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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hamed Azmin akan kemuka nama calon untuk perkenan Sultan Sharafuddin

Lantik MB Selangor selepas raya
S

HAH ALAM - Calon Menteri
Besar Selangor yang baharu
mungkin akan dilantik selepas
sambutan Aidilfitri bulan depan.
Menteri Besa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berkata, Pakatan Harapan Selangor akan mengadakan perbincangan mengenai
calon Menteri Besar baharu
minggu depan sebelum nama
tersebut dikemukakan kepada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Apabila kita sudah bincang
dan sudah ada keputusan, baru
kita akan kemukakan nama untuk
perkenan Tuanku.
"Mungkin serahan nama akan dilakukan selepas Aidilfitri. Bila nama
sudah diperkenan, majlis angkat

sumpah jawatan akan dilak- Galas tanggungiawab baharu sebagai Menter Hal Ehwal Ekononn di Putrapya
sanakan secepat mungkin," Azmin lepaskan jawatan Menteri Besar
katanya kepada pemberita
pada Majlis Berbuka Puasa
Sultan Selangor bersama
warga Universiti Teknologi KERATAN Kosmo! Ahad20 Mei 2018.
Mara di sini semalam.
med Azmin yang telah dilantik
Beliau berkata, spekulasi meuntuk penggal kedua sebelum ini
ngatakan ada tiga nama Ahli
menyertai kerajaan Persekutuan
Dewan Undangan Negeri
sebagai Menteri Hal Ehwal Ekono(ADUN) disenarai pendek
mi.
adalah tidak benar.
Dalam pada itu, Mohamed Azmin
Ketika ditanya sama ada
berkata, proses perbincangan dan
jawatan Menteri Besar akan
membuat senarai pendek calon
kekal diberi kepada ADUN PKR,
Menteri Besar baharu sudah pasti
Mohamed Azmin berkata, biarlah
akan dibuat sĕgera memandangkan
pihaknya mengadakan perbincantugas baharunya sebagai Menteri
gan terlebih dahulu.
Hal Ehwal Ekonomi mempunyai
Selangor bakal mendapat Mentanggungjawab yang berat.
teri Besar baharu selepas Moha-

MOHAMED AZMIN (tengah) ketika ditemui pemberita sewaktu
hadir pada majlis berbuka puasa Sultan Selangor bersama warga
UiTM di Shah Alam semalam.

Headline
MediaTitle
Date
Section
Page No
Language
Journalist
Frequency

Bincang minggu depan
Sinar Harian
25 May 2018
Selangor & KL
22
Malay
HASNIZA HUSSAIN
Daily

Color
Circulation
Readership
ArticleSize
AdValue
PR Value

Full Color
160,000
509,000
220 cm²
RM 3,753
RM 11,258

Bincang
minggu depan
Siapa pengganti
MB Selangor
HASNIZA HUSSAIN

SHAH ALAM

K

eputusan mengenai
senarai nama yang
akan dikemukakan kepada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sebagai penggant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akan
dibincangkan minggu depan.
Mohamed Azmin berkata, setakat ini beliau belum
ada senarai nama mahupun
nama yang disenarai pendek
dari mana-mana parti komponen dalam Pakatan
Harapan (Harapan).
Beliau berkata, kesemua
parti komponen bagaimanapun akan duduk semeja

MOHAMED AZMIN

minggu depan dan berbincang mengenai calon yang
bersesuaian.
“Bila dah selesai bincang
dan mendapat konsensus
cadangan nama, kita akan
angkat untuk dipersembahkan kepada Tuanku.
“Buat masa sekarang, kita
tumpu pada ibadah di bulan
Ramadan terlebih dahulu seperti dititahkan Tuanku,
“katanya kepada pemberita
pada Majlis Berbuka Puasa
Ihya Ramadan Sultan

Selangor bersama warga
UiTM dan penyampaian
sumbangan di Masjid Al
Wathiqu Billah Tuanku Mizan
Zainal Abidin, 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 (UiTM) Shah
Alam, semalam.
Katanya, perkara tersebut
(nama pengganti) akan dimuktamadkan secepat
mungkin disusuli proses angkat sumpah dijangka selepas
Hari Raya.
“Kita akan buat segera sebaik dapat nama kerana kerja banyak dan saya juga perlu
menumpukan pada tugas
baru di kementerian yang
mana portfolionya amat berat
sekali,” katanya.
Sebelum ini, terdapat
khabar angin mengatakan
terdapat tiga nama yang bakal
menggantikan Mohamed
Azmin iaitu Adun Sungai Tua,
Amiruddin Shari, Adun
Sungai Kandis, Shuhaimi
Shaﬁei dan juga Adun Seri
Setia, Dr Shaharuddin
Badarud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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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mpen guna media sosial
Foto: ROSLI TALIB

PPAS guna
WhatsApp
hangatkan World
#QuranHour
Selangor
SYAHIDATUL AKMAL
DUNYA

SHAH ALAM

P

e r b a d a n a n
Perpustakaan Awam
Selangor (PPAS)
menggunakan pelbagai platform media sosial terutama
aplikasi WhatsApp sebagai
medium sebaran hebahan
kempen World #QuranHour
Selangor yang bakal diadakan pada 7 Jun ini.
Pengarahnya, Mastura
Muhamad berkata, PPAS sebagai penggerak utama program itu di Selangor mahu
kelainan pendekatan hebahan
kempen kali ini akan memastikan maklumat sampai kepada
seluruh masyarakat dan pengguna PPAS dalam skala lebih
besar seterusnya berpeluang
menyertai program.
“Hasil perbincangan sejak pagi lagi, kami mengambil keputusan untuk memaparkan jemputan melalui
aplikasi WhatsApp dan media sosial.
"Dalam sebaran berkenaan kami akan sertakan
sekali siapakah selebriti yang
akan datang.
“Kami mahu program ini
tanpa sebarang acara protokol dan pemimpin yang datang pun dapat bersama
rakyat. Namun, yang penting
awak buka Quran dan faham
(jangan berpaling pada
Quran dan kembali kepada
asal),”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ketika ditemui Sinar Harian
di pejabatnya.
Menurutnya, semua perpustakaan di seluruh
Malaysia
termasuk
Perpustakaan Negara akan
turut serta bagi mewujudkan
satu gelombang kebangkitan

MASTURA

ummah dengan pemilihan
tema‘PanduanPerhubungan
Umat Berakhlak Mulia’ melalui kebaikan Surah AlHujurat.
Beliau berkata, komitmen peserta untuk tahun ini
berbeza dengan tahun lepas
memandangkan masingmasing memberikan sokongan yang berganda.
“Apa yang saya tekankan
pada kali ini adalah penghayatan dan bukannya kuantiti yang hadir.
"Sebagai contoh, saya
perlu pastikan keluarga saya
juga berbuat perkara yang
sama begitu juga dengan kakitangan dan keluarga mereka, barulah ia menjadi, insya-ALLAH.
“Apabila rakyat itu baik,
maka terlantiklah pemimpin
yang baik, apabila rakyatnya
rajin membaca al-Quran,
maka terlantiklah pemimpin
yang rajin membaca alQuran, kalau rakyat itu murah hati, maka terlantiklah
pemimpin yang murah hati.
Semudah itu!,” katanya.
Menurutnya, jika kita
mahukan orang berubah,
kita yang perlu mengubah
diri ke arah lebih baik.
Untuk makluman, tahun
ini adalah tahun ketiga PPAS
menjayakan World
#QuranHour dan
Ramadan kali ini
juga Mastura dan
kakitangan PPAS
mengambil peluang selama 15
minit bertadarus
al-Quran bermula
jam 8.45 sehingga
9 pagi.
Aktiviti tadarus
al-Quran ini akan
diteruskan di hari-

Mastura (duduk) bersama kakitangannya memegang plakad World #QuranHour 2018 yang akan berlangsung di lobi PPAS, 7 Jun ini.

info
WORLD #QURAN HOUR
SELANGOR
Lokasi: Lobi PPAS
Tarikh: 7 Jun 2018 (22
Ramadan 1439H)
Masa: 11.30 pagi hingga
1 petang

hari biasa.
Program
World
#QuranHour utama akan
berlangsung pada 10 hari terakhir Ramadan, bermula
jam 11.30 pagi hingga 1 petang, bertempat di Universiti
Islam Antarabangsa Malaysia
akan dihadiri Sultan Perak,
Sultan Nazrin Muizzudin
Sh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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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ksa lumpur
MPAJ mahu kontraktor
pembinaan selesai isu di
Taman Bukit Teratai
AHMAD ISMADI ISMAIL

TAMAN BUKIT TERATAI

M

ajlis Perbandaran Ampang Jaya memandang serius kejadian banjir
lumpur yang berlaku di Taman Bukit
Teratai, kelmarin.
Ahli Majlis Perbandaran Ampang Jaya,
Mohamad Samat berkata, beliau kesal apabila teguran yang dibuat oleh MPAJ tidak
diberi perhatian oleh pihak berkenaan.
Menurutnya sikap tidak acuh pihak terbabit menyebabkan banjir lumpur kerap kali
berlaku sehingga menyusahkan penduduk
yang tinggal berhampiran tapak projek pembinaan.
“Penduduk merasakan pihak pemaju dan
kontraktor tidak profesional dalam mengatasi
isu banjir ini menyebabkan penduduk menyalahkan MPAJ,” katanya.
Beliau berkata, MPAJ sentiasa membuat
semakan di kawasan tapak projek.
“MPAJ sudah memberi amaran kepada
pihak kontraktor, kerja-kerja tanah yang dilakukan juga sentiasa dipantau oleh MPAJ,”
katanya.
“Mereka berkemungkinan tidak mengikut

Air melimpah ke kawasan perumahan penduduk.

arahan pembangunan yang telah disyaratkan.
Saya akan merujuk isu ini ke Mesyuarat
Jawatankuasa MPAJ dalam masa terdekat,”
katanya ketika dihubungi Sinar Harian, semalam.
Beliau berkata, kejadian banjir itu mengakibatkan ruang parkir penduduk terjejas.
“Masalah ini tidak boleh dipandang ringan kerana ia boleh membawa petaka yang
besar jika tidak ditangani segera,”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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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la Selangor membangun
Jadi pilihan
pelaburan
hartanah,perniagan
dan komersial
ARZIANA MOHMAD AZAMAN

TANJONG KARANG

D

aerahKualaSelangorsemakin
menjadi pilihan ramai untuk
tujuan kediaman dan
perniagaan sekali gus meningkatkan

nilai pelaburan hartanah.
Orang Besar Daerah Kuala
Selangor, Datuk Mohamad Yaakob
Ismail berkata, ramai pemaju hartanah dan pelabur mula menyedari
potensi daerah ini untuk pembangunan pesat membangun.
Menurutnya, kemudahcapaian
jaringan pengangkutan yang dilaksanakan seperti Lebuhraya Kuala
Selangor-Kuala Lumpur (Latar) dan
Lebuhraya Pantai Barat menambah
keyakinan untuk melabur di Kuala
Selangor.
“Peluang direbut untuk membuka kawasan baharu bagi tujuan
kediaman dan komersial selain
keprihatinan kerajaan negeri menyediakan pengangkutan bas percuma Selangorku.
“Kemudahan bas percuma untuk laluan kedua memberi manfaat
kepada penduduk setempat sekali
gus menambah baik mutu perkhidmatan,” katanya sempena Majlis
Ihya Ramadan di Masjid Sungai
Terap.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dalam
sembah ucapan kepada Sultan

Mohamad Yaakob (dua,kiri) mengiringi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Al Haj yang berkenan merasmikan Masjid Sungai Terap dan berbuka puasa.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Al Haj yang berkenan merasmikan masjid itu dan berbuka
puasa bersama rakyat.
Mohamad Yaakob menjelaskan,
pelbagai usaha dilaksanakan agensi dan jabatan kerajaan untuk ber-

sama mengembleng tenaga dalam
memajukan industri eko pelancongan.
“Jumlah pelancong Kompleks
Pelancongan Kelip-Kelip Kampung
Kuantan semakin meningkat sejak
2017 lagi malah Bukit Melawati turut

menjadi tumpuan dengan peningkatan 24 peratus pelancong
pada hujung minggu dan cuti
umum.
“Bahkan beberapa cadangan
penambahbaikan Bukit Melawati
dan Kompleks Pelancongan KelipKelip Kampung Kuantan rancak
diusahakan bagi mengekalkan
warisan untuk generasi akan datang,” katanya.
Katanya, produk pelancongan
daerah ini juga bertambah apabila
Sky Mirror menjadi tumpuan pelancong khususnya luar negara dengan keunikan bayangan cermin
dengan gelaran ‘de uyuni’.
“Pulau kecil beting pasir itu
menjadi tumpuan untuk pelancong
bersama keluarga merakam kenangan dan pemandangan seolah-olah
berada di tengah laut yang cukup
luas.
“Saya mahu melihat limpahan
pembangunan ini memberikan kemakmuran kepada penduduk daerah ini selain mempromosikan produk pelancongan yang ada di Kuala
Selangor,"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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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tu pelajar
asnaf

Sultan Sharafuddin menyampaikan sumbangan zakat kepada seorang asnaf pelajar UiTM, semalam.

Sultan
Sharafuddin
berkenan iftar
bersama warga
UiTM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kin
(dua, kanan)
berkenan
menyertai
bacaan
Yassin,
semalam.

