铁。「我们会研究这些计划的推行程

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

左）周二早上到部门上班时，受到首相署经济策划局官

员的欢迎。

序，以确保他们完全透明，未来所有大型

其部分是来自不透明化程序，和没有列入

计划的批准程序，也会完全透明化，我会

财政预算案的大型计划。」

和相关部门合作，以决定下一步行动。 J
他今早7时4 5分到布城办公室打卡上

「我已和经济策划局官员讨论，并划
定希盟打算落实的改革议程，尤其我们打

落实经济振兴政策

班，聆听经济策划局（EPU )总监拿督聂阿
兹曼的、；E报会后，在记者会上如此表示，

秘书丹斯里阿里韩沙的通知。」

算落实的经济振兴政策，也和现有的政策
理念相同，或许只有少部分需要调整，但

询及身为经济事务部长的工作范围

主要方向和第十一大马计划接近。 j

并重申国债问题是希望联盟政府的首要担

时，阿兹敏阿里表示，经济策划局，属其

提到会否重新检讨2018年财政预算案

忧。

部门管辖权限。「根据我上周和首相敦马

一事，阿兹敏阿里表示，考虑到10月19日

「我们今早也讨论了此事，必须研究

哈迪的讨论，他将把数个重要机构归入经

就要提呈2019年财政预算案，或许将在9月

这笔接近1兆令吉庞大债务的所有细节，尤

济事务部，我将在一两天内接获政府首席

的国会重新审视2018年财案。（4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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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结区H雄保B华裔任账
•

吉隆坡22日讯新政府上台，联邦直辖区

直区6华裔国会议员

A

陈淑薇|王蓉
联合报导

希望联盟在第14届全国大选

候任甲洞国会议员候任蕉赖国会议员候任武吉免登国会议员

部门的去留备受关注，以目前局势看来，联邦
直辖区部或将继续保留，部长人选很大可能从
隆市华裔国会议员中诞生。

长一职。

据传统，部长人选一般会在直辖

袖的陈国伟和郭素沁，分别蝉联

至于隆市其他的巫裔国会议

区国会议员中挑选。

6届（蕉赖）和5届（士布爹）的

员，包括公正党斯帝亚旺沙国会

而3名行动党资深领袖，包

国会议员，无论是对隆市或吉隆

议员聂纳兹米、班底谷国会议员

括蕉赖候任国会议员陈国伟、武

坡市政局的运作及发展都有一定

法米、荅都国会议员普拉帕卡兰

吉免登国会议员方贵伦和士布爹

了解，因此，两人是部长最佳人
选。

的资历较浅；敦拉萨镇国会议员

很大可能是从民主行动党国会议

巫裔议员出线率低

§

候任泗岩沫国会议员候任旺沙玛珠国会议员候任士布爹国会议

据了解，3名元老级国会议
员当中，方贵伦担任部长的意愿
并不高，因此陈国伟或郭素沁，
很大可能将接任联邦直辖区部部

行动党议员高，因此出线的几率
不太局。

员中选出。

国伟素沁最佳人选

凯鲁丁虽然曾担任4届道北国会议
员，惟他在隆市跑动的时间不若

邦直辖区部获得保留，部长人选

W

政局的改革。

身为吉隆坡行动党元老级领

国会议员郭素沁再次连任，若联

杨巧双i——JLJ陈仪_乔—^

许他将受委要职或处理吉隆坡市

中，狂胜隆市11个国会议席，根

除了陈国伟和郭素沁，其

无论如何，联邦直辖区部保

他华裔国会议员包括甲洞国会议

留或废除的决定仍悬而未决“陈

员林立迎、泗岩沬国会议员杨巧

国伟接受《东方曰报》访问时表

双，及公正党旺沙玛珠国会议员

示，这件事情将交由行动党秘书

拿汀巴杜卡陈仪乔。

长林冠英与首相敦马哈迪商讨，

值得一提的是，林立迎也相
当活跃于处理隆市各项事务，或

他本身未参与讨论，因此无法透
露更多详情。(4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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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伟强（左3)连同捷运承包商及士拉央市议会工程师，实地巡视甲洞斯里宜
信花园57路，以探讨解决方案，舒缓塞车。

捷运施工甲洞57路塞车引民怨
甲洞22日讯|受捷运施工影响，甲

对此士拉央市议员黄伟强将向市议会

洞斯里宜信花园57路出现交通瓶颈，每逢

建议，探讨该路段落实单向道的可行性，

下班时段，车辆塞在窄小的车道上进退两

以便舒缓周遭车流量。

难，令驾驶者怨声载道！
据了解，捷运承包商是于去年6、7月
在甲洞斯里宜信花园57路，筑起施工围篱
作为安全措施，这导致57路一侧的停车位

「市议会官员预计6月把报告提呈至基
础建设与交通管制委员会商讨，以尽快解
决该路段的塞车问题。」
他补充，第二捷运计划在士拉央市议

遭征用，驾驶者在缺少停车位的情况下，

会范围内，只涉及300公尺的轨道工程，即

只能将车辆停在路旁或双重停车，造成车

甲洞斯里宜信花园57路的范围。

道空间异常拥挤。
尤其在下班时段，从电动火车甲洞中

「据悉，配合捷运工程的展开，57路
一带有11个住家单位被征用，另外一座公

环总站出入的车辆，都会途经57路，导致

园地段也暂时封锁

更塞车。

原状。」（403 )

直到施工完成才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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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

对付非法霸占走廊业者
加影市议会主席莫哈末沙尤迪说，近来频接获
业者霸占建筑物走廊，滋扰民众的投诉，因此将指
示执法人员积极处理，在必要时充公或直接拆除。
他表示，最近许多民众投诉，指业者非法霸占
建筑物走廊，无论是摆放桌椅或货物，导致环境脏
乱且走动不便的问题日渐严重，因此要求市议会严
厉取缔。「我们曾针对一些投诉个案采取行动，但
如今投诉越来越多，我们会在必要时加速执法，尽
量解决对民众造成的不便。」
他周二受访时表示，已指示执法组更积极，且
谨慎处理相关投诉个案，在必要时展开充公或拆除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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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2年前带饭盒逛市集照

雪公主盱减用塑料袋

境0

Page 1 of 1

j

为环境负起责任
「我们必须为这个环境负起

莎阿南22日讯|雪州公主东

片」，当时他与阿米尔沙带著多

责任，也要注意我们行为所带来

姑扎塔莎在社交媒体，发布2年前

层饭盒，到莎阿南13区斋戒月市

的后果，祝大家开斋快乐。j

与王储东姑阿米尔沙，带著饭盒

集购买食品。

逛斋戒月市集的照片，以呼吁民

「我们必须终止塑料袋污

雪州政府于去年1月1日，落
实禁用塑料袋和保丽龙措施，各

染问题，即使逛斋戒月市集，

大超级市场的塑料袋，也必须以

东姑扎塔莎日前在Instagram

也不应使用塑料袋，这个举动

20仙售卖给顾客，以鼓励民众使^

账号，发布了2年前的「回忆照

并不难，也能协助保护我们的环

用环保袋。（406)

