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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eran dalam PKR kea ini sudah cukup membuktikan mereka tidak
menerajui negara, kata
ah Strategik Komunikasi
asional (BN), Datuk Seri
Rahman Dahlan.
u berkata, perbezaan penrhubung pemilihan calon

menubuhkan kerajaan.
“Rakyat harus faham, pergeseran dalaman PKR amat dahsyat,
Presiden (Datin Seri Wan Azizah
Wan Ismail) dan timbalannya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mempunyai senarai calon berbeza
sehingga mengakibatkan mereka
bertelagah secara terbuka.
“Ini menunjukkan PKR tidak stabil, jika mereka menerajui negara
akan memberi kesan buruk kepada rakyat, bagaimana mereka
boleh mempunyai dua senarai ca-

[FOTO LANO LAN/BH]

Abdul Rahman merasmikan eUsahawan Bootcamp Edisi Sepanggar, di Likas, semalam.
guna Kingfisher, Likas, di sini, semalam.

Krisis tak akan berhenti
Abdul Rahman yang juga Menteri
di Jabatan Perdana Menteri (JPM)
berkata, pergolakan dalaman PKR
tidak akan terhenti kerana ramai
yang tidak berpuas hati dengan
dua kem berbeza dalam parti
itu.
“Perbalahan membabitkan Wan
Azizah dan Azmin ini mungkin
akan mengakibatkan jentera pi-

dapat berhubung pengagihan kerusi tetapi kita hanya ada satu
senarai nama calon diperakui,” katanya.
Terdahulu, Abdul Rahman berkata, eUsahawan yang diperkenalkan kerajaan bakal memberi peluang kepada rakyat Sabah khususnya generasi muda
mengembangkan potensi perniagaan mereka.
“Pada era digital ini, hampir semua perniagaan dilakukan menerusi internet dan peluang ini per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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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bungan pembangkang kian tempang

Krisis dalaman
makin parah

•
Oleh AFIQ MOHD. SHAH
pengarang@utusan.com.my

• KUALA LUMPUR 25 APRIL

KRISIS

dalaman gabungan
pembangkang PKR diketuai DAP terutama melibatkan pemilihan calon dilihat
semakin parah sekali gus bakal
membuatkan gabungan tersebut
kian tempang menghadapi Pilihan Raya Umum Ke-14 (PRU-14).
Setelah drama pergeseran
Presiden PKR, Datuk Seri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dengan Timbalan Presidennya,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tidak menemui titik noktah, timbul pula isu
'pergolakan' dalam PPBM yang
dibubarkan sementara sehingga
dikhabarkan beberapa
Pusat
Daerah Mengundi (PDM) ditutup
akibat tidak berpuas hati dengan
calon yang dipilih.
Mengulas perkara ini, bekas Naib Presiden PPBM, Datuk Hamidah Osman berkata,
kekalutan yang berlaku dalam
gabungan pembangkang PKR
itu dijangka terus berlarutan,
malah dikhabarkan semakin
banyak bilik gerakan parti-parti dalam gabungan berkenaan
akan d i t u t u p menjelang malam
ini.
Katanya, gabungan pembangkang PKR lebih banyak menghabiskan masa 'bercakaran' sesama sendiri dengan berebut
kerusi yang diidamkan berbanding menjalankan gerak kerja
memenangi hati pengundi.
"Sebagai contoh, kalau kita
lihat di Selangor, isu pemilihan
calon menjadi 'panas' melibatkan PKR dan PPBM, malah kata

HAMIDAH OSMAN

sepakat mengenai pemilihan kerusi pun kelam kabut.
"Saya melihat peluang Barisan Nasional (BN) dalam PRU14 lebih cerah kerana kita dapat
lihat strategi BN lebih teratur
dan tiada isu besar melibatkan
pemilihan calon berbanding gabungan pembangkang PKR," katanya ketika dihubungi Utusan
Malaysia di sini hari ini.
'Perang dalaman' gabungan
pembangkang
PKR
dilihat
semakin meruncing apabila
masalah pemilihan calon bagi
menghadapi PRU-14 masih belum dapat diselesaikan dengan
baik t e r u t a m a n y a melibatkan
pemilihan calon PKR di Selangor.
Masalah tersebut juga dikatakan tersebar dalam 'adik bongsu'
gabungan tersebut iaitu PPBM
yang dibubarkan
sementara
apabila dikatakan masih kecewa
dengan isu pembahagian kerusi
di negeri itu, malah masalah
tersebut juga dikhabarkan gagal
diselesaikan di beberapa negeri
lain termasuk Per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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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 Azizah bergelut selamatkan jawatan Presiden
KUALA LUMPUR 25 April - Kemelut

yang melanda PKR melibatkan pemilihan calon Pilihan Raya Umum
Ke-14 (PRU-14) ketika ini membuktikan Datin Seri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sedang sedaya-upaya
menyelamatkan jawatannya sebagai Presiden walaupun terpaksa
meletakkan parti dalam krisis.
Bekas pemimpin PKR, Datuk
Azwanddin Hamzah' berkata,
konflik yang berlaku antara Wan
Azizah dan Timbalan Presiden
PK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hanyalah disebabkan agenda'
peribadi yang mahu menguasai
PKR, bukannya penumpuan kepada memperjuangkan nasib rakyat.
Katanya, walaupun seperti meletakkan parti dalam krisis terbu-

ka, Wan Azizah terpaksa meminimumkan calon pilihan Mohamed
Azmin bagi mengekang pengaruh
Menteri Besar Selangor itu menjelang pemilihan PKR tidak lama
selepas PRU-14.
"Wan Azizah sedang menyelamatkan jawatan Presidennya
dengan 'mengawal' kuasa Mohamed Azmin yang diketahui sedang merangka strategi untuk
memperkukuhkan
kedudukannya dalam PKR di samping berusaha mengekalkan jawatan Menteri Besar.
"Saya juga merasakan krisis
yang berlaku melibatkan cubaan
menjatuhkan satu sama lain ini
akan terus hangat dengan akhirnya akan merugikan rakyat ter-

utamanya di Selangor," katanya
ketika dihubungi Utusan Malaysia di sini hari ini.
Hubungan antara Wan Azizah
dan Mohamed Azmin dikhabarkan
semakin keruh disebabkan tidak sehaluan mengenai pemilihan calon
PKR di Selangor apabila Presiden
PKR itu dikatakan menolak lapan
calon pilihan Mohamed Azmin.
Persoalan mengenai hubungan
kedua-dua pemimpin tertinggi PKR
itu dilihat semakin hangat apabila
Mohamed Azmin menerusi laman
Twitter miliknya telah memuat naik
status yang memetik kata-kata popular Mahatma Gandhi, "Nobody can
hurt me without my permission" yang
menimbulkan pelbagai persepsi termasuk dalam kalangan netizen.

Headline
MediaTitle
Date
Section
Page No
Language
Journalist
Frequency

Tidak layak jadi kerajaan
Utusan Malaysia
26 Apr 2018
Dlm Negeri
16
Malay
N/A
Daily

Color
Circulation
Readership
ArticleSize
AdValue
PR Value

Tidak layak
jadi kerajaan
KUALA LUMPUR 25

April - Perpecahan
serius dalam gabungan
pembangkang PKR
ketika ini m e n u n j u k k a n
betapa rakusnya mereka
mengejar k e d u d u k a n
dalam parti sehingga
mengheret rakyat ke
kancah politik 'kabilah'
menjelang Pilihan Raya
U m u m Ke-14 (PRU-14).
Ketua Penerangan Majlis
Belia Malaysia (MBM),
Mohammad Rizan Hassan
berkata, kewujudan kemkem dalam gabungan
tersebut selain masalah yang
menyaksikan DAP dominan
sebenarnya memberi
kesan buruk kepada rakyat
dan negara jika mereka
diberikan mandat untuk
mentadbir nanti.
"Rakyat perlu melihat
pertelagahan yang berlaku
dalam kem PKR antara
Presiden, Datin Seri Wan
Azizah Wan Ismail dan
i
timbalannya,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sebagai bukti parti tersebut
bertanding berdasarkan
politik peribadi dan
bukannya demi rakyat.
"Kerakusan pemimpin
gabungan pembangkang
PKR mengejar kuasa akan
merugikan semua pihak
dan faktor inilah yang
membuatkan mereka
tidak layak untuk menjadi
sebuah kerajaan nanti,"
katanya kepada Utusan
Malaysia di sini hari ini.
Katanya, krisis
dalaman yang melanda
gabungan pembangkang
PKR berpunca daripada
matlamat politik kebencian
sehingga struktur
penubuhan gabungan
tersebut terlalu rapuh dan
tidak mempunyai hala tuju
yangjelas.
"Perbezaan pandangan
antara pemimpin tertinggi
keempat-empat parti
dalam gabungan tersebut
turut mengeruhkan lagi
keadaan." katanya.

Black/white
171,663
563,000
110 c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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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as hati kemudahan pusat hemodialisis

Shah Alam: Kewujudan
Hospital Shah Alam Selangor
(HSAS) membuka lembaran
baru dalam kehidupan
masyarakat bukan saja
di bandar raya ini, malah
daerah sekitarnya.
Sebelum ini, penduduk
Shah Alam perlu memulakan
perjalanan lebih awal untuk
mendapatkan rawatan di
Hospital Tengku Ampuan
Rahimah (HTAR) di Klang
atau di Hospital Sungai Buloh
berikutan kedudukannya
yang jauh, selain mahu
mengelak kesesakan jalan
raya.
Kini, mereka tidak perlu
bimbang kerana jarak HSAS
AZHARI (kiri) melawat pesakit di Pusat Hemodialisis HSAS.
dengan penduduk sekitar
juga rendah kerana mereka
hemodialisis.
dalam daerah Shah Alam
tidak perlu ke hospital
kurang 20 kilometer (km),
“Ketika saya melawat serta
kerajaan yang terletak jauh,”
bermesra dengan pesakit
tidak kira sebagai pesakit
katanya.
luar, pesakit yang menerima
di Pusat Hemodialisis HSAS,
mereka berpuas hati dengan
Azhari berkata,
rawatan mingguan atau
kemudahan mesin dialisis
kelengkapan di Pusat
bulanan.
Hemodialisis HSAS boleh
dan sokongan.
Pengerusi Ahli Lembaga
ditambah berdasarkan
“Kemesraan kakitangan
Pelawat HSAS, Datuk Azhari
kepada permintaan dan
dan jururawat, selain
Shaari berkata, kemudahan
perkembangan terkini
yang lengkap dan moden
perkhidmatan yang sangat
baik turut menambat hati,”
pesakit yang mendapat
bukan saja menarik
rawatan di situ.
perhatian penduduk di Shah
katanya selepas mengadakan
“Dalam Manifesto Barisan
Alam, malah penduduk di
lawatan ke Pusat
Hemodialisis HSAS.
Nasional (BN) Selangor,
beberapa daerah sekitarnya.
setiap DUN di negeri ini akan
Katanya, masyarakat
Beliau berkata, majoriti
diwujudkan pusat dialisis
khususnya di bandar raya ini
pesakit di Pusat Hemodialisis
mendapatkan rawatan
bagi membantu meringankan
sudah menunggu sekian
hospital di luar Shah Alam
bebanan HSAS.
lama untuk sebuah hospital
dengan kemudahan
sebelum wujudnya
“Apabila wujudnya pusat
dialisis ini, ia boleh
HSAS.
sebegini beroperasi
menampung lebih ramai
“Kewujudan
berhampiran tempat
tinggal mereka.
HSAS merancakkan pesakit.
“Maknanya, jika
pertumbuhan
“Alhamdulillah,
berlaku perubahan dalam
ekonomi di sini
pada awal 2016,
HSAS beroperasi
seperti
pentadbiran kerajaan negeri
selepas Pilihan Raya Umum
bertambahnya
sepenuhnya dengan
Ke-14 (PRU-14), pusat dialisis
peluang pekerjaan
memberikan
pelbagai
di hospital dan
ini diwujudkan segera,”
katanya.
perkhidmatan
kawasan sekitar.
Sebagai Pengerusi Ahli
rawatan termasuk
“Kos
AZHARI
pengangkutan
Lembaga Pelawat hospital,
pusat

Azhari berkata, pelbagai
usaha dilaksanakan bagi
mendekatkan masyarakat
dengan HSAS.
“Kami membantu
memberi kefahaman kepada
masyarakat dari segi
kemudahan, kelengkapan
dan perkhidmatan HSAS.
“Kami juga meninjau
permasalahan di hospital dan
mendengar luahan pesakit
serta memanjangkan
sebarang isu ke jabatan atau
Kementerian Kesihatan.
“Baru-baru ini, saya
bertemu Menteri Kesihatan,
Datuk Seri Dr S
Subramaniam dan beliau
maklum perlunya beberapa
kemudahan ditambah baik
selaras permintaan kerana
sudah pasti kepadatan
pesakit di HSAS meningkat
pada masa depan,” katanya.
Sementara itu, pesakit
buah pinggang, Anuar
Muharram, 65, bersyukur
kerana selepas 20 tahun,
beliau tidak lagi perlu ke
HTAR, untuk mendapatkan
rawatan.
Katanya, sebelum ini beliau
menjalani rawatan tiga kali
seminggu selama empat jam
di HTAR dan kini sudah
berpindah ke HSAS.
“Saya sudah 25 tahun
menghidap penyakit buah
pinggang dan selama itu
jugalah berulang-alik ke
HTAR tetapi apabila HSAS
beroperasi bermula 2016,
saya dirujuk ke sini.
“Saya boleh menjimatkan
kos perjalanan dan masa
kerana saya tinggal di
Seksyen 17, tidak jauh dari
HSAS,”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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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mpu rawat 625,000 penduduk
Shah Alam: Bagi 625,000
penduduk Shah Alam dan
kawasan sekitarnya, kewujudan Hospital Shah Alam
Selangor (HSAS) dekat Seksyen 7 di sini sejak dua tahun lalu, sudah lama ditunggu.
Mereka menyifatkan ia
alternatif terbaik berikutan
HSAS dilengkapi pelbagai
kemudahan itu terletak di
pusat komersial dan
berhampiran kawasan
perumahan.
Berikutan itu, penduduk
di bandar raya ini tidak
perlu ke Hospital Tengku
Ampuan Rahimah (HTAR)
di Klang yang terletak 10
kilometer dari Shah Alam.
Pasangan yang baru
memulakan hidup
berkeluarga, Reduan Mohd
Azhari, 33, dan isteri, Nur
Izzati Abdul Latif, 27,

bersyukur lokasi HSAS tidak
jauh dari rumah mereka.
Nur Izzati melahirkan
bayi pertama mereka tahun
lalu dan mendapatkan
rawatan
di hospital berkenaan.
“Alhamdulillah,
keistimewaan HSAS bagi
saya dan isteri ialah
kemudahan yang selesa.
Malah, layanan dan
perkhidmatannya baik dan
memuaskan.
“Sudah pasti HSAS
menjadi pusat kesihatan
utama keluarga saya kerana
jaraknya hanya tiga
kilometer dari rumah kami.
“Saya juga ingin
mencadangkan orang ramai
mendapatkan rawatan di
HSAS kerana kemudahan
selesa selain layanan mesra
kakitangan,” katanya.
Sementara itu, Nurhazah

>>Jumlah purata bayi
dilahirkan sebulan di HSAS

Ibrahim, 30-an, berkata,
kewujudan HSAS dapat
menampung kepadatan
jumlah pesakit dari Shah
Alam dan Klang yang
mendapatkan rawatan
di HTAR sebelum ini.
Dia antara pesakit yang
kerap berulang-alik
ke HTAR bagi urusan temu
janji dengan doktor dan
mengambil ujian darah
sejak tiga tahun lalu susulan
penyakit dihidapinya.
“Baru-baru ini, saya
mendapat rawatan di
bahagian kecemasan pada
waktu malam di HSAS. Saya
dapati pesakit tidak begitu
ramai dan keadaan selesa.
Pesakit tidak perlu
menunggu lama untuk
mendapatkan rawatan.
“HSAS buat pengumuman
menyatakan jumlah pesakit
menunggu untuk dirawat

dan jumlah doktor bertugas
ketika itu.
“Pemberitahuan begini
bagus agar pesakit sedia
maklum dengan situasi
sebenar dan sabar menanti,”
katanya.
Ibu kepada tiga cahaya
mata, Noorazeimah Elias,
34, berkata, jarak dari
rumahnya ke HSAS hanya
lima kilometer
menyebabkan dia memilih
hospital itu untuk
melahirkan bayi ketiganya.
Dua anaknya sebelum ini
dilahirkan di Hospital
Putrajaya kerana mahukan
keselesaan, selain kediaman
ibunya yang berdekatan
hospital memudahkannya
bersalin di situ.
Kali ini, dia memilih
bersalin di HSAS kerana
dekat dengan rumah, selain
lebih selesa dan mud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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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kar ramal Selangor milik siapa
Pertembungan tiga penjuru
di negeri ini libatkan
sekurang-kurangnya
51 kerusi
NUR FARHANA ABDUL MANAN

S

eperti pilihan raya umum sebelum ini,
Selangor terus menjadi negeri
tumpuan apatah menjelang PRU14
kali ini yang disifatkan ‘ibu’ segala pilihan
raya.
Jika PRU sebelum ini kebanyakan kerusi
Parlimen dan Dun hanya mempertaruhkan
dua calon daripada parti politik utama
namun kali ini pertembungan tiga penjuru
membabitkan parti politik utama
berlaku di hampir majoriti
kawasan Dun dan
Parlimen.
Pada PRU13, hanya
10 daripada 22 kerusi
Parlimen ditandingi
lebih tiga calon. Ia terdiri
daripada calon BN, Pakatan Rakyat
(Pas, DAP atau PKR) dan juga calon Bebas.
Manakala bagi Dun pula 24 daripada 56
kerusi di Selangor ditandingi lebih tiga
penjuru namun majoriti calon ketiga
bertanding atas tiket Bebas.
Berbeza bagi PRU14, pertembungan tiga
penjuru kali ini membabitkan tiga parti
politik utama termasuk BN, Pakatan
Harapan yang akan bertanding atas tiket
PKR dan juga Gagasan Sejahtera (Pas, Ikatan
dan Berjasa).
Pas meletakkan calon untuk menentang
Harapan selepas mengumumkan
memutuskan tahaluf siyasi dengan PKR.
Apa yang menariknya pertembungan
tiga penjuru antara BN, PKR dan Gagasan

Sejahtera akan berlaku
Sukar ramal
sekurang-kurangnya di 51
Profesor Undangkerusi di Selangor dan jumlah
undang Universiti Islam
itu akan lebih sekiranya ada
Antarabangsa Malaysia yang
calon Bebas diletakkan di kerusi
juga pemerhati
dua penjuru.
politik, Prof Dr Nik Ahmad
Pada PRU14 kali ini BN
Kamal Nik Mahmood berkata,
mempertaruhkan calon untuk
sukar untuk meramalkan
semua 22 kerusi Parlimen dan
keputusan apabila terdapat
56 kerusi Dun.
pertembungan tiga penjuru
Pas pula meletakkan 48
dalam pilihan raya.
NIK AHMAD KAMAL
calon daripada jumlah
Bagaimanapun, beliau
keseluruhan 56 kerusi di Dun
meramalkan kemenangan
Selangor.
masih berpihak kepada Harapan di
Parti Ikatan Bangsa Malaysia (Ikatan)
Selangor.
yang menganggotai Gagasan Sejahtera
Menurutnya, terdapat beberapa faktor
mempertaruhkan satu kerusi Parlimen dan
penting termasuk peratusan pengundi
tiga kerusi Dun manakala Barisan Jemaah
Melayu yang mungkin jadi penentu
Islamiah Se-Malaysia (Berjasa) pula
kepada kemenangan parti.
meletakkan calon bagi satu kerusi Parlimen.
“Pada pandangan saya, jika pengundi
Amanah yang bertanding di
Melayu lebih 80 peratus, BN ada peluang
atas tiket PKR akan meletakkan
kerana undi Pas dan PKR sebelum ini kini
calon di lima kerusi iaitu sudah berpecah dua.
Parlimen Kota Raja,
“Andaikan sebanyak 20 peratus undi
Sepang, Shah Alam,
bukan Melayu akan pecah juga, BN akan
Kuala Selangor dan Hulu
menang tipis,” katanya.
Langat Manakala bagi Dun pula 10
Beliau berkata, situasi itu juga diramal
calon akan diletakkan mewakili parti itu.
sama berlaku kepada Pas sekiranya jumlah
PKR meletakkan 21 calon bagi kerusi
pengundi antara 60 peratus dan 80
Dun. Bersatu meletakkan sembilan calon
peratus.
bagi kerusi Dun dan tiga bagi kerusi
Namun jika pengundi Melayu antara
Parlimen.
40 dan 60 peratus, beliau menjangkakan
DAP pula mempertaruhkan empat
PKR akan menang dengan sokongan
calon masing-masing bagi kerusi Parlimen
pengundi bukan Melayu.
Klang, Damansara, Bangi dan Puchong.
“Jika pengundi bukan Melayu majoriti,
Manakala di Dun pula, 16 calon DAP akan
Harapan mempunyai lebih banyak
bertanding atas tiket PKR.
peluang untuk menang.
Ini bermakna Pakatan Harapan
“Namun, andaian ini atas senario
(Harapan) yang diwakili (DAP, PKR, Bersatu
pengundi Melayu majoriti dan minoriti
dan Amanah) meletakkan calon di semua
belum tengok angkubah lain seperti
kerusi dipertandingkan di Selangor.
peratusan pengundi muda bawah 30
Manakala Gagasan Sejahtera meletakkan 51
tahun, pengundi pertama kali dan
daripada 56 jumlah kerusi dipertandingkan
sebagainya. Pengundi Melayu muda yang
di Selangor.
ada potensi mengundi BN,” katanya.

