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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bersalaman dengan tetamu ketika menghadiri majlis Rumah Terbuka
Perbadanan Kemajuan Negeri Selangor (PKNS) di Shah Alam. Selangor. semalam. - UTUSAN/SAHARUDDIN
ABDUL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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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SAN
penerokaan
kawasan yang
membabitkan
Hutan Simpan
Bukit Cerakah,
ShahAlam,
Selangor.

Penduduk gesa kerajaan Selangor sekat aktiviti teroka tanah

Shah Alam bakal lenyap
duduk kerana ia bukan sahaja
menyebabkan haiwan liar memasuki kawasan perumahan
• SHAH ALAM 27 JUN
mereka, tetapi turut menyaksikan satu-satunya kawasan huERAJAAN Selangor dituntan tanah pamah di Shah Alam
tut supaya mengenakan
akanmusnah.
sekatan terhadap syari"Kita mengesan aktiviti pekat pemaju yang didakwa mennerokaan tanah itu pada'minggu
jalankan kerja-kerja penerokaan
pertama bulan Ramadan lalu setanah yang dikhuatiri bakal melepas pihak pemaju terbabit meMOHD.
lenyapkan khazanah warisan
nutup laluan masuk ke kawasan
alam negeri ini.
hutan
berkenaan. Kemudiankeluasan
546
hektar.
dapati
kerja-kerja
penerokaan
Tuntutan itu ditegaskan wanya
kita
dapati kerja-kerja peneitu
telah
melibatkan
sebahagian
Menurutnya,
aktiviti
seumkil Persatuan Penduduk Bukit
rokaan
itu
diteruskan sehingga
kawasan
hutan
simpan
Bukit
pama
itu
bukan
sahaja
menceBayu, Seksyen Uio di sini, Fahri
minggu
ketiga
Ramadan.
Cerakah
yang
dianggarkan
bertuskan
rasa
bimbang
para
penZaini, 40, setelah pihaknya men"Bagaimanapun, penduduk
terkejut apabila pihak yang terlibat meneroka kawasan hutan
itu melakukan kerja-kerja letupan batuan kira-kira 100 meter
daripada kawasan perumahan
mereka pada hari raya ketiga
iaitu pada 17 Jun lalu yang
dibimbangi akan menyebabkan
masalah hakisan," katanya ketika ditemui pemberita di sini
hari ini.
Tambah Fahri, pihaknya telah
membuat laporan polis mengenai perkara itu pada 18 Jun lalu
termasuklah mengemukakan
aduan kepada Majlis Bandaraya
Shah Alam (MBSA) dan Jabatan
Perhutanan Selangor pada hari
yang sama.
Sementara itu, Pengarah Eksekutif Persatuan Pencinta Alam
Malaysia (MNS), I. S. ShanmugaPENGHUJUNG Jalan Pulau Kapas yang ditutup untuk kerja kerja letupan membuat laluan untuk penerokaan tanah projek
Oleh ABDUL YAZID ALIAS
pengarang@utusan.com.my

K

pembangunan di Bukit Bayu. Shah Alam. Selangor. -UTUSAN/ SAHARUDDIN ABDUL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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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SAN yang diletupkan untuk membuat laluan bagi kerja kerja penerokaan
tanah untuk projek pembangunan di Jalan Pulau Kapas, Bukit Bayu, Shah Alam,
Selangor.

raj berkata, pihaknya mendapati kawasan hutan tanah pamah
di Bukit Bayu itu bersambung
dengan kawasan hutan simpan
kekal Taman Botani Negara
yang mana ia perlu dilindungi
daripada sebarang aktiviti pembangunan.
Ini kerana, kawasan hutan
simpan itu didapati kaya dengan sumber alam meliputi tumbuh-tumbuhan serta pelbagai
spesis fauna termasuklah tapir
yang antara haiwan liar berhadapan dengan ancaman kepupusan ketika ini.
"Justeru itu, sudah sampai
masanya kerajaan negeri segera
mewartakan hutan tanah pamah
berhampiran kawasan Bukit
Bayu ini sebagai hutan simpan

kekal untuk generasi akan datang
dan bebas daripada sebarang aktiviti penerokaan," ujarnya.
Dalam perkembangan lain,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Kota Anggerik, Mohd.
Najwan Halimi yang menghadiri perjumpaan para penduduk
Bukit Bayu menegaskan, buat
masa ini beliau masih belum
mengenal pasti pihak yang terlibat menjalankan aktiviti penerokaan tanah hutan tersebut.
Bagaimanapun, memberi jaminan akan meneliti lebih lanjut
mengenai perkara itu dari sudut
undang-undang termasuklah memohon kerajaan negeri supaya
memastikan kawasan hutan
tersebut diwartakan sebagai kawasan hutan simpan kek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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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atory clean-up time
Starting next week, all 24-hour eateries must adhere to a new rule under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s cleanliness guidelines that requires them to close from 1am to 3am. >2

Headline
MediaTitle
Date
Section
Page No
Language
Journalist
Frequency

Closure from 4am to 6am preferred
The Star
28 Jun 2018
Metro
1,2
English
SHEILA SRI PRIYA
Daily

METRO HYGIENE

CAMPAIGN
By SHEILA SRI PRIYA

Color
Circulation
Readership
ArticleSize
AdValue
PR Value

Full Color
201,943
605,829
913 cm²
RM 48,705
RM 146,115

Closure from 4am
to 6am preferred

sheilasripriya(cpthestar.com.my

BEGINNING July 1, all 24-hour
restaurants in Petaling Jaya must
close from lam to 3am to clean
up their premises.
Failure to adhere to the new
ruling can result in the operators
getting their operating licence
revoked.
This is part of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s efforts to increase
the standard of cleanliness at
such eateries.
Petaling Jaya mayor Datuk
Mohd Azizi Mohd Zain said 98
restaurants will be affected by
the ruling.
"We want the 24-hour restaurants to strictly close the business from lam to 3am. They
must use the time to clean the
place well.
"The council decided on the
timing because we do not want
the restaurants to give us any
excuses when we carry out
inspections," he said, adding that
if they allowed restaurants to
choose their own time to clean
up, they will not do it.
"If our officers found a restaurant dirty at 3am, they may say
that they planned to clean up
soon.
"If we set a time, they cannot
give that excuse," said Mohd
Azizi.
When asked on the mandatory
closing time clashing with the
World Cup football shown live at
many 24-hour restaurants
between 2am and 4am daily, he
said:
"There will always be some
international matches or games
played at the wee hours. After
World Cup it would be the
English Premier League.
"It is best we implement the
ruling in July as there has been
numerous reports in the media
related to poor cleanliness standards of restaurants," he said
after chairing the council full
board meeting yesterday.
Mohd Azizi added that the
operators are also required to
display a notice at their premises
to say that the shops would be
closed for cleaning from lam to
3am.

Restaurant operators all for ruling but want
clean-up to be during non-peak hours

MBPJ health officers inspecting the cleanliness of restaurants in Petaling Jaya

However, the new ruling will
not affect 24-hour fast food outlets and restaurants in hotels as
such business premises had self
imposed high standards of cleanliness, he added.
"Based on our checks, even
24-hour fast food outlets at petrol
kiosks are clean," he said.
Councillor Sean Oon said it
was better for the council to
impose the ruling to all 24-hour
food outlets, including fast food
and hotel restaurants.
Malaysian Muslim Restaurant
Owners Association president
Ayoob Khan Mohamad Yakub
said the ruling for mandatory
cleaning was good, but the hours
was not conducive.
He said the fixed cleaning
hours should be from 4am to
6am instead.
"We are 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 the council. In fact we suggested the same thing to other

councils planning to impose the
same rule.
"We normally clean between
4am and 6am which is our nonpeak hours.
"Our business peak hours
starts at 7am when the breakfast
crowd comes in. I hope the council will consider our views," said
Ayoob.
Three years ago, this similar
ruling was imposed on 24-hour
restaurants in Selayang, but the
time fixed was 4am to 6am.
However, the fast food and hotel
restaurants were not excluded
from the rule.
The Selayang Municipal
Council spokesman said the
move was successful in ensuring
cleanliness at their premises.
"The fast food operators and
hotels have a very strict cleaning
and hygiene standards which
ensures the premise is always
clean," said the spokesman.