众减少使用塑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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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闻RS来定
县市谀霣齧越任
巴生22日讯任期将于6月杪届满的雪州县市
^胃1|!1$|||

议员与村长，因雪州大臣转任内阁部长，与行政议

^lll I ••

会阵容未定等因素，将延长任期，以让地方政府和

U園丨•

村委会继续操作，不至于出现「真空期」。

至于任期延长多久，
则需视乎雪州新大臣何时任
命、希望联盟4个政党对县市
议员名额的讨论、与伊斯兰
党留下的空缺由谁填补等问
题，能否尽快达成共识。
加上适逢斋戒月，各党
的县市议员和村长，料将持
续任期至开斋节后，再提呈
名单并委任新届县市议员。
伊党在全国大选期间已
和希盟撕破脸，因此据悉大

由于雪州大臣人选未定，行政议会甚至希望联盟内部，

部分县市议员已自行辞职，

也未敲定县市议员人选，因此原定6月30日届满的县市

在此过渡期，他们所负责的

议员任期，预计将茯得延长，图为梳邦再也市议员于

领养区，将由县市议会直接

2014年的宣誓仅式。

-档案照-

监管。
掌管地方政府、公共交

他指出，目前雪州行政

黄思汉强调，延长县市

通和新村发展事务的新任行

议会，还未针对县市议员的

议员的任期，不会影响县市

政议员黄思汉受询时证实，

空缺展开讨论。

议会的运作，而雪州共有12
个县市议会，总计279位县

现任县市议员与村长的任期
预料将被延长，至于延长多

州议员625宣誓

久，仍未有定夺。
他表示，基于雪州大臣

市议员名额（不包括酋长在
内），本届县市议员的任期

「虽然明天（23日）将

将于下月30日届满。

转任内阁部长，行政议会阵

召开行政议会，惟相信将不

容未定，暂时无法讨论新届

会讨论这项议题，而是先商

暂定于6月25日进行宣誓。

县市议员问题。

议需要优先处理的课题。」

(409 )

此外，雪州候任州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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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绁水供面加逋落实各政策
V

S

^|
|
|

吉隆坡23日讯尽管希望
联盟执政雪州已10年，但缺乏
中央政府的拨款和配合下，导

致一些政策迟迟无法落实，随著希盟执政中央，雪州
将大力推动各项被「延误」的政策，包括重组水供、
交通规划、管制河流污契
雪州政府这10年来，推动多

大型计划都需要依赖中央拨款。

项政策，然而尚有许多问题迟迟

他举例，这包括交通阻塞和

无法解决，其中首要问题就包括

水灾的解决方案，都需配合中央

水供重组。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

政府，包括马来西亚大道局和水

兹敏阿里在本月再次受委时曾强

利灌溉局等机构商讨解决方案。

调，这将是雪州的首要任务，相
柄可在最短时间内完成。
此外，雪州政府推出的25万

「困扰加影多年的水灾问
题，可通过中央获得更多拨款，
加宽河流或兴建防洪池等方案；

令吉以下「可负担房屋」，因为

至于交通阻塞问题，加影有些大

许多购屋者的贷款不被批准，导

道的进出口太狭隘，形成交通瓶

致无法落实雪州政府的「居者有

颈，未来也可与大道局商讨解决

其屋」承诺，如今阿兹敏阿里成

方式。」

为经济事务部长后，预计会推动
国家银行放宽房屋贷款条规。

监督防水源污染

此外，其他的问题如交通阻
塞、水灾和水源污染等，在与中

此外，去年雪州曾发生多宗

央政府的配合之下，相信也可获

河流污染事故，导致滤水站暂停

得改善。

操作，影响水供，然而雪州没有

掌管环境、绿色科技、消费

监督和执法的权力，仅能依靠属

人与非伊斯兰事务委员会的行政

中央政府的环境部和国家水务委

议员许来贤接受《东方曰报》访

员会。

问时表7F，雪州拨款有限，很多

许来贤表示，水供是十分重
要的课题，为了确保雪州不会再
发生水源污染问题，必须探讨系
统化的监督方式并加强执法。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则表
示，其实公共交通系统的工作，

原本就属中央政府负责，但州政
府希望为人民提供更完善的公共
交通系统，才自行推广「免费巴
士」计划。
「至于详细计划，我还需与
交通部接洽后才能公布，惟随著
首相今日宣布解散陆路公共交通
委员会，以后交通执照无需再经

许来贤®与中央配合监督水

过委员会，相信未来雪州的公交

源污染。

发展将更为『顺畅•。」(4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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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著希盟成功入主中央，雪州政府将大力推动各项「遭延误的
计划」，包括水供重组、河流污染和交通阻塞等问题。
"F"*1

本

I £»

*^SB«

3^

雪州与中央政府配合的「延误计划」
Q重组水供资产

B调整房屋贷款以确保「居者有其屋」
B完善的交通规划解决塞车
0厘清河流污染执法权限
0 i取iiiS是?^洪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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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镜头
希望联盟入主布城』以首相敦马哈迪为首的新内阁于周三，在首相署举行首次的内阁会议。_
排中）与13名内阁部长在会故胃衍：系合照•前排.左起为财政部长林冠英、副首相兼妇女&家齒发展部苌
旺阿茲莎、内政部长丹斯里:慕国防末沙布
s后排左起为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阿里韩沙今‘
吐丨叫纥沙、闪歧邰牧丹斯里.暴^
Ug泣因陌木沙命
Q：：后排左起刀itx肘自席视、节丹斯里卩RJ里韩沙、
农业及农基工业部fe少為胡爺^哥宾星、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袓莱达展’部
丽娜、教育部长豆智礼济*务#&阿gfe阿i�交通部长陆兆福、人力资源部长古fe忍5:至部T长袓f
甘=m口士 TT r+n .泊 5_l I.N -R 1^
mT77^ £f19&BB« 丨，—：
鰱
‘“
瀘
基菲里阿末及内阁副秘书长傲斯里現茲旦g
WC

希盟新政
HARAPABI

布城23日讯首相敦马哈迪今
日在首相署主持第一次内阁会议，
13名内阁成员齐出席。

今天也是马哈迪宣誓成为我国第7

长拿督斯里莫哈末祖基前来迎接。

任首相后，首日在首相署上班，并主持

随后，马哈迪到第5楼的首相办公

第一次的内阁会议。在这之前马哈迪皆

室，受到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阿里韩沙

是在布城首要领导基金会工作。

迎fe。在会议开始肖U‘马哈迪与所有内

希望联盟在5月9日的第14届全国大

阁成员拍大合照。

选中推翻国阵政权，组中央政府后，今

希盟新内阁成员包括副首相兼妇

天首次召开的内阁会议是于上午9时25分

女及福利部长旺阿兹莎、财政部长林冠

在首相署举行。

英、内政部长慕尤丁、国防部长莫哈末

所有内阁成员皆西装笔挺出席，包

沙布、教育部长马智礼、经济事务部长

括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交通部长

阿兹敏阿里、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祖莱

陆兆福、财政部长林冠英、内政部长丹

达、乡区发展部长刚娜、又通部长陆兆

斯里慕尤丁及教育部长马智礼等。

福、通讯及多媒体部长哥宾星、人力资

身穿黑色西装的马哈迪于上午8时
25分抵达首相署，而首相署高级副秘书

源部长古拉、农业及农基工业部长沙拉
胡丁及卫生部长祖基菲里阿末。

•马哈迪（右3)主
持新政府首个内阁
会议，阁员们表现
轻松。左起为教育
部长马智礼、财政
部长林冠英、副首
相旺阿兹莎、内政
部长慕尤丁和囯防
部长莫哈末沙布。

i财政部长林冠英
(左）在会议前，
与政府首席秘书
阿里韩沙（右）交
流。左2起为内政部
长慕尤丁和副首相
旺阿兹莎。

国防部长末沙布和交通部长陆兆福抱肩细语密
斟，不知谈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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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立迎級霤査前内闻 接
ft