KERUSI PANAS
P.98 GOMBAK
DATUK ABDUL RAHIM PANDAK KAMARUDIN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IR KHAIRIL NIZAM
P.108 SHAH ALAM
DATUK AZHARI BIN SHAARI
KHALID ABD SAMAD
DR MOHD ZUHDI MARZUKI
P.96 KUALA SELANGOR
DATUK SERI IRMOHIZAM IBRAHIM
DR DZULKEFLY AHMAD
MOHD FAKARUDDIN ISMAIL

INFO
Jumlah pemilih: 2,078,311
Jumlah kerusi:
22 kerusi Parlimen
56 kerusi 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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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non-Muslims
to stand on
PAS ticket in
Selangor for GE14
>k

f

Five non-Muslim candidates for S gor
PAS-led coalition says inclusion of other religions in line-up proves it serves all

Santokh will be
contesting the
Pandamaran state seat.

Lim will be representing
PAS in Kinrara.

By PRIYA MENON
priya@thestar.com.mv

THE Gagasan Sejahtera coalition, a
pact of three opposition parties, will
be fielding five non-Muslim candidates, including a former DAP
member for the general election in
Selangor.
The coalition made up of PAS,
Parti Barisan Jemaah Islamiah
Se-Malaysia (Berjasa) and Parti
Ikatan Bangsa Malaysia (Ikatan)will
contest using the PAS logo for GE14.
Two names were announced earlier on April 19 while another three
from Ikatan were named on
Tuesday during a talk attended by
PAS president Datuk Seri Abdul
Hadi Awang and former Selangor
Mentri Besar Tan Sri Khalid
Ibrahim in Section 18, Shah Alam.
The three non-Muslim candidates

Abdul Hadi (fifth
f r o m right) w i t h
Khalid (sixth f r o m
right), Sallehen
Mukhyi (fourth f r o m
right), Roslan
(second f r o m right)
and the candidates
contesting under
the PAS banner in
Selangor. —
IZZRAFIQ ALIAS/
The Star

Sew will be contesting
in Bukit Gasing under
the PAS banner.

GESI14
April 28: Nomination Day
from Ikatan contesting in Selangor
are former Pantai Sepang DAP
branch chairman Santokh Singh,
54, for Pandamaran, Datuk Seri
David Sew Kah Heng, 45, (Bukit
Gasing) and 35-year-old Datuk
Jonathan Lim Ying Ran (Kinrara).
The names were announced by
Selangor PAS commissioner
Sallehen Mukhyi who said the lineup proves that PAS stands together
with non-Muslims as well.
"Others talk of unity, but in truth,
there is in-fighting among them.

Here, we will campaign on the
basis of peace and love to bring all
people together. This is not just for
the general election campaign," he
added.
The fielding of non-Muslim candidates was also well-received, with
each candidate receiving thunderous applause as they went on stage
to greet the crowd.
Other candidates for the coalition
who were revealed at the event
were Berjasa's Brig-Gen (R) Datuk
Hashim Abdul Karim for Selayang,
Ikatan's Datuk Seri Mohamad Badri
Abdul Rahman (Subang Jaya) and
Mohd Shahir Mohd Adnan
(Subang) and Jefri Mejan from PAS
for Ijok.
Sallehen also said he made an
.error earlier in announcing candidates for both Bangi and Sungai
Ramal.

"Former Selangor state deputy
speaker Mohd Shafie Ngah will contest Bangi while celebrity cleric
Nushi Mahfodz will stand in Sungai
Ramal," he added.
Earlier, Shafie, the former assemblyman for Bangi, was slated to
stand in Sungai Ramal while Nushi
was to contest in the Bangi parliamentary seat.
Sallehen did not give an explanation for the swapping of seats
between Shafie and Nushi.
Earlier, PAS announced two candidates from the PAS Supporters
Club, Raj an Manikesavan for
Sentosa (formerly Kota Alam Shah)
and Kong Tuck Wah for Rawang.
Selangor Pas Supporters Club
chairman Datuk K. Deepakaran,
was also seated among the candidates, although his name was not
announced, raising the possibility •

of him being a candidate as well.
Selangor PAS election director
Roslan Shahir said there would be
three non-Muslim candidates contesting in Selangor, adding fuel to
the speculation.
Khalid, in his speech, said PAS
had a fair chance of winning Shah
Alam but said there was a lot of
work to be done to win over the
electorate.
He said Amanah was likely to get
16,000 votes due to the lack of support from PAS, Barisan Nasional
will get 34,000 while PAS could get
44,000 votes.
"I also believe we will win the
two state seats of Kota Anggerik
and Batu Tiga," he added.
Khalid expressed his solidarity
with PAS and reaffirmed he will
campaign for PAS this general 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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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MBPJ councillors resign to contest in GE14
By BRENDA CH'NG
brenda@thestar.com.my

FOUR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lors bade farewell during the
council's monthly full board
meeting yesterday and submitted
their resignation letters as they
are contesting state seats in the
general election.
Among the four are DAP's
Jamaliah Jamaluddin and Lim Yi
-Wei, both 29, who will be contesting the Bandar Utama and
Kampung Tunku state seats,
respectively.
Jamaliah was the special assistant to incumbent Damansara
Utama assemblyman Yeo Bee Yin
and was serving as councillor for
the area. After the redelineation,
the Damansara Utama seat has
been renamed Bandar Utama.
"I am familiar with the area
and I will continue to do my best

for Bandar Utama," said the
granddaughter of the late freedom fighter and feminist
Shamsiah Fakeh and daughter of
former radio DJ Jamaluddin
Ibrahim @ Jia Ma.
Jamaliah, who used to work as
a project account manager before
being a councillor, added that her
grandmother was her source of
inspiration.
Even so, the passion for politics
and helping the people comes
from within her and not because
of her family.
"Growing up, the stories my
grandmother told me inspired me
a lot but my love for politics only
came about when I was 18 years
old," she said, adding that she will
take any opportunity which
comes her way as long as it is for
the betterment of the people.
Meanwhile, Lim said it was a
great honour to be given a chance

to serve the people in Kampung
Tunku.
"I will strive to do my best for
the people," said Lim, who is also
Tony Pua's political secretary.
The Ipoh-born who has a
degree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ajoring in finance added that
her area covered a wide demographic of people, which includes
the Sungai Way new village, and
will prove to be an interesting
challenge.
Lim, who is known to be
soft-spoken, aims to give young
women a voice in society.
Two councillors from PAS who
tendered their resignation yesterday were Mohd Ghazali Daud,64,
who will be contesting in Seri
Setia and Ariffin Mahaiyuddin,48,
who will contest in Taman
Medan.
Ariffin, who is also the party's
mosque empowerment chairman,

Jamaliah will be contesting the
Bandar Utama seat.

Ariffin is the PAS candidate for
Taman Medan.

grew up in Taman Medan and
has been a councillor in the same
area.
Mohd Ghazali is the party whip
for PAS councillors in MBPJ and
also has a degree in Science from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Both thanked MBPJ officers for
the help rendered during thenstint there and hoped that their
successors would do a good job to
serve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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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福明獨立人士身分上陣
N01

fcm郭貞黎】

P092>
N02

(吉隆坡25日讯）随著八打灵再

N03

P093

也前市议员张福明宣布将以独立人
士身分上阵后，万达镇州议席将上

N05
N04

N06

演三角战。
据《中国报》了解，在白沙罗国会选席
(DAMANSARA)(前灵北）共有3个州席，
分别是甘榜东姑、万达镇（前百乐镇）和
武吉兰樟。
随著原任百乐镇区州议员杨美盈南下在
柔佛荅吉里上阵后，行动党派出新人到万
达镇州席守土，捍卫行动党堡垒区。
希盟行动党和国阵近日相继宣布候选
人，马华派出甘榜东姑区协调员庄赐昭上
阵，行动党则派出新人，也是八打灵再也
市议员嘉玛丽亚，八打灵再也前市议员张
福明也宣布，将以独立人士身分上阵该州
议席。

楊美盈上屆多數票3萬689張
张福明近日内也曾多次在面子书中宣布
其最近动态，也呼吁选民们给予他支持。
在上一届大选，百乐镇州席的选民人
数是5万3394人，华裔选民的人数是占了
83.39°。，在选区划分，该州席在截至2017
年第4季的选民人数反而减少，选民人数
是5万1504人。
华裔选民减少至74.33%，即是3万8281
人，巫裔选民是16.04%或者是8260人，
印裔选民则是8.8?。或者是4534人。
在上届大选时，杨美盈所取得的多
数票是3万689张，击败马华当时的候
选人拿督林春景和一位独立人士廖
威鸣。
在今届大选，尽管行动
党早前在宣布候选人名
单时，曾引起部分基层
领袖的不满，尤其是
嘉玛丽亚敏感背景也

被挑起，其袓母也是马共女战士珊霞亚，
不排除可能会影响到一些巫裔选票的走
势。
无论如何，当地
向来是行动党
强区，也是属
于华裔选民占

多数的州席，除
则，嘉玛丽亚在i:
首次在当地上
曾在当地服务的，
再也市议员张福1
信将会面对一场;
的挑战。

顯

•张福明（独立人士）

•嘉玛丽亚（行动党：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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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選民選顏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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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福明：象徵 開啓

&福明希望在大选时，选
民能选择 “锁匙”的
标志，象征著 “开启”该州
席o
°他接受电访时说，他已决
定以独立人士身分在万达镇
州席上阵，希望选民们能给
予他全力的支持。
他在两年前已决定在第14
届大选时出来竞选，但当时
尚未决定在哪一个仲I席上
阵，只是在选区划分之后，
才决定在万达镇州席上阵。
他指出，万达镇州席是行
动党上阵的州席，一旦他提
名竞选，该州席将会出现三
角战，另外一位则是来自马
华候选人。

自稱“親希盟的人”
“我是公正党的党员，不
是属于活跃党员，即使是向
党自我推荐，相信也不可能
成为党推荐上阵的人选，
也让我决定以独立人士上
阵。，’

莊
賜
昭
吁
選
民
全
力
支
持

警方声称，因当时要暗中
调查失踪牧师许景城
的失踪案件，并
独自前往与泰
国合艾会见线
人时，遭人
掳走。

>于首次在万达镇上阵的

对)庄赐昭呼吁选民们给予

他全力的支持，让马华有机
会能夺下该州席。
庄赐昭坦貪，对于现有的
局势，他们将会在万达镇州
席打上一场艰难之战，但他
将会尽力而为，希望选民们
能给予他们支持。
他说，虽然该区是属于行
动党强区，也遇到一位曾在
当地服务的前任市议员（独
立人士），但他对于上阵还
是有一定的信心。
他指出，他将会以认真和
积极服务的心态，并用诚意
和表现，希望能打动当地选
民
。“我的口号是共创更美好
的万达镇，希望能打造出一
个环境良好、减少交通、治
安和社区发展的问题。”
他说，虽然他之前是担任
甘榜东姑区协调员，但也非
常关注万达镇的地区，只是
觉得在这几年来因为发展计
划也让该州席一直在往后
退。
“我觉得整个社区的问题
还是相当多，例如交通、安
全和治安、环境卫生等问
题，还是有许多提升的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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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将上演三角战。 档案照
•张福明宣布将以独立人士身分上阵后，万达镇州议

尽管张福明自称为“亲希
盟的人”，但他也强调他坚
定上阵的立场，并不会退
选。
张福明说，在选区划分之
后，部分武吉兰樟州席的选
区都被@入百万达镇，包括
甘榜双溪卡尤阿拉（Kampung
Sungai Kayu Ara)和万达镇
(Bandar Utama )，也是当
年他担任市议员时负责的地

区。
他说，该州席共有4万7500
多位选民，来自18个投票
站，相信选民们今届将会有
很大的改选，不像过往般的
选党不选人。
“我已公布我的6大竞选宣
言，包括免费教育、督促地
方政府恢复地方选举、提供
就业机会和经商机会给年轻
人，不依赖政府、加强公共
交通设施，减少使用私家车
的数量、基本设施获得全面
提升，如人行道、适合乐龄
人士使用的公园等、撤销一
些没有人道的法令。”
张福明说，他是以独立人
士上阵，也没有类似行动党
或马华候选人所享有的资
源，因此在提名后，他也将
进行筹款助选活动，希望选
民们能每人乐捐10令吉，援
助其竞选活动。
张福明曾于2 0 1 T 年4月5曰
一度与家人失联，长达11天
下落不明，更传出遭人掳
走，当时，警方也曾介入调
查。
一°根据张福明之后现身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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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瑪麗亞：選民多華裔

華語流利跑個
Ipfjj年29岁的嘉玛丽亚，是首次

代表行动党上阵万达镇州
席，对于说一口流利华语的她，在
面对选民时更占优势，尤其是万达
镇州席大多数选民是华裔。
嘉玛丽亚是传奇马来马共女战士
珊霞娅法姬的孙女，她也是媒体人
迦玛的女儿。
嘉玛丽亚在接受电访时说，2016
年受委任为八打灵再
也市议员，在处理民
生课题和地区服务
时，在面对居民时，
大家当时对于她能说
得一口流利的华语，
都觉得相当的惊讶和
好奇。
她说，懂得华语确
实是她的优势，也方
便她和居民们进行沟
通，但久而久之，居
民们之后则是更加重
视她在地区上的表现
和服务。
她也感谢行动党对
于她的信任，并委派

她在万达镇州席上阵，也希望选民
们能在大选时投她一票，给予她全
力的支持。
她说，在担任市议员期间，她已
开始在地区上服务，在过去数年
来，已在社区上打下一个很好的基
础，她相信之前所建立的基础、工
作和服务经验，也将让她未来对于
州议员的服务更加得心应手。

Page 3 of 3

她目前已计划在兰当地进行一系列
项目，计有提升社】
工安全、提升和
加强社区环境和基2片设施、多推动
年轻人活动、通过i 业计划和技能
训练，提升妇女们^t其是家庭主妇
所扮演的角色、在由te区上推动更多
惠民政策等。
她说，尽管选区$出分之后，选区
和选民也有一些改32，但她相信选
民们将会给她全力白勺支持，也让她
对大选有一定的信，[
“我相信选民们含它够理智地做出
选择，使用选票选 出一位能在州
议会之中为她们发：言的人民代议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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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宣判為非穆斯林

安子由請
(布城25日讯）上诉庭今日一致裁决，
驳回一名由穆斯林父亲和佛教徒母亲婚外
生下的女子，要求法庭宣判她为非穆斯林
的申请。
以上诉庭法官拿督乌米卡东为首的上诉
庭三司指出，高庭驳回上诉人罗丝丽扎
(37岁）提出申请的理由并无不妥。其余
二司为上诉庭法官拿督苏莱雅及拿督王南

•雅斯顿（右）与律师伙伴讨论案情。

媒体报导，高庭法官拿督斯里敦阿都马
吉曾于2017年，就上诉人罗丝丽扎要求
法庭宣判她为非穆斯林的申请做出裁决时
强调，上诉人只能证明其双亲没有注册结
婚，没有注册结婚不足以证明一段婚姻是
否存在。
罗丝丽扎代表律师雅斯顿在上诉庭做出
裁决前陈词说，其当事人是由信奉佛教的
母亲所带大，加上当事人信奉伊斯兰的父
亲并未与这名佛教徒母亲注册结婚，因此
这段婚姻应当不存在。
雅斯顿还说，父母亲没有注册结婚导致
后来所产生的种种问题非其当事人所能控
制，因此希望法庭能做出更人性化裁决，
让其当事人的生活回归正常。
此案答辩方为雪州政府及雪州伊斯兰理
事会。
雪‘法律顾问拿督聂苏海米陈词时也
说，上诉人在入禀上诉庭时早就应把国民
登记局列为此案答辩人之一s因为也只有
登记局能拿出与身分证明有关的文件。
雪州伊斯兰理事会代表律师拿督再努礼
扎陈词时也提及，上诉人不曾在高庭审理
这起案件时出庭拿出身分证供法庭查明身
分，因此法庭驳回申请并无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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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继香（左）移交支票给陈正锦；左为
刘世兴。
(吉隆坡25日讯）新古毛区
原州议员李继香，今午到乌雪
安溪会馆视察安溪会馆会所装
修进展，并移交5000令吉作装
修会所工程。
李继香指出，投票日定在5月
9曰（星期三），导致很多游子
都不方便回来，若仅有60%的选
民回家投票，她很有可能输掉
新古毛州议席。
因此，我们在新古毛的选情
告急，要多一些游子回乡投票
才有胜算。
她说，在雪州56州议席中，

新古毛的选民人数从1万9000人
激增至2万9000人，所增加的1
万人中有约50%为巫裔同胞，华
族则减少到34?。，守土不易，也
被指随时丢失此议席，在变化
莫测的政局中，让雪州政权变
得岌岌可危。
乌雪安溪会馆会长陈正锦指
出，此次装修会所耗资23万令
吉，他感激名誉会长，会员们
捐助。
移交见证者有乌雪县议员刘
世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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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天球宣布3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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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N O A R A N P U SA T O P E R A S I D A P -

守雙溪比力臝雪政權入主布城
(沙叻丁宜25日讯）双溪比
力选区希盟行动党准候选人刘
天球强调，本届大选的3大目
标，是守住双溪比力选区，赢
得雪州政权及入主布城。
刘天球昨晚为希盟沙叻丁宜
竞选行动室主持剪彩仪式时，
向支持者这么指出。
这也是刘天球自行动党公布
其为双溪比力选区希盟候选人
后，出席的第2场行动室开幕仪
式，在公开场合与当地支持者
正式会面。
其他演讲者有原任雪邦国会
议员哈尼巴、金銮区准候选人
黄思汉、土团党代表朱可耐以

及原任雪邦市议员雷健强和西
华古玛。
张联°为大会司仪，出席者有
原任舊邦市议员颜志辉和刘咏
蓁、雪邦村长戴袓兴、双溪比
力村长蔡志雄、社青团团长黄
耀亮和团队及其他支会党员。
刘天球赞扬助选团队积极行
动和配合的精神，在选区候选
人未明朗前已展开部署工作，
令人斤欠@。
他说rk溪比力选区共有4个
行动中心和T个小型行动室，有
设备和工作人员，最重要的是
要有人驻守行动室提供服务。
据悉，刘天球将於本月27曰

•希盟沙叻丁宜竞选行动室开幕剪彩仪式，前排左3起为黄思汉、刘天球、哈尼巴、
西华古玛、朱可耐及颜志辉，后排左起为戴祖兴和蔡志雄。
(星期五）晚上6时在双溪比力一品香餐
馆，以双溪比力选区希盟准候选人身分和
当地支持者正式见面会谈，传达竞选宣
言。无缘上阵的原任州议员赖玉兰，昨曰

也打破沉默，通过面子书感谢乡亲父老
的厚爱，并以“繁华历尽，方知平凡是
真！ ”感恩支持者在其就任期间给予的支
持和配合造就不平凡的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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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瑞林扎根20載旅遊業起飛
行動黨適耕莊州〖丨準候選人黃瑞林

@都知道通耕駐

<陳毅強

(适耕庄25日讯）扎根适耕庄廿
载，黄瑞林让适耕庄美名莩誉国
际、！

r

姓名
年龄

黄瑞林
48

ISFy^

岁

职业

政治工作者

党职

行动党雪兰莪州宣传秘书

学历

大马高等教育文凭

家庭状况

育有2男1女

竞选口号

农业发展、渔业发展、旅游发展、房屋发展、
人才培育

政治生涯

1999年上阵（以2044张多数票败选）
2004年上阵（以334张多数票票中选）
2008年上阵（以190张多数票中选）
2013年上阵（以2269张多数票中选）

1999年，黄瑞林初次代表民主行
动党上阵适耕庄州议席，但当时初
试啼声的黄瑞林没法捍倒当时的马
华候选人。
然而，败选没有让黄瑞林因此放
弃适耕庄，反而越战越勇继续在当
地服务，逐渐得到当地人民认同，
甚至在2004年全国大选勇挫马华代
表，首次中选适耕庄区州议员，成
了反对党议员。
2008年和2013年的全国大选，在
反风狂吹下，雪州易权，行动党成
了雪州执政党，黄瑞林从在野成在
朝。
任适耕庄区州议员黄瑞林中选

k

+立

”

他不为何连泰国、缅
甸、越南都种植香米，但
适耕庄这片适合耕种的

“宝地”却不被允许种植
香米，如果日后当地获准
种植香米，将会给当地的
旅游及农业带来突破。
他重申当地风土民情、
自然生态和农业是当地旅
游的卖点，因为如今普通
稻米已经吸引了不少人，
一旦成功开发“香米特
区”，那就更不得了了。
“如果希望联盟于第14

来自中国、台湾、泰国、香港等国
家的录制队伍，先后到当地拍摄取
旦
o

國外錄製隊伍取景
黄瑞林告诉《中国报》记者说，
希望向大家介绍适耕庄，让大家知
道适耕庄是一个优美的地方，是一
个值得大家重复到访的生态旅游景
点。
.、“我如今把介绍适耕庄融入到我
的生活中，甚至有人会告诉我：

‘一些人可能叫不出黄瑞林；
但一定叫得出适耕庄’，可
见适耕庄已具备了一定的
矢口名度 ”
他望适耕庄能成为一
个与马六甲、云顶高原等
旅游胜地齐名的旅游景点，只要大
家到来雪兰莪，就会想到适耕庄。
针对马华候选人自称年轻就是本
钱，黄瑞林则认为，适耕庄如今已
在正确的方向，当地人民也已得到
一名可以配合、非常了解当地风土
民情且已交出成绩单的议员，所以
当地也无需换人领导。