— filepic

Mohd Azizi wants to fix a time for
clean-up at restaurants to ensure
that the operators have no excuse
during insp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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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restaurants in Petaling Jaya have extended their kitchens into the back lane, raising questions about food hygiene practices. — file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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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ews

Increase in
dengue hotspots *
MPSJ warns high-rise management
bodies to step up in cleaning their premises
By KATHLEEN MICHAEL
kathleen@thestar.com.my

THERE are now 13 dengue hotspots in
Subang Jaya municipality, from the previnilC C1Y

They comprise DK Senza Condominium
(Talan Taylors); Nadayu Residence (PJS
11/7);LagoonPerdana (PIS 9/ll),Kampung
Kenangan, Batu 13; Mam Place (USJ 21),
S a n US] 2/5; Jalan Teratai; Jalan Puchong
Perdana; Taman Puncak Kinrara 2 (Block A
and BY Vista Pinggiran Putra; Lestan
Perdana flSs; Sefdang Perdana (One South)
and Serdang Perdana 5 (Sky Villa Block
Kesidang and shoplots).
To-date, there are 121 dengue cases
re

At A e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S!) fullboard meeting, its president
Noraini Roslan said many dengue cases
centred around high-rise residential buildings because of the joint management bodies' (1MB) failure to keep the areas clean,
paving the way for Aedes mosquitoes to
^However, she said there was a drop in
dengue cas^s from the end of 2017 to early
this year, before it increased m June.
Noraini said the Selangor Health
Department inspected all 13 hotspots, while

MPST was asked to inspect three locations
and clean up open areas at the high-rise
""she6 added that there could be other reasons for the increase in dengue cases, one
of it being the buildings' design.
At One South Serdang Perdana, the
non-accessible air wells between individual
lots are choked with rubbish, resulting in
stagnant water when it rains, leaving room
for mosquitoes to breed.

People assume the
council workers will pick
up the rubbish, but they
do not realise that it costs
moneyNoraini Roslan

MPS! Health director Dr Roslan
Mohamed Hussin said warnings were
issuedto the JMB to clean up their premises
^ H e ' s S ' R M S O O fine would be imposed
for each breeding spot found on the premises.

An MPSJ worker carrying out a fogging exercise in Taman Puchong Perdana.

On the illegal dumpsite in Taman
Pinggiran Putra, Seri Kembangan which
caught fire during Hari Raya, Noraini said
the operations centre at the site had been
Cl

- filepic

side their homes.
„
,
Noraini said current laws only allowed
the council to fine those caught littering m
public spaces, specifically land outside the
boundary of houses or shops
She said while it was not a law, they
would discuss ways to enforce this
"The idea is to keep public spaces clean
where the responsibility should not he sole-

°She said the road leading to the site was
also closed to prevent vehicles from entering A meeting with relevant parties would
be held next week to discuss the next
ly
^ P ? e \ s s u m ? c o u n c i l workers willpick
course of action.
,
up the rubbish but they do not reahse that
Separately, MPSJ will discuss the need to
make cleaning up of public spaces, around
the boundary of houses and shops, compul- ' " "If blithe funds collected from taxes are
used on waste management, there wall not
S
°This is following councillor Wan Hock
be enough money for development and
Leong's suggestion to compel the public to
infrastructure," she said.
takeresponsibility in cleaning spaces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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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r deposit for hall
rentals in Sepang from July
By GRACE CHEN
gracechen@thestar.com.my

SEPANG Municipal Council (MPSepang)
will raise the deposit for its multipurpose halls effective July, deputy president Muhammad Hafc*Shaan said.
The nublic will also have to start pay
ing M&OO daily rental fee for holding
events at Pentas Budaya Bandar Baru
Salak Tinggi (PBBBST)
g
Previously, it was free for public use.
Citing that deposit rates would be
raised by as much as RM200 in some
places Muhammad Hafiz said rental for
Kese halls W O uld remain unchanged,
with the exception of PBBBST
He said the council revised its decision
after upgrading the public halls.
An example was Dewan Taman
Gemilang in Dengkil, where the council
spent RM200,000 for refurbishments
"The increase in fees is to safeguard
against potential damages
"In the past, the council had to bear
the cos« of replacing door hinges broken sinks and chairs and repairs for
clogged sinks," said MuhammadHafiz.
As for imposing a rental fee for
PBBBST, he said this was part ot
MPSepang's efforts to revive the opene r auditorium as it had been neglected
lection issues and the appointment of
S
Waste Management Muhammad
Hafiz said contractors under KDEB
wnnlri have to use the main contractors
S 3 5 under a hire purchase scheme for
five years. KDEB will take over the colS o n of domestic rubbish in Sepang
S t a

S ! 2 a d Hafiz said the waste man-

Muhammad Hafiz says the increase
in rental fees is to safeguard against
potential damages.

X k s which was RM6.4mil less than
t h

o " g S S c a m p a i g n to promote
h v g i e £ S e r i e s , MPSepang's Health
and Environment Department will introduce chore rosters for restaurant^
Its director Kuzaini Hamidon said res
tairants would be required to dose to
clean their premises thrice daily - before
opemng after lunch and before
c «
Guidelines on how to clean up will be
printed out on sticker posters and pasted
on the walls of all eateries in Sepang.
Compulsory requirements include

cleaning toilets and the hand washing
" ' " W e w a m S ensure cleanliness in
Sepang eat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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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ting out paperwork
for Highland Towers
Redevelopment necessary to conserve land but several issues stand in its way
Stories byJAROD LIM
jarodlim(5)thestar.com.my

REDEVELOPMENT of the Highland
Towers site in Ampang that is abandoned since the 1993 landslide tragedy can be finalised only after several problems are solved.
Housing and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Zuraida Kamaruddin said
she did not have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s pertaining
to the incident and the area for the
authorities to proceed with the
redevelopment plan.
The third term Ampang MP said
she tried to solve the problem in the
past but could not do so due to such
problems.
"For example, I have found no
records of the loan borrower from
the bank and there are still several
legal cases regarding the compensation for the owners.
"Once the matter is resolved, the
state or Federal Government can
take over and develop the land,"
she said in an interview with
StarMetro.

Zuraida added that residents living in the vicinity of the Highland
Towers were concerned for their
safety as the place was now a nest
for robbers and drug addicts.
The Highland Towers area was
prime land, and was left abandoned
after one of its three blocks of condominium units collapsed on Dec
11,1993 in a major landslide that
claimed 48 lives.
The earth gave way after 10 days
of rainfall causing the landslide.
Residents of the two other blocks
were evacuated.
There were plans to repair the
two blocks in 1995, but checks
revealed that both structures were
unstable and that demolition was
the only option.
Zuraida said a committee comprising 10 government agencies
would study the redevelopment
plans, namely the Selangor govern-

The t w o remaining blocks of Highland Towers are a reminder of the tragedy that took place 25 years ago. — filepic

ment, Land and Mines Department,
Mineral and Geoscience
Department, Drainage and
Irrigation Department,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Amp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and the ministries of Finance, Economic Affairs,
Works, and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It has been tasked to identify relevant issues involving the redevelopment of the Highland Towers area
as well as decide on the direction
and strategies of the redevelopment.
In a statement, the Housing and

Local Government Ministry said the
redevelopment plan included housing project for the B40 group (the
bottom 40% of households with
monthly income RM3,900 and
below), recreational park, and tourists and sports centre.
The committee for the redevelopment of Highland Towers, chaired
by ministry secretary-general Datuk
Seri Mohammad Mantek, would
decide on the project that was most
suitable on the land.
It was also stated that the Mineral
and Geoscience Department found
the site as being high risk for land-

slide and that only low impact and
recre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could be carried out there.
In a press statement on June 26,
Zuraida urged residents living nearby the Highland Towers not to
worry as developing the area was
the way forward to conserve the
land.
"We learnt from previous incidents and the ministry will ensure
that the redevelopment of the site
will bring positivity," she said, adding that another committee will be
set up to monitor the development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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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na kaedah tambak tanah
SHAH ALAM – Kaedah tambak tanah dilaksanakan bagi memastikan api berjaya
dipadamkan sepenuhnya dalam operasi
pemadaman pembakaran terbuka di tapak
pelupusan sampah haram di Taman
Pinggiran Putra.
Timbalan Pengarah Jabatan Korporat
Dan Pengurusan Strategik Majlis
Perbandaran Subang Jaya (MPSJ), Azfarizal
Abdul Rashid menjelaskan, kaedah itu diputuskan dalam siri mesyuarat yang dilaksanakan pada 25 Jun lalu.
Menurutnya, bilik gerakan operasi ditutup pada 25 Jun dan pihak bomba memaklumkan proses pemadaman api dihentikan memandangkan tiada lagi
kebakaran berlaku.
“Bagaimanapun, tiga lokasi kecil dikesan masih menghasilkan haba dan perkara itu dibuktikan melalui mesin pengesan
haba yang digunakan Unit Pengurusan
Bencana Negeri Selangor.
“Bagi memastikan tiga lokasi dipadamkan sepenuhnya, kaedah tambakn tanah
dibuat pihak bomba,”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kepada Sinar Harian semalam.
Jelasnya lagi, pihak Institut Penyelidikan