HASNIZA HUSSAIN

SHAH ALAM

S

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berkenan menghadiri
majlis berbuka puasa bersama
warga 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 (UiTM) Shah Alam di
Masjid Al Wathiqu Billah
Tuanku Mizan Zainal Abidin,
semalam.
Pada majlis itu, baginda
turut berkenan menyampaikan sumbangan zakat sebanyak RM27,200 kepada 57
asnaf pelajar UiTM.
Asnaf pelajar yang menerima sumbangan terdiri
daripada 33 asnaf fakir, 11 asnaf ﬁ sabilillah, 11 asnaf fakir

Sultan Sharafuddin bersama para hadirin membaca Yassin.

dan dua asnaf saudara baharu.
Setiap asnaf terbabit menerima
sumbangan zakat antara RM400 hingga
RM900 seorang.
S u l t a n
Sharafuddin diiringi
Raja Muda Selangor,
Tengku Amir Shah,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serta
Tengku

Permaisuri Selangor,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kin dan
Naib Canselor UiTM, rof
Emeritus Datuk Dr Hassan
Said.
Sultan Sharafuddin kemudiannya turut berkenan
menyertai bacaan Yassin bersama semua warga UiTM yang
hadir.
Setelah berbuka puasa,
baginda serta para hadirin kemudian menunaikan solat
Maghrib berjemaah diikuti
solat Isyak dan teraw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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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degradable
food containers
for bazaar traders
in Shah Alam

>4

MBSA remains steadfast
with its green resolve
Traders and shoppers at Ramadan
bazaars in Shah Alam encouraged
to use biodegradable food packs
By KATHLEEN MICHAEL

kathleen@thestar.com.my

THE Shah Alam City Council will
continue efforts to encourage traders and customers at Ramadan
bazaar to go green.
This year, the city council introduced new biodegradable food
containers called Green Blue
Packaging by Sirim Bhd and
Energy, Green Technology and
Water Ministry.
The container is made from food
safe material and uses soy ink
print.
Shah Alam mayor Datuk Ahmad
Zaharin Mohd Saad said the city
council encouraged traders to
switch to biodegradable material
but the response was lukewarm.
"The price of one container may
deter traders from buying them
but it is cheaper if they buy in
bulk.
"The new biodegradable container can also hold soupy dishes like
laksa and the container will not
leak" he said.
He said the city council bought
one container for 38sen but he was

unsure how much it would cost to
buy in bulk.
Ahmad Zaharin added that
although traders were no longer
using polystyrene, some were still
using plastic bags.
Some 142 traders at the Section
17, Ramadan bazaar along Jalan
17/20 were given 150 food packages each.
Traders were also given caps
and aprons.
First 50 visitors to the bazaar
on Wednesday received free
tiffin carriers from MBSA and
500 bubur lambuk packets.
The city council also set up containers for traders to discard used
cooking oil.
Traders will be given RM1 for
every kilogram of oil.
The Section 17 venue is one of
six sustainable bazaars where traders get money in return for thenused cooking oil.
The other sustainable Ramadan
bazaars are in Section 6,11, 25, U8
and U13.
MBSA gave out 1,987 bazaar permits this year for traders in 38
locations in the city.

Ahmad Zaharin handing out tiffin carriers to visitors to the Ramadan bazaar
in Section 17, Shah Alam. •

The new
biodegradable
food containers called
Green Blue
Packaging are
made from
food-safe
material and
uses soy ink
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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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le body under scrutiny
Several Hindu organisations are calling for a full audit of the Batu Caves temple management
committee. They are concerned that it is not registered w i t h the Registrar of Societies
and many of the structures do not have building plan approval from the local council.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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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nic place of worship: Batu Caves is a major tourist attraction in Selangor, which attracts millions of visitors each year. — P. NATHAN/The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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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tu Caves temple grounds have been developed extensively over the years. — Photos: P. NATHAN/The Star

Stories by PRIYA MENON
priya@thestar.com.my

SEVERAL Hindu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NGOs) are calling for a full audit of the
Batu Caves temple management committee
accounts over the last 20 years after learning
that the committee is not registered with the
Registrar of Societies (RoS).
The NGOs headed by the Persatuan Hindu
Agamam Ani Malaysia said the accounts should
be audited and checked by a parliament select
committee.
Association chairman Arun Dorasamy said its
members were not alleging misuse of funds,
however, they felt an investigation should be
conducted, especially since the committee is not
registered with the RoS.
He said this was vital as the committee oversees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ree famous temples in the Klang Valley with a large number of
devotees; namely the Sri Mahamariamman
Temple in Jalan Bandar, the Kortumalai Pillayar
Temple in Pudu, both in Kuala Lumpur, as well
as the Batu Caves Sri Subramaniar Swamy temple in Selangor that is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We will follow the findings put together by
the select committee following the audit. We
want to know what happened to donations
received from the people in the form of cash,
gold and silver," he added.
He said the committee called the Sri
Mahamariamman Temple Devasthanam has
been operating based on a 1930 court order
from a civil suit with the latest amended order
done on April 27,2017.
"The order defines the makeup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committee and is under the purview
of the Attorney-General's (AG) Chambers," said
Arun.
However, he said the judgment did not say
the committee could refrain from registering
with the RoS.
Arun also said the structure of the committee
was outdated and needed to be looked at again.
In the past, the committee members were elected based on professions that were valid during
that particular era.
Each representative called the ubhayakarars
are to choose three people from their kind
(natamai) to form the board. Today, there are
73 board members running the operations of
the three temples.
Arun said most of the members we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raising doubts over its credibility.
The association, he added, believed that the
system needed reform for better check and balance.
'There is no election to determine the best
suited person for the job, it is merely a pickand-choose system that is both unhealthy and
questionable," he added.
Based on these arguments, the association
will submit five fundamental criteria to temple
committee chairman Tan Sri R. Nadarajah.

NGOs: Appoint
select committee
to check accounts
They say move is vital to find out how donations
in the form of cash, gold and silver were used

This Hanuman temple is among several smaller temples in Batu Caves.

The first is for the committee to be registered;
secondly for it to be ru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indu religion and customs, while the third is
for the management to be transparent; fourth
for the leaders to be held accountable and the
fifth for the temple to uphold its social welfare
responsibility to allow it to become public property.
Their idea to set up the Reform Batu Caves
movement caught like wildfire among Hindus
nationwide following the Thaipusam lunar
eclipse controversy this year involving
Nadarajah and devotees.

The Batu Caves temple was the only one left
open during the eclipse on Jan 31 during the
Thaipusam festival while others closed based
on the Hindu rites and customs.
The temple committee's decision drew flak
from Hindus especially after the Malaysian
Hindu Sangam sent out a reminder for all
Hindu temples to close that day.
"Following that episode we set up the Reform
Batu Caves movement and collected over
100,000 signatures. We are also asking
Nadarajah to step down," added Arun.
To get the ball rolling and to get 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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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cal
council did
not approve
building plans
for all new
structures
within the
Batu Caves
temple
grounds.

Arun says members feel an investigation
should be conducted, especially because the
committee is not registered.

from temple devotees, a special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on Sunday. Over 700 people are
expected to attend the event.
Arun said the association would disclose
contents of a few documents to the attendees
for them to make an informed decision.
They will seek the assistance of the AG to
suspend the entire board members of the
Batu Caves temple committee pending investigation.
However, this may not be possible without
the AG's cooperation as it is a statutory
requirement to get prior consent of the AG
before commencing a suit or relief.
Apart from that, the association has also

conducted a study done by an independent
investigator on public safety and structure.
The association said checks revealed that
the entire Batu Caves temple land was divided between the state government and the
temple, and that he main temple area was
under the state and was not gazetted as a
place of worship.
"We want to follow the law to ensure we
have a strong case to build against the
actions of the temple committee," added
Arun.
Thaipusam Task Force coordinator G.
Gunaraj, who is also Sentosa assemblyman,
said he would raise the issue with the state

government.
He said the temple submitted all documents for building approval to the
Selayang Municipal Council as requested by
former Mentri Besar Tan Sri Khalid Ibrahim
in 2013.
"The time has come for a massive clean-up
of Batu Caves temple management now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changed.
The special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at the
PJ Civic Centre from 2pm to 5pm on Sunday.
There will also be a special memorial for
Thamboosamy Pillai, the founder of the Sri
Maha Mariamman Devasthanam Kuala
Lumpur at the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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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need for RoS registration, says temple chairman
WHILE the Persatuan Hindu Agamam Ani
Malaysia claims that the Batu Caves temple
committee should be registered with the
Registrar of Societies (RoS), the committee
chairman says otherwise.
Sri Mahamariamman Temple
Devasthanam chairman Tan Sri R. Nadarajah
said the temple committee has followed all
laws stipulated in the orders issued by the
courts since 1930.
Speaking to StarMetro, he said the committee submitted detailed accounts every year to
the Attorney General's Chambers and as well
as followed the administration procedure as
stipulated.
The selection of committee members were
also followed to the tee as per the order.
"All the accounts for the last 20 years have
been submitted, they can check it. Let people
say what they want, we will know what to
say when the time comes," he added.
Nadarajah added that if the court decreed
for the temple committee to be registered,
they were prepared to do so.
He said people were under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temple made a lot of money, which
he claimed was false news.
Although the Batu Caves Sri Subramaniar
Swamy temple receives a million visitors
each year during Thaipusam, only 40,000 to
50,000 people offered prayers, he added.
"Only 40,000 people go up to offer prayers.
How much do you think the devotees can put
into the undfyal (donation boxes)? People
think we are making millions here," he said.
However, he acknowledged that the temple
collected RM2.2mil in this year's Thaipusam
celebrations.
On the subject of the buildings within the
Batu Caves temple grounds not having
approval from the Selayang Municipal
Council, he said this reflected his determination to develop the place for Hindus.
He admitted that numerous applications to
the council for the structures including the
additional staircase, the shoplots and the
world famous huge Murugan statue at the
entrance were not approved.
"I built all these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eople.-Now there are lots of tourists coming,

They can take action against me, they can
demolish it as well. Even the statue that is
internationally recognised does not have
approval," he added.
Nadarajah said he did his part to develop
Batu Caves, to encourage visito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eople.
Selayang Municipal Council (MPS), when
contacted, confirmed that the buildings within the temple grounds still did not have
approval.
"This includes the Information Counter or
more commonly known as the green building. The plans were submitted by the architect, however, it still did not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said MPS corporate department director Mohamad Zin Masoad.
He said the architects needed to check and
folloW-up with the revised building plans at
the council's building department.
"We are not stalling on the approvals for
additional structures at the temple. The architect did not follow-up with us. We have no
problems approving their application as long
as it meets the requirements," he added.

Nadarajah says the temple committee has
followed all laws stipulated in the orders
issued by the courts since 1930. -

The Sri Mahamariamman Temple Devasthanam committee oversees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ree famous temples in Kuala Lumpur, including the Kortu Malai Pillayar Temple in Pudu (left) and the
Sri Mahamariamman Temple in Jalan Ba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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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intercity bus
terminal
to begin
ops in July
THE long-awaited Section 17 Bus
Terminal in Shah Alam is expected
to begin operations in July.
Work on the RM7.5mil intercity
bus terminal began in June 2014
and was supposed to be completed
by October 2015.
However, construction was
delayed due to the contractor's
incompetence.
Shah Alam mayor Datuk Ahmad
Zaharin Mohd Saad said although
the bus terminal was completed,
the Shah Alam City Council (MBSA)
was waiting to get the 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 and Compliance (CCC)
before online ticketing systems can
be installed.
"We need feedback from Syabas
and Indah Water Konsortium
before we can get the CCC then our
vendor can move in to install the
online ticketing system," he said
adding that MBSA was expected to
begin operations by mid-July.
The online ticketing system
called the Terminal Management
System is similar to that used at the
Bandar Tasik Selatan bus terminal.
Each online ticketing counter
will cater to 24 bus companies.
The bus terminal will also have
13 parking bays for visitors, 14 designated parking bays for buses and
six for taxis.
It will also have designated road
lanes for express buses and other
veh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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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dan Jaya residents consider legal action
after pipe works result in damage to homes
By NOEL FOO

noelfoo@thestar.com.my

A FEW Pandan Jaya residents, frustrated with cracks appearing in
their homes as a result of pipe
installation works, are considering
suing the contractor for negligence.
The work was carried out for a
project under the Energy, Green
Technology and Water Ministry
(KeTTHA) to fix a new network of
sewerage pipes in populated areas.
Lawyer S.P. Chanravathane said
she was informed by the complainants' legal representative that
works began towards the later half
of 2016.
The project used a trenchless
method known as pipe jacking to
install the sewerage pipes. This
involved digging up access pits in
several parts of Pandan Jaya to
install sections of the pipe, one at a
time, with hydraulic machinery.
Chanravathane said her clients
noticed cracks appearing in their
homes shortly after works began.
The homes closest to the access
pit on Jalan Pandan 7 suffered
more damage, with cracks appearing on the outside and inside of
their homes.
Resident Balaraman Gopal, who
works in building maintenance,
said the contractor only sent a representative to talk to residents after
the damage was done.
Balaraman added that the representative said the matter would be
looked into.
"That was the last we ever saw
of them. Those of us who are
affected are worried about our
safety," he said.

Balaraman showing the severity of the cracks in a neighbour's house as a
result of pipe installation works in Pandan Jaya.

