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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ee Lim
dilantik
Speaker DUN
Selangor
Shah Alam: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Sekinchan, Ng Suee Lim, semalam,
dilantik sebagai Speaker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bagi Penggal Pertama Mesyuarat DUN Ke-14.
Nama wakil rakyat DAP itu dicadangkan
oleh ADUN Sungai Tua, Amirudin Shari dan
disokong ADUN Bandar Baru Klang, Datuk
Teng Chang Khim.
Suee Lim kemudian mencadangkan
ADUN Paya Jaras dari PKR, Khairuddin Othman sebagai Timbalan Speaker dan disokong ADUN Kota Kemuning, V Gananatirau.
Terdahulu, seramai 55 daripada 56 ADUN,
termasuk empat wakil rakyat Barisan
Nasional (BN) dan seorang wakil rakyat
PA S m e n g a n g k a t s u m p a h s e b a g a i
ADUN.
Tak hadir majlis angkat sumpah
ADUN Sungai Kandis, Mat Shuhaimi Shafie
bagaimanapun tidak hadir majlis angkat
sumpah kerana faktor kesihatan.
Majlis angkat sumpah dimulakan Amirudin yang juga Menteri Besar Selangor.
Ia disusuli 10 EXCO kerajaan Selangor iaitu
Chang Kim; Ganabatirau; ADUN Batu Tiga,
Rodziah Ismail; ADUN Seri Serdang, Dr Siti
Mariah Mahmud; ADUN Pandan Indah, Izham Hashim dan ADUN Lembah Jaya, Haniza Mohd Talha.
ADUN Selat Klang, Datuk Abdul Rashid
Asari; ADUN Kinrara Ng Sze Han; ADUN Seri
Setia, Shaharuddin Badaruddin dan ADUN
Kajang, Hee Loy 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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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UN Sekinchan Speaker DUN
Shah Alam: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Sekinchan, Ng Suee Lim dilantik sebagai Speaker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bagi Penggal
Pertama Mesyuarat DUN
ke-14.
Nama wakil rakyat DAP
itu dicadangkan ADUN Sungai Tua, Amirudin Shari
serta disokong ADUN Bandar Baru Klang, Datuk Teng
Chang Khim.
Suee Lim kemudian mencadangkan ADUN Paya Jaras
daripada PKR, Khairuddin
Othman sebagai Timbalan
Speaker serta disokong
ADUN Kota Kemuning, V
Ganabatirau.
Terdahulu, 56 ADUN ter-

masuk empat wakil rakyat
Barisan Nasional (BN) serta
seorang wakil rakyat PAS
mengangkat sumpah sebagai ADUN.
ADUN Sungai Kandis, Mat
Shuhaimi Shafie bagaimanapun tidak hadir pada majlis angkat sumpah kerana
faktor kesihatan.
Majlis angkat sumpah dimulakan Amirudin yang juga
Menteri Besar Selangor.
Ia disusuli 10 Exco Kerajaan Selangor iaitu Chang
Kim, Ganabatirau, ADUN
Batu Tiga, Rodziah Ismail,
ADUN Seri Serdang, Dr Siti
Mariah Mahmud, ADUN
Pandan Indah, Izham Hashim dan ADUN Lembah Jaya, Haniza Mohd Talha.

Ia diikuti ADUN Selat
Klang, Datuk Abdul Rashid Asari, ADUN Kinrara,
Ng Sze Han, ADUN Seri
Setia, Shaharuddin Badaruddin dan ADUN Kajang,
Hee Loy Sian.
NG Suee Lim

Headline
MediaTitle
Date
Section
Page No
Language
Journalist
Frequency

Azmin mahu saman `Toyol’
Harian Metro
27 Jun 2018
Setempat
22
Malay
N/A
Daily

Color
Circulation
Readership
ArticleSize
AdValue
PR Value

Full Color
112,705
338,115
113 cm²
RM 4,452
RM 13,355

Putrajaya

Azmin mahu saman ‘Toyol’
jahat untuk menggugat
Menteri Hal Ehwal
kewibawaan dan integriti
Ekonomi, Datuk Seri
Menteri Hal Ehwal
Mohamed Azmin Ali akan
Ekonomi.
mengambil tindakan
“Azmin sangat kecewa
undang-undang terhadap
pemilik blog Toyol of Selangor dengan sikap media yang
melaporkan fitnah jahat itu
dan mana-mana paparan
daripada sumber yang sama
yang mengulangi fitnah
sekali tidak berwibawa,
di blog itu sama ada di
justeru terperangkap dalam
media sosial dan portal.
gejala gutter politics,” katanya.
Setiausaha Akhbarnya,
Baru-baru ini satu
Mohd Hassanal Bolqiah
artikel menerusi pautan
Mohd Yusoff dalam satu
https://toyolofselangor.kenyataan berkata,
wordpress.com yang
tindakan itu susulan fitnah
berjudul Toyol of Selangor
yang mendakwa kononnya
disiarkan pada 18 Jun dan
Azmin menyimpan RM300
tersebar melalui WhatsApp.
juta di luar negara.
Beliau berkata, Azmin
meminta pasukan guaman
memfailkan permohonan
kepada Suruhanjaya
Komunikasi dan
Multimedia Malaysia
MOHAMED
(SKMM) bagi mengenal
Azmin
pasti identiti pemilik blog
berkenaan untuk tindakan
susulan.
“Tindakan undangundang ini bertujuan
menghentikan penyebaran
fitnah yang sengaja bern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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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UN Sekinchan dilantik Speaker DUN Selangor
Oleh MOHD. YUNUS YAKKUB

SHAH ALAM - Teka-teki siapa yang memegang jawatan
Speaker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akhirnya
terjawab apabila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Sekinchan, Ng Suee Lim daripada
DAP mengangkat sumpah jawatan itu pada Mesyuarat Pertama
Penggal Pertama DUN Selangor
ke-14.
Pelantikan Suee Lim, 47, itu
dilakukan selepas mendapat
keputusan sebulat suara ADUN
selepas
dicadangkan
Menteri Besar Selangor yang juga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ras, Mohd. Khairuddin
Othman, 47, daripada
Parti Keadilan Rakyat
(PKR) yang merupakan graduan undangundang dilantik sebagai Timbalan Speaker
DUN selepas dicadangkan Chang Kim dan
disokong oleh ADUN
MOHD.
KHAIRUDDIN
Kota Kemuning, V. GaSUEE LIM
nabatirau.
Pelantikan Suee Lim
(ADUN) Sungai Tua, Amirudin
Shari dan_disokong oleh ADUN itu seterusnya menamatkan
spekulasi
bahawa PKR ingin
Bandar Baru Klang, Datuk Teng
merebut jawatan Speaker yang
Chang Kim.
Suee Lim merupakan Setia- telah dipegang oleh DAP sejak
2008 lagi selain jawatan Speaker
usaha Publisiti DAP Selangor.
Sementara ADUN Paya Ja- harus mempunyai pengalaman

undang-undang.
Pada mesyuarat pertama yang
bermula ptikul 10 pagi itu, kesemua 55 ADUN turut mengangkat
sumpah yang dimulai Amirudin
dan Menteri Hal Ehwal Ekonomi,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kecuali ADUN Sungai Kandis
daripada PKR, Shuhaimi Shafie
atas masalah kesihatan.
DUN Selangor kali ini terdiri
daripada 25 ADUN PKR, Amanah (8), DAP (15), Parti Pribumi
Bersatu Malaysia (3), Barisan
Nasional (4) dan Pas (1).
Dalam pada itu, Suee Lim
yang ditemui berkata, pelantikannya tidak menimbulkan isu
berikutan Speaker sebelum ini

mempunyai latar belakang dan
pengalaman berbeza.
"Sudah tentu, saya akan memastikan persidangan DUN berjalan lancar dan adil serta menghormati semua parti termasuk
pembangkang," katanya.
Dalam perkembangan berasingan, ADUN Sungai Air Tawar,
Rizam Ismail dijangka dilantik
sebagai Ketua Pembangkang di
DUN Selangor kali ini.
Rizam, 37, memberitahu, setakat ini beliau belum mendapat
pengesahan secara rasmi daripada Badan Perhubungan UMNO
Negeri Selangor meskipun telah
dipersetujui oleh tiga ADUN BN
yang 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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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min saman
Toyol of Selangor
Menteri Hal Ehwal Ekonomi,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saman blogger susulan
fitnah yang mendakwa
beliau menyimpan RM300
juta di luar negara

7

Azmin saman blogger Toyol of Selangor
PUTRAJAYA - Menteri Hal
Ehwal Ekonomi,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mengambil tindakan undang-undang terhadap pemilik blog
Toyol of Selangor susulan
dakwaan beliau menyimpan
RM300 juta di luar negara.
Setiausaha Akhbar beliau, Mohd Hassanal Bolqiah
Mohd Yusoff berkata, Azmin
telah meminta pasukan guaman memfailkan permohonan kepada Suruhanjaya
Komunikasi dan Multimedia
Malaysia (SKMM) bagi mengenal pasti identiti pemilik
blog tersebut.
“Tindakan undang-undang itu bertujuan menghen-

MohAMed AzMIn

tikan penyebaran fitnah yang
secara sengaja berniat jahat
untuk menggugat kewibawaan dan integriti Menteri
Hal Ehwal Ekonomi.

“Azmin sangat kecewa
dengan sikap media yang
melaporkan fitnah jahat tersebut daripada sumber yang
sama sekali tidak berwibawa
justeru terperangkap dalam
gejala gutter politics,’” katanya
menerusi satu kenyataan kepada media, semalam.
Dalam kenyataan itu juga
menyatakan, bekas Menteri
Besar Selangor itu telah meminta peguamnya untuk
mengambil tindakan undang-undang ke atas pemilik
blog Toyol of Selangor dan
mana-mana paparan yang
mengulangi fitnah dalam
blog tersebut di media sosial
dan 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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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 Selangor ziarah Anwar
PETALING JAYA -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mendoakan Ketua Umum
PKR,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diberi kesembuhan segera selepas dikejarkan ke
hospital pada Sabtu lalu.
Amirudin menerusi ciapan di laman
mikro Twitter miliknya memaklumkan mengunjungi Anwar di Pusat Perubatan
Universiti Malaya (PPUM), kelmarin.
“Menziarahi Datuk Anwar Ibrahim di
Pusat Perubatan Universiti Malaya. Beliau
sedang berehat dan ditemani Dr Wan
Azizah (Datuk Seri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Mendoakan kesembuhan segera
dan kesejahteraan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katanya.
Terdahulu Anwar dikejarkan ke hospital
selepas mengadu sakit di bahu dan bahagian
belakang selepas tiba dari Turki.
Ia disahkan Pengarah Komunikasi PKR,
Fahmi Fadzil dan memaklumkan Anwar dibawa ke PPUM.
Katanya, Anwar dibawa dari rumah di Bukit
Segambut menaiki ambulans menuju ke wad
kecemasan.
“Beliau dibawa ke PPUM kerana mengadu
kesakitan di bahu serta bahagian belakang selepas pulang dari Turki. Walau bagaimanapun,
keadaan kesihatan beliau stabil, “ katanya dalam kenyataan sebelum ini.

Gambar yang dimuat naik Amirudin di akaun
Twitter milik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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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g Toyol of Selangor digantung
GEORGETOWN - Pengendali
blog WordPress menggantung
sebuah blog, Toyol of Selangor yang menyiarkan dakwaan Menteri Hal Ehwal
Ekonomi, Datuk Seri Azmin
Ali menyimpan berjuta-juta
ringgit dalam akaun bank luar
negara.
Semakan di blog berkenaan mendapati satu mesej tertera 'dijadikan arkib atau digantung' atas pelanggaran
syarat perkhidmatan.
Bagaimanapun, tiada
butiran diberikan mengenai
sebab penggantungan itu.
Sementara itu, Setiausaha
Politik Azmin, Muhammad
Hilman Idham berkata,

dakwaan itu ialah kempen
membur uk-bur ukkan
Timbalan Presiden PKR itu
menjelang pemilihan parti
pada Ogos ini.
Hilman yang juga Adun
Gombak Setia menggesa
orang ramai ramai tidak
mempercayai dakwaan itu
kerana catatan blog itu adalah
palsu.
“Ini bukan kali pertama
dakwaan palsu dibuat terhadap Azmin. Kami menggesa orang ramai tidak terperdaya dengan dakwaan
tanpa kredibiliti seperti itu.
“Kami tidak mahu melayan politik kotor pihak tertentu. Pada masa sama,

dakwaan dalam blog itu boleh
dipertikaikan,” katanya memetik laporan FMT.
Dalam catatan blog 18 Jun
itu, blogger tidak bernama itu
mendakwa Azmin dan isterinya, Datin Seri Shamsidar
Taharin menyimpan ratusan
juta ringgit dalam beberapa
akaun bank luar negara.
Azmin bagaimanapun
berkata, tiada apa yang hendak disembunyikannya kerana beliau mengisytiharkan
hartanya sejak 2008 dan
menggesa mereka yang mempunyai maklumat berhubung
dakwaan itu membuat laporan kepada pihak berkuasa
untuk menyiasat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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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un Selangor angkat
sumpah rasmi
Seramai 55 Adun angkat
sumpah termasuk
empat wakil BN dan Pas
HASNIZA HUSSAIN

SHAH ALAM

S

eramai 55 daripada 56 Adun termasuk empat wakil dari BN serta
seorang dari Pas secara rasminya
mengangkat sumpah semalam bagi persidangan Dewan Negeri Selangor penggal
pertama sesi ke-14 yang dijangka berlangsung awal Julai ini.
Kesemua 55 Adun itu mengangkat
sumpah di hadapan Speaker Dewan
Negeri Selangor yang baharu dilantik, Ng
Suee Lim, manakala seorang lagi Adun
iaitu Adun Sungai Kandis, Shuhaimi
Shaﬁei tidak dapat hadir kerana tidak
sihat.
Pada majlis itu, acara dimulakan dengan mengangkat sumpah oleh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 diikuti tiga Exco
Selangor iaitu Teng Chang Khim, V
Ghanabatirau dan Rodziah Ismail yang
berjanji untuk memelihara, melindungi
dan mempertahankan Undang-undang
Tubuh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Majlis angkat sumpah kemudiannya

Proses angkat sumpah 55 Adun Selangor bagi penggal pertama Persidangan Dewan Negeri
Selangor ke-14 yang berlangsung, semalam.

disusuli dengan tujuh lagi Exco disusuli
Adun Selangor.
Sementara itu, Amirudin ketika berucap mengingatkan semua ahli dewan
untuk belajar dan mendalami fungsi
serta tugas masing-masing agar dapat
memartabatkan dewan.
Beliau berkata, ahli dewan kali ini terdiri daripada ramai muka baharu dan
sebahagiannya tidak berkesempatan berkhidmat dalam pentadbiran, manakala
sebahagian lagi berkhidmat sebagai ahliahli majlis atau ahli-ahli majlis tempat-

an serta mempunyai tugas yang berbeza
daripada sebelum ini.
“Oleh itu setiap tutur kata, adab dan
tingkah laku dalam dewan perlu dijaga,
selain perlu menjalankan tugas dengan
baik dan amanah.
“Malah, saya beri jaminan dewan
ini akan berlaku adil kepada semua termasuk rakan-rakan pembangkang... Kita
beri keistimewaan dan ruang kepada
pembangkang kerana mahu semua ahli
dewan berfungsi untuk memastikan kerajaan negeri dapat ditegur,"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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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haimi tidak sihat, angkat sumpah Julai ini
SHAH ALAM - Seorang daripada 56 Adun Selangor gagal hadir untuk mengangkat
sumpah bagi penggal pertama Sidang Dewan Negeri
Selangor (Dun) ke-14 yang
diadakan di Dewan Negeri
Selangor, di sini, semalam.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mengesahkan perkara tersebut dan
memberitahu Adun berkenaan iaitu Adun Sungai Kandis,
Shuhaimi Shaﬁei tidak dapat
hadir kerana uzur.
Amirudin berkata, maklumat awal diterima mendapati Shuhaimi mengalami
masalah kesihatan sehingga
menyebabkan beliau tidak
berupaya untuk hadir pada
majlis terbabit semalam.
“Saya tak dapat komen
lanjut mengenai perkara ini

Amirudin ketika sidang akhbar selepas selesai majlis Mengangkat
Sumpah Adun Selangor di Dewan Negeri Selangor, di sini,semalam.

kerana perlu melihat terlebih
dahulu laporan doktor ke atas
beliau.
“Bagaimanapun, beliau
sebelum ini melalui pilihan
raya umum dengan baik, berkempen dan dalam keada-

an yang sihat ketika itu....Kita
jangkakan beliau akan hadir
untuk mengangkat sumpah
pada pembukaan sidang
Dun Julai ini,” katanya ketika
ditemui pemberita selepas
selesai Majlis Mengangkat

Sumpah 55 Adun Selangor,
semalam.
Sebelum ini, Shuhaimi
dilaporkan menjalani rawatan di Pusat Perubatan Subang
jaya (SJMC) akibat jangkitan
paru-paru dan dilaporkan
masih menerima rawatan, selain terpaksa menghentikan
aktiviti politik buat sementara
waktu sebaik selesai PRU14
lalu.
Sementara itu, Amirudin
memberitahu tarikh sebenar
Sidang Dun pertama bagi
penggal ini juga masih belum
diperolehi kerana ia perlu
mendapat perkenan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sebagaimana termaktub dalam Undang-undang Tubuh Kerajaan Negeri
dan ia akan berjalan mengikut jadual yang ditetap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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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timbalan Dun baharu
Suee
Lim,Khairuddin
dipilih sebulat
suara sebelum
Majlis
Mengangkat
Sumpah
HASNIZA HUSSAIN

SHAH ALAM

A

dun Sekinchan, Ng
Suee Lim dilantik sebagai Speaker Dewan
Negeri Selangor, manakala
timbalannya, Adun Paya
Jaras, Khairuddin Othman
turut dipilih sebulat suara sebelum Majlis Mengangkat
Sumpah Adun Selangor bagi
penggal pertama sesi ke-14
2018 berlangsung di Dewan
Negeri Selangor, di sini, semalam.

Kedua-duanya mengangkat sumpah sekaligus menandatangani surat sumpah
memegang jawatan tersebut
kira-kira jam 10.05 pag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proses perbincangan lantikan
bagi kedua-dua jawatan tersebut berlangsung dengan
baik tanpa sebarang pertelingkahan.
“Alhamdulillah, kita mencatat konsensus dengan ‘single candidate’ dan mendapat
keputusan sebulat suara dalam dewan,” katanya.
Suee Lim ketika ditemui
berkata, beliau sangat berterima kasih dengan lantikan
serta kepercayan yang diberikan ahli dewan kepadanya
untuk menggalas tugas tersebut.
Menurutnya, beliau akan
berusaha sebaik mungkin
bagi memastikan persidangan dewan yang akan berlangsung dijangka Julai ini
berjalan lancar dan adil ke-

KHAIRUDDIN

NG SUEE LIM

pada semua parti-parti komponen serta ahli-ahli dewan
dari pembangkang iaitu BN
dan Pas.
“Bagaimanapun cara
saya mempengerusikan dewan nanti mungkin berlainan
sedikit berbanding cara saya
berbahas sebelum ini yang
banyak menggunakan ‘humor’.
“Posisi dipegang kini agak
serius dan dalam dewan yang
mulia ini menjadi keutamaan
untuk saya menggunakan

kaedah berlainan bagi memastikan semuanya berjalan
lancar, adil termasuk menjadikan dewan dihormati ini
sebagai dewan peneraju di
Malaysia,” katanya.
Sementaraitu,Khairuddin
menyifatkan lantikan beliau
sebagai Timbalan Speaker
Dewan Negeri Selangor sebagai peluang serta kepercayaan besar daripada
pimpinan Pakatan Harapan
(Harapan) kepadanya.
“Terima kasih kepada

pimpinan kerana beri dua
peluang iaitu untuk saya menyertai PKR dan juga bertanding pada PRU14....Hari
ini (semalam) diberi pula kepercayaan sebagai timbalan
speaker tanpa ada undian di
kalangan Harapan,” katanya.
Dalam pada itu, Adun
Sungai Tawar, Rizam Ismail
dari BN dikhabarkan bakal
dilantik menjadi ketua pembangkang di Selangor.
Rizam ketika ditemui
memberitahu beliau sudah
dimaklumkan mengenai perkara tersebut, namun masih
menunggu surat rasmi berhubung pelantikan sebagai
ketua
pembangkang
Selangor.
“Bagaimanapun jika diberi kepercayaan untuk pikul
amanah itu sudah pasti saya
akan memastikan dapat menjadi sebuah pembangkang
berwibawa dan pada masa
sama menyokong kerajaan
baharu yang dipilih rakyat

dan negeri Selangor yang dipimpin oleh menteri besar
baharu.
“Kita juga akan jadi pembangkang yang memperjuangkan perlembagaan negara serta kebajikan rakyat di
negeri ini,” katanya tidak menolak kerjasama dengan
Adun Pas sebagai pembangkang yang baik di
Selangor.
Sinar Harian turut mendapatkan komen satu-satunya Adun Pas dari Sijangkang,
Datuk Dr Ahmad Yunus Hairi
dan beliau berazam untuk
memastikan konsep semak
dan imbang dijalankan supaya akhirnya pembangunan
yang berlaku adalah pembangunan sejahtera untuk
masyarakat di Selangor.
“Selaku Adun Pas, saya
tidak menolak kerjasama dengan BN selaku pembangkang di negeri Selangor
kerana kerjasama itu terarah
kepada pembangunan positif dinegeri ini,"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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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rudin jumpa sifu
SHAH ALAM -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 mengadakan
pertemuan dengan Menteri
Hal Ehwal Ekonomi,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bagi
membincangkan corak urus
tadbir kerajaan negeri.
Dalam pertemuan di
Pejabat Kementerian Hal
Ehwal Ekonomi, Putrajaya
kelmarin perbincangan berlangsung lebih satu jam .
Amirudin berkata, bekas
menteri besar itu bertanya
beberapa perkara termasuk
kerjasama antara Exco,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dan Pegawai Kewangan
Negeri.
“Alhamdulillah, kita ingin
teruskan apa yang dinikmati
dan perolehi sebelum ini selain memperkemaskan beberapa perkara bagi memastikan
Negeri Selangor terus cemerlang serta kekal sebagai penyumbang terbesar ekonomi
negara.
“Kita juga mahu kekalkan
kedudukan sebagai peneraju
kepada corak pentadbiran
yang baik dalam negara kita,”
katanya dipetik menerusi sebuah laman portal berita se-

Amirudin mengadakan pertemuan dengan Azmin kelmarin bagi
membincangkan corak urus tadbir kerajaan negeri.

malam.
Beliau berkata, bagaimanapun dalam pertemuan itu isu
pelaburan tidak dibincangkan
secara spesifik .
“Ada beberapa pelan sudah
berjalan dan ada perkara yang
saya kurang maklum di peringkat awal ini maka saya bincangkan bersama beliau disamping

memohon kerjasama erat dengan kerajaan prsekutuan terutama untuk memastikan segala
perbelanjaan kerajaan negeri
selepas ini benar-benar bermakna kepada rakyat.
“Setiap sen daripada
Persekutuan juga akan dimanfaatkan untuk kebaikan
negeri,"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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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NS anjur Trail Run, Duathlon
Kategori
lelaki,wanita
libat larian
sejauh 21,10 dan
5 kilometer
NORAFIZA JAAFAR

SHAH ALAM

P

erbadanan Kemajuan
Negeri Selangor
(PKNS)
bakal
menganjurkan PKNS Trail
Run dan Duathlon 2018 di
Bernam Jaya Hulu Selangor
Julai ini.
Kategori dipertandingkan
bagi PKNS Train Run lelaki
dan wanita melibatkan acara
larian sejauh 21 kilometer
(km), 10km serta 5km.
Manakala acara Trail
Duathlon kategori lelaki dan

wanita melibatkan dua disiplin bermula larian 5km,
berbasikal 20km disusuli
sambungan larian sejauh
5km hingga ke garisan penamat.
Ketua Pegawai Operasi
PKNS, Norita Mohd Sidek
berkata, program berlangsung
selama dua hari pada 21 Julai
melibatkan acara PKNS Trail
Run dan 22 Julai Trail
Duathlon.
Menurutnya, beliau menyasarkan penyertaan seramai 1,000 peserta yang
boleh membuat pendaftaran
di laman web www.raceXasia.
com sebelum 10 Julai 2018.
“PKNS telah menerima
500 penyertaan setakat ini
yang menawarkan hadiah keseluruhan RM72,000 dengan
wang tunai juara RM2,500 dan
RM3,000 mengikut kategori
dipertandingkan.
“Penyertaan terbuka kepada warganegara Malaysia

Norita (empat dari kanan) bersama urusetia dan penganjur pada sidang media diadakan,kelmarin.

berumur 18 tahun dan ke atas
dengan yurun penyertaan dikenakan bagi kategori 21km
ialah RM100, 10km RM60 dan
5km RM30. Sementara Trail
Duathlon pula adalah RM150,”
katanya dalam sidang media
diadakan di ibu pejabat PKNS,
kelmarin.

Katanya, penganjurannya
bermatlamatkan memperkenalkan lokasi tersebut yang
berpotensi sebagai pusat aktiviti lasak.
“Disamping peluang peserta menikmati suasana kehijauan alam semulajadi dan
menerapkan gaya hidup sihat

melalui sukan.
“Dan juga berkongsi projek pembangunan perumahan,komersil serta institusi di bawah gerbang
pembangunan utara Selangor
di bawah PKNS,” katanya.
Turut hadir, Pengerusi
Urusetia PKNS Trail Run dan

Duathlon, Saharom Mohni
dan Pengurus Acara, Mohd
Azlishah Abdullah.
Azlishah dalam ucapan
ringkasnya berkata, persiapan
kini di fasa 80 peratus melibatkan lokasi acara, aspek keselamatan dan kemudahan.
“Penekanan prosedur kecemasan dan teknikal telah
dikaji dengan kerjasama
pasukan paramedik serta petugas yang memantau sepanjang trek.
“Malah laluan akses yang
boleh dilalui pacuan empat
roda 4x4 turut dilakukan bagi
memastikan penganjuran
berjalan lancar dan aspek keselamatan menjadi keutamaan kami,” katanya.
Maklumat lanjut program
boleh diperoleh dengan melayari laman sosial facebook
PKNS Trail Run & Duathlon
2018 atau pertanyaan emel
kepada equipmgnt@gmail.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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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yn (tiga kiri) menyerahkan surat permohonan selepas mengadakan perbincangan dengan Yi Fan
selama satu jam berhubung perkara tersebut sambil disaksikan Kee Hiong.

Mohon stesen KTM Komuter di Kerling
KUALA KUBU BHARU Penduduk di sini memohon
agar sebuah stesen KTM
Komuter disediakan di
Kerling bagi memenuhi keperluan perkhidmatan pengangkutan awam di kawasan
ini.
Ahli Majlis Daerah Hulu
Selangor (MDHS) Kawasan
Kerling, Law Elyn berkata, sememangnya terdapat kemudahan kereta api yang
berhenti di Kerling 40 tahun
lalu sebelum pelaksanaan
projek baharu KTM

Komuter.
Walau bagaimanapun
kini, perkhidmatan yang
menghubungkan Kuala
Lumpur ke utara tanah air itu
hanya berhenti di Serendah,
Rasa dan Kuala Kubu Bharu
bagi kawasan di daerah ini.
“Saya difahamkan ketika
projek ini mahu dilaksanakan, memang stesen Kerling
ada dalam cadangan namun
pentadbiran MDHS dan ahli
majlis pada ketika itu membantah tanpa pengetahuan
penduduk.
“Tindakan itu memberi
kesan jangka panjang apabila kini penduduk di sini
menghadapi masalah men-

dapatkan perkhidmatan
pengangkutan awam.
“Stesen KTM terdekat
adalah di Kuala Kubu Bharu
dan penduduk perlu menaiki
bas untuk ke sana,” katanya
selepas menyerahkan surat
memohon bagi tujuan tersebut, semalam.
Surat berkenaan diserahkan Pegawai Tugas-Tugas
Khas Menteri Pengangkutan,
Chung Yi Fan.
Hadir sama, Adun Kuala
Kubu Bharu, Lee Kee Hiong.
Elyn berkata, beliau berharap agar permohonan bagi
mendapatkan sebuah stesen
di Kerling akan dipertimbangkan pihak kemente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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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kinchan rep is Speaker
Witty four-term assemblyman Ng Suee Lim takes on a serious role as Selangor state
assembly Speaker while Khairuddin Othman is his deputy. >2

Ready for debates: Selangor state assemblymen, including Speaker Ng Suee Lim, take their seats in the state assembly after the swearing-in ceremony yesterday at the state secretariat building
in Shah 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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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nese-speaking rep
voted as new Speaker
Ng promises fair and orderly Selangor State Assembly sittings
By PRIYA MENON
priya@thestar.com. my

SEKINCHAN assemblyman Ng Suee
Lim, known for his witty Javanese
comebacks and hearty laughs during debates in the Selangor State
Assembly, will turn down a notch
for his new role as Speaker.
The four-term assemblyman has
a following among fellow assemblymen including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opposition - Barisan
Nasional and PAS - who enjoyed
watching and hearing him speak.
"The state assembly Speaker is
an important and serious role and
I know I will have to adapt and
change my style to ensure the sitting is conducted in an orderly and
fair manner," said Ng, who is a former businessman.
However, he said he would continue debating on issues and policies that affect the people.
In the last few weeks, there have
been talk on his suitability to
assume the Speaker's role, however Ng said the person's professional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should not arise.
"People from various backgrounds have been Speaker befor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one's
experience and the seniority. The
person has to be respected among
his peers including the Opposition,"
added Ng, who is Selangor DAP
publicity secretary.
Both Ng and his deputy, Paya
Jaras assemblyman Khairuddin
Othman from PKR, were voted in
without objections during the state
assembly sitting yesterday.
Khairuddin, who left PAS to join
PKR just before the 14th general
election, said he was blessed to
have been given the role.
"Today we were voted in as candidates as only one name each was
suggested for the posts.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Pakatan Harapan assemblymen for
giving me this opportunity," he
added.

Khairuddin feels blessed to have
been appointed Deputy Speaker

Ng (right) getting some help to don the Speaker's robe.

While Ng takes over the role
from Hannah Yeoh, who is now the
Segambut MP, Khairudin replaces
former Bangi assemblyman Shafiei
Ngah from PAS.
When contacted Yeoh said Ng
was a "very good choice" due to his
experience as an assemblyman
and being a member of various
committees including the Public
Accounts Committee and Selangor
Select Committee of Competency,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Selcat).
Yeoh said he should remain

watchful over the state assembly as
it played a role as check and balance for the executive government.
"He has to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Opposition especially now
that Barisan and PAS have only
five seats out of the total 56.
"Since the government is so
strong in Selangor, he must ensure
the Opposition voice is strengthened.
"My personal advice - don't take
things personally, be patient and let
them debate all they want in the
House," she said.

Meanwhile, Selangor Mentri
Besar Amirudin Shari said there
were no arguments from any
party when voting the Speaker
and Deputy Speaker positions.
During the event, 55 assemblymen took their oaths.
Sungai Kandis assemblyman
Shuhaimi Shafiei, who was absent
as he was ill, will be sworn in during the assembly sitting scheduled
to begin sometime next month.
On the reshuffling of executive
councillors' portfolio, Amirudin
said Batu Tiga assemblyman
Rodziah Ismail would likely take
over all of his portfolio except the
Youth and Sports committee.
He added that he would most
probably take over former mentri
besar Datuk Seri Azmin Ali's portfolios of Finance, Land
Development,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and the
Economic Action Unit.
"There will only be minor
changes and I will make the decision today. I believe the changes
will only involve Rodziah and
me," he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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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roup photo of the Selangor state assembymen after the swearing-in ceremony. — Photos: KK SHAM/The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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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PUT FOR M B P j BUDGET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is calling for
the public to give suggestions for the
council's budget next year through
www.mbpj.gov.my until July 15. The
focus should be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public facilities, landscaping services, solid waste and general cleaning, health, safety and community building.