dan Kemajuan Pertanian Malaysia (Mardi)
selaku pentadbir tanah akan meneruskan
operasi tambak tanah di lokasi terbabit
dengan bantuan MPSJ.
“Pihak Mardi juga memohon penglibatan bomba dalam membantu mengenal pasti lokasi yang disyaki masih
mempunyai bara manakala MPSJ akan
membuat halangan jalan di lokasi terpilih selepas kerja tambak tanah
selesai.
“Sebagai langkah penguatkuasaan,
pihak Mardi akan merangka satu pelan
tindakan kawalan di tapak bagi memastikan insiden sama tidak berulang,”
katanya.
Sebelum ini, MPSJ menerima aduan
mengenai aktiviti pembakaran terbuka di
tapak pelupusan sampah haram di Taman
Pinggiran Putra, Seri Kembangan pada 15
Jun lalu.
MPSJ menggerakkan usaha pemadaman kebakaran tapak sampah haram bersama agensi seperti Jabatan
Bomba dan Penyelamat Malaysia, Unit
Pengurusan Bencana Negeri Selangor,
Lebuhraya MEX, Tenaga Nasional Berhad
dan Mar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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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mah Terbuka MBSA, PKNS meriah

Amirudin diringi Ketua Pegawai Eksekutif PKNS, Datin Dr Noraida
Mohd Yusof (kiri) pada Majlis Raikan Lebaran 2018 PKNS, semalam.

SHAH ALAM - Hampir 5,000 tetamu
membabitkan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pelanggan serta orang
awam hadir memeriahkan Jamuan Raya
Majlis Bandaraya Shah Alam (MBSA)
yang diadakan di Dataran Kemerdekaan,
di sini, semalam.
Datuk Bandar Shah Alam, Datuk
Ahmad Zaharin Mohd Saad berkata,
tema jamuan hari raya MBSA pada kali
ini adalah bertemakan ‘go green’ serta
santai.
Beliau berkata, majlis yang bermula
jam 2 petang hingga 5 petang itu, turut
dihadiri hampir 5,000 tetamu termasuk
tetamu kenamaan.
“Kita sangat berbesar hati menteri
besar dapat hadir bersama termasuk
ahli-ahli parlimen, Adun serta para ‘stakeholders’ seperti rakan-rakan pemaju,
wakil panel klinik serta bank.

Amirudin (dua, kanan) dan Ahmad Zaharin (dua, kiri) menjamu
selera pada majlis Jamuan Raya MBSA, semalam

“Kehadiran orang awam walaupun
jumlahnya terhad tahun ini tapi masih
meriah, “ katanya ketika ditemui pemberita, semalam.
Selain itu, Ahmad Zaharin berkata,
tidak dilupakan juga kepada 30 orang
pelajar dari Pusat Tahfiz Subang Bestari
yang turut diraikan serta diberikan
sumbangan duit raya keseluruhanya berjumlah RM1, 500.
Pada majlis sama, tetamu yang hadir
turut dihiburkan dengan persembahan
daripada artis terkenal tanah air, Jamal
Abdillah serta beberapa persembahan
lain disediakan pihak MBSA.
Dalam perkembangan lain,
Perbadanan Kemajuan Negeri Selangor
(PKNS) turut mengadakan Majlis Raikan
Lebaran 2018 di Pusat Konvensyen Shah
Alam (SACC) yang bermula jam 11 pagi
hingga jam 3 petang, semalam.

Majlis itu turut diserikan dengan kehadiran lebih 3,000 tetamu termasuk
Amirudin, Menteri Hal Ehwal Ekonomi,
Mohamed Azmin Ali, Exco Selangor, ketua pegawai eksekutif anak syarikat
PKNS, juga wakil dari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Pengurus Komunikasi Korporat
PKNS, Ishak Hashim berkata, majlis yang
diadakan secara tradisi itu bertujuan meraikan dan mengukuhkan hubungan
silaturahim antara PKNS dengan rakan
perniagaan dari sektor pembangunan
hartanah, hospitaliti, pembinaan, alam
sekitar serta tenaga.
“Semoga penganjuran majlis seumpama ini dapat memberikan manfaat
kepada hubungan dua hala antara PKNS
dan rakan niaga dalam meneruskan
agenda pembangunan negeri Selangor,”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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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pusat integrasi Asean ke arah ekonomi kukuh
SHAH ALAM - Selangor yang
menyumbang 22.7 peratus
dalam Keluaran Dalam Negara
Kasar (KDNK) pada 2016 bukan sahaja dikenali melalui
kemakmuran dan kepelbagaian ekonominya, tetapi juga
oleh daya tahannya sebagai
sebuah negeri.
Pegawai Eksekutif Kanan
Kerajaan Negeri, Datuk Teng
Chang Khim berkata, lokasi
geografi Selangor yang strategik, logistik yang mantap dan
infrastruktur berteknologi serta kestabilan ekonomi membolehkan negeri ini didahulukan sebagai sebuah hab
penting untuk perniagaan domestik dan antarabangsa.
“Matlamat kami sekarang
adalah untuk menggandakan
usaha dalam meningkatkan
peranan negeri ini sebagai sebuah Hub Perdagangan Global
bagi memudahkan perhubungan perniagaan yang
beroperasi di negara-negara
seluruh dunia dari satu lokasi,
iaitu Selangor.

Kami
berhasrat
untuk menerajui
peluang
perniagaan
dan bidang
kerjasama yang
berpotensi."
- Chang Khim

“Dengan
Selang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ummit
2018, saya yakin matlamat tersebut dapat dicapai,” katanya
pada program Selang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ummit
2018 (SIBS 2018).
Kembali untuk edisi kedua
tahun ini, SIBS 2018 ditampilkan sebagai platform kukuh
bagi syarikat multinasional
tempatan dan asing, perusahaan kecil dan sederhana serta
usahawan untuk mempamerkan produk dan perkhidmatan
mereka.

Program ini juga adalah
tempat strategik untuk pemasaran, kolaborasi dan perkongsian, dan menyediakan
pendedahan serta maklumat
mengenai perkembangan teknologi terkini secara global.
“Melalui program ini, kami
berhasrat untuk menerajui peluang perniagaan dan bidang
kerjasama yang berpotensi
bukan sahaja di Selangor atau
Malaysia sebagai sebuah negara, tetapi juga untuk komuniti Asean,” katanya.
Program 10 hari tersebut

dibahagikan kepada 3 acara
utama iaitu Selangor
International Expo (6-9
September), Selangor ASEAN
Business Conference (6-7
September) dan Selangor
Smart City & Digital Economy
Convention
(13-15
September).
“Apabila kita berfikir tentang kepelbagaian dan daya
tahan, ini semua adalah ciri
utama Selangor yang kukuh
sebagai sebuah negeri, tetapi
apa yang menjadikan negeri
ini hebat adalah keupayaan
Selangor untuk tegak berdiri
sebaris dengan negara-negara
Asean yang lain.
SIBS 2018 ini boleh merealisasikannya dengan menjadi tuan rumah kepada
rangkaian pemain industri
dagangan yang besar yang
membolehkan kita berhubung
dengan negara-negara secara
global dan membawa perniagaan, baik domestik mahupun antarabangsa ke dalam
Asean,”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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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sat ternakan ayam
disyaki jadi punca
masalah berlarutan
MOHD IZZATUL IZUAN TAHIR

SUNGAI PANJANG

P

enduduk
Kampung
Rancangan Tanah Belia
(RTB) Satu, Sungai Panjang,
di sini, diulit resah ekoran kediaman
mereka dihurung puluhan ribu
lalat setiap hari.
Keadaan itu dipercayai berpunca aktiviti ladang ternakan
ayam yang beroperasi di penempatan penduduk sejak sebulan lalu.
Penduduk, Hisam Isrum, 32,
berkata, dianggarkan kira-kira 300
penduduk kawasan itu berdepan
masalah berkenaan.
“Perkara ini dah berlarutan
lama, meskipun ada agensi berkaitan datang memantau, namun tiada
penyelesaian diambil,” katanya.
Hisam berkata, kehadiran lalat
itu bukan sahaja merimaskan penduduk, malah mereka bimbang
mengancam kesihatan termasuk
kehidupan seharian.
Justeru, tegasnya, penduduk
kampung buntu memikirkan
masalah itu, selain merayu pemilik
ladang ayam menghentikan operasi sekiranya masalah itu gagal
ditangani semua pihak.
“Kita tak tahu sampai bila
masalah ini akan selesai dan sekiranya berlarutan, kita bimbang kesihatan penduduk terjejas akibat
ketidakpedulian perkara ini,” katanya.