Teacher Norasiah Yusuf, who
lived further down the road, said
the damage to her house was
minor with cracks only appearing
on the outside wall.
"I am not at home a lot, so I do
not feel too inconvenienced by the
works. However, parking is a problem," she said, adding that the
work site blocked off the entire
road.
While Chanravathane wants to
press for the contractor to solve the
problem faced by residents, many
other affected neighbours did not
want to complain and preferred to
be left alone.
She claimed that the problem
was due to minimal supervision on
the project's subcontractor, and
failure to conduct proper studies
before commencing works caused

damage to 20 houses along Jalan
Pandan 7.
Chanravathane has written to
the contractor, KeTTHA, Pandan
MP's office and various other government bodies but received minimal response.
A signboard placed by the developer indicated the completion date
as February but works continued
until May.
• Without warning, all works in
the neighbourhood came to a halt
shortly before G^14.
Access pits were roughly covered
up and the subcontractor stopped
bringing in machines to the area.
Having exhausted all other
options, she said a letter would be
sent to the contractor notifying
them that they would be taken to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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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TE FOR SHAH ALAM
Shah Alam City Council has joined the
'We Love Cities' campaign and is asking the public to vote for the city, until
June 30 at www.welovecities.org/
shah-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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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da kerajaan manusia yang kekal
Oleh KHAIRUL AZLAM MOHAMAD

Dengan n a m a Allah Yang Maha
Pemurah lagi Maha Penyayang.
Firman Allah yang bermaksud,
"Wahai Rabb Yang mempunyai
kerajaan, Engkau berikan kerajaan kepada orang yang Engkau
kehendaki dan Engkau cabut kerajaan dari orang yang Engkau kehendaki. Engkau muliakan orang
yang Engkau kehendaki d a n Engkau hinakan orang yang Engkau
kehendaki. Di tangan Engkaulah
segala kebajikan. Sesungguhnya
Engkau Maha Kuasa atas segala
sesuatu." Surah Ali Imran 3:26.
Tanggal 9 Mei 2018 lalu, menjadi tarikh "keramat" yang telah
mencatatkan sejarah negara sekaligus menjadi mimpi ngeri seumur
hidup bagi pemimpin, pejuang,
ahli parti dan penyokong parti Melayu Umno yang menjadi tulang belakang kerajaan Barisan
Nasional (BN), sejak 60 t a h u n lalu
berkuasa.
Sama ada suka atau tidak,
kita semua rakyat Malaysia kena
terima hakikat bahawa gabungan Pakatan Harapan (PH), yang
terdiri dari Parti Pribumi Bersatu Malaysia (PPBM), Parti KeADILan Rakyat (PKR), Parti Amanah
Negara (PAN) dan DAP telah menjadi kerajaan pusat menggantikan
Barisan Nasional.
Pengerusi PH,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telah mencatat sejarah
tersendirinya apabila diangkat
semula menjadi Perdana Menteri
(PM) ke-7 buat negara Malaysia,
pada usia warga emasnya 93 tah u n . Beliau dipilih oleh komponen parti PH selepas memenangi
122 kerusi Parlimen daripada 222
kerusi yang dipertandingkan.
Mengikut catat sejarahnya, PM
pertama Tunku Abdul Rahman

Putra Al-Haj dilantik menjadi Perd a n a Menteri dari 31 Ogos 1957
hingga 22 September 1970. PM
kedua pula, Tunku Abdul Razak
Hussein (22 September 1970 -14
Januari 1976). PM ketiga, Tun Hussein Onn (14 Janjuari 1976 -16 Kulai 1981). PM keempat dilantik,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16 Julai - 31 Oktober 2003). Selepas itu,
Tun Abdullah Ahmad Badawi dilantik menjadi PM kelima pada 31
Oktober 2003 hingga 3 April 2009.
PM keenam, dilantik Datoi Seri
Mohd Najib Tun Razak dari 3 April
2009 hingga 9 Mei 2018 lalu d a n
Perdana Menteri Ketujuh, kembali semula kepada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bermula 10 Mei 2018
hingga sekarang.
Umno-BN yang telah lama
memerintah negara kini benarbenar "direhatkan" oleh rakyat
pada Pilihan Raya Umum (PRU)
ke-14 lalu. Maka, berakhirlah teori pada abjad "R.A.H.M.A.N." Abjad pada huruf "N" itu merujuk
kepada n a m a "Najib" yang menjadi Perdana Menteri kerajaan BN
terakhir.
Namun, h a d ini rakyat Malaysia dan seluruh dunia melihat
bagaimana nasib yang terpaksa
dihadapi oleh bekas PM dan isterinya (Rosmah Mansor) itu. Mereka sekeluarga dimalukan sebegitu rupa setelah hilang tampuk
kekuasaannya yang menjadi kebanggaan sebelum ini.
Satu persatu m a r u a h d a n keangkuhan bekas pemimpin nombor satu negara itu ditelanjangi
oleh pemimpin kerajaan baharu Pakatan Harapan. Pelbagai isu
akan dibongkar seperti skandal
lMDB, p e m b u n u h a n gadis Monggolia AlTantunya, rasuah berbilion-bilion, harta dan peti besi
dipecahkan mencari bukti serta

1001 jenis kesalahan akan didakwa selepas ini.
Maka, orang melihat terbalaslah "dendam" Tun M terhadap
Najib yang menjadi "perang dingin" antara dua pemimpin Melayu Umno itu. Akhirnya, kedegila n Najib telah membawa p a d a h
hingga terpalit menenggelamkan
bahtera Umno-BN. Tun M tidak
pernah marahkan Umno tetapi
yang dimarahnya, Najib.
Akhirnya, pada 12 Mei lalu
Dato' Seri Najib Razak mengum u m k a n peletakkan
jawatannya sebagai Presiden Umno dan
Pengerusi BN. Pengumuman itu
dibuat dalam satu sidang medianya di Menara Datoi Onn, ibu negara, Kuala Lumpur. Sehubungan
itu, Datoi Seri Dr Ahmad Zahid
Hamidi kini dilantik menjalankan tugas-tugas sebagai Presiden
parti.
Nasib malang Umno-BN turut
melanda parti itu di negeri Terengganu Darul Iman. Umno-BN yang
memerintah negeri ini sejak tiga
penggal lalu selepas t a h u n 2004
hingga 2018 juga kecundang pada
PRU14 lalu di bawah kepimpinan
Menteri Besarnya, Datoi Seri Ahmad Razif Abd Rahman, selaku
pengerusi Umno-BN Terengganu.
Pada PRU14, 9 Mei lalu. PAS
peringkat negeri Terengganu berjaya mengalahkan Umno-BN d a n
Pakatan Harapan yang menggunakan logo PKR. Keputusannya, PAS menang 22 kerusi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dan
enam kerusi Parlimen. Umno-BN
kekal dengan 10 kerusi Dun dan
dua kerusi Parlimen. Manakala,
gabungan PH dengan empat parti
(PPBM, PKR, PAN d a n DAP) terns
kecundang d a n gagal mendapat
sebarang kerusi, malah hilang
wang deposit pilihan ray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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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 menang di Terengganu
dan kekal berkuasa di Kelantan.
Di Terengganu ini merupakan kali
ketiga parti itu berjaya menguasai
kerajaan sejak sistem pilihan raya
diperkenalkan tahun 1959. Kali
pertama, berjaya memerintah selama dua t a h u n setengah (19591961) dan kali kedua satu penggal
1999 hingga 2004. PRU14 ini merupakan kali ketiga rakyat Terenggan u memberi mandat kepada PAS
untuk memerintah semula negeri
ini.
Pada tahun 1959, Menteri Besar pertamanya (Terengganu) dari
parti PAS iaitu Haji Daud Samad.
MB Terengganu kali kedua adalah
Datoi Seri Tuan Guru Abdul Hadi
Awang (1999 - 2004) dan Menteri Besar kali ketiga ini, Dr Ahmad Samsuri Mokhtar (2018 - sekarang).
Justeru, dengan kemenangan
PAS Terengganu maka, parti Islam itu akan menyambung semula legasi yang tertangguh setelah
tewas secara penipuan pada pilihan raya t a h u n 2004 lalu. Banyak
kejayaan lalu telah dilaksanakan
janji
manifestonya
termasuk
menggubal Undang-Undang libui
bagi negeri Terengganu dengan
menjadikan al-Quran, as-Sunnah, Ijmai dan Qias, sumber dan
rujukan tertinggi Undang-Undang
bagi Diri Kerajaan Terengganu.
Kemenangan PAS Terenggan u kali ini juga merupakan janji dan ketentuan Allah SWT. Persiapan dan komitmen PAS untuk
ĕRoadmap Kembali ke-Wisma Darul Imani telah dimulakan sebaik
sahaja selepas PRU13 lalu.
Bertemakan,
"Terengganu
Maju, Berkat dan Sejahtera" dengan resepi 20 janji manifesto
PRU14 PAS, telah berjaya memikat
hati rakyat dan 736,632 pengundi

pada 9 Mei lalu. PAS bertanding
kesemua 40 kerusi Dun dan Parlimen di negeri ini. Sekaligus, mematikan fitnah dan dakyah lawan
PAS yang m e n u d u h PAS berpakat
dengan BN. Hakikatnya, komponen PH yang berUG dengan Umno-BN termasuk di Perak, Kedah
dan Sabah.
Pesuruhjaya PAS, Dato' Husain Awang sebelum hari mengundi telah membuat kenyataan bahawa 70 peratus ĕgelombang hijaui
yang melanda negeri (Terengganu)
ini, selepas hari penamaan calon
datangnya dari golongan muda.
Terdapat kecenderungan di kalangan pengundi m a h u membuat perubahan dengan memilih PAS.
Keputusan PRU14 yang mengejutkan hampir menyamai gelombang era-Reformasi 1998 itu. Akhirnya, Dato' Seri Ahmad Razif akur
dengan pilihan rakyat serta menghormati keputusan tersebut.
Sebaik sahaja kemenangan diisytiharkan berpihak kepada PAS.
Maka, PAS tidak berdendam terh a d a p pengikut parti lawannya.
Budaya Politik Matang Sejahtera
(BPMS) yang ditawarkan oleh PAS
itu ternyata dapat m e m b u a h k a n
hasilnya.
Pada 15 Mei 2018, berlaku
dalam sejarah pemerintahan di
negeri ini. Perubahan pentadbiran kerajaan Terengganu daripada Barisan Nasional kepada PAS
berlangsung dalam keadaan tertib
dan mesra.
Mantan Menteri Besar BN
Terengganu, Datoi Seri Ahmad
Razif hadir ke majlis penyerahan tugas kepada penggantinya, Dr Ahmad Samsuri Mokhtar
selaku Menteri Besar kerajaan
PAS Terengganu di pejabat MB,
Tingkat 16, Wisma Darul Iman,
Kuala Terengga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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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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 of 1

24 May 2018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Business • Page: F3 • Printed Size: 966.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19,054.89
PR value: MYR 57,164.67 • Item ID: MY003267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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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兆
國
債

Page 1 o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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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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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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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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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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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州届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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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接解臣
(，了大

烈办里较

胡事兹后4

沙丹克。 l
姑苏慕宜#

端厦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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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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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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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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1 of 1

24 May 2018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Page: C2 • Printed Size: 953.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18,798.46
PR value: MYR 56,395.38 • Item ID: MY0032673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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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f 1

i 二 E3|似HfiKlUSOSHj

讲承bi问苗丨乂 t
或安排象包商養後

旗不析泌
劉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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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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溝敢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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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小组赶到现场后已开始清理，并将所有塑料障碍物移走。（挡案图）

•士拉央市议员游佳豪
多地区都有蓄水池，以防下大雨
可紧急蓄水，但排水沟是否可以
最快速度排水是最关键的问题。
并非所有沟渠由市议会管辖，
•些沟渠是水利灌溉局和公共工
程局管辖，我们接到投报后需厘
清沟渠归谁所管才能处理。
我们也希望获得民众配合，即使市议会的承包商会
依时观察各沟渠，居民若发现某区的沟渠损坏、阻塞
或崩塌都可向市议会投报，否则难以第一时间知道问
题。
早期，轰埠和甲洞乌鲁是水灾黑区，甲洞乌鲁的沟
渠已有50年历史而陈旧和崩塌，我们已提升当地沟
渠，水灾情况减少。
我们遂步根据问题的严重性优先处理沟渠问题，也
投资一部可貪接使用水管冲洗沟渠，并吸出沙石功能
的卡车，但这辆卡车一旦维修就需长时间和较高的款
额管理。

嫂1減
.
二

倣妤應對措施

M

r

，

•莎阿南市议员冯锡雄
一些新村甘榜和靠近巴生河一带的住
宅区，过去逢下雨都会发生水
灾，即使在控制范围内，我们会非
常关注而不会掉以轻心，随时做好
应对的措施。
2年前，我所领养的梳邦甘榜马
来尤和当地花园区毗邻的河流都已逐步展开提升工
程，所有淹水的情况已减缓。
莎阿南市政厅所管辖范围内的排水系统都已逐步进
行提升工程，根据记录显示，水灾投报已减少30至
40%o
我们也有随时候命的特别紧急小组，发生淹水
或树倒的情况，他们都会赶往现场清理现场和给予援
助。

雨量增難负荷
•梳邦再也市议员戴祯兴

雨量增難负荷
•八打灵再也市议员邓惠国
前在八打灵再也的范围内，水

W灾情况不严重，通常都是来得

快也退得快，不过我们也会提
高警惕确保所有沟渠都可正常
排水。
美丹花园和敏达里M都是水灾
黑区，情况还在控制范围内。
如果淹水情况严重而影响轿车行驶，我们的紧急小
组就会出动。

H o m e )也陷人水乡中、
及武吉莲花苑（Taman Bukit

Country

劉淑美
(吉隆坡24日讯）季候风交
替期带来庞大雨量，雪隆数水

關注水災黑區

灾黑区沦陷水灾连连，各地方
政府紧急小组、天灾小组和紧

•吉隆坡市政局谘询委员黄孝儒

I

^这两 年来，每逢开斋节前，天
^气就会开始有变化而频密下雨，
所以吉隆坡市政局方便已未雨绸缪
展开各项事前的准备功夫。
我们配合各单位包括水利灌溉局
和阿南弗拉等监视各地的沟渠，尤
其是水灾黑区的更会给予关注，以做好防范措施。
一些正在发展的地区，我们都会非常关注，因担心
当地排水系统无法负荷而影响排水系统， 旦阻塞就
会发生突发性水灾。

f

急 行 动 小 组 （ Skuad

Pantas )

等拉响警报，随时候命应对突
发性水灾，绝不掉以轻心！
过去数日，雪隆数区相继发生
淹水和土崩，包括万 晃柏兰岭
(Rawang Perdana )彖雨引发土
崩、万挠B27路和菁乡岭（Bandar

j

Teratai )再现泥洪等。

各地方政府早已圈定部分地方为
水灾黑区，并会给予特别关注，尤
其是靠近河流、乡村、旧花园、低
洼和正在发展区等，以在接获投报
后安排相关紧急小组前往事发现场
救灾。

一發現即趕往災場
《中国报》抽样电话雪隆各地方
政府县市议员时，他们也坦言，各
地方政府的相关小组已圏定被视为

黑区的水灾地点，并给予关注以做
好防范措施，避免水灾带来严重损
伤。
他们指出，每个地方政府都设有
各自的紧急应对天灾的小组，若在
第一时间接获民众的投报或在闭路
电视连线中发现水灾，就会立即赶
往现场救灾。
他们也呼吁民众若发现土崩、水
灾或树倒，皆可向市议会投报，让
他们可第一时间安排小组出动。
“如果情况严重，我们会协助将
灾黎安顿在附近的民众会所，附近
的民众会所也准备妥当作为临时的
安顿地点。”

^种和金銮区.带都
是水灾黑区，梳邦
再也市议会和相关单位
已努力解决问题。
沙登在过去已展开许
多提升工程，水灾
问题已改善许多，
至于梳邦再也•带
淹水的问题在控制
范围内。
为了解决水灾问
题，最重要是联同水利灌慨局和公共工
程局等做好协调，以依时提升各自的排水
沟，确保沟渠疏通后可顺利排水。
我们也正在研究旧区的沟渠，因旧区的
沟渠非常小，在雨量增加的情况下难以负
r r-

何。

梳邦再也市议会已成立紧急行动小组，
做好准备随时应对和协助救灾，•旦情况
恶化，市议会管辖范围内的民众会堂也会
开放作为安顿灾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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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挠过去数天爆发水灾和土崩，候任万挠州议员蔡伟杰（右3)在接获消息后，
便赶往灾区了解情况。

•狂风大雨吹倒大树，并压到车子, 各紧急单位也抵达现场给予援助。 (档案图）
严八» J ‘

加觉溝渠C/成丫氏丫秦苦

vr.