甲洞23日讯候任
甲洞国会议员林立迎周
二报案，要求警方就
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住
家，被搜出10亿令吉竞
选基金一事，向所有前
内阁部长展开调查！
林立迎说，根据报导，警方
最近在纳吉住家捜出10亿令吉现
款’纳吉更尸称这毛10亿令吉是
商家捐给国阵的竞选基金。
「倘若将10亿令吉竞选基金
以222个国会议席平分的话，每个
议席至少可得450万令吉；这是抵
触选举法令，因为法令规定选举
开销不能超过20万令吉。」

林立迎（左2)周二前往冼都警区报案，要求警方开档调查前内阁部长，同时也调查吉隆坡64
块政府地段被售卖一事。左起为黄伟强、叶慧莉、游佳豪及蔡宗荣。
林立迎于今日召开记者会，

售地未公开招标
「这则新闻从本月19日刊登
至今已4天，却没有任何一名前部

一邱继贤-

他表示，上述地段不少已经

他也抨击吉隆坡市长临时

如此表示。出席者包括士拉央市

开始施工，甚至对外出售，但有

变卦，起初答应会提供64块政府

议员游佳豪、黄伟强、助理蔡宗

消息指称，一些地段至今仍未支

地段出售的详情，可是当要索取

荣、叶慧莉及苏金发等。

付全额的地价及发展费等。

时，对方却反口指必须等联邦直
辖区部部长上任。

另外，他昨日也针对吉隆坡

「而且，我们上次与市长会

有64块政府地段被转售一事，到

面时，也被告知这些地段其实并

「实际上，吉隆坡市长拥有

「对此，我要求警方全面捜

冼都警区报案，要求商业罪案组

未经过公开招标，因此我要求商

实权，能够直接提供这些合约内

查所有前内阁部长，以调查当中

向前联邦直辖区部部长拿督斯里

业罪案调查组，配合反贪会展开

容，他却一直说要等直区部长的

是否涉及另一笔高额资金，而资

东姑安南、吉隆坡市长丹斯里阿

全面调查，以查证当中是否涉及

指示。「无论如何，我都会给予

金的捐献者又是谁？」

敏诺丁及购地者展开调查。

失信或欺诈。」

配合，不会让他为难。」（403 )

长站出来否认或发表声明。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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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民公正党有两名政治明

yv星，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

兹敏阿里与副主席拉菲兹，两人

冀阿兹敏拉菲兹合作

都具有能力，也有各自的支持者

Invoke来动员年轻人关心政治，

非常亮眼。「拉菲兹作为一名年

群体，他们之间的瑜亮情节和角

成为良好示范。

轻人，他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

力，使公正党出现派系斗争。
对于阿兹敏阿里和拉菲兹

有权发表观点

的选择，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表
示，希望在他的领导下，阿兹敏
与拉菲兹能够合作。

阿兹敏阿里是雪州大臣，也是经
济事务部长，这证明了阿兹敏阿
里的能力，因此他不认为有什么
问题。
安华说，无论如何，希望

有时候一些言论导致他遭受批

阿兹敏阿里与拉菲兹能够正确理

评，而我本身有时也有点生气，

解他所发出的信息。

但我能接受。」
拉菲兹经常在敏感时期发

Page 1 of 1

对于选择阿兹敏阿里还是

「你必须给予像拉菲兹这

拉菲兹，安华迂回地表示，如果
给他选择，会希望他们两个继续

表震撼性言论，有时候被批评为

样的人有一些空间，而不是扼杀

安华说，拉菲兹是一位聪

不受欢迎的搅局者，支持者认为

他们，就像前政府所作的。」

明的年轻人，他创办民调机构

拉菲兹勇于发言，创办的Invoke

至于阿兹敏阿里，他说，

做现在的事，支持改革议程，在
他领导下，团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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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双访选区各警区总部
吉隆坡23日讯|候任泗岩

当地居民的联系，因此也在会

沫国会议员杨巧双趁著宣誓就

面中与警方讨论，如何与居协

职前的空档，前往选区内各警

代表保持紧密联系’如隆市满

区总部拜访，了解警区范围以

家乐居民协会，互相配合以解

更快掌握当地治安问题，也承

决治安问题。

诺会在国会提出提升措施。

「我也借此机会，了解各

她今日发文告表示，曰前

警区的人力资源、权限范围和

拜访十五碑警区时，获得警区

经费问题，若有需要提升，我

主任鲁斯兰凯里助理总监的款

会协助在国会上提出，一切以

待，同时也和选区内分别负责

民众的安全利益为先。」

金地花园警局、敦依斯迈医生

「如今距离宣誓仍有2周

花园警局和特拉维警局的3名警

时间，我会持续拜访其它执法

长会面。

或监管单位，以深入了解各角

「这次访谈，让我熟悉各
警区所管辖的范围，选区的40%
面积，由十五碑警区负责。」
她认为，警方必须加强与

色与权限。」
她补充，目前其服务中
心正在装修，若正式开放服务
时，将通知民众。(413)

杨巧双（左）与负责泗岩沫治安工作的十五碑警区负责人
会面，以便在宣誓前尽快掌握选区内的治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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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15县市会承包商
跟3月内提升flR务
太平23日讯行动党霹雳州主席倪可敏指出，霹州新政府己决定
给予州内15个县市议会的承包商在3个月的时间内提升服务，如果大
限至表现仍欠佳，合约一律不获更新，届时不得怨天尤人！
他指出，他已与掌管霹