Kediaman dihurungi lalat

Seorang lagi penduduk, Mohd
Nasriq Jalani, 28, berkata, kediamannya itu

Sebahagian
pelekat lalat
digunakan di
sebuah rumah
penduduk.

Ahmad Aﬁzi (tengah)
bersama penduduk
menunjukkan puluhan
pelekat lalat terpaksa dibeli
melibatkan kos perbelanjaan
tinggi pada setiap hari.

Lalat 'serang' kampung
menjadi sasaran dihurung lalat tanpa mengira waktu.
“Bayangkan, lalat ini menghurung makanan dan minuman
yang disediakan hampir setiap hari
sehingga kami menjadi tak selesa.
“Kami risau, makanan dan
minuman kami tercemar kerana dimasuki lalat yang membawa penyakit.
“Malah, penduduk juga hilang
selera makan akibat bau yang meloyakan tekak disebabkan pencemaran ini,” katanya.
Mohd Nasriq memberitahu, kedatangan Aidilﬁtri tahun ini juga
hambar

Perkara
ini dah
berlarutan lama,
meskipun ada agensi
berkaitan datang
memantau, namun
tiada penyelesaian
diambil." - Hisam
dan memberi kesan kepada tetamu
yang bertandang ke rumah.
“Kediaman saya terletak kira kira
160 meter dari ladang itu. Dah tentu
ia menjadi kawasan kerumunan
lalat.
“Saya difahamkan kawasan berhampiran kampung turut terjejas
termasuklah sekolah berasrama penuh di sini” katanya.
Penduduk, Ahmad Aﬁzi Panut,
28, berkata, penduduk terpaksa menanggung kos harian yang tinggi
berikutan masalah berkenaan.
“Sehari, saya terpaksa menggunakan 10 pelekat lalat yang bernilai RM5. Bayangkan, kalau sebulan
dah berapa pelekat yang terpaksa
kami belanjakan?
“Penduduk mohon pihak berwajib mengambil kira semua aspek
agar masalah ini ditangani segera,”
katanya.

kesempatan meluangkan masa
mendengar masalah yang dibangkitkan penduduk setempat
Beliau berkata, satu jawatankuasa penduduk di kampung itu akan
ditubuhkan bagi mengutarakan
masalah itu kepada agensi berkaitan.
“Kita akan mengadakan sesi
dialog dengan agensi kerajaan berkaitan dalam tempoh terdekat,” katanya.
Beliau berkata, masalah itu berpunca dari sikap pengusaha ternakan yang tidak berdisiplin dalam
menguruskan sistem penternakan
mengikut spesiﬁkasi ditetapkan.

“Kita dah melihat bahawa pihak
syarikat pada dasarnya telah mengikut segala syarat daripada agensi
kerajaan berkaitan.
“Apa yang berlaku menimbulkan rakyat tak selesa kerana memberi impak sosial kepada mereka
dan saya berkeyakinan ini disebabkan masalah disiplin pihak pengusaha sendiri dan jika ini dapat diselesaikan, keselesaan rakyat dapat
diberi keutamaan,” katanya.
Sinar Harian difahamkan, Majlis
Daerah Sabak Bernam (MDSB) akan
mengeluarkan kenyataan berhubung perkara itu dalam tempoh
terdekat.

Bawa isu kepada
pihak berwajib

Sementara itu, Ahli Parlimen
Sungai Besar, Muslimin Yahaya ber-

Mohd Nasriq menunjukkan pelekat lalat untuk memerangkap lalat di kampung i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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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ah sarap dibuang di tempat letak kenderaan berdekatan pintu masuk sekolah berkenaan.

Parkir sekolah jadi lokasi
longgok sampah haram
KUALA KUBU BHARU - Sikap tidak prihatin segelintir masyarakat menjadi punca
kawasan parkir di hadapan 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Ampang Pecah
dicemari sampah.
Seorang pekerja swasta, Mohd Hanif
Saadon, 35, berkata, keadaan yang kotor itu
mewujudkan suasana tidak
selesa dikalangan pelajar.
Menurutnya, sampah
sarap dilonggok begitu sa-

haja di atas jalan raya yang berturap.
“Saya berpandangan isu itu tidak sepatutnya berlaku kerana ia memberi imej
negatif kepada sekolah.
“ Sampah dibuang setiap hari di situ
seolah-olah tiada tindakan dari pihak bertanggungjawab.
“Lebih teruk apabila
longgokan sampah itu diselongkar oleh anjing liar
dan kera,”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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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ke Stadium Shah Alam
Oleh MOHD. YUNUS YAKKUB

LIGA SUPER

I

MPIAN penyokong pasukan Selangor
melihat skuad mereka beraksi semula di
Stadium Shah Alam dijangka diketahui
selewat-lewatnya awal bulan depan.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gambar kecil) berkata,
beliau optimis impian penyokong skuad Gergasi
Merah sejak dua tahun itu
mampu dicapai berbanding sebelum ini.
Katanya, beliau juga
telah berjumpa sebanyak
tiga kali dengan Presiden
Persatuan Bola Sepak
Selangor (FAS), Raja
Muda Selangor, Tengku Amir Shah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dan wakilnya sebelum ini bagi berbincang mengenainya.
"Saya rasa menjelang Julai, (akan) ada
pengumuman mengenai FAS, kerajaan negeri dan bola sepak kerana masih menunggu beberapa perkembangan.
"Sehubungan itu, saya amat optimis awal
Julai ini (pengumuman bermain di Stadium
Shah Alam), sekiranya tiada perkara yang
besar berlaku," katanya selepas majlis rumah

KEDUDU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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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4
PERAK
9
KEDAH
9
PAHANG
8
T'GANU FCI
8
PKNS FC
6
SELANGOR
5
KUALA LUMPU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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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EMBILAN
3
KELANTAN
3

STATUS Stadium Shah Alam sama ada akan menjadi gelanggang rasmi buat Selangor akan diumumkan
selewat-lewatnya awal bulan depan.

terbuka Hari Raya Aidiliitri Perbadanan Kemajuan Negeri Selangor (PKNS) semalam.
Amirudin turut tidak menolak kemungkinan Stadium Shah Alam akan digunakan
sebagai gelanggang rasmi kepada wakil dua
pasukan negeri itu dalam saingan Liga Super iaitu Selangor dan PKNS FC.
Jelas beliau, bagaimanapun kebenaran
tersebut hanya bergantung pada keadaan

dan kualiti di stadium berkenaan.
"Tiada masalah sebab sebelum ini Selangor dan PKNS FC bermain di lokasi
sama.
"Cuma, saya sedang memastikan agar
padang itu dapat digunakan. Kalau banyak
sangat pasukan dalam satu tempat mungkin
akan memberikan kesan kepada keadaan
dan kualiti padang,"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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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子民是幸福的

；州大臣人选出炉，阿米鲁丁 “不
负众望”，从上京做部长的阿兹
敏阿里手上，接过大臣棒子。
在那之前，新任大臣的身分就像不
能说的秘密，只有让人猜的份，不知
道玩神秘的价值何在？
反正丑妇也终须见家翁，而她的家
翁，实际上就是全体奮州子民，难不
成还要看谁的脸色？
阿米鲁丁是阿兹敏阿里大力推荐的人选，最后
获得苏丹谕准，服务全雪州的人民。
事后，那个也是在名单中人选之一的依约区州
议员依德利斯替自己喊冤，又吵又闹，最后王宫
发表文告堵著其嘴巴，事情才暂且告一段落。
看起来，雪州大臣这个位子，总是会引起许多
不必要的风波，即使在过去的民联，现在的希
盟，也不例外。
很多人都以为贪权是国阵时代的作风，孰不
知，民联时代一个加影行动，让人民看尽了权力
可以腐化人心的一面。
然而，雪州在阿兹敏阿里带领下继续创下亮眼
的成绩，这或许可让雪州子民对公正党的霸权争
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在阿兹敏阿里卸任之际，新
大臣人选迟迟未出炉，难免会再次挑起人民不
满。
虽然，此风波已随著阿米鲁丁上任而结束，但
以后的日子是否顺风顺水，还言之过早，当中是
否还有另一股势力暗流汹涌，且拭目以待。
无论如何，相比过了一个多月都还难产的中央
内阁，雪州大臣人选风波也算不了什么，雪州子
民，还是比全国人民幸福的。