著重永續經營旅遊業
工要适耕庄旅游业“昙花一
’现”，黄瑞林著重永续经
雪=理念。
口黄3|^木认为，要让适耕庄的旅
游业保持火红，必须要靠州政府
和中央政府的配合。
“或许在华社，适耕庄已具有
一定知名度，未来或许我会把重
心放在吸弓I友族到适耕庄旅游，
当然雪州苏丹沙拉弗丁殿下在
2017年11月到访适耕庄，陛下的

冀開發香米種植特區
：；工耕庄是全国稻米产量
AS-最多，品质最好地
方，黄瑞林冀开发“香米
种植特区”，带领适耕庄
农民突破瓶颈。
“与香米比较下，普通
稻米价格不稳定、20°。至
25。。的过水率等，都是目
前农民眼前所面对的困
境，加上通胀、消费税等
问题，种种生活上的打击
都让农民感到吃不消，
甚至面对入不敷出的窘

适耕庄州议员至今，让当地的旅游
业“起飞”，甚至享誉国际，不少

莅临为适耕庄‘加分’不少。”
他认为，如今适耕庄旅游火
红，所以要如何让适耕庄继续保
持吸引力，旅游业能继续火红，
将是接下来的工作，因为的旅游
业，包括民宿已到了一个饱和
点，必须设法突破现况，才能到
达另一个顶峰。
“希望让游客留下好印象，曰
后想到了还可以重回适耕庄一
游。，，

h m蝻

届全国大选中，能顺利保
住雪州政权，同时成功入
主布城，那我就有信心协
助适耕庄农民突破现状，
包括落实种植香米的计
划。”

7

冀提升碼頭拓展漁業
+渔业拓展新出路，黄瑞林希望提升适
耕庄现有的码头。
适耕庄的渔业方面，他除了希望能为渔
民打造一个主打适耕庄品牌新鲜鱼获市
场，也希望提升现有的码头，以疏解适耕
庄港口码头渔船拥挤的情况，届时或许能
成为类似台湾的渔人码头，一个现代化的
码头。
他也说，除了拖网渔船靠岸的问题，
2020年全面撤销B执照渔船，也是渔民目前
所面对的问题，政府要禁止，是否也要准

让
备替代方案，让渔民渡过难关呢？
外劳政策，他认为，申请条例存在太多
繁文缛节，渔民很难成功申请，而且当局
有一项“指定”外劳人头税、批准小船执
照，这些都严重打击员工的来源。
他说，适耕庄渔业外劳流动率太高，所
以农业部或许可以修改“指定”外劳人
头税，换言之就是渔民可以缴付一年的人
头税，但外劳逃跑后，可以让其他外劳取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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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書慧：啓動競選機制

上下一心矢打臝選戰
(吉隆坡25日讯）乌雪区国
会议席候选人廖书慧指出，人
民公正党与行动党启动第14届
全国大选竞选机制，矢言全党
上下一^心，与希望联盟携手打
赢这场选战。
她出席今午行动党荅冬加里
新镇竞选机制主持开幕，竞选
机制行动室由行动党武吉免登
区候选人方贵伦主持开幕仪
式
°廖书慧说，国阵声称希盟没
有执政和管理国家经济的经
验，不过公正党通过执政雪州

的实例，向国阵和巫统证明了
施政经验和能力。
他希望乌雪区选民一国三州
都给希盟机会，来为市民服
务。
°方贵伦致词说，全国选区重
划报告出现偏袒和不公情况，
选民种族结构严重失衡，有损
选民权益。
他说，国会在短短3小时就
仓促通过选区重划报告，明显
违反国家宪法，对我国人民，
也是一种侮辱。
他也鼓励人民不要轻易放

•方贵伦（左4)主持行动室开幕。左3为廖书慧及李继香（左5)
弃，在来届大选善用每张选票的力量，以
捍卫国家的未来，如废掉消费税等。
李继香于会上致词时说，首相纳吉于乌
鲁音苔鲁污蔑雪州政府向人民收过高的税
务，这个说法毫无根据，相反的，州政府
连续4年豁免特定房产的门牌税和小贩执照

费，每年从中约承担8000万令吉的损失。
她说，这意味著州政府连续4年来，因这
项惠民措施，已蒙受逾3亿令吉的损失。
出席开幕仪式者有县议员王添福、刘世
兴、杨赞喜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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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按櫃金
黃思漢歐陽捍華不滿沒通知

(莎阿南25日讯）选委会附加条例多一
项，国州议席候选人在呈交按柜金时，必
须要呈交银行存摺账单副本给选委会。
希盟行动党金銮区州议席准候选人黄思
汉及史里肯邦安州议席准候选人欧阳捍华
等人今日下午前往霄州选委会缴付候选人
按押金前，获知必须要呈交候选人的银行
存摺账单副本和身分证副本给选委会。
欧阳捍华说，其助理提早前往雪州选委
会查询，通知他们，当时他们已在前往莎
阿南，中途折返复印有关文件。
他说，在前往选委会前，是不知要呈交
银行存摺账单副本，还好是有派人查询，

否则白跑一趟。
他指出，他们今日是要前往选委会呈交
州议席候选人的5000令吉按柜金，以及
3000令吉的宣传品按柜金时，被要求需要
带备上述的文件。
他说，在上届大选，在缴交候选人按柜
金时，只是需要写上银行户头号码和名字
予选委会，但在今届大选，突然多了一项
条例，必须要呈交银行存摺账单副本，以
及身分证副本。”

應正式通知各政黨
欧阳捍华说，他于2008年大选首次提名
时，是在提名日当天缴交州议席候选人的
5000令吉按柜金，以及3000令吉的宣传品
按柜金，在2013年大选，提前到雪州选委
会缴交州议席候选人的5000令吉按柜金，
以及3000令吉的宣传品按柜金。
“不管选委会附加什么条例，应该都要
正式通知各政党，而不是大家去到选委会
之后才知道，更不是提名日当天才到才知

•黄思汉（左）和欧阳捍华下午前往雪州选委会呈交州议席候
选人的5000令吉按柜金，以及3000令吉的宣传品按柜金。
道的情况。”
他指出，雪州选委会也只有
一个柜台，以致他们要缴付候
选按柜金的人，也必须要和一
般查询选民册的选民们一起排

思汉指出，选委会限制竞选品
黄、人头照，意味著希盟各成员党
黃思漢：限制競選品人頭照
的国州议席候选人的所有宣传品，除
了候选人，只有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
旺阿兹莎和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
阿里的人头照。
黄思汉说，选委会目前多次发布文
告，宣布附加的条例，他们相信是针
对土著团结党主席敦马哈迪。
他说，目前距离提名还有数天时

附加條例刁難希盟
间，他们也不排除选委会可能还会临
时再增加附加条例，其用意是在刁难
希盟。
他们目前已印制不少宣传

mn,

品，而选委会此宣布，也让他们措
手不及，有些宣传品也必须重新印
制。
‘i
也指出，希盟各党今届都是统一使

队。
“在整个过程之中，我们总
共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处理，
效率缓慢。”

用公正党的旗帜，这也意味著各党除
了候选人本身的人头照，各党的党主
席、署署主席和州主席等的人头照都
不能出现在宣传品上面。
“不只是土团党或诚信党，行动党
也是一样，我们在宣传品上也不能有
林吉祥、林冠英等的照片，到时所有
宣传品只能有旺阿兹莎和阿兹敏阿里
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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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5日讯）雪州
政府拨款30万令吉，与大
马永续能源发展机构合
作，在斯里乌达玛我的雪
兰莪房屋，安装太阳能发
电板，打造全国第一个拥
有太阳能设备的可负担房
屋。
雪州看守政府行政议员
黄洁冰说，这次在我的雪
兰莪房屋安装太阳能发电
板，是一项实验计划，若
效果好，未来也将推广到
其他我的雪兰莪房屋。
“这与州政府要打造低
碳城市的目标一致，我们
其实也致力把“我的雪兰
栽房屋”，打造成符合绿

色建筑指南的高楼。”
她指出，太阳能所产生
的电能，将用在组屋的公
共设施上，如走廊灯光、
升降机灯光等。
“这看似很不起眼的设
施，其实耗电量也很高，
就我所知，有的高楼就是
因为无法缴交公共区域的
电费，而被断电，如今这
组屋使用太阳能的话，相
信可以减低负担。”
她今日主持太阳能板安
装仪式时，这么指出。
她说，雪州政府一直都
致力于打造低碳城市，并
设定目标，让属下12个地
方政府，能够在2020年

茲。

安裝太陽能發電板

起史蒂夫、阿末扎基、阮瑞强及哈菲
屋，主持安装太阳能发电板仪式。左

•黄洁冰 右(3 为)斯里乌达玛组

“我的雪蘭莪房屋”

时，都头M低fe城市框
架。
“目前为止，我们有6个
地方政府已经实施，而其
余的也在完善各自的低碳
城市框架。”
她说，雪州政府在2012
年也推介雨水再循环系
统，收集雨水用在灌慨、
冲厕用途方面。
“这些年来许多建筑都
有申请使用雨水再循环系
统，据我知道在蒲种、无
拉港也有不少。”
出席者还有雪州经济策
划单位地方政府组副主任
阿末扎基、雪州房屋与地
产局助理主任（发展）哈
菲兹、大马永续能源发展
机构能源需求管理单位主
任史蒂夫及发展商执行董
事阮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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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
是
萊師
父
為林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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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徒
弟拔
站
台
1豆

•曰

'疋

•廖中菜（中）介绍两位徒弟，并要他们更好地服务士拉央区选民，左
起陈运鸿和简民发。

(万挠巧日讯）马华总
会长拿督斯里廖中莱亲自
为两位徒弟站台，让他回
忆当年其师父丹斯里林亚
礼提拔他成为文冬区囯会议员的时刻，且完
成师父给予的使命。
他今晚为士拉央国会选区候选人简民发和
万挠州选区候选人陈运鸿向选民拉票时，指
这两人曾经是其政治秘书和特别助理，距离
他最近，他可以看到对方办事能力，希望大
家给予支持。
他对两位徒弟特别叮咛，要向士拉央选民
服务好，要引领该区的发展。
廖中莱今晚出席马华“一家人一条心，雪
州会更棒”大集会时说，在介绍他们时，
让他想起当年年轻时，曾跟在师父林亚礼身

提名：28/4
投票I 9/5

边，出任新闻秘书以及政治秘书长达10年，
当时，林亚礼欲退休时，也曾在类似舞台，
向文冬选民介绍自己。
“当时，林亚礼向选民承诺，担保我会将
文冬带来更好发展，如今过去10多年，我成
功完成师父交托的使命，我在这里也要给予
同样的叮咛，好好将士拉央发展好。”

魏家祥冀士拉央選民支持簡民發
采甶家祥希望士拉央选民将
女M选票留给简民发，让他
把国会议员3000万令吉拨款
带到该选区发展，为该区政
经文教课题发声。
他说，原任士拉央国会议
员梁自坚出任2届国会议员，

w

却很少看见对方在国会发表
任何言论，只要简民发进入
国会，他保证对方在6个月
内，能将针对选区的事务做
连接，而非如一些议员只在
国会外面子书直播，却在国
会内沉默。

他希望选民让马华拥有更
多优势，规划著马来西亚未
来，让士拉央脉搏和中央政
府一起动起来，而不是只是
在国会吵吵闹闹。
“大家都说两线制，互相
制衡，所以就算我们无法取
回协助执政权，至少选民应
该将陈运鸿送进州议会，让
他来监督雪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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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5日讯）巫统旺
沙玛朱区部不满旺沙玛朱国
席被马华“抢走”，扬言在
投票日当天杯葛不投票，马
华总会长拿督斯里廖中莱回
应指，该区部主席拿督斯里
莫哈末沙菲益阿都拉已表明
支持马华，所以这已不成问
题。
他说，旺沙玛朱区国席准
候选人拿督斯里姚长禄在当

旺沙瑪朱巫統揚言不投票

廖中萊:區駐席支持馬華
地服务逾20年，308大选时
以微差败阵，505大选又不
获得委任上阵，这是令人感
到非常可惜的。
“虽然没有在505大选上
阵，可是姚长禄不曾放弃旺

當總會長首次領軍大選

_中莱说，第14届大选
/多^将会是他自上任马华
总会长以来，第一次领军马
华出战大选，他希望华社能
给力支持马华，让马华在政
府体制内有更多的声音。
他说，这次大选对马华而
含“是一场生死战，马华在之
前的大选已失去太多，因此
必须在这次大选把失去的再
赢回来。
“马华这些年也确保转型
改革计划成功进行，确保马
华不再有党争，也确保华社
的权益继续得到维护。”
廖中莱也向坐在台下聆听
演讲的姚长禄大派定心丸，
承诺马华将会是姚长禄最坚
强的後盾，姚长禄要在选区
服务，只要他认为是惠民的
计划就大可放心去进行。

沙玛朱，继续在选区默默耕
耘为民服务，而他的贡献也
是大家有目共睹，不像一些
人完全不理解选区就空降下
来上阵。“
廖中°莱今日在旺沙玛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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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与领袖交流晚宴上致词
时，这麽指出。
其他出席者包括廖中莱夫
人拿汀斯里李善如，马华署
理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家祥，
总财政丹斯里关炳顺、国阵
旺沙玛朱区候选人拿督斯里
姚长禄，以及隆中华独中董
事长丹斯里林景清等人。
另一方面，针对有选民不
满马华总秘书拿督斯里黄家
泉被割爱，不获委任在丹域
马林原区守土，愤而要前来
布城拉橫幅抗议一事，廖中
莱对此回应指出，黄家泉是
因为希望有更多年轻候选人
上阵，因此才选择把丹绒马
林国席让出来，给霹雳州联
委会主席拿督马汉顺上阵。
他说，霹雳州国阵公布候
选人之前，他已和黄家泉就
丹绒马林国该由谁来上阵有
多次协商和沟通。
“黄家泉也多次声明希望
有年轻领导上阵，他以身作
则协助马华栽培领导层，马
华也感谢他一直以来的贡
献。”

魏家祥冀“福祿壽”旗開得勝
采甶 家祥说，马华有“福禄寿”三大候选
-m i人，他希望这3人能在这次大选旗开
得胜，为马华交出漂亮战绩。
他说，“福禄寿”是指马华依斯干达公
主城候选人拿督张秀福、旺沙马朱区候选
人拿督斯里姚长禄，以及居銮国席候选人
颜炳寿。
“马华国阵这次福禄寿都有了，这次是
个吉兆。”

•魏家祥（左）高举右手，呼吁选民
支持姚长禄。

魏家祥也说，尽管此前旺沙玛朱国席分
配方面发生一些小风浪，但此问题已获得
解决，马华有信心姚长禄在这次选战中获
月生。
k 也强调，马华珍惜所有领袖的付出，
不会行动党那样把说真话的领袖，如原任
甲洞区国会议员陈胜尧，以及原任士姑来
州议员巫程豪像“毒瘤” 一样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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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報導•郭頁黎 ，

、

(吉隆坡25日讯）公
正党派系斗争白热化，
以公正党副主席拉菲兹
为首的“INVOKE”派
系，在大选候选人名单
占上风，在全国从北到
南各州的国州议席候选
人，都有“INVOKE”派
系的踪影。
《中国报》探悉，大选的
国州议席候选人名单让公正
党派系更白热化，各派系都
争相在各州属“插旗”，希
望为“自己人”争取一席上
阵机会。
据悉，公正党至少有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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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黨派系鬥爭白熱化

U 腦KE，，簷名單画

个派系，分别是公正党主席
拿督斯里旺阿兹莎派系、署
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派
系、以公正党副主席拉菲兹
为首的"INVOKE"派系、蔡
添强派系，还有部分以该党
印裔领袖为首的派系。
消息说，拉菲兹势力已在
公正党“扎根”，并通过
"INVOKE"平台在党内“招
兵买马”，最近更招揽了不
少争取在大选时上阵公正党
的基层领袖，纳入旗下。

/,义正党曰前宣布的雪州候
/a选人名单，并非由阿兹
敏阿里提呈的名单，也不是
全来自拉菲兹派系。
“阿兹敏阿里原有的名
单，是安排亲信进入雪州，
包括袓莱达原本竞选南柏再
也州席、卡立嘉化竞选州
席，许来贤竞选州席，原任
美丹花园州议员哈妮查竞选
国席，以及黄洁冰竞选格拉
那再也国席。”
消息说，原任万挠区州议
员颜贝倪原本也已获党实权
袖安华首肯，在万挠区守
土。但名单宣布后，袓莱达
变成打回安邦国席，乌雪国
席改由廖书慧上阵，万挠由
蔡伟杰上阵，哈妮查攻打南
柏再也，黄洁冰继续留守武
吉兰樟。
“阿兹敏阿里原本安置本
身亲信进入雪州，但目前有
部分已被挡在门外，主：要是
为了限制阿兹敏阿里的势力
扩张。”

拉菲兹派系与阿兹敏阿里
派系，在大选候选人名单上
斗得你死我活，也让雪州候
选人名单难产；本月19曰至
22日期间，候选人更因此出
现多个不同版本。

出現數版本
有关名单包括拉菲兹派
的名单、阿兹敏阿里派的
名单，及旺阿兹莎属意的名
单，导致公正党出现多份不

同版本的名单。
消息说，旺阿兹莎、努鲁
等近期也较偏向拉菲兹派
系，阿兹敏阿里在过去被指
偏向伊斯兰党和无法协调民
联各党之间的问题，引起党
一些基层的不满，进一步壮
大拉菲兹在党内的声势。
消息指出，"INVOKE"除
了在安置属意人在候选人名
单，目前在各州积极举行候
选人汇报会等，出席的候选
人大部分是属于亲拉菲兹派

"INVOKE"派否認“搶權”
“]XV0KE”

派系人马受询时，

否认拉菲兹派系在公正党内
“抢权”或势力膨胀的说法，并强
调公正党还是在阿兹敏阿里的势力
之下。
该消息重申，除了数位原任国会
议员之外，在公正党的雪州议席名
单之中，大部分州席的候选人都是
阿兹敏阿里派系。

阿茲敏阿里派系
鹅唛
安邦
双溪毛糯
八打灵再也
武吉兰樟
双溪杜亚
加影
巴也加拉斯
双溪甘迪斯

阿茲敏阿里
袓莱达
西瓦拉沙
玛丽亚陈
黄洁冰
阿米鲁丁
许来贤
莫哈末凯鲁丁
苏海米

阿茲敏阿里
达罗雅
赛威尔
西瓦玛拉
纳茲万
希尔曼
哈妮查
三苏菲道斯
阿兹米占
古纳拉斯
波汉阿曼

起当地基层领袖不满，被视
为是派系斗抢引发。

容还会有变动。
随著公正党派系纠纷不断，也引
起希盟各成员党的关注，尤其是希
盟也不希望因为公正党内部纷争，
而影响到整个大局。
消息说，目前，公正党主席拿督
旺兹莎等领袖，也发出“以党为
重”的讯息给党领袖和基层领袖，
希望在大选时不要出现扯后脚问
题，也再三强调党内只有一个派
糸。

随著公正党宣布名单后迄今，在
公正党的WHATSAPP组群中，各派系
也在争吵不息，不排除党内的各派
系纠纷将延烧至相关国州议席，进
一步影响到当地的选区。
在相关候选名单之中，除了原任
州议员和国会议员之外，也有部分
是县市议员，部分也未有明确动
向，相信在提名前，两大派系的阵

国际山庄
士文达
瓜拉冷岳
武吉美拉华帝
斯里斯帝亚
鹅唛斯帝亚
南柏再也
美丹花园
巴生港口
圣淘沙
丹绒士拔

的人。
候选人名单引起基层许多
不满声音，随著原本出局的
原任苔都区国会议员蔡添强
榜上有名后，也暂时按抚党
内一些不满的情绪。
原任万挠区议员颜贝倪、
哥打胡姬区州议员耶谷沙巴
里、原任加埔区国会议员马
尼瓦南等被“刷下”后，引

lit
xll

罪
孕
F

派
系

由
中
立
派

乌鲁雪兰莪
士拉央
梳邦
加埔
班丹
依约
万挠
答都知甲

廖书慧
梁自坚
黄基全
阿都拉沙尼
旺阿兹莎
依德里斯
蔡伟杰
罗兹雅

柏马登
： 罗扎娜
双溪班让：法乌兹
哥打白沙罗= 沙迪里
哥打胡姬：沙哈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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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盟友黨：小菜一碟

内訌風波不影響選情
報導•鄧倩惠
(吉隆坡25日讯）公正党在
提名前爆发内斗之事，传出选
民和其他盟党担忧将影响希望
联盟选情？但希盟友党一致认
为，有关风波只属小菜一碟，
即使在周二（以日）召开的主
席理事会会议上，4党也没讨论
此事。
虽过去数天引发公正党候选
人名单险些难产，但根据希盟
消息透露，在昨曰的会议上，
无论是希盟主席敦马哈迪或其
他领袖都没提及此事，更没把
相关问题列入商讨议程。
希盟领袖受访时直言，候选
人风波都是选前一桩普通事，
根本不影响选情，并指国阵也
会发生候选人风波，如国阵多
个政党争著上阵敦拉萨镇国会
选区，及金马仑区国会选区课
题等。