他续称，行政议员将亲

提及太平为历史遗产城

州地方政府部门的新行政议

自监督地方政府的拨款，确

时，他要求太平市议会尽早

员杨祖强沟通，州政府也已

保来自纳税人的每一分钱，

成立太平旅游委员会，并由

决定给所有承包商3个月的时

都用在人民身上。

郑国霖担任顾问和推出全新

间，提升服务水平，以便地
方政府的合约由能者居之。
「我们愿意给现有的承

「我因此提醒地方政
府官员和承包商，勿存『干

的旅游大蓝图，让太平成为
名符其实的文化遗产城市。

捞』的心态，包括发生3万

「旅游委员会由专才、

fe‘却以3000令吉

市议员及非政府组织组成，

包商一个机会，从现在开始

令吉的工

要达到满分，做不好3个月后

办，以为可瞒天过海，违规

以拟定太平未来5年的旅游大

请走人。

者一律将依法处置。

蓝图，提升旅游发展。」

j

j

他说，州政府现在的施
政重点会放在民生方面，例

询及新政府县市议员课

工程须公开招标

政团队职务，下一步就会委

如垃圾、野草及沟渠等，这
些直接影响人民生活，尤其
是太平，他会特别关注。
他是周三在太平行动党
国州议员服务中心召开记者

题时，他指大臣周三公布行

「我们也不要类似怡保

任新县市议员，估计开斋节

市政厅早前涉及以8000令吉

可落实。另外他透露希盟尚

购买垃圾桶事件重演，一旦

在商讨霹州议长人选。

j

捉到涉及官员将被辞退。

询及州政府会否恢复

会这幺说。出席者有候任太

此外，他指经济事务

地方政府选举时，他指目

平国会议员郑国霖、候任保

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提

前的重点是重振国家的经

阁亚三州议员廖泰义、太平

到，所有的政府大工程必须

济，扑灭贪污和进行制度化

联委会主席许荣联及副主席
刘长一。

公开招标，为此州政府将依

的改革，其他接下来处理。

循该指南。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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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继续朝向精明城市发展。
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希望，未来可推动2项措
施，包括新建的建筑物需符合绿色科技标准，和
推行电动脚车取代摩哆等需要汽油的交通工具。

长期而言省更多
「为了达到环保目的，建筑物需符合绿色科
技，尤其是冷气方面，其他也包括节省电源和水
源；基本上工程都由各地方政府批准，因此我们

;

J-i
-4

还需探讨，以将此条例加入审核程序内。j
「虽然建筑成本会因此提高，惟就长期而言
可以节省更多费用，也可保护环境。」
他表示，雪州也在探讨落实电动脚车的政
策，利用无需汽油的交通工具，代替部分的摩

水源污染的执法杈限属中央政府的环境部和囯

哆，惟此政策不容易执行，还需考虑到安全等问

家水务委员会，雪州政府希望未来可透过加强执

题，需要与交通部接洽，讨论修改法律条文等。

法，共同确保水源污染不再发生。

(4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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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司缠身任财按
傅安鼉铟 先例
ff

荅株巴辖23日讯|新任财政部长林冠英打卡上班，巫统最
高理事兼答株巴辖区部主席拿督博安炮轰，敦马哈迪带领的新
政府委任受到贪污案缠身的人士为财长，是开创坏的先例。

博安® 巫统答株巴辖
他说，虽然林冠英仍未

官司缠身的林冠英作为财政部

下州务大臣一职，甚至还被判

被判真正有罪，但案件仍在

长，质疑新政府所秉持的法律

有罪服刑；反之，林冠英如今

审讯，且反贪污委员会是掌握

原则。

被委任为财政部长。」

到证据，林冠英才会被提控上
庭，这令人担忧接下来林冠英

秉持双重标准

区部主席
入希盟的传闻，砂希盟主席张

他质问律师公会、国际

健仁表示里察烈并不适合加入

透明组织马来西亚分部、净选

希盟，这是因为里察烈上届担

盟、净选盟前主席拿督安美

任人力资源部长时，其部门政

他认为，林冠英以低价

嘉，及希盟早前所强调的的反

治秘书涉及贪污案件，身为该

「新政府早前强打对抗贪

买房被控贪污案，与几年前被

贪腐举措及为何如今秉持双重

部门部长，难免也令人起疑。

污腐败的大选宣言，如今看来

控以低于市价购买豪宅和地段

标准。

新政府不理会人民的疑问，此

的前雪州大臣基尔多益案件相

他促请，各方若要有尊

「罪犯」，林冠英被指控上

举也令人质疑新政府的正直和

似，两人皆是购买低于市价的

严，应强力要求林冠英不要接

庭，但行动党党员如张健仁却

可靠性？」
博安今日中午12时43分在

豪宅，且指控中也提到卖屋者

受财长一职。

面子书撰文，狠批新政府委任

「最终基尔多益不只需卸

的贪污起诉案将会被撤销，以
让对方能名正言顺成为财长。

从另一方面获得回报。

他举例，早前人联党西连
国会议员拿督斯里里察烈欲加

他说，里察烈被圈定为

没以此迫使林冠英卸下官职。
「这根本是虚伪的政府。」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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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事务部长阿玆敏（左）周二早上到部门上班时，受到首相署经
济策划局官员的欢迎。

經濟事務部檢討大型基建計劃
布城22日讯|经济事务部长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指出，将重
新检讨所有在前朝政府时代，已
获得「同意书」的大型基本建设
计划。
他表示，重新检讨大型基
建计划，是因为有部分计划，赶
在第14届全国大选前草草推出。
「我们会检査前朝政府批准的所
有大型计划，重新检讨和讨论，
看是不是真的带来好处，我们也
要看看如何援引法令，以暂停类
似计划。」
他强调，尤其会关注对人民
带来直接影响的大型计划，包括
东海岸铁路和隆新高铁。「我们
会研究这些计划的推行程序，以
确保他们完全透明，未来所有大
型计划的批准程序，也会完全透
明化，我会和相关部门合作，以
决定下一步行动。」
他今早7时45分到布城办公
室打卡上班，聆听经济策划局
(EPU)总监拿督聂阿兹曼的汇报
会后，在记者会上如此表示，并
重申国债问题是希望联盟政府的
首要担优。

「我们今早也讨论了此事，
必须研究这笔接近1兆令吉庞大债
务的所有细节，尤其部分是来自
不透明化程序，和没有列入财政
预算案的大型计划。」

落實經濟振興政策
询及身为经济事务部长的工
作范围时，阿兹敏阿里表示，经
济策划局，属其部门管辖权限。
「根据我上周和首相敦马哈迪的
讨论，他将把数个重要机构归入
经济事务部，我将在一两天内接
获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阿里韩沙
的通知。」
「我已和经济策划局官员
讨论，并划定希盟打算落实的改
革议程，尤其我们打算落实的经
济振兴政策，也和现有的政策理
念相同，或许只有少部分需要调
整，但主要方向和第十一大马计
划接近。」
提到会否重新检讨2018年
财政预算案一事，阿兹敏阿里
表示，考虑到10月19日就要提呈
2019年财政预算案，或许将在9月
的国会重新审视2018年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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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性推行宣傳不足

精明雪泊車

W

雜泊车”应用
棼入下载’
反应欠佳。

哥打白沙羅PJU 5
報道•伍思薇攝影•陳世偉
(八打灵再也22日讯）哥打白沙罗PJU 5双威广场实
行为期1个月的“精明雪兰莪泊车”实验性计划沦为白象
计划？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于5月1日起，在哥打白沙罗PJU 5双威广

D

妨究,il W 10:13

场推行新的泊车费缴交管道，民众可下载“精明雪兰莪泊车”应
用程式或透过短讯方式缴交泊车费及罚单《
有关措施将在该区实行为期1个月，以测试民众的使用反应
与双重泊车问题的改善进度»
该计划一旦成功实行，市政厅预计将探讨如何在其管辖范围
逾2万4000个泊车位实行精明雪兰莪泊车计划，让驾驶人士更容
易缴交泊车费®
出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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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道路变成单向