Page 1 of 1

28 Jun 2018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Page: C8 • Printed Size: 308.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6,075.00
PR value: MYR 18,225.00 • Item ID: MY0032995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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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m-

出席者把握机会与阿米鲁丁中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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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縣市議員課題

大臣=料下週解決
(莎阿南27日讯）雪州大臣阿
米鲁丁说，雪州县市议员的课题
预料将在下周解决。
“我们预算名单有会出现少许
延迟，但最迟也会在本月30曰届
满后的一周解决。”

已呈名單
阿米鲁丁今午出席PKNS门户开
放活动后说，名单如今已呈上，
只是有些资料必须给于完善化。
针对非政府组织的市议员出现
在政党配额的固打引起不满，他
则说，来自非政府组织的市议
员，都是由政党所推荐的。
他强调，纵然是由政党推荐，
但相关市议员依旧是非政府组织
的代表。

询及有指只有公正党对市议员
课题有意见，他指不知情，因为
有关事务是由雪州行政议员黄思
汉负责处理。
“据知，我们有直到本月30曰
的时间可以处理相关事务，否则
就延长一周。”
他指出，目前，除了名单，也
有政党针对配额提出意见，这些
都必须解决。
阿米鲁丁说，政党推荐非政府
组织代表出任市议员依然生效，
如果有修改或有更好的委任建
议，都会在州行政会议内讨论。
另一方面，针对雪州行政议员
管辖的事务，他重申，雪州行政
议员管辖的事务没有重大改变，
只是小量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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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南沙里桥出现至少2条裂痕。•阿南沙里桥的另一条裂痕。

•桥边的石墩多处出现裂痕。

•届民怕怕
1从流古路进人阿
南沙里时必经的阿
南沙里桥，交通流
量高。

(万宜2 7日讯）从加影流古路
(Jalan Reko )进入阿南沙里（Alam
Sari)住宅区必经的阿南沙里路
(Jalan Alam Sari )近来出现至少两
道裂痕，居民担心这条主要道路结抅不
稳，要求市议会立即检查其结抅。
阿南沙里路也是一条高架桥，桥底是火车
轨道，当地一名居民透过面子书向市议员投
报，指这条桥出现裂痕，要求市议会采取抢
修行动。

大裂縫手也能伸入
记者昨早根据居民投报到现场了解情况，
发现整条桥出现至少两道裂缝，裂缝从桥边
石墩开始，一直延伸到反方向车道，而桥边
石墩则有多处出现裂缝，部分裂缝大到一只
手也能伸入。
据观察，其中两个出现裂缝的桥边石墩，
裂缝处塞著一个类似海绵的物体；路面也有
明显裂缝。
行动党加影市议员邱钦瀚说，市议会工程
组曾到现场检查，但暂时没有取得相关报
口1旬及有关道路结构是否仍安全使用时，他
说，市议会工程组指顾问认为目前情况还安
全，等待当局允许对有关道路与石墩进行检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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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魯丁與逾5000人慶開齋節

Page 1 of 1

而口合今年度的开斋节，
莎阿南市政厅继续普
天同庆，并邀请雪州大臣
阿米鲁丁与逾5000人一同
于周三（27日）在莎阿南
独立广场同欢共庆。
莎阿南市长拿督阿都查
哈林说，为响应环保，莎
阿南市政厅已决定把今年
的活动都融人绿色元素，
同时配合开斋节，市政
厅也颁发了青包给30名孤
儿，每人50令吉。
出席者包括雪州大臣阿
米鲁丁、莎阿南市议员卡
立沙末等。
图为阿米鲁丁（右）在
阿都查哈林（左）陪同
下，准备离开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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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地方政府下月起統一繳費系統

SELANGOR
PARKING
(莎阿南27日讯）从7月1日
开始，驾车人士可使用“Smart
Selangor parking" ( ssp)
手机应用程序，就缴付5个地
方政府的泊车费和罚单罚款。
这5个地方政府分别是莎阿南市
政厅、安邦再也市议会、雪邦市议
会、加影市议会和士拉央市议会。
精明雪仲丨传递单位（S m a r t
Selangor Delivery Unit)董事经
理法米卡说，车主只是需要下载该
手机应用程序，便可缴付5个地方政
府泊车费和罚单罚款。
他说，对于驾车人士而言，这也是在使用固本和缴
付机以外的另一个方便的选择。
他指出，至于驾车人士之前所使用的缴付泊车费的
Flexi parking手机应用程序内所剩下的款项，将自
动转移到新手机应用程序。

•从7月1日开始，驾车人士下载缴付泊车费
手机应用程序后，就可使用同一系统在5个
地方政府地区缴付泊车费。
他今午在莎阿南一间酒店举报推介礼后说，
驾车人士可通过银行转账增值，唯需付1令吉转
账费，或是通过e-wallet boost�
对于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有些不认同的声音传
出，及之前已在两个地点试跑的八打灵再也市
政厅为何没有被纳入名单时，法米卡说，这5个
地方政府只是首期名单。

駕車人士反應積極
“在双威广场和PJU5哥打白沙罗的试跑，是
从5月1曰至6月30曰，我们会在试跑结束后，与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再洽商，在此试跑活动中，
涉及1522个泊车位。”
其他出席者有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安邦再也市议
会主席拿到阿都哈密、精明雪州传递单位项目经理荅
利沙、雪邦市议会副主席莫哈末哈菲等。
法米卡说，灵市驾车人士的反应也相当积极，总
共有9226个下载量，每天平均是151个，转账的则有
9973次，每天平均是16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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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哈末哈菲（左起）、阿都哈密、黄思汉、法米卡和荅利沙等，推介“Smart Selangor
parking"系统。
邦再也市议会主席拿督阿都哈密

安说，市议会只是在所收取的泊车

费中，缴付不超过io%给精明雪州传递
单位作为佣金。
他指出，随著安邦再也使用缴付泊车
费手机应用程序后，所收取的泊车费也
增加，从今年1月至6月，通过手机应用
程序缴付泊车费就已达到35万9594令吉
3仙。
“我相信当驾车人士可用同一个手
机应用程序缴付5个地方政府的泊车费
后，将会吸引更多驾车人士使用，因为
它非常方便。”

黃思漢：料明年推廣至12地方政府
州行政议员黄思汉说，

雪 随著T月份共有5个地政

府使用统一的缴付泊车费系
统，他相信在今年尾或明年
就可推广到12个地方政府。
黄思汉说，雪州各地方政
府使用统一的手机缴付泊车
费系统，是值得被鼓励和推
广。
他说，驾车人士只是需要

下载一个手机应用程序，就
可在各地方政府的缴付泊车
费，是相当方便。
“雪州是精明州，也应增
加更多精明服务，随著地方
政府开始使用缴付泊车费手
机应用程序，缴付泊车费的
人数增加了，可见它非常方
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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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密、去米卡和荅利沙。
•黄思
右(2 主)⑷推介礼，左起是阿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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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拯队向欧阳捍华讲解灭
火的工作。

pi

歐陽捍華促MARDI

(沙登27曰讯）
史里肯邦安州议员
欧阳捍华促请马来
西亚农业发展研究
中心（MARDI)照
顾好其土地，以免成为不负责任人士丢弃
垃圾之处。
他今日前往位于滨吉兰布特拉花园
(Taman Pinggiran Putra)和隆布大道之
间的非法垃圾场之处，慰问多曰来驻守在
当地的沙登消拯队。
他感谢消拯人员在开斋节时期，还每天
驻守在该非法垃圾场进行灭火的工作。
他说，梳邦再也市议会将致函给农业
部，要求该部和马来西亚农业发展研究中
心关注其土地问题，避免类似问题重演。
他指出，一般私人土地，若涉及成为非
法垃圾场和垃圾场火灾，当局除了将发出
罚单，也将会启动充公土地的程序。
他说，但由于这涉及火灾的非法垃圾场
是属于政府机构的土地，地方政府则会要
求有关机构负起责任。
“市议会将致函要求马来西亚农业发展
研究中心，承担有关灭火的费用，但我不
确定涉及的费用是多少。”
欧阳捍华说，市议会也将会要求马来西
亚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围起该地段，避免再
有人可以进出该地段，以及清理地段上的
垃圾，执行身为地主的责任。

顧好土地免成垃圾場

mmm
漏

献：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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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論
；.'-：一；‘
t'i