“这些候选人风波，相信公
正党很快就能解决，也不担心
此事会影响我们的选情，相信
选民仍对希盟有信心。”
对于是否有基层反映不安，
领袖们说，目前，没有任何基
层领袖反映这个问题。
受访希盟领袖也透露，他们
早已协议，一旦选区分配到各
自政党，如何处置皆是有关政
党的“家务事”，旁人不会插
手，更不会给予任何建议。
本月22日，该党两大派系斗
争浮上台面，即署理主席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派系的候选人
名单遭撤换，或准备上阵竞选
的原任议员临时遭拉下马等事
件，引起全国关注。
针对此事，该党主拿督斯
里旺阿兹莎昨曰出席希盟候选
人汇报会时，接受媒体访问
时，以四两拨千斤地微笑回
应：“对我们来说，只有一个
阵营，那就是我的阵营。”

“提醒”失意人勿扯後腿
/,义正党候选人名单尘埃落
定，部分落选者大方全
力助选，有者拒绝协助新候选
人上阵，而该党“提醒”失意

A

人，须向前迈步，拒绝扯后腿。
据了解，该党公开候选人名
单后，都已提醒“失意人”须
往如看，协助党内赢得大选。
此外，对于该党旺沙玛朱区
国会选区候选人拿汀巴杜卡陈
仪乔，无法获得原任议员陈记

光助选一事，具有丰富竞选经
验的她受访时强调，自己在该
区活动多时，也早已建立团队
在该组协助她竞选等工作。
不过，据悉，陈记光将到加
影州选区协助弃国攻仲丨的候选
人许来贤，在选区上活动。
旺阿兹莎宣布雪州候选人
时，早已提醒党领袖须团结一
致，如一家人般应对这场大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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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親没註册華裔母撫養

女子求判非穆上訴失敗
判宣判她是非穆斯林的希望，随著上诉

循伊斯兰教义，但高庭宣判她败诉。
在马来西亚，穆斯林受限于另一套非

庭驳回上诉而再次落空。

穆斯林无须遵循的伊斯兰法律，从资产

(布城25日讯）36岁华裔女子要求法

罗斯丽扎依布拉欣是一名私生子，父
亲信奉伊斯兰教，而母亲则是佛教徒。
根据全国各州宗教局记录，她的父母没
有注册结婚，华裔母亲也没有改信伊斯
兰教。•
她因为身份证上的名字为罗斯丽扎依
布拉欣，宗教为穆斯林，而被视为穆斯
林，入禀沙亚南高庭，但在失败告终
后，入禀上诉庭提出上诉。

或遗产上的分配，以至配偶婚姻、孩子
抚养权等课题，都与非穆斯林不同，特
别是各州伊斯兰法律清楚阐明，穆斯林
与穆斯林结婚才属合法。
罗斯丽扎说，尽管她自小追随母亲信
奉佛教及履行佛教教义，但却被视为一
名穆斯林且受限于伊斯兰法，导致联邦
宪法赋予她宗教自由的权利遭剥夺’甚
至无法选择与心爱的男人结婚。

她的代表律师阿斯顿说，联邦法院是
罗斯丽扎的最后上诉管道，他将在谘询
当事人的意见后，才决定是否上诉。

代表律师阿斯顿说，罗斯丽扎不能把
事情带上伊斯兰法庭审理，因此她在法
律角度上甚至称不上是穆斯林，所以本
案也不涉及脱教的课题。
他指出，罗斯丽扎与母亲叶阿妹（已

在聆听阿斯顿、雪州政府法律顾问拿

逝，译音）不曾改信伊斯兰教，不论是

督聂苏海米和雪兰莪州伊斯兰理事会

雪兰莪、联邦直辖区或另10个州属的宗

(MAIS )代表律师阿都拉欣的陈词后，

教局，都没有父母注册结婚的记录。

自小追随母信奉佛教

以拿督乌米卡敦、拿督王南吉和拿督苏

他说，根据英国的普通法或伊斯兰

拉雅组成的上诉庭三司一致裁定高庭的

法，任何私生子的生父对孩子都不具权

裁决没有失误，因此驳回罗斯丽扎的上

利，只有生母拥有这项权利，因此罗斯

诉申请。

丽扎的生母才能拥有她的抚养权，包括

罗斯丽扎于2015年入禀沙亚南高庭，
要求法庭宣判她不是穆斯林，也无需遵

决定以哪一个宗教来抚养当事人�（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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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宋巴因：備戰有組織

國陣能奪雪邦1國3州
(双溪比力25日讯）国阵
雪邦国会候选人马宋巴因提
醒党员，今届大选是国阵重
夺雪州政权、赢回雪州1国3
州席的大好机会。
他深信，雪邦国阵从2016
年起便积极备战大选，在有
组织和策划的团队经营下，
国阵除了能够保住龙溪州议
席，更可夺回雪邦国席、丹
绒士拔和双溪比力州议席。
他昨晚在沙叻丁宜新镇巫
统大厦出席介绍候选人活动
时对700名国阵党员指出，他
禾口另3名候选人决’L�付出努力
和精力为人民提供服务，也
做好准备随时与人民联系，
这也符合首相倡议以民为本
的理念。3名州议席候选人
是卡林（丹绒士拔）、沙伦

(龙溪）和黄祚信（双溪比
力）°
他强调，国阵有信心重夺1
国3州，是基于国阵大选工作
团队和成员党的团结力量，
并不是希盟有弱点。
“雪邦国阵一共推荐约20
人，最后我们4人获得委以
重任。”提到雪邦国阵将面
对希盟和伊党候选人，他预
料，根据以往情况，有可能
出现独立人士，因而可能是
四角甚至五角战。
另一方面，黄祚信表示，
他将全力以赴参加这场选
战，确保不令大家失望。同
时，他也呼吁国阵成员党党
员并肩作战，抛开任何误
解，完成雪邦国会1国3州都
要取下的使命。（TS0)

•卡林（左起）、黄祚信、马宋巴因、沙伦与国阵基
层领袖为重夺雪邦1国3州加油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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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高廷（左起）和周显达在灵市17区派发老花眼镜给练完太
极拳的乐龄居民，并协助他们进行简单的视力检验。

周顯達：没必要犠牲靈市人利益

雪可委瑪麗亞任上議員
(八打灵再也25日讯）马华
八打灵再也区国会议席准候选人
周显达说，要推动选举改革而代
表人民公正党上阵八打灵再也国
席的玛丽亚陈，其实可以通过雪
兰莪州政府委任为上议员进入国
会，没有必要牺牲灵市人民的利
益o
他说，若玛丽亚陈胜选进入国
会推行选举改革，灵市选民便将
因此被牺牲。
"选举改革是对的，但还有很
多方法，例如由雪兰莪州政府直
接委任为上议员，不一定要牺牲
当地人民。"
他今日连同民政党武吉加星区
州议席准候选人蔡高廷，在灵市
17区草场派发老花眼镜给当地乐
龄人士后说，要实现公正选举，
玛丽亚陈应该加入选举委员会。

将推荐玛丽亚进选委会
“所以，如果我中选，将会
想办法推荐玛丽亚陈加入选委
会°
周显达说，一旦赢得八打灵再
也区国席，国阵将能更进一步提
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譬如在
17区新增政府诊疗所、提升灵市

连接捷运与轻快铁系统的公共巴
士覆盖范围、解决高密度人•发
展计划加剧交通拥挤及工地外劳
治安的问题。
他表示，马华灵南区会主席拿
督林祥才、上届大选马华灵南区
国会议席候选人谢国华、许多元
老及三机构给予他全力支援，让
他可以在无需担心扯后腿的情况
下，以充分斗志迎战大选。
他透露，今日原本预算送出
100副老花眼镜，但反应热烈而
送出超过160副，17区45岁以上
选民多达80%，老花眼镜将派上
用场。
另外，蔡高廷说，虽然老花眼
镜只是小礼物，却胜在物轻情义
重，希望可以帮助乐龄人士更好
的阅读。
他表示，作为民政党武吉加星
州选区协调员，他一直都在协助
解决各种地方问题，如交通拥挤
与高密度发展带来的社会影响。
“我相信，一旦国阵赢得雪兰
莪州政权，将可以带动发展及作
出更多改变。即使未能执政雪兰
莪州，也能作为有效率的反对党
州议员。 "(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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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25日讯）雪州伊党主
席沙乐汉透露，根据接获旳“情
报”，国阵准备在雪州1国3州
席，即万宜国席、双溪拉玛、无
拉港和加影州席，支持伊党候选
人。
万宜、无拉港和加影的国阵候
选人皆来自马华，双溪拉玛则由
巫统上阵。
他昨晚在一场政治演说会上宣
布，“和谐阵线”里头的国民团
结党（Ikatan )和泛马伊斯兰阵
线（Berjasa )将采用伊党旗帜，
角逐雪州2国4州席，其中两人是

沙樂漢：情報指涉1國3州

“雪伊黨獲國陣助力”
华裔候选人。
泛马伊斯兰阵线派出署理主席
拿督哈欣阿都卡林攻打士拉央国
席，国民团结党则上阵梳邦国席
(青年团长莫哈末沙里尔）、
首邦市州席（副主席拿督斯里
莫哈末荅德里）、班达马兰州席
(前行动党雪邦市议员党鞭桑笃
星）、武吉加星州席（总财政拿

督斯里萧建丰）及金銮州席（雪
州财政拿督林应然）。

没参选1国6州席
此外，伊党瓜雪执委杰菲里美
占将征战依约州席.，这意味著伊
党竞选的雪州议席有19国46州
席，加上友党竞选旳2国4州席，
合共21国50州席，没有参选的1

Page 1 of 1

崮6州席是白沙罗国席、史里肯
邦安、甘榜东姑、万达镇、武吉
兰樟、巴生新城和万津州席。
他说，该党把竞选万宜国席与
旗下双溪拉玛州席的候选人对
调，由原任雪州副议长兼原任万
宜州议员莫哈末沙菲依，转攻选
区划分后的万宜国席；原定的万
宜国席准候选人努斯马夫兹，贝 lj
转战双溪拉玛州席。
在场者有前雪州大臣丹斯里卡
立、雪州伊党选举主任罗斯兰及
荅都知甲州席准候选人阿都哈
林。（ TSO)

哈迪：可輕易籌獲9千萬
^^党主席拿督斯里哈迪阿旺宣布，伊党署理主
\r^席拿督端依布拉欣将角逐丹州古邦阁亮国
席、长老协商理事会主席哈欣雅欣则出战玻州亚
娄国席。
他说，伊党拥有百万党员，每人捐1令吉，加
上在商界有卓越成就的党员，轻易便筹到9000万
令吉，并质疑刚成立不久的希盟竞选基金来自何
处°

•伊党宣布交由友党上阵2国4州席，前排左三起是哈迪阿旺及沙乐汉，后排左起
是萧建丰和林应然。
.’
.

他指出，伊党于2008年308大选时，曾在霹雳
州成为造王者，但受到行动党的阻挠，无法在霹
雳州落实伊斯兰理念。
"穆斯林有权落实我们的权利，在丹州我们禁
穆斯林赌博，接下来我们要扩大禁止的范围，却
遭到行动党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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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兰莪•蒲种25日讯）对
原任万挠区州议员颜贝倪被除
名，无缘在今届大选上阵，人
民公正党原任武吉兰樟区州议
员黄洁冰哭了。
黄洁冰也是原任雪兰莪州行
政议员，她今日出席"我的
雪兰莪房屋计划” （ Rumah
Selangorku )斯里乌达马公寓

屋顶安装太阳能板仪式后，在
回应颜贝悅事件时，不仅一度
哽咽，更忍不住当场掉泪。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有时
还坐同一辆车出席活动。我现
在没有朋友（战友）了……”
她说，她因为颜贝倪被除名
而亲自向看守雪兰莪州务大臣
拿督斯里阿兹敏了解来龙去
脉，获知州政府不曾接获有关

顏貝倪被除名

^

黄潔冰失戰友哭I
颜贝倪滥用拨款的投诉，也没
有进行过调查。

缺席演讲会颜贝倪失联
她表示，倘若颜贝倪涉及不
当渎职行为，早就被雪兰莪州
能力、公信力与透明度特别遴
选委员会（SELCAT)调查及
采取行动了。
她坦承非常难过，因为她所
认识的颜贝倪，尽心尽力为民
服务，付出良多，表现非常
棒。
"我上周五听闻她没有上阵

大选时也非常惊讶，无法相
信。，，
黄洁冰透露，她昨天中午与
颜贝倪吃午餐时，对方确实是
感到非常失望。
她认为，颜贝倪应该露面为
自己辩解，洗清污名。
“她昨晚原本会出席一场演
讲会，但她没有出现，打电话
给她也没接或回应，已经失
联。我想，给她一点时间静静
吧 o “ (LMY)

•提及颜贝倪的委屈，黄洁冰禁不住掉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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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阵希联旗鼓相当
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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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潘君胜

然第14届大选成绩尘埃未定，但是综合现时战情及

505两届大选中，获得了行动党及公正党的支持，势力范围迅

>马来族群与华裔选民心态，不少国人认为这届大选或

速扩展到中马一带。如今，民联已经瓦解，新的希联究竟实力

出现更强烈的马来人在朝而华人在野对照。

如何？还是有待观察，今届大选谁主浮沉很快就会知晓。

今届大选，国阵面对更严厉的挑战，随着希联统帅马哈迪

但是今天紧抱伊斯兰刑事法及要落实355伊斯兰刑事法案

誓不拿下国阵主帅纳吉不罢休及分秒必争的决心，政局非到最

不放的伊斯兰党，已全面被华社舍弃，伊斯兰党的影响力退守

后关头都不知道谁主布城。有人看好国阵会再次守住布城，甚

至吉兰丹登嘉楼两州。伊斯兰党党魁哈迪阿旺竟然宣布该党角

至可夺回雪州政权。也有人认为希联即使攻不入布城，惟有望

逐一百多个国席，显然伊斯兰党是要分裂在野的选票而损人不

擒下吉打州政权。也有不少人指出，大马政坛恐首次出观悬峙

利己。

议会，国阵和希联旗鼓相当，小党的议席将左右大局。

尽管大马政局波谲云诡，但是政坛人士并不看好伊斯兰党

第14届的大选局面与第13届大选政局迥然不同，变化极

在今届大选会获取佳绩。一般相信，该党所赢得的国会议席比

大，那就是曾与公正党、行动党结盟为“民联”而对垒国阵的

505大选时所赢得21席还少，更不排除比起伊斯兰党分裂后所

伊斯兰党，如今与旧民联成员划清楚河汉界，成为第三股势力

剩下的14国席再少。如果此刻丹州巫统强攻丹州，伊斯兰党

的政党。该党在拥有222个国席的选区中，将角逐166席，上

掌控下的丹州政权就会摇摇欲坠！

阵的国席数量竟然比国内第一大党的巫统还多，这的确极不寻
常。
外间流传，指巫伊两党早已暗度陈仓，一旦马华民政大
败，巫统为了生存延续既得利益，不惜跟伊斯兰党寻求宗教上
的合作，甚至组织联合政府，把大马推向为一个朝向以极端宗
教治国的保守国。当然，一切还是有待时间证明。
数十年来，伊斯兰党原本就是一个地方性政党，实力范围
局限在东海岸的吉兰丹与登嘉楼与北马吉打州三州。在308及

来届大选是否掀起马来海啸？马来乡民及垦殖民会追随马
哈迪的改朝换代脚步，为大马政坛披新貌？目前，还看不到各
州马来社会反应。首相纳吉已给国阵支持者吃下定心丸，大选
是不会出现马来海啸。
马哈迪又怎样解释？老而弥坚的马哈迪并不言老，他正在
到处制造政治海啸，人潮变海啸，他要水淹国阵三军，再排山
倒海式的淹没整个布城，然后改插蓝眼旗帜p对传说中的马来
海啸，纳吉轻描淡写。事实又如何？一切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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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黄洁冰：雪政府没接投报

一时感触洒泪现场

“应给顧倪謝户机

访问途中，黄冰洁
说起她和颜贝倪每年共
车去皇宫参与雪州苏丹
诞辰庆典，不禁洒泪现
场。
“知道颜贝倪被除名
后，也感到非常震惊，

(蒲种25日讯）公正党最高理事黄洁冰谈及原任万挠州议员颜贝倪被指滥用选区拨款一
事，一时感触洒泪记者会，并促请党给予颜贝倪，一个公平辩护的机会。
她坦言，直到目前她都不清楚上述事件的详情，但若颜贝倪有涉嫌滥用拨款，雪州政
府理应会接获相关投报，但州政府并没有接到任何投报。

没想到

现在竟然没有

朋友了‘我真的很伤
心。”
无论如何，她相信
党会做出明智的决定，
也希望党给予颜贝倪公

黄

膨

洁冰说，选区

但是他告诉我，州政府

.拨款的钱属于

没收到这项举报，也没

平的机会。
“在正常情况下，无

州政府的钱，若接到投

有针对颜贝倪的调查，

论是在政党，还是任何

报，州政府的审计司会

颜贝倪在州政府的纪录
是零投诉。”

组织、公司也好，任何

立即展开调查，另外雪
州公信力、能力与透明

她也是雪州行政议

有辩护机会，这是基本

度委员会也会展开行

员，她今早出席“我的

的公平原则，但是颜贝

动0

雪州房屋安装太阳能发

倪一直小 知道有此项指

电板”推介仪式后在记

控，一直被蒙在鼓里，”

“我有向大臣查询，

缺席讲座取消记者会

“联络不上颜贝倪"

人被指控，当事人必须

i

党同在，会在大选帮助
党。”
她说，颜贝倪是一
名优秀的议员，无论是
在选区服务，还是议会

颜贝倪原定今天上

道颜贝倪今旱召开记者

厅，其能力都是顶级

午11时就无缘上阵万挠

会的消息，不过肖昨午

的。

州议席一事召开记者

与颜贝倪一起午餐后，

会，惟临时以尚有急事

就无法联络上对方，她

解决许多道路、河流等

需要处理为由，被遥取

甚至缺席原定昨晚在士

问题，这些服务在中文

消有关记者会。

拉央举行的讲座。
“但是我相信她会与

媒体上的曝光率也很
高‘“

黄洁冰表示，她知
黄洁冰谈及颜贝倪的事，一时感触落泪

“她勤于选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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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钦李映霞陈亚才发文声援
除了黄洁
冰含泪声援
颜贝倪外，
贝
也有小
少人
有
i

通过社交网

if?

Teng Chang Khun
9 hrs 0

One or trie most outstanding colleagues I nave ever worked witn in my
23 years of career in the Selangor State Assembly,Gan Pei Nei

站声援及支

Salah seorgng r^kan sekerja yang paling cemerlang y^ng pemah saya
kenali selama 23 tahun sebagai Ahli Dewan NEGERI Selangor, Gan Pei

持颜贝倪。

Nei.

雪州高级
行政议员拿

在我23年的芏兰莪州立法议会生涯中，耳中一位最杰出的同雷，就是]1⑵
倪.

督邓章钦在
Tang Ah chai
5 hrs

面子书上载
贴文指，在
他23年的雪

诂⑩颜贝说一个公道！

兰莪州立法

认识颜贝倪*相处与合作，主要是在反对萵压电缆穿越万挠新忖的抗争运动.这
项运动从?W阵起掊換至?017年.历时彳难.缓钱总Sii成保京卫忖WR标.

议会生涯
巾，其巾一
位最杰出的
同事，就是
颜贝倪。

pm莰初揖任从政吞的助理，2MB年和2口13年参选，两度得i!选民委托.m
为万饶区州议员.这十多年来她一起投身在这项抗争运动，跟忖民建立紧S的合
作关系.