4 了解决水灾问题，各地方
政府逐步将大街小巷的沟
渠提升和加宽，以将水灾带来
的伤害减到最低！
县市议员受访指出，无可否
认，早在数年前，每逢下起大
雨，都会非常担心，因很多水
灾黑区都会发生严重的水灾、
树倒，甚至是土崩，因此市议
会已依据各地区的严重性来优

•给予无法找到登上山坡顶端的路，官员需要动用无人机来视
察情况。

U马水务与能源研究协会（A W E R ) 高级
入经理林素芳接受《中国报》电访时指
出，3至5月是季候风交替期，因此这阶段
会下起长命雨和雷雨，雨量增加属正常现
象。
她指出，3至5月和9至11月都是季候风交
替期，属于多雨的月份。
“3月至5月期间，如果雨量不大，雪

先解决水灾黑区的沟渠，将有
关地区的沟渠提升或加宽。
他们指出，一些地区因需各
单位的配合和研究，因此已逐
步性解决中。
“一些地方早前是水灾黑
区，经过提升后已改善。”
也有一些地方政府出资购买
可冲洗沟渠和吸取沟渠内的沙
石的卡车。

•哥打哥文宁31/59路在周二发生水灾，水淹约半尺高。

支昝期雨量增正常
兰莪河水坝和双溪丁宜水坝的储水量就
会降低，因这2座水坝建在靠近彭亨的地
方。”
她说，6月至8月则进入西南季候风，当
时的风向主要从印尼吹来，因此也会很多

雨，不过通常都是会在傍晚时刻下雨。
她指出，何时下雨是完全根据时间表，
因此每逢下雨就发生的突发性水灾归咎
于人为祸害，有关单位不能因此而怪老天
爷
丨 强调，只要当局做好规划工作，或是
在每逢雨季期间，策划好暂时性的防洪计
划，就可避免水灾发生。

k

25 May 2018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Page: C1 • Printed Size: 2316.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45,684.00
PR value: MYR 137,052.00 • Item ID: MY0032684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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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電跟難拿握
•巴生市议员李富豪
于低洼和时常积

对 水的地方，我们
都会给予关注，包括
港口区和中路一带的
地方都属水灾的黑
区。
在巴生市议会管
辖的范围内，数
个地区已安装了闭
路电视，所有闭路
电视的片段都是直接与市议会执法组连
线，所以每逢发现淹水，我们都会第一
时间安排紧急行动小组感到事发现场救
灾。
°我们也需民众的投报，毕竟并非各角
落都设有闭路电视，一些地方是难以掌
握。
|°无可否认，以前每逢下豪雨，我们都
很担心会淹水，不过近几年已开始放
心，因很多地方的排水沟已提升和加
宽，淹水的问题已逐步解决，就好像我
所领养的班达马 近期也很少发生淹水
问题。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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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潍福左 与市议
员云天祥发现部分沟渠堆积
泥垢，影响排水。

不常清理

_立圾_連

•部分建筑物因违例扩
建，遮盖了沟渠，承包
商员工艰难地进行清理工
作。

3主•致溝塞@
feOT劉佩明]

(安邦24日讯）承包商
没定期清理、公众乱丟垃
圾、建筑违例扩建遮盖沟
渠导致沟渠阻塞，是引发
水灾的3大主因。
巴生谷部分地区昨午下雨数
小时，其中安邦太子园商业区
部分路段出现路面积水，成堆
垃圾随著雨水浮出水沟。
莲花苑候任州议员黎潍福今
曰与《中国报》前往巡视，除

了垃圾问题，发现部分沟渠因
建筑物违例扩建，导致沟渠被
遮盖，影响承包商进行清理工
f乍。
^些沟渠则沉积著油垢和泥
沙，卫生状况糟糕。
黎潍福指出，要打造卫生干
净的环境，不仅要监督承包商
履行合约职责，公民意识也很
重要。
他 兑，根据投诉者提供的照
片，沟渠如同垃圾河，浮出许
多垃圾，公众看到这等情形，
般把矛头指向市议会。

i

“沟渠卫生除了是承包商的
责任，公众也要反思，垃圾本
来就不应该出现在沟渠。”

冀公衆勿丟垃圾
他强调，要有健全的社会发
展，不能单靠承包商负责卫生
工作，公众的社会责任意识有
必要提高。
黎潍福直言，若承包商履行
合约职责，但是公众继续把垃
圾丢去沟渠，卫生问题将没完
没了。
他说，目前太子园商业区有2

批承包商，分别是由雪州子公
司达鲁益山集团（KDEB)和安
邦再也市议会委任的承包商负
责清理沟渠和回收固体垃圾工
f乍。
°“市议会委任的承包商6月尾
期满，届时将由达鲁益山集团
接手。“
“他 诺会与市议员严厉监督

i

达鲁益山集团和承包商的工作
表现，同时要求市议会向违例
扩建的业主发出通告，要求将
违例扩建部分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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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濰福促大道公司

解決泥洪危機
-=^1$ 莲花苑（T a m a n
X^ViBuki t

莲 花

1 / 2

Te r at a i )

路 （

J a l a n

Teratail/2)尾端民宅周

三（23日）再度发生泥
洪，黎潍福强调，发展项
目不应对居民造成困扰，
促大道公司设法为居民一
劳永逸解决泥洪危机。
自从新街场-淡江高架大
道进入白河山，莲花1/2
路尾端居民自去年3月开始
饱受泥洪威胁，每逢大雨
就担心黄泥水涌入住家。
黎潍福指出，虽然去年
发生严重泥洪后，大道公
司也有提升沟渠，惟仍存
有泥洪风险，一旦大雨就
有黄泥水滞留在路面。

他说，根据市议员莫哈
末向他汇报，提升后的沟
渠与地表斜度有差，导致
黄泥水未必全部流向沟
渠。

建議增臨時溝渠
“幸在大雨后2小时，大
道公司的员工已完成清理
现场，居民对他们的效率
感到满意，盼大道公司能
真正解决泥洪问题。”
他建议大道公司在黄泥
水流向民宅的路线，增加
个临时沟渠，让黄泥水
流入临时沟渠，再引向大
沟渠。
“我也市议会提出召开

技术会议的要求，指示大
道公司对防洪工作提交完
整报告。”

•黎潍福（右2)赞扬达鲁益山集团承包商
有效率履行工作；左2为
云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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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超級足球聯賽
*第11轮

前曰成績(23曰)
柔佛达鲁塔克欣胜森美兰
2比0
马六甲
和雪兰莪发展机构1比1
霹雳经济发展局对雪兰莪
展期
*第12轮

今曰賽程(25曰)
10:00PM彭亨

对吉隆坡

(关丹达鲁玛末体育场）

明日賽程(26曰)
10:00PM雪兰莪

对吉打
(蕉赖吉隆坡足总体育场）
10:00PM吉兰丹
对森美兰
(哥市苏丹莫哈末四世体育场）
10:00PM霹雳
对霹雳经济发展局
(怡保霹雳体肓场）
10:00PM登嘉楼
对马六甲
(瓜登苏丹依斯迈体育场）
10:00PM雪兰莪发展机构对柔佛达鲁塔克欣
(莎阿南体育场）
形势榜
排名/球队 赛 胜 和 负 得 失 分
1.柔佛
11 9 1 1 24 5 28
2.霹雳 11 6 2 3 18 12 20
3.彭亨 11 5 3 3 19 10 18
4.登嘉楼 11 5 3 3 19 13 18
5.吉打 11 5 3 3 24 19 18
6.雪机构 11 5 3 3 17 15 18
7.霹经济 10 4 2 4 10 12 14
8.吉隆坡 11 4 1 6 19 23 13
9.雪兰莪 10 3 2 5 13 21 11
10.马六甲 11 3 2 6 10 18 11
11.吉兰丹 11 2 2 7 13 23 8
12.森美二 11 1 2 8 9 2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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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崩肇因相信是U 型洋灰沟涵里面的排水管堵塞，水流无法排出导致沟涵承受不
了压力而断裂。

疑排水管堵塞

i a

溝涵斷裂
(蒲种24曰讯）蒲
种工业区花园（Taman
Perindustrian

Puchong)

路主要沟渠发生坍
塌事故，U型洋灰沟涵断裂
造成小土崩，崩塌长度达
25公尺，倾泻的泥土覆盖
渠道影响排水，当局将尽
快展开抢救工作。
梳邦再也市议会工程部
初步调查显示，土崩事故
于本月22日傍晚6时发生，
相信是U型洋灰沟涵里的
排水管堵塞，水流无法排
TPP1/34

' p i

地展开视察。
黄思汉指出，该主要
渠道将蒲种市中心Set
Walk的排水引入附近的废
矿湖，再流入巴生河，雨
天水量澎湃，随著工程组
将展开维修工作，相信土
崩范围不会恶化至影响蒲
种市中心8路的路段。
他说，蒲种市中心8路
是繁忙的交通路段，从
白蒲大道转入该路段，
$往翠湖苑与蒲种珍珠
花园(Taman Mutiara
Puchong )，他呼吁民众经
过土崩地点时务必小心。
出席者包括梳邦再也市
议会第十区居委会副主席
彭康贤、居民徐秀娥及胡
)匕、I o

出，最终导致沟涵承受不
了压力而断裂。
工程组将在明起展开抢
救工作，短期方案先巩固
洋灰沟涵、堆放沙包防土
质流失，长期方案则是提
升u型洋灰沟涵及渠道，整
个工程耗资6万令吉。

吁小心駕駛
金銮区州议员黄思汉、
梳邦再也市议员叶国荣及
工程组官员，今日前往当

lrt

U
Pu

8»ndar
cHona

味

•議

葉國榮=堆沙包鞏固溝涵

•胡志平：亲眼看
见渠道崩塌，吓了
_跳。

国荣指出，渠道坍塌范围
丁长达25公尺、1.8公尺深
及3公尺宽，是当地首次发生这
举音々卜車故
i 说，当°局将从周五起至28

“当局也会提升渠道，工程
由7月1日至7月3旧竣工。“
胡志平在事发当天听见传来
巨响，亲眼看见渠道崩塌，吓
了 一跳。

曰期间展开抢修工作，引导排
水离开坍塌范围，并堆放沙包
及巩固沟涵，防止第二度渠道
土崩的发生。

他说当时已停雨，岂料渠道
突然坍塌，他很担心大量的排
水会涌入他附近的住家，马上
向黄思汉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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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盟將重整分配額

霤279—議員j
i«

郭貞黎

(吉隆坡24日讯）雪
州12个地方政府279位县

位、行动党是9 8 位和伊党是T 8 位，而伊党县市议
员在全国大选后已辞职，同时当中多位来自公正
党、行动党和诚信的县市议员披甲上阵及中选为
州议员，因此多个县市议员职位待填。

市议员职，在希望联盟4

下月任期屆滿

党分配额调整后，预计

其中有八打灵再也市议员（行动党甘榜东姑区
州议员林怡威和万达镇州议员嘉丽雅）、梳邦
再也市议员（诚信党班丹英达区州议员依兹汉哈
欣）、巴生市议员（行动党班达马兰区州议员梁
德志）、士拉央市议员（公正党万挠区州议员蔡
伟杰和行动党杜顺大区州议员艾德里）、加影市
议员（行动党莲花苑区州议员黎潍福和行动党彭
亨州吉打里区州议员杨赛芙拉）及乌雪县市议员
(公正党乌雪国会议员廖书慧）等。

有半数将换新人。
据《中国报》了解，2 T O 位县市议员任期是至6
月30日，除了目前斋戒月和接下来开斋节，及雪
州面对新任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将入阁及撤
换新大臣接手等，各界皆关注县市议员是否能如
期在7月1日正式上任。
目前2 T 9 位县市议员，分别是公正党共有1 0 3