Headline
MediaTitle
Date
Section
Page No
Language
Journalist
Frequency

New Selangor Speaker is fluent in Javanese
The Star
27 Jun 2018
Nation
4
English
WANI MUTHIAH
Daily

Color
Circulation
Readership
ArticleSize
AdValue
PR Value

Full Color
201,943
605,829
138 cm²
RM 7,362
RM 22,086

New Selangor
Speaker
is fluent
in Javanese
By WANI MUTHIAH
wani@thestar.com.my

SHAH ALAM:
Sekinchan
assemblyman Ng
Suee Lim (pic), a
fiery orator know n to
speak
Javanese as fluently as his mother tongue Hokkien, is the new Selangor Speaker.
The four-term assemblyman has
been unanimously picked as the
Selangor Speaker during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14th state legislative assembly yesterday.
"I used to be close to a Javanese
family who lived near the village I
grew up in that had a food business.
"I worked part-time for them
from the time I was in Standard
Five right up to when I was in Form
Five to earn extra pocket money
and that is how I picked up
Javanese," said Ng who has four
children aged between 14 and 24.
The 47-year-old Selangor DAP
publicity secretary is well known
for his witty remarks during state
assembly debates.
Before the session adjourned, Ng
said in his closing speech that he
would be fair to everyone regardless of political differences and give
them ample opportunity to debate
issues in the House.
Paya
Jaras
assemblyman
Khairuddin Othman was also the
unanimous choice as the deputy
Speaker in the 56-member House.
The state assemblymen also took
their oath of office at the same
venue. Given that Bukit Antarabangsa assemblyman Datuk Seri
Azmin Ah is part of the Selangor
legislative assembly, Selangor has
created history by having a Cabinet
minister in its state line-up.
Mentri Besar Amirudin Shari, in
his winding-up speech, urged
assemblymen to learn in depth
about the function of the state legislative assembly as well as their
duties as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He also advised the assemblymen
to be careful of their conduct when
in the House and urged them to
participate in the House's seven
standing committees for their voices to be he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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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elangor assembly speaker
SHAH ALAM: Sekinchan
assemblyman Ng Suee Lim, 47,
(pix) of DAP took his oath of
office yesterday as the new
Selangor assembly speaker,
taking overfromformer
Subang Jaya assemblyman
Hannah Yeoh, who is now MP
for Segambut.
All but one of the 56 state
assemblymen were also sworn
in before Ng at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14th Selangor Legislative Assembly.
Sungai Kandis assemblyman Mat

Shuhaimi Shafiei was unable to
attend due to health reasons.
Selangor Mentri Besar
Amirudin Shari, who is Sungai
Tua assemblyman, was sworn in
first, followed by the 10 state
executive councillors and the rest
of the assemblymen,
Paya Jar as PKR assemblyman
Mohd Khairuddin Othman, 47,
was elected the new deputy
speaker.
He takes over from former Bangi
assemblyman Mohd Shafie Ngah of PAS.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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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min to sue blogger
over RM300m daim
> Economic Affairs minister's action is to stop
spread of 'gutter politics'
__
BY TIMOTHY ACHARIAM
newsdesk@thesundaily.com

PETALING JAVA: Datuk Seri
M o h a m e d A z m i n Ali (pix) intends
to take legal action against blogger
"Toyol Selangor", w h o alleged in
his blog that the Economic Affairs
minister has RM300 million
stashed away in overseas
accounts.
T h e former mentri besar
described the blog content as
"gutter politics".
M o h a m e d A z m i n has
instructed his legal t e a m to file an

application w i t h the Malaysian
Communications and Multimedia
C o m m i s s i o n to identify the o w n e r
o f the blog for follow-up action,
read a statement released b y his
press secretary Mohamad
Hassanal Bolqiah yesterday.
Hassanal said the m o v e is being
taken to stop the spread of slander
b y those w h o threaten the
integrity and authority of the
ministry.
"Mohamed A z m i n is very
angry and disappointed that the
media w o u l d report such n e w s
from an incompetent source," h e

said. Checks by theSun found that
the blog has b e e n "archived" or
"suspended" for violating its terms
o f service. N o reason w a s stated.
T h e blog had listed several
account numbers purportedly
o w n e d b y M o h a m e d A z m i n in
overseas bank accounts.
O n June 18, the a n o n y m o u s
blogger alleged M o h a m e d A z m i n
and his wife Shamsidar Taharin
had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ringgit
in several overseas bank accounts.
M o h a m e d A z m i n responded
b y saying he had nothing to hide,
adding that h e had declared his
assets since 2008, and urged those
w i t h information against h i m to g o
to the authorities to have h i m
investig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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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郭貞黎

垃圾場地下火
交地主處理善後工作
月15日再度死灰复燃。
从15日至今，消拯队伍已连续
多曰进行灭火工作，也成功把火
势灭熄，并通过神手挖泥灭熄地
下火。
该°非法垃圾场也是位于隆布大

道的沙登休息站旁，该非法垃圾
场的的面积预计是0.8公顷，约
80%的面积出现火势。
据悉，当局相信涉及违例倒垃
圾的罗厘是从隆芙大道旁的一条
小路进入该地段。

2(
I
5

日

，)还有 辆
3 神手还在进行挖

掘工作，以泥土掩盖在垃圾堆上。

•截至周

地點••斯里沙登濱吉蘭布特拉花園

(吉隆坡25日讯）经过多曰灭
火，沙登消拯队伍今日终于结束
非法垃圾场灭火工作，该土地的
善后工作将会由地主处理。
据《中国报》了解，位于斯里
沙登州选区滨吉兰布特拉花园
(Taman Pinggiran Putra)PP56
路，毗邻一座非法垃圾场是于6
月12曰晚上9时开始传出火灾的
投报，在消拯局展开灭火工作
后，非法垃圾场的地下火也于本

Page 1 of 1

随著非法垃圾场发生火灾后迄
今，已未见到有任何人士再进行
非法倒垃圾的活动。
来自沙登消拯队的执勤员莫哈
末再古诺阿菲提接受电访时说，
该非法垃圾场的火势大致上已灭
熄，目前只有1、2个地方还有烟
胃。
也说，该消拯队目前还有12位
消拯人员正在该非法垃圾场进行
灭火和处理善后工作，消拯队预
计@于今日下午收队，结束多曰
的灭火工作。

i

將監督非法垃圾場
他说，他们并将把接下的善后
工作交给地主处理，并由梳邦再
也市议会和县土地局进行监督。
“无论如何，我们会继续监督
该地点的情况，确保地下火不会
再死灰复燃。”
梳邦再也市议会受询时说，市
议会将会监督该非法垃圾场，确
保不会再有非法倒垃圾的活动。
市议会也没有进一步说明有关
土地是否是属于马来西亚农业发
展研究院（MARDI)所有，只表
明已要求地主必须要管理好其土
地。
消息说，该地点的非法垃圾堆
已层层堆积，市议会也将要求地
主清理其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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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56州議員今宣誓
(巴生25日讯)尽管雪州 名州议
员将於明日一早，向雪州议长宣.誓就
任，但是目前议长人选仍陷入胶著状
态，希望联盟四党中央领导层将於今
晚召开紧急会议，务必推出议长人
选！
一旦议长人选依旧难产，明日的州
议员宣誓仪式也会遭到波及，恐怕宣
誓仪式将被逼告吹。
消息向《中国报》说，原本受到行
动党推荐为议长人选的候任适耕庄区
州议员黄瑞林，遭到公正党拦路。
据知，公正党继获得雪州行政权，
担任大臣和4名行政议员後，又有意
争夺议长一职，并推举有法律背景的
56

議長人選•曖_穩
公青团署理团长拉查曼为人选，惟行
动党不愿让路，导致议长最後一分钟
f乃然_产。
知，公正党执著於要拉查曼进入
雪州立法议会，但是根据雪州宪法，
非州议员者只能担任正议长，不能担
任副议长。

S

召開緊急會議決定
反而是州议员，可以担任正或副议
长，因此公正党要黄瑞林让路，由拉

查曼担任议长，黄瑞林退而求其次，
担任副议长。
不过，雪州希盟无法对此事达成共
识，因此议决交由中央领导层商，为
此事做最定夺。
根据本报消息，希盟领导层将於今
晚开会，而今晚的会议必须选出人
选，否则明曰的州议员宣誓仪式，将
会告吹。
据 州宪法，州议员必须在议会
内，在议长见证下宣誓就议。

i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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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溪華小
f溪行动党服务团队趁学校开学
/匕前，陪同雪邦市议会卫生局灭蚊
组到龙溪国民型华小校园喷射灭蚊药；
确保学生在安全健康环境中上课求学，
不受到黑斑蚊以及骨痛热症的威胁与危
害。
^图为龙溪行动党服务团队和雪邦市
议会卫生局灭蚊组整装待发向黑斑蚊宣
战，右2起为前市议员张联成博士和雪
邦区社青团长黄耀亮，及龙溪国民型华
小校园笼罩在蚊药喷雾中，确保学生不
受黑斑蚊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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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第17区巴士总站估计最快，

I!
If

1
III HI11Hip
1
nci� ^

雪政府發公務員援助金

74人級10%_
(莎阿南25日讯）雪州政府配合
开斋节，于今日发放给公务员的援
助金中，莎阿南市政厅共有74人，
把10%的援助金捐到大马希望基金，

感謝市議員貢獻

涉及款额为4万5494令吉。
莎阿南市长拿督阿末查哈林指出，州内
等级44级以上的官员收到援助金后，当
中的107。会自动扣除，并转到大马希望基
也今日主持常月会议后说，市政厅内达
到等级44级以上的公务员并不多，因此只
有74人的援助金被扣除。
‘阿南第17区巴士总站仍在等
‘待雪州水供公司及国能发出
准证，继而取得完工证（CCC)，
估计总站最早能在8月中投入服
务。
°阿末查哈林说，市政厅也迫不
及待要让巴士总站投入服务，即
使取得完工证，也要安装售票系

i

一‘

也指出，巴士总站的结构在年

前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在本月4
日，出席常月集会时宣布，等级44级以上
的官员，会扣出10%的援助金给大马希望基
金，以展示爱国情操。

今日也是众多市议员在6月30日届满
前，最后一次共同召开的常月会议。
阿末查哈林感谢诸位市议员对莎阿南的
贡献，让市政厅在国内，甚至是国际上享
有美誉。
“Sk市议员在任期内的意见，以满足

捐款救d
Malayan Banking Derhad
戶頭：566010626452
纳税人的需求。”
他指出，在现有市议员届满后，相信新
任市议员会在7月后就职。

莎阿南第17區巴士總站

最早8角中投入服務
头竣工，目前已有负责安装售票
系统的承包商。
“售票系统需要1个月半的时间
安装，其系统如同南湖镇巴士总

-i- L»

99

站。
他说，若按照进度，第1T区巴
士总站最快也需等到8月中或9月
才能启用。

•阿末查哈林感激即
将届满的市议员，为
市政厅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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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左为傅永輝。

。右为傅承
」

马来西亚傅氏总会会长
拿督傅添来说，自从改朝
换代以来，社会各界上至
名流企业，下至平民百
姓都在踊跃响应“希望基
金”捐款救国运动，宗亲
三机构经过开会讨论，决
定响应这救国运动，并以

交支票捐 希
r盟基金

2 在)邓章钦 左(3 见)证下，移

•傅添来 左(2 和
)罗志明 右
(

(莎阿南25日讯）马来
西亚傅氏总会与马来西亚
赖罗傅宗亲联谊会，在雪
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见
证下，移交1万7000令告支
票捐给“希望基金”。

傳氏總會賴羅傳宗親會

捐希望基金1萬7000
总会的名义播出1万2000令
^fcr

口°“同属于宗亲组织的马
来西亚赖罗傅宗亲联谊
会，也同样以宗亲会名义
拨出5000令吉。”
傅添来是于日前（周
三）率领宗亲会一行人，

前往雪兰莪州政府大厦拜
访雪州行政议员邓章钦，
并在后者见证下转交象徵
救国意义的善款支票。随
行人员包括马来西亚赖罗
傅宗亲联谊会会长罗志
明，总财政傅承崇和执行
秘书傅永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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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党新加影支部2018至2019年新届执委，坐者左起为郭纬界、陈志荣、谢伟
贤、李福祥及王天顺。

民行新加影支部

謝偉賢當選主席
(加影25日讯）民主行
动党新加影支部日前召开
支部常年大会和2018至
2019年新届执委改选，全
体党员一致推选谢伟贤、
王天顺和郭纬杰分别出任
支部主席、财政和秘书。
新任主席谢伟贤在改选

会议说，该支部党员过去
一路来给予他无私奉献与
付出，党员的齐心协力，
成功协助党在加影和锡米
山新村赢得选民支持，把
执政61年的国阵拉下台，
为这一次的全国大选打下
漂亮一战。

行動黨新加影支部
2018至2019年新屆執委
主席
副主席
财政
秘书
副秘书
宣传秘书
查账
委员

谢伟贤
李福祥
王天顺
郭纬界
|魏子权
古掌豪
李金祥，叶炳雄
林伟健，官立强

他说，希盟成功执政中
央政府，都是靠党员干部
的长期努力及斗争，汇聚
强大的力量，才成功打下
江山，为大马的政治斗争
写下新的一页。
他认为，希盟执政中央
后，必须调整策略和行动
方针，向人民证明希盟可
以做得比国阵好，尤其
是在制度和施政上做出改
革，这样人民才会对希盟
更有信心。

行動黨新加影支部
改選會議通過的議案
呼吁中央政府尽早落实地方政府选
举，让人民选出市议会和村委会阵
容。
呼吁中央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彻查赵明福冤案，缉拿真凶。
呼吁中央政府加速处理无国籍小孩和
老年人红登记课题，让受影响人士能
够早日享有应有的公民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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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4日讯）人民公正党
实权领袖拿督斯里安华早前因旧患
复发送院治疗，多位希盟领袖今曰
亲自前往马大医院，探访前者。
副首相兼安华妻子拿督斯里旺阿
兹莎在上午时分便来到医院陪伴安
华，之后从早上10时至中午12时，
陆续前来医院探访的有雪州州务大
臣阿米鲁丁和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3人皆逗留约1个小
时后便匆匆踏出医院，全程没有对
外发言。

至于卫生部长袓基菲里阿末则在
下午2时左右到达医院，期间只逗
留近1小时随即乘车离开。
根据报导，安华在上周五（23
曰）从土耳其回国，他在下机后感
到肩膀及背部疼痛，并因椎间盘严
重突出被紧急送院治疗，而旺阿兹
莎随后曾多次前往医院探望前者。
较后，安华在今日透过推特撰
文，对外报平安，指自己健康状况
逐渐恢复，也感谢医疗团队的细心
治疗及慰问。

阿I米鲁丁

希盟領袖探訪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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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26曰IX )第14届雪州55
位州议员，今早在新任议长黄瑞林
的见证下，正式完成宣誓就职仅
式
i州有56个州议席，缺席宣誓的是双溪
甘迪斯区州议员苏海米，对方因健康理由
未克出席，相信之后会补回宣誓仪式。
在诸位议员宣誓前，新任议长兼适耕庄
区州议员黄瑞林和副议长兼巴也加拉斯区
州议员凯鲁丁，率先为新职位签署宣誓
书，就并州议员身分进行宣誓。

蘇海米因健康理由缺席
5位在野党议员，包括伊党的昔江港区
州议员拿督阿末尤努斯、巫统双溪亚依斗
哇区州议员礼占依斯迈尔、双溪班让区州
议员安然、乌鲁安南区州议员拿督罗斯尼
及双武隆区州议员拿督三苏丁，也有出席
'宣劃义#。
一&上京°担任经济事务部长的拿督斯里阿
兹敏阿里，今早也以国际山庄区州议员的

•雪州各州选区议员于早上10时抵达议会厅，进行宣誓就职仪式c
阿米苏海米事前已知会州政
府，将缺席宣誓仪式，对方将在州议会召开时，补回
•Ay日白勺f义

"他指出，°本身尚未翻阅苏海米的医疗报告，但对方
在大选期间精神仍不错并取得胜利。
询及何时召开州议会，阿米鲁丁说，根据程序是7月
召开，惟有需要的可能会挪迟到10月，同时宣布明年
度财政预算案。

丨阿茲敏阿里神情轻松，期间更取出手机拍摄宣誓
的州议员。

(莎阿南％日讯）雪州前大臣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认为，新任
雪州议长黄瑞林在州内和州议会
上，均拥有丰富的经验，相信对
方能够让议会更顺利的展开。
他说，过去的州议会上，黄瑞
林是其中一位积极参与辩论的议

“最重要的是寻求苏丹的御准，因为我们需要按照
程序办事。”
出席者还有州秘书拿督莫哈末阿敏、财政司诺阿兹
米及法律顾问拿督聂苏海米。

丨口丨

入°阿兹敏阿里也是国际山庄区州

丨莫哈末阿敏（右）恭贺黄瑞林，担任新一届议长。

服務選民
州议员终于宣誓上任，州议员们都对能够“名正言顺”服务
选民，感到兴奋！

雪
確保交接順利

•嘉玛丽亚（万达镇州议员）

•金銮区州议员黄思汉在议会秘书和议长的见证下，宣誓就职。

兩黨

SS

議長人選

米鲁丁认为，公正党与行动党在议长
人选上，双方没有出现冲撞，反观是
在良好与和谐的气氛下商谈。
“建议的议长人选上，我们还是达成一
致，只推选出一名人选。”

阿

他说，这次州议会阵容堪称豪华，因为
有前大臣兼内阁部长阿兹敏阿里，这次也
是州议会史上首次有部长坐镇在议会厅。
阿米鲁丁指出，议会厅内还有5名前行政
议员，相信对方会监督并挑战州政府的施
政。
i也促请每位州议员深入了解议会常规，

同时顾及个人言行、语言和服装。
“州政府会公平对待反对党，我也不要
议会沦为‘橡皮章’般的进行。”
阿米鲁丁指出，州政府有7个委员会，他
希望每位州议员都能参与其中。
询及会否有高级行政议员一职时，他认
为，现有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和罗兹雅，
都是经验丰富的议员，名义上已是高级。
他说，他会继续掌管前大臣阿兹敏阿里
的事务，但与罗兹雅掌管的事务会有少许
变动，详情会在明日公布。

+选迄今近两个月，我们终于正式宣誓
入上任，名正言顺为选民服务。
我的首要任务，将是确保新旧市议员交
接顺利，督促旧议员把地方课题，转交予
新议员，以便在民生服务方面，能够更加
得心应手。

希望做得最好
•黄美诗（梳邦再也州议员）
前首邦市是前议长
.的选区，她表现非
常出色，因此选民对我
也有很高的期待。
虽然顶著前议员的光
环，但是我会好好表
现，我在大选后已经陆
续会见当地的民间组织
和地方领袖，希望做得
最好。

解決2大問題
•林怡威（甘榜东姑州议员)
•很兴奋和开心，
m因为终于可以
“正式”开工，服务
选民了。
在宣誓后，第一件
要处理的事情，便
是解决交通及卫生问
题，尤其是阅业区，
“直以来造成商家和
民众不便。

议员。他今曰进行宣誓后说，副
议长凯鲁丁同样是一名具有经验
的议员，因此对这对组合具备信
心。
针对公正党此前极力争夺议长
名额，他说，这只是一种讨论，
商谈中肯定有意见和建议。
阿兹敏阿里指出，希盟拥有本
身的特色，议长人选就是共识下
的决定。
他认为，阿米鲁丁担任大臣
后，第一项成功的举动就是推选
出议长。
“现今我在雪州只是普通的州
议员，但我会支持阿米鲁丁，相
信雪州能继续繁荣。”

建捷徑通機場
•刘天球（双溪比力州议员)
~^来5年，我将会极力
*打造双溪比利成为
吸引人的生态旅游区，带
动当地的发展和人潮，同
时增加就业机会。
我也会争取，在当地建
造一条捷径，直通吉隆坡
国际机场。

關注小販課題
•梁德志（班达马兰州议员）
#会关注班村小畈课
M题，我已经要求行政
议员黄思汉前来当地走走，
以便拟策提升当地的经济和
旅游业。
我也建议，把巴板路的路
边小贩，迁入后尾芭或巴板
路发展时，所兴建的现代化
巴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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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位州议员宣誓后进行合照。坐者左起是沙哈鲁丁、阿都拉昔、依茲汉哈欣、罗茲雅、邓章钦、聂苏海
米、黄瑞林、阿米鲁丁、莫哈末阿敏、诺阿茲米、甘纳巴迪劳、西蒂玛丽亚、哈妮查、黄思汉及许来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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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支持信迷有存在必要？
Yj?B?劉永山

谈

到议员支持信，大家肯定想到
民主行动党武吉免登区国会
议员方贵伦最近所卷入的支持信风
波。
方S i r (党内外及武吉免登街坊
一般都是这样称呼贵伦同志）一向
形象良好。
他此次卷入支持信风波，相信有
内情。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一些寻
租者利用议员支持信向吉隆坡市政
局捞取好处。
此事既然已经交由执法单位调
查，本无需再谈，但是支持信这类
东西一直困扰社会大众，到底我们
还需要支持信吗？
方Sir的事情见报后，我在一些

行动党党员和议员的群聊发了一个
链接，内容是联邦政府行政机构十
多年前发给各政府机构的指令，指
示公务员如何处理政治人物的支持
信。
口 k 中包括官员必须向上司禀报，
以及把有关公函记录起来等等，但
是到最后，该指令还是命令官员必
须依照正常程序办事。
如果这个指令还生效，那么即使
方Sir发了一万封支持信也无用害
怕。
这事让我想起2010年时，执政雪
州的民联政府面对类似问题，随之
以后，雪州民联政府发出指示，即
议员不能针对政府合约或工程，为
任何人士或公司向任何政府机构发
出支持信或推荐信。
那么议员是否一张支持信也发不
出？不是，议员只能针对导求医药

或福利援助的贫老或弱势人士发函
推荐或寻求援助，或者是协助地方
上的个人，如要申请奖贷学金的清
寒子弟）、社团、神庙或居民协会
等等团体，致函给政府或慈善机构
寻求援助。

表格巳増設簽證欄目
自此以后，如有人登门造访要笔
者发支持信协助他们拿到什么合
约，我都会苦口婆心地把以上故事
重复给他们听，日子久了，这些人
士也少了。如今这事发生在吉隆坡
市政局，显示过去十年该局在国阵
统治下依然是一潭死水，毫无良政
可言。
支持信还有存在必要吗？当然没
有必要。当资讯不发达的时候，支
持信或许还有其可用之处。例如地
方上的清寒子弟要申请奖贷学金，

地方上的县市议员、村长、国州议
员、清真寺或居协主席或许可以核
实申请者的背景，确认某人确实需
要政府援助。政府部门之间也无
需大费周章，只为了一个小小的申
请，仅仅为了审查某人的资料或家
庭背景，四处向警方、报穷局、国
家银行、福利部等政府机构翻查个
人资料。
如今每个社区人口稠密，移动频
繁，因此不是每一个地方领袖都能
够准确掌握当地居民的资料，加上
政府部门的资料已经搬上网络，因
此支持信的作用已经曰渐式微。
既然政府已经明文规定支持信不
能作任何参考价值，加上网络的方
便，而且许多政府表格已经增设议
员签证的栏目，因此支持信可说是
多此一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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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房屋镅域的@

力。政府自组阁以来陆续宣布各项措
胃施，令国人心情亢奋。
热衷于房产业的我特别关注希盟在房
屋建设方面所许下的承诺。当中一些计
划若成功实施，将为整个行业注入新活

希盟在第14届全国大选竞选宣言内承
诺，将在执政两届任期内兴建100万间
可负担房屋。
这是解决可负担房屋问题的实际举
措，令人鼓舞。
我在上一篇撰文里曾提到，自己过去
常常对政府没有直接推动可负担房屋建
设感到不解。
直到去年一名友人的一句话才让我恍
然大悟：“原因是可负担房屋的建设，
并没有涉及‘钱财’。”既然新政府承
诺清廉施政，我相信现在就是对的时
机。
在两届任期内兴建100万间可负担房
屋，意味著政府每年平均需要兴建10万
间房子。此数量已超出我们过去数年的
住宅年产量。
为兑现这一承诺，新政府必须实实在
在地投入资金。
过去，前朝政府依赖私人领域来推动
可负担房屋建设。然而，参照了香港和
新加坡政府在提供公屋或可负担房屋方
面的成功模式，政府应该成为提供可负
担房屋的主要推手。
政府在这方面得以成功的原因显而易
见。政府持有土地资源、审批权力、公
共资金及发展专才。

由中央系統統一管理
只要有坚定的政治意愿，加上纳税人
的税款支持，我们可以实现这些目标。
根据新政府的希望宣言，上述任务将
由首相领导的国家可负担房屋理事会执
行。在这之前，国家银行，甚至本专栏
就已建议成立一个中央机构统一管理可
负担房屋建设事务。
就像新加坡建屋发展局（H D B ) 所扮
演的角色一样，一个统一的中央系统将
确保有效规划及分配可负担房屋。
目前，许多不同的机构均有著手处

理可负担房屋，其中包括各州经
济发展公司（sroc)、国家房屋
公司（SPXB)、雪州经济发展机
构(PKNS)及一马人民房屋机构
(PRIMA)。其中很多都是各别行
事，一些甚至偏离了它们最初的
目的。

糾正錯誤社絶貪污
在新加坡政府于I 9 6 0 年成立建
屋发展局之前，只有少于9%的新
加坡人居住在公屋里。
今天，该局已兴建超过100万个
组屋和房屋单位。根据该局的年
度报告，82%新加坡人居住在该局
兴建的房子里，这是一个很好的
参照楷模。
家房地产资讯中心（X A P 1 C )
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杪，我
国的总住宅单位为540万个，其中
廉价屋和组屋占21°。或115万个单

位。
也许有人会问，廉价屋的数量
是否充足。但是，过去的分配系
统中或许存有一些“漏洞”或错
误分配，导致真正符合资格者在
购买或租赁廉价屋时面对困难。
数年前，英文《星报》曾报道
指吉隆坡市内有数千个单位的公
屋是以管制价格的5倍以上转租给

第三方。
兩据°该报导，隆市里的廉价屋
申请者高达2万6000人，当中有很
多人已等了超过10年。
甚至有谣传指国内许多廉价屋
单位都被出售给政治关联人物，
而非真正利惠那些没有能力购屋
的民众。倘若这并非谣含，这种
作法实在可恶，应该被审查。
现在，新政府应检视我们的廉
价屋是否落入不当之人之手。眼
下最重要的是纠正错误，并杜绝
任何形式的贪污，同时兴建更多
的廉价及可负担房屋。
新政府承诺设立一个统一、透
明开放的可负担房屋数据库，是
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
此外，向低收入群体推行“先
租后购”计划是上策，还可以鼓
励租户好好照顾房子，因他们最

终将拥有有关单位。
我很高兴看到新政府的宣言里
涵盖许多为人民提供住房的关切
问题。
可以理解的是，要落实这些新
措施需要时间。
因此，人民需要耐心等待这些
新举措开花结果。
我们希望朝正确方向重新出
发，最终将迎来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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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妮査=巳有發展商

聰目匚口

州政府_
(安邦26日讯）掌管房
屋及城市生活部的雪州4亍
政议员哈妮查透露，州
政府扭与发展商合作，为
州内建筑年份已久且居住
率低的旧组屋进行重建工
作，目前已有些发展商愿

•陈孝友（右2 ) 以5 2 2 5 吉标获4 . 5 公升装C h i v a s R e g a l ( 1 2
年）名贵洋酒，右为陈迦维及朱福龙（右3)。

加速申請程序
哈妮查随后受询时指出，
这将是雪州政府进行的第二
种房屋计划，雪州政府将继
续进行原有计划，即“我的
雪兰莪房屋计划”，(Rumah
Selangorku )，目前已建梭约
2万5000个单位，每单位售4万
2000令吉。
她说，州政府也将加速“我
的雪兰莪房屋计划”申请程

邦城隍爷庙举行“庆祝千

3C秋宝诞暨筹募活动基金联 安邦城隍爺廟晚宴筵開80席
欢晚宴”，筵开约80席。
该庙在宴会上竞标10项福
品，获得出席者热烈支持，筹
获2万余令吉，热心人士陈孝友
以5225令吉标价标获4.5公升装
Chivas Regal (12年）名贵洋
酒，该标价为全晚最高标价福
品。

晚宴也举行多份幸运抽奖活
动，奖品包括20份礼篮及电器

)口口
口

o

安邦城隍爷庙也捐献安邦九
皇爷洗肾中心及安新华小各
1000令吉，由九皇爷安邦南天
宫董事黄庆华及安新华小董事

彭友才接领。
安邦城隍爷庙主席兼晚宴大
会主席陈迦维强调，该庙理事
及善信心愿是能拥有一块地，
建造本身庙宇，希望此心愿能
早曰实现。
安邦城隍爷庙定于9月3曰

华、吕荣发及陈迦维。

起为哈妮查、彭友才、黎维福、黄庆
•安邦城隍爷庙晚宴捐款给两机构，左

意配合州政府计划。
哈妮查也是安邦南柏再也州
议员，她说，班丹再也区约有
11座组屋符合重建条件，有关
组屋屋龄达30余年，只有2间房
且设备残旧，很多家庭已迁居
甚多单位空置，政府拟拆除这
些旧屋重建为三房式、可负担
及较舒适的组屋。
她曰前出席安邦城隍爷庙庆
祝千秋宝诞暨筹募活动基金联
欢晚宴，这么指出。

序，即收到申请人的资料后先
进行筛选工作和与银行沟通，
然后颁发单位给申请人，让他
们申请银行贷款，因之前许多
申请人因财务不符资格，难获
银行贷款，致申请过程缓慢。
此外，她说，安邦城隍爷庙
应根据正式程序，向州政府申
请庙地建庙。
莲花苑区州议员黎维福指他
已在六福园设立办事处且拥有
强大的服务团队，其办事处位
于1楼，方便行动不便的老人，
他矢言为莲花苑区提供最好的
服务。

(农历七月二十四日）在该庙
庆祝城隍大帝另一个千秋宝
诞，下午1时开始提供平安福
o

出席晚宴者包括该庙晚宴筹
委会主席王振友、署理主席朱
福龙、副主席洪清水及容伟
强、坛务顾问邓礼文师父、财
政叶运明、顾问吕荣发、理事
周悧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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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城隍爷庙联欢晚宴剪彩仪式，前排右起为陈迦维、哈妮查、陈迦美、吕荣发及周俐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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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天後經濟走勢

大馬投資與理財大會

•李义廉（左起）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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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泳桦、张权森、郑翔諱、邓章钦、张伟纶、程志彬、邱字詠和刘拯糠，一同探讨投资

(吉隆坡26曰讯）吉隆坡文华国
际青年商会所创办的“2018马来西
亚投资与理财大会”，日前在Plaza
0SK盛大举行，7名来自金融投资名
师，一同探讨变天后的国家经济走
势等投资课题。
此次投资与理财大会旨在通过传
播价值投资理念，推动国家经济社
会的发展，这是一场从思想上作为
投资界、企业界、学术界和寿险界
各界人士的思想交流盛会，同时希
望借助大会作为媒介促进了解，产
生更多的合作共鸣所带来真正的价

值推波助澜。
当天大会邀得雪州行政议员拿督
邓章钦开幕，并一同探讨课题，参
与的名师包括拿督邱字詠、周志
强、李义廉、程志彬、刘拯糠、张
权森及曾泳桦。
吉隆坡文华国际青年商会会长张
伟纶指出，现今金钱游戏泛滥，荼
毒年轻人的思维，令他们相信无需
通过自身努力，就得到高收入高回
酬丨o
i也希望新政府能立法管制金钱游
戏，加强取缔这些非法机构，以免

人民再次陷入困境。
邓章钦勉励青年商家，应该掌握
微观技术及技巧，再用宏观的认知
对自己的企业定位。
他认为，青商会应该多举办小型
投资交流会，让投资的理念在民间
发酵。
“政府正积极制造亲商环境，鼓
励外资投资马来西亚，从而提高国
家生产力，所以商家应该走出马来
西亚，放眼拥有6亿2000万人口的东
南亚市场，甚至是全球市场，让马
来西亚品牌在世界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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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高峰塔公寓倒塌事件发生于1993年，该地段一直废置未获重
新发展。（档案照）
(吉隆坡26日讯）房
屋及地方政府部长袓莱
达宣布，成立一个以房
政部秘书长拿督斯里莫
/
口合末曼德浦随建淡
江高峰塔公寓委员会，
以重新处理已废置25年
|^1 ，寓倒塌事件的土地用

y"\
V

°她说，秘书长明天将
与涉及的相关部门与机构代表首次开会，
共同寻策解决，包括探讨如何处理及重建
该公寓倒塌后的土地。
她指出，涉及讨论的部门包括财政部、
霸“州政府、经济事务部、公共工程部、天
然资源及环境部、联邦直辖区土地与矿物
局、水利灌慨局、矿物与地质科学局、安
邦市议会及公共工程局。
袓莱达今日在房政部每周记者会上，这
样指出；莫哈末曼德也在场。
她说，委员会先从土地、购屋者、发展
商及银行等层面讨论，接著进入讨论房政

部有意接管该土地作房产发展用途。
“但该土地地势处于山坡，若要兴建房
屋，需经过当局评估环境和地质情况才能
决定。”

廢置25年
部长续说，公寓倒塌事件发生于1 9 9 3
年，该地段一直废置未获重新发展，目前
由报穷局接管，也基于此事件历时很久，
涉及层面很广及复杂，许多相关文件如银
行，已无法追回购屋者房贷文件记录和其
他相关文件，要著手处理非易事。
她说，该土地属于黄金地，房政部有意
接管它以兴建房屋发展计划，以供低下层
群体居住，尤其是B40低收入群体。
袓莱达也说，她之前担任雪州安邦国会
议员时，已与相关当局讨论要重新发展该
土地，但因她是反对党议员而没有下文。
询及该土地重新发展会否降低屋价时，
部长未正面回应，只表明现阶段由该委员
会跟进和处理接下来的行动。
PKT

設委會監督擱置房屋計劃
莱达指出，该部将会成立一个委员会
评估和监督国内搁置的房屋计划问
题，并探讨是否重新调整现有搁置房屋计
划的搁置期限过长的政策。
她在记者会上说，截至2018年4月，国
内有257个搁置的房屋计划，198个已经解
决，房政部将全面评估及监督现有搁置的
房屋计划。
部长指出，房政部将检讨现有搁置房屋
计划的机制，并也会拟定新机制监管此问
题，包括是否缩短现有搁置期限过长的政
策，以能更保障购屋者利益。
“在解决搁置的房屋计划上，房政部将
加速寻觅具威望的房屋发展商接管有关工
壬口
feo

”

•祖菜达（右）宣布成立重建淡江高峰
塔公寓委员会。左为莫哈末曼德。
根据1 9 9 6 年房屋发展（控制与执照）法
令第18A条文，若房屋发展商搁置房屋计划
超过6个，或超过买卖合约达成的协议，发
展商已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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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馬來西亞超級足球聯賽I
霹雳
马六甲
彭亨
吉打

昨曰成績（26曰）
胜吉兰丹
负柔佛达鲁塔克欣
和雪兰莪
胜雪兰莪发展机构

登嘉楼
(9:00PM,
吉隆坡
(9:00PM,

1比0
0比4
1比1
2比0

今曰賽程（27曰）
对森美兰
瓜登苏丹伊斯迈体育场）
对霹雳经济发展局
蕉赖吉隆坡足总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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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黨欲爭取副防長職
(吉隆坡26日讯）《马来邮报》引述消息指出，公正党有
意争取国防部副部长职。
该报导探悉，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今晚与人
民公正实权领袖拿督斯里安华会面讨论，以同意让公正党前
槟州第一副首长拿督莫哈末拉昔出任国防部副部长。
莫哈末拉也是公正党荅株巴辖国会议员。
但是在接受询问时，莫哈末拉昔表示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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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額與早前協議吻合

內圃名單蹈_冗爷
(吉隆坡2 6日
讯）尽管首相敦马
哈迪指内阁最终名

維上流傳
新內闻PI客』

单将会等待宣誓后
報導•徐健1
才公布，但社交媒
体已开始流传一份据指是盟党呈上
给首相，但未必是最后和正式的内
阁名单。
对于;份名单，希望联盟内部则流传两
个说法；据《中国报》探悉，这份名单的
准确性高，因根据名单的分配显示，的确
一如早前会议所达致的协议，即公正党获
得4个、人民复兴党3个、诚信党、行动党
和土团党各得2个。
不过，有领袖指称，这份正副部长的名
单是对，但一些人壬所掌管部门并不正
确，所以这或许不是最终名单。
根据流传的名单，公正党在部长和副部
长方面都各获7个职位，成为大赢家，而行
动党在正副部长职都获得6个职位。

名單沒倪可敏
行动党消息告诉本报，有关名单的2个部
长职，也是该党早前已获得首相敦马哈迪
所通知，即掌管原产业部的士布爹区候任
国会议员郭素沁，以及获得马哈迪钦点担
任能源部长的苔吉里区候任国会议员杨美
盈。
皿丨肖息说，马哈迪最终没有采用该党早前
提呈的安顺候任国会议员倪可敏担任部长
人选；而倪可敏名字，也没有出现在社媒
流传的名单内。
行动党早前已获得4个部长职，即担任
财政部长的林冠英、交通部的陆兆福、通
讯部的哥宾星和人力部的古拉，因此若这
份名单属实，行动党最终或得到6个部长
职。
"ig了解，国家元首并没有“照单全收”
希盟政府推荐的名单，也拒绝了多名人
选，包括来自土团党的人选，因此不排除
这份流传的名单出现变动。
国家王宫今日凌晨发文告说，内阁部长
及副部长将在T月2日进行宣誓就职。

民行獲5到6副部長職

副首相/婦女與家庭發展部長
敦馬哈迪醫生

内政部長
丹斯里慕尤丁

財政部長
林冠英

拿督斯里旺阿茲莎

鄕區發展部長
麗娜哈倫

教育部長
馬智禮

經濟事務部長
拿督斯里阿茲敏

C

房屋與地方政府部長 交通部長
拿督祖萊達
陸兆福

農業與農基工業部長衛生部長

通訊與多媒體部長
哥賓星

人力資源部長
古拉

外交部長
賽夫丁阿都拉

聯邦直轄區部長
卡立沙末

旅遊、藝術和文
化部長
莫哈末丁可達比

企業家發展部長
莫哈末里祖安

/

國防部長
莫哈末沙布

沙拉胡丁阿育

祖基菲里阿末

能源、科技、科
學、氣候變化和
環境部長
楊美盈

青年及體育部長
賽沙迪

國際貿易及工業
部長
達勒雷京

國内貿易和消費
人事務部長
賽夫丁納蘇迪安

工程部長
巴魯比安

天然資源、水務
和土地部長
賽維爾

首相署部長
首相署部長
(掌管宗教事務） (法律事務）
慕査希
劉偉強

彡二^动党消息说，该党确定获得5到6个副
1」部长职，至于掌管哪个部门，目前无
法得矢口
&根据°名单显示，行动党古来候任国会议
员张念群受委为教育部副部长，随著教育
部长马智礼早前向媒体证实副部长是女性
后，此消息可信度大大提高。
此外，被视为本届国会副议长人选的泗
岩沬区候任国会议员杨巧双，则被委任为
妇女与家庭发展部副部长一职。
至于在大选竞选期期间，行动党秘书长
林冠英宣布一旦在实旦宾获胜的砂州虫
席张健仁，将受委为部长职，唯这名单显
示，后者仅是获得委任为国内贸易和消费
人事务部副部长。
其他受委为副部长的人选，包括青年及
体育部副部长行动党大山脚候任国会议员
沈志强、贸工部的万宜候任国会议员王建
民和天然资源部副部长的劳勿候任国会议
员东姑袓布里。

誠信黨土團黨各獲2部長
传名单显示，诚信党和土团党在新一
轮的内阁名单中，个别获得2个部长
职。
1成信党莎阿南候任国会议员卡立沙末掌
管联邦直辖区部，而巴里文打候任国会议
员拿督慕查希则受委为掌管宗教事务的首
相署咅口长。
此；卜，°土团党麻坡候任国会议员赛沙迪
一如所料担任青年及体育部长，而亚罗亚
也候任国会议员莫哈末里袓安担任企业家
发展部；这意味，土团党最终获得6个部长
职。
自东马的沙巴人民复兴党也获得分配3
个部长职，即分别是受委为首相署掌管法
律事务的苔都沙比候任国会议员刘伟强、
兵南邦国会议员达勒雷京出任贸工部长，
及诗南区候任国会议员拿督莫哈末丁可达
比出任旅游部长。
值得一提，若这份名单属实，预料将会
有5名女性部长和4名副部长。