•经过多日的灭火行动，垃圾场的火势 已被扑灭

翼居民能成耳目
他说，市议会和沙登消拯局等将会继续
监督，避免非法丢垃圾的活动又死灰复
燃。
…他指出，当大量垃圾堆积时，底层就会
产生许多易燃的气体，在天气或人为因素
下，造成火灾的发生。
他说，非法垃圾场的火灾，由于地下

火，消拯人员除了在灭火行动时非常困
难，也要耗时相当久的时间。
他也希望居民能成为耳目，一旦发现有
人倒垃圾时，或者是公开焚烧垃圾时，都
应该向当局投报。

沙登有3非法垃圾場
�>f�登消拯局副指挥官沙哈鲁丁说，在沙登

消拯局管辖的史里肯邦安和斯里沙登州
选区，共有3个非法垃圾场。
他受访时说，其中一个是位于马来西亚农
业发展研究中心范围内，一个是位于沙登岭
第5区，还有一个则是位于滨If兰布特拉花园
旁边。
他说，随著目前这非法垃圾场的火势已扑
灭，消拯队周三正式收队。
他说，他们本月15日开始进行灭火的工
作，从15曰至22日都是使用水源进行灭火。
他指出，从22日开始迄今，由于已没火势
出现，只剩下烟从地下冒出，他们也采用土
埋的方式o
”“我们。M用神手挖掘焚烧过的地点，再倒
上泥土，阻断空气的进入，以免地下火再度
死灰复燃。”

r

：

他说
当非法垃圾场发生火灾时，因为火
势已转入地下火，让他们很难扑灭火势。
“在非法垃圾场发生火灾的问题上，我们
至少需要一至两个星期的时间处理，去年斋
戒月期间，我们当时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扑
灭沙登岭第五区非法垃圾场的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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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夺

彭亨

和雪兰莪

吉打

胜雪兰莪发展机构

咋曰成績（27曰)
登嘉楼胜森美兰

3比2

吉隆坡和霹雳经济发展局

1比1

馬來西亞首要足球_震

下一輪：7月中

前曰成績（26曰)

女子组方面，以去年
初赛冠军（马来西亚多
尼克）组成的pj友联红
队，在国手何盈、郑爱
欣、可人、官艺璇、廖
溢汶再加上房翊讲，先
在内战6比1拿下PJ友联
蓝队，接著5比2挫退去
年总决赛冠军 Star E l i t e
及 7 比 0 轻取 Unique T T C 。
S t a r
E l i t e 及

胜

W o o d w o r l d's Angels 2

1负尾随。

4匕
1匕
匕匕

Dragon,

携手贺正留、陈毅德、
陈振辉和黄祺燊等人，
形成为超级战队；23日5
比2胜Mr Woodworld及7
比 0 轻取 E m e r a l d C a p i t a l
后，翌日再以6比1挫
Table Tennis Shop及7比
0轻取布城青年队，以及

马六甲负柔佛达鲁塔克欣

4比3险胜
标热门
PJ友联A队。
由全国冠军梁志锋挂
帅的PJ友联A队，以及
Boon Boon Electric首
周战绩为4胜1负；去年
总决赛冠军金马则是3胜
1负。

\
J
1C

WoodworId‘s

胜吉兰丹

T

2熱門隊

In In In In

前曰成績（26曰)
霹雳

o o
_
^

馬來西亞_繊足球_籠

馬乒乓聯賽開打
(吉隆坡2 T 日讯）
20 18年马来西亚兵兵联
赛上周末拉开战幔，
Woodworld's Dragon男队
及女子组的八打灵再也
(PJ)友联红队，分别
在首周比赛不败。
总奖金10万令吉的赛
会，吸引了 9支男队及
6支女队参战；去年首
阶段（初赛）冠军巴生
友联缺席本届赛会，该
队主力如沙克林、陈冠
华及蔡健明本届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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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印裔球会

负联邦土地复兴局

1比2

砂拉越

胜沙巴

3比2

咋曰成績（27曰)
土地发展局联和柔佛达鲁塔克欣二队2比2
玛拉工艺大学负登嘉楼二队

2比3

比赛是在The Starling 的国家队训练中
心举行，下一轮的比赛订于7月14曰和15曰
上演；总决赛订于9月8日及9日举行。赛制
方面，每场5单2双组成，每位球员最多可
出战1单1双；采用5局3胜制，决胜局先拿5
分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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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邦再也市議會常月會議

梳邦再也市會管轄區

(梳邦再也27日讯）梳邦再也市议会管辖区内
数地点的骨痛热症热点，从去年尾6个增至13个，
且主要发生在高层楼建筑物。

梳邦再也市议会主席诺莱妮指出，该些
地点的管理单位在卫生方面欠缺管理，加
上市民没好好处理垃圾和卫生，进而成为
黑斑蚊滋生温床，导致热点区增加。
她今日出席梳邦再也市议会常月会议后
召开新闻发布会时指出，市议会联合雪州
卫生局就此现象，到新热点区取缔，并开

莱妮指出，梳邦再也市议
®员范福良建议修改地方政
府法令，强制性让业主负责门
前地段的卫生，主要是让业主
照顾院前地段的卫生，因市议
会的收入都得花在收拾垃圾，
导致不够资金用来进行发展用
途。
她指出，梳邦再也区的卫生

Page 1 of 1

罚单给被发现有黑斑蚊孑孓的单位业主。

違法業主將接罰單
诺莱妮说，市议会区内的骨痛热症和热
点区在去年尾本已减少，却在这个月再增
加，当局会采取即刻行动，尽量将黑斑蚊

温床都消灭。
她指出，高层楼建筑物的黑斑蚊温床大
多数是在地下室，主要因为排水系统不
好，有很多积水，变成让黑斑蚊繁衍的合
适环境。
她说，除了人为因素，最近天气反覆无
常也是造成黑斑蚊滋生的主因之一f市议
会近期内将一些公共场合的垃圾桶换成不
积水的类型，减少积水地方。
她指出，至于在私人地区被发现有黑斑
蚊，业主会被罚款500令吉，且每个黑斑虫文
繁衍的地方都会被罚款。

范福良建議修改法令

強制業主負責門前衛生
也没有很糟糕，可是市议会希
望能够提升人民的卫生意识。
她坦言，市议会用尽所有的

办法，包括宣传、教育、大扫
除等等，却无法改善人民胡乱
处理垃圾的态度，因此才建议

修改地方政府法令。
她也就两周前在史里肯邦安
发生的非法焚烧垃圾一事做出
跟进报告说，火势已完全被扑
灭，现场仅仍在冒烟，灭火行
动也宣布结束。
她指出，市议会将在近期内
召开会议，商讨有关土地的善
后及日后的用途。

28 Jun 2018
Guang Ming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Supplement • Page: B8 • Printed Size: 265.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3,991.00
PR value: MYR 11,973.00 • Item ID: MY0032997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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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州新任大臣人選羅生門
州大臣人选风波平息不久，却

的自由裁量权。

轮到雪州大臣人选出现罗生

旺阿兹莎和阿兹敏双双否认依德利
斯的说法，旺阿兹莎说阿米鲁丁本来
就是推荐名单中的其中一人，阿兹敏
则坚持阿米鲁丁出任大臣是遵循希盟
的协商精神。

事关原任雪州大臣阿兹敏被
召至联邦内阁当经济事务部
长，造成雪州大臣职位悬空。
报导说，希盟向雪州苏丹
提呈了3名新大臣人选，分

：/

希盟成员党不应保持缄默

别是依德利斯、沙哈鲁丁

从各方的说词可以确定，一共有两

和阿米鲁丁，苏丹最后

封呈给雪州苏丹的信函，这点王宫并
没有否认，第一封由希盟4党领袖一

选择了阿米鲁丁出任大
臣。
但依德利斯坚称，自己

才是原先获得希盟4个成
员党一致推荐的唯一大臣人
选，阿米鲁丁只获阿兹敏的支
持。他也报警指因为有人在社媒散播
谣言排诱他，害他当不成大臣。
他出示希盟提交给雪州王宫推荐他
当大臣的信函，里边有公正党主席旺
阿兹莎、行动党雪州主席潘俭伟、诚
信党雪州主席依兹汉和土团党雪州主
席阿都拉昔的签名。
他说，阿米鲁丁和沙哈鲁丁的名字
是后来应雪州苏丹要求，要希盟提供
3名人选才补上去的。
雪州王宫驳斥依德利斯的说法，指
殿下是在6月7日接获旺阿兹莎提呈3