另外，也有一些县市议员在各种因素下放弃续
任，或已任超过两届的资深县市议员退位让贤

等。
^民联时代，雪州县市议员人数分配额，都是
根据公正党、行动党和伊党所赢取的州议席数
量平均分配，随著希盟在今届大选取得雪州执政
权，县市议员将会由公正党、行动党、诚信党和
土团党等分配，也将重新调整县市议员的平均分
配额。
随著县市员的任期将于6月30日任满，相信在
2T9位中有半数的县市议员将会换上新面孔，由新
人取代。
据消息说，雪州希盟迄今仍未讨论县市议员分
配额的会议，也有消息传可能会在下星期召开相
关会议。

•雪州有368个传统马来甘榜村长，及77个华人新村、渔村和重新村村长职位，料将搭上換人潮的列车。

1
？Y R

艮卩

前
有
定
案

分县市议员接受询问时，大部分皆表明不知是
否会续任或在等待消息，不排除在开斋节前会
有定案。
他说，虽然之前已规定县市议员限任两届，但
有部分已连续任三四届，而且在任期没执行职务。
他们指出，行动党县市议员的任期是一届2年，但
公正党县市议员任期在过去也曾采用一年一届制，
因此也不能统一使用两届任期的限制。
“相信在已担任三四届县市议员中，可能只有一
部分会‘下车’，其余的还会继续保留，也不能一
次过换完所有旧人，将会采取旧人带领新人的方
式 ，，
丨肖息指出，由于希盟今次也橫扫51个州议席和20
个国席，相信不少国州议员都希望区内的县市议员
都是自己人上任，也让各党内部争夺县市议员职的
情况也更为激烈。

黃思漢：希盟未商分配制
，管雪州地方政府、公
+共交通和新村发展事
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说，
新任县市议员中，相信将
会出现许多新人。
他接受电访时说，雪州
希盟目前还没有针对县市
议员或村
进行讨
论，因此尚未决定分配制
的情况。
他说，随著希盟目前共
有行动党、公正党、土团
长一职

党和诚信党，在2 7 9 位县市
议员中的分配也将会出现
变动。
他指出，他们相信县市
议员中会出现很大的变
动，由于希盟尚未进行讨
论，因此尚未有任何名单
白勺P. 卜.
”于我们还没有开
会，对于县市议员是否能
赶得及在7月1日上任，暂
时还没有答案和决定，但

•黄思汉
因目前是斋戒月和将迎接
开斋节，时间上是相当的
紧迫。”
对于县市议员和村长
的委任情况，他说，将会
在本星期五时再做出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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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8傳統甘榜村:
•州368个传统甘榜村长
^职，预料将大洗牌，成为
希盟各党尤其是公正党、诚信
党和土团党争夺的目标。
雪州有368个传统马来甘榜村
长，以及77个华人新村、渔村
和重新村村长职位，预计于6
月尾任期届满，相信将会和县
市议员一样，搭上换人潮的列
车。
但据消息说，截至目前，雪
州希盟尚未讨论村长分配，目
前尚未确定是否将会根据过去
所使用的分配制分配各党所获
得的村长职的数量。

部分不再續任
在368位传统马来甘榜村长
中，其中280位是由伊党当时所
推荐的人选出任村长职。
随著大选后和任期预将届
满，这368位甘榜村长也将会大
洗牌，除了伊党留下的原有280
位村长职位，由公正党所分配
到的村长也将会出现撤换的动
作。

消息说，公正党、诚信党和
土团党目前对于368个村长职也
已虎视眈眈，将成各政党争夺
的目标，也将会影响到各政党
最终将会分配到的数量。
“由于分配额的变动，诚信
党和土团党也来分一杯羹，因
此分配会有更动，也随著公正
党一些新任国州议员的上任，
也将会让公正党分配到的村长
出现人选上的变动，初步相信
有超过一•半以上的都将会换
人。”
在77个新村、新村和重组村
中，其中48个是来自行动党，
公正党26位和3位来自吉胆岛、
仁嘉隆和班达马兰新村的直选
村长。
据消息说，公正党除了有意
争取更多传统马来甘榜村长
职，希望能争取到更多新村、
渔村和重组村的村长职位，也
将与行动党争夺村长职。
在行动党方面，在48个村长
中，只有少部分村长在各种原
因下，不再续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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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撓一週多次水災

•万挠一带连续7日内多次发生水灾。

W

蔡偉傑：挖深河床河堤堆沙包

蔡

伟杰指出，公共工程局建议将该路段
提高，可是这却得耗时，因得经过招
标和申请拨款的繁杂程序。
他说，目前的短期计划是将该河的河床
挖深，并在河堤两旁堆上沙包，减缓水冲
上岸的速度，唯，这方法却有弊端，一旦
水涌进马路，也会因沙包的阻拦效应而导
致水很难流回河内。
他指出，公共工程局也将在该路的水灾
区设立指示牌，让车辆在发生水灾时，使
用另一条替代路，避免交通阻塞。
另外，万挠后街的排水系统也无法负荷
过大的雨量，蔡伟杰说，水利灌溉局建议
把刚安装的水泵力度提升一倍，加快排水
速度。
他坦言，水利灌慨局、士拉央市议会和
所有相关的单位一直以来都在积极应对水
灾的问题，可是很多工程却得花时间来面
对间中出现的问题。

梁自堅=應對頻密突發水災
(万挠24日讯）万挠
一周内多处发生多次水

攝纖矚

灾，其中最为严重的是
B27路，一周内遭遇3次
水灾，根登60年来不曾
发生水灾的住宅区也无
法幸免。
候任士拉央国会议员梁自
坚指出，提升道路和河流系
统拨款程序系统有必要修
改，因目前是在发生水灾后
才采取措施应对，却不是未
雨绸缪。
他今日连同候任万挠州议
员蔡伟杰及雪州水利灌溉
局、公共工程组及相关单位

召开会议后说，他将和财政
部建议，修改这方面的拨款
申请程序。
梁自坚说，连曰来的水灾
不仅发生在万挠，连60年来
都不曾发生水灾的根登甘榜
双溪实莱(Kampung Sungai
Serai)也在两年前开始发生
年一次水灾。
他指出，该区发生水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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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是发展过度，很多
树木都被砍伐，加上排水系
统负荷不了，才会导致水灾
发生。
他说，水利灌慨局一直以
来都欠缺拨款来提升和维修
排水系统，往往都是等到水
灾发生后才申请拨款来进行
提升和维修工作，可是程序

却很复杂且慢，仅仅一个招
标程序却需要1个月多的时
间。

來不及排走雨水
为此，梁自坚认为，现有
的系统必须更改，以便能够
有效的解决问题，防止水灾
再现情况。

蔡伟杰也指出，这周内发
生多次水灾的B27道路，地点
就在双溪巴高和永旺购物商
场前的500公尺左右路段，
要原因是该路段的地势很
低。
他说，靠近该路段的贡河
( Sungai Gong)因来不及排
走雨水，雨水涌上，才会发
生水灾。

I
r

I

•梁自坚（左起）和蔡伟杰，向记者汇报最新的水灾应对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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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新大臣人選
么幺
i開齋節後公佈
(莎阿南24日讯）•
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
阿里说，雪州新大臣或
会在开斋节后才出炉。
他说，雪州希望联盟
将在下周讨论新大臣人
选，然後将人选名单提
呈给雪州苏丹。

否認有3人選
“我们会在商讨雪州
大臣人选和有定案后，
才会在开斋节后提呈给
雪州苏丹，随後新大臣
将会尽快宣誓就职。”
阿兹敏今晚出席雪州

苏丹与玛拉工艺大学开
斋晚宴后，对媒体如是
指出o
他°否认外界流传霄
州大臣有3个人选的揺
还说，至於会否将
雪州大臣人选保留给公
正党州议员，雪州希盟
则需要开会进一步商
讨。
阿兹敏因已获雪苏丹
御准上京任经济事务部
长，他务必提呈接替的
新大臣人选，在这期间
他兼任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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賺
’
Johar，

•拉马克里斯南（左起）、莫哈末库占、廖彩彤、陈泓宾、奥斯曼、阿米诺胡达、潘伟斯及马茲兰，在记
者会公布多项政策。

廢可負擔房屋政黨固打制

大S：將鼸蓽嘗審核
(振林山23日讯）柔佛州务大臣拿督奥斯曼宣布，废

至

此外:柔州房屋及乡区发展
委员会主席袓基菲里说，前朝
州政府提供可负担房屋给政党

分配给政党支持者。

0
14年

興建10萬單位
他也说，前朝国阵州政府欲
在2020年，达致兴建6万个可负
担房屋单位的目标，希盟州政
府需深入了解目前的进展，不
过在希盟政府的竞选宣言，是
要在柔州兴建10万个可负担房
屋单位o

•祖基菲里••2

他说，这项议决是在柔州行
政会议上通过，未来州政府可
能也会成立委员会，审核可负
担房屋申请，而该委员会的成
员来自人民代议士。
奥斯曼今日主持柔州行政议
会首次会议后，如此宣布。

可负担房屋单位，是
今，柔州已超过*个

除可负担房屋政党支持者固打制。

支持者，固打制是发展当中
20%,从2014年开始至今，已超
过3000个可负担房屋单位，是
分配给这些政党支持者。
他说，虽然前朝政府声称要
建6万个可负担房屋单位，但目
前一些兴建工程还在进行，一
些尚在计划中，完工的可负担
房屋其实不超过1万6000个单

位。

免費水方案一兩週出爐
自斯曼说，提供低收入群10
X立方公尺免费水的方案，
将在这一到两周内出炉。
他指出，这包括受惠人士是
否要以援助金方式作为标准，
或是人民先付后扣除，或直接
扣除o
席者包括柔州宗教事务及
教育委员会4席阿米诺胡达、
柔州地方政府、科学及工艺委

员会主席陈泓宾、柔州消费、
人力资源及团结委员会主席拉
马克里斯南、柔州公共工程、
基本设施及交通委员会主席马
兹兰、柔州国际贸易、投资及
公用事业委员会主席潘伟斯、
柔州妇女发展及旅游委员会主
席廖彩彤、柔州青年、体育及
文化委员会主席莫哈末库占。

1/ ft
J:;

•陈泓宾（左起）、奧斯曼、潘伟斯在柔州大臣办公室开完州
行政会议后，一起步出大臣办公室门口。

撥款州議員
自斯曼指出，即使政治背景
X不同，柔州行政议会也通
过，每年一次性拨款最多5万令
吉给每位州议员，包括反对党
议员，以让议员提供人民更优
质的服务。
他说，该拨款是让州议员聘
用助理及设立办公室服务选
民，换句话说，朝野州议员每
月约4000令吉的开销，超过该
数额则须州议员自行承担。
“州议员可向县署申请拨
許 ”
3iA.o

大臣说，州政府也承诺，会
视华社、印裔社群和其他社群
需求，包括教育及社区发展
等，给予拨款。
此外，奥斯曼说，趁著斋戒
月，州政府同意拨出99万3600
令吉给柔州清真寺和祈祷室，
清真寺将获500令吉，祈祷室将
获300令吉拨款。
他说，州政府财政处于良好
状态，趁著斋戒月发放拨款给
各大小的清真寺和祈祷室，充
作各项活动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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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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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投訴水壓低揭發

工地偷水1100天
(吉隆坡24日讯）国家水
务委员会（SPAN }接获雪
州水务管理公司的投报，称
旺沙马朱居民投诉水压低问
题，检查后发现有工地涉及

取免费水供给工地里的临时
住所的厕所使用。

供临时住所使用
当局在取缔行动时，发现

偷水，因此联手取缔有关工

该水管是在经过水表之前，

地，以及拆除工地外非法接

以接驳T字形水管偷水，而

驳旳水管。根据调查，这工
地是在201 5年4月开始偷水
行为，至今B有约1100天，
造成的亏损为18万4558立方
米的水，或是约29万5000令
吉的水费。

当局也检查了厕所及浴室
里的水，证实是含有的氯

(Chlorine )，也就是来自
雪州水供公司的水供,。
有鉴于此，他指出，当局
是在援弓I2006年水供服务

国家本务委员会企业公关
主任莫哈末法兹尔透露，当
局是在取得允许（waran )

工业法令（655法令）_ 123
(1 )条文下展开行动，即

下，于今日前往位于旺沙马
朱第一区1/27A及斯迪亚旺
沙路之间的一个工地取缔。

司合法户口下，擅自接驳水

据知，这个工地是进行高
架天桥的兴建工程，被发现
利用直径32毫米的水管非法
接驳水供公司的水管，以偷

任何人都不可在不获水供公
源；而涉及者除了必须缴清
所有税费，也可能面对被控
告及刑罚，即一旦罪成将面
对不超过10万令吉罚款，
或监禁不超过一年或两者兼
施°

•国家水务委员会及雪州水务管理公司拆除非法接驳的
T型水管。蹲者左二起为法兹尔及劳勿阿末。
法兹尔也说，当局从从今
年1月至今共调査了36宗偷
水活动，_希望有关问题能获
得减少。与此同时，当局在
接获任何相关投诉下，也将
会开案调查。
另一方面，雪州水务管理
公司企业公关主任劳勿阿末
说，该公司是在接获附近居
民投诉水压低问题，惟经过
检查并没有水管破裂，进而

发现此偷水事件。
他说，非法接驳水管处更
是出现漏水问题，然而该公
司在没有接到通报下，无法
确定漏水问题发生了多久，
而这也造成了水源浪费的情
况0
“我们供公司将会尽快采
取行动，在拆除非法水管的
同时，也将原有的水管锁紧
以避免漏水发生。"（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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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盟下週商人選再呈蘇丹

雪新大臣或開齋節後受委
(沙亚南24日讯）雪兰莪州务大臣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说，新任雪州大臣或
在开斋节后才委任。
“雪州希盟政府将会在下周商讨大臣
人选，当我们谈妥后，才会提呈给苏丹
沙拉夫丁寻求御准。可能会在开斋节后
提呈人选。一旦获得殿下御准，便会尽
速举行宣誓就任仪式。”
马新社的报导指出，阿兹敏周四在玛
拉工艺大学与殿下开斋后，发表上述谈
话°
询及大臣人选是否依然保留给人民公