邓章钦（上）及陈亚才就颜贝倪事件，在面子书贴文。

有关贴文
还附上一张颜贝倪亲切和各族4、孩融洽阅读的照片。
另外，人民党班丹国席兼莲花苑州席候选人李映霞也在由子书上对颜贝倪的
处境身同感受，因为她在5年前的提名日前两天，先后被指行为不良及道德有问
题，以致名字从候选人名单中被除名。
“虽然我今天跟贝倪+在一个平台上，但我非常能够体会那种心情。”
她也“隔空”告诉颜贝倪，现在她身边一定很多人在“安抚”她，惟每句话
都是一剂“安乐死”，过了 5月9 R她的污名就很难洗干净了 ；此番话似乎是对
颜氏作出些什么暗示。
此外一些曾参与万挠新村反对高压电运动的人士，也纷纷通过面子书声援颜
贝倪。时事评论员陈亚才也是当年担任反对高压电缆穿越万挠新村工委会顾问，
他在贴文中说，作为一个反对黑箱作业，致力于追求体制改革和民主化、透明化
的政党，有必要还给颜贝倪一个公道，公开事情的真相，同时也应丨丨：颜贝倪有辩
解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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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立笑看公正党内斗
(莎阿南25日讯）雪州前大臣丹斯里

卡立依布拉欣笑看人民公正党候选人
内讧事件，直言是见惯不怪。

小 堪的是廉洁问题受质疑。
i

质疑候选人诚信

他说，此乱局也出现在第13届大

他说，上届大选期间，或许主席

选，候选人皆由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

拿督斯里旺阿兹莎仍未做好遴选候选

兹敏阿里一人说了算，木届候选人更

人的准备，不过，该党实权领袖拿督
斯里安华也好像没有反驳权利似的，
一切都由阿兹敏来主持大局《
《每R新闻》报道，卡立也质疑公
正党本届委任上阵人选的诚信，因为
一些人仍在接受反贪会的调查中。
“公正党用人基本条件应符合清廉
要求，该党应向人民展示其候选人是
经过内部严厉筛选且不受反贪会监视
的，可借，他们没有这样做，反之，
还是继续内斗寻求上位而巳〗”
报道说，消息人十指公正党内讧
导火线源于雪州候选人上阵名单，即
使有关名单巳对外公布，但内部纷争
主要原W是阿兹敏要控制上阵人选。
“阿兹敏认为肖己身为雪州大臣，
比较清楚淮有资格上阵雪州议席，但
此作风却忽视了该党副主席拉菲兹及
旺阿兹莎等人的看法。”
消息说，阿兹敏的行径不仅引起
党领导层的不满，也招惹国家诚信党
和大马土著I才丨结党的非议，认为他贪
婪地想得到更多雪州议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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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球：大选3大目标
守双溪比力赢雪州入主布城
(沙叻丁宜25日讯）双溪比力选区希盟准

刘天球赞扬助选团队积极行动和配合的

候选人刘天球强调，本届大选的3大目标

精神，在选区候选人未明朗前巳展开部署

是守住双溪比力选区，赢得雪州政权及人

工作，令人欣慰。

主布城。
刘天球昨晚为希盟沙叻丁宜竞选行动室
主持剪彩仪式时，这样指出。
这也是刘天球，肖行动党公布其为双溪
比力选区希盟候选人后，出席的第2场行
动室开幕仪式，在公开场合与当地支持者
正式会面。
其他演讲者有原任雪邦国会议员哈尼
巴、原任金銮州议员黄思汉、土团党代表
朱柯乃及原任雪邦市议员雷健强和西华古
玛，张联成为大会司仪，出席者有原任雪

他说，双溪比力选区共有4个行动中心
和7个小型行动室，有设备和工作人员，
最重要的是要有人驻守行动室提供服务。

赖玉兰感谢乡亲父老厚爱
据悉，刘天球将于本月27日（星期五）
晚上6时在双溪比力一品香餐馆，以双溪
比力选区希盟准候选人身分和当地支持者
正式见面会谈，传达竞选宣言。
无缘上阵的原任州议员赖玉兰，咋日也

邦市议员颜志辉和刘詠蓁、雪邦村长戴祖

打破沉默，通过面子书感谢乡亲父老的厚
爱，并以“繁华历尽，方知平凡是真！”

兴、双溪比力村长蔡志雄、社青团团长黄

感恩支持者在其就任期间给予的支持和配

耀亮等。

合造就不平凡的5年。

[g^^^»^gRERAS|DAB

希盟沙叻丁宜竞选行动室开幕剪彩仪式，前排左三起为黄思汉、刘天球、哈尼峑、西华
古玛、朱可耐及颜志辉，后排左起为戴祖兴和蔡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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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伟（前右二）为行动室开幕，右三是甘纳巴迪劳。

要换中央政府

陈国伟：须逾85%投票率
(巴生25日讯）民主行动党主

得52%的选票，比国阵47%还

席陈同伟表示，只要本届全国

高，但因选区划分不均，功亏

大选投票率平均达到85至

篑，最终无法推翻国阵政

90%，巾央政府有望改朝换代。

权

他说，尽管上届全国大选

“这一轮选区重划，雪州的

创下80至85%的投票率，仍不

影响最大，使到希盟不少胜选

足以换政府。因此，游子必须
踊跃回乡投票，以确保将投票

的选区都变成超级大选区，而
且出现单一种族的结构。”

率提升至90%，希盟才有望人

他指甘纳巴迪劳原本的哥

主布城。
陈国伟昨晚为民主行动党
哥打肯文宁州议席竞选行动室

打阿南莎州选区，在选区重划
后也“消失”，因而被委派到

主持开幕致词时吁请游子就算

哥打肯文宁这个新选区。
他说，甘纳巴迪劳这一战

须请多一大假，也务必要回家

并不容易，但民心思变，以及

投票〗

凭着他过去的表现与服务记

行动党哥打肯文宁州议席

录，相信最终必能胜出。

候选人是雪州行政议员兼原任

出席者还有行动党班达马

哥打阿南莎州议员甘纳巴迪

兰州议席候选人梁德志及公正

劳。

党双溪甘迪斯州议席候选人苏

他说，民联在上届大选获

海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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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低碳城市目标

“我的雪兰莪屋，，装太阳能板
(吉隆坡25日讯）太阳能发电板有助节
能，现在连“我的雪兰莪房屋”也装置

续能源发展机构合作，率先在斯里乌达
玛“我的雪兰莪房屋”安装太阳能发电

此设备，向打造低碳城市目标迈进！
雪州政府拨款30万令吉，与大马永

板，一旦取得良好效果，此计划将推广
到其他“我的雪兰莪房屋”。

此次的合作，斯里乌

PIS达玛“韻雪兰莪房
屋”也是全国第一个拥有太阳
能设备的可负担房屋。
雪州行政议员黄洁冰今R
主持太阳能板安装仪式说，雪
州政府致力把“我的雪兰莪房
屋”，打造成符合绿色建筑指
南的高楼，而安装太阳能电板
则与州政府要打造低碳城市的
目标一致。

电能用于公共设施
她说，太阳能所产生的电
能可用在组屋的公共设施，包
括走廊的灯光、升降机的灯光
等。
“这看似很不起眼的设施，
其实耗电量也很高，就我所

太阳能发电板将作为房屋公共区域的电源之一，减少电能的消耗。
左三为黄洁冰。

知，有的高楼就是因为无法缴

电，如今这组屋使用太阳能的

交公共区域的电费，而被断

话，相信可以减低负担。”

12地方政府设低碳目标
黄洁冰强调，雪州政府致力
打造低碳城市，并设定属下12
个地方政府在2020年实施低碳
城市框架的0标。
“目前为止，我们有6个地
方政府已实施，其余的也在完善
各自的低碳城市框架：‘“
她说，雪州政府在2012年
也推介雨水再循环系统，收集雨
水用在灌溉、冲厕用途方面。
“这些年来许多建筑都有申
请使用雨水再循环系统，据我知
道在蒲种、无拉港也有不少。”
出席者还有雪州经济策划单
位地方政府组副主任阿末扎基、

黄洁冰（左三）主持安装太阳能发电板仪式。左起史蒂夫、阿末扎
基、阮瑞强及哈菲兹。

雪州房屋与地产局助理主任（发

机构能源需求管理单位主任史蒂

展）哈菲兹、大马永续能源发展

夫及发展商执行董事阮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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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徒弟站台

中莱感触忆恩师林亚礼
督斯里廖中莱今R为两名徒弟

他周三晚出席马华
家
人一条心，雪州会更棒”大集

站台时，忆起恩师丹斯里林亚

会时，为士拉央国席候选人简

礼曾在类似舞台提拔他，并以

民发及万挠州议席候选人陈运

前人的教诲来叮咛两名徒弟好

鸿站台。.

(万挠25日讯）马华总会长拿

好发展士拉央。

“他们（简民发及陈运鸿）

Page 1 of 1

曾经是我的政治秘书和特別助
理，距离我最近，具备很强的
办事能力，希望大家支持。”
廖中莱特别叮咛两名徒
弟，要引领士拉央的发展，为
选民服务。

不负师父交托使命
他也表示，此情此景丨丨：他
想起当年，曾出任林亚礼的新
闻秘书及政治秘书长达W年，
当林亚礼退休前，也曾在类似
舞台，向文冬选民介绍肖己
“当时林亚礼向选民承诺，

mmm
：應

担保我会为文冬带来更好发
展，如今过去10多年，我不负
师父交托的使命；今日我也要
在这里给予同样的叮咛，希望
他们（简民发及陈运鸿）好好
发展士拉央。”
马华署理总会长拿督斯里
魏家祥博士希望选民将选票投
给简民发及陈运鸿，比他们为

丨r�

廖中莱（中）介绍两位徒弟简民发（右）及陈运鸿，并督促他们
要好好地服务选民

该区的政经文教课题发声，即
使无法取回执政权，也能监督
雪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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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莱：巫统区部主席表态支持
“姚长禄放心上阵旺莎玛珠”
g

(吉隆坡25日讯）马华获归还旺莎玛珠国席引发

当地巫统区部扬言要抵制及不投选，马华总会氏
拿督斯里廖中莱今晚“扫除威胁”，他指该区部
主席拿督斯里莫哈末沙菲益阿都拉已经表明会支
持马华。
他向姚长禄大派定心丸，承诺马华将会是姚长
禄最坚强的后盾，姚长禄要在选区服务，只要他
认为是惠民的计划就大可放心去进行。
廖中莱今日在旺莎玛珠华I才丨与领袖交流晚宴上
致词时，这么指出。
“虽然没有在5 , 0 5 大选上阵，可是姚长禄+曾
放弃旺莎玛珠，继续在选区默默耕耘为民服务，
而他的贡献也是大家有目共睹，小 像一些人完全
i

不理解选区就空降下来上阵《 ”
其他出席者包括廖中莱夫人拿汀斯里李善如、
马华署理总会氏拿督斯里魏家祥博士、总财政丹
斯里关炳顺、国阵旺莎玛珠区候选人拿督斯里姚
长禄及隆中华独中董事长丹斯里林景清等。

黄家泉让位予年轻人
针对有选民小 满马华总秘书拿督斯里黄家泉不
i

获委任在丹绒马林原区守土，愤而要前来布城拉

魏家祥（左）呼吁选民支持姚长禄

福禄寿”是吉兆

横幅抗议一事，瘳中莱说，黄家泉希望有更多年
轻候选人上阵，因此才选择让出丹绒马林国席，
他说，霹州国阵公布候选之前，他巳和黄家泉
就丹绒马林国该由谁来上阵有多次协商和沟通。
“马华感谢他一直以来的贡献。”
廖中莱说，这是他上任马华总会氏以来，第一
次领军马华出战大选，他希望华社能给力支持马
华0

这一次，马华有了 “福禄寿” ！
魏家祥说，在本届大选，马华出现“福禄寿”
三大候选人。
他希望这3人能在这次大选旗开得胜，为马
华交出漂亮战绩。
他说，“福禄寿”是指马华依斯干达公主城
候选人拿督张秀福、旺沙马朱区候选人拿督斯里

他说，这次大选对马华而言是一场生死战，马

华在之前的大选已失去太多，闪此必须在这次大
选把失去的冉赢回来。

姚氏禄，以及居銮国席候选人颜炳寿。

“马华国阵这次福禄寿都有了，这次是个吉
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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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族通婚没注册

女儿申请脱离回教败诉
(布城25日讯）上诉庭今日一致驳回一名由回教徒父亲时称，罗丝丽扎是由信奉佛教的母亲养大，加上其回教
与佛教徒母亲婚外生下的女子，要求法庭宣判她是非回徒的父亲并没与她母亲注册结婚，因此这段婚姻理应不
教徒的申请，维持高庭裁定她是回教徒的判决。
存在。
诉方罗丝丽扎（37岁）代表律师雅斯顿在庭内陈词

Tp^j*斯顿指称，双亲无注

雪州法律顾问拿督聂苏海米

万田册结婚所导致的问

陈词时称，诉方应在人禀上诉

题，并非罗丝丽扎所能控制，

庭时把国民登记局列为此案答

因此希望法庭能作出“人性化”

辩人之一，因为只有该局能出

的裁决，让罗丝丽扎回归正常

示诉方身分证明的相关文件。

生活。
此案答辩方为雪州政府及雪
州回教理事会。

供法庭查明身分，因此法庭驳
回该申请并无不妥。

上诉庭维持高庭判决
以上诉庭法官拿督乌米卡东

另二司为上诉庭法官拿督苏
莱雅及拿督王南杰。
去年，高庭法官拿督斯里敦
阿都马吉宣布裁决时强调，诉
方只能证明其双亲无注册结

而雪州回教理事会代表律师

为首的上诉庭三司在宣判裁决

婚，但无注册结婚不足以证明

拿督再努礼扎则称，诉方不曾

时称，高庭驳回诉方罗丝丽扎

一段婚姻是否存在〗

在高庭审理此案时出示身分证

提出申请的理由并无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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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洁冰首场演讲热闹
士拉央25日讯|甫宣布为人

盟讲座会时，如此表示。

民公正党武吉兰樟候选人的黄洁

其他演讲人包括朱湖州议员

冰周二晚，在选区重划后归纳入

蔡同财、原任荅都急州议员阿米

武吉兰樟州席的新区一士拉央再

鲁丁及公正党白沙罗区部主席佐

也，进行首场政治演讲，吸引了

纳等。

逾1000人出席，场面热闹。
黄洁冰表不，选区划分后，

原定当晚还有4名主讲人，
则未克出席，其中包括原任士拉

武吉兰樟州选区从原有的万达镇

央国会议员梁自坚、原任万挠州

至甲洞帝沙再也，约3万9000名的

议员颜贝倪、原任八打灵再也北

选民人数，增加至6万5000人，范

区国会议员潘俭伟及原任适耕庄

围更进一步从双溪毛糯医院扩大

州议员黄瑞林。

至士拉央医院一带。
「这相等于4个布城，但不

另外，阿米鲁丁致词时也
说“在本届大选1有不少领袖是

论选区如何划分，我们都相信选

从巫统出来‘转站反对党阵线‘

民是支持公正和民主的政党。」

所组成的多元反对党，必能形成

黄洁冰是于昨晚出席希望联

人民海啸，打败国阵。（403 )

黄洁冰（左2 )代表雪州政府移交太阳能电板予阮瑞强
(右），左起为史蒂夫安东尼、阿末扎基和哈菲兹。-陈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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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种斯里乌达玛组屋

雪政府拨30万装太阳能电板
蒲种25日讯I蒲种斯里乌达

她表示，组屋公共地区的耗

玛「我的雪兰莪房屋」获雪州政

电量很大，惟许多组屋因少人缴

府拨款30万令吉，安装太阳能电

付维修费和水电费，导致电供被

板，作为公共地区如走廊与停车

暂停，因此利用太阳能发电，也

场的电供，是我国可负担房屋类

能舒缓住户的负担。
她重申，雪州政府非

型里，首个拥有绿色科技设施的
组屋！
雪州行政议员黄洁冰表示，

常注重绿色科技，包括推出
《2016-2018年绿色城市发展大

雪州政府注重低碳城市的绿色科

蓝图》，并放眼于2020年让所有

技，包括推出2016-2018年雪州

地方政府成为低碳城市。

绿色科技行动大蓝图；选在「我

她今早在蒲种斯里乌达玛

的雪兰莪房屋」安装太阳能电

「我的雪兰莪房屋」主持安装太

板，是让人民在日常生活，也能

阳能电板仪式时，如此表7F，出

享有绿色科技设施。

席者包括马来西亚永续能源发展

「我们在A座组屋的屋顶，

机构的能源管理部门总监史蒂夫

安装了 154块太阳能电板，为廊

安东尼、Hillcrest garden禾人人有

和停车场提供电力，降低组屋的

限公司执行董事阮瑞强、雪州经

耗电量，以后住户除了享有『首

济策划单位副总监阿末扎基，与

20立方米的免费水优惠』，组屋

雪州房屋及产业局助理总监哈菲

的每月管理费也会调低。J

兹。(406)

他表示，警方随后亦前往有

他指出，警方发现其中一名

关轿车所在处进行搜查，并起获4

嫌犯利用有关制服，冒充警官勒

包50克的冰毒及2包重达22克的其

索他人，借以取得金钱，而嫌犯

他毒品。

亦向警方供称自己向乘坐黑色迈

「调查后发现，有关轿车为
嫌犯一名已逝的友人所有，而警

威轿车，名为法烈的巫裔男子购
得毒品°
另一方面，阿都甘尼表示，

方亦在车内起获一套包括鞋子在
内的助理警监阶级的警官制服及

尿检结果证实2名嫌犯曾吸食冰c

外套。」

毒�

M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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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25日讯|对于马华来届大选，委
派巴生区会副主席拿督郑有文出征，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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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人民需要精通公共政策议员」

斯则表示遗憾，认为郑有文作为候选人，
只能用「与华商更好沟通j作为卖点。

业的权益。J

型企业的利益。

他相信，巴生人民需要一个精通公共

他一直反对国阵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

此外，他与巴生华商保持联络及协助

政策包括经济政策的国会议员，他们不需

策，如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让跨国企业和

他们解决问题。数年前，协助直落昂厂商

要为了选一个精通语文的人，特地排队去

本地大公司获益，伤害中小型企业利益。

公会解决基本设施问题，修补崎岖不平的

投票箱画个叉。

他也促请，国际贸易及工业部拨款培

道路，营造更好经商环境。

「自从2008年获选开始，我一直通过

训中小型企业，评估跨太平洋贸易协定对

「在我要求下，雪州政府同意在直落

国会、圆桌会议和公共论坛维护中小型企

中小型企业的影响。这些都保护华裔中小

昂兴建4条跑道的公路，减少交通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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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丽媚

隆市班底谷战况最受瞩目

吉隆坡25日讯|随著希盟和

1847票给安华女儿努鲁依莎，而

国阵陆续宣布两阵营候选人名单

本届大选其对手是公正党委派后

后，吉隆坡的11个选区战况，还

起之秀法米，他是努鲁的助理，

沙玛珠选情最令人关注，一位是

是有一定看头。

选区服务多年累积一定知名度。

马华联邦直辖区联委会主席，曾

的一大黑区。
至于隆市华人地区

虽然国阵的调查显示，姚

此举可能有利于对手，即是2年多

长禄是该区最高胜算的国阵候选

前才从吉兰丹道北飞象过河到敦

人，但如今与地区巫统已是有嫌

拉萨镇服务的公正党卡玛鲁丁。

隙，就算没扯后腿事件的冲击，
就以旺

Page 1 of 1

就算甲洞及泗岩沬更换候选

但不助选也会冲击选情；因此对

人，泗岩沬国会议员林立迎到隔

垒陈仪乔这一战，亦引起关注。

壁区选区甲洞上阵，原任雪州梳

敦拉萨镇的情况，与旺沙玛

邦再也州议员杨巧双上阵泗岩沫

任政务次长的拿督斯里姚长禄，

珠相似，如今巫统成功插足，加

国席，两人料能轻易过关。虽然

当中最受瞩目的，首选班

不过，随著选区划分把希盟

底谷。前联邦直辖区部长拿督拉

铁票仓割让到其它选区，外加近

另一位是前马华的公正党总财政

上马华敦拉萨镇区会基层强烈不

伊党也上阵7个国席，但相信仅是

惹侬仄再次上阵，上届他仅输了

7000张军警票，成了希盟在隆市

拿汀巴杜卡陈仪乔。

满，或直接冲击国阵巫统选情。

陪跑，无法冲击选情。(4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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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民激增S尔斯級务大補战
巴生25日讯|民主行动党原任巴生国会议员查尔斯圣地亚哥不
讳言，巴生国会议席在新选区划分下，选民人数激增至14万人，未
来当选议员的服务将面对挑战与雉度，相当于管理一个小州属。
查尔斯说，巴生国区选民人数从9万
7000人，激增至14万人，相当于增加一个
州议席的选民人数。

面面俱到，这对议员是一项高难度。」
连任2届的查尔斯不讳言，冀能第3
度当选。从政前，原是经济学者的他，在

其中，巴生国席属下的2个州选区，包

2008年才加入行动党，以新兵之姿一举击

括班达马兰和巴生新镇州选区，选民人数

败当时的雪州马华大将拿督庄祷融。从政

都各超过5万人，选民人数要比一些国区选

后，他也全职投入政治服务工作。

民人数更多。
他举例，沙白安南国席的3万7000名选

争取癌友医药津贴

民，以及大港国席的4万2000名选民，甚至
不及班达马兰和巴生新镇州席人数，在在
显示选区划分严重不均。

查尔斯强调，若在党选，他将积极争
取癌症患者医药津贴，为贫困癌友争取医
疗权益。

冲击一人一票原则

他说，癌症已逐渐取代被视国家头号
杀手的心脏病，在国内平均每10名男性，

他说，巴生国席除了选民人数暴增，
选区范围也扩大，从巴生英达岛跨至巴生
党龄k 1•年
党职k行动党国会议员
简介k在孟沙公园成长，在十五碑
和八打灵再也求学，较后到
美国纽约新学院社会研究系
深造，考获博雅教肓学士与
经济学硕士。

中路仙特拉巴士总站，全长距离45公里。
他认为，新选区划分下，雪州各国州
选区选民人数的差距，严重冲击一人一票
的民主原则。
他直言，选区范围扩大及选民人数
激增，对未来当选议员都是一项严峻的挑
战，尤其考验如何平衡顾及各个区域。
「要顾及的范围太大太广，很难做到

便有一人患有癌症，平均每9名女性，便有
一人患癌症，相对于女性。
他也说‘大马医药费昂贵是不争事
实，癌症患者一般都无法工作，失去收入
情况下，谈何经济能力治病买药。
「若有机会再次进入国会，将会争取
癌症患者医药津贴，协助贫穷病患。」
不久前，查尔斯也获得雪州大臣同意
拨款300万令吉，推广癌症觉醒及教育等相
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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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国州席多角战有暗涌
谢宏宁