將探討宣傳不足問題
打灵再也市议员陈德胜受
/、访时透露，市政厅在新闻
发布会后就安排人员到哥打白沙罗
-带挂上宣传横幅，惟民众表示未
曾看过这些横幅让他深感奇怪，因
此会着手调查究竟是哪一方出现失
陈德胜表示，由于当局还未针
对该计划召开会议讨论，他暂时未

知该区有多少民众使用新的泊车费
缴交管道，不过目前不曾接获民众
的投诉，相信进展还算顺利*
他说，当局增加泊车费缴交管
道，是为了更有效管理该区的泊车
位，至于双重泊车的问题还需再继
续探讨解决办法，而该问题并非一
朝一夕就可改善，民众还需耐心等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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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打白沙罗PJU 5双威广场一带的双重泊车情况严重
车道，在中午用餐时段更会出现塞车的情况。

都会》社区报记
大者曰前走访
雙
哥打白沙罗
双威广
畫
发现该区双
重泊车的情况并未
泊 减少，在上班时
间前就已陆续
車 出现双重泊车
的情况，许多
情 道路也只剩下

时

PJU 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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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n Mel 2018 dl kewasan PJU 5,Petaling Jaya.

•“精明雪兰莪泊车"应用程式首页注明用
户可于5月1日起，在哥打白沙罗PJU 5—带
使用。

•“精明雪兰莪泊车"应用程式清楚注明
哥打白沙罗地区的泊车收费金额，同时提
醒所有用户，该区只是试用地区。

增繳費管道無濟於事
>访民众表示，他们未曾
-在哥打白沙罗PJU 5—带
见过或听闻任何关于“精明雪兰
莪泊车”应用程式及短讯缴费的
宣传与通知，因此，_ -直都使用
泊车固本来缴费，也不懂得使用

新的缴费管道《
他们认为，增加缴费管道并
不能解决双重泊车的问题，其根
本原因是泊车位严重不足，并促
请当局正视上述问题，提出有效
的解决办法《

應正視車位不足問題
李建璋（34歲，民衆)
经常到PJU

5双威

我广场一带走动，发
现这里的路边泊车位严重不足，由
于这一带的上班族非常多，这区的
泊车位在上班时间前就被上班族占
去了大部分，加上还有不少的修车
店，也占了一部分的泊车位，因此
前来这区的民众就只有少数的泊车
位可停泊，这才造成泊车位不足。
我在路边寻找不到泊车位时，
会选择将轿车停泊到双威广场的泊
车场里，虽然收费较高，但我并不

sua妁费条丨入TTSdatK必#的这0 • Wfs
SMAftT ！ihLANSDR FAHKING 过说••

SWART
StLimOli

作长时间逗
留，因此影
响不大，我
也理解--个
旺盛的商业
区肯定会面
临泊车位不
足及双重泊车的情况。
因此，我认为八打灵再也市政
厅增加泊车费缴交管道并不能有效
解决双重泊车的问题，当局应正视
这里泊车位不足的问题，针对问题
的根本来解决。”

•“精明雪兰莪泊车”应用程式
的用户也可透过该程式来缴交八
打灵再也市政厅的罚单。

當局應做足宣傳

/7C
vK

-个车道的状
况。
记者也发
现，市政厅并

減 未在该区进行任
何宣传与通知，
让民众了解“精明雪兰莪泊
车”应用程式及短讯缴费的泊
车费缴交管道，因此大部分民众
都使用泊车固本来缴交泊车费。

何小冰（38歲，上班族）
.在
双威
‘我;
场一带上
PJU 5

班，但从未听说过‘精明雪
兰莪泊车’应用程式。
我认为，尽管增加泊车
费缴交管道是八打灵再也市
政厅实行为期1个月的‘精明
雪兰莪泊车’实验性计划，
并非长时间实行的措施，但
当局应针对新的缴费方式做
足宣传，民众才懂得利用新
的方式来缴费，否则这项实
验性计划也只能付诸东流》
此外，虽然这-•带的双
重泊车问题十分严重，但经
常来往这一带的驾驶人士都
已习惯，也有共识，双重泊
车的车主会在车前留下手机
号码，方便被堵的车主联系
他们移车，因此大家也都相
安无事，但当局为了解决双
重泊车问题，经常在这一带
巡视及开罚单，因此许多人
都接获罚单，苦不堪言。”

沒車位導致雙重泊車
丁小姐（40歲，民衆)

‘我;

.认为PJU 5双威广场一带的双重泊车问
并非增加泊车费缴交管道就可解决
的事，因为这_ •带多年来都严重缺乏泊车位，才会
出现多处双重泊车的情况。
我从未听说有除了泊车固本以外的缴费方式，
若真遇上泊车的高峰时期，在路边找不到泊车位，
我也会选择将轿车停泊在双威广场的停车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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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打哥文寧擴大道路工程

希望擴大道路

僅見路旁瞇被移除
報

(沙亚南22日讯）

道

为纾缓哥打哥文宁社

雯

情况，沙亚南市政厅于

攝

影
•
蘇
長
_

“我居住在这一区已经有7年的时
间，近年来哥打哥文宁有太多的屋业发
展，而原本的交通规划，已经不能够负
荷日益增长的人口和车辆，有关当局必
定要好好的规划交通，否则居住在此的
居民会很痛苦，而我认为增设交通灯和
扩大道路都是必要的。”

黃先生（68歲，商贩）

杠 (Persiaran Anggerik

Vanilla )交通圈的塞车

李時倫（48歲，律師）

仍需増設交通燈

区柏西兰安格烈瓦尼
嘵

Page 1 of 1

___謹

数月前已经开始移除路
旁的树木，以加宽道
路。
但是，《大都会》社区
报记者到该区视察时发现，
沙亚南市政厅目前只是将大
部分的树木移除，并没有任
何的道路扩大工程进行中《

_

^哥打哥文宁商业区的民众都希望交通圈阻塞的问题能够尽早解决

“我每天约6时就会在这里开始摆
摊，该交通圈•遇上繁忙的上下班时
刻都会很堵塞。我认为，扩大交通圈旁
的道路并不能有效地解决交通阻塞的问
题，设立交通灯维持交通秩序比较好。
该交通圈会堵塞最大的原因是车
辆都争着要驶出路口，混乱的交通秩序
更时常导致车辆发生碰撞。”

應設交通燈

^ 1
I

I

•柏西兰安格烈瓦尼拉31/93的路段经常因前方交通圈的交通秩序混乱，而出现长长
的车龙。

混乱
据民众透露，该区目前塞车时段
为上午7时30分至卯寸30分、中午12时
至2时，以及傍晚5时30分至晚上8时
30分。

設交通燈維持秩序
劉先生（40歲，飲料攤贩）

打哥文宁商业区一带的商
TfT：

可民表示，哥打哥文宁近年
来屋业发展蓬勃，房子越多，代表人
口也增加，相等于车辆也多，导致该
区交通日益严重，让他们十分苦恼。
当地的商家和民众皆认为扩大
道路的效应不大，当局应该设立交通