正党的问题时，阿兹敏说，一切容后再
谈。
此外，提到冷岳2滤水站工程

(LRA2 )的进展时，也是经济事务部长
的阿兹敏说，他会准备工作报告并提呈
内阁。
他披露，此举旨在让内阁重新检讨这
个在前朝政府执政时运作停滞的计划。
“LRA2 已竣工多时，我周四早上已出
席相关汇报会，并决定提呈工作报告让
内阁重新考虑。我有信心希盟联邦政府
会让LRA2尽速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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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園排水溝堤牆坍塌
邦再也市议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遏止土崩问题继续恶化。

•黄思汉 左
(起 、
)叶国荣及彭康贤在接获投报后到场视察，并指示梳

居民憂危害駕駛者安全
(蒲种24曰讯）蒲种工业园居民
申诉，毗邻该花园TPP1/34路的排
水沟堤墙日前突然坍塌，形成一个
长约25公尺长及1.8公尺深的坑洞，
让居民吓破胆，担忧胡•塌的地方一
旦再遭受大雨冲刷，会导致排水沟
上方的道路(Jalan Bandar 8) —并
崩陷，危害驾驶者的安全。
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及新村发展事务的行
政议员黄思汉接获居民投诉后，立即指示梳邦再
也市议会官员到现场勘查，并采取紧急措施避免
情况恶化。
“这是附近一带最主要的排水沟，邻居地区的
水流都会流入这里，因此这里的排水量湍急，加
上堤墙上的大路平日也承载许多车流量，包括进
出工业区的大型罗里，因此必须要采取行动阻止
坍塌事故恶化。”

市会紧急措施防恶化
根据市议会勘查结果，相信是堤墙的排水孔
毁损，导致道路上的水流无法顺利引入排水沟
内，过多的积水聚在堤墙内形成"静水压力

(Hydrostatic Pressure )"才会让堤墙轰然倒
塌。梳邦再也市议员叶国荣周四对记者指出，市
议会工程组已经拟定了紧急方案，从5月22日至28
曰在:W塌地点放置沙包、将路面上的水引流到其
他地方、在塌陷处覆盖篷布等措施。
“这些都是暂时性的工作，真正的工程修复会
在7月3日前完成，预计整个工程耗资6万令吉。“
此外，黄思汉也提醒，尽管按照目前的情况看
来，坍塌不会持续恶化，但若民众在这段期间发
现情况不妥可立即向市议会投报，而驾驶者在途

•排水孔阻塞造成的静水压力
•民见状大感心惊。

导致堤墙无预警的轰然坍塌

经此处时也应提高警惕。
出席记者会的包括梳邦再也市议会第十区居委
会副主席彭康贤、居民徐秀娥及胡志平�（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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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挂上横幅，希望当局釆取行
动捉拿“幽灵罗里”。（照片取自
Taman Sri Gombak脸书专瓦）

•跟随在后方车子的挡风镜，会被幽
灵罗里掉出的杂物弄脏。（照片取自
Taman Sri Gombak脸书专瓦）

幽靈羅里”引民生問題
斯里鵝唼居民臉書舉報
(鹅唛2 4日讯）斯里鹅唛第9期

间到距离住宅区仅50公尺的一块大约4英

(Fasa 9 )居民透过脸书专页"Taman
Sri Gombak"举报，称近年来该区频频

亩的土地倾倒垃圾，并进行非法焚烧，

有‘‘幽灵罗里”出没，这些罗里除了车

响健康。

斗不断掉出杂物，威胁后方驾驶人士，

根据《当今雪州》的报道指出，鹅唛
斯迪亚区州议员希尔曼已经组成一支包
括县土地局、警方、陆路交通局、公共

更涉及非法倾倒垃圾，引发非法焚烧问
题，令当地居民除了感到健康受影响
外，也觉得安全受威胁。
这些居民也在该区挂上横幅，希望当
局能马上采取行动，还该区一个安宁的
生活。在脸书专页贴文，不少网友也留
言谴责“幽灵罗里"的出现，甚至图文
并茂，指驾驶者跟在这些罗里后方时，
罗里会掉出很多杂物，包括洋灰，使后
方车子挡风镜一片狼借。
馀此，有些网友也控诉，这些罗里也
涉及非法垃圾场活动，它们会在特定时

导致附近居民一直受"烟雾”所困，影

交通委员会及居民代表的特别小组，并
在24小时内展特别工作会议，以便能
全面解决"幽灵罗里”的问题。
“士拉央市议会也已在接获指示后，
立即控制及禁止罗里进入，特别是高峰
时段。不但如此，我们也在两天前开会
拟定一个行动计划展开执法，这也包括
根据国家土地法令以查封进行非法垃圾
场的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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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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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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后申请复杂缓慢

梁自_修改拨款程序
(万挠24日讯）最近频密下雨，万挠一周
内多处发生水灾，最严重的是B27路，
一周内居然发生3次水灾；就连根登60
年来不曾发生水灾的住宅区，也无法幸
免。

士拉央国会议员梁自坚说，目前改善
道路和河流系统的拨款程序有必要修改，
因并非未雨绸缪，而是发生水灾后才采取
措施应对，因此他将向财政部建议修改拨
款申请程序。
万挠一带连续7日内多次发生水灾

梁

自坚今日连同万挠州
议员蔡伟杰及雪州水

利灌溉局、公共丁.程组及相关
单位召开会议后这么说。

万挠近期频水灾
他说，水利灌溉局向来欠缺
拨款改善和维修排水系统，水

灾后才申请拨款进行维修工
作，但程序却很复杂且慢，仅
仅一个招标程序需要1个多月
时间。
他也说，除了万挠区发生水
灾，根登甘榜双溪实莱

(Kampung Sungai Serai)过去 60
年来不曾水灾，但两年前开始
年发生一次水灾。
他说，发展过度，很多树木
都被砍伐及排水系统负荷不
了，是该区发生水灾的主因。

B27路地势低频受灾
蔡伟杰说，这周内多次发
生水灾的B27道路，地点就在
双溪巴高和永旺购物商场前的

在该路的水灾区设立指示牌，

该路段的地势很低。

让车辆在发生水灾时，使用另

他说，靠近该路段的贡河
水，雨水涌上来导致水灾。

一条替代路，避免交通阻塞。
另外，万挠后街的排水系
统也无法负荷过大的雨量，蔡

他说，公共工程局建议填

伟杰说，水利灌溉局建议把刚

高有关路段，惟因得经过招标

安装的水泵力度提升一倍，加

和申请拨款的繁杂程序，非常

快排水速度。

耗时。因此，短期计划是挖深

他坦言，水利灌溉局、士

河床，并在河堤两旁堆上沙

拉央市议会和所有相关的单位

包，减缓水冲上岸的速度。

一直以来都在积极应对水灾的

无论如何，他表示这方法
蔡伟杰在水灾发生后马上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他也说，公共丁程局也将

500公尺左右路段，主要原因是

(Sungai Gong)因来不及排走雨

梁自坚（左起）和蔡伟杰向记者汇报最新的水灾应对方案

包阻拦会造成水很难流回河
内。

有弊端，一旦水涌进马路，沙

问题，可是很多工程却得花时
间来面对间中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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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沟长约25公尺的沟床严重崩塌

水沟崩塌长25公尺
新闻特区
蒲种工业园

恐影响要道今起维修

(蒲种2 4 日讯）坐落在蒲种工业园T P P 1 /
34路及蒲种市中心城市8路之间的主要排
水沟，疑因衔接排水沟阻塞无法排放积水
而于前天傍晚（22日）突然崩塌，涉及范
围约25公尺长！

该排水沟深1.8公尺 ，宽3公尺，梳
崩塌，影响城市
邦再也市议会为免排水沟崩
引发地陷，将于
8路主要大路结构，进而引
明日展开为期4天的抢救行动，防止情况
恶化，估计可于7月31日完成修复。

斤住在TPP1/34路和居
/S"民胡志平，今早向到
来查看的金銮州议员黄思汉投
诉时说，22日傍晚6时许，雨
势刚停，他到住家对面斜坡摘
波罗密时，突看到对面大水沟
随着发出“碰、碰”之后崩
塌，水流也很急速，吓得他赶
紧跑回家。
“我在这区住逾20年，该排
水沟存在多年，首次崩塌；由
于崩塌地点是靠近城市8路，
担心会波及另一边，即靠近我
家的沟床也会崩塌，这将会影
响TPP1/34路的出人，以及下雨
引发水灾。”
黄思汉说，蒲种宏愿花同、
Selia Walk 一带排水系统主要接

往这大排水沟，再排放至巴生
河，基于突发生土崩及靠近繁
忙城市8路，令人担心影响路
面结构。
“无论如何，市议会工程师

胡志平（右起）、徐秀娥

疑水管阻塞导致

将筑沙包巩固沟床

将采取补救措施，相信情况小

i

会恶化：若民众发现土地移动

梳邦再也市议员叶国荣说，

无法顺利排放大水沟而藏在墙面
处，形成压力造成沟床崩塌。”

等问题，可马上通知市议会关

市议会明天将在土崩地点筑上沙

注；并在施丁期间配合交通管

包巩固沟床防土地移动，并把现

制与指示。

有排水管接往他处排放积水，同

"L"形沟床，重新修建沟床，

时也会加强监督现有土崩状况。

目前在预订材料巾，估计7月1

出席者有梳邦再也市议会第
10区居委会副主席彭康贤及蒲
种工业同居民代表徐秀娥等。

“据调查，土崩引发原因是
城市8路排水管阻塞，靠成水源

他说，远解决方法是更换

日可展开工程，并在31日完
丁。整体费用为6万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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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绁水供面加逋落实各政策
V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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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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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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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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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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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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大臣人选闻米鲁丁R声离
吉隆坡24日讯为了确
^

保职权移交顺利过渡，雪州
大臣人选预计斋戒月后才公
布，各候选人有其优劣势，

堪称「个个有机会，人人没把握」，惟目前呼声
最高者，仍是现任行政议员阿米鲁丁！
随著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因非主流派系身份，可能性较

正式上京接任经济事务部长职

低；首次上阵的斯里斯帝亚州

位，雪州大臣职位花落谁家，

议员沙哈鲁丁，也是雪州大学

成为雪州人民关注焦点。但如

副教授，因其学识能力成为雪

今适逢斋戒月，雪州苏丹的紧

州大臣候选人，据知也获得雪

密行程已排好，因此预计要等

州苏丹赏识，被誉为最可能的

到斋戒月结束，才正式公布。

黑马。

纵观数热门人选，曾担任
阿兹敏阿里政治秘书的双溪坎

黄瑞林或任议长

迪斯州议员苏海米，无论是政
治背景或论政能力皆受肯定。

无可否认的是，阿米鲁

已担任双溪杜雅（前称答都急）州议员10年的阿米鲁丁（右2起），被视为「迷你版本」
的阿兹敏阿里，是接任大臣的呼声最高人选。图为2人与淡江州议员沙阿里宋吉（右起）
和鵝咬斯帝亚州议员希尔曼，于本届全囯大选结束后戾祝胜利。

-骆曼_

惟2010年因评论雪苏丹委任州

丁是如今最热门的人选，除了

尽管阿兹敏阿里接任大臣

政绩表现，体现在希盟于本届

除了雪州大臣，雪州议长

政府秘书一事，被控贬低苏丹

是阿兹敏阿里派系的大将，被

时，也未担任过行政议员，惟

全国大选，横扫51个州议席的

人选也未公布。据知同样是等

的煽动罪名，加上近年身体抱

视为「迷你版本」的阿兹敏阿

除了上述4人，其他州议员都属

支持率。如今由阿兹敏阿里暂

到下月州议会召开后才宣布，

恙，或成为担任大臣的绊脚石。

里，即将展开第二届行政议员

政坛新兵，因此兼具年轻形象

时兼任，也能确保新大臣有足

很大可能是由行动党4届政坛

曾在前任大臣丹斯里卡立

任期的他，也是这批潜在人选

与行政经验优势的阿米鲁丁，

够的时间接班，了解整体行政

老将，适耕庄州议员黄瑞林出

被撒换事件，被列为大臣人选

里，唯一具有行政议员资历的

是最可能的人选。

的依约州议员依得里斯阿末，

人选。

雪州政府过去10年的优异

工作，避免贸然宣布引起的争

任，副议长则交给公正党推荐

议与麻烦。

的人选。(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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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种排水沟防洪墙坍塌
蒲种24日讯|因排水
系统阻塞而倒流的积水，
导致蒲种市中心大型排水
沟的防洪墙坍塌，梳邦再
也市议会将耗资8万令吉修
复，也呼吁驾驶人士途经
附近路段时，加倍小心。
蒲种工业区花园居民
胡志平表示，周二傍晚6
时在住家肖1」的芒果树米果
时，忽然听到两声砰砰巨
响，发现对面的排水沟防
洪墙坍塌，大量沙石和积
水冲入排水沟，吓得他立
刻逃开。
「我担心我的位置

将塌的排水沟防洪墙长达25公尺，旁边就是当地

(排水沟另一面)也会土丹

居民出入的主要道路，因此市议会将在3天内完成

±1，因此立刻跑开，并向

短期加固的紧急措施。

市议会投诉。」

沟塞积水倒流
梳邦再也市议员叶国
荣则表示，经过市议会官

导引到其他排水沟，除了

水沟（3公尺宽，1.8公尺

用沙包阻止下雨时更多泥

深）属大型排水系统，来

土流失，也会加固已坍塌

自宏愿花园的排水量从此

的防洪墙壁，预计28曰完

排到矿湖和巴生河，而经

成 j

过市议会官员的审视，坍

0

员的检查，发现是城市6

他今早与雪州行政议

路底下的沟渠阻塞，导致

员黄思汉前往巡视时，如

原本流向排水沟的积水倒

此表7F，并指第一次讲塌

是车流量繁忙的城市6路，

流入防洪墙，泥土大量流

的防洪墙长达25公尺，市

因此当地居民与经过的

失，防洪墙才会坍塌。

议会将耗资6万令吉重新设

驾驶人士请小心，若发现

立防洪墙，预计7月31日

连曰雨势导致结构不稳，

前完成。

请立刻向市议会通报。」

「市议会将在3天内
完成短期修复措施。首先
是城市6路沟渠的水流，

黄思汉补充，此排

塌情况不会恶化。
「不过，排水沟旁就

(4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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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