流

原產業部長
郭素沁

副台B長
财政部

：拿督阿米鲁丁韩耷

内政部

：拿督阿兹嘉曼

妇女与家庭发展部

：杨巧双

教育部

：张念群

乡村及区域发展部

：西华拉沙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阿末德米兹

交通部

：拿督卡马鲁丁嘉化
：依丁沙兹里1

通讯及多媒体部
人力资源部

：拿督马夫兹

农业及农基工业部

：沈志勤

卫生部

：李文材

联邦直辖区

：拿督沙拉鲁丁沙列

公正黨證實和提呈名單一樣
/,乂正党方面也证实，这
/a份流传的名单，也是
该党日前向马哈迪提呈的一
样。
在最新一轮的内阁名单
中，额外增加4个部长职，
即掌管外交部的拿督赛夫丁
阿都拉、国内贸易和消费人
事务部的拿督赛夫丁纳苏迪
安、工程部的巴鲁比安和天
然资源、水务和土地部赛维
尔；这意味公正党获得7个
部长职。
目前，公正党分别获得副

首相兼妇女发展部拿督斯里
旺阿兹莎、经济事务部长的
拿督斯里阿兹敏和房屋政部
白勺求日葉4大
此外，°根据流传的名单，
公正党获得7个副部长职，
分别为乡村发展部的梳邦候
任国会议炅西华拉沙、交通
部的卡马鲁丁、国防部的沈
志勤、卫生部李文材、旅游
部的浮罗山背候任国会议员
莫哈末荅迪雅、首相署副部
长傅芝雅和原产业副部长三
苏依斯甘达。

旅游、艺术和文化部

萇哈末苔迪雅

能源环境部

依娜拉莎慕妮拉

1青年及体育部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
国内贸易和消费人事务部
企业家发展部
原产业
工程部
水、土地和天然资源部

沈志强
王建民
张健
莫哈末哈达
苏依斯干达

t

安努亚
祖布里沙

首相署（掌管宗教事务）

傅芝雅

首相署（掌管法律事务）

莫哈末哈尼荅

首相署（掌管国家团结和社会和谐)
法力拉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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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日讯）经
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
兹敏阿里已指示其代表
律师，对诽谤他在海内
外银行户头，存有3亿
令吉巨款的“Toyol of
Selangor"部落客，及
任何转载有关部落格内
容到其他社交媒体者，
采取法律行动。
阿兹敏阿里已要求其
律师团队，向通讯及多
媒体委员会提出申请，
以确认该部落客身分，
以便能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
阿兹敏阿里新闻秘书莫哈末哈山纳今
曰发文告指出，部长对媒体引述有关部
落客文章报导恶意诽谤新闻的做法感到
失望，并指此举已成“龌龊政治”。

身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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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學歷非任議長絆腳石"

我終身學習
(巴生26日讯）雪州新
任议长黄瑞林强调，他虽
然只有中学学历，但不会
成为他担任议长的“绊脚
石，因他一直以来都是
秉持终身学习的心态。
他说，他会不断学习，不断
进步。
根据资料，黄瑞林毕业于巴
生高级中学，只有中学学历。
至于议长一职险些遭公正党
骑劫一事，他也放宽心态表
示，最终希盟还是本著“希盟
精神”，解决此事。
他说，经过这次风波，虽然
挑战了希盟的合作基础，但风
波解决后，证明希盟的合作更
稳固、更上一层楼。
“彼此有不同意见、诉求及
看法，是正常的事，最终能解

决才是最重要。”
他也赞扬大臣在这起风波
上，火速解决问题，协助增加
希盟的可信度和公信力。

众议员以“敲桌”方式，支持两人担任正
副议长。
至于今日缺席的双溪甘迪斯区州议员苏海
米，黄瑞林指苏海米是因病缺席，早已通
知州议会，他会另外安排时间让后者宣誓就
任，确保他能顺利执行任务。

黄瑞林Ng Suee Urn
年龄
家庭
人党年份
党职
学历
职业
上阵经验

48岁
2男2女
1994年
雪州副秘书，2012-2015雪州宣
传秘书2015-2018
高中(Klang High School )
全耳P政治工作者
199'、9第次上阵适耕庄州议席对垒马华谢锦
龙，以2044票落败，他于2004年卷土重来，第
一次以344票，打败谢锦龙，攻下适耕庄马华堡
垒，2008年成功蝉联，以微差190票险胜马华候
选人潘文俊。2013年和2018年，再度成功捍卫
适耕庄州议席。

希盟風波火速解決
黄瑞林也是行动党适耕庄区
州议员，他在今早宣誓就任
后，接受访问时这么指出。
此外，来自公正党的巴也加
拉斯区州议员凯鲁丁担任副议
长
州议会于今早召开第14届
第一季第一次会议，所有州议
员在议长宣誓后，陆续宣誓。
今早由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提
议黄瑞林担任议长，由巴生新
城区州议员拿督邓章钦附议。
同时，邓章钦提议由凯鲁丁
担任副议长，由哥打哥文宁区
州议员甘纳巴迪劳附议。

會勸服在野黨任反對黨領袖
黄瑞林有信心，可以劝服
在野党担任反对党领
袖。
他说，在野党本来就应该担
此重任，否则就愧对选民的委
托。
。“我将会劝服他们，包括可
以考虑提供更多资源和福利，

让他们无后顾之优监督政府，
扮演好在野党的角色。”
他说，如今在野党已经失去
中央支持，因此看不到他们为
何还要反对。
他指出，他心目中的在野党
领袖人选是四届元老，即双溪
武隆区州议员三苏丁。

Page 1 of 2

•黄瑞林（右）晋升雪州立法“一哥”，众州议员都必须向他鞠躬。

27 Jun 2018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Page: A6 • Printed Size: 1468.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28,957.00
PR value: MYR 86,871.00 • Item ID: MY0032986850
Provided for client's internal research purposes only. May not be further copied, distributed, sold or publish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copyright owner.

Page 2 of 2

公正黨3理由爭議長職不成功
f于议长人选陷入僵局，希盟最高领导层
-周一漏夜开会商讨议长人选，最终由黄
瑞林出线。
据知，公正党以三大理由，意图从行动党
手中，拿走议长职务，惟不成功。
公正党认为该党青年团署理团长拉查曼不
是州议员，只能担任议长，不能担任副议长
外，他还有法律背景，且议长人选应是司法
界出身，而黄瑞林没有法律背景。
同时，公正党在本届大选攻打21席全胜，
也是希盟获得最多议席的盟党，因此有资格
争取议长一职。

惟行动党认为，公正党已手握行政权，立
法权应该下放予其它盟党，避免权利过于集
中，影响各党互相制衡，且该党过去推荐的
议长邓章钦与杨巧双皆表现出色，因此不构
成需要更换它党人选的必要。
过去两届大选，雪州议长皆是行动党的配
额，惟本届大选后，公正党基于赢得更多议
席，因此对议长一职虎视眈眈。
雪仲丨希盟各党仲丨席比例分别为公正党21
席、行动党16席、诚信党8及土团党6席，其
余5席分别是国阵4席及伊党1席。

政壇奇跡

•黄瑞林草根变议长，
一身议长袍正气凜然，
他的蜕变可说是雪州的
政治奇迹之一。

曾1撼50國陣議員

委員會“瘦身”至7個

$年雪州议会1对50名国阵议员，到如今荣
^升议长，黄瑞林感触，这些经历都是对
他的磨炼，成为他担任好议长职务的动力。
黄瑞林指出，今天盒誓就任，让他感到百
感交集，是个全新的体验。
“想起2004年，只有我和邓章饮两位在野
党州议员，隔年他还被禁入议会，剩下我一
人对著50名国阵议员，从双打变单打。”
他说，经过那段磨练后，民联政府于2008
年揺身一变成为执政党，如今他更晋升为雪
州议长，间中的心情可谓是百感交集。
他指本身虽没有法律背景，但他愿意学习
和摸索，更何况他的副手，即副议长凯鲁丁
有法律背景，对他有所帮助。

_^瑞林谈到，为免州议会的议会常规委员会出现重叠，
$可能会把目前10个委员会“瘦身”减至T个，使委员会
发挥更好的功能。
他说，水务委员会基于中央政府已易主，估计已没存在
的必要。
“不过，我们会依照需要，增添新的委员会，并希望所
有州议员都能担任委员，即使人选重复也没关系。”
同时，黄瑞林承诺将一视同仁，公平让所有朝野州议员
皆有发挥的机会，避免州议会沦为州政府的“橡皮章”。
他说，议会会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州议员辩论所
有政策，确保选民受惠。
他提醒所有州议员，他们是为雪州人民服务，因此应该
尽责。

省根晋升立法权第一把交
+椅，由“独苗”变议长，
黄瑞林写下政治奇迹！
黄瑞林于2004年，首次中选
为适耕庄区州议员，当年国阵
无论在州会或国会，皆是强势
政府，雪州议会仅有他与邓章
钦2个“独苗”，经常受到国
阵议员欺压。
首次担任州议员的黄瑞林，
当年口才不如现今出众，在州
议会发言常“吃螺丝”，但是
作为新兵的他，并未因此退
缩。

口才語言突飛猛進
黄瑞林深知自己的弱点，因
此他虽是“弱势”在野党议
员，但积极强化自己，不仅改
进口才，甚至还学习起爪夷

文，以便更靠近马来选民。
这些年，黄瑞林的表现突飞
猛进，除了 口才、语言精进，
还把适耕庄的旅游业搞得有声
有色，成为热门景点。
黄瑞林在过往三届大选，
皆面对国阵猛攻而“选情告
急”，但最终都被选民送进州
议会，证明其努力获得选民认
同。
经过308、505、509大选
后，雪州不只改朝换代，希盟
更与国阵“对调”位置，从弱
势在野党变强势政府。
黄瑞林从一名只有中五学
历、经营杂货店的草根，如今
一步一脚印走入议会殿堂，成
为立法“一哥”，见证政治的
所有可能性，可说是雪州政治
奇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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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巧雙

，輪醒吉
、/下工‘S田

率雪州邁向更高峰
(吉隆坡26日讯）行动
党泗岩沫区候任国会议
员兼雪州前议长杨巧双相
信，拥有丰富经验的雪州
新任议长黄瑞林，可带领
雪州政府迈向更高峰。
她说，雪州目前组织强
大政府，必须赋权反对党
以达致制衡作用，并强化
丨杨巧双
遴选委员会。
“黄瑞林是雪州公账会
前主席，也是雪州能力、公信力和透明度
特别遴选委员会（SELCAT)，我相信其经
验可帮助他贡献雪州，让雪州及州议会更
良好发展。”
杨巧双今日出席国会汇报会后，接受媒
体访问时这样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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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指出，

沙亞南第17區

现有市议员将在6

巴士總站延8或9月啓用

月30日届满，预料
新一批市议员将在
7月中获委任，因

(沙亚南25曰

公司迟迟还未发出

使用准证，导致沙丨
讯）沙，亚南市长
拿督阿末扎哈林披 i亚南市政厅还不能
露，沙亚南第17区 ‘发出完工及符合证
巴士总站今年初就
已完工，基于国能

书（CCC ) °
已持续跟进此事，

术问题，预料必须

预料7月初能就解

延至8月中或9月初

决此事，但基于过

才正式启用。

后将安装综合售票

政厅常月会议后在

安装，因此市政厅

此希望这批新市议

估计巴士总站于8

员，能延续过去旧
市议员的努力，与

月中或9月初就用

市政厅充分配合。

正式启用0

(TSI )

他指出，市政厅

及雪州水供公司技

他今早主持沙市

证书发出后，就能

系统，还需要1个
月半时间。

记会上说，已在今

阿末扎哈林透

年初竣工的沙亚南

露，综合售票系

第17区巴士总站，

统安装计划已经投

因国能及雪州水供

标，待完工及符合

•今年、初竣工的沙亚南第17区巴士总
站，预'料在8月中或9月初启用

74公僕4.5萬捐救國金

令吉"转账"给希望基金。
阿末扎哈林说，沙亚南市政厅已于上

'=1=| 州所有G 4 4 级别或以上的的公务

周五将扣除后的10%花红转账给希望基

员，配合州政府宣布今年所得到的

金，总计4万5494令吉。沙亚南市政厅

1个月开斋节花红将自动扣除10%奉予财
政部“希望基金”，共有74名有此级别

G44级别或以上的公务员共有74人，因.

的沙亚南市政厅公务员将总计4万5494

10°/�作为捐献给希望基金�（TSI )

此每人今年所得到的开斋节花红都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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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實接首相辦公室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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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秦泌德認當部長
(八打灵再也26日讯）根据一

素沁出任联邦直辖区部长，她当时表明是假
消息。
不过，公正党副主席兼候任汉都亚再也区

份正在疯传却有待证实的“完整

国会议员三苏依斯干达在受询时说，他确实

内阁”名单，早前呼声最高的候

职，同时告知他原产业部长是行动党副秘书

任士布爹区国会议员郭素沁、民

接获首相敦马哈迪献议他担任原产业副部长
长郭素丨心。
“没错，首相在开斋节的第四天，也是阿
里E巴集团创办人马云到访马来西亚当天拨

主行动党答吉里区国会议员杨美
盈和土著团结党麻坡区国会议员
赛沙迪都榜上有.

mmk

名。

在这份"内阁名单"，郭素沁出任原产业
部长，杨美盈受委能源、科技、科学、气候
转变及环境部长，赛沙迪则出任青年及体育
部长。
郭素沁这名行动党副秘书长于今曰出席国
会下议院议员汇报会，询及名单的真伪时，
表示她无法证实，并指她是从社交媒体获知
所谓的"内阁名单”。

三苏被告知上司是郭素？心
但她证实接获首相办公室的电话，通知她
准备出任部长。
对于将受委原产业部长，她表示这是一个
"传统上“属于民政党的部长职，从上届的

电给我，问我能不能接受原产业副部长职，
我说能为国家服务就接受献议。”
三苏表示，他不知道为何今天会外泄一份
内阁名单，他认为或许是国家元首昨晚发文
告公布正副部长宣誓日期后，名单才会“出
来”。
‘1我不知道这份名单是首相署或皇室泄
漏，也不能确定名单是否与马哈迪当初所作
<出的决定一样。”
•

杨美盈拒证实是否接通知
35岁的杨美盈在受询时，不愿证实是否
接到首相的通知电话，只表示交由首相去公
布。
行动党方面，被传将出任能源、科技、科
学、气候转变及环境部长的杨美盈以及妇女
部副部长的杨巧双，两人受询时皆不愿证实
是否接到首相的通知电话，只表示交由首相
去公布。
5月21日宣誓就任交通部长的陆兆福说，
如果名单是真的，那可能是不知如何泄露出
来。
但他强调，在首相作出宣布前，一切都不

民政党主席拿督斯里马袖强、到敦林敬益，
只是过去的部门名称‘‘种植与原产业部”，

是正式的。

如今易名为“原产业部”，并非新部门。

阿兹莎在受询时说，一切就等到宣誓就职后

“请媒体耐心等待官方宣布，其他的就别

•

\^m
\^m
1

I

•
•

副首相兼妇女及彖庭发展部长拿督斯里旺

理了。当然，你也希望我当部长，是吗？我

有分晓。
“我并没有详细看，所以我很难确认是否

不要说太多，不然我会惹祸上身。”

真的。国家元首已发出声明，宣誓就职仪式

询及是否已经准备好官服时，郭素沁反问
记者要准备什么样旳官服，只需一套马来套
装（Baju Kurung )就可以了。

已订于7月2曰，所以你就等著瞧。”

在这之前，网上流传的“内阁名单”指郭

I

除了旺阿兹莎兼任部长的妇女及家庭发展
部，至今已就任旳部长共有12人。（LM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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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沙迪拒評“内関名單”
^指受委出任青年及体育部长的赛沙迪在
国会受询时，同样表示他无法对社交媒
体的“内阁名单”置评，"我很难对这些发
表谈话。”
土著团结党秘书长安努亚达希拒绝证实
“内阁名单”的真假，但他表示，那些受到
首相委任的可能已经接获通知。
询及他是否受委为工程部副部长时，也是
候任激马鲁区国会议员的安努亚说，他在这
之前被提名数个职位，所以他不能证实名单
是真或假。
在“内阁名单”上是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
的达勒雷京，同样不能证实名单的真假。
“我很难对此说些什么，如果名单是正确
的，对沙巴及联邦而言都是好事。”
另外，盛传将出任农业部副部长的公正党
峑央峑鲁国会议员沈志勤，以及盛传出任工
程部长的公正党砂拉越联委会主席兼候任实
兰沟区国会议员巴鲁比安，都不愿证实，并
要求媒体等待正式宣布。

•盛传出任青年及体育部长的赛沙迪，专
心聆听下议院会议汇报。
巴鲁比安说，工程部是个非常重要的部
门，他们真的希望砂拉越州国会议员能够获
得这个重要部长职。”
“所有砂拉越州人民都希望能有更多建
设，因为州内的基建仍非常落后。”
盛传将出任水务、土地与天然资源部长的
公正党副主席兼候任瓜拉冷岳区国会议员赛
维尔，拒绝针对是否受委部长发表谈话，但
表示上周有接获首相的电话通知。（LMY)

賽富丁料任外長民興黨有3部長
果没有意外，希望联盟秘书处主任拿督

如赛富丁将出任外交部长，而人民公正党

卡立沙末料受委联邦直辖区部长，候任巴里

总秘书拿督赛夫丁则出任国内贸易及消费部

责宗教事务。
根据在社交媒体流传的“内阁名单”，在

长
水务、土地及天然资源部长料是候任瓜拉
冷岳区国会议员赛维尔，砂拉越公正党主席
峑鲁比安将出任工程部长。
除了赛沙迪受委为青年及体育部长，土著

文打区国会议员慕查希受任首相署部长，专

第14届大选立功的民兴党共有3名领袖入阁，
显示该党受到希望联盟的重视。3名部长中，
候任兵南邦区国会议员达勒雷京出任国际贸
易及工业部长、候任诗南区国会议员拿督莫

团结党入阁的包括候任亚罗牙也区国会议员

哈末丁出任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而候任

礼端尤索夫。
国家诚信党方面，候任沙亚南区国会议员

三角石区国会议员拿督刘伟强出任掌管法律
事务的首相署部长。(LMY)

行動黨6人任副部長
p主行动党在即将公布的内阁阵容中共有

1X6名副部长，其中候任古来区国会议员
张念群料将出.任备受华社关注的教育部副部
长0
至于在这之前盛传将入阁当部长的候任实
旦宾国会议员张建仁，则受委国内贸易及消
费部副部长。
候任泗岩沬区国会议员杨巧双早前被传是
国会议长人选，但在内阁名单中，她意外受
委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

不过，39岁的杨巧双在受询时，不愿证实
是否接到首相的通知电话，只表示交由首相
去公布。
行动党其余受委副部长的领袖，包括候任
万宜区国会议员王建民出任国际贸易及工业
部副部长、候任劳务区国会议员东姑朱比里
出任水务、土地及天然资源部副部长、候任
大山脚区国会议员沈志强出任青年及体育部
副部长。
公正党有两名华裔领袖受委副部长，即候
任荅眼峑鲁区国会议员沈志勤出任农业部副
部长、候任务边区国会议员李文材出任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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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

部副部长。(LMY)

傅芝雅證實受委首相署副部長
I民公正党副主席傅芝雅

证实，她有接获首相敦
马哈迪献议她出任首相署副
部长（掌管宗教事务）职的
电话。

“我接到首相的电话，她
献议我掌管宗教事务。”
她说，她原本认为不适合
这个职位，但在谘询党主席
的意见，并受对方劝告接受

郭素沁（左）出席国会汇报时，祝贺候任巫统巴力
苏隆区国会议员诺莱妮当选巫统妇女组主席。

有待证实的内阁名单

I首相
•副首相

\^m
\^m

敦马哈迪（土团党）
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公正党）

1財政部
部长

Page 4 of 6

林冠英（行动党）
阿米鲁丁（土团党）

I内政部

丹斯里慕尤丁（土团党）
阿兹斯查曼（民兴党）

•国防部
末沙布（诚信党）

委任后，她于是决定接受。
询及外泄的内阁名单是否
确实时，傅芝雅说，’那或许
是上周提交给国家兀首寻求
御准的名单。
"这次任命，让我有机会
从伊斯兰角度赋予妇女权
利。”(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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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
旺阿兹莎（公正党）
杨巧双（行动党）
•教育部
马智礼（土团党）
乡村及区域发展部
丽娜哈伦（土团党）
西华拉沙（公正党）
经济事务部

\^m

阿兹敏（公正党）

1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祖莱达（公正党）
阿末德米兹（诚信党）

交逊部
陆兆福（行动党）
拿督卡马鲁丁（公正党）
通讯及多媒怵部
哥宾星（行动党）
艾丁沙兹里（土团党）

1 %力资源部
古拉（'_行动党）•
拿督马夫兹（诚信党）
沙拉胡丁（诚信党）
沈志勤（公正党）
卫生部
祖基菲里（诚信党）
李文材（公正党）
外交部
联邦A辖区部
卡立沙末（诚信党）
沙鲁丁（土团党）
旅游、艺术及文化部
拿督莫哈末丁（民兴党）
答迪亚（公正党）
能源、科技、科学、i拔转$义环境部
杨美盈（行动党）
依斯纳莱沙（公正党）
青年及体育部
赛沙迪（土团党）
沈志强（行动党）
1*3际贸场及工北部
达勒雷京（民兴党）
王建民（行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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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赛夫丁（公正党）
张健仁（行动党）

1

企业发展部

橡产业部

礼端尤索夫（土团党）
哈达蓝礼（诚信党）
；1
郭素 >’心’（行动党）
三苏依斯干达（公正党）

1

工程部
巴鲁比安（公正党）
安努亚（诚信党）
水务、土地l天然资.源部
副部长
肯相署
部长（宗教事务）
部长（法律）
副部长（宗教事务）
副部长（法律）
副部长（国家团结及
社会和谐）

1
赛维尔（公正党）
东姑朱比里（行动党）
•
慕查希（诚信党）
拿督刘伟强（民兴党）
傅芝雅（公正党）
哈尼巴（诚信党）
法力拉菲克（土团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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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热门人选黄
瑞林，成为议长
后，同僚为他穿
上议长袍。

(沙亚南26曰
讯)雪州适耕
庄区州议员黄
瑞林，终于成
了雪州议长。

火箭如願以償

黄瑞林任雪議長
从2004年当选适耕庄区州议员的黄

职成为雪州议会副议长。

瑞林，至今已是4届州议员。随著黄瑞

根据资料显示，前身是伊党州议员

林当选议长，宣誓就职，雪州议长职

的凯鲁丁是律师，他于509大选前退党

终尘埃落定。

跳槽，在大选以公正党旗帜上阵。

5®

W

•成为雪州议长的
黄瑞林，以议长身
分主持会议。

@州议长一职终落入大热门
@人选适耕庄区州议员黄瑞

諮林手中，因此他今早与记者私聊

gg.时，不断地以一贯口头禅“兴奋

美丽”问候与形容，难掩兴奋心

黄瑞林当选议长，使行动党成功保

较早前，盛传公正党有意争夺议长

住雪州议长职，也让该党上下全都松

职，并提名非议员资格旳该党前哥打

S情。

了一口气；据知，雪州希盟遴选正副
议长是迟至昨日漏夜开会，才有了最
终结果。

白沙罗州选区协调官拉兹兰，结果引
起争议。

拥有4届州议员资历的黄瑞林，
对雪州议会的运作可说了如指
rp
掌，深谙议会常规。尽管没有法
±0律背景的"镀金”身份，但无损
^于他担任议长的能力与威信。

凯鲁丁当副议长
今天早上10时04分，雪州大臣兼公
正党双溪杜亚区州议员阿米鲁丁在雪
州议会召开的全体议员宣誓典礼前，
提名黄瑞林成为议长，行动党巴生新
城区州议员拿督邓章钦附议，因此在
没有其他竞争者的情况下，黄瑞林于
上午10时10分正式宣誓成为议长。

针对此事，雪州新旧大臣阿米鲁丁
与拿督斯里阿兹敏异口同声否认，雪
州议长职出现争夺战，称一切是在良
好与和谐的洽谈中达致共识。
他们皆称，选出行动党适耕庄区州
议员黄瑞林为唯一人选，于今早召开
的州议会议员宣誓就职典礼前.，获得
一致接纳通过。
外传议长人选是迟至昨日漏夜开会
后才出炉，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说，任

黄瑞林接著以议长身份主持议会， 何讨论可以截至最后定案为止。
以选出副议长。最终在邓章钦提名公
他强调，希盟是理智讨论遴选议
正党巴也加拉斯区州议员凯鲁丁为副
议长，获得行动党哥打哥文宁区州议
员甘纳巴迪劳附议后，凯鲁丁宣誓就

长，并在会议上探讨各项可能性。

(TSI )

资料显示，从2008年民联执政

If

雪州后，行动党便获得议长席的
^配额，首届由该党资深议员邓章
钦担任，2013年的第二届则由女

1o将杨巧双出任，成为雪州议会首
名女议长，藉为佳话。

2004年大选后当选适耕庄区州
议员的黄瑞林，除了在州议会内
表现优异，场外也亲和力十足，
尤其适耕庄这些年在他积极推广
下，打响知名度成为国内甚受欢
迎的旅游区�（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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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排除青體事務更動

大臣：調整行政職務
(沙亚南26曰讯）雪州新
大臣阿米鲁丁披露，在他宣
誓就任大臣当天，赤同步宣
誓的公正党行政议员兼荅都
知甲区州议员罗兹雅，将接
替他先前担任行政议员的职
务，但不排除在青年及体育
事务方面会有些更动。
他指出，他明天召开行政
议会时，可能会有职务上的
一些小调整，主要在于他和
罗兹雅之间，其他行政议员
不受影响；阿米鲁丁受委行
政议员时，负责掌管雪州加

济行动理事会及策略传播事
务。
阿米鲁丁今天在出席雪州
州议员就职典礼后，向记者
这么表示。宣誓仪式以阿米
鲁丁为先，接荖是行动党的
拿督邓章钦、甘纳巴迪劳和
公正党的罗兹雅。

阿兹敏恭贺黄瑞林
受询及会否设立高级行政
议员的职位，他称，大多数
有资历的都可被认定为资深
行政议员，雪州会继续这项
传统，并不讳言今日率先宣
誓的4人为资深行政议员。

•阿米鲁丁说，他于周三召开行政议会时，可能会有职
务上的一些小调整。
届行政议员，3人堪称是其
行政议会团队的先驱，至于
其他行政议员，也凭著各自

会经历，将可协助议会运作
顺畅。

因此他相信黄瑞林的资深议

已上京担任经济事务部长
的阿兹敏说，自己在雪州作
为一名平常的州议员，将给
予阿米鲁丁全力支持，并形
容对方是一名年轻和有活力
的领导，足以带领雪州迈向
辉煌。

吁議員積極參與議會辯論

胶"，以便议会能良好运

崇。

作，何况雪州议会有7个相

米鲁丁在提呈议会休
pJ会动议时，雪州议会

关委员会如公账会等。

有鉴于此，阿米鲁丁提
醒，议员需谨言慎行，因为
在议会厅内发表的每句话，

强青年及体育、企业发展及
乡村与传统村发展事务。
对于担任大臣将执掌的职
务，他表示，将和阿兹敏执
掌的职务差别不大。阿兹敏
之前掌管雪州财政�土地发
展、天然资源管理、雪州经

阵容鼎盛，特别是有一名已
担任部长的前大臣议员，加

他形容，罗兹雅拥有3届
行政议员资历，本届是半途
进来，过去则半届卸职；邓
章钦有过议长和行政议员资
历；甘纳巴迪劳也曾担任1

上有5名前行政议员为后座
议员，因此呼吁所有议员
未来都能积极参与州议会的
辩论讨论，而非沦为“橡皮

掌管的职务而同样吃重。
此外，前雪州大臣阿兹敏
在受访时恭贺黄瑞林成为雪
州议长，并指他过去州议员
中最积极投入辩论的一员，

他也促请反对党发挥监督
与制衡功能，吁请所有州议
员捍卫州议会，才能获得尊

都会被记载在议会记录。
(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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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流古路至阿南沙里花園

多车流量，又有大

桥的路面有两处明

“无论如此，当

型罗里行驶，因此

显裂痕，而石墙护

局会跟进此事，以

高架天橋現裂痕

他们在看到裂痕越

栏也有移位的迹

来越严重后，不希

象，裂缝足以仲入
一只手掌。

鉴定该天桥的安全
性。，，

(加影26日讯）
居民发现从加影
流古路左转至万

宜区阿南沙里花
园（ Taman Alarm
Sari )的高架天

望发生事故后当局

桥，路面出现多处
裂’痕，令人担忧，

才作出补救，所以

此外_，加影市议

透过脸书向市议员

员丘钦瀚指出，他

因此要求加影市议

反映。

接获居民的投诉

市议会工程组副

后，已向市议会工

主任花蒂拉接到投

程组反映，工程组

居民申诉，该高

诉后，已派人前往

官员已去查看天桥

架天桥每逢上下班

视察。
据了解，高架天

的情况，但调查报

会立即派人检查及
处理_。

时段，就会有相当

•居民发现石墙护栏有移位的迹象，裂
|
缝足以伸入一只手掌，经过向市议会反
映后，已派人视察鉴定安全情况。

告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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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缺公正党双溪甘迪斯区州议员苏海米
第14届雪州立法议会正式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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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55名朝野议员在雪州议会进行宣誓就职仪式后来个大合照，象征

雪55議員宣誓就職
蘇海米病假缺席
此外，雪州新任议长兼行动党适耕庄

(沙亚南26日讯）雪州55名朝野议员于今早在雪州议会
进行宣誓就职仪式，象征第14届雪州立法议会正式组成。
不过，公正党双溪甘迪斯区州议员苏海米以身体虚弱为
由，通知州议会今日无法出席议员宣誓就职仪式。
有鉴于此，预计于7月召开的第14届
第1季第2次会议暨新届州议会开幕典礼
时，根据议会条款与惯例，将安排苏海
米一人宣誓就职。

黄瑞林任议长
雪州新任大臣阿米鲁丁在宣誓仪式后

下次議會落在7月杪
•于下次召开的州议会日期，雪州
大臣阿米鲁丁没有明确说明，只

向记者说，今次独缺公正党双溪甘迪斯
区州议员苏海米宣誓，他将确认是什么
原因和问题导致。
"苏海米是以身体虚弱为由请假。不
过，在我进一步发布声明之前，有必要
参照医生对苏海米做出的医药报告评
估。”

区州议员黄瑞林受询时不讳言，苏海米
的健康有些状况。
他指出，苏海米目前在洽疗当中，因
此未克出席宣誓礼。
询及苏海米是否向州议会提呈了病假
单，他透露，州议会秘书处已获知会，
若有需要将另行安排苏海米进行宣誓，
前提是确保能顺利宣誓。
雪州共有56个州议席。希盟在本届大
选赢得51席强势执政，余下反对党席
位，分别是巫统4席和伊党1席。
另一方面，希盟行动党双溪比力区州
议员刘天球在宣誓就职典礼上，因忘
记举起右手进行宣誓，被新任议长黄
瑞林指示必须重新宣誓，场面尴尬。
(TSI)

表示会落在7月，也不排除会推迟至提议会将落在7月杪、8月或财政预算案时
呈州财政预算案时期的10月，唯一切胥期的11月。他指出，他要跟州议会秘书
视雪州苏丹殿下的御准。
讨论后，才能寻求雪州苏丹御准，届时
新任议长黄瑞林说，下一次召开的州将对外公布召开州议会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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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長：設委會與10部門探討

淡江高峰塔公寓或重建
(布城26日讯）房屋及地方政
府部长祖莱达宣布，一个以秘书
长拿督斯里莫哈末敏德为首的委
员会，将于明天与10个相关部门
就重建废置了 25年的淡江髙峰塔
公寓进行探讨。
她说，淡江高峰塔公寓坐落在
黄金地段，不应该任由荒废，不
过，矿物与地理科学局报告指该
地段属于土崩高风险区，而城市
与乡村规划局则建议发展地段成
低风险的旅游与休闲区。
祖莱达今曰在房地部每周记者
会上说，淡江高峰塔公寓倒塌至

Page 1 of 1

今已25年，由于时间久远，加上
涉及层面很广且复杂，很多文件
如购屋者房贷文件记录，银行已
经无法找回°

土崩高风险区
祖莱达说，公寓所在地区是黄
金地段，房政部有意接管土地进
行房屋发展计划。
“莫哈末敏德领导的委员会，
将研究与探讨如何发展淡江高峰
塔公寓地段，找出淡江高峰塔公
寓的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
确定重建的方向与策略，以及

成立小组监督重建项
目°’，
她透露，委员会将与
相关部门包括财政部、
雪兰莪州政府、经济事
务部、工程部、天然资
源及环境部、联邦直辖
区土地与矿物局、矿物
与地理科学局、水利灌
溉局、安邦市议会及公
共工程局进行汇报与探讨。
她表示，计划的进度报告将直
接交给她。
另外，祖莱达说，房地部将成
立一个委员会探讨现有制度，包
括缩短房屋部接手搁置房屋的时
限，让该部重新发展地段。
“为保障购屋者的利益，房地
部将拟定新的机制来监管这个问

KPKT

K1

题。”
她说，全国截至今年4月共有
257项搁置的房屋计划，当中有

198项已经完工。
根据�1996年房屋发展（控制
与执照）法令》第18A条文，如
果房屋发展商搁置房屋计划超过6
个月，或超过买卖合约下达成的
协议，发展商就是违法。（LMY)

•祖莱达（右）说，房地部将探讨重新发展废置25年的淡江高
峰塔公寓地段；左为莫哈末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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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栏插入长巴
酿2死7伤
(麻坡25日讯）双层长途巴士失控猛撞大道防
护栏后，防护栏从底层车头插入巴士，酿成2死7
伤的悲剧。
这起意外于周一凌晨3时20分左右，在南北大

164公里处发生。事发当时，

道巴巴莪通往东甲约

巴士上载有40人，从新山北上吉隆坡。车祸导致长
巴严重撞毁，现场一片狼藉。
据悉，两名死者分别是雪兰莪州华裔女乘客及
森美兰州印裔男乘客。7名伤者皆被送往医院救治，
包括左脚骨折的巴士司机，其余乘客则安然无恙。
武吉甘蜜和东甲的消拯局接获投报后，双双赶
到现场施援，并于清晨5时结束拯救行动。
麻坡苏丹娜法蒂玛专科医院公关部负责人较后
受访时说，此宗车祸造成7人受伤，包括长巴司
机。这7人当中，3人在急诊部，1人留院观察，另
3人则已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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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正副部长冗泣宣誓

钃讓•

i

園•

随着国家皇宫证实将于下周一（7月2日）举行内阁正副部

令人关注的是，选前便获承诺一旦中选即可出任部长职的

长宣誓就任仪式后，网上便开始流传完整的内阁阵容名单，共

行动党安顺区国会议员倪可敏，以及盛传将以上议员身份入阁

涵盖28个部门，28名部长及24名副部长。

的亚依淡区国会议员刘镇东，都不在上述名单内。

据观察，这份完整的新内阁阵容名单中的正副部长人选，
已可谓是“十不离九”，虽然并非最终名单，但一些在名单内的
国会议员受询时，已证实接获通知。

无论如何，这份名单中的副部长人选中，尚缺国防部，外交
部及经济事务部的副部长名字，因此不排除仍会有更动。
• A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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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议员汇报会

议员多不愿证实传闻名单

仅三苏依斯干达认受委
(吉隆坡26曰讯）社交媒体传出内阁名

行动党士布爹国会议员郭素沁。”

单，但部分被列入该名单的国会议员都不愿

他今日出席国会下议院国会议员汇报会

证实其真实性，仅有人民公正党副主席三苏

后，受媒体询问有关流传内阁名单时，如是

依斯干达坦言，他已接获首相敦马哈迪来电

披露。

表示要委任他为原产业副部长，令有关回应

稍后，民主行动党副秘书长郭素沁受询
时表说，现阶段还没正式宣布，所以她仅承

和该名单的内容不谋而合。
三苏依斯干达披露，他在开斋节第4

认收到“来电”，拒绝透露细节。
“我说越多，可能越陷入麻烦，就等待

天，接获来自马哈迪的来电，表示要委任他

官方宣布吧，否则不公平。”

为原产业副部长，而他欣然接受。
“虽然这委任和社交媒体流传的名单一
样，但我不知道该名单是否为最终的名单。”
他说，该流传的名单可能是在国家元首
宣布宣誓日之后出炉，但他不确定。