“市政厅计划在交通圈增设分岔
路，让左转的交通工具不需要停泊在交
通圈等候太久，可直接左转，我认为这
样的做法可以帮助纾缓阻塞，惟效果不
大，相信还是需要增设交通灯，才能避
免交通混乱。
这一带的塞车情况十分严重，下
班时间可以从交通圈一路塞到沙亚南大
道的普腾汽车中心，长长的车龙看了令
人生畏。”

•陈斯伟：市政厅
原本的计划是在今
年内完成第一阶段
的交通提升工程，
然后会陆续在第二
期提升哥打哥文宁
的商业中心的交通
设备，最后在第三
期工程则是建设高
架天桥。

須重組地下電纜
、^、亚南市议员陈斯伟受询时表示，市议会已经展开了
树木移除的工程，惟目前要国能和马电讯的配合，
去重组地下电缆，市议会才能进一步展开道路扩大的工程。
“设立交通灯是我们提升交通工程的一部分，我们计划
要在今年内完成第一期的交通提升工程，但也是要看其他单
位的配合才能如期完成，地下电缆的工程，市议会没有权利
牵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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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服務櫃檯開放時間

梳邦再也市會配合齋戒月

(八打灵再也22日
讯)为了方便公众安排时
间及顺利办公，同时也让
官员能提早准备开斋，梳
邦再也市议会将会在斋戒
月期间更改服务柜台的开
放时间。
梳邦再也市议会发文
告指出，为了确保斋戒月
期间的服务不受影响，市
议会的服务柜台将会从即
日起至6月14日期间更改

开放时间，包括将会从早
上8时开始开放服务至下
午4时30分。市议会也提醒公众，
服务柜台也将会配合开斋
节，既是6月15日（星期
五）及16日（星期六）暂
停服务s
任何疑问，可致电
03-8026 3131或是浏览市
议会官网www.mpsj.gov.
my °

梳邦再也市議會服務櫃檯開放時間
梳邦再也市議會大廈INC2櫃檯
星期一至五早上8时至
下午4时30分

Persiaran Perpaduan USJ 5，
47610,Subang J aya

梳邦再也市議會分局服務櫃檯
星期一至四早上8时至
Persiaran Puteri 1，Bandar
下午4时30分 Puteri, Puchong
(03-8065 1467)
星期五
早上8时至
中午12时15分 Stadium MPSJ Serdang Jaya,
下午2时30分 Jalan 7/1，Serdang Jaya, Seri
至4时30分
Kembangan ( 03-8948 1269 )

Page 1 of 1

23 May 2018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Page: 5
Printed Size: 200.00cm² •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4,969.70 • PR value: MYR 14,909.10 • Item ID: MY0032663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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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宾与教师一同切蛋糕。前排右起为张荣杰、拿督徐瑞珍、黄玉枝
尔斯、李侑益、纳兰及吕清便。

查爾斯：讓教師專注教學

吁改革教育體制
(巴生22日讯）“教师扮演着塑造
学生，成为国际领域最佳楷模的灵魂人
物。”
巴生区国会议员查尔斯昨午出席巴生
务德华小举办的“2018年教师节庆典”致
词说，在马来西亚当教师是一项不简单的
任务，除了要教学，也必须身兼多职，兼
顾各种校内的行政工作。
他表示，配合今年教师节主题“教师
是教育转型的推手”，马来西亚教育体制
也应该进人改革。
他呼吁“人阁当官”的战友，能重视
这个问题，并帮助教师减轻工作压力与负
担，让教师得以专注教学工作，续而达到
教育转型目标@
他也强调，教师在教育转型中扮演教
育和帮助孩子塑造高思维角色，以确保孩

阿兹米占、查

童未来可在社会占有一席之位，与国际竞
争，进而成为国际级佼佼者。
他也承诺，会与该校家教协会合作，
尽力协助推展该校的发展。

阿兹米占：灌输学生普世价值观
同时，巴生港口区州议员阿兹米占
则表示，教育是-个国家的基石，除了家
长，教师也应获信任‘认真教育下一代。
“孩子乃国家未来主人翁，在教导课
本知识之际，教师也应灌输学生爱国、与
多元种族互相尊重及和谐共处价值观，确
保国家能继续享有独立和平。”
他也宣布，雪州政府将拨款8万令吉
给务德华小，作为培育人才基金。
他鼓励教师们紧握培育英才使命，起为社会缔造更多爱国爱民的学子，把务
德华小变成最好的华小。
出席者包括巴生市议员纳兰及该校董
事长黄玉枝及家协理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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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讓路捷運工程暫關閉

鋈叫

教單向道級鼸交通
m
斯里宜信花園第57路
(士拉央22日讯）从瓜雪
大道方向通往曱洞中环电动
火车站停车场的斯里宜信花
园(Taman Sri Ehsan )第 57路
斜坡出入口，因让路给双溪
毛糯一沙登一布城线捷运工
程而暂时关闭，导致停车场
旁的商业区与住宅区出现交
通出入问题0

黃

•原本的停车位被竖起围栏，在停车位被缩减之下，不少居民被迫把车停放在车道上

了纾缓当地的交通阻

为塞，士拉央市议员黄

伟强将建议市议会在斯里宜信花
园第57路商业区，暂时实施单向
道。
原本从瓜雪大道或士拉
央甲洞路(Lebuhraya Selayang
Kepong )前往甲洞中环电动火车
站停车场是有两个位于第57路前
端与尾端的主要出人口，分别
\\1是靠近甲洞中环电动火车站或
SpeedMart99旁的斜坡，以及靠
近第43路的路口。
随着靠近甲洞中环电动火
车站旁的斜坡自去年6月起被封
锁，导致靠近第43路的第57路口
成为唯一通往停车场的出人口。
/0同时，第57路商店前停车位也被
路障围绕。
黄伟强指出，他是于上个月
口口
接获民众投报，指当地的停车位
厫
减少而出现双重泊车的现象，加
上来往电动火车站停车场的车流
量相当高，造成该路于早上与晚
上高峰时段都成为交通瓶颈。
由于附近有逾千户高楼住宅与店屋
居民，在路边的停车位被缩减之下，双
重泊车问题更加严重。

強

停
車

減
雙
畫
車

重

•甲洞中环电动火车站停车场前方的出入口因捷运工程而被暂时关闭，导致其它路段
成为瓶颈，黄伟强（左三）与捷运工程承包公司的代表协商解决与纾缓交通问题的方
案。

従去年開始封路

至今未展開捷運工程
伟强今日联同捷运承包商代表和

黄士拉央市议会工程组官员互相协
商后，决定建议市议会在商业区前后两排
商店的路段，实施单向道，以便减缓交通
混乱的问题。
捷运工程在士拉央市议会管辖范围的

工程仅涉及300公尺长的轨道及7根墩柱，
有关轨道是介于甲洞中环站与美罗柏丽玛
站雇
黄伟强指出，捷运承包商是于去年6
月开始封锁有关路口以及第57路商店前的
停车位，惟至今尚未展开任何捷运工程。
“因为第57路的地势较高，为了事先
做好安全措施，承包商去年就开始封路，
不过至今尚未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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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經濟事務部長阿玆敏

|1 _霸__

阿茲敏：探討必要性

^1111111111'