斋戒市集置桶收废油
莎阿南市政厅将在莎阿南6个斋戒
月市集，放置油桶，以收集废食油。
莎阿南市长拿督阿末扎哈林说，该油
桶由雪州政府秘书处所准备，并将设
置在第6、11、17、25、U8和U13区。
「这是为了鼓励商家，勿将煮食
过的食油随意丢弃在草堆或沟渠里。
透过废食油再循环计划希望可以唤醒
大众对保护环境的仪式。」他周三晚
上在莎阿南17区的斋戒月市集主持开
幕仪式时“如是指出。
废食油再循环计划是从2009年开
始，今年也将秉持「废料变成财富」
的原则，让民众以1令吉出售1公斤的
废食油给市政厅，借此增加收入。
此外，配合该项计划，市政厅将
6•公升、200公升和1000公升的油桶送
至餐厅、食堂、食物工厂和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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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曼沙比安#前排左8)率领柔佛州行政议员团队,
杨金森柔佛州公务员会
ft,传达希望联盟政府的理念。
“

新山24日讯柔佛州务大臣拿督奥斯曼沙比安透露，
州政府会履行柔州希望联盟竞选宣言中，新建10万间可负
担房屋的承诺，但会重新检讨与希盟政府理念不一致的政
策，前朝政府所推动但尚未执行的计划都将搁置。
「对于新政府而言，落实希
望联盟的『百日十大新政』执政

宣言，是目前的首要工作，以确

示。同时，他希望「柔佛希望」
(Harapan Johor )的口号能为柔

公务员带来全新的思维。

保能够在百日内兑现竞选承诺。」

他指出，身为政府公务人

他说，在现今时代，公务员

奥斯曼沙比安今日上午率领

员，有责任确保政府的政策能够

升迁将根据其绩效、表现、是否

落实。

合适、能力等为考量，而非依据

希望联盟柔佛州行政议员团队，

资历作为标准。

与来自全柔各公共服务单位的官
员会面’媒体在仪式结束后’询

依据表现升迁

担房屋，是否会将前朝政府所兴建
的计算在内时，作出上述回应。
他承诺，新柔州政府会新建
10万间可负担房屋。
较早前，他与柔州公仆会面
时，呼吁一同落实希望联盟竞选

他鼓励，公务员善用科技办
公，向私人领域看齐，在各单位

及希望联盟所承诺的1 o万间可负
他也提醒，各地方政府应
该妥善管理好政府的产业，如民

间扩大使用电邮往来处理公务，
以提升服务效率。

众会堂、礼堂等，因为有人认为

「未来也将举办更多活动来

有关产业属于政党而非政府，县

提升公务员的能力，如英语、华

长、市议会主席及市长们应该纠

语的沟通技巧、谈判技巧、创意

正有关想法。

以及科技的运用等。」他也重提

宣言下的承诺，同时指示柔政府

「雪州政府以及槟州政府早

希望联盟的竞选宣言，州务大臣

单位勿再使用「一个马来西亚」

前虽是在野党，却成功管理州政

的任期限制为两届时，以开玩笑

的标志。

府。如今中央政权更替，柔佛州

的方式让大家别担心。

他指出，中央政府已下令

并非在野党州属，我们应该确保

柔佛州秘书拿督阿兹米罗哈

禁止使用「一马」标志，州政

与中央保持一致的步伐，以便柔

尼、柔佛州财政司阿都拉欣等人

府方面同样也需要遵守这项指

佛州能够蓬勃发展。」

也出席上述会面�（2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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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內閣掀新頁
布城23日讯|首相敦马哈迪今
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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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首相后，
首日在首相署上班，并主持第一次
的内阁会议。在这之前马哈迪皆是
在布城首要领导基金会工作。
希望联盟在5月9日的第14届全
国大选中推翻国阵政权，组中央政
府后，今天首次召开的内阁会议是
于上午9时25分在首相署举行。
所有内阁成员皆西装笔挺出
席，包括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兹
莎、交通部长陆兆福、财政部长林
冠英、内政部长丹斯里慕尤丁及教
育部长马智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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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副秘书长拿督斯里莫哈末袓基前
来迎接。
随后，马哈迪到第5楼的首相
办公室，受到政府首席秘书丹斯里
阿里韩沙迎接。在会议开始前，马
哈迪与所有内阁成员拍大合照。
希盟新内阁成员包括副首相
兼妇女及福利部长旺阿兹莎、财政
部长林冠英、内政部长慕尤丁、国
防部长莫哈末沙布、教育部长马智
礼、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阿里、房
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祖莱达、乡区发

，1

密斟，不知谈什

jL M贝才政部长林冠
英（左）在会
议前，与政府首

a

賴书阿里韩沙

•

(右）
2起为誠部长慕

•

力丁和副首相旺
阿玆莎。

展部长丽娜、交通部长陆兆福、通部长古拉、农业及农基工业部长沙
讯及多媒体部长哥宾星、人力资源拉胡丁及卫生部长袓基菲里阿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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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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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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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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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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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柏朗桑冀水務整合
理出三臝方案
(吉隆坡24日讯)雪州柏朗桑(KPS.5843,
主板贸服组）期望，紧随政局转变，联邦与州
政府是同一阵线，水务整合程序能顺利执行，
并理出•个对公司、雪州与消费者有利的水务
方案0
集团主席拿督拉惹依德利斯说，水务整合
的最后截止日期是7月4日，该公司不便作出任
何索求，希望勿展延而令人民疑虑。
他今日在股东特大后希望7月4日是最后的
截止日，希望政府有更强政治意愿后，能够理
出一个对公司、雪州与消费者有利的方案。
他也认为，水的素质、服务素质，水的输
送素质需要改善，这是普遍的期许。
在雪河（SPLASH )持股30%的柏朗桑，获
献购价2亿5000万令吉收购持股，他目前不知
晓是否有新的献议

到柏朗桑未来

A

M策略，拉惹依

杀

德利斯指出，公司将强化
营收和令营收多元化，而
覆盖面扩至全球。
首席执行员阿末法力
哈山强调，海外业务大约
可贡献营收三分之一，基
于赚益双位数，料可为财
政年作卓越贡献和为股东
创造更多回酬。
他说，2018财政年重

將
強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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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而国内的销售来自跨
国公司在大马的子公司。：
拉惹依德利斯说，
CPI公司的收购于今年第
一季完成，并会即时对
2018财政年业务作出贡
献。_.在业务作全面贡献

后，将可看到宏效《
该集团今年4月初与
中国鸿达印刷集团联营，
產
进军纸盒纸箱生产领域，
并让旗下的Century Bond
Bhd ( CBB )扩展价值链至更
点，是为已收购公司展开创造
专精领域。
价值计划
他强调，今年起将展开强
柏朗桑以2亿5000万令吉
化价值计划，集团也注人更年
全购槟城电子制造服务商CPI

資

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专精于汽
车、保健、通讯、工业与消
费产品制造，50%营收来自出

轻化管理层加强价值，今年重
点是加强已收购公司的全面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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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的墙身。

市會接投sS上修
(蒲种2 4曰
讯）蒲种市中心
商业区8路（Jalan
Bandar 8)两天前
发生水沟排水口崩
塌事故，梳邦再也
市议会接获民众的
投报后马上展开维
修工作，避免情况
恶化。

，猶識

土地崩塌的排水沟。

料7月31前完工

m

.

. . . . .

梳邦再也市议员
叶国荣表示，经过市
议会工程部的检查，
该水沟大部分的结构
目前还稳固，坍塌事
件是因为水压太大而
•黄思汉（左一起）、叶国荣、彭康贤及居民徐秀娥巡视
造成。

叶国荣：

.

JH

•部分崩塌的排水沟泥土影响排水流向，梳邦再也市议会将尽快的巩固水

©©©a蒲種市中心商業區8路

水溝排水•崩塌

包防止雨水侵蚀现有的土
地。”

他说，工程部
黄思汉：
将会马上进行维修工
程，估计将在7月31日 沟渠或土地崩塌要投报
前会完成工作，工程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
需6万令吉来进行维 公共交通及新村发展事务的
修令
行政议员黄思汉表示，该水
“沟渠倒塌后， 沟是宏愿花园，实达走廊
泥土堆积在排水口， (Setia Walk )的主要排水
影响排水。市议会将 管道，下雨时的排水量高也
在5月25至28日之间改 急，因此市议会在接获投诉
善排水路线、巩固已 后便马上采取紧急措施，避
坍塌的墙壁及放置沙 免沟渠坊塌事故再次发生。

黄思汉表示，该路段
交通十分繁忙，许多白蒲大
道、蒲种珍珠花园及蒲种商
业区的商民都会使用，而且
经常有大型交通工具经过。
他说，市议会在收到指
示后马上开始维修行动。他
也呼吁任何民众在经过该路
段时要小心，若发现有任何
沟渠或土地崩塌的情况要马
上通知市议会。
出席者包括梳邦再也市
议会居民委员会第10区副主
席彭康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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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改革成立諮問會
減少進口依賴
(沙亚南24日讯）雪州政府对
于农业与农机部，成立全国农业洛
商协会表示欢迎，并表示将通过农
业现代化与工业化，以尽可能提供
充足的粮食供应，为我国的食品保

障奠定基础a .
对此，现代化农业与农基工业部长
依占哈欣表示，州行政议会的基本设施
和一般的公共设施，包括现代化农业以
及养殖业的成立，也会扩展布城农业的
版图。

另-方面，雪州政府披露，农业与
农机部委员会成立全国农业谘商协会的
措施，就是为了减少我国对进口食品的
依赖，并认为雪州政府成立此协会真不
失为_ •个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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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撓廣福義山董事會新屆陣容
主席：祝鸿源
总务：林春福

副：郑江水、余德强

jiJj庄亚森、王岐筌

财政：王仲星|锺松明
查账：郑万友、邓人坤
监理：林金源、庄亚吉
林英河、胡兆全、何炳强、
刘春成、张磷、李英维、王两全、
马瑞福、祝流芳、陈銨华、廖志华

•新届董事会会议后

委任董事：黄宏华
林顺明

全体出席董事合照

萬撓廣福義山董事會

2店重建計劃下月招標
(万挠24日讯）万挠广福义山董
事会日前召开（ 2015-2018 )年度第
七次董事会会议，讨论会务进展及
财务报告。董事会也议决几项重要
会务，会议中也通过接纳财政书面
报告及会务报告。

董事会主席祝鸿源宣布会议中议决，
包括市区的两间店铺重建计划积极进行
中。如今有关重建图测已获士拉央市议会
批准，将在下月中进行招标承建工程、
与此同时，万挠广福义山董事会也
已召开2018年会员大会及改选（20182021 )新届董事会。董事会是在万挠广东

王伟、谢友莉
刘吉页袁

义山工彳1小组主任：祝鸿源
组员：林春福、王岐筌、郑江水，
王两全、林金源、庄亚吉
庄亚森、余德强
教育奖励金小组主任：林英河
组员：王岐筌、何炳强、郑万友，
余德强、邓人坤、马瑞福

会馆四楼礼堂举行，出席会员踊跃。
义山董事会选举是采用提名（两天
前）然后选举。然而，在提名时间内，现
任董事大多都已提名而被接纳。于是，大
会决定根据已提名的董事会成员举行复
选，及由新届董事会主席在众人之建议
中，成立(2018-2021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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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沙白沙罗将崛起成为灵市最新的城镇

桂^11議圖

•: •

一-

5!S

•浐-m、白沙罗已被纳念盔么猛

•三大种

各族共謅5“民欧
—

桂沙白沙羅（Kwasa Damansara )
城鎭發展計劃大藍圖

西华拉沙（左
二起）在八打灵
再也市议员邓惠
国及苏拉锡的陪
同下，向《大都
会》社区报高级
记者苏斯敏（左
-)讲述桂沙白
沙罗“特别规划
区”综合发展计

(八打灵再

(八打靈再也市政廳與沙亞南市政廳）

也24日讯）结合
住宅、商业、社
区公共设施、
各源流学校及
非穆斯林宗教

划的概念性计划
和大蓝图。

保留地与墓地
白沙罗（Kwasa
Damansara )
合发展计划，将
“平地一声雷”
冒现！
值得•提的

梳邦宾吉兰镇

打白沙罗州选区内，占地

是，发展商也必须根据特

1820.31英亩，部分是在

特别规划和保留6英亩地

内，其余部分则是在沙亚

纳入为八打灵再也

段，作为非穆斯林宗教保

市政厅的“特别规

留地，以及保留18英亩地

南市政听管辖区《
西华拉沙说，新的

段，作为非穆斯林墓地*

发展区都是落在梳邦国会

Special Area Plan ) '