不过，当媒体提及她即将任职的“首要工
业”部门是个新的平台时，她却表示，这不是
个新部门，过去民政党全国主席拿督斯里马
袖强和前主席敦林敬益都曾任过该职位。

“不过，我确实在开斋节后的第4天，
受邀任职原产业副部长职位，而且部长就是

“过去名称为原产业，现在是易名而
已。，，#

传3复兴党会领袖受委

实有收到马哈迪的来电，也
知道自己在名单内，但在这
之前，他已被换了 3个部门。

在，吁请媒体等待官宣。

未曰1

另外一名频被更换部门

—名人民复兴党会领袖出

询及会否接受委任部

的是诚信党总秘书安努亚达

任中央部长职，即该党大会

长，他说，过去5年任职国

希，他在最新流传名单是受

议长刘伟强任职首相署部长

会议员期间，他就学习了一

委为工程部副部长。

(掌管法律事务）、署理主

些政治管理，假设有机会受

他受询时承认有收到

席达雷尔任职贸工部长以及

委，就让它自然发生，尤其

“电话”，但拒绝证实该来

诗南区国会议员莫哈马丁受

来自东马议员。

委为旅游部长。

至于可能会受委为直辖

电的内容是关乎受委。
“我不肯定名单，因为

达雷尔在国会受访时

区部长的国家诚信党沙亚南

有太多揣测了，我也换了

说，他不知流传名单的存

国会议员卡立沙末重申，确

个部门。” #

4

杨巧双无缘副议长料任妇女部副部长
传行动党候任泗岩沬

单，她会任职妇女部副部

应。对于任职副议长或其

区国会议员杨巧双或

长，这也意味着她可能与副

他，她认为，应该交由首相

议长无缘。

宣布，因为现在的消息多属

有

有机会成为我国史上首位女
副议长，不过据最新流传名

她受询时拒绝进一步回

倪可敏入阁与否受瞩目
动党安顺国会议员倪可敏是否在内阁名单，备

行

受瞩目。

早前，就有许多安顺人吁请希望联盟政府兑现
大选承诺，让倪可敏出任部长，然而，倪可敏在最
新流传名单出局。
倪可敏被追问时只以“一笑置之” 4字回应，
随即离开。#
•魏家祥和倪可敏在汇报会上，相谈甚欢。

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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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受伊党议长人选
慕克里：因非州议员
(吉隆坡26日讯）希望联盟吉打州政府不
能接受伊斯兰党所推荐的议长人选，因为对方
不是州议员。
吉州务大臣拿督斯里慕克里指出，这是不
可能的，因为若接纳该人选，反对党在议会人
数是19,而州政府只有18人。
“我问人选是否为州议员，伊党说是外面
的，这意味着（反对党）将增加至19人，这
是不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若接受伊党推荐
慕克里：吉议长课

非议员的人选，那反对党在议会厅可以投票

题能解决。

的人数从18增加至19人，比政府人数还
多。这是不可能的事。

“他也是尤仑区候任国会议员，他今日出席第14届国会议员汇
报会后，向记者这么说。、=本届大选，吉州议会出现政府与反对
党议席皆18局面，即希盟18席、伊党15席及国阵3席。
不过，慕克里相信，议长人选课题将在下月4曰州议会首曰开
会时和平解决。
他说，希盟在2天前已提呈议长和副议长人选予州议会秘书，
分别是来自人民公正党及土团党，但他们不是州议员。

前雪州议长杨巧双恭贺民主行动党适耕庄区州议员黄瑞林获选
为新任议长，希望新届雪州议会则着重反对党声音，确保朝野相互
制衡。
她对媒体说，她很开心黄瑞林能受委，对方是很有经验的州议
员，希望新议和把雪州议会带至更高层次。
希盟在雪州横扫多个州议席，因而在雪州成为优势州政府，杨巧
双认为，有鉴于此，雪州议会有义务赋权予反对党，让后者议员尽可能
发出最洪亮的声响，因为这关乎制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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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林当雪州议长
(莎阿南26日讯）民主行动
党适耕庄州议员黄瑞林当选为新
任雪州议长。现年47岁的黄瑞
林也是雪州行动党宣传秘书，他
取代也是来自行动党的前任议长
员杨巧双，后者原是首邦市州议
员，她在第14届全国大选中选
为泗岩沬区国会议员。
另外，现年47岁的人民公
黄瑞林当选新任雪州议长。

正党巴也加拉斯州议员莫哈末凯
鲁丁则受委为副议长，取代伊斯
兰党前万宜州议员莫哈末沙菲
益。
在雪州议员宣誓就职之前，
雪州大臣兼双溪杜亚州议员阿米
鲁丁提名黄瑞林成为议长，并获

雪兰莪56名州议员中的55
人今天在第14届州议会首季首
次会议上宣誓就任。宣誓仪式由
新任雪州大臣兼双溪杜亚州议员
阿米鲁丁领衔，接着轮到1•名
州行政议员和其余州议员。55

得巴生新城州议员拿督邓章钦附

名州议员在新任州议长黄瑞林面

议。邓章钦则提名莫哈末凯鲁丁

前宣誓，双溪甘迪斯州议员末苏

成为副议长，获得哥打哥文宁州

海米则由于健康因素未克出席。

议员甘纳巴迪劳附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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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长：淡江高峰塔公寓坍塌地段

计划建霣负担房屋
(布城26日讯）房屋及地方政府
部长祖莱达指出，该部计划在25年前
发生淡江高峰塔公寓坍塌事故地段，
兴建房屋计划予40%低收入群
(B40)。
^不过，她说，有关发展计划必须在接管
土地，以及解决所有有关法律、土地及购屋
者课题后，才能开始发展。

祖莱达：发展计划

她透露，高峰塔重新发展委员会首次会彡页符1合斜>±应规定。
议将于明日在房地部举行，由秘书长拿督莫
、
”
哈末曼德主持会议。她今日在办公室召开记者会时，这么说。
除了房地部，委员会成员包括财政部、雪州政府、经济事务
部、公共工程部、天然资源及环境部、联邦直辖区土地及矿物局、
矿物与地球科学局、水利灌溉局及安邦再也市议会。
祖莱达指出，高峰塔地段是黄金地段，不应荒废，必须善用
它°
她在2008年担任安邦区国会议员时，已提出发展该地段，但不
成功。#

当年夺走48条人命
淡江高峰塔A座公寓
-a

993年12月11日，高峰塔A座

I公寓在毫无预兆下坍塌，夺走48
条人命。
针对在该斜坡地段发展房屋计划是否风
险，祖莱达说，未来发展计划都必须符合所

有斜坡发展规定。
她也说，部门将研究现有政策所规定的
期限，以便政府可以接管全国被搁置的房屋
计划。
她指出，如果现有政策规定的期限太

长，可能需要缩短期限。目前全国有257项

坍塌转眼已25年，

房屋计划被搁置，其中198项（75%)已完

其他两座公寓被评断

成。不过，耗了很长的时间。

为危楼，居民受指示

她透露，大部分被搁置的房屋计划是
私人项目，雪州占最多。#

迁离，荒芜至今，杂
草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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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党推荐非议员

Page 1 of 2

据知黄瑞林身为4届“兀
老” ，W此早前被推举担任议
长，不过有传闻指这面对盟党反

传副公青团长任雪议长

对，因为前者没有法律背景，继
而推荐拥有法律背景，从伊斯兰
党跳槽公正党的巴也惹拉斯州议
员莫哈末凯鲁丁出任，不过，此

独家报道

也推举该党公青I才丨副团长拉兹

番言论，耐人寻味

说法被部分议员否决。

兰担任议K。
潘丽嫜

黄瑞林被指没法律背景
议K人选一事引起行动党

没法律背景不影响表现
大部分希盟盟党议员认为，

晚就一定要决定雪州议K人选，

(八打灵再也25日讯）雪兰莪

及公正党内部热烈讨论，尽管

法律背景只是辅助，不会影响个

以赶在明朝在苏丹殿下见证下，

州议K：一职临阵或出现变数，

宣誓就职仪式在即，但据知希

人的表现，议会常规也没规定需

委任议长主持新届；J�丨、丨议员宣誓就

据传公正党推荐该党一名非议

盟党中央领袖今晚仍就此事做

由有法律背景者或州议员出任。

任仪式。

员人十担任该职。

最后协商，其中行动党正极力
争取“出线”：‘

消息说，公正党推荐的人选

黄瑞林是于2004年全国第

为拉兹兰，他同样没有法律背

11届大选中选为适耕庄州议

雪州新届州议员明旱10时
便宣誓就职，早前外界皆推测

新任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昨

景，甚至不是州议员，至于为何

员，在国阵时代曾与同僚槟榔州

向来都是由民主行动党“坐镇”

R出席雪州开斋节茶会后被询

盛传他会被推荐担任议K，也令

议员邓章钦并肩作战，在州议会

的雪州议长职，将由行动党资

及雪州议K：人选时，指议氏人

许多人摸不着头脑，而且费解为

有幽默的辩论口才；至于拉兹

深适耕庄州议员黄瑞林出任，

选仍在商讨中，且是否由有法

何不从盟党现有州议员中选贤。

惟据《南洋商报》探悉，公正党

律背景者胜任则见仁见智，此

无论如何，希盟中央领袖今

兰，他活跃于党务，ill是哥打白
沙罗州选区协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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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盟占51州席

应挑选议长非委任
希盟在雪州占有51个州议

席；在新州内阁成员巾，除了

席，有议员认为，应从中挑选议

大臣由公正党议员出任，该党

长人选，不该转向委任方式。

还获分配4位州行政议员，行

消息坦言，过去在其他州
属，的确有委任非州议员担任议

动党、诚信党及土团党的分配
额则是3+2+1�

长的先例，但此状况一般是在朝

雪州议长一职从2008年全

野人数相近情况下，在朝阵营为

国第12届大选起，由行动党资

免失去拥有议K身分的州议员一

深的槟榔州议员邓章钦出任，

票，而以委任方式，推荐非议员

而公正党美丹花园的哈妮查是

者任议长。

副议tC：；2012年全国第13届大

“希盟今次在人民海啸中，

选后，由行动党梳邦再也州议

在56个州议席里稳赢51个席

员杨巧双出任，她当时缔造历

位，可轻易通过政策，不该委任

史成为我国首位女议长：副议

州议员以外的人选担任议K:。’’

K是公正党斯里斯迪亚州议员

雪州共有56个州议席，公

聂阿兹米，聂阿兹米后来转任

正党本届大选拿下21席，行动

州行政议员，改由万宜的沙菲

党16席、土[才丨党6席及诚信党8

益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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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湘灘方嚴华
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周一下午到医院探访公正党实权领袖拿督
斯里安华，后者于本月23日晚因肩膀及背部疼痛，被送入马大
医院紧急病房治疗。安华从土耳其回国后就投诉有关部位疼痛。
副首相兼安华夫人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医生周日指安华进展良好，
预计很快会复原。
由安华支持者（DSAI

)放上Instagram的照片显

Supporters

示，探访安华者还包括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和利物
浦大学皇家医院的骨科专家西蒙弗罗斯迪医生，后者也给予一些
医疗上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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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检署撤1500万失信案

2前银行高层获释
(吉隆坡25日讯）两年前涉嫌“收

阿兹和前董事经理拿督慕斯达法阿

1500万令吉却没为首相出书

都拉萨无罪释放，

案，地庭今日宣判被控教唆罪和失
信罪的人民银行前主席丹斯里阿都

本案原定审讯，然而，来自反
贪污委员会的主控官阿夫再尼占副

在总检察署撤销控状后，他们

检察司告诉法庭，总检察署巳撤销
两人的控状《

二人在地庭获判无罪释放。

“现在有新进展，我们在6月1

f

人 新闻背 景
2016年9月7

日接获律师的陈情书，在考fi了提

涉嫌挪用巨款却没出书

R，身为大马武

装部队前参谋总长的阿都阿兹被控
教唆该银行董事经理拿督慕斯达法

典第109条文，并与刑事法典第409
条文同读。
一旦罪成，他们可判处彳、 少于2
年及最高20年监禁，以及可被罚

涉嫌失信被控上庭，但两人皆不认

款。

外候审。
根据控状，慕斯达法被控于

W此，法官马迪哈宣判50岁的
慕斯达法和67岁的阿都阿兹无罪，

i

阿都拉萨挪用1500万令吉，双双因
罪，各付40万令吉和一名担保人保

呈的事实和理据后，控方同意撤销
两名被告的控状。“

并谕令归还两名被告所缴交的40万
令吉保释金和护照。

阿都阿兹是在2016年8月30

阿都阿兹（右）及慕斯达法阿都拉萨在地庭获判无罪释放

R下午1时15分，被传召到反贪会
问话后，遭到逮捕，反贪会申请延

拿督慕斯达法档案

扣LC：达7天，直到9月5

拉华路的人民银行双塔楼，失信挪

口头保释出外，涉案的董事经理也

出生于1951年8月26日，现年67岁

用1499万1283令吉20仙的集团市

遭到逮捕。

早年在新街场皇家军人学院接受教育，于2007年

会计协会会员

出任武装部队总司令，于2年后退休

1991年-加入人民银行，担任执行员

2010年至2013年-从武装部队退休后，出任大马

2008年9月至2012年8月-出任人民银行财务总监

场行销拨款。阿都阿兹则被控在相
同时间和地点，和慕斯达法同谋犯
罪。
慕斯达法被控抵触刑事法典第

409条文，阿都阿兹被控抵触刑事法

R才获得

丹斯里阿都阿兹档案

2016年3月11日，在位于吉隆坡特

他除了涉嫌出书案，也涉嫌通
过银行系统敛财。

出生于1968年3月5日，现年50岁；澳洲会计协会及大马

驻法国大使

2009年8月至2()12年8月-担任人民银行公司秘书

莫哈末沙菲宜：慕斯达法的代表律

2013年8月1日-担任大马英雄企业公司主席

2012年9月至2013年3月-担任人民银行营运高级总经理

师是拿督卡马鲁。

2015年7月16日-受委为人民银行主席

2013年4月至今-出任人民银行董事经理

阿都阿兹的代表律师是丹斯里

26 Jun 2018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KL/Selangor • Page: B4 • Printed Size: 381.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4,792.45
PR value: MYR 14,377.35 • Item ID: MY0032974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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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阿南17区巴士总站
竣工半年未获准用证
(莎阿南25日讯）莎阿南17区巴士总站

“我们非常关注此技术问题，如今预

竣工半年，却因国家能源公司和雪州水供

计月尾或7月初将可得到认证，届时我们

公司（SYABAS)延迟提供认证，以致无
法得到地方政府发出准用证（CCC)投人
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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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市厅74官员
4.5万捐希望基金
莎阿南市政厅74名44级别以上官员，通过扣除10%开
斋节援助金，总计捐献4万5494令吉予希望基金。
阿末查哈林表示，按前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的指

还得等待承包商安装车票系统后，才能正
式启用巴士总站。”

示，凡上述级别或以上官员都会通过扣除K)%援助金，来提
供捐献，以表爱国之心。

他说，市政厅巳圈定安装车票系统承

“随援助金在26

莎阿南市K拿督阿末查哈林证实，有

包商，有关系统安装料耗时1个月，换言

关工程于今年1月初建竣后，本应可立即

之，若技术问题得以在上述时段完成，加

启用，惟因上述两个单位尚未提供认证，

上安装系统等，总车站仍得等到8月初或

莎阿南17区巴士总站竣工半年

导致总站被迫拖延至今仍未投人运作。

9月之间才能正如营运。

才能正式启用。

FI发放后，相关公务员也将从薪水内直

接扣除，以捐献给希望基金。”
目前要等得等准用证

他说，有关级别公务员人数不多，W此捐献数额也不是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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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来贤：污染问题破坏环境

现代化养猪刻不容缓
(八打灵再也25日讯）传统养猪业引发河流及空气污染问
题悬而未解，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认为目前该让谈论多时
陈奕龙
的现代化养猪场计划加以落实，以免对环境造成进一步的
破坏。
许来贤掌管雪州自然环境、绿色科技及消费人事务，他说，州内仍有一些传统畜
牧业者，如养猪业还是以家庭方式经营农场，导致猪粪流向河流，引发污染问题
来贤说，这类畜牧方式长期破坏环境，反观若落实集中养猪，
_科技化畜牧业，小 但有效过滤猪只的排便，避免破坏环境，甚
i

至能用来发电。
他表示能理解传统猪农或会担心落实现代化养猪场将加重成本甚至
倒闭，因此此计划必须周洋策划才能落实，
许来贤接受《南洋商报》专访当天上午去了一趟瓜拉冷岳巡视养猪
业，发现当地的空气弥漫异味，河流受到污染，因此认为有必要正视养
猪业课题。
他强调，现代化养猪场计划并非在其管理的事务范围，惟为免污染
情况持续，他将向负责的雪州行政议员依占哈欣反映，携手推动有关计
划。
他也说，两年前州政府有计划在东目设立一个面积达350至400英
亩的现代化养猪场计划，W “卡”在征地，包括一些马来地段，加上负
责的公司规模较小，难以处理庞大的征地工作，以致计划停滞不前。
“东S位于瓜冷县议会及雪邦市议会之间，S前两个地方政府巳在发

台湾行政院环境保

展蓝图上规划出地段，以进行养猪场计划。”

护署来访时给许来
贤送上的纪念品，

环保须从教育开始

都是纸张制成，值

环保“欲速则不达”，许来

得我国仿效。

贤认为，垃圾分类和零塑料袋

身分大转变自认责任加重

都是环保重要的一环，但要达到
理想效果，必须从教育开始。
他说，尽管雪州旱巳落实零

许来贤曾任八打灵再也南区

塑料袋，但一些商家为免失去

国会议员，如今则是加影州议

顾客，轻易给出塑料袋，一些

员及雪州行政议员，身分出现

消费者则为了方便，随手付20

了大转变，责任加重！

仙购买塑料袋，可见民众的环
“我们也常看到新闻报道，
鲸鱼被剖开后里面藏有很多塑料
袋，可见塑料袋严重破坏海底生
态。”

环保等课

题侃侃而谈。

他说，要杜绝使用塑料袋，
不是多付20仙甚至更多就能达

料袋。

为减低排碳量，许来贤也曾
能性，当时国会得到的回应是

代，作为希盟议员，当人民抛

安全及会影响摩托车制造业，而

出问题后，其责任不仅是通过

无法落实。

媒体反映或在国会上提出，而
许来贤对于爱护环境

能达到可观的节能效果。”
在国会提出探讨电动脚车的可

他坦言，先是中央改朝换

保意识有待加强。

兴建，才能获得发展准证，长远

“电动脚车在巾同很普遍，

是要想方设法地解决；至于行

没使州汽油也没噪音，排碳量是

政议员的角色，所涉及的范畴

零！况且多个地方政府都设有脚

更为仔细，需考虑周全及长

车道，所以电动脚车计划或可推
行。”

远0

到，W此他计划未来走人学

许来贤也考虑在民众环保意

他说前任雪州行政议员黄洁

他相信在节能和环保的大前

校，加强灌输学生环保意识，才

识较成熟时，把如今以20仙购

冰推行及落实了识•多有利环境

提下，我国未来5至10年，电

是上策。

买塑料袋的价格提高，这除了
让消费者在使用塑料袋时有“心

的政策，他将持续并加强，以
助打造雪州为“绿色州”。

动车、电动巴士、电动脚车等将

他建议仿效台湾使用防水纸
张，比民众如旧时代般，利用

疼”的感觉，也鼓励商家善用这

“好比目前巳有条例限制商

交通部K：陆兆福，做好相关准备

纸张打包湿物，或者自带容器

笔费用，选择较好品质的纸袋取

业楼发展计划必须以绿色概念

如饭盒等，从中逐步减少使用塑

代塑料袋。

加强警报掌握河水污染
雪州过去数年多次发生河流

闭清洗。

是人民代步工具，W此他将拜会
迎接电动交通工具的时代。

垃圾分类减政府开销
政府实施撙节运动

分一

个地方政府开始。

毫都要花得其所，许来贤认

“要全面落实垃圾分类必须

为，地方政府最小 值得花的钱

修改条例，我们希望能在落实

污染引发大制水，这是因为发

他指出，州政府可在距离滤

现污染时已太迟，滤水站必须

水站较远的上游处设立“预先警

就是垃圾处理费，W此他希望

后给予半年或一年的缓冲时

紧急关闭所致，许来贤认为只

报系统”，及早掌握河流污染情

雪州能在2020年全面落实垃圾

间，丨丨：民众适应，我们小 希望

要加强警报系统，就能避免类

况，就能避免大制水。

分类，肖然就能减少这笔开

马上强制落实或惩罚小 遵从

销。

者，这都需要时间。”

似情况重演。

他强调，设立上述系统耗费

i

i

i

他说，S前的警报系统靠近

庞大，只要州政府有资金就会

他说，目前八打灵再也市政

他表示将和负责地方政府的

滤水站的位置，W此一旦发现

率先在较常发生河水污染的地

厅、莎阿南市政厅及梳邦再也

行政议员黄思汉探讨此事，以

河水污染巳太迟，污染的水源

方，如士毛月河及冷岳河设立此

市议会具备财力及资源推动垃

便尽快在二个地方政府率先落

已不能再输出，反之要马上关

警报系统。

圾分类，因此此计划将从这二

实垃圾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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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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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O L D E N C E N T R A L

行政议员掌管事务明定夺
询及本届会否遴选高级行政议员职务时，他表

刚接任大臣职务的阿米鲁丁，将于明日定夺行政

大臣促朝野扮演好角色

议员掌管常务理事会事宜，预计只有本身与新委任行

示，所谓高级（Senior)行政议员主要是指有经验者，

政议员罗芝雅的常务事务有部分交换或作少许变动而

举例罗芝雅、邓章钦、甘纳巴迪劳等都曾担任过行政

巳《

议员，算是有经验的行政议员了。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扮演重要的角色，以便站好各

他说，其他行政议员常务事务料保留不变，如有
变化，也只是本身和罗芝雅之间负责的事务而巳。

自岗位，发挥肖己的强项来协助做好执政的管理工
作。”
针对苏海米的健康问题，阿米鲁丁指不清楚其医

雪州议会不是橡皮盖章
(莎阿南26日讯）雪兰莪州55个州议员今日在议长黄瑞林
此外，曾担任反对党议员的黄瑞林更扬言将积极推动州
见证下宣誓就职，而新任大臣阿米鲁丁不忘提醒朝野议员扮内5位反对党议员的角色，以制衡整个州议会，让议会更有
演好角色，不要让州议会变成“橡皮盖章”。
活力及迈向民主。

药报告，将会在了解一切才发言，并指对方在竞选期
间至中选为州议员期间，积极参与各项活动，没有任
何问题。
出席者有州政府秘书拿督莫哈末阿敏、法律顾问
拿督聂苏海米，州财政R]拿督诺阿兹米、州行政议员
邓章钦、沙哈鲁丁、阿都拉锡、依占哈欣、罗芝雅、
甘纳巴迪劳、茜蒂玛丽亚、哈妮查、黄思汉及许来
贤。

讨论过程意见不一

阿兹敏阿里否认图骑劫官职
巳上京担任经济事务部K的前大臣阿兹敏阿里，今

雪州议员宣誓就

旱轻松以国际山庄州议员身分宣誓，惟在询及议长风
波时，否认公正党有意“骑劫”该职的说词。

赞黄瑞林有经验

A天的宣誓就职仪式，独

"7缺公正党双溪甘迪斯州

他指出，希盟成员党在这之前只是丨寸论议氏人选，

议员苏海米，他闪健康问题而在

过程难免会出现意见不一情况，并对新任大臣阿米鲁

家休养，并择日再安排宣誓就

丁在上任的短期内，成功让州议会以只提呈一议长及

职。

一副议长人选的做法感到赞许。

雪州共有56个州议席，在全

他也赞扬黄瑞林是有经验的议员，活跃于辩论；还

国第14届大选中，希盟一举取

有莫哈末凯鲁丁过去勤参与州议会，相信两人是最好

得51个州议席，成为最大执政

的组合。

党；而在野的巫统只保留4个州
议席及伊斯兰党1个州议席；尽
管朝野政营理念大不同，惟宣誓
就职仪式顺利并和谐进行。
阿米鲁丁宣誓仪式后提呈休
会动议时，呼吁议员积极参与政
策丨寸论，切勿让州议会流于橡皮
盖早°

“州议会拥有5名前行政议
员、前大臣为成员，还首次有部
长级的州议员，在政策辩论时必
定会提出好的观点。”
他希望反对党扮演好检查与
制衡作用，捍卫州议会公平政
策。
“过去两届，希盟政府赋予反

己上京的阿兹敏阿里（左三）受到同僚热

对党权限，鞭策州议会有更好运
作，包括提供委任担任特別委员
会及公账会等职务，希望他们能
够积极参与。”

学习州议会运作
他不忘“训示”新加人州议
会的议员深人学习州议会运作，
以获得人们的尊重。
“在大选后，有同僚无法进人
州政府，但获选者则扮演特定角
色，闪此你们在州议会的每句话
都会被记录在案，希望议员们能
好好贳彻，注重本身职责、行
为、衣着及言语等。”

切的问候。左起为武吉兰樟州员黄洁冰、

黄I而林：制衡州议云

改善5反对党议员福利
黄瑞林将加以推动雪州5

完善反对党领袖机制，只可惜

位反对党议员扮演好制衡的角

当时巫统议员W为巾央的关

色，并会全面检讨及改善他们

系，在半年后辞去反对党领袖

的福利与资源，没有后顾之忧

一职而悬空迄今。

的扮演好反对党的角色。

无论如何，他有信心去说

由于曾担任何反对党议

服反对党议员肩负起反对党领

员，黄瑞林指明白现有反对党

袖的角色，并认为在有4位巫

议员的处境，即使只有5人的

统议员情况下，担任第4届双

声音也该被重视。

溪武隆州议员三苏丁是最有经

他也庆幸上届议tc：已奠下

验的。

行政议员许来贤；右起为士文达州议员达
罗雅及行政议员阿都拉锡。

黄瑞林被选为新届议长

黄瑞林被委议长百感交集
询及被委为议长心情，黄瑞林坦言百感交

过去，黄瑞林由于是执政党的党鞭，在参与

集，2004年中选为州议员后，即与双溪槟榔州议

辩论总是带动议会气氛，他说，受委为议LC：需维

员邓章钦扮演反对党“双打”角色，邓氏后被禁

护议会的庄严，但也会持续去带动辩论气氛；只

足州议会一年，改由他一人单打面对国阵54位议

要大家不触犯敏感课题都可自由发挥，丨丨：雪州达

员，非常挑战及磨练。

到三权分立《

“3，08大选后我从反对党变成执政党，今次第

检讨常规委员会

4届中选为州议员受委为议长，相信可履行职
责，”

黄瑞林小 排除检讨现有常规委员会，瘦身或增
i

设有需要常规委员会，预计从10减至7个委员
会。
他赞扬前两任议长拿督邓章钦及杨巧双成功修
改及改革州议会常规等，甚至是国会与全国的模
范，将延续原有路线，但也会检讨小 合适事宜，
i

确保州议会有活力及更民主。
他有意维持现有常规委员会，检讨一些小 必要
i

的，例如随着中央易主，涉及水务的常规委员会
相信可取消。
尽管现有反对党成员只有5人，为发挥监督精
神，黄瑞林将安排他们加人各常规委员会，小 排
i

除有者出任多个，有更好的发挥空间。
他也将和议K秘书处讨论召开州议会的日期，
小 排除在7月或8月，也有可能订在10月财政预
i

算案期间，并会寻求苏丹殿下御准。
雪兰莪州新届议员宣誓就职。坐者左起沙哈鲁丁、阿都拉锡、依占哈欣、罗芝雅、邓章钦、聂苏海米、黄瑞林、阿米鲁丁、莫哈末阿敏、诺阿兹米、甘
纳巴迪劳、茜蒂玛丽亚、哈妮查、黄思汉及许来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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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溪班让州议员•英然

Page 2 of 2

重新获选为州议员，我

双溪比力州议员會刘天球

的首要任务是在州议会扮演

选出反对党领袖

打造生态游利经济

辅助州政府的角色，尤其着
重提供有利发展的意见，同
时提醒州政府勿让“以民为

文接•封面

木”流于口号，
在我的选区则会关注地

大选后，雪州反

方上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

对党人选锐减至5

在未来5年打造为生态旅游
景点，以为当地人民制造更

人，其巾国阵更仅剩

多的经济发展及就业机会。

4人，因此我们将选

其中，最大的目标是开

出一名反对党领袖，
以领导、制衡及监督

发双溪比力的交通便利，尤

希盟政府的运作，确

其开拓一条从机场通往该区

保利民政策获得推

的捷径，方便游客往来该

动。.

区，带动当地人潮。
我和双溪侨华州

议员利占都是新人，

阿米鲁丁（右站者）提议黄

作为30岁年龄层的年

瑞林出任议长后，获在座在
朝议员热烈“敲桌”支持。

轻人，我们也对州政
府委任的年轻大臣阿
米鲁丁寄以厚望，所
以我们也将把年轻人
心声带入州议会。
我们希望新任大
臣能关注年轻人的问
题，包括创业问题、
制造更多就业机会及
购买可负担房屋等事
宜。
由于与伊斯兰党

梳邦再也州议员•刘美诗

推动女性30%决策权
作为新任女性州议员，我将督促州政府在政府部门或私
人企业的职场上，继续推动达致女性占30%决策权的目标。
我们不难发现，已婚女性要重返职场往往面对各种障
碍，为此企业务必提供她们一些便利，让她们得以兼顾家庭
和事业的发展。

莲花苑州议员•黎潍福

充裕资源改善民瘼
我曾担任市议员，认为一个亲民政府务
必关注人民生活素质，为此将提醒州政府提
供充裕资源，协助地方政府解决及改善民
瘼。
我认为基础设施发展还是重要一环，比

州议员阿末尤努斯同

根据经验，为鼓励女职员在公司上班，我们甚至在购买

是反对党，我们不排

电脑器材，都考虑是否能够让女职员可带回家工作，至于其

除为了利民的课题，

他职场可设定的设施则包括育儿场所、伸缩性工作空间和时

的合作，协助改善及提升选区的民瘼问题，

彼此合作。

间及合理薪金等，都有助鼓励女性继续在职场上贡献。

提供选民更好的生活素质。

如路况、卫生等问题，都有必要优先处理。
我将在新市议员上任后，加强团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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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塔公寓坍塌地段

拟建可负腿鼸收入群

及环境部、联邦直辖区土地及
水利灌溉fej及安邦再也市议

针对在该斜坡地段发展房屋计划是否风险，

“高峰塔重新发展委员会首

府部氏祖莱达指出，该部计划

次会议明日在房政部举行，由

黄金地段，不应该被荒废，必

在25年前发生淡江高峰塔公寓

秘书长拿督莫哈末曼德主持会
议。”

须善用它。

予40%低收入群(B40)�
她说，不过有关发展计划必

她今FI在办公室召开记者会
时这么说。

KPI

黄金地段不应荒废

(布城26日讯）房屋及地方政

坍塌事故地段，兴建房屋计划

研究政策规定
接管全国搁置房屋

矿物局、矿物与地球科学局、
会。

Page 1 of 1

祖莱达说，未来发展计划都必须符合所有斜坡发
展规定。

祖莱达指出，高峰塔地段是

此外，她指出，部门将研究现有政策所规定
的期限，以便政府可以接管全国被搁置的房屋计
划。

她在2008年担任安邦区国

“若现有政策规定的期限太长，可能需要缩短

会议员时已提出发展该地段，
但不成功。

I

须在接管土地，以及解决所有

除了房政部，委员会成员包

在1993年12月11 R，高

有关法律、土地及购屋者课题

括财政部、雪州政府、经济事

峰塔A座公寓在毫无预兆下坍

祖莱达（右）宣布成立重建淡江高峰塔公寓委员

后，才能够开始发展该土地。

务部、公共工程部、天然资源

塌，夺走48条人命。

会。左为莫哈末曼德。

期限。目前全国有257项房屋计划被搁置，其中

198项（75%)巳完成。不过，耗了很长的时间。
“大部分被搁置的房屋计划是私人项0，雪州占最
多<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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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市财政预算案征询民意
(八打灵再也26日讯）八打

MAJLIS BANDARAYAPETALING JAYA^ RO

灵再也市政厅巳设2019年财
LUUNVTUU

政预算案居民建议页面，以让

0 MBPJ

»$• HAKVAT

• 'CIINUaUH

D> PGJWAT

Q

居民针对财政预算案提出建
议0
该市政厅致力打造先进、
动态与永续发展的城市，因此
广邀居民参与2019年财政预
算案意见回馈，居民可登人市

Jemputan untyk memberikan cadangan, Idea dan maklum balas

政厅官方网站 www.mbpj.gov.