致推荐依德利斯，第二封内有3个大
臣人选，由旺阿兹莎提交。也就是
说，后来的第二封信取代了第一封，
苏丹根据第二封信遴选了阿米鲁丁出
任大臣。
关键在，旺阿兹莎在提呈第二封信
之前，有没有先知会或取得希盟另3
个党领袖的同意呢？如果没有，阿兹
敏就不能说有遵循希盟的协商精神
了。
还有个问题是，苏丹为何不接受第
一封信即希盟4党领袖所推荐的依德
利斯？第二封信有没有希盟所有4党
的签名，或只是旺阿兹莎一人的签
名7那就要问当事人了。
再来就是，苏丹为何不接受希盟4
党共同推荐的佑德利斯，却从旺阿兹

名大臣候选人名字的信函，请求殿下

莎后来提呈的名单中遴选阿米鲁丁？

召见所属意的人选宣誓出任；旺阿兹

苏丹有没有向希盟其他3党领袖确

莎也在信里间接取消了早前由雪州希

认，阿米鲁丁获得大多数州议员的支

盟领袖写给殿下旳信函。
王宫说，殿下在经过深思熟虑，并

持？
依德利斯被割爱，突然在社媒流传

听取阿兹敏的意见后，决定遴选阿米

有关他的恶意谣言是因还是果？或是

鲁丁出任雪州第14任州务大臣。

另有原因？希望希盟另3个成员党不

王宫也强调根据1959年雪州政府
法令51及53条文，苏丹有遴选大臣

要保持缄默，好像事不关己。

28 Jun 2018
Guang Ming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Supplement • Page: B7 • Printed Size: 366.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5,512.00
PR value: MYR 16,536.00 • Item ID: MY0032997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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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24小時餐館下月起
1a m

至 打烊清潔
3am

(八打灵再也27日讯）为
了确保环境卫生，所有营业
小时的餐馆，灵市市政厅

24

规定从7月1日起每天凌晨1时
至3时打烊，以进行为时2小
时的清洁工作;若发现不遵
循有关规定，将会被勒令关
闭餐馆。

不过，他指出，基于市政厅官员难以监督
餐馆是否有打扫，因此议决把清洁时间一律
设定为每天午夜1时至3时。

阿兹兹今天在出席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月常
会议后，向记者这么表示。
他发出警告，如果被发现不遵守有关规

他认为，就算世界杯球赛结束后，还有其
他深夜播出的球赛，因此业者仍须根据这个
时间清洁，并自行调整营运方式。（TSI )

4
Il__ipl�

“这些餐馆也受促不可关闭一边的区域，
另一边同时营业，这都是不被允许的。”

小

关闭。

须置告示牌通知食客

定，那么触犯的餐馆将会被勒令关闭。
此外，询及目前正值球迷深夜在嘛嘛档追
看世界杯足球赛的风潮，有关规定可能会引
起反弹时，阿兹兹则说，有业者早前提出轮
流关闭店面区域来清洁，或是由他们决定打
扫的时间。

一
藝

灵市市长拿督阿兹兹披露，这些24小时营
业餐馆的业者或员工，必须置放告示牌或通
告来通知食客清洁时间。
他强调，这些餐馆必须在有关时间内，暂
停关闭及营运。

没遵守指示打扫，将会被勒令
•阿兹兹：若发现2 时餐馆

•为了确保环境卫生，灵市市政厅规定从7月1日起，餐馆每天凌晨1时至3
时打烊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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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27曰
讯）雪州新县市议
员名单最早会在下
周才公布，倘若名
单来不及于7月1日
出炉，就可能得延
迟多1周时间来做
最后整理。
雪州大臣阿米鲁
丁证实，希盟各党
已将名单呈上，不
过现在还有1、2个
小点还在调整中，
会尽速解决。
有鉴于此，他指
出，雪州新县市议
员名单最早会在下
周公布，以便县市
议员能尽快各就各
位，择B宣誓就
职0 °
阿米鲁丁今天出
席雪州发展机构
(PKNS )开斋节
开放门户活动后对
记者说，这件事情
由掌管雪州地方政
府的行政议员黄思

大臣允速解決

雪市議員名單下週公佈
汉负责，其手上没
有最新资料。
他透露，各政党
商讨的不仅是候选
人名单罢了，还有
各党配额的增减等
问题，因此比较耗
时。
询及有些人对
“非政府组织”名
额归纳由政党推荐
事而感到不满，
阿米鲁丁回答说，
虽然这些人由政党
所推荐，可是他们
终究来自非政府组
织，并无不妥。
"依目前情况看
来，获委的县市议
，员作业、配合度
及效率等，还是极
好的。若有反对声
音，蕾州行政议会

•新大臣阿米鲁丁（前中）在雪州发
展机构的开斋节开放门户活动上，与
出席者合影，后左二为雪州行政议员
拿督邓章钦。
将讨论这部分的遴
选程序，之后再决
定修改与否。”
此外，针对雪州
行政议员罗兹雅负

责掌管的部门是否
已有定案，阿米鲁
丁说，讨论仍在进
行中，还差一点点
而已。（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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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消息全传遍所有大大小小的手机组群。
公司之魑魅魍魉？一键按下，虚虚实实的小
一手遮遮掩掩。何况是已经流传天下的一马
国里，任何的信息，再也不能一如既往地被
坐在前排的国阵领袖全忽视，身在网络的工

纷纷怪罪纳吉一人
西g
：输？事后种种剖析，版本不一，

么，都改变不了人民（固有）的看法。”

之处。
逐一检视，读者当可看穿，种种的沉
痫宿疾，何止是一匹布长：立法的短视、
政策的设计、行政的条例、司法的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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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有得钟者。欲负而走，则钟大不可
负；以椎毁之，钟况然有音。恐人闻之而
夺己也，遽掩其耳。恶人闻之，可也；恶
己自闻之，悖矣。”

执法的偏差，都在这里，也在这里。犹糟

道理浅显，纳吉要是刻意不知，也就

各有说辞。雪州政府智库达鲁益山研究中

职守，得过且过，而是丑闻这一潭浊水，

的是，尽管大时代变了，领导的视角，仍

算了；凯里既是毕业自百年名牌的牛津大

心选后的报告则言，希盟之得以入主布

脏了河流的上游；浊水顺势而下，到了下

然停留在上个世纪。

学，岂可视若无睹拖棚之歹戏，继续相信

城，并非旗下领袖的个人魅力，而是人民

游，结果，一河全污浊了。凯里感慨：我

对纳吉的非常憎恨，促成选票的逆转。
当中，华裔对纳吉的跋扈，已经忍无

们来不及过滤，只能坐视污水满河。
思虑这些，受询一旦当选党主席的百

觉察民心18•度的转圜。恰恰相反，经年

可忍。因为这样，半岛国阵两大华基成员

天新政里有何计划，凯里承诺，他要确保

累月环滁的阿谀奉承之下，他们以为，选

愿检讨，只是自圆其说，一味责难过去，

党的马华与民政党，为之蒙受重创。江山

国阵做好在野党，传达人民的心声；重振

民可以继续被操控。

加罪前任，虽然可以疾速找到适当的下楼

遽然变色之后，两岸的盟党乃至排队退

巫统、马华和国大党，尝试从挫败之中重

出，原本还有79席的国阵，最终仅剩下

新B起。

对凯里而言，此事不是因为部长疏于

如此这般墨守成规，国阵难免受困在
泥沼之中。纵然这样，朝廷当初始终没有

坐在前排的国阵领袖一再忽视，身在
网络的王国里，任何的信息，再也不能一

天下太平的一面；然后，这才怪罪前首相
乃是亡朝之祸首？
党之可贵，在于自省。不能反思，不

台阶，但是，到了底楼，前路最终还是茫
茫，不知去向。

敌对阵营的研究发现，党内同志的凯

如既往地被一手遮遮掩掩。何况是已经流

凯里是聪明人，要是明白想要执政这

里发言，似乎不乏可信的凭借；可是，大

传天下的一马公司之魑魅魍魉？一键按

个国家，不能任由独大的巫统一党说了

认同这点论述：巫统落败第14届大选

家想必也同意，国阵和巫统的兵败如山

下，虚虚实实的小道消息全传遍所有大大

算，而是遵照权力共享的大原则，多元而

中，系为最高领导层的丑闻所累。尽管巫

倒，自然也不是单一的因素造成的。身为
领军的一哥，纳吉固有一定的责任，此

小小的手机组群。
这个画面，像极了《吕氏春秋•自知》

开放地共思大未来。认同这里，何以还要

青团连同女青团全力以赴，积极说服选
民，可是，凯里坦承：“不管我们做什

外，整个体制的运作，其实也有不少罅漏

所嘲讽的掩耳盗铃之流：“范氏之亡也，

告大作文章？#

57个席位。
巫统党主席候选人之一凯里，显然也

张开大口一再咬着财政部长发出的中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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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可安全食用