若加上国中、国小与穆斯
林宗教膜拜场所与墓地，

选区的版图的金三角地带
内，包括哥打白沙罗、巴

而且除了宗教学

将能营造各种族融和相

校、国小与国中保

处、气氛和谐的友善环
境“*

也加拉斯及武吉兰樟州选
区《
他指出，该地段

也史无前例保留了

公正党双溪毛糯国

的前身是大马橡胶局

华小地段（占地6英

会议员西华拉沙与八打

(Lembaga Getah Malaysia

灵再也市议员邓惠国接受

或简称LGM )的地段，目

《大都会》社区报记者专

前只有少部分是属于该局

亩）、淡米尔学校
地段（6英亩）。

阿拉白沙罗

V胞感到惊喜的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管辖区

留地之外，发展商

U3沙亚南

访时说，桂沙白沙罗在哥

别规划区的大蓝图内，

Kawasan Khas或

梳邦
苏丹阿都阿兹沙
飞机场

A华裔与印裔同

是，该计划不仅被

划区”（Rancangan

从梳邦方向前往

營造各族和諧相處環境

地段，其余大部分已经转
售给马资源有限公司及其
他数间公司，但主要的发
展商是马资源s
他说，桂沙白沙罗
的名称仍未在宪报上颁
发，基于地段面积很大，
市政厅在1976年城乡规划
法令下，将该区打造为
“特别规划区”。
他说，市政厅已在
常月会议上批准将桂沙
白沙罗纳人“特别规划
区”，并呈交予以雪州
大臣为首的雪州策划理
事会(STATE PLANNING
COMMITTEE )，目前仍
待该理事会批准

•更多新聞見第4版

等元素的桂沙

25 May 2018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Page: 2 • Printed Size: 42.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2,339.93
PR value: MYR 7,019.79 • Item ID: MY0032685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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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小姐（斯里鵝唼花園居民）

非法燒垃圾氣味難聞
里鹅唛花园第八区的

斯个非法垃圾场在年初出

;

现焚烧问题，导致附近住区遭受烟霾所
困扰，苦不堪言*
虽然早前在投诉后，获得士拉央市
议会采取行动，焚烧及烟霾的情况也有
所改善，惟问题在全国大选期间却死灰
复燃，烟霾及臭味也再度来袭。
这些难闻气味对我们带来影响，包
括晚上无法安心人睡，甚至也导致喉咙
及气管不舒服等问题，因此希望市议会
能给予正视，尽早解决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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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小淡小獲保留地

鄭惠國：

46%地段須作公共用途
正党双溪毛糯国会议员西

A华拉沙指出，市政厅勒令
发展商必须交出大部分地段，充作
公共用途，包括15英亩地段作为兴
建医院、18英亩作为非穆斯林墓地
(其余18英亩作为穆斯林墓地）、
各源流学校保留地等。

Page 1 of 1

去年曾辦聽證會

他说，占地1820.31英亩的桂沙
白沙罗涵盖住宅区，它是坐落在原

打灵再也市议员邓惠国补

本面积3000英亩的大马橡胶局地段

/ 乂充说，灵市政厅是在-年

上《

建医院墓地学校保留地
他说，其中6英亩地段也将充作
非穆斯林宗教保留地，因此可让非
穆斯林宗教团体协商分配地段，好
比基督教2英亩、佛教2英亩或道教2
英亩地段。

前议决将桂沙白沙罗纳人“特别规划
“这些地段是属于私人发展商

区”，并于去年8月28日至9月28日举

的地段，并非政府地段，只是政府

办为期一个月的听证会，并由3名时

规定发展商必须交出46%的地段作
为公共用途，也必须有绿肺，其余
54%的地段，发展商可以充作出售
房屋和商店用途。”

任雪州行政议员，包括邓章钦、依斯

•西华拉沙（左）与邓惠国共同展示桂沙白沙罗（Kwasa
Damansara ) “特别规划区”综合发展计划的大蓝图，
并仔细讲述其中各种惠及三大种族的发展和建筑项目。

干达及黄洁冰轮流主持会议，当时有
大约1000名居民提出各种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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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佳豪（士拉央市議員）

已派員採取行動

“我曾接获多名居民相关的

投诉，而在向市议会反
映后，当局也已派员采取行动
根据市议会所给予的回复，他们目前
已将有关地段围起，而情况也已受到控制。
此外，市议会执法组也派出特别
行动小组，不定时地到现场进行突击检
査，避免有人继续到该处丢弃垃圾，而
根据特别行动小组的负责官员巴南声
称，该垃圾场地段已经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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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靄里雅技倒垃圾
沿路掉雜物威脅駕駛者
E想
斯里鵝唼第9期
(鹅唛24日讯）斯
里鹅唛第9期（Fasa 9 )
居民申诉，该区近年来频

•当局已经组成一支特别小组，并将会拟定计划全面解决
“幽灵罗里”的问题。（照片取自Taman Sri Gombak脸书
专页）

频有“幽灵罗里”（Lori
Hantu

)出没，这些罗里

除了车斗不断掉出杂物，

高峰時段禁羅里進入

威胁后方驾驶人士，更涉
及到当地非法倾倒垃圾，

士臼据《当今

引发非法焚烧问题。

很雪州》

当地居民除了感到健

的报道指出，鵝唛
斯迪亚区州议员希
尔曼已经组成_ -支
包括县土地局、警
方、陆路交通局、
公共交通委员会及
居民代表的特别
小组，并在24小时
内展开特别工作会
议，以便能全面解
决“幽灵罗里”的

康受影响外，也觉得安全
受威胁，希望当局能马上
采取行动，还该区一个安
宁的生活。
当地居民是透过
脸书专页“Taman Sri
Gombak"举报“幽灵罗

里”在该区出现，并且也
在该区挂上横幅，希望当
局采取行动。
•根据空拍照片显示，非法垃圾场仅距离住宅区约50公尺

(照片取自Taman Sri Gombak脸书专页）

非法焚燒影響居民健康
少网民也在该
场活动，它们会在特定时
不
‘专页的贴文中
间到距离住宅区仅50公尺
i

留言谴责“幽灵罗里”的
出现，甚至图文并茂，指

•斯里鹅唛第9期居民申诉在该区挂上横幅，希望当局采取行
动。（照片取自Taman Sri Gombak脸书专页）

驾驶者跟在这些罗里后方
时，罗里会掉出很多杂
物，包括洋灰，使后方车
子挡风镜一片狼藉。
也有网民留言指出，
这些罗里也涉及非法垃圾

的一块大约4英亩的土地
倾倒垃圾，并进行非法焚
烧，导致附近居民一直受
“烟雾”所困，影响健
康。
事实上，早前也有居
民曾向《大都会》社区报

投诉，指该区去年发现罗
里频频出人，并相信是载
送建筑废料到该处倾倒，
并在今年初发生垃圾燃
烧，也让居民这段期间一
直受到烟霾所困扰。
根据《当今雪州》向
警方获得的资料显示，该
区也曾发生“幽灵罗里”
失控与轿车相撞，导致该
轿车乘客死亡的交通意
外

*;-v

问题。
他说，士拉央
市议会也已在接获
指示后，立即控制
及禁止罗里进入，
特别是高峰时段。
“我们已在5
月22日展开特别会
议，并且已经拟定
-个行动计划展开
执法，这也包括根
据国家土地法令以
查封进行非法垃圾
场的土地。”
他也补充，由
于该问题已经严重

•幽灵罗里会掉出很多杂物，使后方车
主挡风镜一片狼藉。（照片取自Taman
Sri Gombak脸书专页)
影响居民生活，并
且已经发生意外，
所以在他当选该区
州议员时就已经致
电士拉央市议会主

席苏利曼，除了讨
论其他事项外，有
关“幽灵罗里”的
问题也是主要讨论
的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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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思漢：6月屆滿來不及籌備

村長 選機制
報道•莊舜婷
(八打灵再也24日讯）掌
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及
新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
汉指出，州政府考量到村长任
期在6月秒就届满’相信来不
及筹备村长直选工作，因此，

•雪州3个新村村长选举，是由时任行政议员欧阳捍华（右
-)所推动。（档案照）

縣市議員將大換血

会暂缓新村村长直选机制。

尚未间討議席分酉己

根据以往的新村村长遴选机
制，有3个新村村长是由村民投票

@思汉也透露，新届县市议员将

选出，包括班达马兰、吉胆岛及仁

大换血，让新人填补空缺，而

嘉隆。

希盟及行动党的政策向来都是会给予年

76村长料多数留任

轻人机会，栽培更多年轻人和女性，当
然也会保留老中少名额。

他表示，雪州共有76个村长职

他表示，虽然县市议员没有硬性保

位，料大部分村长将会留任，变动

留30%女性名额，但会朝这个目标努力，

不大。

目前尚未商讨各党县市议员议席分配，

不过，他接受《大都会》社区
报访问时，则强调在6月底届满的
县市议员，将获重新洗牌

雪288县市议员僧多粥少
据悉，县市议员•般被视为成
为国州议员的“踏脚石”，因此出
现僧多粥少情况，就算雪州共有12
个县市议会，总计288个县市议员
名额，还是会出现“争夺”情况。
本届大选中，共有8名雪州地
方政府的市议员披甲上阵并中选为
州议员，再加上伊党已与希盟断

交，部分伊党市议员目前已陆续辞
职，因此，各地方政府已遗留下多
个市议员空缺。
在本届中选为州议员的前市议

•雪州政府过去举办了3场村长举选
(档案照）
员包括，八打灵再也市议员林怡威
及嘉玛丽亚，分别中选为甘榜东姑
州议员及万达镇州议员；加影市议

论各方面的规模和激烈程度，班达马兰村长选举被指最具代表性

新屆縣市議員名額

25%保留給非政府組織

员黎潍福及雪芙拉（菝S)，分别
中选为莲花苑州议员及彭亨吉打里
州议员；士拉央市议员蔡伟杰及艾

的议席来作出分配。
于新届县市
$议员名额，
据了解，县市议员

打中。
此外，预料县市议
员名单将重新洗牌，包
括各州议员将“安插”
自己属意的人选领养选
区，部分原任县市议员

德里，分别中选为万挠州议员及杜

伊党所遗留下来的议席

除了由各政党领导层推

将被调换至其他地方政

顺大州议员；巴生市议员梁德志中

将重新分配，包括分割
给土团党及诚信党，惟

荐人选，仍有25%固打
是保留给非政府组织，

府，也有可能表现亮眼

选为班达马兰州议员，以及乌雪县
议员廖书慧中选为乌雪国会议员办

县市议员的议席分配将

惟仍有部分非政府组织

的部长或副部长挖角，

视希盟各党在大选中选

市议员是纳入政党的固

上京担任政治秘书。

的县市议员被联邦政府

•黄思汉：将与阿
兹敏商讨雪州县市
议员及村长任期届
满事宜，预料新届
县市议员将大换
血。

但通常会根据各政党在大选中所赢取的
议席作出分配
“惟可以肯定的是，在新届县市议
员名额中，将分配议席给土团党及诚信
党，而大部分伊党市议员没有等到任期
届满已自动辞职，也有部分已不再出席
会议。“

將與交部商公交改革
#思汉指出，如今希盟已夺得联邦政府执政权，因此州
^•政府将会与联邦政府协调公共交通事宜，而他也将在
近期与交通部长陆兆福商讨，如何全面性改善公共交通。
他认为，陆路公共交通委员会（SPAD )是对发展公共交通
的一大阻碍，因此他将与交通部长商讨改革及解决有关问题。
他透露，他有意落实更完整性的州属边界公共交通计划，
并举例雪州北部的新古毛与霹雳州的丹绒马林，以及双溪比力
与森州汝来，早期因为州级关系，局限了这两区人的来往，因
此必须在有关地区提供公共交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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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旺沙马朱第一区的高架天桥兴建工
程，涉及以非法接驳水管偷取免费水供，造
成水供公司蒙受约29万5000令吉的损失。

工地偸水捉到議
(吉隆坡24日讯）国家水务委员
会（SPAN )联同雪州水务管理公司
(air selangor )展开取缔行动，对付
旺沙马朱一个涉及偷水的工地，同
时也拆除工地外非法接驳的水管。
据了解，这个工地位于旺沙马朱第-区1/27A及斯迪亚旺沙路之间，为高架天

桥的兴建工程，被发现利用直径32毫米的
水管非法接驳水供公司的水管，以偷取免
费水供给工地里的临时住所的厕所使用。
水管是在经过水表之前，以接驳
T字形水管进行偷水，而当局也检查了
厕所及浴室里的水，证实是含有的氯
(Chlorine )，也就是来自雪州水供公司
的水供。

偷水1100天虧29.5萬
g家水务委

_员会企
业公关主任莫哈末
法兹尔指出，当局
是在接获雪州水务
管理公司的投报下

展开调查，并于今
日进入工地采取行
动。
他透露，该公
司是在2015年4月开
始偷水，至今已有
约1100天，造成的
亏损为18万4558立
方米的水，或是约
29万5000令吉的水

他说，当局
是在援引2006年
水供服务工业法
令(655法令)123
(1 )条文下展开
行动，即任何人都
不可在不获水供公
司合法户口下，擅
自接驳水源；而涉
及者除了必须缴清
所有税费，也可能
面对被控告及刑
罚，即一旦罪成将

吉罚款，或监禁不
超过•年或两者兼
施《

迄今共查
36偷水活动
此外，法兹
尔说，偷水活动
是造成无效益水
(NRW )发生的原
因之•，而国家水
务委员会承诺将会
协助取回遭偷水的
收益，并通过取缔
行动达致减少无效
益水的目标。
“我们从今年
1月至今共调查了36
宗偷水活动，希望
有关问题能获得减
少与此同时，我
们在接获任何相关
投诉下，也将会开
案调查。”

面对不超过10万令
州水务管理公司企业公关
居
主任劳勿阿末表示，该公
民 司是在接获附近居民投诉水压低问题
投 后，经过检查，发现有水管破裂而展
开调查，从而发现此偷水事件。
他说，非法接驳水管处更是出

水 现漏水问题，然而该公司在没有接到
通报下，无法确定漏水问题已存在多
壓

久，而这也造成了水源浪费的情况

低 无论如何，他承诺，水供公司将会尽
揭 快采取行动，在拆除非法水管的同
时，也将原有的水管锁紧以避免漏水
}俞 发生
劳勿阿末也希望通过媒体呼吁
水 公众给予协助，在发现任何不妥或掌
事 握偷水活动的情报下，第一时间向有
件 关当局提供情报。
“我们有不少案件都是在公众
0

的投诉下展开调查，因此感谢公众给
予的协助，并希望有更多人加人这个
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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