阿兹敏（中）到布城经济事
务部上班打卡后，聆听首相署经
济策划单位的汇报。

重费東鐵it新高鼸
(布城22曰讯）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
阿兹敏指出，该部将会重新审查前朝政府已
批准的大型计划，当中包括东海岸铁路计划
及隆新高铁计划。

询及是否会重新审查2018年度财政预算案时，
阿兹敏则说，2019年度预算案会在10月19日提呈，
该部也需要为预算案做准备，因此将会保留前朝政
府所提呈的2018年度预算案，但会在9月提呈中期

他说，他将与首相署经济策划单位审查前朝政
府批准的全部大型工程，包括已经获得“同意接受
书”（SST)的工程，以探讨这些工程是否有必要
落实，因为部分工程在大选前才仓促执行。

检讨报告。
此外，阿兹敏对首相署经济策划单位寄予厚
望，并深信该单位有能力制定新策略和方向，协助
国家经济持续成长。
“我们已列出数项在希盟政府下的改革议程，

考量终止计划法律争议

他们已开始研究希盟竞选宣言，我们建议的数个

“我们会考量那些计划是否对国家经济有
利，也需考量终止这些已获批准计划之后的法律争
议。”
阿兹敏西装笔挺，打了红色领带，于今早7时
40分到布城经济事务部上班打卡后，立即出席由首
相署经济策划单位总监拿督聂阿兹曼主持的汇报
o

他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其部门会重新审查及
洽谈合约条款，若计划尚未进行，将关注这些计划
是否对人民有直接影响，如全国基本建设及水电供
应也需受关注。
但他表示，今早与首相署经济策划单位的会
议专注于商讨第11大马计划，尚未触及上述2项计
划°
“在我们做出决定前，先让我与有关当局商
讨，我们必须重新审查及谈判合约条款。”
阿兹敏说，该单位在汇报会上向他提及国债已
达大约1兆令吉，当中涉及许多不包含在财政预算
案的计划。

确保招标透明化
他认为，缺乏透明度及公开程序是导致我国国
债飙升约1兆令吉的原因之一，因此该部将会重新
审查前朝政府的大型计划，让招标程序透明化，确
保一切程序都会透过公开招标进行，不再出现直接
接洽的现象。

经济发展核心也符合现有政策，但还需要探讨细
节o "
谈到经济事务部的权限范围时，阿兹敏说，除
了首相署经济策划单位外，他在上周曾与首相敦马
哈迪会面，将由后者决定他所掌管的其他单位，而
他将在一、两天内接获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阿里韩
沙的通知。

经济部专注策略发展开销
他说，有别于财政部，经济事务部属下的单位
如首相署经济策划单位是专注于策略及发展开销，
将会从审查前朝政府的大型计划，减少政府开销。
同时，经济事务部通讯策略主任任绍龙也发表
文告说，阿兹敏有信心在希盟执政下，国家经济能
持续取得成；长。
“阿兹敏也承诺，将进一步实现希盟竞选宣言
中所提及的议程。”

與雪希盟各黨商大臣人選
C3 一方面，阿兹敏针对雪州大臣人选回应时

力说，殿下已御准他出任部长，他们也将在
同一时间与殿下商讨新任雪州大臣人选，只要获得
御准，新任大臣就会受委，但这过程不会太久。
他也说，他将与雪州希盟各政党商讨大臣人
选，取得共识后才将大臣人选名单提呈给雪州苏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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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部分的考量”。不是“绝对”基于个人
能力

滿
足
高
度
期
望
的
需
求

执政党是在争取适当的平衡。你愿意的话就
能够得到一个配额，如同敦马承认的，盟党“想
要这个和那个部门”，有时甚至会出现重叠的请
求

S

莫辛阿都拉
自由撰稿人

加坡的一份报章把第14届大
选总结成：“在大马选举

新

屮，选民没有受到种族政治的影响
但这情况将持续多久？”
如果你问我，我希望是永远6
但在历史性选举的几天后，大马

Asrul Hadi
Abdullah Sani )在其脸书上写到：“相
政治分析家阿斯鲁哈迪（

信这个国家还没有超越种族/宗教政
治”。
阿斯鲁的话似乎是真实的。至少
可以说，这令人感到伤心和失望。
他指的是部分大马人对首相敦
马哈迪宣布的新内阁所发出的“噪
音“°
“部分大马人”指的就是部分马

来人对华裔出任财政部长感到不满（或者我应该
说是害怕）。不管怎样，华裔在东姑阿都拉曼时
期曾经担任财长。不管怎样，新财长的人选也宣
称自己是以马来西亚人为先。
部分非马来人也不满或者害怕一名马来人
在他们眼中就是一名“穆斯林”出任教育部长。
不满的马来人害怕或被嫉妒吞噬，因为他们
当中没有人有权力管理国库，而国家预算将会剥
夺该族群的利益。好像林冠英可以自由的做出任
何事或者想要做出任何事&
不满的非马来人担心马智礼博士会把我们的
教育体系变成塔勒班式，就因为他曾经说过尊重

Zakir Naik

备受争议的宗教司
的言论自由。好像马
智礼博士能够或者想要“塔勒班主义” 一样。
不管怎样，行动党的王建民就认为，以马智
礼博士的“傲人学历”，不应该被视为“只是一名
伊斯兰学者”。
我们是否回到了大玩种族和宗教牌的时代？
或者我们是否允许我们再次被所谓的种族和宗教
问题剥削？
我真诚希望不会。
林冠英和马智礼不会做出任何有损国家的事
情。或者伤害特定部分大马人的事情。
两人都有资格执行他们的任务。所以不要在
他们还未开始工作前做出任何批判。反之，应该
给他们机会证明他们的气概。
对我们来说，不幸的事是在挑选内阁成员时

然后，沙巴和砂拉越的需求也必须得到慎重
的考量。
因此延迟宣布完整的内阁名单。
如今我们听到社运人士抱怨新政府，指他们
“不能确保有三分之一的女性担任决策职位”
尽管完整的内阁名单还未公布。
理想的情况下，内阁成员必须是该职位的最
佳人选，而不是基于性别、种族、宗教以及其他
等等
尽管如此，敦马的内阁仍然是值得信赖的
各部长是有能力或者应该能够很好的完成工作
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当然，如同其他人一样，我也对一或两位敦
马选出的部长持“保留意见”=
也如同其他人一样，我也有自己心目中的
“人选”。
我希望看到杨巧双、潘俭伟和赛夫丁入阁
实际上，我曾经希望让林吉祥加人新政府
但既然他自愿选择不人阁，所以我必须尊重这
点。另外，如果让林吉祥和林冠英同时入阁，应
该也会很奇怪因此努鲁依莎也不能和出任副首
相的旺阿兹莎一同入阁。
但是，（我认为）没有理由不然拉菲兹、刘
镇东、聂纳兹米、哈达南利、哈尼巴和王建民入
阁或者给他们机会在新政府中大显身手。
名单还未完成，我认为敦马已是眼花缭乱。
实际情况是，大多数的大马人选择改变。让
马来西亚变得更好。迄今，敦马政府所做的每-项举措都值得赞扬
敦马很快会公布完整的内阁名单那•不论他
选择了谁，现实是一人民希望政府做出成绩
并且表现得更出色。不容置疑，大家的期望很