Amifl€r«h41rwvtil

berkenaan 6a jet 2019 MBPJ

my浏览相关资讯•

专注八大项目
S*hnt«i«1M*dfca H»»J

当局发文告指出，有关意
见回馈主要专注八大项0，包
括基本建设发展（公路、街
灯、街道）、排水与斜坡、公

O

•“

土

国

msc=
•

••丨

O

共设备、园艺术服务、同体废

灵市政厅设立网页鼓励居民于开放期限内踊跃参与财政预算案

料管理及公共清洁、环境卫

意见回馈。

生、社会发展与安全。
居民意见回馈表格可从：

jemputan - untuk -memberikan -

www.mbpj.gov.my/ ms/mbpj /

cadangan -idea% C2% AOdan -

media

maklum -balas -berkenaan下

-centre/ announcements/

载0
居民受促提供意见，开放
日期从即日起至7月15日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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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讯

亚通数码服务推介B o o s t 新功
子钱包要被消费人广泛接纳，一个大前提是
由
甲i，各类支付功能必须要充足，亚通独资子公司
亚通数码服务（Axiala

)私人有限公司

Digilal Services

推出的电子钱包Boost最近就迈出了一大步。
最新的功能就让用户可以缴付巴生谷主要街

B 00SI

道的停车费、各种公用事业账单，如马电讯、Astro�
雪州水供公司（Syabas)等。不过，更重要的是，缴
付费用之后还可以参加摇一摇奖励活动。此外，想要
捐助希望基金以及BERSAMAMU基金（首要媒体发

亚通数码服务公司总执行长莫

起）者，亦可透过Boosl进行。

哈末凯里（左）联同Boost总

配合世界杯举行，用户也可透过Boosl观赛、玩游
戏和赢大奖。

执行长克里斯多夫推介Boost
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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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学习不断求进步”

(莎阿南26日讯）虽然只有中学学历，但今日宣誓成为
雪兰莪州议长的民主行动党适耕庄州议员黄瑞林强调，
这不会是他担任议长的绊脚石，因为他一直秉持终身学
习的精神。
他说，自己会不断学习、不断求进步。
外，针对指他没法律

“尽管法律背景重要，但深

背景一事，黄瑞林指

人学习就可驾轻就熟：副议长

出，虽然前两届行动党议长邓

是执业律师，也可给予辅
助。”

章钦及杨巧双都拥有法律背
景，惟在国阵时代，有许多议
是来自不同的专业。

K

黄瑞林今旱在雪州州议员宣
誓就职仪式后，对丨己者这么说。

莫哈末凯鲁丁任副议长
经过一番争议，雪州第14

丁动议黄瑞林出任议长，并获得

任议长一职最终由身为资深州

在朝议员热烈“敲桌”以示赞

黄瑞林换上议长袍，

议员黄瑞林出任，而副议艮则

成，之后由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

正式成为雪州第14任

由从伊斯兰党跳槽至人民公正

章钦附议。

议长。

党的巴也惹拉斯州议员莫哈末
凯鲁丁担任，
雪州州议员今旱进行宣誓就

邓章钦随后提议莫哈宋凯鲁
丁出任副议长，并获得州行政议
员甘纳巴迪劳附议。

阿米鲁丁：议长人选无争议

职仪式前，由雪州大臣阿米鲁

黄瑞林：人选分歧反稳固希盟
黄瑞林赞扬阿米鲁丁在短短

“虽彼此在此事上有分岐、

据悉，希望联盟四党中央领

否认雪州议t(：人选出现争议，

会议，行动党极力争取原有该

相反地，这是希盟四党是在经

党担任的议长职位，而上述举

过协商后，达成一致共识的成
果。

数天内解决此风波，他坦言此

看法和诉求，惟秉持盟合作精

动可说粉碎了公正党有意“骑

风波挑战了希盟的合作基础及

神，阿米鲁丁解决了此事；保

劫”议长职说法，议长之争的

信任，然而也促使希盟更稳

持了希盟的公信力，取信于
民。“

风波随即落幕。

固。

仪式后接受媒体访问时，矢口

导昨晚仍就议长人选召开协商

阿米鲁丁在众议员宣誓就职

“我们之间没有争议，而是
在融洽的协商氛围下，最终以
致声音选出议K：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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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菲夫：副部长人数不确定

公正党将有9部长
(槟城26日讯）人民

员会的行政议员他

公正党青年团署理团

今日为槟州渔民公会

长阿菲夫医生透露，

代表大会主持开幕后

公正党总共会有9名

说，根据名单，公正

部长，至于副部K的

党峑央峑鲁国会议员

人数则不确定。

沈志勤将出任农业部

他说，根据一份

副部长、浮罗山背国

网上流传的部K:及副

会议员巴迪亚将受委

部氏非正式名单，槟

旅游、艺术及文化部

城也会有至少3名国
会议员出任副部长。
“这份名单虽然是非正
式的，但相信是巳确

阿菲夫透露槟城至
少有3名国会议
员出任副部长。

认的内阁名单。”
根据之前已宣布的内阁部长
名单，公正党有3名领袖担任

副部长，而民主行动
党大山脚国会议员沈
志强，则出任青年及
体育部副部长。

否认证实沈志勤任副部长
不过，阿菲夫医生今午否认

部长，他们是副首相兼家庭、

向媒体证实，该党峑央峑鲁国

妇女及社会发展部长拿督斯里

会议员沈志勤将出任副部长。

旺阿兹莎医生、经济事务部K:

他澄清今旱在槟岛出席渔民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及城市和

公会代表大会致同时，是针对

谐、房屋及地方政府部K祖莱

一份网上流传的正副部艮名单

达0

发言，并未证实那份名单的真
阿菲夫也是掌管槟州农业委

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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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疯传内阁名单公正党再添7部长

(布城26日讯）随着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呈上完整内阁名单，国家
这份在网上疯传的内阁名单有28个部门，在部长方面，人民
元首苏丹慕哈末五世陛下昨晚宣布已御准后，一份未经官方证实公正党获得分配部长职的人数最多，占了7人，依序为大马土著
的希盟政府完整内阁名单却悄悄在网上流传，引出各界议论。
团结党6人、行动党6人、国家诚信党5人及沙巴复兴党3人。

于副部tc：，人民公

至正党有7人、行动

党6人、国家诚信党5人、
大马土著团结党4人及沙巴
复兴党2人。

倪可敏刘镇东落空
在这份名单中，行动党
安顺国会议员倪可敏及盛传
会以上议员身分当部长的行
动党政治教育主任刘镇东，
都不在名单内。
在行动党方面，除了之
前受委的4名部长，在这份
未经官方证实的名单将获得
分配2个部长及6个副部K
名额。

三苏指郭素沁是上司
名单内，该党人阁的部
长人选都是女性，分别是早
前呼声最高的行动党副秘书
氏兼十布爹国会议员郭素沁
及柔佛峑吉里国会议员杨美

®
rm. uo
公正党汉都亚再也国会

议员三苏依斯干达今日向媒
体确定，他将出任原产业部
副部LC，而他的“上司”，
就是行动党的郭素沁，进一
步核实名单内郭素沁出任原
产部长职的真实性。

教长谈话早露玄机
旱前传古来国会议员张
念群将出任教育部副部长，
结果张念群的名字也出现在
名单内。与教育部长马智礼
博士 3天前对媒体证实教育
部将有一名女副部K不谋而
合，提高这份网传名单的
可信度。
有关名单涵盖新的部门
如企业发展部，一些部门也
会扩大。
不过，该份名单中包含
潜在部长名字中的几个拼写
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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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德（左）和杨美盈笑脸迎人，交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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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朝野，场面和谐。郭素沁与南茜（左）及罗哈妮打招
呼交流。

希盟领袖：非最终名单
无论如何，多方的消息，包括—些希望联盟领袖
表示，这并非最终名单
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也拒绝就这份名单发表
评论。.
她表示，她没有正式看过这份名单，而国家元首
巳发表声明，会在下星期一（2 R )举行宣誓仪式，

下星期一宣誓
国家王宫咋晚证实，第二批部长和副部长将在下
周一（7月2 F!)宣誓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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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念群专心一致聆听议会常规

杨巧双或进妇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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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最多女正副部长
旱前传出会出任正、副部长

确，行动党将是拥有最多女议

技、科学、气候变化及环境部

的行动党4名年轻女将，名字

员担任正、副部长的希盟成
员°

长，而名单也出现她的名字，

都出现在网传内阁完整名单

加强她出任部长的可能性。

内，其巾行动党副秘书长兼十

在行动党被喻为从政经验最

她是于2006年争取到难得

布爹区国会议员郭素沁及柔佛

丰富的女性领袖郭素沁旱前巳

的国汕大学的奖学金，远赴英

峑吉里区同会议员杨美盈出任

盛传她会出任联邦直辖区部

国剑桥大学完成化丁学士学

部的几率最局。

tC：，过后乂指她将任旅游部

位。过后，她在斯伦贝谢有限

在这份名单内，杨美盈将会

长，甚至有消息说她将出任各

公司（目前世上最大的油田公

受委为能源、科技、科学、气

宗教事务部氏，不过，名单却

司）位于土库曼斯坦的分公p:]

候转变及环境部长，郭素沁出

列明0她会当上原产业部长。

丁作了两年，于2010年获得盖

任原产业部长。

收到通知公函会出任原产业

茨剑桥奖学金后赴英国剑桥大

至于盛传会担任国内首位下

部副部长的人民公正党汉都亚

学完成高等化学工程系硕士学

议院女副议长的泗岩沫国会议

再也区同会议员三苏依斯今日

位，并荣获荣誉证书。

员杨巧双则受委为妇女部副部

也证实郭素沁是他的“上

tC：，而古来区国会议员张念群

司”，可以确定她将人阁。

则担任教育部副部tc：。
行动党在2014年修改党

杨美盈料掌环境部

至于张念群，教育部长马智
礼博士之前出席活动巳向媒体
表明将会“是女的”，而这名
女副部长将领导承认统考事宜
的工作委员会。

章，巳推行党内巾央领导层至

毕业自剑桥大学，曾经是化

少30%由女性担任，在委任阁

学丁程师的杨美盈之前已有消

虽然他没有透露这名副手的

员，无论是正副部tC：，也要达

息指基于她的学历获得马哈迪

名字是淮，不过，一般猜测是

到30%名额，若盛传的名单准

器重，会被委出任能源、科

行动党的张念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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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传完整的內阁名单
(第16项起为第二批即将宣誓的部长）
1

首相

马哈迪C 土团党）

2

副首相

旺阿兹莎(公正党）

3

财政部

林冠英(：行动党）

4

内政部

慕尤丁(土团党）

5

国防部

莫哈末沙布(诚信党）

6

妇女部

旺阿兹莎(公正党）

7

教育部

马智礼(土团党）

8

乡区发展部

丽娜(土团党）

9

经济事务部

阿兹敏(公正党）

10

房政部

祖莱达(公正党）

11

交通部

陆兆福(行动党）

12

通讯部

哥宾星(行动党）

13

人力资源部

古拉C行动党）

14

农业部

沙拉胡丁阿育(诚信党）

15

卫生部

祖基菲里阿末(诚信党）

16

外交部

赛夫丁阿都拉(：公正党）

17

联邦直辖区部

卡立沙末(诚信党）

18

旅游部

莫哈末马丁可达比(沙民兴党)

19

能源及环境部

杨美盈(行动党）

20

青体部

赛沙迪(土团党）

21

国际贸工部

达乐雷京(沙民兴党）

22

国内贸消部

赛夫丁纳苏申〔公正党）

23

企业家发展部

礼端(土团党）

24

原产业部

郭素丨心(行动党）

25

工程部

巴鲁比安（公正党）

26

天然资源部

西华古马（公正党）

27

首相署(宗教)部

慕扎希尤索夫(诚信党）

28

首相署(法律)部

刘伟强(沙民兴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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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部长名单
1

财政部

阿米鲁丁(公正党）

2

内政部

阿兹加曼（民兴党）

3

妇女部

杨巧双(行动党）

4

教育部

张念群(行动党）

5

乡区发展部

西华拉沙(：公正党）

6

房政部

阿末达米兹(诚信党）

7

交通部

哈兹卡玛鲁丁(：公正党）

8

通讯部

依丁沙里(：土 a党）

9

人力资源部

马夫兹奥马(诚信党）

10

农业部

沈志勤(公正党）

11

卫生部

李文材(公正党）

12

联邦直辖区部

沙哈鲁丁沙烈(土团党）

13

旅游部

莫哈末崙迪亚(：公正党）

14

能源环境部

慕丽娜(沙民兴党）

15

青体部

沈志强(行动党）

16

国际贸工部

王建民(行动党）

17

国内贸消部

张健仁(行动党）

18

企业发展部

19

原产业部

三苏依斯甘达(公正党）

20

工程部

安努亚达希(诚信党）

21

天然资源部

东姑祖布里(万动党）

22

首相署(宗教）

傅芝雅(公正党）

23

首相署(法律）

哈尼巴迈丁(诚信党）

24

首相署(国家团结及
社会和谐）

哈达蓝利（公正党）

莫哈末法力(土团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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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狂跌100点
经济数据却正面

Page 1 of 2

马股熊市未到

(吉隆坡26日讯）虽然富时隆综指在短短3周内暴跌超过100点，但市场人士认
为，熊市仍未出现，且外资进一步拋售股票的空间有限。
全球贸易战越来越激烈，加上美国处于升息周期，促使外资纷纷撤出亚洲股
市。本月至今，除了日经指数，亚洲股市皆陷入跌势，近期更出现小股灾。

其;

中，中国上海指数跌幅最大，达

亚洲股市26/6/18表现

'8.11%，紧接而来则是菲律宾马尼

拉综合指数，共挫6.54%�
市场

随着亚洲股市大跌，马股也难逃厄运。

闭市水平

全天波动

（％)

波动（％)

433.43

+0.57

|2.64

2844.51

+14.83

+0.52

|8.11

)10742.17
：

+44.29

40.41

|1.22

综指在上周跌破1700点水平，更在短短3

雅加达综合指数

周内暴跌109.95点或6.16% ；木月至今共跌

全天波动本月至今

(点）

“) 5 8 2 5 . 6 5
1

3.72% p

中国上海指数

截至今R，综指收在1675.86点，全R
下滑2.24点或0.13%�

台湾加权指数

1

欧美股市稳
虽然综指暴跌超过100点，但奕丰
分析员陈威颖接受《南洋商报》电

(iFAST)

访时指出，我国还没进人熊市。

D

他说，虽然亚洲和新兴市场下跌，但是

首尔综合股价指数

I

2350.92

+ 6.96

專 0.30

善 2.98

香港恒生指数

)28881.40

+79.99

專 0.28

+5.21

富时隆综指

)

1675.86

+ 2.24

甚 0.13

+3.72

» 22342.00
：

f 3.85

會0.02

會0.63

曼谷综合指数

)1623.98

t 1-70

t0.10

|5.96

菲律宾马尼拉综合指数

)7007.21

120.33

fO.29

|6.54

)3280.87
：

120.03

f0.61

+4.30

欧美股市却仍表现稳定。经济增tC：稳定及税
改皆有助于扶持当地股市，且至今全球经济
数据正面。
“从经济角度来看，马股仍未出现熊
市。“
不过，他认为，若是美国推出损人不利
己的措施，而爆发激烈的贸易战，这将影响
当地消费情绪及冲击经济，届时，市场或会

曰经指数

=

鬥 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

担心熊市出没。

资料来源：彭博社

下月仍趋跌

产业股有望触底反弹

他说，全球都在密切留意中美关系。由
于他们采取的立场越来越强硬，而措辞更严
厉，估计短期内关系不会变好。而欧盟加入
这场贸易战，并展开报复行为，简直是火上

证券分析员胡文耀则指出：

Mercury

“综指0前属于健康的短期调整，上市公司

“美国、中国和欧盟皆是全球重要的经

普遍依然表现良好，估计将会在牛市中持续
攀升。”

济体，也是大马的重要贸易伙伴。由于他们

他点出，主要风险是外围W素，包括贸

加油。

在贸易战上的立场强硬，使到这个市场充满
变数。”
因此，他估计，7月亚洲股市展望疲
弱，包括大马，估计将会继续往下跌。

易战、美国升息及欧洲危机。
木周扶持水平为1654点，若跌破后则

胡文耀建议，当前环境宜投资可承受冲
击及基本面强稳的公司，包括稳定盈利增长
和派发股息。
同时，可留意产业股，因为股价巳跌到
谷底。
在主题式投资方面，他认为，可考虑水
务领域。因为雪兰莪州务大臣阿米鲁丁指

下探1595点；而阻力水平则是1700点，若

出，拖延巳久的雪州水供重组问题将在近期

冲破此水平，将上探1745点

内解决，将有利水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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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拋售空间有限

亚股7月卖压料放缓
亚洲市场近期面对严重卖压
后，市场人士认为，外资进一步
抛售股票的空间有限。
陈威颖指出，由于外资巳大
量撤离亚洲股市，所以相信接下
来卖压会放缓。相同的，估计马
股7月的外资卖股幅度会减少。
他说，综指估值已跌至合理
且吸引人的水平，木益比达16
倍。同时，新政府料会推出亲民
且推动未来经济增长的措施，市
场仍在等待将在今年底出炉的
年财政预算案。

2019

“不过，由于市场充满变

陈威颖

数，外资仍密切观察贸易战的发

同时，胡文耀则认为，外资

展，加上美国处于升息周期，所

流出趋势将会在短期内持续下

以外资可能还会选择持有现金，

去，闪为新政府上台而带来不稳

及存在银行以取得更高利息。”

定W素。一旦国内发展尘埃落

外资连2日卖5亿
根据彭博社的数据显示，截

定，投资者信心将会回升，还有
美国升息及贸易战，皆是全球经
济增长最大威胁。

至上周，外资在美国上市的新兴

根据MIDF投行研究的资金

市场交易型指数基金（ETF)撤

流动报告，上周外资共净卖马股

走33.8亿美元（约136亿令

18

吉），比前周的27.8亿美元

5

(约112亿令吉）还高，写下超

易日净卖马股，超越2014年初

过1年以来最高资金流出幅度。
这些买人新兴市场股票和债

亿9000万令吉，也是肖今年

月2

以来，连续第33个交

R

天的记录，更是今年第五度

29

单周净卖超过H)亿令吉，
本周，外资连续两日卖出

券的ETF，已连续第五个星期面

亿令吉。

对资金流出。

5.02

忧特朗普贸易政策

基金经理纷减持
随着特朗普贸易政策引发焦
虑，更多基金表示巳减持股
票，包括富达国际和Thomas
Miller

投资公 _P:J�
总执行长欧拉

Thomas Miller

该公S]最近减持股票，增持
现金和另项投资。
同时，富达国际驻伦敦的客
户投资组合经理托比指出：
“欧洲是一个相当周期性的市

迪梅吉则指出，对于贸易战，

场，由出口驱动的市场，所以

很可能大家最终都会恢复理

比其他一些地区更容易受到全

智，言辞不那么激烈，但作为

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

投资者，我们必须考虑概率。
“可能会发生失算，在这种
情况下，全面贸易战很难不会
损害经济前景，”

他说，富达的股票仓位巳从
“增持”，下修至“中和”，且
增加了现金和债券持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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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宜

莱士雅丁指不怡当
前新闻、通讯及文化部长丹斯里莱
士雅丁敦促财政部长林冠英停止以中文
发表文告。
他认为，有官方语言

马来语版

本的文告文告已经足够。
他周一在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UKM ) 一项论坛演讲上表示，以中文
发表有关政府课题文告，是不恰当的。
「官方语言是马来语已足够了。这
(以中文发文告）是从没出现过的。」
目前是土团党党员莱士雅丁表示，
在议会议程下是只有马来语和英语允许
被使用。
询及他与候任泗岩沫杨巧双被传是
下议院议长的人选一事，莱士雅丁却不
愿多谈并拒绝回应有关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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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快拍

莎阿南

州议员遭盗名收租
雪州行政议员兼斯里沙登州议员西蒂玛丽亚扬
言，将对滥用其名义收取营业地租金的人士，采取严厉
行动！
社交网站早前流传一则投诉，指有人使用西蒂玛
丽亚的姓名，向注册在蒲种柏迈国能下的商家及二手车
行业者，征收租金。「我在此澄清，我不曾发布信函准
许有关行为，因为那是违法的；商家无须向任何单位缴
付相关租金。」
她强调，执法单位还未计划要求贩商搬迁。无论
如何，若日后地主或是有关当局有意收地或是要求商家
搬迁，那么贩商们也必须遵守法律。她也呼吁，若民众
商家发现有人盗用其名字，可即刻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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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哥打答鲁、芙蓉25
日讯|雪州56名州议员将于明日
(周二）举行州议员宣誓就职典

雪州议员今宣誓正式推选议长

至于由希盟执政的森州州政
府，36名州议员，包括行动党11
人、公正党6人、诚信党3人、巫
统15人和国大党1人，则预料会

礼，而吉兰丹州45名州议员则预

丁表示，雪州新届州立法议会将

会正式推选出雪州正副议长的人

计会在本月28日（周四）举行宣

在周二召开，但只会特别专注州

选，有关职位人选备受关注。

誓就职，至于森州36名州议员，

议员宣誓就职礼。宣誓就职礼必

即将在明日宣誓的雪州56名

兰丹州，45名州议员包括37人来

举行宣誓就职，并同步举行正副

则预料会在7月2日（周一）举行

须尽快举行，方能继续其他会议

州议员，包括希盟阵营的公正党

自伊党和8人来自国阵，也预料会

议长的宣誓就职。如无意外，诚

宣誓就职。

议程及辩论。

21人、行动党16人、诚信党8人

在来临的周四举行宣誓就职。当

信党森州主席祖基菲里将受委州g

和土团党6人；其他中选政党包括

天也会推选出议长和副议长。

议长。（401 )

新科上任的雪州大臣阿米鲁

据悉，明日雪州州议会也

伊党1人和巫统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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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伊党继续执政的吉

在7月2日召开的特别州议会上，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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彳乂正党实杈领袖拿督斯里安华因肩膀及背部疼痛，周
^六晚被紧急送入马大医疗中心接受治疗后，目前情
况已好转。
公务繁忙的首相敦马哈迪（左）周一到马大医疗中
心探望安华，陪同在侧的是副首相兼安华夫人旺阿兹莎

(中）。

Page 1 of 2

安华早前在推特推文感谢马大医院和医疗团队的治
疗，也谢谢所有关心他的人士，并表示病情已好转。
安华自5月16日获特赦释放后，即马不停蹄地展开连
串活动，包括到全囯走透透及出访外囯等，而上周六才
出访土耳其回国。
»洋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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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慵好转安I赛庙谢关心
吉隆坡25日讯|公正党实杈领袖拿督斯安
华表示，经过在马大医药中心（UMMC)密切
治疗之后，其情况已经有好转。
安华今早在推特推文表示，

分，在其推特上载一张探望留院

感谢马大医院和医疗团队所提供

治疗的安华，在场者还包括旺阿

的医疗，也谢谢所有关心和问候

兹莎。

他的人士。

「谢谢你们的祈祷和祝
福0 j
副首相兼安华夫人拿督斯里

阿米鲁丁也在推特写道：

「到马大医药中心探望安华，他
正在休养，旺阿兹莎陪伴在侧。
祈求拿督斯里安华早曰康复。」

旺阿兹莎今早在出席活动后也透
露，丈夫安华健康状况良好。

背肩旧患疼痛

「自他（安华）入院接受医
疗团队的治疗后，他已经好很多

也是现任经济事务部长的

了，我们很感激。不过，他还要

拿督斯里阿兹敏则于今早探望安

做进一步的检查。」

华，他在下午1时推特上载一张

她说，安华从监狱和医院

与卧病在床的安华及安华两女儿

及右肩后，右肩时常出现疼痛情

权后，获得国家元首特赦，重获

出来后，一直都没有好好休息。

的合照，并写道：「上苍保佑，

也指出，安华在入院后，医生严

况，令其情况加剧。同年11月，

自由，当时他是在蕉赖康复中心

「他需要好好休息。」

更健康与快乐。」

密观察他的情况，情况已好转，

他曾在吉隆坡中央医院接受右肩

留医，并从蕉赖康复中心获释离

但基于安华目前必须接受一系列

手术。

开0

此外，现任雪州大臣阿米

安华周六从土耳其返回国

安华家人在昨日发出文告中

鲁丁和前任雪大臣拿督斯里阿兹

后，投诉背部和肩膀旧患疼痛，

治疗及观察，因此医生也劝告家

敏阿里今天分别前往马大医药中

无法移动，其家人于晚上召来救

人谢绝访客前来探望。

心，探望安华。

护车，将他紧急送往马大医药中

据阿米鲁丁今早约1 1时30

心治疗。

早前因肛交案罪成入狱的安

获得特赦的安华在重获自由

华，在服刑期间也曾多次因背部

之后’活动不断，除了在全国走

一直备受背脊问题困扰的安

旧患问题而入院治疗。安华于今

透透，会见基层、觐见王室统治

华，在去年9月22日发生车祸伤

年5月16日，在希盟取得中央政

者之外，也曾到多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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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试噴番系有机喷雾天藿蚊
怡保25日讯霹雳州行政议员西华尼申指出，霹州政府将在曼绒或近打县
区物色一个地点，试验性喷射有机蚊雾, 若证实有良好效果，将向卫生部提呈
使用有机蚊雾，杜绝黑斑蚊滋长。
他表示，过去50年来，前

以被根除，因此本地有一家生

朝地方政府所使用的蚊雾含有

产有机蚊雾的公司向州政府推

柴油和药物成分，危及喷射人

荐其零化学成分，并萃取自香

员和公众的健康，且只能在户

茅成分的产品。」

外使用。

媒体发表谈话。
出席者包括州行政议员阿
都阿兹巴里。

3295宗病例降低了 64%

而死

亡人数也由6人降至3人。
他指出1发生最多病例的

西华尼申续说，有关产品

地区是曼级（379宗)‘其次是
近打（356宗），第三是下霹雳

西华尼申周一与该家有机

以安全、有效、低成本和环保

「由于长期使用同样蚊

蚊雾的公司、怡保市政厅、霹

为概念，目前在印度，也是使

(1 26宗)；最少病例的县区

雾，导致黑斑蚊对之免疫，难

州卫生局代表召开会议后，对

用类似成分的蚊雾。

是慕亚林（10宗），至于半城

「惟基于卫生部已向喷

乡地区病例也不高，即上霹雳

雾公司公开招标，因此不能向

(28宗)和中霹雳（15宗）。

该部建议使用该产品，卫生局

他表示，一般上新兴住宅

将物色一个未曾使用蚊雾的黑

区比旧住宅区少病例，毕竟沟

区，以便试验该产品效能。』

渠较干净，此外一些病例是来
自外地，例如病人在雪州患上

蚊症病例降64%

骨痛热症“不过在抬保投报病
例。

西华尼申透露将在曼绒或近打县物色一个地区，试验性喷

另外，他指目前州内共有

他也说，根据世界卫生组

5个骨痛热症黑区，在今年5月

织的数据，在2010年，全世界

18曰至19日发生数宗病例，即

共有230万宗骨痛热症病例，

近打县的巴里花园（2宗）、甘

2015年增至350万宗。

榜玛拉弯英达（11宗）、曼绒

针对打彳n —群柚农投诉面

县的新雅荅鲁花园（2宗）、莫

对被驱赶命运，他表示将代农

珍歪大街（9宗）及巴登巴冷的

民将问题带入周三召开的州行

蒂沙达迈花园（4宗）。

政议员讨论以外，同时也会在

他透露，今年至5月19日

周四上午11时亲自率相关农民

射有机蛟雾，测试其效能，若可行，将向卫生部建议使用

为止，霹州所累积的骨痛热症

拜会霹州务大臣，确保州内所

有机蚊雾。

病例共1197宗，比去年同时期

有农民不被驱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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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调査越明福之死
陈锦松
•教育工作者
时事评论员

质正皓然
若现在还是当时的同
一个政府国阵，这个谜团
恐怕会一直成为悬案。莫
名其妙死在反贪会，竟然

\丨/一个国家管理体制准备尊重每一个无

他的死亡，历经九年光景，还是不断引起

辜的生命，这个国家才可能看到「人

社会广泛的议论与关切。九年来，痛苦、无

权」。当国家机器「被质疑」滥用权力置一

奈、沮丧、等待一直缠绕其家属，但他们没

个人于死地，是因为要掩盖「不道德」，这

有放弃，没有气馁，一直努力在寻找真相，

个冤屈必须获得伸张，以彰显国家展现法治

但结果都是令人失望，前朝政府信誓旦旦要

的精神价值体系及对每个生命的最高尊重。

找出真凶，显然都是「空头支票」。

9年前的2009年7月16日，一位30岁没

但等待了九年，终于等到了一个新政

有犯罪记录的有为青年，活生生的在雪州

府，唯有等待新政府，真相才有机会被彻底

反贪污委员会以「证人」身份被叫去问话，

的再次「抽丝剥茧」，真可谓情何以堪。预

事关选区拨款的问题，这是一件「很小的事

计新政府不会包庇、护短及掩盖犯罪者，赵

情」，常理判断，没有理由他需要为此「寻

明福之死或有机会真相大白。

死J。但隔天下午这个青年却无端端离奇卧
尸于反贪会5楼阳台，推断是从雪州反贪会

没有当作「重案」严查严

14楼坠落。这个悲剧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能解

办，竟然对一个人的死可

开其死亡的根源与道理。

以如此「轻描淡写」。

9年冤案待昭雪
还有就是反贪会解释赵明福在经过审问

《名家》版《八方论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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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赵家一个公道」说来容易，但当时政治
的介入、司法的缺席、媒体的冷待，使这个悬案

原本将于当年的7月17日与未婚妻苏淑慧注册

的真相似乎遥不可及。没有早期行动党的积极，

结婚，即是证实其死亡的隔天。赵生前也知

没有公民社会的契而不舍，赵家一个无权无势的

道未婚妻已怀孕2个月。无法理解的是，他怎

家庭有能力抗衡一个专断政权的「无情」吗？

么会因为只是去做「证人」，就不告而别，

如果被释放1为何他的个人物品包括手机等

匆匆选择自杀？更大的疑点还有他难道会为

没有被归还，还扣押在反贪会里？太多的谜

了区区2400令吉选区拨款一事而自绝生命。

被自杀、他杀还是谋杀？

栏目，供各界人士发表意见，

在质疑赵明辐死亡原因的各项猜测与推
断中，其中最令人悲痛及深刻的还是赵明福

后的隔天凌晨3时45分就被释放，但问题是

团留到今天，许多人一再追问：他是自杀、

八方论见征稿

「政治化」合理化一切

当时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认为，反

一并还司法公道
2010年8月备受嘱目的赵明福验尸庭审讯1

贪污委员会选择性地调查，忽视巴生港口自

拥有25年刑事案法医经验的泰国著名法医普缇坚

若现在还是当时的同一^|~政府国阵，这

由区、前雪州州务大臣基尔多益涉及贪腐的

持她首次供证时所提出的推断，即赵明福坠楼时

个谜团恐怕会一直成为悬案。莫名其妙死在

「基宫」等大案件，而专注一项2400令吉的

并非清醒，而且不是死于自杀。普缇也坚称，赵

反贪会，竟然没有当作「重案」严查严办，

拨款案件，显示有政治的因素。时任民政党

明福颈部伤痕是坠楼前的伤势。

竟然对一个人的死可以如此「轻描淡写」。

全国副主席的马袖强还不忘谴责企图政治化

这些证据，早就应该立即受到政府的重视

幸运的是，历史给了一"机会，本届大

或种族化赵明福命案的团体，与时任首相纳

与钜细靡遗的调查，不可挂一漏万。但当时政府

选，一个一党独大的腐败政权被推翻了。新

吉同一口径，纳吉早前提醒林吉祥不要将此

却更有兴趣去质疑这位在泰国家喻户晓，享有盛

政府的诞生，这个政府承诺的廉洁、公正与

案政治化。「政治化」形同是当时政府合理

名的法医资格。

改革是其获得拥戴与支持的基础。现在正是

化一切不当行为的最佳借口，而国阵成员党

它展示与前朝政府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冤

竟然也同声同气，跟著起舞。

希望新政府，能够排除万难，让赵明福冤
死的真相能够逐步还原。司法的独立运作，不应

死案」是否能够在新政府有力的追根究底下

新政府体制下的现任财政部长及行动党

受外界干扰。事实上还赵明福一个公道也等于还

获得还原事实与真相？给死者一个公道，给

秘书长林冠英6月20日透露内阁会议同意重

马来西亚司法一个公道，证明我们国家不会纵容

「犯罪者」知道法网难逃。

查赵明福命案。他重申：「行动党要求重新

一个人无端端死在政府机构内，而司法却无所作

调查及确认赵明福的死因，以便当局能采取

或草草了事。公道不是留在嘴巴说说，更是看到

行动，还赵家一个公道。」

行动力。赵明福沉冤待雪，但愿不会遥遥无期。

这个青年是众人皆知的赵明福’生肖U是
行动党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的政治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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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单星元首躕闻霣近IR宣蓄
八打炅再也25日讯首相敦马哈迪证实，
新一批内阁名单已敲定及呈予国家元首，因此
新阁员将在近期宣誓。
他说，内阁成员名单已经最

选，询问他们是否接受我委任的

后敲定，阁员也将在近期进行宣

职务，而奇怪的是，都没有什么

誓仪式，惟他并没有透露宣誓的

反对。j

确切曰期，仅表示等待国家元首

-些人觉得我应该委任
某人，但我当我表明已有人选填

的时间。
询及何时将公布内阁名单
时，敦马哈迪则说，「在他们宣
誓过后。」

补有关职务之后，他们也没有反
对，他们都接受。」
预料敦马哈迪的内阁会有28

敦马哈迪在接受《亚洲新闻
台》访问时否认，希盟因第二批

名部长，目前已有13名部长宣誓
就任。

内阁名单而起内讧，并表示他已

现有的13名部长包括，副首

将新一批内阁名单呈予国家元首

相旺阿兹莎兼任妇女及家庭发展

苏丹莫哈末五世。

部长、内政部长丹斯里慕尤丁、

他指出，他已向国家元首提
呈了新一批的内阁名单。

财政部长林冠英、国防部长末沙
布、教育部长马智礼、经济事务
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乡区

否认希盟内讧

发展部长丽娜、房屋及地方政府
部长祖莱达、又通部长陆兆福、

敦马哈迪（前排中）周一主持土著团结党最高理事会议后宣布，土团党将东渡砂州。前排左为

针对希盟出现内讧，敦马哈

通讯及多媒体部长哥宾星、人力

暴尤丁。

迪说：「这并不正确。新一轮的

资源部长古拉、农业及农基工业

内阁名单已拟好了，我已提呈给

部长沙拉胡丁和卫生部长祖基菲

国家元首。」

里阿末。

土团党考虑东渡砂州不会插手进沙巴

孚女马哈迪之肖 」表7F‘将在开

早前，本报探悉，即将公布

八打灵再也25日讯| 土著团

斋节时公布完整的内阁名单，但

第二批内阁名单中，柔州行动党

结党会长敦马哈迪指出，该党正

新一批内阁阵容却迟迟未公布。

1

路曼-

-

不是最后决定，该党会进一步作
出讨论。

「我们看到很多巫统普通党
员要加入土团党，如果他们支持

料会获分配一名部长和2名副部

考虑扩展至砂拉越州，惟他表示

自509大选后，首相敦马哈

长名额，其中，荅吉里国会议员

该党不会进入沙巴。

迪在5月18日公布的第一批内阁

杨美盈料受委为能源、科技及环

他今日主持土著团结党最

部长名单，只有13名部长，而一

境部长；而刘镇东或受委为上议

高理事会议后说，希望联盟四党

他认为，砂州方面，全部

他也说，土团党最高理事会

些重要部门，如外交部长的空缺

员，出任副部长，以及张念群料

中，只有土著团结党没有在砂拉

(州执政党）已脱离国阵自组联

还未讨论，是否接受玻州巫统主

尚未填补。

会出任教育部副部长。

越设立党部，因此该党考虑「东

盟，当公正党、行动党和诚信党

席拿督斯里沙希旦胞弟依斯迈卡

渡」砂州。

进驻那边，土团党也应该进入。

欣，以及荅眼色海国会议员诺阿

敦马哈迪指出，尽管希盟各

此外，也有消息指出入阁的

希盟可以加入土团党，但我们会

慎选欲入党跳槽者

筛选欲入党的巫统领袖和国会议
员。J:

成员党提呈了他们推荐的名单，

领袖，还包括行动党士布爹国会

「但我们不会进入沙巴，因

但他遴选了一些名单以外的人

议员郭素沁、万宜国会议员王建

为沙巴已经有我们的友党，民兴

意跳槽至土著团结党，马哈迪说，

选0

民、公正党总秘书赛夫丁、诚信

党在那里。」

若巫统普通党员要加盟就没有问

党将会在7月6日于霹雳武吉美拉

题，但会仔细遴选欲入党的领袖。

举办全国开斋节开放门户活动。

「我召见这些正副部长人

党副主席拿督慕加希等。

不过，马哈迪也强调，这还

针对多名巫统基层和领袖有

兹米加入土团党。
此外，马哈迪也补充，土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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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城26日讯|城市和

部、公共工程部、天然资源

谐、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祖

及环境部、联邦直辖区土地

莱达表示，该部计划在25年

及矿物局总监、矿物地质科

前震惊全马淡江高峰塔倒塌

学局、水利灌溉局和安邦再

事件的地点，为40%低收入群

也市议会。

体（B40 )兴建房屋项目。
她说，无论如何，只有

祖莱达说，上述地点位
于吉隆坡高级的地段和不该

在该段土地被政府接管后，

如此被闲置，应该获得充分

才能发展这项计划，同时需

利用。

要先解决关于法律、土地和

1 9 9 3 年1 2 月1 1 日约下

淡江塌楼地点或建屋
公寓买家的课题。
「我们部门将会在明天
针对这项课题召开第1次的会
议研究，并由秘书长拿督莫
哈末敏得负责主持会议。」

午1时30分，雪兰莪淡江高
峰塔A座公寓在毫无先兆下坍
塌，夺走48条宝贵的性命。
询及在该段斜坡地点兴
建房屋项目，所涉及安全风

祖莱达今日在部门举

险的课题时，祖莱达说，有

行记者会上指出，除了城

关待发展项目将会遵守斜坡

市和谐、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土地全部的施工规范。

门外，其他参与相关委员会

另外，祖莱达指出，该

的政府部门和机构，包括财

部将致力解决国内9 9个被搁

政部、雪州政府、经济事务

置的房屋与商用发展项目。

Page 1 of 1

27 Jun 2018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Page: A3TOA5 • Printed Size: 2856.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50,089.85
PR value: MYR 150,269.55 • Item ID: MY0032984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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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tue
杨码双

郭素沁

12名华痛正副
首相马哈迪尚末宣布完整内阁名单之

出任副部长则有行动党泗岩沬国会议

际，一份列有28部长和24名副部长疑似完

员杨巧双、古来国会议员张念群、万宜国

整内阁名单，周二在社交媒体上流传。

会议员王建民、大山脚国会议员沈志强、

在这份流传的名单中，华人正副部长
共有12人，包括来自东西马。出任部长

实旦宾国会议员张健仁、公正党答央答鲁
国会议员沈志勤及务边国会议员李文材。

职华裔包括有行动党士布爹国会议员郭素

其中4名华裔女性在人阁名单，也是过

沁任原产业部长；答吉里国会议员杨美盈

去少见阵容，她们皆来自行动党，即郭素

任能源、科技、科学、气候变化及环境部

沁（左起）、杨美盈、张念群

长；沙巴民兴党三角石国会议员刘伟强担

及杨巧双。

东一
方

任首相署（法律事务）部长，以及早前公
布的财长林冠英和交长陆兆福。

A4 �A5

报导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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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傍荛鏊内闻胃
公! 党
人占
吉隆坡26日讯备受

對面 条
ft

瞩目的完整内阁名单尚未
正式公布，今天却有一份
列有28名部长及24名副部

长疑似完整内阁名单广泛流传，在这份名单中，华人正
副部长有12人，包括来自东西马。
从上述名单来看，除早前已
宣布的2名华裔部长，即财政部长
林冠英及交通部长陆兆福外，新
增华裔正副部长还有10位。