公正党败北。
雪州诚信党主席依占直击

吉隆坡25日讯|本周六将

班登英达，挑战伊党雪州高级

第14届全国大选提名日，随著

行政议员拿督依斯甘达的战役

各政党候选人名单相继公布，

也吸引眼球，看诚信党能否借

目前大致已可看到对叠的情

著希盟各党的加持胜出，还是

况。尽管雪州22国与56州议席

民生服务与政绩同样出色的依

缺乏「王对王」戏码，惟几乎

斯甘达守土成功。

全面掀起多角战的乱象。希望

行动党与马华直接交锋的

联盟与伊斯兰党的反目成仇，

12个州议席里，前行政议员刘

与各党内部因候选人安排而出

天球回锅双溪比力，硬撼马华

现暗涌，雪州也有不少值得关

雪州秘书黄祚信、守土的新古

注的重点区。

毛李继香和适耕庄黄瑞林，能

身为公正党署理主席的

否扛得住马华老将黄冠文和新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

兵李奕渊进攻，是决定马华能

里，将在国州议席面对伊党与

否破零的关键。

国阵候选人的围剿，其胞弟阿

行动党新增的杜顺大州

兹万阿里也声称要以独立人士

议席，拥有的巫裔选民比例最

对阵，惟阿兹敏阿里的大臣光

高，候选人艾德里若能打败原

环，与重划选区的优势，应能

任伊党议员拉扎里，和巫统的

轻骑过关。

莫哈末辛依沙，则象征雪州行
动党未来也能攻入马来区。

蓝眼2焦点区

在国会议席方面，行动党
4名议员与巫统5名议员守土难

公正党攻打的21州议席

度不大，公正党的士拉央需慎

里，万挠和柏也加拉斯是值得

防「万挠事件」发酵、首次上

注意的焦点区，前者因原任州

阵大选的玛丽亚陈应能拿下八

议员颜贝倪被撒换引起争议，

打灵再也、全国主席莫哈末沙

后者因原任伊党议员凯鲁丁加

布领衔的5名诚信党战将，能否

入公正党，可能引起伊党和盟

在伊党与国阵夹击的惨况下胜

党诚信党的不满，都可能导致

出，也值得关注。（4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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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籌 函政权
火鶄16廉需全胜
莎阿南25日讯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强调，行动党今届大选的任务
是要确保雪州16个竞选州议席取得全胜，才能巩固雪州希望联盟政杈。
欧阳捍华也是行动党史
里肯邦安州议席准候选人。
他说，在重划选区下，对希
盟3个成员党公正党、土团党
和诚信党的影响更大，所以
行动党必须确保雪州16个竞
选州议席都要全胜，为使希
盟巩固雪州政权。
他说，雪州行动党列入
5个灰区，分别是适耕庄、双
溪比叻、新古毛、万津及杜
顺大。
他呼吁，雪州选民给予
行动党全力支持，让行动党
16个州议席都能大获全胜。

不满选委会
他是今午与金銮州议席
准候选人黄思汉前往雪州选
举委员会办理缴付候选人抵

欧阳捍华（右

与黄思汉，到选委会办理缴交候选人

抵押金手续。

押金5000令吉，以及选举宣

对希盟，尤其是希盟会长敦

理程序，令他措手不及。他

传品抵押金3000令吉后’向

马哈迪。此举显示了选委会

说，上届大选只需在表格上

媒体如是发表谈话。

开倒车、不专业，而且不中

填写银行户口即可，如今却

立，完全偏向国阵。

要附上附本，多此一举。

他也促请，选委会主席

此外，黄思汉也指责，

丹斯里哈欣阿都拉指示政党

他也不满，选委会效

宣传品 只能使用党两名最

率缓慢’耗时一小时才完成

选委会必须提早公布任何

高领导人的照片，应立刻收

缴付抵押程序；而且，今届

新指示新规定，选在提名曰

大选突然新增必须附上个人

前数天，才临时宣布有关指

银行户口账单副本，才可处

示，非常不专业 o ( 409 )

1

回成命这项新规定。
他说，该项指示明显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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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情深，忆起往日并肩作

政议员黄洁冰（右）周三受访，谈

战时光，对比如今惨遭撤

到颜贝倪的遭遇时，也控制不住情

换待遇，悲从中来！」

绪，泪洒记者会。

公正党原任万挠州议员颜贝倪，

尽管颜贝倪如今声称会助选，不

因「滥用选区拨款」的指控遭撤

会以独立人士身份上阵，惟黄洁冰

换，甚至不获解释机会，引起各方

也呼吁公正党领袖给予合理的撤换

声援。并肩作战超过10年的雪州行

理由，给颜贝倪一个交代。

f

颜贝倪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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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助理感谢大家

颜贝 大逸移
ffl

K

民細镰声

万挠25日讯|原任万挠州议员颜贝倪日前召开记者会申
诉无法上阵并泪洒记者会后，许多万挠民众、同僚及非政府
组织成员都贴文声援她，尤其是她走在前线领导万挠反高压
电缆运动，获得万挠新村民众的爱戴。
她的同党好姐妹，多年来一直互相扶持
的雪州行政议员黄洁冰，在今日出席活动时，
被询及颜贝倪因黑函时间落马一事，也伤感地
泪洒记者会，为颜贝倪叫屈，展现两人姐妹情
深的一面。
原任雪州高级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今曰
也在其面子书上传照片和帖文声援颜贝倪，写
到：「在我23年的雪州立法议会生涯中，其中
一位最杰出的同事，就是颜贝悅。」

吁党还一个公道
行动党原任适耕庄州议员黄瑞林也一样
声援颜贝倪，他在邓章钦的贴文下面也留言
指：「颜贝倪是一位非常尽责和优秀的议员。
别放弃。加油。」
反对高压电缆穿越万挠新村工委会顾问
兼时事评论员陈亚才表示，她因一封黑函密
告而被除名，作为一个反对黑箱作业，致力于
追求体制改革和民主化、透明化的政党，有必
要还给她一个公道，公开事情的真相，同时也
应让她有辩解的机会，体现公正党长期鼓吹的
改革决心。「若是政党高层和相关人士保持沉
默，不但损害颜贝倪，也损害公正党与万挠社
区居民的关系。请还给颜贝倪一个公道！」
此外，在2013年大选被指涉及贪污滥权
指控的前行动党州议员李映霞也在面子书贴
文，指颜贝倪事件她感同身受。5年前也发生
在她的身上。直到提名前2天才被撒换名字。
「万挠的选民，睁大你们的双眼，回想
当初为何你们支持那个人，那个党，不就是
为公正和正义吗？现在那个党背叛你们，难道
还要蒙著双眼按著良心吗？是不是该仗义执言
呢？」(407)

的关心，她接下来
会助选，因为她还
^是要囯阵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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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种25日讯|公

VCi.正党最高理事黄洁冰强

录

调，若原任万挠州议员
颜贝倪涉嫌「滥用选区
拨款而被撒换，雪州

^政府理应有调查记录，

好

黄
洁
冰
I

J^

惟颜贝倪在雪州政府档
案「干净」，因此呼吁
党给予合理解释，否则
基层也会反弹！
说到动情处，控制
不住情绪的黄洁冰也在
访问途中哭泣，强调自
己相信党会做出正确的
决定，但一定要做出正
义的决定。
「我们每年共车去
王宫，参与雪州苏丹诞
辰庆典，我无法想象，

|7]现在竟然没有朋友了，
八我真的很伤心!」

倪

她重申，如果颜贝
倪真的滥用选区拨款，

雪州政府肯定会知道，因为州
政府有稽查机构和特别遴选委员
会，只要有投报就会调查，她也
向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查证
过，颜贝倪的记录良好，没有被
调查过。

难以相信指控
「任何人被指控，不论是政
党或企业，都应该有机会解释，
这是基本权利和正义，我相信
颜贝倪也对指控感到惊讶，她的
反应（召开记者会）也是正常人
的反应，但我相信她会和党在一
起，继续协助竞选。1
询及是否了解颜贝倪临时
取消今早记者会的缘由时，她表
示昨午曾共聚午餐，惟晚上颜贝
倪没出席她的政治讲座，失联至
今，她也不清楚发生什么事。
「颜贝倪的服务记录良好，
解决很多民生和基设问题，我敢
说她的评分很高，无论是民生服
务或州议会论政能力，是雪州公
正党最顶级的一档，所以我们都
难以相信这个指控。」（406)

Page 1 of 1

26 Apr 2018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Page: A14 • Printed Size: 177.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 Ad Value: MYR 2,069.54
PR value: MYR 6,208.62 • Item ID: MY0032408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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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马纳吉吟诗

诗歌文化引网民热论
希望联盟会长兼前首相敦马

达政治理念，便可以从诗歌中看

哈迪吟诗呼吁选民投票拯救

到一名领袖的文化修养，希望国

国家与民族之后，首相拿督斯里纳

家领袖经常吟诗，鼓励国民传承

吉则以一首马来诗歌回应暗讽马哈

马来诗歌文化。

继

迪及雪州政府治理不善，并赞扬第

一些网民表7F，纳吉在诗歌

5任首相敦阿都拉的忠诚，激发许

中提起阿都拉，也提醒人民有关

多网民热烈讨论诗歌文化。

阿都拉的贡献，并指阿都拉与两

有些网民认为^马来诗歌是

名强势领袖纳吉和马哈迪比较，

一种表达社会生活和人们精神的

阿都则显得低调，因为缺乏话题

传统文化，最早出现于第十五世

性，较容易被人民遗忘。

纪的《马来纪念》，如果用来赞

纳吉在诗歌里提到：「即使

美人事物是一件好事，而不是用

在雪兰莪找到水桶，仍要对抗雪州

诗歌来批评别人，因为负面含义

的最局骨痛热症病例」'不少网民

将破坏诗歌的美丽。

回应指全国各州不止雪州有问题，

部分网民指出，诗歌必须按

纳吉应该为每个州属吟诗点出该州

照一定的音节、韵律的要求，如

的问题，提醒各州做出改善，才能

今各政党领袖用马来诗歌文化传

让全国整体得到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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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IE党的通系斗争
大选中胜出）。

谢诗坚
•时事评论员

i

.|y

直挂云帆

事实上，拉菲兹在1998年安华出事
后，已在互联网支援「烈火莫熄j�2003
年从英国毕业回国（拥有电器工程师和
会计师资格）后，出任国家石油公司总经
理。在2009年被安华召入公正党，且安排
在雪州政府的经济顾问办公室任职（安华
当时担任顾问一职）。在201 3年当选国

公正党内华人的议员

会议员后，拉菲兹一度被委为公正党总秘

已不多，他们的表现一

书，但因党内人事问题，他选择辞职，只

般中规中矩，因此尽量保

保留党副主席一职。

持他们的连续性是很重要

再益离开公正党

的，不然会让人产生一种
印象：华人代表的比例不

与拉菲兹的背景不同，阿兹敏（54
岁）则是美国留学生，他在安华出任部长

重要，随时可被拆換，这

时（1987年)已是安华的机要秘书。虽然

也会为对手打开一扇门。

他的表现受马哈迪赏识，但阿兹敏在1998
年安华出事后选择跟随安华搞烈火莫熄，

x冻二曰，非一曰之寒』，这是人
民公正党当下的写照。从表面上
来看，它涉及两派的斗争，其一是以阿兹
敏（雪大臣兼党署理主席）为首的派系被
认为在党内崛起，而且对候选人的推荐也
以阿兹敏的「菜单」为准；其二是拉菲兹

而一度身陷囹圄。当年与阿兹敏一样的人
物有依占（公青团团长）、曼梳（公正党
槟主席），还有后来加入阵营的蔡添强。
后者的顽强斗志和不畏坐牢的精神在马来
西亚来说“应是第一位华人为安华摇旗呐
喊者。
在2010年，阿兹敏角逐党内署理主

(公正党副主席，因被判有罪，即便在上
诉阶段也不能参选）的派系，连带党总秘
书赛夫丁也在其中。拉菲兹也在不久前成
立一"Hnvoke民调机构，对大选的动向作了
预测。因此他的作用显得有些份量。
-向以来，拉菲兹和阿兹敏不咬弦
已是公开的事，也促使前者靠向党魁旺阿
兹莎。这意味著拉菲兹的背后是安华的家
是拉菲兹所作的顺水人情（他在2013年的

席，遇再益依布拉欣栏路（他从巫统跳
槽至公正党，曾任首相署部长负责司法事
务）。结果阿兹敏取胜，再益过后也离开
公正党。直到201 7年加盟行动党，却无
法在今届大选成为候选人，落到两头不到
1_LJ

厗0
在2014年，拉菲兹（41岁）为安华制
造一^「加影行动」（公正党当选议员李
景杰辞职，让位于安华参加补选），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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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华胜选后任雪州州务大臣铺路。因为安
华对卡立在继任第二任大臣（2013年起)
的表现很不满意，准备亲自把卡立拉下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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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与阿兹敏较量。但关键的人物还是安华
和旺阿兹莎及逐渐成熟的努鲁依莎。当然以阿兹
敏今时的地位和马哈迪对他的欣赏，他在希盟的
地位将会日趋重要。但他能否再上一层楼，成为

伊党反对「女人」上位

党的接班人，则有待观察。

国阵夺雪州方案

由此可见，拉菲兹从那时开始已十分
接近安华家庭。讵料在补选提名前，安华
的第二度鸡奸罪在总检察长上诉下开审而

阿兹敏在后期之所以得到党内较多华裔

将安华判决有罪，入狱5年，但允许上诉。

领导人的认同，是因为他的施政显得「大公无

这意味著安华已失去参选资格。在无可奈

私」，也没有突出种族和宗教色彩。同时他的亲

何下，安华惟有派其夫人旺阿兹莎上阵，

民作风和平民化的身份也为他赢得「平民大臣」

希望她胜出后能成为雪州新州务大臣。虽

的称号。

然旺阿兹莎胜出，但伊斯兰党反对「女

如今摆在希盟面前的是国阵不惜代价要夺

人」上位。结果由雪苏丹委阿兹敏出任大

回雪州执政权，基本上它的第一个方案是希望伊

臣，安华与旺阿兹莎的失落可想而知。

斯兰党能保住15个州议席，以便国阵能够拿下

就这样，阿兹敏人气急升而有更多人

2•个州议席重夺政权。而第二个方案是希望希盟

形成阿兹敏团队。这在拉菲兹看来是「不

内乱，让国阵成员党有机可乘，打破希盟占优势

寻常」的动向，因而劝请旺阿兹莎「打

的局面。

破」或「瓦解」阿兹敏的派系的坐大。
正因为两派对候选人的排阵僵持不

正因为公正党这次任务「任重道远』，将
党标志供盟友使用，也就要更加爱惜羽毛了。这

下，也就发生公正党候选人「难产」的新

也是为什么安美嘉不允许公正党因候选人问题自

闻。曾任律师公会主席，也曾领导净选盟

乱阵脚。

运动的安美嘉，针对此事以大马人权协会

其实在公正党内华人的议员已不多，他们

(Hakam )主席的身份谴责公正党的行径

的表现一般中规中矩，因此尽量保持他们的连续

「不可原谅」。她说本届选举在野党使用

性是很重要的，不然会让人产生一种印象：华人

的是公正党旗帜，因此公正党更应促使人

代表的比例并不重要，随时可被拆换，这也会为

民对这个旗帜有信心。

对手打开一扇门。

最新消息传来，阿兹敏为此事亲自会

其实不论是阿兹敏派或拉菲兹派，他们归

晤安华，总算使「风波」暂时平息下来，

根究底都是以安华马首是瞻，而形成一个大安华

在雪州和槟州各有许多原任议员下车，包

派。为此，公正党的内斗应即刻停止，因为这不

括颜贝倪、谢嘉平、王敬文及刘子健等。

利于希盟的未来斗争。若继续暗流汹涌，结果是

虽然「元老」蔡添强最后没被除名，
有他促请党高层要小心，不能让特定利
益者左右公正党圏定候选人。虽未指名道
姓，但蔡添强所影射的应是拉菲兹和现任
总秘书赛夫丁。
如果没有意外，赛夫丁将会是槟州未
来的第一副首席部长，也就拥有一定的份

两败俱伤，大意不得，更不能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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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论见征稿
《名家》版《八方论见》
栏目，供各界人士发表意见，
唯不设稿费。
来稿请附真实姓名与联系
方式，并以电脑打字，电邮至

opinion@orientaldaily.com.my
予本报言论互动组编辑。本版
谢绝一稿多投，亦不做任何私
人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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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皮書合同》簽名運動502展開

促候選人簽約落實訴求
(吉隆坡25日讯）四季儿童传统文
化、安邦太子园贩商联合商业公会、莲
花苑祈祷室及莲花苑居民将于5月2日在
安邦太子园巴刹展开《候选人黄皮书合
同》签名运动，并呼吁各党班登国席及
莲花苑州席的候选人亲临签署协议，承
诺中选后落实居民提出的诉求^
上述三造及居民代表约30人，周二
聚集在巴刹于律师威佳克玛的见证下宣
誓这份黄皮书，出席者有安邦太子园贩
商联合商业公会主席周志坚、四季儿童
传统文化创办人吴文成、莲花苑祈祷室
代表哈芝依布拉欣等。

周志坚：邀各党候选人签协议
安邦太子园贩商联合商业公会主
席周志坚表不，《候选人黄皮书合同》
将在近日交予有关各政党的候选人，邀
请他们在当天中午12时到太子园巴刹于
律师见证下签署协议；若候选人未克出
席，该会将安排人亲自递交黄皮书合同
让他们签署^
“为了莲花苑的未来及人民的利

候選人黃皮書合同內的
訴求如下
1.由当地居民推举人选，担任莲花
苑地区市议员°
2.拨款提升休闲保留地的设施，同
时维修与提升道路，如有损坏立
民卜•

3. 每半年向各社团公布拨款详情，
让人民了解拨款用途，并协助当
地慈善团体申请拨款。

4. 设立投诉中心与垃圾投诉中心。
5. 拨款提升与改善巴刹环境及设
备，确保巴刹不会被拆迁，同时
恢复太子园贩商公会自理权，将
垃圾费管理事务交由该会处理。
6.安排一位检察官，监督州议员、

市议员及巴刹管理员的拨款、修
建项目及跟进投诉项目。

7. 解决废置汽车霸占停车位问题，
让民众不再为停车位烦恼，并废
除莲花苑地区的停车费。

益，我们希望班登国席及莲花苑州席的

8.加强莲花苑保安，设立24小时巡

候选人能够俯顺民意签署《候选人黄皮

逻队及装置闭路电视，同时确保
在安邦再也市议会监督下，外劳
不能申请任何营业执照。

书合同》，以便在中选后实现居民的诉
求，同时也欢迎他们提出良好的建议及
承诺，造福人民兑“
他说，此举不具针对性，旨在反映
人民的需求，让国州议员日后可以更有

9. 加强学校范围的保安措施，杜绝
私会党骚扰学生。

10.拨款提升莲花苑清真寺与神庙。

效地为民服务色

目标收集逾2000签名

次要借助这份黄皮书，来为当地居民发
o

他指出，莲花苑的社团经常接获

“此外，我们也在当天上午10时

居民的投诉，这些问题本应是由当地市

至12时，收集民众签名支持《候选人

议员及州议员处理，但因为投诉无门，
居民最后唯有向社团寻求协助，所以今

黄皮书合同》，目标是取得逾2000个签
名。”

“人民之聲”活動5月6舉行
季儿童传统文化创办人吴文成

四表示，“人民之声”活动将在

5月6日晚上7时在安邦太子园为食街举
行，以提供平台让莲花苑区居民就当地
问题发声，并让各党候选人发表政见与
辩论，回应民众的提问。
他说，候选人在竞选前必须了解有

关选区存在的种种问题 因此当地民间
组织决定主办上述活动 让候选人聆听
居民所不满的问题。
“届时，各党候选人也能发表10分
钟演说，并针对居民的提问进行辩论，
让选民了解他们的政见及理念，以投选
出真正为民服务的代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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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儿童传统
文化、安邦太子
园贩商联合商业
公会、莲花苑祈
祷室及莲花苑居
民代表约30人，
就《候选人黄皮
书合同》进行宣
哲o

•吴文成（左起）、周志坚、威佳克玛及哈芝依布拉欣呼吁候
选人，签署《候选人黄皮书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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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黨除名

黨内外人士臉書貼文
KX

灞雄顔貝傀

報道•陳鼎翰

李映霞吁大選前討回公道

持她！

(八打灵再也25日
讯)公正党原任万挠区
州议员颜贝倪被党除名
事件，除了有部分同僚
为她“喊冤流泪”，就
连友党领袖、华团组织
及时评人也替她感到惋
惜，甚至在脸书贴文支

原任雪州行政议员黄
洁冰今早到蒲种出席“我的
雪兰莪房屋计划”活动，受
记者追问颜贝倪的事件时，
忍不住当场掉泪。她说，要
是颜贝倪有涉嫌任何不当渎
职行为，雪州能力、公信力
及透明度特别遴选委员会
(SELCAT )早就采取调查
行动了。

I民党雪州秘书李映霞则在昨日于脸书
乂、贴文，吁颜贝倪要为自己讨回公道，
因为-旦过了大选，没人会再替她申冤，即使
党内上诉也不会有效果的了。
资深社运分子陈亚才则在脸书说，作为
-个反对黑箱作业，致力追求体制改革和民主
化、透明化的政党，有必要还颜贝倪一个公
道，并且公开事情的真相。
顏貝倪：不獨立上陣

郭章欽貼照片三語讚顏
外，原任雪州高
级行政议员拿督
邓章钦也在脸书贴出•张颜
贝倪与小朋友的合照，以中
巫英三语赞扬颜贝倪。
“在我23年的雪兰莪
州立法议会生涯中，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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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任适耕庄区州议员黄
瑞林则在邓章钦的贴文下留
言，指颜贝倪是-位非常尽
责和优秀的议员，别放弃，
加油！