U

高非常非常的高。有时甚至是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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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鼎翰
(八打灵再也2 3日
讯）星洲日报探悉，雪州
新州务大臣预料在开斋节
后才出炉，目前雪州部分
公正党基层酝酿力挺双溪
甘迪斯区州议员苏海米出
任雪州大臣，以致大臣人
选增至3人。
苏海米也是雪州前大
臣拿督斯里阿兹敏的政治
秘书，阿兹敏上京当部长
后，原本盛传双溪杜亚区
州议员阿米鲁丁或斯里士
迪亚区州议员沙哈鲁丁将
取代阿兹敏成为新大臣《
不过，消息指出，_
批公正党基层正力挺苏海
米出任大臣，因为他们认为苏海米的能力
和经验，绝对能胜任。
“苏海米已经是第三度中选为州议
员，之前两届都在斯里慕达州选区上阵
本届大选因选区重划，才到双溪甘迪斯州
选区竞选，并且以1万2480张多数票击败
对手。”
消息指出，苏海米担任阿兹敏政治秘
书长达4年’为阿兹敏的左右手’有一"定
的影响力，而且，当阿兹敏不在时，他不
但代替阿兹敏出席重要会议，甚至主持会
议；因此，绝对深得阿兹敏信任。
“在党职方面，苏海米是高票中选的
中央理事，也经历1998年的‘烈火莫熄’
运动。”
消息说，该党领袖目前还在为新大臣
人选“头痛”，而且，大臣人选必须在希
盟内达致共识，才能觐见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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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宅僅20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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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挠23日讯）在连日的风雨交加之
，万挠柏兰岭1区距离民宅仅有20公尺的
壁于昨午出现两大崩口，有黄泥倾泻和
木翻倒的迹象，当局正鉴定是否有撤离
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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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崩口是于昨午的一场雷雨后，居民
之觉满地黄泥水山从高处倾洒而下，于4时左右
I探看时被发现资其中一个约15公尺宽、20公
• >：•
i的崩口直接对准RP5/4路的双层排屋，让居民
？无法安眠，深恐将发生山崩意外。

二

y

产觸;奪轉

義范围达12公尺

、霸？！

根据士拉央市议会斜坡小组的初步调査报
从山顶至山脚的实际崩塌范围达到12公尺，
，要使用更精密的仪器，侦查土地是否有移
以决定是否启动撤离计划。
事发后，候任士拉央国会议员梁自坚、候任
，州议员蔡伟杰、消拯局第6区区长沙布里、万
拯局局长邦尼、士拉央市议会斜坡小组主任
、公正党市议员苏莱曼以及雪州天灾小组官
已赶抵现场。

防水帆布免惡化

图1 ：」讨准双层排屋的大崩口，让人
触目惊心
图2 出现崩口处距离民宅仅有20公
尺。
图3 ：事发地点曾数次发生大石坠落
的意外，早被当局列为危险地带。

他透露，初步查证指山坡属于私人地，
但必须通过土地局做更进一步的认证，以决

Si £ ???S°

^
“ZFEH亡概命 & 口 A/L 泰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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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伟杰指出，市议会已承诺将在.周
‘‘若^撤离居民 勺需要
- 节杰 出，巾以会匕取难 在一周‘士口
n
1

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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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先铺上
p方水帆布，避免山崩的情
歡内先
lit擅水帆布
，避免山細情—

必要时开放礼堂收容灾民

！！说，他是于昨午约6时许接获消拯局的
士…
a—一另一方面，梁自坚表示鉴于近日午后
市议会工程组则是在当晚卯寸封路和做
另-方面’梁自坚表示鉴于近日午
丨察，并于午夜零时雨停后尝试爬上山经常刮起狂风暴雨’所以必须以安全为重，
.定崩塌处和原因，但行动因为天黑视“我们已指示苏莱曼和甘榜肯娜雅村长做好•
和山壁太滑而失败。
准备’在有需要时便开放礼堂’以收容灾塵
目前我们最大的挑战是无处可以攀上民。”
以掌握更多发生山崩的起因。即使是
万挠柏兰岭早年因为有炸石活动’经常
，挠道高架公路攀下，距离这座山坡依面对大石滑1山壁的状况。2013年6月’该区
.段很长的山路。市议会斜坡小组将寻-座约45呎高的小山突然崩裂’巨石坠下砸
的方法，以便对症下药，解除这起事毁一辆四轮驱动车’更有小石块在坠地后反
民的威胁。”
弹进数十呎外的房屋，所幸没有造成伤亡《

i

感擔憂睡不好
黃太太（居民）
‘我是在周二下午约4时听到消防车抵
达路口的警号声，方惊觉有山崩。我们对
此感到很担忧，•夜不得好眠，未知是否
需要撤离“盼当局给尽快给予汇报，使居
民了解详情

r大石掉下

盼有適當安排

夫婦（居民)

K

坡便在我们屋旁约20公尺
5二发觉有土崩后便心惊胆
过去多年常有大石从石壁
户房屋，虽未造成伤亡，但
‘]感到害怕。幸好如今各单
己经赶来做调查，让我们稍

林俊雄（居民）

1J

mi

“我于星期二晚上得知发生山崩后，
便极感担忧，特别赶来看看灾区的状况s
看到各单位包括国州议员已经抵达，让我
感到比较放心，相信当局会知会居民最新
详情，以做出最适当的安排。”

•众人在闻讯后，赶往现场了解详情。左起为蔡伟杰、
苏莱曼、梁自坚、沙布里和邦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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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冷惠州會館

6月8宴慶週年
(加影23日讯）乌冷惠州
会馆将于6月8日在加影斐翠酒
家举办4周年晚宴，当晚亦颁
发首届拿督叶伟良会员子女奖
励金。
晚宴节目丰富，并有客家
歌对唱、舞蹈表演等，该会名
誉顾问兼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
及永久名誉顾问拿督叶伟良，
将主持晚宴开幕典礼。
大会主席曾庆山指出，他
希望乡亲们能踊跃参于周年晚
宴，壮大会馆的力量

他感谢叶伟良出钱出力，
成立奖励金来培育后辈，造福
同乡，因为加影区是惠州客家
人最多的地方，有助加强惠州
人在政经文教的贡献
筹委会主席万秋浩呼吁惠
州乡贤加人会馆，积极参于活
动，希望年轻人接受新挑战，
走向世界。
出席者包括乌冷惠州会馆
署理会长张志全、副主席何运
发、妇女组主席古竹妤、财政
何运贵、曾添财、邹晓湘、锺
志伟、陆文伟及叶思福等。
有意参加者，可联络邹晓
湘（016-294 2836 )及何运发
(019-220 6924 )。

•乌冷惠州会馆将于6月8日举办4周年晚宴。前排左四起古竹
妤、张志全、曾庆山、何运贵及邹晓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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