有4名「女将」入阁，当部长和副
部长。
行动党在早前公布首批内阁
名单中，已经有4名部长分别为

根据流传完整内阁名单，行

财政部长林冠英、又通部长陆兆

动党政治经历丰富的士布爹国会

福、通讯部长哥宾星、人力资源

议员郭素沁将担任原产业部长，荅

部长古拉。

吉里国会议员杨美盈担任能源、科

若根据这份外传的完整内阁

技、科学、气候变化及环境部长。

名单，行动党共获得6部长和6副

早前就有传杨美盈因拥有剑桥大学

部长。

高级化学工程硕士的高学历，因此
而获得入阁的机会。

公正党7正7副

行动党获分配6名副部长，

尽管政见和立场不同，但朝野政党囯会议员相处融洽，郭素沁（左3)周二出席囯会议员汇报
会时，与前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南希苏克丽（左2)和前妇女部长拿督斯里罗哈妮（右2)合照
留念。在流传的内阁名单中，郭素沁被传是原产业部长。

_邱继贤_

丽娜、教育部长马智礼外，新增

根据流传的名单，诚信党

的部长为亚罗牙也国会议员里祖

将新增加2部长5副部长，分别为

糯国会议员西华拉沙担任乡区发

安尤索夫担任企业家发展部长，

莎阿南国会议员卡立沙末担任联

展部副部长，敦拉萨镇国会议员

以及被喻为「国民老公」的政治

邦直辖区部长，巴里文打国会议

拿督卡玛鲁丁查化担任交通部副

新星赛沙迪出任青体部长。25岁

员拿督慕扎希尤索夫担任首相署

部长，荅央荅鲁国会议员沈志勤

的赛沙迪成为最年轻的内阁部

(宗教事务）部长。该党早前内

长。

阁已获得2部长职。

地及天然资源部长。
公正党7名副部长为双溪毛

分别为泗岩沫国会议员杨巧双担

在公正党方面，流传的内阁

任妇女及福利副部长、古来国会

名单显示，早前已获3部长职的公

担任农业部副部长，务边国会议

议员张念群出任教育部副部长、

正党，在新一轮名单内阁，增多4

员李文材担任卫生部副部长，浮

土团党获得的4名副部长职

诚信党4名副部长则是波各先

万宜国会议员王建民担任贸工副

名部长和7名副部长。

罗山背国会议员莫哈末荅迪亚担

位，分别是古邦巴素国会议员拿

那国会议员拿督马夫兹奥玛担任

任旅游部副部长，汉都亚再也国

督阿米鲁丁担任财政部副部长，

人力资源部副部长，淡马鲁国会

会议员三苏依斯甘达担任原产业

瓜拉庇劳国会议员依丁沙里担任

议员安努亚达希担任工程部副部

副部长，关丹国会议员傅芝雅沙

通讯部副部长，四加亭国会议员

长，雪邦国会议员哈尼巴迈丁担

烈担任首相署（宗教）副部长。

拿督沙鲁丁沙烈担任联邦直辖区

任首相署（法律事务）副部长，红

至于土著团结党，则有5部

副部长，丹绒比艾国会议员莫哈

土坎国会议员哈达兰利担任企业

长和4副部长，除了早前已公布的

末法力担任首相署（国家团结及

家发展部副部长，江沙国会议员

内政部长慕尤丁、乡村发展部长

社会和谐）副部长。

阿末达米兹担任房地部副部长。

咅P长、大山脚国会议员沈志强担

公正党英迪拉马哥打国会

任青体部副部长、砂拉越州人气

议员赛夫丁阿都拉将担任外交部

领袖张健仁出任国内贸易及消费

长，居林万拉荅鲁国会议员赛夫

人事务部副部长。另有劳勿国会

丁纳苏申将担任国内贸易及消费

议员东姑祖布里担任水源、土地

人事务部长，实兰沟国会议员巴

及天然资源部副部长。

鲁比安担任工程部长，瓜拉冷岳

从上述名单来看，行动党共

国会议员西维尔将担任水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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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佳内闻名单

1才政部长

内政部长

林冠英（行动党）

慕尤丁（土团党）

副首相/妇女部长

^jf

拿督斯里旺阿茲莎(公正党）“

-首相署_(宗教事务).部长_
慕扎希尤索夫（诚信党）

O
丽娜（土团党）

•首相署（宗教）副部长
傅芝雅沙烈（公正党）
*首相署C去律事务）副部长
哈尼巴迈丁（诚信党）

__

陆兆福（行动党）

樣济部

____

•妇女部副部长
杨巧双（行动党）

房地部长
袓莱达（公正党）

副部长：西华拉沙（公正党）副部长：阿末达米茲（诚信党）

交通部长

\

•首相署（国家团结及社会
和谐）副部长

刘伟强（沙民兴党）

釦区发展部长2

古拉(行动党)
副部长：马夫兹奧玛（诚信党）

农业部长】
丨•卫生部长
沙拉胡丁阿育（诚信党）袓基菲里阿末（诚信党）

教，盲爽长】

马智礼（土团党了

副部长：张念群（行动党）

【外交部长1
赛夫丁阿都拉（公正党)

副部长：沈志勤（公正党）副部长：李文材（公正党）

f通讯部长
哥宾星(行动党)

•育!源、、科技、•禾,、、、，
•候、变他及环境部长
杨美盈（行动党）
副部长：慕丽娜（沙民兴党）

IH
#\ I
赛沙迪（土团党）

副部长：沈志强（行动党）

(沙民兴党）
副部长：莫哈末答迪亚（公正党）

副部长：王建民（行动党）

WS譽
m
I

F

‘

国内贸易及消费从事务部长
赛夫丁纳苏申（公正党）
副部长：张健仁（行动党）

^.1

旅游
莫哈末马汀可达比二

达乐雷京（沙民兴党）

9\-

^
1

副部长：沙哈鲁丁沙烈（土团党)

^

丨，%

[~

卡立沙末（诚信党）

副部长：阿茲加曼（沙民兴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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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部长：拿督卡玛鲁丁（公正党）副部长：依丁沙里（土团党）

丨联邦直辖区部长：

d

副部长：阿米鲁丁韩沙（土团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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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发展g獨 一徽长I
I 水源、.土地及天然资源部长
里袓安尤索夫（土团党)
郭素沁（行•)
巴鲁比安（公正党）
西维尔（公正党）
副部长：哈达兰利（诚信党）

副部长：三苏依斯甘达（公正党）副部长：安努亚达希（诚信党）

副部长：东姑祖布里（行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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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林（右2)穿上议长袍，正式出任雪州议长取位，后
排左起为老战友邓章钦，以及阿米鲁丁。

-徐慧美-

51对5执政党议员一面倒
莎阿南26日讯|雪州55名
州议员今早宣誓就职，仅双溪
坎迪斯州议员苏海米因身体抱
恙而缺席，拉开雪州希盟再度
执政雪州政府的新篇章。
雪州希盟在第14届全国大
选横扫51席，国阵仅有巫统拿

身轻，在其「徒弟j如鹅唛斯

下4席，曾经也是执政党的伊

帝亚州议员希尔曼、哥打胡姬

斯兰党仅剩1席，也让今早的

州议员纳兹万，与巴生港口州

州议员宣誓就职仪式，有别于

议员阿兹米占宣誓就职时，帮

过往希盟执政的均衡局势，呈

他们拍照留念。

现执政党议员一面倒的场面。
宣誓仪式从早上10时开

阿米鲁丁也在致词时，呼
吁雪州议员履行代议士责任，

始，由大臣阿米鲁丁提名，

尤其反对党应该积极论政，而

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附议，选

这次议会里共有5名前行政议

出议长黄瑞林和副议长凯鲁丁

员、数前国会议员，与史无前

后，就进入55名州议员宣誓就

例的一名中央政府部长，将给

职仪式，为数众多的「新手1

予州政府宝贵的施政意见。

议员宣誓时难掩紧张神色，让
庄严的气氛夹杂著兴奋感。
重做冯妇的双溪比力州议

黄瑞林指出，苏海米因
健康因素未克出席，接下来会
安排其他日期作为特别宣誓就

员刘天球念完誓词后，因忘记

职仪式。至于下一季州议会日

举右手而被议长黄瑞林指示重

期，则必须再讨论，有可能是

新宣誓一次；升任中央政府经

下月或8月，甚至直接等到10

济事务部长的前大臣拿督斯里

月，提呈财政预算案的日期。

阿兹敏阿里，在议会内无官一

(4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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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宣誓议员淮备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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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业。」
莲花苑州议员黎潍福表示，
他从加影市议会换到安邦市议

莎阿南26日讯|距离509大

双溪比力州议员刘天球则表

会，然而两者的处理方式都很不

选已有一个多月，雪州议员终于

示，在未来5年内，他将积极提升

一样，他或许需要半年至9个月时

在今日完成宣誓，准备好为人民

当地的生态旅游，让双溪比力成

间了解其运作。

服务。

为具备吸引力的旅游景点。

梳邦再也州议员黄美诗说，

万达镇州议员嘉玛莉亚表

「此外，还需提升当地道路

选民对州议员期望高，她会尽量

示，随著她已正式宣誓，州议员

系统，我将争取兴建一个从国际

满足人们的期许，无论如何，她

可开始使用拨款，为人民做更多

机场直通双溪比力的道路。」

需要人民的合作，一同前进。

事务，服务中心在近期内也可以
正常运作。

班达马兰州议员梁德志表

「在当选后我也积极与居民

示，当地面对人口外流问题，他

沟通，然而梳邦再也区域很大，

「如今新任和旧任灵市市议

将关注巴板路和后尾芭的发展计

我会尽量会面各地领袖沟通。」

员正在做交替工作，旧任市议员

划，尤其是兴建现代化巴刹，让

把有关课题和事务移交给新任市

路边的小贩迁入内营业。

议员后，我们就可开会讨论有什
么课题需尽快解决。」

「我当选后也要求雪州行政
议员到班达马兰巡视，以提升旅

甘榜东姑州议员林怡威则表
示，她将优先处理当地交通阻塞
和卫生清)吉问题，尤其是在商业
区 。 (4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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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鲁丁：议长人选没分歧
莎阿南26日讯|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就公正党与行动党相争雪州议长职的传言
一事强调，讨论过程并未出现分歧，过程
良好及和谐。
「在今日的宣誓中，我们在州议会
内也达致一致决定，只提呈_个议长和副
议长的名单。」

为身体状况而未克出席，其宣誓仪式预计
将在下一轮召开的州议会时进行。

Page 1 of 1

迟至10月或11月，一同提呈预算案。」
另外，国际山庄州议员兼前雪州大
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也否认公正党有意
争取议长一职一事。
「这只是一项讨论，在任何讨论中

另外，有关雪州行政议员掌管的事

都有任何意见和提议，但雪州希盟，做出

务委员会一事，阿米鲁丁表示，只有他和

一致的决定，最后在今日提呈一个议长和

罗兹雅的事务会有调动。
询及是否设立高级行政议员职位
时，阿米鲁丁表示，雪州行政议员都是经

一个副议长名字，并获得州议会的同意，
这也是阿米鲁丁担任大臣以来达致的首个
成果。」

尽管行动党在雪州曾出任2届议长的

验丰富，罗兹雅曾担任3届行政议员，邓

位置，然而因为本届大选中公正党获得最

章钦则曾担任议长等，其他行政议员也扮

继续带领雪州的繁荣。」

多席位，因此传出公正党也有意争取议长
一职。

演著重要的角色。
「下一轮的州议会召开日期还需获

在州议会内拥有资深经验，并且积极参与

阿米鲁丁表示，雪州共有56名州议

得苏丹御准，一般上下一轮州议会是在7

辩论，相信两人的组合可以确保雪州议会

员，今日只有双溪坎迪斯州议员苏海米因

月召开，惟需视乎州政府的准备，可能延

进 行 顺 利 。 (407)

「阿米鲁丁的年轻及活力，相信可
他也赞扬黄瑞林和凯鲁丁，指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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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搞搬雪鍵摄醒探觀
莎阿南26日讯|新任雪
州议长黄瑞林坦言百感交
集，惟曾身处仅有2名反对
党议员年代的困境，让他
更注重议会的平衡与反对
党声音，希望打造更民主
且三权分立的议会，接下
来会调整10个特别遴选委
员会的人选和事务，监督
州政府行政！
黄瑞林表示，从2 0 0 4 年与
巴生新城州议员拿督邓章钦担任

雪州新届州议员与政府官员在议会大厦前合影，前排左起为雪州行政议员沙哈鲁丁、拿督阿都拉昔、依兹汉、罗兹雅、邓章
钦、法律顾问拿督苏海米、黄瑞林、阿米鲁丁、雪州秘书拿督莫哈末阿敏、财政司拿督诺阿兹米、甘纳巴迪劳、西蒂玛丽亚、
哈尼扎、黄思汉与许来贤。

「双打议员」时（仅有的2名反对
党议员），甚至经历过邓章钦被

他今早在雪州议会宣誓就职

驱逐出议会数月，成为1对54名

议长_职后，向媒体如此表7F，

国阵议员的「单打」时期，回想

并强调没有法律背景的学历问

起来真是情何以堪的挑战。

题，不会影响他的工作。

「经历过那段日子磨练，从
反对党变成执政党，累积了很多

废除职务重叠委会

论政经验。如今进入第4届议员任
期，我有能力维护州议会的尊严

「前2届议长都有法律背

和自由，确保三权分立的雪州议

景，但此前的国阵时期，也并非

会，继续成为全国州议会模范，

所有议长都有法律背景，只要愿

保证不会沦为『橡皮章议会4，

意学习和摸索，我相信可以驾轻

真正制衡与监督州政府。」

就熟，并掌握所有议会常规，加
上副议长是执业律师的凯鲁丁出

反对党领袖重要

任，我们会是最完美的搭档。j
询及未来打算如何改革雪州

他强调，在西敏寺制度下，

议会时，黄瑞林表示雪州议会是

反对党领袖的角色非常重要，他

全国最先进和完善的议会，甚至

将亲自和5名反对党议员（4名巫

被国会还要好，包括拥有雪州能

统，1名伊斯兰党）讨论，选出

力、公信力及透明度特别遴选委

最适合的人选，利用反对声音制

员会（SELCAT )，反对党领袖也

衡执政党，若反对党领袖福利不

拥有很好的福利，因此他将保留

够好，他将尽力协助争取，因为

好的政策，不会为了盲目的改革

他非常了解他们面对的困境。

而乱改。

「我有信心说服他们接受这

「我会调整现有的10个特别

个职位，相信反对党领袖职位由

遴选委员会，废除职务重叠的委

拥有4名州议员的巫统出任，最资

员会，例如掌管水源事务的委员

深的4届双溪武隆州议员拿督三苏

会，或许从10个减至7个或视情

丁是最可能人选，过去他们因政

况增加，但如今只有5个反对党议

治因素而婉拒此职位，如今失去

员，所以我会好好分配他们的工

中央政权后，我相信他会接过此

作。J ( 406 )

职位。」

»另有文见A 75

-徐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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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议席适耕庄
年龄•48岁
职业•全职政治工作者
党职•雪州行动党宣
传秘书

学历•大马高等教育
文凭

政治经历

议长副议长

Page 2 of 2

州议席柏也加拉斯

I年龄，47岁
职业•律师
|学历•国大法律系学士
政治经历
1992年加入伊斯兰党
2009年成为雪州伊党
秘书

1994年加入行动党

2018年4月8日宣布加

I"9年首次上阵败北

入公正党

2004年中选适耕庄州

连任3届柏也加拉斯

议员，连任4届至今__

州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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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6日讯|
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将采取
法律行动，对付在网
络发表言论毁谤他的
匿名部落客。
阿兹敏新闻秘书
莫哈末哈山纳今曰发
文告表示，阿兹敏已
经要求其律师团队针
对有关的匿名部落客
米取法律彳"7动。
阿兹敏也指示
律师团队，向通讯与
多媒体委员会提出要
求，以确认该名部落
客的身份。
_个名

为� T o y o l

o f

Selangorj的部落格
发表文章指称阿兹
敏在担任雪州大臣期
间，拥有许多「战利

叩

。文章也阿兹敏妻子拿汀

斯里珊西达和其代理人，在数
个国家拥有多个银行账户，并
拥有将近3亿令吉的资产。阿
兹敏已针对此事作出否认。

Page 1 of 1

27 Jun 2018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Page: A9 • Printed Size: 319.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5,594.77
PR value: MYR 16,784.31 • Item ID: MY0032987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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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m
i f

國、•職巧构y 纖爾贺经糖f [纖顿兩，活：动：紀书游

人2项运动」新闻发布会。

w PKNS 7月办越野跑铁人赛
巨巨州发展机构（P K N S ) 将于7

组及女子组，参赛者可选择挑战21公

@月21日至22日在安南再也

里、10公里及5公里的路程；铁人2项则

举办�2018年越野跑

于22日举行，同样分为男女组别，参赛

及铁人2项运动」，将送出总额高达7万

者须先完成5公里的跑步，再骑脚踏车

2000令吉的奖金。

长达20公里，最后跑5公里冲线。

(Bernam

Jaya

)

雪州发展机构首席执行员诺莱达

该项活动开放予年龄18岁以上的

指出，安南再也是该机构新发展地段，

大马公民，报名截止日期为7月10日，

处于策略性位置，位于雪兰莪与霹雳之

民众可登入www.raceXasia.com报名。

间，具有发展潜质，适合作为越野活动
中心

0

她透露，该机构希望借助这项健康

越野跑报名费为21公里100令吉、
10公里30令吉、5公里30令吉；铁人2项
则需缴付报名费150令吉。

活动推广该地区，让更多人认识安南再

欲知更多详情，可浏览面子书

也。截至目前，该机构已收到约500位

PKNS

来自各州不同年龄层的民众参与，预计

或联系016-4642

参赛人数可突破千人。

equipmgnt@gmail.com °

越野跑将于21日进行，分为男子

Trail

Run

&

Duathlon

2018，

查询，或电邮至

502

网址：w w w . p k n s . g o v . m y

26 Jun 2018
See Hua Daily News (Kuching),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See Hua Supplement • Page: 8
Printed Size: 382.00cm² •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2,141.52 • PR value: MYR 6,424.56 • Item ID: MY0032979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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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轚_査趙明福2死

若现在还是当时的同一个政府国

3陈锦松
教育工作者

mam
时事评论员

阵，这个谜团恐怕会一直成为悬案。莫名
其妙死在反贪会，竟然没有当作「重案」

J

严查严办，竟然对一个人的死可以如此
「轻描淡写

AI4—个国家管理体制准备尊重每一
=1个无辜的生命，这个国家才可能看
到「人权」。当国家机器「被质疑」滥
用权力置一个人於死地，是因为要掩盖
「不道德」，这个冤屈必须获得伸张，
以彰显国家展现法治的精神价值体系及
对每个生命的最高尊重。
9年前的2009年7月16日，一位30岁
没有犯罪记录的有为青年，活生生的在
雪州反贪污委员会以「证人J身份被叫
去问话，事关选区拨款的问题，这是一
件「很小的事情」，常理判断，没有理
由他需要为此「寻死」。但隔天下午这
个青年却无端端离奇卧尸於反贪会5楼阳
台，推断是从雪州反贪会14楼坠落。这
个悲剧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能解开其死亡
的根源与道理。

9年冤案待昭雪
还有就是反贪会解释赵明福在经过
审问後的隔天凌晨3时45分就被释放，但
问题是如果被释放，为何他的个人物品
包括手机等没有被归还，还扣押在反贪
会里？太多的谜团留到今天，许多人一
再追问：他是自杀、被自杀、他杀还是
谋杀？
现在还是当时的同一个政府国
阵，这个谜团恐怕会一直成为悬案。莫
名其妙死在反贪会，竟然没有当作「重
案」严查严办，竟然对一个人的死可以
如此「轻描淡写」。
幸运的是，历史给了一个机会，本
届大选，一个一党独大的腐败政权被推
翻了。新政府的诞生，这个政府承诺的
廉洁、公正与改革是其获得拥戴与支持
的基础。现在正是它展示与前朝政府不
一样的地方。这个「冤死案」是否能够
在新政府有力的追根究底下获得还原事
实与真相？给死者一个公道，给「犯罪
者」知道法网难逃。
这个青年是众人皆知的赵明福，
生前是行动党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的
政治秘书，他的死亡，历经九年光景，
还是不断引起社会广泛的议论与关切。
九年来，痛苦、无奈、沮丧、等待一直
缠绕其家属，但他们没有放弃，没有气
馆，一直努力在寻找真相，但结果都是
令人失望，前朝政府信誓旦旦要找出真
凶，显然都是「空头支票」。
但等待了九年，终於等到了一个新
政府，唯有等待新政府，真相才有机会
被彻底的再次「抽丝剥茧」，真可谓情
何以堪。预计新政府不会包庇、护短及
掩盖犯罪者，赵明福之死或有机会真相
大白。

「政治化」合理化一切

0

在质疑赵明福死亡原因的各项猜测
与推断中，其中最令人悲痛及深刻的还
是赵明福原本将於当年的7月17日与未婚
妻苏淑慧注册结婚，即是证实其死亡的
隔天。赵生前也知道未婚妻已怀孕2个
月。无法理解的是，他怎麽会因为只是
去做「证人」，就不告而别，匆匆选择
自杀？更大的疑点还有他难道会为了区
区2400令吉选区拨款一事而自绝生命。
当时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认为，
反贪污委员会选择性地调査，忽视巴生
港口自由区、前雪州州务大臣基尔多益
涉及贪腐的「基宫」等大案件，而专注
一项2400令吉的拨款案件，显示有政治
的因素。时任民政党全国副主席的马袖
强还不忘谴责企图政治化或种族化赵明
福命案的团体，与时任首相纳吉同一口
径，纳吉早前提醒林吉祥不要将此案政
治化。「政治化」形同是当时政府合理
化一切不当行为的最佳藉口，而国阵成
员党竟然也同声同气，跟著起舞。
新政府体制下的现任财政部长及行
动党秘书长林冠英6月20日透露内阁会议
同意重查赵明福命案。他重申：「行动
党要求重新调査及确认赵明福的死因，
以便当局能采取行动，还赵家一个公
道。」
「还赵家一个公道」说来容易，
但当时政治的介入、司法的缺席、媒
体的冷待，使这个悬案的真相似乎遥不
可及。没有早期行动党的积极，没有公
民社会的契而不舍，赵家一个无权无势
的家庭有能力抗衡一个专断政权的「无
情」吗？

一併還司法公道
2010年8月备受瞩目的赵明福验尸庭
审讯，拥有25年刑事案法医经验的泰国
著名法医普缇坚持她首次供证时所提出
的推断，即赵明福坠楼时并非清醒，而
且不是死於自杀。普缇也坚称，赵明福
颈部伤痕是坠楼前的伤势。
这些证据，早就应该立即受到政
府的重视与钜细靡遗的调查，不可挂一
漏万。但当时政府却更有兴趣去质疑这
位在泰国家喻户晓，享有盛名的法医资
格。
希望新政府，能够排除万难，让
赵明福冤死的真相能够逐步还原。司法
的独立运作，不应受外界干扰。事实上
还赵明福一个公道也等於还马来西亚司
法一个公道，证明我们国家不会纵容一
个人无端端死在政府机构内，而司法却
无所作或草草了事。公道不是留在嘴巴
说说，更是看到行动力。赵明福沉冤待
雪，但愿不会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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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5日讯|公正党实权领
袖拿督斯安华表示，经过在马大医
药中心（UMMC)密切治疗之后，其
情况已经有好转。
安华今早在推特推文表示，感
谢马大医院和医疗团队所提供的医
疗，也谢谢所有关心和问候他的人
士。
「谢谢你们的祈祷和祝福。」
副首相兼安华夫人拿督斯里旺
阿兹莎今早在出席活动后也透露，
丈夫安华健康状况良好。
「自他（安华）入院接受医疗
团队的治疗后，他已经好很多了
我们很感激。不过，他还要做进
步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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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好轉安華感謝關心
她说，安华从监狱和医院出来
后，一直都没有好好休息。「他需
要好好休息。」

斯里安华早曰康复。」

此外，现任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和前任雪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今天分别前往马大医药中心，探望

也是现任经济事务部长的拿督
斯里阿兹敏则于今早探望安华，他
在下午1时推特上载一张与卧病在
床的安华及安华两女儿的合照，并
写道：「上苍保佑，更健康与快

安华o
°据阿米鲁丁今早约1埘30分，
在其推特上载一张探望留院治疗的
安华，在场者还包括旺阿兹莎。
阿米鲁丁也在推特写道：「到
马大医药中心探望安华，他正在休
旺阿兹莎陪伴在侧。祈求拿督

阿兹敏（左起）与卧病在床的安华双手紧握，右起为安华两位女儿努
鲁努哈及努鲁哈娜。

背肩舊患疼痛

°安华周六从土耳其返回国后，
投诉背部和肩膀旧患疼痛，无法移
动，其家人于晚上召来救护车，将
他紧急送往马大医药中心治疗。
安华家人在昨日发出文告中也
指出，安华在入院后，医生严密观
察他的情况，情况已好转，但基于
安华目前必须接受一系列治疗及观
察，因此医生也劝告家人谢绝访客
前要探望
―直5备受背脊问题困扰的安
华，在去年9月22日发生车祸伤及
右肩后，右肩时常出现疼痛情况，
令其情况加剧。同年11月，他曾在
吉隆坡中央医院接受右肩手术。
早前因肛交案罪成入狱的安
华，在服刑期间也曾多次因背部旧
患问题而入院治疗。安华于今年5
月16日，在希盟取得中央政权后，
获得国家元首特赦，重获自由，当
时他是在蕉赖康复中心留医，并从
蕉赖康复中心获释离开。
获得特赦的安华在重获自由
之后，活动不断，除了在全国走透
透，会见基层、觐见王室统治者之
夕卜，也曾到多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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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好轉

安讓感M關心
吉隆坡25日讯丨公正
党实杈领袖拿督斯安华表
示，经过在马大医药中心

(UMMC)密切治疗之后，
其情况已经有好转。
安肀今Y在推特推文表示，感
谢‘•!/大医院利丨医疗团队所提供的医
疗，也谢甜所有关心和问候他的人
丨：。「谢丨射你们的祈祷和祝福。」
副首相兼安华夫人拿督斯里旺
阿兹莎今早在出席活动后也透露，
丈夫安华健康状况良好，
「白他(安华)入皖接受医疗
团队的治疗耵,他已轻好很多r,
我们很感激。小•过，他坯迎做进
步的检作,> j

背肩旧患疼痛
她说，女肀从监狱和队院出来
后，••直都没打好好休想，,「他Hf
要好好休以。」
此外，现任
州大臣阿米魯
和前任饵大打斯lit阿兹敏阿里
今天分别前往‘丨大医約中心，探望
安华。

it

r

阿玆敏（左起）与卧病在床的安华双手紧握，右起为安忉o
儿努鲁努哈及努鲁哈娜。
則阿米鲁丁今早约11时30分，
<v. \I；推特.L:载一张探望留院治疗的
安屮，在场者还包括旺阿兹莎。
阿米鲁丁也在推特写道：「到
。大医药；中心探望安华，他正在休
‘/h旺阿兹莎陪伴在侧。祈求拿督
斯里安华早日康复。」
也是现任经济事务部长的拿督
斯里阿兹敏则于今早探望安华，他在
下午1时推特上载一张与卧病在床的
安华及安华两女儿的合照，并写道：

「上苍保佑,更健康.'.j快沘,j
周 六 从 土 耳 其 返 回 国 庙 ， 投 诉 竹 ， ； 丨 in
肩膀旧患疼痛，无法移动，n(人I
晚上召来救护车，将他紧;&送{丨'‘/A
医药中心治疗。
安华索人在昨日发出文吿屮iii
指出，安华在人院后，医，I-:严密观
察 他 的 情 况 ， 情 况 已 好 转 ， (KM ； I
安华目前必须接受一系列治疗及it
察，因此医生也劝告家人谢绝W'ft
前来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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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炅再也25日讯丨首相救马
哈迪证实，新-•批内阁名单已敲定
及呈予国家元茵，因此新阁员将在
近期宣誓。
他说，内阁成员名巾.已经最后
敲定，阁员也将在近期进行宣踅仪
式，惟他并没有透餌宣誓的确切曰
期，仅表示等待国家元首的时间。
询及何时将公布内阁名单时，
敦马哈迪则说，「在他们宣誓过
后。」
敦马哈迪在接受《亚洲新闻

名單呈元首新閣員近期宣誓

长哥宾里、人力资她ftj!K t'l h'/. 广
业及农基
I III ”'I

\m.wM

：
部长祖基
早前，本报探.ft. HIM'I
(|! t'fi
二批内阁名单中, f; 州 I 丨人‘卜；丨 11

他指出，他已向国家元首提呈
f新一批的内阁名单。

自50_9_ 大选后，首相敦马哈迪
在5月18曰公布的第一批内阁部长名
单，只有13名部长，而一些重要部

们都接受。 J
预料内阁会哲28名部长，目前

获分配一名部长和::糾帽1<

否认希盟内讧

门，如外交部长的空缺尚未填补。
敦马哈迪指出，尽管希盟各成

已有13名部长宣笹就任。
现有的13名部长包括，副首

委 为 能 源 、 科 技 及 . Kit

针对希盟出现内讧，敦马哈迪
说：「这并不正确。新一轮的内阁

员党提呈了他们推荐的名单，但他
遴选了一些名单以外的人选。
「我召见这些正副部长人选，

相旺阿兹莎兼任妇女及家庭发展部

名中.已拟好了，我已提呈给国家元
首。」
敦马哈迪之前表示，将在开斋
竹时公布完整的内阁名单，但新一

询问他们是否接受我委任的职务，

阁名单而起内讧，并表示他已将新
批内阁名单呈予国家元首苏丹货
哈末五世。

批内阁阵容却迟迟未公布。

人，但我当我表明已有人选填补有

台》访问时否认，希盟因第二批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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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奇怪的是，都没有什麽反对。」
「一些人觉得我应该委任某

关职务之后，他们也没有反对，他

长、内政部长丹斯里慕尤丁、财政
部长林冠英、国防部长末沙布、教
育部长马智礼、经济事务部长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乡区发展部长丽
娜、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祖莱达、
交通部长陆兆福、通讯及多媒体部

其中，g吉里国会仪Wfl I ：；；! I' I •‘
刘镇东或受委为 Ir.Wl/l. Hill MillW
长，以及张念群料>出<丨wfi
部长。，

m\

此外，也有消出人丨油'iVfil 丨
袖，还包括行动党 1 丫"' I K| /：议 Ift
郭素沁、‘万宜国会议识公
正党总秘书赛夫丨‘、诚 l,.i 制 I.W;
拿督慕加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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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现在还是当时的同一个政府国

陈锦松
•教育工作者

阵，这个谜团恐怕会一直成为悬案。莫名

时事评论员

其妙死在反贪会，竟然没有当作「重案」
严查严办，竟然对一个人的死可以如此

质正皓然

「轻描淡鸢J
一个国家管理体制准备尊重毎
=个无辜的生命，这个 家才可能矜
到「人权」。当国家机器「被质疑」滥
用权力置一个人於死地，是因为要掩盖
「不道德」，这个冤屈必须获得伸张，
以彰显闽家展现法治的精神价值体系及
对毎个生命的最髙尊重。
年前的
年 月 日，一位 岁
没有犯‘ 卩记录的有为青年，活生生的在
雪州反贪污娄员会以「证人」身份被叫
；选 拨款的问题，这是件「很小的1丨(怙」，常理判断，没有理
由他耑处为此「、丨•死」。但隔天下午这
个青年却无端端离夼卧尸於反贪会5楼阳

0

在质疑赵明福死亡原因的各项猜测
‘ 推断中，其中最令人悲痛及深刻的还
赵叫福原本将於当年的 月 曰与未婚
乜苏淑想注册结婚，即是证实其死亡的
隔天。赵生前也知道未婚妻已怀孕2个
无法理解的是，他怎麽会因为只是
上-做「证人」，就不告而别，匆匆选择
丨‘丨杀？更大的疑点还有他难道会为了区
令吉选区拨款一事而自绝生命。
当时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认为，
反贪污委员会选择性地调査，忽视巴生
,港口自由区、前雪州州务大臣基尔多益
涉及贪腐的「基宫」等大案件，而专注
-项
令吉的拨款案件，显示有政治
的因素。时任民政党全国副主席的马袖
台，推断退从、州反贪会14楼坠落。这
强还不忘谴责企图政治化或种族化赵明
个悲剧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能解幵其死亡
福命案的团体，与时任首相纳吉同一丨丨
的根源与道理。
径，纳吉早前提醒林吉祥不要将此案政
9年冤案待昭雪
治化。「政治化」形同是当时政府合
化一切不当行为的最佳藉口，而丨旬阼成
还有就是反贪会解释赵明福在经过
员党竟然也同声同气，跟著起舞。
审问後的隔天凌敁3时45分就被释放，但
新政府体制下的现任财政部长及
问题是如果被释放，为何他的个人物品
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月 日透露内
；,议
包括手机等没有被归还> 还扣押在反贪
同意重查赵明福命案。他_丨(屮：1丨1动
会里？太多的谜团怊到今天，许多人一
再追问：他是自杀、被丨：‘丨杀、他杀还是
党要求重新调査及确认赵明福的死 ，
以便当局能采取行动，还赵本卜公
谋杀？
、若现在还是当时的问一个政府国
道。」
「还赵家一个公道」说农矜从，
阵，这个谜团恐怕会一直成为悬案。莫
但当时政治的介入、司法的缺瓶.、媒
名其妙死在反贪会，竞然没有，作「重
体的冷待，使这个悬案的真相似乎遥不
案」严査严办，竟然对•个人的死可以
如此「轻描淡写」。
可及。没有早期行动党的积极，没有公
民社会的契而不舍，赵家一个无权无势
幸运的是，历史给了一个机会，本
的家庭有能力抗衡一个专断政权的「无
届大选，一个一党独大的腐败政权被推
情 吗？
翻了。新政府的诞生，这个政府承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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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公正与改革是其获得拥戴与支持
的基础。现在正是它展示与前朝政府不
一样的地方。这个「冤死案」是否能够

一併還司法公道

2010年8月备受瞩1:〗的赵明福验尸庭
审讯，拥有25年刑琅案法医经验的泰国
著名法医普缇坚持她首次供证吋所捉出
的推断，即赵明福坠楼时并非淸槲，而
者」知逍法网难逃。
且不是死於自杀。普缇也坚称，赵叫
这个靑年是众人皆知的赵明福，
颈部伤痕是坠楼前的伤势。
生前是行动党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的
这些证据，早就应该tl即受 政
政治秘书，他的死亡，历经九年光景，
府的重视与钜细靡遗的调作，^“丨丨丨
还是不断引起社会广泛的议论与关切。
漏万。但当时政府却更有兴趣}•<)"'( 这
九年来，痛苦、无奈、沮丧、等待一直
缠绕其家属，但他们没有放弃，没有气
位在泰国家喻户晓，享有盛名的法
馁，一直努力在寻找真相，但结果都是
格。
令人失望，前朝政府信誓旦旦要找出真
希望新政府，能够排除力徘, ：
赵明福冤死的真相能够殘 ; 丨;(，，…法
凶，显然都是「空头支票」。
的独立运作，不应受外界十扰,,’丨1':):丨.
但等待了九年，终於等到了一个新
还赵明福一个公道也等於还 叫
政府，唯有等待新政府，真相才有机会
法一个公道，证明我们国家小 •纵 •
被彻底的再次「抽丝剥茧」，真可谓情
丨 法却
何以堪。预计新政府不会包庇、护短及' 个人无端端死在政府机构内，
无所作或草草了事。公逍彳、 丨 細巴
掩盖犯罪者，赵明福之死或有机会真相
说说，更是看到行动力。超明福沉苋待
，
大白。
雪，但愿不会遥遥无期„

在新政府i \ )}的迫根究底下获得还原事
实与真相?给死者一个公道，给「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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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化」合理化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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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数度展延竣工期的灵市旧区巴士总站在今年4月举行开幕仪式，惟至今迟迟未能启用，对公众引起不便

不曾見過巴士總站開門

報道•伍思薇攝影•黃冰冰

羅亞桃（75歲，居民）
(八打灵再也25日讯）八打灵再也旧区商

“灵市旧区巴士总站的重建工程历时多年终于完成 但
至今还未启用，大家也不了解其中原因。
我听附近报贩及居民说，灵市政厅官员在巴士总站进行2
次开幕仪式，但大家等了很久都不曾见过巴士总站开门s
我们依然在距离巴士总站不远处的兴业银行(RHB
Bank)前，以及巴士总站对面候车，而大部分巴士也没有驶
人巴士总站里停车。”

民不满该区的巴士总站于今年4月竣工和举行
开幕仪式后，至今迟迟未启用！
尽管灵市旧区巴士总站在4月13及17日分别进行
了移交仪式与开幕仪式，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工程组官
员也称随后将启用该巴士总站，不过，《大都会》社
区报记者今日走访灵市旧区巴士总站时，发现该巴士
总站大门深锁，从外往内察看，底层大厅布满灰尘，
似乎未曾有人清理过。

不應“開幕”欺騙居民

居民蹲坐阶梯等巴士

徐先生（43歲，靈市舊區業者）
“我在今年4月于报章上看见许多官员在灵市旧区巴士总
站举行开幕仪式，以及巴士总站将启用的消息，然而至今已过
了两个月，仍然毫无消息，让我有受骗上当的感觉。
我认为，市政厅若没有打算启用巴士总站，就不应该如此
欺骗灵市居民，让那些经常搭巴士的居民空欢喜•场。
从外观看，除了行人天桥的手扶梯还未完工，巴士总站的
其他设施_ •切已完善，不能启用的原因不仅让人感到不解，也
让我们不禁怀疑当中有舞弊行为》”

受访的民众异口同声表示，灵市政厅迟迟没有
启用巴士总站，让大家深感不便，部分民众只能在巴
士总站外或蹲或坐在阶梯上等候巴士。
他们也认为，灵市政厅应在巴十总站张贴通
告，让大众知道巴士总站的启用日期，同时安排好巴
士停候的地点。
据悉，该巴士总站备有多项设施，如巴士停车
场具有巴士泊车位、4个巴士停等格及2个巴士载客
格。底层有大厅、通往男女与残障人士厕所的电梯、
售票处、警岗、24小时便利店及可容纳50人的冷气候
车室。1楼则有16个至少144平方公尺的店铺。
当时，当局为了提升该区的公共交通质量及舒
适度而重建巴士总站，希望民众可将公共交通作为主
要交通工具来代步。

遲遲未啟用無法理解
卡瑪魯丁（47歲，德士司機）

应擁m丨丨丨丨邛i
•

巴士總站已啟用
八打灵再也市议员温宗龙透露，据他向
义灵市政厅相关单位了解，灵市旧区巴
士总站在移交与开幕仪式完成后，就已开始启
用，惟总站里的小贩与便利商店仍未进驻与营
业，
他补充，他将继续向相关单位反映巴士总
站情况，包括大门深锁、民众在外候车及巴士
路过巴士总站未停车等问题。

y

):•

他们“

•据悉，目前只有八打灵也城市巴士驶入灵市
旧区巴士总站载客，欲乘搭Rapid KL巴士的
民众只能到附近的银行前等候巴士。

停車位被附近工作民眾停滿
1=3管灵市旧区巴士总站未启用，但巴士总
7
二>站旁的停车位已被附近工作或前往银行
办公的民众车辆停满。
据记者观察，该区的巴士没有准时抵达巴
士总站，且只有免费的八打灵再也城市巴士（ PJ
City Bus )驶入巴士总站让民众上下车，而Rapid

...