•李映霞的贴文，鼓励颜贝倪为自己讨回公道。

•邓章钦则认为，颜贝倪是 位
I杰出的州议员。

唆3 T^Cfei^JrAm

然遭到除名无法在下届大选上阵，

虽但颜贝倪表示她仍会全力助选，并

位最杰出的同事，就是颜贝
倪。"

a

不会以独立人士身分上阵。
已是两届万挠州议员的颜贝倪，于日前接
获自己被除名，无缘在第14届大选上阵，并爆
出该党派系恶斗及青年才俊急于上位，才导致
她惨遭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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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宋巴因：國陣大選工作有組織
(双溪比力25日讯）国
阵雪邦国会候选人马宋巴因指
出，第14届大选是雪州国阵赢
取雪邦1国3州的时机，并不是
希盟有弱点，而是基于国阵大
选工作团队和成员党的团结力
他说，自2016年开始，雪
邦国阵就已做好准备应付第14
届大选，他深信有组织和策划
性的大选团队工作，可协助国
阵保住龙溪州议席，并夺回另3
个（1国2州）议席。
马宋巴因昨晚在沙叻丁宜
新镇巫统大厦出席介绍候选人
活动时，对出席的约700名国阵
各成员党党员谈话。雪邦国会
选区内的3州议席候选人也出席
活动，他们是丹绒士拔卡林、
龙溪沙伦和双溪比力黄祚信。
马宋巴因提醒所有出席
者，这是取回雪州政权，也是
赢回雪邦国会、丹绒士拔和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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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溪比力州议席的最佳时间，他
们也对此有信心。
他说，他和另3名候选人决
心付出努力和精力为人民提供
服务，也做好准备随时与人民
联系，这也符合首相倡议以民
为本的理念。
他指出，雪邦国阵总共向
国阵中央领推荐约20人，最后
他与3人获委以重任《他感谢
各成党基层领袖不但没有反对
声，昨晚还一起站在台上取
针对雪邦国阵将面对希盟
和伊党候选人的三角战，马宋
巴因说，这并不是三角战，而
是直接对垒，再说根据以往情
况，有可能会有独立人士出来
竞选，所以也可能是四角甚至
五角战o
有关许多政党都派出专业
人士上阵，马宋巴因说，在政
治里最重要的是社会对你的接
受及联系。

，卡林（前排左一起）、黄祚信、马宋巴因和沙伦与国阵各成员党基
层领袖合照

黄祚信：感谢获委托上阵
黄祚信表示，感谢得到国
阵最高领导层，尤其是首相、副
首相和国阵雪州主席丹斯里诺奥
马，最重要是马华总会长，得到
他们的委托和信任，再次被选为

候选人。
“我会全力以赴，确保不会
令所有对我有期待的最高领导失
望0"
黄祚信也呼吁所有国阵成
员党党员并肩作战，抛开任何误
解，完成雪邦国会1国3州都要取
下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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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书慧（前排左二起）、李继香及欧阳捍华一起为吉粦热
水湖新村的希盟竞选行动室进行开幕。

•欧阳捍华（右四）在村委会会员、李继香（左三）及俞慧嫔（左二）的陪同下，进
行吉粦热水湖新村村委会民众会堂的开幕仪式，签名留念。

他也表示，新古毛的选民若认可行动党在
该区过去10年的表现，对于“以民为本”的政策
有信心，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给予希盟支持。
“尤其李继香过去5年里在新古毛的表现十
分杰出，大获好评，实是难能可贵的人民代议
士，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她。”
他说，新古毛州选区的竞选行动室开幕
后，选民可前往该处查询投票地址及其他详情，
而行动室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就是教导选民辨认
希盟的“蓝眼”标志。

g动党新古毛州席准候选人李继香表

1 j示，新古毛州选区的竞选行动室共有
3个，吉粦热水湖新村的希盟竞选行动室是新古
毛州选区首个开幕的行动室，接下来则会陆续

水民修，

他今早出席位于吉粦热水湖新村的希盟竞
选行动室开幕仪式时表示，在选举委员会公布了
不公平的选区划分后，友党会面对更严峻的挑
战。

新古毛設3競選行動室

新会提然
湖众及焕

“若要继续捍卫雪州的政权，我们在第14
届大选的任务绝对是•席都不能少’。”

歡迎民眾查詢大選詳情

I

(乌雪25日讯）行动党史里肯邦安州
席准候选人欧阳捍华表示，新古毛州选区
是雪州行动党的四大灰区之一，其他包括
适耕庄、万津及双溪比力，而新古毛对于
雪州希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议席。

热会重后
粦委过作。
吉村经工新

揮衛雪政權-席不能少

•村堂升

歐陽捍華I 新古毛變灰區

在崙冬加里及新古毛进行行动室的开幕仪式《
她说，吉粦热水湖新村的希盟竞选行动室
将于每日下午2至4时及晚上8至10时开放，欢迎
民众到该处查询大选详情。
公正党乌雪国席准候选人廖书慧表示，我
国贪污腐败的情况十分严重，惟有更换政府，
人民的未来才能有希望，因此在第14届大选中
打倒国阵，是大家的责任。

吉粦熱水湖新村獲18萬建球場修民眾會堂
力是原任雪州地方政

"tbL府、非法工厂漂白
及新村发展事务行政议员的欧
阳捍华，在李继香及吉粦热水
湖新村村长俞慧嫔的陪同下，
在该新村为村委会民众会堂及
篮球场进行开幕。
他透露，雪州乡村及区域
发展部分别拨款8万令吉及约

10万令吉的款项，让该新村建
设篮球场及重修村委会民众会
堂°
他说，该新村缺乏运动设
施，因此在村委会的要求下，
雪州政府拨款让他们增加运动
设施，由于该新村的年轻人都
喜爱打篮球，因此花了约2个
月的时间来建设篮球场。

他表示，该新村的村委会
民众会堂已有10年的历史，雪
州政府也拨款让他们进行重修
及提升工作，将旧式铁门拆除
并建成石灰墙，同时也更换地
砖、增建厨房及装上6架冷气
机，让村民能够有一个更舒适
的环境来举办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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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蒲种路
举办的士布
爹区政治讲
座吸引了约
400人出席。

準候選人輪番上陣演講

希盟士布爹講座400人捧場
(吉隆坡25日讯）希望联盟昨晚在蒲种路
举办政治讲座，行动党士布爹国席准候选人郭素
沁、泗岩沫国席准候选人杨巧双、万达镇州席准
候选人嘉玛丽亚及公正党班底谷国席准候选人法
米轮番上阵演讲，呼吁选民踊跃回家投票，让希
盟有望人主布城！
这场讲座是在蒲种路及斯里嘉蒂（Sri Jati) 3

民每起

I

票

选将

郭挥 A

吁，来
呼力出
; 带
* 都。

•发个投
-

;影'5响

•年轻候选人嘉玛
丽亚说出身为年轻
人对参政的看法及
欲改变国家的决
心°

•杨巧双呼吁选民
不要害怕作出改
变，在509当天勇
敢站出来投票。

•即将在班底谷上
阵的法米出席讲座
与选民作出分享。

路之间的一幅小空地举办，虽然空间不大，但是
吸引约400人出席捧场，除了现场准备的座位都被
坐满之外，也有不少民众围绕在场外站着聆听嘉
宾的演讲。
这也是希盟在士布爹区内的首场政治讲座，
而该区也是在选区重划后，从班底谷国会选区被
划进士布爹国会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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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素沁促踴躍投票
素沁指出，每个人都有•定的影
>响力，她呼吁选民不仅本身在
509当天投出神圣的一票，还需影响身边
的家人及朋友一起履行公民的责任，改变

郭

国家的未来。
她说，士布爹区在上届大选是全国得
获最高多数票的选区，惟相信这届大选在
选区重划后将不会再度发生，因其他选区
的选民人数远远多过该区。

不满希盟白区人数暴增
“士布爹区的选民人数约8万6000
人，然而其他选区如巴生、哥打拉惹及白

沙罗等选区的选民人数就超过10万人。”
她直指这是荒谬且不公平的，试问当
选议员该如何服务如此庞大的选民人数，
并指这些选区都是希盟所赢得的选区，认
为这是国阵政府藉此挫败希盟执政中央的
机会，而这也是希盟反对选区重划的其中
原因•
郭素沁也说，希盟的合作是一个契
机，而所有人都将过往的情绪放在-•旁，
互相迁就以组成•个符合不同社群需求的
政纲，共同迈进。
“我们必须对现有的制度作出改革，
同时也将不公平的法令移除，以及清理选
民册。”

F净”的领

响，投选出正确的•票。
她也指出，雪州或槟州任何保留地
在颁布宪报后，将无法随便被更改土地用
途，人民甚至可向地方政府索取任何土地
发展计划的详情及资讯，然而在吉隆坡的
情况却恰是相反。
她也说，我们也必须改变想法，从自
己开始影响身边的每个人，尤其必须让年

袖带领国家迈进，因此呼吁选民不要害怕
作出改变，同时也不被假消息或谣言所影

轻一代感觉到这个国家还有希望而继续留
下来

楊巧雙：有能力執政中央
巧双说，虽然很多人会质疑希盟

杨是否有能力执政中央，惟她提醒
选民雪州及槟州就是典范，虽然在308时
是在毫无经验下执政两州，但是依然做出
很好的成绩。
她说，人民现在需要“

法
米

Page 2 of 2

法
米指出，
他接获住

有
選
民
被
動

在班底谷
的印裔选
民的投
诉，其选
区被搬到
适耕庄-个他从未
去过的纯

马来甘
榜.。
“选民从未
更换大马卡上的
住址，这代表有
者以不正确的方
式更换选民的选
区。”
他说，虽
然他已报警及要
求选委会作出解
释，但有关事宜
却没有任何下
文.。
因此，他呼

嘉瑪麗亞：生活員擔太重变

吁选民必须检查
她说，身边有太多例子让她看到生活

‘玛丽亚以年轻人的观点指出，很
「多年轻人加人行动党，当中不乏
很有才华的巫裔党员，因他们了解现在的
政府贪污舞弊，而他们有需要对此作出改

的煎熬及压力，包括很多人无法顺利升学
或实现自己的梦想，而这全因政府没有将
人们的钱处理好，以致人民的生活越来越
困难。

自己所投票的地
点，因很大可能
在他们不知情之
下已被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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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城25日讯）36岁华裔
女子要求法判宣判她非穆斯林
的希望再度落空！
罗斯丽扎依布拉欣是一个
由信奉伊斯兰的父亲，以及佛
教徒母亲诞下的私生子，根据
全国各州宗教局记录，其双亲
并没有注册结婚，华裔母亲也
没有改信伊斯兰教。

母没改信伊教
不过，她被视为~•名穆斯
林，身分证上印上马来名字罗
斯丽扎依布拉欣，宗教为穆斯
林。
她人禀沙亚南高庭失败两
次后，人禀上诉庭提出上诉，
上诉庭今日也驳回她的上诉申
请。
其代表律师阿斯顿说，罗
斯丽扎的最后上
诉管道是联邦法
院，不过，他将
i咨询其当事人的

意见后’才决定

上訴庭駁回申請

女子恢復非穆又落空
是否继续上诉。
以拿督乌米卡敦、拿督王
南吉和拿督苏拉雅组成的上诉
庭三司在聆听阿斯顿、雪州政
府法律顾问拿督聂苏海米和雪
州伊斯兰理事会（MAIS)代
表律师阿都拉欣的陈词后，一
致裁定高庭的裁决并没有任何
失误，所以他们决定驳回这项
上诉申请。
罗斯丽扎是在2015年人禀
沙亚南高庭，要求法庭宣判她
并非穆斯林，也无需遵循伊斯
兰教义，惟高庭宣判她败诉。
在大马，穆斯林受限于

另一套非穆斯林无须遵循的伊
斯兰法律，从资产或遗产上的
分配，以至配偶婚姻、孩子抚
养权等课题，皆与非穆斯林不
同，特别是各州伊斯兰法律清
楚阐明，穆斯林与穆斯林结婚
才属合法。

自小履行佛教教义
她强调，自小追随母亲
信奉佛教及履行佛教教义，不
过，她被视为一名穆斯林且受
限于伊斯兰法，导致联邦宪法
赋予她宗教自由的权利遭剥
夺，她甚至无法选择与自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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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男人结婚。
其代表律师阿斯顿说，罗
斯丽扎不能把这件事情带上伊
斯兰法庭审理，从法律角度上
来说，她甚至称不上是一名穆
斯林，所以本案也不涉及任何
脱教的课题》
他说，罗斯丽扎与其母亲
叶阿妹（已逝，译音）从未改
信伊斯兰教，无论是雪州、联
邦直辖区或另10个州属的宗教
局都没有其父母注册结婚的记
录。
他指出，根据英国的普
通法或伊斯兰法，任何私生子
的生父对其孩子皆不具任何权
利，只有生母拥有这项权利，
鉴此，其生母才能拥有其抚养
权，包括决定以哪一个宗教来
抚养其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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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盟士拉央講座千人膀聽
81歳小販現場捐1千
(士拉央25日讯）希盟昨晚于士拉央
再也巴刹举行武吉兰樟州选区造势讲座
，有一名81岁的士拉央再也巴刹小
贩，现场掏出辛苦赚来的1000令吉，捐给
公正党武吉兰樟州席准候选人黄洁冰的竞
选团队。

筹获5498令吉
造势讲座也吸引逾千人围观及聆听，
现场筹款也获得民众积极响应，最终筹获
5498令吉款项。
尽管行动党白沙罗国席准候选人潘俭
伟、公正党士拉央国席准候选人梁自坚、
公正党原任万挠州议员颜贝倪及行动党适
耕庄区州席准候选人黄瑞林未克出席，仍
不减民众的热情，场面十分火热。主讲嘉
宾还包括公正党双溪杜亚州席准候选人阿
米鲁丁、原任朱湖州议员蔡同财及公正党
白沙罗区部主席佐纳。

•武吉兰樟州
选区造势讲座
来到了士拉央
再也巴刹举
行，吸引逾千
人出席。

黃潔冰：雪推逾40惠民政策
i州是马来西亚的希
望！”
黄洁冰指出，雪州希盟政府绝对
是个清廉的政府，执政多年以来也推
出了逾40项惠民政策，获得人民的喜
爱，因此，雪州政府绝对是其他州的
模范《
她表示，为了拯救及改善我国贪
污腐败的风气，也为了下_ -代着想，
她呼吁所有选民绝对不要投给国阵，
以在509可成功换政府令
她说，武吉兰樟州选区在经过

选区划分后，扩大了不少，从双溪毛
糯医院至士拉央医院，都属于武吉兰
樟州选区，足足有4个布城的大小。
她说，若她能够续任为武吉兰樟州议
员，她将在士拉央区多多走动，为民
服务。

受英语教育全程华语演讲
值得一提的是，自小接受英语教
育的黄洁冰，为了表示她的诚意，全
程努力使用华语来演讲，获得民众的
热烈支持。

阿米魯丁 ：有機會形成人民海嘯
米鲁丁表示，如今有许多人脱离巫统

•黄洁冰（右二）感谢高龄81岁的士拉央再也巴刹小贩的大
力支持及捐款。左一为蔡同财。

如希盟主席敦马哈迪及前任
而这情势势

阿副首相丹斯里慕尤丁等，成立或加人多元种族的政党
必会形成人民海啸

以打到国阵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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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吉夫：更換工程完成9〇％

17區水管1個月內竣工
(八打灵再也25日讯）原
任武吉加星州议员拉吉夫指出，
17区地下水管更换工程已完成
90%，估计未来1个月内将竣

X
他披露，17区地下水管工程
自去年4月起展开，这段期间，
虽然水供问题不大，但是17区一
带的道路几乎都受到工程的影
响，道路都有被挖掘过的痕迹。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已经做
好准备，-旦水管工程完成马上
就会进行道路修补工程。”
他是与八打灵再也公正党准
候选人玛丽亚陈，在17巴刹向居
民拜票后二这么表示。
他表不，针对17区RapidKL
巴士迟到的问题，他已向

RapidKL做出投诉，希望
该公司的巴士能增加巴
士司机人数，以应付人
手不足问题。

•拉吉夫（站者左一）
以旧人的姿势带领着新
人上阵的玛丽亚（站者
右一）到选区拜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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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偉：若投票率增至9〇％

“希盟有望入主布城”

(沙亚南25日讯）行动党主
席陈国伟指出，若今届大选投票
率能提高至90%，希盟就有很大
机会扳倒国阵政府，实现改朝换
代！
他直言，若投票日当天真的
不幸发生天灾事故，大家也要回
乡去投票。
“上一届投票率是85%，若
今届能增加至90%，只要大家再
国伟表
示，哥打
哥文宁州议席行动党
候选人甘纳巴迪劳过
去为印裔社会贡献良
多，尤其是在争取及
捍卫印裔权益的过程
中，还遭到内安法令
扣留s
他说，甘纳巴

跨前-步，国家就会有重大改
变，所以我呼吁各位选民当天一
定要去投票！”
陈国伟于昨晚为行动党哥
打哥文宁州选区行动室开幕时表
示，在上一届大选中，尽管民
联获得52%的选票，相比国阵的
47%选票来得多，但总议席还是
输给国阵情况下，反对党当时候
无法推翻国阵政府。

指甘納巴迪勞表現傑出
表现也非常特出，是
一位获得全民爱戴的
州议员。
他披露，由于
哥打阿南沙在重划选
区后被“消失”，所

打阿南沙州议员后，

容易，但我相信在全

甘纳巴迪劳能漂亮的
胜出
出席昨晚活动
的嘉宾包括希盟双溪
甘迪斯州议席准候选
人苏海米、希盟班达
马兰州议席准候选人
梁德志以及其他嘉宾
等。

为甘纳巴迪劳。

文宁州选区竞选行动室开幕。左三

•陈国伟 右(二 为)行动党哥打哥

迪劳后来胜选出任哥

以才委派他来攻打哥
打哥文宁州议席《
“这-•仗并不

马人都求变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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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桌子須4個腳”

Page 1 of 1

劉天球：希盟攻布城最佳時機

(双溪比力25日讯）行动党双溪比
力候选人刘天球指出，这一届大选是希
盟攻下布城的最佳时机
他以一张稳定的桌子必须要有4个
脚，来形容希盟4个成员党的关系。
“希盟（民联）不但首次有4个成员
党，也各别有一批坚强领袖，如行动党
的林吉祥和林冠英、公正党的安华、旺
阿兹莎和拿督阿兹敏、诚信党的莫哈末
沙布和土团党的敦马哈迪和丹斯里慕尤
丁等人，当我们赢下布城时，有许多人
选可以担任部长。”
刘天球昨晚为行动党沙叻丁宜行动
中心主持开幕礼时发表谈话。
他说，他们在这次大选的目标保住
和雪州政权和双溪比力州议席，最重要
是迈向布城。
刘天球也对行动党党员和支持者先

•哈尼巴（前排左二起）、刘天球和黄思汉与希盟基层领袖合照
后在双溪比力州选区内设了4间行动中心哈尼巴和原任金銮州议员黄思汉。这次
和7个小型行动中心表示感激。
推介礼也吸引逾百名来自沙叻丁宜的希
其他出席者包括原任雪邦国会议员盟支持者和村民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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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顯達：瑪麗亞陳要推選舉改革

“可受委上議員無需上陣”
(八打灵再也25日
讯）马华八打灵再也国会
议席准候选人周显达表
示，代表公正党上阵八打
灵再也国席的玛丽亚陈要
推动选举改革，仍可通过
雪州政府委任为上议员进
人国会，无需牺牲灵市人
民的利益。
“若胜选进人国会
推行选举改革，却会牺牲
灵南选民，选举改革是对
的，但是你还有很多方
法，例如由雪州政府直接
委任为上议员即可，不定要牺牲当地人民。”

•蔡高廷（左一起）及周显达到灵市17区派发老花
眼镜给当地练完太极拳的乐龄居民，并协助他们进行
简单的视力测验。
将派上用场。
蔡高廷表示，老花眼

在17区新增政府诊疗所、

周显达今早联同民政
党武吉加星州议席准候选
人蔡高廷在灵市17区草场
派发老花眼镜给当地乐龄
人士居民后，这么表示。
他说，如今有马华灵
南区会主席拿督林祥才、
上届大选马华灵南区国会
议席候选人谢国华，许多
元老及三机构都全力支援
他，让他完全无需担心扯
后腿的情况下，以充分斗
志迎战大选。

提升灵市连接捷运及轻快
铁系统的公共巴士覆盖范
围、解决高密度人口发展

他指出，今早原本预
算送出100副老花眼镜，但
是反应热烈送出超过160

得雪州政权，他相信国阵
可以带动发展及做更多改
变，即使未能执政雪州，

计划加剧交通拥挤及工地

副，而17区有80%以上为
45岁以上选民，老花眼镜

也能作为有效率的反对党
州议员。

他说，玛丽亚陈要实
现公正选举应该加人选举
委员会，若他中选，则会
想办法推荐玛丽亚陈加入
选委会。

灵17区
派长者老花眼镜
他指出，国阵赢得
八打灵再也能更进一步提
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如

外劳治安问题。

镜虽然只是小礼物，但是
却有物轻情意重意义，希
望能够帮助乐龄人士更好
地阅读。
他说，作为民政党武
吉加星州选区协调员，长
期以来都在协助解决民众
的地方问题，如交通拥挤
及高密度发展带来的社会
影响。
他说，若国阵能够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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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蒲種烏達瑪全國首個

公寓费太陽能補
(蒲种25日讯）“我的雪兰莪房屋计
划“（Rumah

Selangorku )下的蒲种乌达

玛斯里乌达玛公寓，成为全国首个安装太
阳能板的中低价可负担房屋。
掌管旅游、环保、绿色能源及消费人事务的
原任雪州行政议员黄洁冰今日出席斯里乌达玛公
寓屋顶安装太阳能板仪式时指出，州政府拨款30
万令吉，率先在A座公寓安装150面太阳能板《

节能少付电费惠民
她表示，雪州一直推广绿色能源活动，而安
装太阳能板是其中一项惠民计划，除了节能，也
助住户减少付电费，符合雪州政府打造低碳城市
和降低人民生活费的宗旨
出席上述仪式者包括大马永续能源发展机构
代表史提夫、发展商Hillcrest Garden私人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阮瑞强、雪州房屋地产局代表哈菲兹
及雪州经济策划单位（UPEN)地方执法单位副
主任阿末查基。