“我每日在灵市旧区巴士总站旁载客。尽管我亲眼目睹八
打灵再也市政厅官员于两个月前在这里举行2次开幕仪式，但
我无法理解巴士总站为何至今无法启用。
由于四周大门全都锁上，民众无法进去坐着等巴士，加上
没有清洁人员打
扫，里面的椅子及
地面全都是灰尘。
巴士总站四
周并未张贴任何文
告解释，或通知启
用的日期，因此尽
管许多顾客不断问
我，我也无法回答

KL巴士则停在距离该巴士总站不远处的兴业银行
(RHB Bank )前。
此外，记者也发现，还未竣工的手扶梯提升
工程也没动工迹象。民众在提升工程进行期间，
只能小心地越过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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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巾議員大換血

G

火痛 新人
•伍醒罱_

u

:

報道•謝仲洋

•黄智茉

•严玉梅（原任市议员）
« ~f 一 S v
届的标准下，预料得暂时“到届下车”。”

•陈如坚（原任市议员>

行動黨巴生市議員
9名預測人選

在选区划分前，圣淘沙州席（前为哥打阿南沙州席）
属巴生国席，时任州议员甘纳巴迪劳获2名市议员配额，
而巴生国席同样有2个配额。至于从双溪槟榔易名后的巴
生新城州席则有4个配额；班达马兰州席1个。在25名巴生
市议员中，行动党获9个名额。

9

原任市议员。

梁德志争取市议员配额至3人

3.黄智荣

邱宜达李富豪料“到届下车”

随着选区划分后，班达马兰州选区范围扩大，并吸纳
前哥打阿南沙的部分选区，州议员梁德志极力争取把市议
员配额增至3人，其推荐的其中一名印裔新人亚伦，其实
也是甘纳巴迪劳的人选。他将负责“领养”南区和巴生老
街区的“印度街”；两名华裔新人吕精伟和谢秀则为梁德
志人马。
吕精伟是一名在巴生池隆花园自设诊所的家庭医生，
从医资历有近30年，党职为班达马兰北区（前身是哥打阿
南沙）联合支部主席兼行动党巴生国会联委会财政；谢秀
党职是巴生港口大路支部秘书。

(巴生25日讯）随着选区重划使巴生1国3州选
区版图更动，加上班达马兰区州议员在本届大选换
人当，行动党在巴生市议会的9名新届市议员大换
血，将迎来6名（占三分之二）新人，其余3人则属

《大都会》社区报记者探悉，新任市议员包括6名
华裔和3名印裔，当中各有1名华印裔是使用非政府组织
(NGO)配额获委；获连任的陈如坚以巴生海南会馆名额
出任；普士拔（Pushpa )则以印裔非政府组织配额受委。
这9名新届市议员，是分别来自巴生新城州席、班达
马兰州席及巴生国席的各3人。原任市议员邱宜达（双溪
模榔州席）和李富豪（班达马兰州席）由于任期已满2届
4年，因此在州政府于2013年制定县市议员任期不宜超过2

巴生新城
(由州议员邓章钦推荐）

1.严玉梅（原任）
2.陈如坚（原任）

Q

班达马兰
(由州议员梁德志推荐）

4.吕精伟
5.谢秀
6.亚伦（Aaron )

|•巴生国会
la (由国会议员查尔斯推荐）

伍醒罱
8.纳兰（原任）

9.普士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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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開拓文創文化活動
梁玉仁（50岁，巴生乌托邦音乐咖啡馆业者）
“我和商业夥伴吴柏延（39岁）希望，无论是市议会、
州或联邦政府都可帮忙推广巴生旅游业，只有把人潮带来巴
生，本地中小企业才有生意做。
巴生市议会两年前曾办过游船河活动，但之后停止了。
我觉得如果做足宣传功夫，这项活动可继续办下去，也能与
一些团体如巴生河文化遗产俱乐部配合。
市议会韩沙礼堂后有一道战前隧道，我曾向市议员传达
开放该隧道意愿以吸引游客，当局也有意这么做，但鉴于隧
道结构陈旧，因此需专家鉴定后才能做决定。
我期待联邦及雪州政府能协助开拓更多文创与文化活
动，不要只是办一次性的大型盛会，若能定期每月办一些小
型活动凝聚人潮，最好不过。经商方面，政府可改进一些繁
文缛节，如以开明态度处理申请酒牌店家。”

新人黃智榮或出線

另:

-边厢，巴生新城
州议员拿督邓章钦
推荐的配额从4人减至3人，
使他在维持推荐两名原任市
议员严玉梅和陈如坚的同
时，仅剩下一名空缺，或从
新人黄智荣和原任市议员朱
德恭之间二选一 o
据早前新闻报道，邓章
钦证实，推荐的人选为两名
原任和一名新人，这意味着
黄智荣出线机会极大。但也
有消息指出，黄智荣至今未

获呈交履历给推荐者，不排
除最后一分钟出现变卦。
巴生区国会议员查尔斯
争取到3名市议员配额，从过
去的2人增至3人，推荐人选
是2名印裔，包括已连任9年
的纳兰和1名华裔新人伍醒
罱。
无论如何，市议员推荐
名单有待本周三行政议会通
过后，新届县市议员才能在
7月1日各自向市议会宣誓就
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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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水供公司未發准證_ _ _

.

沙翻B士總站展延啓用
(沙亚南25日讯）沙亚南

I -

第17区巴士总站于今年初竣
工，惟国能及雪州水供公司
迟迟未发出使用准证，导致
沙亚南市政厅无法批准发出

_

让巴士总站延缓启用。
沙亚南市长拿督阿末扎哈林
今午主持沙亚南市政厅常月会议
后，召开新闻发布会时指出，沙
亚南第17区巴士总站建筑工程已
在今年初就完工，不过国能及雪
州水供公司因技术问题，-直还
没有发出准证，所以市政厅还不
能发出完工及落成准证。

料8月中或9月初启用

翻ft

F

完工及落成准证（CCC )，

---- -

I

UI •

‘

N

R

,

•由于国能和雪州水供公司还未发出使用准证
厅无法批准发出完工及落成准证（CCC )�

亞南市政廳捐希望基金逾4萬

配

t合州政府日前宣布雪
他说，市政厅已持续跟进此
•州所有G44级别或以上
事，预料7月初能就解决此事，但
基于过后将安装综合售票系统， 的的公务员，今年所得到的_个
月开斋节花红将自动扣除10%捐
还需要1个月半时间。
他披露，市政厅估计巴士 献给财政部“希望基金” -事，

总站于8月中或9月初就用正式启
用。
“综合售票系统安装计划已
经投标，待完工及落成准证发出
后，就能安装。”

—

阿末扎哈林表示，沙亚南市政厅
已于上周五将扣除后的10%花红
“转账”给希望基金，总计4万
5494令吉《
他说，拥有G44级别或以上

的市政厅公务员共有74人，每人
今年所得到的开斋节花红都扣除
10%作为捐献给希望基金。
另外，阿末扎哈林表示，现
有市议员将在6月30日届满，预
料新一批市议员将在7月中获委
任。
他希望，新一批市议员能延
续过去旧市议员的努力，给予市
政厅充分配合。

1
S

嘴

.阿末扎哈林：
沙亚南市政厅共
捐出4万5494令吉
给希望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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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被指挪用雪樂齡基金

郭素沁訴嘉馬誹謗10月審
(吉隆坡25日讯）行动
党副主席郭素沁因不满被指
擅自挪用雪州乐龄亲善基金
(SMUE )款项，而起诉红
衫军领袖拿督斯里嘉马诽谤
-案将于10月8日开审播
承审本案的局庭司法专
员拿督万阿末法立原于今日
开审本案，不过，碍于嘉马
迄今下落不明，其代表律师
也无法获得进一步的指示，
所以案件被迫再度展延到10
月8至10日审讯。
此外，高庭择订案件于

7月23日再度过堂 以了解
案情的进展。
郭素沁是在2017年4月5
日人禀高庭起诉嘉马诽谤索
偿100万令吉。她在诉状中
说，嘉马在2017年3月8日召
开新闻发布会指控她滥权及
挪用SMUE的200万令吉，并
把新闻发布会的视频上载到
个人脸书及优管。
除了向嘉马索取普通赔
偿、严重性赔偿和惩戒性赔
偿外，郭素沁也要求高庭发
出禁令，禁止嘉马或其代表

进一步发表或蓄意向平面
或电子媒体发表类似的诽
谤性言论》
嘉马曾于2017年3月16
日向雪州反贪污委员会举
报郭素沁擅自挪用SMUE款
项，反贪会于同年3月31日
早上11时前往郭素沁的士布
爹区服务中心，收集该基
金会由2008年至今的所有文
件，其中包括付款凭证、银
行对账单、现金簿及其他相
关文件。
乐龄亲善计划基金是
-项由雪兰莪州政府推出的
福利计划，设立的目的是要
给予逝世的雪州子民家属援
助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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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亞南大道柏西蘭格華芝班
報道•俞嘵雯攝影•譚湘璇
(首邦市25日讯）尽管沙亚南大道的
柏西兰格华芝班交通枢纽已从6月9日起改
道，以野缓柏西兰格华芝班的交通阻塞问
题，惟仍需时间观察，以再做出改善。

仍需观察高峰时段交通
《大都会》记者于今早巡视柏西兰格华芝
班交通枢纽的交通情况时发现，虽然今天适逢
开学日的第一天，车流量增加，但该路段的交
通还在受控范围，现场也有交警驻守及指挥交
通°
沙亚南大道的柏西兰格华芝班交通枢纽于6
月9日起，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改道，以纾缓柏西
兰格华芝班的交通阻塞问题。惟早前因遇上学
校假期，当局无法准确测试高峰时段的交通状
况。

•改道期间，驾驶人士禁止在柏西兰格华芝班右转至沙亚南大道（往吉隆坡方向），轻型车辆可在3K
广场前U转，再左转至沙亚南大道；重型车辆则必须在沙亚南大道的高架天桥（靠近SS19区）进行U
转。

9JUN2Q18[S«mn

同时，受访民众表示，早前改道时间遇
到学校假期，因此还未感受到改道后的路况，
惟部分民众却认为有关改道已有效纾缓该区交
通。
此外，梳邦再也市议会工程部副主任阿里
夫丁表示，沙亚南大道和柏西兰格华芝班交通
枢纽的交通在控制的范围内，惟梳邦机场方向
则出现塞车，并需再观察。
交警在改道现场指挥，确保交通顺畅

k

謝有堅：關交通燈有效紆緩阻塞

梳

邦再也市议员谢有坚表示，他接获该区民众的
.投诉，指高峰广场与大门广场前的柏西兰格华
芝班路段十分阻塞，严重时会出现长达4公里的车龙。
“市议会关闭柏西兰格华芝班右转至沙亚南大道

(往吉隆坡方向）的交通灯后，驾驶人士必须行驶至3K
广场前U转，或左转至沙亚南大道的高架天桥U转。虽然
驾驶人士须多行驶数公里和进行U转，但却能纾缓交通枢
纽的交通阻塞问题，这是必须做出的牺牲。”

•市议会于改道期间，在电子布告
版上播放改道通告及路线图。

黃美詩：需時觀察改善
邦市州议员黄美诗周
-早上也与梳邦再也
市议员到该路段巡视路况。
她表示，柏西兰格华芝班改
道计划还需时间观察，市议会会
在试跑期间获取更准确的数据，
做更详细的交通计划来纾缓交
通。
“我们已经与沙亚南大道
公司接洽，对方也愿意配合提供
数据及摄像记录，看要如何更进
-步做出改善，让交通更加完

她指出，今天是学校假期
后的开学日，车流量增加，另外
也需关注不同高峰时段的交通情
况：她也发现还有部分驾驶人士
还不习惯改道后的路况，需时间
适应新方向。
“试跑期间，我们会委派交
警和观察员在不同的高峰时段做
出观察，以便能更全面改善该区
的交通，比如说衔接路段交通灯
的等候时间。”

劃

可
行
黃
先
生
63

歲
•阿里夫
丁 （左
起）、黄
美诗及谢
有坚到观
察改道后
的交通情
况。

“我从八打灵
“我认为该改
道计划有效纾缓该
区的交通情况，以
往我们还未出到大
路，就已经开始塞
车o
改道后，如今
的交通比较顺畅，
因此我认为这项改
道计划可行。”

再也方向过来上班发
30 现，改道后，这区的
歲交通没那么拥挤，也
， 比往常顺畅许多。
面
我曾试过在交通
包灯处等候绿灯3次都
店还未能向前行驶；随
員着改道后，如今已能
工够顺畅行驶。”

劉
小
姐
40

歲

“早前适逢学校
假期，因此我还未能
感受到改道后所带来
的改变，并需要多-"
些时间去观察。
同时，由于市
议会在路旁设置指示
牌和委派交警维持秩
序，所以不会感觉混
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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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盞路燈失靈4個月
布特拉柏邁路

梳邦市會月內修復

(沙登25日讯）布特拉柏迈路其中20
盏路灯失灵近4个月，惟碍于未能厘清有
关路灯的负责单位，以致迟迟未获修理，
经过多方协商之下，梳邦再也市议会将在
-个月内负责完成修复工作。
有关路灯失灵的路段是介于沙登大
学岭至史里肯邦安商业城（PSK )的交界
处，大约500公尺的路段。
该路段在过去4个月以来，在路灯无
法正常操作之下，周围环境陷人一片昏
暗。

欧阳捍华：电缆问题致失灵
行动党史里肯邦安州议员欧阳捍华指
出，位于联邦公路的有关路灯相信是因电
缆问题而失灵，他在过去这4个月内与公

共工程局、捷运第二路线及梳邦再也市议
会交涉，但却没有-个单位表明是负责修
理这些路灯^
欧阳捍华今午邀请各方代表前来协商
解决方案，所获取的结论是涉及的范围属
梳邦再也市议会的管辖区域，因此当局必
须在-•个月内完成修理工作。
他说，布特拉柏迈路旁的范围目前正
进行捷运工程，而捷运公司将在沙登商业
城外的布特拉柏迈路增加一条车道，惟公
共工程局必须事先把有关路段的管理权交
给捷运公司。
“因此，现在是先要由市议会在个月内修理好路灯及将之移交给公共工程
局；公共工程局之后再把有关路段和路灯
二路线°
“

他说，根据资料显示，路灯是
市议会安装，但是管理权不知道归
谁，惟他希望通过今次多方会谈能
够-•劳永逸解决路灯故障问题，同
时也不要产生太多纷争。
出席者包括梳邦再也市议员王
诗棋。

灯故障与管理权的解决方案。右一是王诗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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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車丢空地惹蚊蟲
溪毛糯工业园毗邻的
商业区TSB 10路，有
-块空地遭人丢弃废置的车辆fi
我看到该地点有一个大型的车
厂，但不确定是不是车厂在拆除所需
零件后，将毫无价值的汽车残骸丢在
空旷地带。
我们担忧这些有碍观瞻的废车在

陳順達（居民）投訴

日晒雨淋下，会导致蚊虫滋长，并衍
生骨痛热症问题。
这一带靠近哥打白沙罗，是外劳
聚居的社区，环境卫生问题长期受到
忽略和漠视，希望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能密切关注，不要等到有人患上骨痛_
热症后才来亡_羊补牢。”

可聯絡靈市廳投訴熱線
《大都会》社区报提醒读者，
当遇到相关问题时，可联络八打灵
再也市政厅24小时投诉热线（037954 2020 )或发送电邮至
aduan@mbpj.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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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賢與能
还有仅仅4天，就是雪州县市议员与村长任期届满
想必希盟四政党已谈妥大部分的配额，各地区的人民
也期盼有一份真正能“以民为本”的名单出炉。
日，

雪州县市议员与村长的遴选，应以他们过去的表现
为基准，而不是为满足四政党委派所属意的人选，或安插
“自己人”来巩固本身的势力！>:
当前，不少县市议员已纷纷表态，有者以“已连任多
届”、弃政从商及个人理由而选择不再续任。
雪州有12个地方政府，县市议员名额共有288个，在
僧多粥少情况下，难免会出现“顺得哥来失嫂意”情况，
因此是否能继续受委，则要看各人的造化，或胥视他们平
时的表现是否达标。
一些新村地区，除了有村长之外，也有县市议员，因
此村民在遇到各种民生问题时，除了可向村长投诉，也可
以向县市议员投诉，享受“齐人之福”。
然而，在接访线上，我也遇过村长与市议员不咬弦的
越检情况，因此，希望新届的县市议员与村长委任及他们
负责领养的地区能有调动，以尽量避开这些不必要的人事
冲突和矛盾问题，以免“殃及”村民或纳税人。
虽然雪州政府从民联到今天的希盟，没有出现“变
天”，但以希盟政府一贯的作风来看，相信7月1日起受委
或继任的县市议员都会出现大量新血，并确保尽量做到
30%女性参政配额。
值得一提的是，与过去有别的是，巴生县
的吉胆岛、班达马兰新村和瓜冷县的仁嘉隆3个
新村不再进行村长直选，这不仅是国家当前面
对巨额国债之际的最明智措施，也避免劳民伤
财。
衷心希望第三次执政的雪州希盟政府，
能真正做到选贤与能，以不辜负人民的委托
.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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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黄水源夫妇（中）响应捐款救国活动，捐钱给大马希望基 •黄田志（右二起）及许来贤向黄水源（中）贺寿
金，右为黄田志，左是许来贤。
(加影25 R讯）日前庆
祝“八十寿辰聚会”的黄水

慶80大壽不忘公益

源，数百名亲友远道而来与
他欢聚，亦不忘公益，他在
当晚捐献多个团体组织和学
校外，同时响应捐款救国活
动，捐出3000令吉给大马希

黃水源捐希望基金3千

o

雪州行政议员兼加影区
州议员许来贤及无拉港区州

议员黄田志，亦到场为黄老
先生贺寿，场面温馨热闹《
出席者包括加影市议员林金
英、李仁英、李成金及拿督
黄添来等。

黄老先生也是公正党的
老党员，不少与他年龄相近
的党员，纷纷到贺，感受他
的喜悦,«
当晚除了美食佳肴招待

亲友，也有舞狮表演，出席
的宾客在喜气洋洋的场面大
展歌喉
其他获黄老先生捐款
的单位，包括公正党锡米山
支部、无拉港行动党、育华
小学、育华中学、锡米山华
小、新纪元大学学院、双溪
直落慈云宫、锡米山净妙及
士毛月师爷宫龙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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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首要足球聯賽
26日赛程
砂拉越对沙巴
(古晋州体育场；4.15pm )
大马印度人体理会/足总对联邦土地发展局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体育场；9.00pm )
25日成绩
槟城展警察3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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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希望他早曰康复。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前往马大医药中心探望安
安华两天前肩膀及背部疼痛紧急入院，

首相敦马哈迪（左）周一到医院探望安
华，旺阿兹莎也在场。

阿茲莎：病情好轉

安蓽需倥院_段時•
(八打灵再也25日讯）副首相兼
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旺阿兹莎透露，
该党实权领袖拿督斯里安华的病情正
在好转，惟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出
院，因为他需要多点时间以充分休
息°
她说，安华将在医院接受进_ •步的检

验，以鉴定其病发的导因。
她今日为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
(ASLI)主办的2018年东盟企业责任与可
持续发展峰会主持开幕礼后，受询及安华
的病情时说：“上苍保佑，他病情正在好
转，目前由一群医生给予他治疗，所以我
们非常感激，他将接受进一步的检验以鉴
定病因。”

针对安华何时可以出院的问题，她指
出，这仍需要一段时间。
“因为他从监狱出来后就他没有休
息，所以我认为他应该好好的休息。”
安华于本月23日晚因肩膀及背部疼
痛，•度传出其身体无法动弹，紧急被救
护车送人马大医院，后来确定是严重的腰
椎间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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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職人員”成納吉護身符?

首相律師：有基爾被控先例

“納吉若違法照控刑事罪”
(吉隆坡25日讯）首相敦马
哈迪的律师韩聂夫今日表示，有了
前雪州大臣基尔以“公仆”身分被
控贪污指控的先例，前首相纳吉或
任何内阁成员若涉及任何罪案，没
有理由不能进行刑事提控，这也包
括涉及一马公司和SRC丑闻相关案
件。
他说，民事法庭的程序和裁
决，并不能阻止刑事提控纳吉涉及
一马公司和SRC的任何罪行，包括
其他任何刑事犯罪，因为民事诉讼
内容和民事法庭裁决，不适用于刑
事案件或法庭程序。
他今日发表文告，针对民事法
庭裁决纳吉“不是”公职人员后，
是否可以在刑事法庭被提控他所引
发的争议发表看法。

基尔“公仆”身分照样被控
他表示，最好的例子是前雪州
大臣莫哈末基尔被控刑事贪污指控
的案件，联邦法院在2015年9月22
日维持基尔有罪的判决，基尔当时
是以“公仆”身分面对刑事提控。
韩聂夫表示，2016年1月26
日，时任总检察长丹斯里阿班迪在
新闻发布会上，以总检察长身分宣

布接获反贪会针对•马公司和SRC
丑闻的调查后，决定不对纳吉采取
行动任何行动，结果才导致首相敦
马哈迪、巫统前区部主席凯里丁和
另一人，通过该律师楼人禀民事法
庭，对纳吉采取民事诉讼。
文告说，吉隆坡高庭在2017年
4月28日撤销这项民事讼诉，理由
是纳吉不是公职人员案件不受理。
之后上诉庭和联邦法院到上诉庭都
驳回s

司法检讨纳吉非公职人员
在今年4月26日，全国大选提
名前两天，韩聂夫向联邦法院提交
-份司法审核，要求检讨联邦法院
之前宣判首相、内阁部长、总检察
长和州务大臣非公职人员，而是行
政人员的裁决
该裁决指，由于非公职人员的
身分，因此，他们无须就全职期间
的不当行为、失职、渎职和违法行
为负责。
韩聂夫认为，尽管联邦法院
将在8月6日聆听民事讼诉的司法检
讨，但涉及失职、不当行为的刑事
行动并不受到牵制，也无须等民事
审讯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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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林或拉茲蘭？
報道

棘頌

(巴生25日讯）本报探
悉，雪州议会议长_ •职最后关
头有3名人选，分别是行动党
适耕庄区州议员黄瑞林、公正
党哥打白沙罗协调员拉兹兰及
诚信党淡江区州议员沙阿里，
不过沙阿里因身体抱恙，目前
是黄瑞林和拉兹兰之争。
黄瑞林是行动党举荐的议
长人选，原本应该可以顺利坐
上议长位子，如今半途杀出来
自公正党的“程咬金”，让他
的议长梦暂时打住。

蓝眼盼补偿拉兹兰
有消息对星洲日报透露，
阿兹兰在今届全国大选原获选
披甲上阵哥打白沙罗州选区，
惟最后_ •分钟，因派系纷争之
下，名字被撤换。因此，相信
公正党为了 “补偿”他，才会
争取委他为雪州议长，再成为
当然的雪州议员。
据雪州宪法，雪州议长人
选不一定是雪州议员，他可以
被委任，再成为当然的雪州议
员，同时领取2份薪水。至于
副议长，则必须是雪州议员。
阿兹兰不是州议员，自

火箭藍眼力爭雪議長職
然不符合当副议长的条件，所
以公正党力争到底，才能“弥
补”阿兹兰。在公正党看来，
黄瑞林最后如果当不成议长，
至少还符合资格当副议长。

诚信党土团成关键票
然而，雪州议会议长职向
来是行动党的“囊中物”，行
动党不会轻易放手。
结果如何，雪州议员明早
宣誓就职之前，会进行秘密投
票后定夺。依目前形势看来，
公正党有21票，行动党仅有16
票，诚信党和土团党州议员的
票变成关键，

黄瑞林能否
当上雪州议会议
长？

蓝眼争取议长
把关敏感问题
另有消息说，行动党前雪
州议会议长杨巧双在任期内，
因秉公处事而“放行” 一些州
议员质问时任公正党大臣一些
敏感课题，让大臣支吾以对，
形象受损。
为了确保这种事情不再
发生，公正党这次想拿下议长
职，阻栏一切不利于大臣的提
问。

公正党意
属阿兹兰担任
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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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盟公正党双溪甘迪斯州议员
苏海米因抱恙缺席，因此雪州55
名议员与新任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坐者左八）在完成宣誓仪式
后，拍大合照。坐者左七为新任
议长黄瑞林。

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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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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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海米因病告假

:V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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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26日讯）自509全国大选后，雪州55名朝野
议员于今早在雪州议会进行宣誓就职仪式，象征第14届
雪州立法议会正式组成，唯独缺公正党双溪甘迪斯区州

Page 2 of 5

宣誓京尤耳只。
口询及苏海米是否因病重而缺席，阿米鲁丁表示，在他进一
步发布声明之前，有必要参照医生对苏海米的医药报告评估，

雪州新任大臣阿米鲁丁较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苏海米
是以身体虚弱为由，通知州议会今日无法出席议员宣誓就职仪
式。

何况苏海米于全国大选竞选时身体依然健康，因此他正在确认
是什么原因和问题导致。
对于下次召开的州议会日期，他没有明确说明，只表示会
落在7月，也不排除会推迟至提皇州财政预算案时期的10月，惟
-切胥视雪州苏丹殿下的御准。

他说，州议会将预计于7月召开的第14届第1季第2次会议暨
新届州议会开幕典礼时，根据议会条款与惯例安排苏海米一人

雪州共有56个州议席。希盟在本届大选赢得51席强势执
政，余下反对党席位，分别是巫统4席和伊党1席。

议员苏海米。

-U-

_州新任议长

瑞
林

^兼行动党适
耕庄区州议员黄瑞林受
询时不讳言，苏海米的
健康有些状况，目前在
治疗当中，因此未克出

3$
米
/•

療

中

席宣誓礼。
询及苏海米是否向
州议会提呈了病假单，
他透露，州议会秘书处
已获知会，若有需要将
另行安排苏海米进行宣
誓，前提是确保能顺利
宣誓*
他披露，下_ •次召
开的州议会将落在7月
杪、8月或财政预算案
时期的11月，他要跟州
议会秘书讨论后，才能
寻求雪州苏丹御准，届
时将对外公布召开州议
会的日期

•由希盟执政的雪州议会在周二（26日）举行全体州议员宣誓就职仪式，唯独
希盟公正党双溪甘迪斯州议员苏海米因身体抱恙未克出席，他将在较后另行宣
誓就职。

3名议员在夫人下出席宣誓典礼，促成温馨一幕。左起为
、卢雁玲、欧阳捍华、锺诱仰、王晓慧和梁德志。

•阿米鲁丁（前排右）首
次以雪州大臣的身分出席
雪州政府55名州议员的宣
誓就职仪式，并提名黄瑞林
出任议长职。左是邓章钦。

：

；
；
：
，希盟行动党其中
13名州议员在宣誓 ：对党的角色非常重
就任后合照。左起 ；
为刘天球、甘纳巴 ；’能成功委任反对党
1领袖，以制衡雪州议
迪劳、李继香、
林怡威、嘉玛丽
亚、黄田志、黄i
思汉、欧阳捍:•
华、黄美诗、梁/
德志、拉吉夫、：
艾德里及黎潍：
/
福。

蔓多新謁
艮第.

27 Jun 2018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Page: 1,3
Printed Size: 1890.00cm² •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59,076.00 • PR value: MYR 177,228.00 • Item ID: MY0032985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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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瑞林：制衡雪州會角色吃重

確保成功委任反對黨領袖
任雪州
•议长黄
瑞林指出，在西敏
寺民主制度下，反
要，他这次将确保

会°
他说，过去的雪
州反对党领袖只做了
半年就辞职了，因此他
将与反对党沟通，希望
这届他们会选出他们代
表，并接受有关委任。
k黄瑞林被选为议长后，披上议长袍主持州议员宣誓仪式
瑞林有信心，可
以劝服在野党选
出反对党领袖担此重任，否
则他们就愧对选民的委托。
“我将会劝服他们，包

SELCAT 將痩身

黄

括考虑为他们提供更多资源
和福利，让他们无后顾之忧
监督政府，扮演好在野党的
角色。”
他指出，在野党已经失
去联邦政府的支持，因此看不
到他们为何还要反对，而他心
目中的在野党领袖人选，是4
届元老，即双溪武隆区州议员

蘇

瑞林表示，将探讨现有的特别遴选

黄委员会，如雪州能力、公信力与透

丁

明度特别遴选委员会（SELCAT )等，若没有
必要存在，就会撤除。
“我们将把现有的W个委员会，瘦身成7

是
心

中
人
選

三苏丁。
身为议长，他有更大的责任和工
作，若议会未良好发挥，就无法达标。
他指出，他将确保州议会的三权分
立，不只是“橡皮章”，只要不触犯敏

个，并委任反对党出任会员，让他们有管道了
解州政府的运作
他说，他将确保州议会的运作充满活力，
并承诺将给予反对党更多时间和空间发言，以
便对监督雪州行政有更大的发挥作用*
“如果在野州议员认为他们的福利不够
好，我会设法为他们争取，因为我也曾体会过
他们的感受。“

感课题即可，而他承诺将一视同仁，公
平让所有朝野州议员皆有发挥的机会。
“我要提醒所有州议员，他们是为
雪州人民服务，因此应该尽责& ”

擁法律背景副議長可協助
瑞林说，虽然之前的议长有法律背景，

昔"而他没有，但只要他愿意学习，相信逐

渐会驾轻就熟，更何况他的副手，即副议长莫哈
末凯鲁丁有法律背景，所以相信对他有帮助。
他宣誓就任为议长及拍全体大合照后，受记者
询问时说，他经历过反对党与执政党的时代，也成
为后座议员，在州议会的辩论过程有出现很多大跃
进，人生的理念也截然不同。
他说，这是•种新的体验，因为他曾与邓章钦
在州议会打“双打”，过后邓章钦被禁足州议会，
他又变成“单打”，在州议会是1对50的局面，非
常具有挑战。
他说，经过那段磨练后，民联政府于2008年
摇身一变为执政党，如今他更晋升为雪州议长，心
情可谓百感交集。

I

黃瑞林 Ng Suee Lim

年龄48岁
家庭^¥2女
入党年份1994年
党职雪州副秘书(2012-2015 )�
雪州宣传秘书(2015-2018 )
职业每职政治工作者
政坛经验1999年第一次上阵适耕庄州议
席对垒马华谢锦龙，以2044票
落败，他于2004年卷土重来，
第一次以344张多数票，打败谢
锦龙，攻下适耕庄马华堡垒。

Page 3 of 5

27 Jun 2018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Page: 1,3
Printed Size: 1890.00cm² •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59,076.00 • PR value: MYR 177,228.00 • Item ID: MY0032985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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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f 5

55議員宣誓就職
忘記步驟劉天球重新宣誓
#盟行动党
I双溪比力
区州议员刘天球在
宣誓就职典礼上，
因忘记举起右手进
行宣誓，被新任议
长黄瑞林指不必须
重新宣誓，场面尴
尬。

•刘天球在睽违雪州议会多年后，重
新踏足议会厅，惟他在进行宣誓时，相
信是一时紧张，忘记举起右手，因此被
议长黄瑞林训示他必须重新宣誓。

刘天球过去曾
任班达马兰区州议
员，并受委为地方政
府与考察事务常务
委员会主席，他一度
因为2010年的支持信
风波而处事更为低
调，本届大选卷土重
来并胜选

“我给选民的承诺是，他们遇到什么问\
题，我会去到那里。”
LI ' V
我是市议员出身，比较重视民生问题，I

“现在是新旧市议员交接时期，希
望旧市议员能把任期内一些有待处理的课
题，完善交待予接任的新市议员，以便民
生服务能更加顺畅
在大选结束后，我已开始了解选区民
生问题，现在会更加深人，随着将获得更
多拨款和发展项目，我可运用州议员的权
限去推行与落实。”

M

我个人认为，需要花半年至9个月时间*
；"4
投人和了解，因为加影市议会和安邦再也市议
会的作业方式截然不同，当我了解后，就能与市议员_ -同寻找合适
的解决方案，如路洞和树等处理方式。
公共工程局在莲花苑的路占了很大部分，我要了解工程局用什
么方式解决路洞问题。还好负责安邦再也市议会和加影市议会的都
是乌冷县工程局，以前我都和他们有很好交情，这方面问题不大，
而且希盟也执政了联邦政权。”

“会尽量满足选民的要求，我要了解他们需要
什么，我们对人民有责任，当我们与人民同在时，
我们能做到更多。
自当选后，我会见了选区内的不同地方组织与
群体，与他们沟通。
由于首邦市选区范围很大，所以我目前还不能
覆盖全部选区，因此都会与各地方领袖沟通。”

積極解決民瘼
許來賢（公正黨加影區州議員）

“未来5年会把
双溪比力打造成生态
旅游的好地方，重要
任务是把当地交通给
搞好。

“交通阻
塞和水患
困扰着加
影市民，
我需要赶
紧解决，

会在州议会提
出，兴建从双溪比力
衔接至吉隆坡国际机
场捷径的建议，以寻

因为拖了
太久，这

求州政府拨款落实，

些事务要

同时寻策提升地方就

跟联邦政
府配合 '
特别是拨款，待联邦部长宣誓
就职后，就会积极参与解决这
些民生问题。”

业机会

回歸本源以民為本
黃思漢（希盟行動黨雪州行政議員兼金鑾區州議員）

M

人民对失业率和通膨的课题或由国会议员去反...
映。选民最关心的是攸关日常的民生问题，这
些是市议员本分，我会跟我的市议员团队，-•
起努力把工作做好»

黃美詩（行動黨首邦市區州議員）

嘉瑪麗亞（行動黨萬達鎮區州議員）

劉天球（行動黨雙溪比力區州議員）

黎濰福（行動黨蓮花苑區州議員）

通過溝通瞭解需求

盼能完善交接

發展雙溪比力生態旅遊

重視民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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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希盟

解決交通及衛生問題

雪州政府能为雪州子
民打造令他们引以为
傲的州属我会把焦
点锁定在回归本源
(Back to Basics )，

林怡威（行動黨甘榜東姑區州議員）
“我觉
得很兴奋和
充满期许，

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
任雷龙o
诸如降低生活费
和减轻生活负担的使
命必须交由联邦政府
执行，州政府所要推
行的政策是致力于要让人民有更干净卫生
的环境、规划更好的公共交通系统、打造
更加亲商的环境及减少繁文褥节。”

会为甘榜东
姑做得更
好。
我的
首要任务是
要解决选区
内，尤其是
商业区的交通阻塞与卫生问题。”

提升班村旅業

的现代化巴刹，以把目前

梁德志（行動黨班達馬蘭區州議員）

贩迁人，维持班村干净。
我呼吁村民在丢垃
圾时，可向市议会申请大
型垃圾槽，不要丢到整个
街上都是，村民可善用资
源，与当局好好配合国”

“班达马兰大街小贩
中心有需要改善环境，我
当选后便会见行政议员黄
思汉，邀请他过来班达马
兰走一趟，以提升当地旅

在路边摆摊的巴板路的小

游业，带动地方经济，因
为班村人口外流。
我在与当地村民商量
后，将寻求在班村兴建分
成干湿部分和多层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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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校晚宴籌建牌樓

公民學校籌獲11.5•滋•加
(沙登26日讯）沙登埠公民华小校友
会在筹建百年公民学校大门牌楼的活动获
得热心人士慷慨解囊，截至目前共筹获11
万5000令吉。
沙登埠公民华小校友会周六晚上举办
“校友回校晚宴暨筹建百年公民学校大门
牌楼”，筹委会主席黄生当晚致词时宣布
筹获的善款数额，他也趁机感谢所有捐款
人士的支持*

^

•大会颁发奖座给剪彩人后，与董事部、校友会和家协理事成员合照 前排左起是李
鸿娣、古华添、刘三福、黄亚发、叶炳汉、萧海金、王清华、黄生 叶健伟、纪石亮
和黄珍雄。

王清華：期待新政府承認統考

大会主席萧海金说，校友趁着回校晚
宴，能够再度感受回家的喜悦。
“我们对母校的情谊不变，无论身在
何处，我们铭记母校的恩情。我们这一群
校友，见证母校新世纪的辉煌，母校的精
神正需要我们继续传承与弘扬下去。”
/义民华小董事长王清华指
A出，希望新政府针对承
认统考的承诺切勿只说不做，大家
都期待新政府能够承认统考，以及
制度化拨款给所有华小独中。
王清华说，董事部过去多年以
来为学校做出不少贡献，包括增加
10个停车场、购买占地6000方尺的
新校地、在礼堂增设大风扇等等。
王清华指出，公民华小从2015
至2017年并没有拿过雪州政府的制

•叶炳汉（右三起）在萧海金的见证下，颁发校友杰出服务精神奖给4名校友，感谢
与表扬他们对公民华小的诚心服务。左一起是刘纪华和黄亚发。右一起是何玉来和孙
仁

度化拨款，包括有一些拨款遭该区
州议员删改给某个机构。
“我们希望，无论是什么人

士、机构或政党，不要只是嘴巴说
说，而是要行动。”
他说，新的政府，新的开始，

政府会采取怎么样的教育政策，国

•公民华小笛子队演奏，悦耳乐声飘扬

民只能静观其变。

伍将翟校长10月退休
王清华披露，公民华小校长伍
将翟将于今年10月14日退休，因此该校行
政之后也将会进人新契机。
他期待所有公民华小的校友立足公
民，放眼马来西亚，走向全世界。

葉炳漢吁加入校友會
#友会顾问拿督叶炳汉指出，公民
4X华小今年已达98岁，过去经历许
多波折，经历过日本统治、英殖时代、独
立后带来的成果，至今依然屹立在教育岗
位上。
叶炳汉说，公民华小桃李满天下，

他希望校友时常回来看看学校的发展与变
化。
他也呼吁遍布全国各地的公民华小校
友加人校友会，继续给予母校支持。
出席者包括前校友会主席兼大会顾问
黄亚发、大会副主席古华添、副主席刘：
福、票务主任黄珍雄、家教协会主席叶健
伟、副主席纪石亮、校友孙仁、何玉来和
刘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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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地方政府近期率先開

讯）只需下载一个手机应

府分别以不同的手机应用程式
缴交泊车费，惟雪州政府将在
近期统一使用“精明雪兰莪泊
车” (Smart Selangor Parking )

用程式，就可在雪州6个地

手机应用程式，方便民众缴付

方政府缴付泊车费！

泊车费，而无须下载多个手机
应用程式。

報道•莊舜婷
(八打灵再也2 6日

尽管目前雪州各地方政

12地方政府逐步統一採用
，朝向雪州2 0 2 2年
无现金社区”
(Cashless Society )的愿景，雪
州政府将化零为整，逐步在12
个地方政府采用统一手机应用
程式，如今则优先在6个地方
政府，即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沙亚南市政厅、安邦再也市议
会、加影市议会、士拉央市议
会及雪邦市议会，采用“精明
雪兰莪泊车”应用程式。

雪州另外5个地方政府，
包括沙亚南再也市政厅、安邦
再也市议会、加影市议会、十
拉央市议会及雪邦市议会则
同步采用“简易泊车”（Flexi
Parking)应用程式，而“简易
泊车”与“精明雪兰莪泊车”
皆为同一手机应用程式运营公
司。
另外，巴生市议会则在6
月1日启用“巴生精明泊车”

灵市政厅在5月1日起已率
先采用该手机应用程式，在哥
打白沙罗PJU5双威广场_ •带实
行实验性计划，并取得民众的

(SmartParking MPKlang )应用
程式，成为独立运作，缴付泊
车费应用程式的地方政府，并
没有加人“精明雪兰莪泊车”

良好反应，因此市政厅有意将

应用程式行列。

该计划推展至灵市其他地区。

SMART
在使用“精明雪兰莪泊
车"应用程式时，必须要先
加额才可以缴付泊车费或支
付罚单。

SELANG0R

wcivirv vnit

ed by

改莕您的泊车经验
了解，“精明雪兰莪
泊车”应用程式的管
理公司为SSDU Inovations泊车管
理公司负责，隶属于雪州大臣
机构（MBI )下的“精明雪兰
兼”传遍单位(Smart Selangor

附繳罰單功能
DeliveryUnit ) °
该应用程式将成为泊车固本
制的另一个选项，公众也可通过
该应用程式缴付罚单，而无须亲

自前往地方政府柜台付款。
据悉，之后也将陆续改善该
应用程式，如以简讯（SMS)方
式缴付泊车费，并通过该应用程
式有效推广及传达重要资讯给予
公众。

•只需下载“精明雪兰莪泊车”手机应用程
式，就能在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沙亚南市政
厅、安邦再也市议会、雪邦市议会、加影市
议会及士拉央市议会，缴付泊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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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市會日後或加入
J-1 AcUw Partirfl
[i,nlwic<t Amount

嚴玉梅（巴生市議員）

RM1.30

“巴生市议会甫于6月1
日推出‘巴生精明泊车’应用

00:42:01

程式，相信是因此才没有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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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政府推出的‘精明雪兰莪泊
车’应用程式的行列@
截至6月24日，该应用程
式已有1006人次下载，并获得
1万9486令吉的收人来源，共
接获6宗的投诉案件，占用户
人数的5%。
该应用程式刚启用，所接
获的投诉包括加额需另缴1令
吉手续费、没有通知显示时间
已到等，不过，市议会会不断改善
我认为，统一泊车应用程式是很好的政策，不

•巴生市议会甫于6月1日推出“巴生精明泊车”手机
应用程式，成为独立运作的地方政府。

宣傳不足少人知
游佳豪（士拉央市議員）

排除巴生市议会日后可加人精明雪兰莪泊车应用程
式，以方便民众跑动于不同的地方政府。”

安邦市會參與精明雪泊車
P東瑞雯（安邦再也市議員）

“每个地方政府的泊

“目前安邦再也市议会是采
用‘MPAJ Parking’及‘简易泊

车管理外包公司不同，因此

车’手机应用程式，并且已被告

前朝国阵政府所签下的合约
期限也不同，士拉央市议会

知将会参与州政府的‘精明雪兰
莪泊车’应用程式，同时公众也

的合约直到2025年才届满。
士拉央市议会在去年7
月推出‘简易泊车’手机应

可以使用固本缴付泊车费
市议会是在2016年9月开始全
面接管泊车管理权，于去年5月开
始推出泊车应用程式，获得不俗
的反应。根据今年上半年的数据
显示，在扣除开销后，市议会获
得36万令吉的收人，相比固本制
更受欢迎9市议会日后也会再改

用程式，与其他4个地方政
府共用同一个应用程式，惟
相信是宣传不足，鲜少人知
道。
公众可使用该应用程
式，在市议会范围内来缴付泊车费及罚单，惟必
须先加额至少10令吉》我也发现虽然5个地方政
府共用一个应用程式，但不同的地方政府必须分
别加额才能使用，因此必须加以改善有关程式，
让人友善使用。”

6個採用“精明雪籣莪泊車”
手機應用程式的地方政府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沙亚南市政厅
安邦再也市议专

加影市议会
士拉央市议会
雪邦市议会

善应用程式，如推出可用应用程式购买月票、增加被取
缔拖车的通知等。
我觉得精明雪兰莪泊车应用程式可方便公众在不同
地方政府，以同一个应用程式缴付泊车费，据悉这是在
去年11月的雪州财政预算案中提出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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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潍福（中）与他的工作团队讨论工作进度，以帮助居
民解决问题。

報道•林承德攝影•黃安

(部分照片由黎濰福提供）

“认为每~•个城市的发展都有
"^两个选项，一个是政府单方
面的发展：一个是群策及透明的发展，而我
比较倾向后者。”

根据人民想法进行
他说，当社区内准备发展时，地方政府
/|
应提出一个概念和建议，并将该建议交给当’_一~^

行动党莲花苑区州议员黎潍福认为，一
个城市的发展必须要有社区的参与，并透明
化去处理每•个细节，这样当“有心人”欲
对某些发展提出质疑时，社区内的商民都已
经很了解该发展的利与弊，就不会有被“有
心人”得逞。

•黎潍福（右一）希望能在了解安邦市议会的运作及地方
民生问题后，进行更有效的发展。
！JI]

丨色...

!

及后巷。
“虽然很多人说我已经不是市
议员，为什么还要再去巡视这些民
生问题，但我认为必须先了解整个
地区的问题及操作，并把日常工作
先做好，才能谈发展。”
他也不讳言这样的巡视工作必
须进行至少12个月，才能真正了解
整个地方的运作，并真正为居民解
决问题

探討太子園巴剎交通問題

-和i

；謹
•黎潍福（右
二）自中选州
议员以来，都
会和其服务团
队进行社区服
务，解决民生
问题。

的街道属于公共用途地段，他也

@潍福表示，目前太子园
*巴刹前的交通阻塞是当
地相当棘手的问题，根据早前的
-则研究报告表示，交通阻塞的
原因就是因为巴刹问题，所以在
拟定保留巴刹情况下，如何去改
善交通的方案。

在探讨是否可将该地点转换为巴
刹保留地。
“柔佛峑株巴辖已经有将地
段改为巴刹保留地的先例，而我
在担任市议员时，曾向加影市议
会规划组官员问过类似的问题，
他们也指这是可行的。”

他说，他目前已经向安邦市
议会提出，包括将该路段改为单
向道的做法，而市议会也表示会
去进行这方面研究，之后会把研
究报告交给当地社区代表，让社
区一同讨论该计划可行性。

他说，如有必要，他会要求
市议会更改土地用途，但对早前
安邦太子园贩商联合商业公会指
要将巴刹打造成文化街的提议则
必须检讨，因为该区并非只是单
•华裔居民。

他也指出，目前太子园巴刹

3^^1

，居民会给
予黎潍福
(左）建
议，让社区
变得更好。

大道工程晉最後階爱

地社区的民众一同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的投f.
人研究后，才来决定该定案的可行性。
“虽然这样的做法可能会有很多反对声
音，影响发展进度，但我们主张透明及民主
的做法，所以必须根据人民的想法去进行，
这样的发展才会更亲切。”

瞭解地方政府運作民生需求
在加影担任6年市议员的
P
I_i.黎潍福表示，他之前已
非常了解加影市议会的作业方式，
但目前对安邦市议会的运作及莲花
苑区内的问题还不够了解，所以他
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是了解当地的政
府运作及民生需求。
他说，目前他会先注重当地
的民生问题，所以从中选州议员至
今，他一直到区内巡视沟渠、垃圾

Page 1 of 1

注意时间管
理，避免超
时工作影响
居民，而该

公司代表也
指最难挨的
时候已经过

经进人工作最后阶
段，促请民众能忍
耐
他说，根据该
大道公司表示，新
街场——淡江高架
大道（SUKE )工程
将会在2020年前完
成，而巴生河流域
东部大道（EKVE )
工程则预计会在
2019年完成，届时
相信可纾缓第二中
环公路的车流量。

YB黎潍福个人小档案

|
姓名
年龄
党龄
家庭状况
学历
服务中心地址

I

电话

@潍福提
本及’

日前他已和
Prolintas 大
道公司代表
见面，并提
醒该公司在
动工时’应

|

黎潍福
44岁
10年
已婚，育有一儿
马来西亚开放大学

Pusat Khidmat ADUN Teratai No.27,
Jalan Bunga Tanjung 18, Taman
Seraya,56100 Kuala Lumpur,Selangor
03-4297 6688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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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流古路至阿南沙里花園

高架天橋現裂痕
(加影26日讯）从加影流古路
左转至万宜区阿南沙里花园（Taman
Alam Sari)的局架天桥，日前被居
民发现路面出现多处裂痕，引起安
全隐忧，要求加影市议会立即派人
检查及处理。
该高架天桥每逢上下班时段，

•石墙护栏有移位的迹象
裂缝足以可伸入一只手掌。

就会有相当多车流量，又有大型罗
里行驶，居民看到裂痕越来越严
重，于是透过脸书向市议员反映，

Page 1 of 1

讓讀
i

‘• — -- t —-

市议会工程组副主任花蒂拉接到投
诉后，已派人前往视察。
据了解，高架天桥的路面有
两处明显裂痕，而石墙护栏也有移
位的迹象，裂缝足以可伸人一只手
掌。
受访的居民表示，他每天开
车出人天桥时，发现裂痕-天比-天严重，他不希望发生事故后当局
才作出补救，促请当局尽快派人检

•出入阿南沙里花园的高架天桥在上下班时段的车流量相当高
查，以鉴定天桥安全性。
组官员已去查看天桥的情况，
此外，加影市议员丘钦瀚但调查报告未出。
指出，他接获居民的投诉后，
他说，当局会跟进此事，
已向市议会工程组反映，工程以鉴定该天桥的安全性。

•居民投诉天桥路面裂痕明显，引起
安全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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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垃圾場火勢滅了

消拯局以泥土掩蓋表層

•沙比安（左）向王诗棋报告滨吉兰布特拉花园非法垃圾场失火案
的最新情况•

©©©(1沙登濱吉蘭布特拉花園
報道•鍾可停攝影•林毅金正

将土地交回给大马农业发展研究局。
据了解，该非法垃圾场自开斋节（15
日）晚上开始燃烧，火势范围1.5英亩，
深至地下30呎。消拯人员、梳邦再也市议
会及其他救援单位展开灭火行动，惟期间

(沙登26日讯）沙登滨吉兰布特拉花
园非法垃圾场火势已成功扑灭，沙登消拯
局以泥土掩盖非法垃圾场表层后，将于明
天（27日）正式收队，宣布完成最后救援
工作。

非法垃圾场仍不断冒出滚滚浓烟，散发呛
鼻的浓烟。

沙比安：感谢数单位加入救援

王诗棋：应设委会管制

沙登消拯局代表沙比安对《大都
会》社区报记者表示，该局已于周一结束
喷水工作，并开始进行最后的救援工作，
即以泥土掩盖非法垃圾场表层，以免垃圾
堆再度失火。
“我们分工合作，利用附近的泥堆掩
盖失火的垃圾堆范围表层约4呎，作为预
防垃圾堆冒烟及失火作用，同时也是救援
的最后步骤。”

梳邦再也市议员王诗棋巡视后表
示，自救援工作展开后，她在过去一星期
没接获民众有关非法垃圾场的投报。她同
时也呼吁民众发现任何活跃的非法垃圾
场，必须向市议会举报，让雪州政府及市
议会采取应对措施。
她说，沙登有两个大型非法垃圾
场，即滨吉兰布特拉花园非法垃圾场及沙
登岭第5区非法垃圾场，整个雪州的非法
垃圾场数量则不得而知
“由于非法垃圾场的破坏力强大，
我呼吁雪州政府必须成立委员会严厉管制
猖獗的非法垃圾场，还我们一个干净的大
马。”

他说，他们采用消拯局配备的同
时，身为地主的大马农业发展研究局
(MARDI)也派出配备及神手，以确保
救援工作顺利进行。
“我也感谢数个加人救援工作的单
位，目前他们已收队，仅剩下消拯局仍在
现场守候。”
他说，该局在完成救援工作后，就会

她说，委员会在确认非法垃圾场业者
身分后，严打业者，有效管制，不让雪州
成为垃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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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起至7月15日靈市預算案邀提意見
(八打灵再也26日讯）八打灵再也
市政厅欢迎灵市民众从即日起至7月15
日，为2019年财政预算案提供建设性的
意见与看法。
同时’民众可透过浏览www.mbpj.
gov.my/ms或脸书(Majlis Bandaraya
Petaling J ay a )‘并在相关网页发表意

见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今日发文告指出，
市政厅开放的2019年财政预算案建议特
别网站中，将会着重于八大项目，包括建
筑设施（道路、路灯和行人道、排水和山
坡）、公共设施、园艺服务、固体废料和
公共卫生、环境卫生及安全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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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素沁當原産業部長”
楊美盈被指掌能源部
(八打灵再也26日讯）
众人引颈期盼的内阁名单出
炉？今早再有内阁名单传
出，早前呼声最高的行动党
崙吉里国会议员杨美盈、士
布爹国会议员郭素沁、土团
党麻坡国会议员赛沙迪皆受
委人阁。
根据这份具有可信度的
名单，杨美盈受委为能源、
工艺、科学、气候转变与环
境部长；郭素沁出任原产业
部长及赛沙迪出任青年及体
育部长。

土团赛沙迪当青体部长
公正党方面，希盟总

有3名领袖人阁。他们是兵南
邦国会议员达勒雷京出任国
际贸易及工业部长、诗南国
会议员拿督莫哈末丁出任旅
游、艺术及文化部长，及3
角石国会议员拿督刘伟强出
任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
长0
另外，在副部长人选方
面，备受华社关注的教育部
副部长，由行动党古来国会
议员张念群出任。早前传将
入阁当部长的实旦宾国会议
员张建仁如之前预测是受委
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副部
长。

秘书拿督赛富丁出任外交部

张念群杨巧双

长，公正党总秘书拿督赛夫

王建民副部长

丁是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
部长，瓜拉冷岳国会议员希
维尔掌水务、土地及天然资
源部，砂拉越公正党主席崙
鲁比安出任工程部长。
土团党人阁者除了赛
沙迪，还包括亚罗牙也国会
议员礼端尤索夫。至于诚信
党，沙亚南国会议员卡立沙
末受委区域部长，巴里文打
国会议员慕加希则受为掌管
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民兴党受重视
3领袖入阁
在第14届全国大选中立
功的民兴党也获得重视，共

受看好可出任国会议长
或副议长的行动党泗岩沫国
会议员杨巧双，在名单上是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
部长。万宜国会议员王建民
出任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
长、劳勿国会议员东姑朱比
里出任水务、土地及天然资
源部副部长，大山脚国会议
员沈志强在青年及体育部任
副部长。
公正党有两名华裔领袖
受委副部长，他们是崙眼崙
鲁国会议员沈志勤担任农业
副部长，及务边国会议员李
文材担任卫生副部长。

將有5華裔部長
丨果这份名单属实，

如丨
1内阁将共有5名华
裔部长，分别是财政部长林
冠英、交通部长陆兆福、能
源、工艺、科学、气候变化
与环境部长杨美盈、原产业
部长郭素沁及首相署部长拿
督刘伟强。

根据这份名单，新内阁

共有28名部长，其中土团党
获分配6个部长职、公正党有
8个部长职、行动党有6个部
长职、诚信党有5个部长职及
民兴党有3个部长职。
副部长方面，土团党有4
个名额，行动党有6个名额，
公正党有8个名额，诚信党5
个名额及民兴党1个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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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僅文冬議員黃德沒受委

彭希盟5議員4人做官
(关丹26日讯）如果坊
间所流传第二批人阁国会议
员名单成真，希盟彭亨州5名
国会议员之中，有4人将出任
官职，1正3副部长！
本报今日向4名在名单
内国会议员跟进，但他们都
没有接听电话，记者也有传
送讯息，但他们一样没有回
覆°
根据名单，公正党英
迪拉马哥打国会议员拿督赛

富丁将担任外交部长，公正
党关丹国会议员傅芝雅沙烈
则担任首相署副部长（宗
教）。
诚信党淡马鲁国会议员
安努亚达希则出任工程部副
部长，行动党劳勿国会议员
东姑朱比里则担任水务、土
地及天然资源部副部长。
唯一没有出任官职的是
文冬国会议员黄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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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京開心首相沒忘記東馬
巴人民复兴党署理主席达勒雷京
/>坦承，他已接到首相的来电，但
他不愿证实本身是否如外泄名单所传，担任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职。
他感到开心的是，首相没有忘记来自东
马沙巴和砂拉越的议员。
询及若受委为部长他能否胜任，他回
应说，他已为反对党服务5年，也学习到如
何管理政治生涯，若有机会出任部长或副部
长，将全力以赴。
另外，据可靠消息透露，外传名单中的
3名复兴党要员，即达勒雷京将被受委为国
际贸易及工业部长、拿督莫哈末丁受委掌旅
游、艺术及文化部以及拿督刘伟强将受委为
掌管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卡立沙末拒证实是否掌直区部
诚信党宣传主任卡立沙末受询时坦承接到首相的电话，但他拒
绝证实自己将担任直辖区部长职。
“我无法证实这是否属实，因为之前有谣传我担任3个部门，即
首相署掌管宗教事务部长、工程部长，现在是联邦直辖区部长。”
行动党方面，被传将出任能源、工艺、科学、气候转变与环境
部长的杨美盈以及妇女部副部长的杨巧双，两人受询时皆不愿证实
是否接到首相的通知电话，只表示交由首相去公布。
另外，被传会出任工程部副部长的土团党总秘书安努亚达希受
询时，也拒绝证实本身是否接到首相电话，他脸带笑容劝请媒体耐
心等待首相的公布

傅芝雅受委首相署副部長
正党副主席傅芝雅承认接到首相敦马

公哈迪的来电，献议她出任首相署副部
长（掌管宗教事务）。
“我接到首相的电话，他献议我掌管宗教事

“起初我想我不适合这个职位，但在我谘询
了党主席的意见和劝告我应该接受后，我决定接
受°
“
询及这份外泄的内阁名单是否确实时，她
认为这可能是上周提交给国家元首寻求御准的名
单“这次任命让我有机会从伊斯兰角度赋予妇
女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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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秘葉
(八打灵再也2 6
曰讯）希盟完整内阁
名单呼之欲出，在国
家元首昨天漏夜发表
声明确定正副部长宣
誓曰期之后，今早外
泄一份非正式内阁名
单。
虽然是份非正式名
单，但名单的真实性是
八九不离十，也获得-些
受委者证实。
根据这份非正式内阁
名单，新内阁共有26名部
长，即公正党获7个部长
职（另加副首相）、行动
党6个、土团党5个（另加
首相）、诚信党5个及沙
巴人民复兴党3个。
在副部长方面，公
正党有8个名额、行动党6
个、土团党4个、诚信党5
个及民兴党1个®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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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東

骂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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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份名单，华裔
部长有5人其中彳了动党占
了4名，另-人来自复兴
党：华裔副部长有7人，
行动党有5人及公正党2
人。
新内阁的5名华裔部
长分别是财政部长林冠
英、交通部长陆兆福、能
源、工艺、科学、气候变
化及环境部长杨美盈、原
产业部长郭素沁及首相署
部长拿督刘伟强。
早前，在马华最辉煌
的时代，共有4名部长及7
名副部长。

土团党诚信党

会议员李文材。
若此名单属实，才成
立不到2年的土团党和不
到3年诚信党可说是大赢
家《
这次名单中最为失意
的人士毫无疑问将是在大
选期间打着“部长牌”的
行动党安顺区国会议员倪
可敏。
倪可敏也是霹雳州行
动党主席，据说为了进人
中央内阁，而牺牲了霹雳
州行政议员职位。
在509大选，希盟4
党总共掌控113个国会议
席，分别公正党47席、行
动党42、土团党13席以及

大月 豕
7名副部长包括行动
党古来国会议员张念群、
实旦宾国会议员张建仁、
行动党泗岩沫国会议员杨
巧双、万宜国会议员王建
民、大山脚国会议员沈志

诚信党11席3
若按照各党以赢得议
席分配部长职，赢得最多
议席的公正党理应获得8
至9个部长职、行动党7至
8个、土团党和诚信党应

强、公正党的崙眼崙鲁国

贝!J2至3个

分别只有3至4个，复兴党

会议员沈志勤以及务边国

首相：敦马哈迪(土团党）
财政部

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公正党)
直辖区部

部长：林冠英(行动党）
副部长：阿米鲁丁(土团党）

值

.3个副部长职悬空，即
国防部、经济部及外交部。这3个
垒缺，或许是为在大选落败的党
内要员留下后路。在柔佛亚依淡
选区以303微差票数输给马华署理
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家祥的行动党
柔佛州主席刘镇东，因2000令吉
罚款被取消竞选资格的公正党副
主席蔡添强，可能在两人受委为
上议员后，有望填补这些空缺。

旅游、艺术及文化部

部长：丹斯里慕尤丁(土团党)
副部长：阿兹斯查曼(民兴党)

部长：拿督莫哈末丁(民兴党)
副部长：峑迪亚(公正党）

国防部
部长：莫哈末沙布(诚信党）

能源、工艺、科学、
气候变化与环境部长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

部长：杨美盈(行动党）
副部长：依斯纳莱沙(民兴党）

部长：旺阿兹莎(公正党）
副部长：杨巧双(行动党）

教育部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

乡村及社会发展部

部长：达勒雷京(民兴党）
副部长：王建民(行动党）

部长：丽娜哈伦(土团党）
副部长：西华拉沙(公正党）

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

经济事务部

部长：拿督赛夫丁(公正党）
副部长：张健仁(行动党）

部长：阿兹敏(公正党）

目前，新内阁中所有部长人
生填 选皆是国会议员，并没有上议员
受委1
另外，据传被行动党推荐成

補

部长：祖莱达(公正党）
副部长：阿末德米兹(诚信党）

议长的资格。

部长：陆兆福(行动党）
副部长：拿督卡马鲁丁(公正党)

此外，这份名单让人眼前--

全根据各政党推荐的名单进行遴
选，主要是根据其判断力和议员
的能力来选贤，当中也可能出现
-些角力。也许因为这样，完整
的内阁名单拖延已久，迟迟未对
外公布。

阿茲莎：首相將宣布

新内閤成員周一宣誓
(加央26日讯）副首
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说，

国家元首已御准新-批内
阁名单，首相将会宣布下

星期_ •宣誓就职的部长及
副部长名单》
询及今早开始在互联
网上流传的最新内阁名单
的真伪，她笑说：“我不
知道呢！我也只是大略看
过而已。”

青年及体育部
部长：赛沙迪(土团党）
副部长：沈志强(行动党）

部长：马智礼(土团党）
副部长：张念群(行动党）

为国会下议院副议长的泗岩沫区
国会议员杨巧双，若接受妇女部
副部长的委任，她将失去竞选副

見的是出现一"名大马有史以来最
年轻的内阁部长，即26岁的土团
党麻坡国会议员赛沙迪。
据了解，首相马哈迪也未完

部长：卡立沙末(诚信党）
副部长：沙鲁丁(土团党）

内政部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得一提是，在名单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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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通讯及多媒体部
部长：哥宾星(行动党）
副部长：艾丁沙兹里(土团党）

人力资源部
部长：古拉(行动党）
副部长：拿督马夫兹(诚信党）

企业家发展部
部长：礼端尤索夫(土团党）
副部长：哈达蓝礼(诚信党）

原产业部
部长：郭素沁(行动党）
副部长：三苏依斯干达(公正党）

工程部
部长：巴鲁比安(公正党）
副部长：安努亚(诚信党）

水务、土地及天然资源部
部长：希维尔(公正党）
副部长：东姑朱比里(行动党）

首相署

农业部

部长(宗教事务）：慕加希

部长：沙拉胡丁(诚信党）
副部长：沈志勤(公正党）

部长(法律）

(诚信党）

部长：祖基菲里(诚信党）
副部长：李文材(公正党）

副部长(宗教事务）：傅芝雅
副部长(法律）

外交部
部长：拿督赛富丁(公正党）

^1

：拿督刘伟强
(民兴党）

卫生部

(公正党）
：哈尼巴
(诚信党）

副部长
：法力拉菲克
(国家团结及社会和谐）（土团党）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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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日报脸书专页列出15名热门
部长人选，盛传无缘入阁的悦可敏获
得最多网民的支持d

(八打灵再也26
日讯）希盟政府第二批
内阁部长将于下周•宣
誓就任，根据星洲日报
脸书专页的调查，盛传
无缘人阁的行动党安顺
国会议员倪可敏获得最
多网民力挺及支持，希
望他能够入阁《
在这项调查中，
星洲日报脸书专页特别
列出15名领袖，并询问
网民属意的部长人选，
他们是行动党柔佛州主
席刘镇东、安顺国会议
员倪可敏、古来国会议
员张念群、实旦宾国会

外洩名單沒上榜

網民力挺倪可敏入閤
议员张健仁、泗岩沫国
会议员杨巧双、崙吉里
国会议员杨美盈、士布
爹国会议员郭素沁、白
沙罗国会议员潘俭伟、
公正党副主席拉菲兹、
蔡添强、八打灵国会议
员玛丽亚陈、旺沙马朱
国会议员陈仪乔、士拉
央国会议员梁志坚、英
德拉马哥打国会议员拿
督赛富丁及麻坡国会议

员赛沙迪。
其中，倪可敏获
得许多网民的力挺及支
持。行动党秘书长林冠
英曾在第14届全国大选
的造势活动上，宣布一
旦希盟成功人主布城且
倪可敏赢下安顺国会议
席，倪可敏将受委为部
长m
不过，根据外泄
的第二批内阁部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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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倪可敏榜上无名，
甚至无缘副部长职《对
此，网民皆替倪可敏打
抱不平，赞扬后者在大
选冒险攻打黑区，为希
盟攻下布城及霹雳州政
权，功不可没»
另外，潘俭伟、
刘镇东、张念群、张建
仁、杨巧双、郭素沁、
梁自坚、赛沙迪也获得
部分网民支持。有网民
认为，若观察之前的国
会辩论，论分析政策能
力，上述领袖绝对有能
力入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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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26日讯）雪州新
旧大臣阿米鲁丁与拿督斯里阿
兹敏异口同声否认，雪州议长
职出现争夺战，称一切是在良
好与和谐的洽谈中达致共识，
因此选出行动党适耕庄区州议
员黄瑞林为唯一人选，于今早
召开的州议会议员宣誓就职典
礼前，获得_ •致接纳通过
对于外传议长人选是迟至
昨日漏夜开会后才出炉，阿米
鲁丁形容，任何讨论可以截至
最后定案为止，强调希盟是理
性讨论遴选议长，并在会议上
探讨各项可能性的假设。
阿米鲁丁披露，在他宣誓
就任大臣当天，亦同步宣誓的
公正党行政议员兼崙都知甲区
州议员罗兹雅，将接替他先前
担任行政议员的职务，但不排
除在青年及体育事务方面会有
些更动。
“我明天召开行政议会
时，可能会有职务上的•些小
调整，主要在于我和罗兹雅
之间，其他行政议员不受影
响。”
对于本身担任大臣将执

新舊大臣否認出現爭奪戰

“黄瑞林是唯一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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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阿兹敏表示，自己在雪州作
为一名平常的州议员，将给予
阿米鲁丁全力支持，形容阿米
鲁丁是一名年轻和有活力的领
导，足以带领雪州迈向辉煌。

掌的职务，他表示，将和阿兹
敏执掌的职务差别不大。阿兹
敏之前掌管雪州财政、土地发
展、天然资源管理、雪州经济
行动理事会及策略传播事务。
阿米鲁丁在担任行政议员
时期，负责掌管雪州加强青年
及体育、企业发展及乡村与传
统村发展事务。
询及会否设立高级行政议
员的职位，他没有正面答覆，
指大多数有资历的都可被认定
为资深行政议员，雪州会继续
这项传统，并不讳言今日率先
宣誓的4人为资深行政议员
宣誓仪式以阿米鲁丁为
先，接着是行动党的拿督邓章
钦、甘纳巴迪劳和公正党的罗
兹雅。
他形容，罗兹雅拥有3届
行政议员资历，本届是半途进
来，过去则半届卸职；邓章
钦有过议长和行政议员资历；
甘纳巴迪劳也曾担任1届行政

议员，3人堪称是其行政议会
团队的先驱，至于其他行政议
员，也凭着各自掌管的职务而
同样吃重

阿兹敏：
希盟以共识为原则
前雪州大臣阿兹敏在受访
时形容，雪州希盟有_ •项独特
纪录，即一切以共为原则、
以希盟精神做决定，使得能于
今日提出获得一致接纳的正副
议长人选，证明了在阿米鲁丁
领导下的成就。
“我祝贺州议会选出议
长黄瑞林，他是过去州议员中
最积极投入辩论的一员，我相
信黄瑞林的资深议会经历，将
可协助议会运作顺畅我祝贺
州议员也•致推选凯鲁丁为副
议长，他也具备广泛的议员资
历。”
已上京担任经济事务部长

阿米鲁丁 ：
议员勿沦“橡皮胶”
阿米鲁丁在提呈议会休
会动议时，呼吁所有议员未来
都能积极参与州议会的辩论讨
论，而非沧为“橡皮胶”，以
便议会能良好运作，何况雪州
议会有7个相关委员会如公账
会等®
他形容，雪州议会阵容鼎
盛，特别是有一名已担任部长
的前大臣议员，加上有5名前
行政议员为后座议员，肯定会
对施政提出看法与挑战
他也促请反对党发挥监督
与制衡功能，吁请所有州议员
捍卫州议会，才能获得尊崇。
他提醒，议员需谨言慎
行，因为在议会厅内发表的每
句话，都会被记载在议会记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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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努亞達希：協助自立

擬推行多項扶貧計劃
(淡马鲁25日讯）淡马鲁国会

贫计划，有效地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

议员安努亚达希说，他目前正策划推

水平，正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

行多项援助扶贫计划，以让本区贫困

道理，让他们自力更生。

-群受惠，改善他们的贫穷情况。
“我已经拟出一系列的援助计
划，接下来我将与文德甲州议员胡智

他前晚在服务中心前举办开斋
节JF放门户活动时，向本报记者如此
表7K。

云商量，探讨计划详情。
“其中将推行的计划，包括在
本区推动志愿团队、扶贫及协助单亲
家庭计划等，以改善弱势群体的情
况，让他们学会更自立。”
他说，509大选前，希望联盟扮
演反对党的角色，监督国阵政府施
政。但现在希盟获胜夺得执政权后，
作为执政党的政党领袖须推动更多扶

外，消息人士向本报透

另:
’露，也是诚信党总秘书

于下周公布内阁名单。
在场者尚有沙亚南区候任国会

安努亚达希将被委任为工程部副部
长，安努亚达希受询时回应，一切

议员卡立沙末、诚信党彭州联委会

须待首相敦马哈迪宣布，他相信将

区侯任州议员胡智云等。

主席韩沙、副主席赛哈密及文德甲

•安努亚达希（后排
左三）与在场嘉宾及
支持者合照。后排左
二为韩沙，右三为胡
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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