计划其他公寓也安装

黄洁冰（右一）由阮瑞强陪同参观斯里乌达马公寓示范屋。

t

，黄洁冰（左
二）移交30万
令吉支票给史
提夫。右起为
阮瑞强、哈菲
兹及阿末查基
(左一）。

^§1
•.云•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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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洁冰说，除了斯里乌达玛公寓，州政府也
计划在“我的雪兰莪房屋计划”下的其他地区公

行以回馈人民。”

寓安装太阳能板。
“由于全国大选快到，所以计划暂时进行至
今年3月，只要希盟再次执政，此计划会续续推

她之前在致词时提及，雪州政府推收集系统是另一项积极推广的绿色节能
行各种减碳计划，以期在2030年之前将计划，目前已接获来自沙亚南、无拉港
排碳量减少至45%。
及蒲种区州议员的申请。

她指出，从2012年启动的大厦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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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乐汉（前右
三）周二晚宣布，雪
州伊党将攻打2国5州
席的新增7名人选。
前排左一起各德里、
卡立和哈迪，右排一
起罗斯兰和阿都哈
林。后排左一起萧建
丰和林应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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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窿政匿2欄50州
(沙亚南25日讯）雪州伊党在
本届大选将攻打雪州19国46州席，
该党昨晚又宣布“和谐阵线”里
的国民团结党（Ikatan)和泛马伊
斯兰阵线（Beijasa)，以伊党旗帜
在本届大选上阵雪州2国4州席，
与国阵和希盟上演大混战。

兹，则转攻双溪拉玛州席。
另外，伊党主席拿督斯里哈迪阿旺
在会上宣布，伊党署理主席拿督端依布
拉欣将上阵丹州古邦阁亮国席、长老协
商理事会主席（Mursyidul Am )哈欣雅
欣上阵玻州亚娄国席。
在场者有前雪州大臣丹斯里卡立、
雪州伊党选举主任罗斯兰、崙都知甲州
席准候选人阿都哈林。

国民团结党2华裔上阵
泛马伊斯兰阵线将攻打唯一的士拉
央国席；国民团结党则攻打梳邦国席、
首邦市、武吉加星、班达马兰和金銮州
席共1国4州，包括2名华裔拿督斯里萧
建丰和拿督林应然，分别上阵武吉加星
与金銮。
雪州伊党主席沙乐汉昨晚在一项政
治演说时公布上述人选，同时宣布伊党
将委派瓜雪执委杰菲里美占上阵依约州
席，意味伊党本身竞选的雪州议席有19
国46州席，加上友党竞选的2国4州席，
本届大选伊党的“月亮”标志一共竞选
雪州21国50州席o
雪州共有M国56州席，目前没“月
亮”参选的余下1国6州席是白沙罗国
席、史里肯邦安、甘榜东姑、万达镇、
武吉兰樟、巴生新城和万津州席。
沙乐汉宣布，该党把竞选万宜国
席与旗下双溪拉玛州席的候选人对调，
由原任雪州副议长兼原任万宜州议员莫
哈末沙菲依，转攻选区划分后的万宜国
席；原定的万宜国席准候选人努斯马夫

萬宜雙溪拉瑪無拉港加影

沙樂漢：國陣擬挺伊黨
、乐汉声称，根据该党接获的
“情报”，国阵准备在雪州1国
3州席，即万宜国席、双溪拉玛、无拉港
和加影州席，支持伊党候选人。
国阵在万宜、无拉港和加影的候选人
皆来自马华，双溪拉玛则是巫统竞选。
他重申，雪州伊党无意推出大臣人
选，前提是先等赢了大选再说，并形容
任何伊党当选州议员，都有机会成为大
臣。”

哈迪：従民間籌獲

伊黨有9千萬競選基金
I•竞

哈；
选基金来自哪里，并透露伊党
从民间筹获9000万令吉竞选基金，声明伊
党动员来自广大党员与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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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伊党拥有100万名党员，只
要一人捐1令吉，至少有100万令吉，加上
伊党一些党员在商界有成就，一下子就筹
了9000万令吉。
伊党此前多番被质疑党资金的来源，
甚至被指接受9000万令吉的巨款。
另外，哈迪形容，伊党于2008年308
大选时曾在霹雳州成为造王者，他把在霹
雳州无法落实伊斯兰理念的挫折，怪罪于
行动党的阻挠。
“穆斯林有权去落实我们的权利，在
丹州我们禁穆斯林赌博，接下来我们要扩
大禁止的范围，但被行动党反对。

以伊黨“月亮”旗幟上陣本屆大選的
“和諧陣線”候選人
梳邦国席

莫哈末沙里尔（青年团团长）

州席
首邦市
武吉加星
班达马兰
金銮

拿督斯里莫哈末峑德里（副主席）
萧建丰（总财政）
桑笃星（哥打拉惹区部主席、
前行动党雪邦市议员党鞭）
林应然（雪州财政）

；)泛马伊斯兰阵线
士拉央国席拿督哈欣阿都卡林（署理主席）
；)伊党
依约州席杰菲里美占
国州议席人选调换
万宜国席
双溪拉玛州席

莫哈末沙菲依（州转国）
努斯马夫兹（国转州）

Flrl
林应然（竞选萧建丰（竞选
金銮州席）武吉加星州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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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要傷害阿兹敏？
雪中混戰
为一州之首的雪州大臣阿兹敏发
贝怒了。
他在公正党主席旺阿兹莎公布全国候
选人名单半小时前，就坐在旺姐身边，拿出
手机在推特上引用印度圣雄甘地名言发帖：
"Nobody can hurt me without my permission
:(没有我的许可，没有人可以伤害我），此
话铿锵有力语带怒气，荡起涟漪。
阿兹敏公然在社交媒体发出豪言表达不
满，或许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党领袖知
道，他掌握雪州大权，不是好欺负之人。
阿兹敏的不满和怨气，是可以理解的。
他属意的部分公正党原任议员和新人被党主
席撤换，打乱了自己的部署，再次让党内派
系斗争浮上台面》
阿兹敏是在安华担任公职时服务最久的
助理与机要秘书。从1998年烈火莫熄运动直
到今天安华人狱，可谓对安华不离不弃。
现在，到底是谁激怒阿兹敏，他是在跟
谁较量？是与党主席一夥的副主席拉菲兹还
是安华？
现年54岁的阿兹敏于2014年出任雪州大
臣以来，其政治影响力和政治地位已逐渐稳
固，若要更上一层楼，他可能要趁本届大选
来布局安置亲信，以壮大本身的势力和巩固
地位。

文/余秘葉（總社首席記者)
另一个关键点是，安华将于6月8曰出
狱，一旦安华出狱，所有的权力核心将会回
到安华手上，届时阿兹敏可能大权旁落，难
以制衡以拉菲兹为首的“主席派”。
因此，阿兹敏要在安华出狱之前笼络
党员，其团队收归旗下，找到政治舒适安全
感？
据党内人士透露，身为党领袖的拉菲
兹已有逾两年没有出席政治局会议，若非背
后有大人物替他撑腰，他可能已被逐出“家
门”。
公正党候选人名单被撤换一事，再次让
人看到公正党故态复萌的自相残杀内乱。
实际上，党争不只发生在公正党，也发
生在行动党、巫统和马华，只是因为公正党
“群龙无首”没法有效镇压下来。
面对外界如安美嘉批评公正党在节骨眼
上内斗不可恕，阿兹莎否认党内出现两派，
还直言“只有一派，我的派”。这句话有如
是在向阿兹敏下马威吗？
政治是一出利益与权斗游戏，党内明争
暗斗也是政治常态。公正党上演的正是一场
不折不扣的政治斗争。
而到底谁要伤害阿兹敏，或许没有别
人，有的就是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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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品可与候选人连在一起，或分开置放

•安華林吉祥不能用

置屢品可用敦馬肖像
莊敏
(八打灵再也25日讯）竟选
宣传品可印上谁的脸？选举委
员会说，敦马OK，安华和林吉
祥都不OK ！
选委会昨日宣布新条规，规定
竞选宣传品如布条、海报等只能印
上党主席、署理主席、州务大臣/首
长、州主席及候选人的照片。
这引来了希望联盟的不满，认
为选委会诸多限制，导致希盟无法
在全国使用希盟实权领袖拿督斯里
安华，以及主席敦马哈迪的肖像。
选委会官员接受星洲日报的访
问时说，目前社交媒体流传许多指
控马哈迪肖像不能使用的言论，是
错误的。

敦马只能出现在土团宣传品
“马哈迪作为土著团结党主
席，当然可以使用，没有问题；不
过，马哈迪的肖像只能出现在土团
党竞选选区的宣传品上。”
官员指出，由于社团注册局早
前宣布暂时解散土团党的通令已被

高庭谕令暂缓，因此土团党候选人
如今可以土团党候选人自居，在竞
选宣传品上使用马哈迪的肖像，自
然没有问题。

非党选选出领袖不可用
不过，官员指出，虽然公正党
的实权领袖是顾问安华，但安华的
肖像不能使用。
“这是因为公正党的实权领袖
不是从党选中选出，选委会在新规
定中阐明的党主席与署理主席或同
等职位，指的是在党选中获党员支
持下选出的领袖o“
“因此，作为顾问的安华，
不能算是党主席与署理主席，公正
党的宣传品上不能印上安华的肖
像。”

BstinnliimpnnllDAK 圆昍 HFhTlilNnUHGI 1 AMRilNR/SIHEnL PiSfTTl LAIN
竞选品不可以有其他政党标志
PHRKARA 3：umm GANBAR PEMIMP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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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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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党方面，该党“老
大”——林吉祥也基于同样的理
由，其肖像不能在行动党的竞选宣
传品上“现身”。
不过，选委会官员强调，选委
会明白在行动党握有实权的是秘书
长，因此行动党可使用秘书长林冠
英的肖像，选委会不会在这个课题
上刻意与行动党玩弄字眼。

>i Afen SAU

！

主席、副主席、政党州联*iTF席、大臣/首长及候选人
-个竞选品上

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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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不同政黨

馬旺無緣同現宣傳品
新规定下 希盟首相及副
首相人选- 一马哈迪及拿
督斯里旺阿兹莎无缘在竞选宣传品
上“同场亮相” ！

在

由于希盟至今不获社团注册局
注册为政党联盟，因此希盟4党，即
公正党、行动党、诚信党及土团党
在本次大选不能在“希盟”旗帜下
竞选。

希盟宣传品只能印蓝眼
希盟4党将以各党名义派出候
选人，但所有候选人皆会以公正党
的“蓝眼”党徽作为统一竞选标
0

不愿具名的选委会官员告诉星
洲日报说，尽管希盟4党统一以蓝眼
旗帜上阵，但由于4党都是以各自

政党候选人的身分出战，因此行动
党、诚信党及土团党候选人能在竞
选宣传品上使用该党的最高领袖，
无需使用公正党主席旺阿兹莎与署
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的肖
像。
不过，由于选委会规定，在竞
选宣传品上所使用的党徽必须是候
选人在提名日所注册的标志，因此
行动党、诚信党及土团党的所有宣
传品都只限于印上“蓝眼”，不能
印上火箭、“白山”及大红花。
由于竞选宣传品只能印上候选
人所属政党的党主席、署理主席、
州务大臣/首长、州主席及候选人肖
像，因此来自不同政党的马哈迪与
旺阿兹莎，不可能会一起出现在宣
传品上，否则会违反选委会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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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安全牌
盧慧青

直區巫統“坐四望六’

(八打灵再也25日讯）国阵第
-大党巫统在联邦直辖区13个国会
议席中竞选6席，米取打安全牌“坐
四望六”策略，除3名原任议员佐
哈利、东姑安南及罗士曼再次上阵
外，曾担任联邦直辖区部长的丹斯
里朱哈斯南，也再度回锅成为斯迪
亚旺沙区候选人。

拉惹龙吉，自2013年在班底谷落败
后，仍积极在基层走动，此次再获
提名乃预料中事
由于班底谷原任议员公正党副
主席努鲁依莎转移阵地，该党派出
的新人法米虽年轻形象佳，但对塋
拉惹龙吉挑战大，公正党是否能保
住自2008年起胜出的该国席，关键
在于马来选民p

朱哈斯南回锅上阵

此外，上届大选向马华借用的

现为大马驻美国大使的朱哈斯
南，1999年首度中选为旺沙马朱国
会议员，随后于2004及2008年担任
斯迪亚旺沙区国会议员，成为3届议
员，甚至官拜内阁部长，但他在上
届大选遭割爱，并于前年受委驻美
大使，-度淡出政坛p
无论如何，由于原任议员阿末
弗芝雅在2013年的多数票仅有1390
张，在势必要赢得城市马来选区的
考量下，巫统决定再次委派被指较
有胜算的朱哈斯南上阵，其对手将
是弃州攻国的公正党聂纳兹

旺沙马朱国席已归还，但巫统这次
成功争取到在敦拉萨镇上阵，早前
呼声高的敦拉萨镇巫统区部主席拿
督里扎曼因毒咖啡事件出局，让42
岁的律师阿德南突围而出。
虽然2013年大选国阵在上述国
席大输逾万票，但因选区重划，华
裔选民减少近万票，加上公正党对
手不再是前雪州大臣丹斯里卡立，
让巫统有信心可夺下该席
若巫统“坐四望六”策略奏
效，则将是自2008年大选以来，最
好的成绩。

米，和伊斯兰党的乌白阿都阿
卡拉a

巫統聯邦直轄區國席候_

保4国席不难

|选区

|候选人

1.斯迪亚旺沙朱哈斯南（回锅

-般预料，巫统要在直
辖区保住4国席难度不大，且
另外2席包括班底谷及敦拉萨
镇‘也有一定胜算。
同样曾担任直辖区部长的

2. 帝帝皇沙

佐哈利（原任、第二财长）

3. 班底谷

拉惹龙吉（再上阵、前部长）

4. 敦拉萨镇

阿德南（新人）

5. 布城

东姑安南（原任、直辖区部长）

6. 纳闽

罗士曼（原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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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廊

焦騙州痛&商(S
国阵来势汹汹加上伊斯兰党宣布攻打
全部56个州议席，所有选区陷入三角战或
大混战是在所难免，选情将充满变数。

槟巫统放眼要胜13席
在吉打，敦马哈迪证实在浮罗交怡国
会议席上阵后，鼓动了土团党在吉打作战
的整体士气，也教人关注土团党是否可进
一步带动希盟一举攻下吉州政权。不过，
这股翻转政权的势力至今未见真正成形，

'儘欞=聽

选区重划不利雪希盟

第14屆大選

选区重划影响选民结构，局面对雪州
希盟不利，许多灰区变成黑区。雪州国阵

都賴

须在提名日过后，再从土团党及希盟的竞
选策窥探一二。

已算准多个可能取胜的选区，包括2个公正
党和3个行动党的选区。希盟则认为最多会
丧失6至10席，但不影响州政权。

(吉隆坡25日讯）本届大选在众多州
属当中，雪州选情最为激烈，雪州会否变
天已成热议课题。

在槟州角逐15个州议席的巫统，放眼
要从上届的10席增至13席，并期待马华、
民政党和国大党不只有零的突破，甚至可
交出更好的战绩，否决由行动党主导的槟
州希盟政权三分二优势。
至于只有15个州议席的玻州，尽管巫
统内部斗争已浮出柜面，但仍备受看好以
绝对优势守住政权。

pri廊州席行动党霹雳州主席倪可
敏除了从太平移师到安顺国席
与民政党主席拿督斯里马袖强上演“强
强对决”，国州兼攻的倪可敏也从甲巴

yn

央州席易地转战后廊州席，对垒原区上
阵的民政党霹雳州代主席苏家斌，也掀
起另一场‘‘州主席对州主席”之战。
重划选区后，当地的选民人数逾3
万2000人，以华裔选民占逾55%，其次
是巫裔选民达逾26%，印裔选民则有近
17% °

士姑來

國際山莊

雪州

\/5

C3陈賴

^部宇挥

赖州议席是全彭华裔最多的选区，华裔选民达
，505大选行动党的锺绍安
更以6762多数票赢下议席。
来届大选，行动党中央调来原任文冬美律州议员邹宇
晖取代锺绍安，引起2届大选上阵不成的行动党劳勿区部副
主席陈俊熹不满，并退党以伊斯兰党支持者大会堂成员身

莎娃

都65.12%或1万8828人

分宣布竞选。

^阿兹敏

议员是雪州大臣兼公正党署理主席拿

原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他将会面对巫统
新人女将莎娃和伊斯兰党女将莎丽法挑战。
阿兹敏胞弟阿兹万阿里也已放话要以独立
人士身份恶搞阿兹敏，让原本多角战变成大混

日得拉

阿兹万阿里

莎丽法

战。
上届大选，阿兹敏获得1万6502张票，以
4044张多数票击败巫统的莫哈末那金；国际
山庄曾是伊党强区，伊党的势力将拉低希盟得
票。

適耕莊
彡:^动党老
丁将黄
瑞林在适耕庄守
土，他将面对年

api'

龄最小的候选人
仅29岁，即马华
适耕庄候选人李

®阿米努丁

著团结党署理总裁兼吉州主席拿督斯里慕克力
在今届大选兼攻不是同一国会的国州议席，即
尤仑国会议席及日得拉州议席；考验了土团党在吉州的
影响力。
国阵候选人是慕克力的旧战友阿米努丁行政议员，
他于505大选首度上阵，以3056多数票击败伊党候选人
罗哈妮。

奕渊及伊斯兰党
法兹林。适耕庄
在失去伊党助阵
和选区划分下，

区耕耘成白区的士姑来让给徒弟陈泓
宾上阵。
行动党临阵换将，选民对巫程豪
的情感支持会否宣泄在选票上，甚至
影响行动党在依斯干达公主城国席的
得票率，这都有待观察。另一方面，
士姑来原是民政党的传统选区，上届
大选临时出让给马华上阵，本届又拿
不回选区，反而让给国大党，而该区
的印裔选民只有12.14%�

1

r

±

姑来的原任州议员是行动党
的巫程豪，尽管他连续两届
都以逾万张多数票拿下议席，本届却
不获党中央青睐，被迫把20年来从黑

丹絨武雅
®
‘奕渊
已不再是行动党强区，黄诚辉时 以2269张多数票
瑞林在2013年对垒马华郭胜出。

土

雙溪比力
^HDSHflHIR

度上
阵朱
湖的森州马华主
席拿督斯里林振

两

o罗哈雅

①叶朝釦

大馬股匯快訊

叶朝政来自
吉隆坡，原任议
员蔡同财被撤换
后，也引起基层
不洒‘或将影响
选情。

富時綜指 1851.93(-13.41)

行动党派出行动党老将
刘天球空降雪州双溪比力州选
区，取代原任州议员赖玉兰。
刘天球将与面对马华的黄祚信
及代表伊党的罗哈雅的挑战。

4^州民政党竞选槟州14个州议

W席，有3个视为是"有胜算”

的选区，计丹绒武雅、武吉丁雅和双溪
槟榔。
丹绒武雅被归类为平均知识水平较
高的选区，非政府环保组织相对活跃。
2018年国会解散后，原议员郑雨周宣布
退出行动党，换原任升旗山区国会议员
再里尔上阵。
民政党今届再派出大将，槟州国阵
主席兼民政党槟州主席邓章耀对垒再里
尔，以追回5515张多数票，两人会面对
至少四角战的局面。

万達

辉誓言要在朱湖
州选区上演“破
蛋”之战，他将
对垒公正党的新
人叶朝政。

t选区重划下，双溪比
力目前已成为行动党
的黑区，马华已把它视为“囊中
物”。

万达州议席是马华在登州唯一
上阵的州席，上届大选马华州主席拿
督杜振耀败给公正党候选人阿占依斯
迈，输了2159张票，本届大选马华改

武吉丁雅

由新人杜绳祯上阵，希望可以夺回这
个华裔选民超过30%的州席。
原任州议员阿占依斯迈确定在原
区守土，伊党这次也派出候选人阿末
沙上阵，希望可以重演1999年的历
史，夺下万达州席。

©杜绳侦

LJ阿末沙④阿占依斯迈

富時全股 12858.18(-116.23)
富時100 12675.84(-114.75)
創業板指數
成交量

5252.69(-69.77)

人足又4的政飧動物

/T

•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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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鏡兌馬幣

5.4533

1歐元兌馬幣

4.7690 1

1新元兌馬幣

2.9463

1澳元兌馬幣

2.9591

100日圓兌馬幣
100人民幣兒馬幣

J

f
f
3.5796 t

61.847

PARKSON

5天
礼券大特惠
2018年4月27日至5月1日
让全国为之疯狂的特惠，您岂能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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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元兌馬幣

大選出詩表

青蛙與天兵

-作者：亮剑

各路人马纷上榜，新旧脸孔重头看；有些像是有赢过，有些想败部复活。
五年一场擂台赛，南将北调是常态；五年等到大选来，选错边就没得派。
强强对弈有看头，赢了能否别乱走？爽爽空降一天兵，投票哪能不分心。
蓝眼防蛙律虽严，赔款千万非大钱；若是一跳易江山，买你一亿又何妨？

rh民政党副总秘书涂仲仪对垒原
ffl任亚罗士打国会议员魏晓隆。
民政党在武吉丁雅可挑外劳村课
题，与丹绒武雅一样，若投票率低，加

上多角战（目前已有四角），再加上公
正党撤换两届议员王敬文，让上阵，这
些因素或可让涂仲仪追回那5190张多数
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