6部成立特委会探讨

严查进口罐头沙丁鱼

拟模式打破白米垄断

随着大马检疫及检验服务

总监拿督慕达律丁的陪同下，

沙丁鱼发现含有海兽胃线虫症

发布这项消息。

的寄生虫，农业及农基木工业

两种从中国进口的罐头沙

部已立即指示该局加紧在我国

丁鱼品牌，于4月20日W为发

57个义口，严查所有进口品牌

现罐头内含有海兽胃线虫，而

的罐头沙丁鱼。

被卫生部指示全部产品必须下

沙拉胡丁说，小 仅是来自
i

在北海货运码头电扣押从中国

严查其他国家进口的罐头沙丁

进口含虫的罐头沙丁鱼。

内阁特别委员会将由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委员会将于下月17日召开会议，探讨垄断的课题，包

主持，涉及的其他5个部门包括农业及农基工业部、

鱼，确保进口的食品可安全食

括国家稻米公司（Bernas)垄断进口的课题。

交通部、财政部、国际贸易与工业部及卫生部。

用。

a ^6个部门的部长将会在7月17

架及撤回后，检疫局上月14日

中国的罐头沙丁鱼，当局也要

(布城27日讯）内阁同意由6个部门成立的内阁特别

农业及农基工业部长沙拉胡丁说，探讨垄断课题的

后，在大马检疫及检验服务局

局上月巾旬从巾国进口的罐头

这两个货柜装从巾国进口

M

的RANESA品牌番 汁罐头沙

他提醒进口沙丁鱼须获得

丁鱼，重达3万6720公斤，价

准证，进口商也须遵守沙丁鱼

值19万9797令吉24仙，官员

大马食品的安全食条规。

在检验后发现内含有杂质，即

他今午主持内阁汇报会议

海兽胃线虫。

出席会议，以便拟定一个打

不过关货柜退回中国

破垄断的模式，提呈内阁讨论。”
他今午主持部门内阁汇报会后，向媒体
指出，鉴定了这个模式后，政府就可以打
破白米的垄断。
沙拉胡丁早前曾指川，稻米公司垄断课
题结束后，将为大马建立4个更加开放的
白米市场供应模式，相关公司和业者将有
健康的竞争丨：丨

拟机制保障农渔民
沙拉胡丁承诺会拟定一项机制，以协助
在天灾或旱灾农作物或渔产面重创的农民
及渔民。

沙拉胡丁不排除，有关起

卫生总监拿督诺希山医生

获含有海兽胃线虫罐头沙丁鱼

于4月20日已证实抽验来自中

与早前发现含虫的罐头沙丁鱼

国的各品牌沙丁鱼fe头后’发

是相同的品牌，只是在运入我

现两个牌子的沙丁鱼罐头内含

同时更换品牌的名字。

有杂质，即海兽胃线虫。

“这2个检验不过关货柜的

分析显示，有关的茄汁沙

所有罐头沙丁鱼将会仝退回给

丁鱼罐头为由福建永发公司生

中国，至于有义品牌的罐头沙

产的TL

丁鱼是否已进人市场，将由卫

益食品公司生产的TLC，两者

生部进行严查。”

巳抵触1983年食品法令。

的机制，以保障农民或渔民面对风险的利
益0

海兽胃线虫又名异尖线
虫，是属于线虫的一种寄生

网传内阁名单正确

“现在完整的内阁名单再次盛传，我只

及由东山东

书到用时

虫，通体白色，一端略显暗

针对盛传的内阁完整名单是否屈实，沙
正确的。

，

海兽胃线虫属寄生虫

他说，部门的特別工作队将会探讨最好

拉胡丁回应，之前网上盛传的内阁名单是

Tan Lung

沙拉胡丁在慕达律丁陪同下，指示检疫及检验服务局严查进口的罐头沙丁鱼。
能够说，同家王宫巳发表文告，第二批部长

受委的正、副部长巳准备好出席宣誓典

和副部tc：将在下周一（7月2日）宣誓，而

礼。”

沉，其生命的循环透过鱼类和

有幼虫、未经煮熟的鱼肉，可

海洋中的喷|L动物来完成。

使用餐者受到感染，而患者则

虽然不能利用人类发育成
熟而完成生命周期，但误食含

会出现剧烈的腹痛或过敏等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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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O L D E N C E N T R A L

"flexi parking”可同步使用

是于5月1日开始至本月30日，在
双威广场及哥打白沙罗PJU5区试行
这项系统。

鼓励用户转用新系统
5家地方政府现有的“ llexi
parking
“手机应用程式用户，现阶段

为精明停车系统，以便可在多地区共

是否继续扩大服务区域及全面落实，

可同步使用旧系统或直接更新为精

用统一系统。

会在试行结束后进一步与当fei面
洽。”

明停车系统，余额自动转移往新系

下月起统一系统

灵市用户反应佳
“当地共有1522个路边停车位，

步使用旧系统，但鼓励用户直接更新

统。
法米说，该公R]目前暂让用户同

询及八打灵再也市政厅0前正在
测试，为何没有同步推介，是否内部

“小 过，试用期间，灵市用户反

有反对声，莫哈末法米说，该市政厅

应热烈，0前共有9226人下载，相

i

等于每天有151人下载；至今使用交

(莎阿南27日讯）从7月1日起，雪兰莪州5个地方政府辖

上述5个地方政府分别是莎阿南市政厅、安邦再也市议

区内的路边停车位停车系统手机应用程式，全交由雪州大臣

会、雪邦市议会、加影市议会及士拉央市议会；早前当局是

办公室独资子公司SSDU革新有限公司，以“雪州精明停车”

通过“flexi parking"手机应用程式，为用户提供单一地方政

(SSP)概念统一执行，更方便不同地区的民众使用。

府的付停车费服务。

•=!=' 州大约有2万个路边停车

位，之前，因各地方政府
有本身的系统，车主购买停车同本
或用电子停车付费系统付费时，得
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地方政府的要
求加额及下载程式，非常麻烦。
SSDU革新有限公司董事经理法

短讯方式缴停车费

雪州5区落实精明停车

易记录达9973次，平均每天有164
次交易。”

雪州精明停车系统手机应
用程式可支援“ Android
“或
“Apple“机型，手机用户可通

过短讯方式，为本身的轿车支
付停车费。
法米说，精明停车系统的
电子钱包金额可通过数家银行
的网上服务加额，该公司没有
收取任何加额费，反倒是银行
针对每次加额征收约1令吉行
政费。

方便查看支付罚单
“用户也可选用短讯方
式，输人地方政府区域及车
牌，转送至011-1032 3278支
付停车费。另可通过该系统查

米今日出席推介仪式后在记者会声

看或支付罚单，非常方便使
用。”

称，该公司率先在以上5个地方政
府的辖区展开这项精明停车概念，
并将尽快展开第二期的推介。

“雪州精明停车"系统首阶段在5个地方政府落实

并具有多项功能，包括查看罚单。左三起为哈菲、阿都哈密、黄思

汉、法米及峑迪利沙。
用户只需下载
一个雪州精明
停车系统手机
应用程式，即
可在5个地方
政府范围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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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明年统一精明停车系统
他预计，明年开始，州内12个
地方政府即可使用统一的精明停车
系统。
法米说，雪州政府统一州内停
车系统，主要是比用户在州内各地
政府使用一致的功能，就像一个电
子钱包般。
他说，该停车系统软件有卫星
定位功能，让车主轻松通过手机选

手机程式付费受欢迎

出所在位，按当地地方政府的停车
费付费。用户除了通过精明停车系
统支付路边停车费，也能参与地方

SSDU革新有限公司为州内

“从今年1至6月，通过手

州，应该为用户提供更创意精

地方政府提供精明停车系统服

机付停车费的总额达到35万

明的服务，据目前使用的地方

务，并以抽佣方式获取回酬：‘

9594令吉；今年也从中收取1

政府反映，停车方面的收人比
之前增加，显见便捷的付款方

限公司将会针对每项使用系统

万5000令吉罚款额；显见受欢
迎程度，“

车系统，并重新购买以上地方政府

付费的金额，抽取不超过10%

他说，市议会更特别优惠

他说，州政府希望通过雪州

的数据，丨丨：各地方政府共享，反可

佣金。

用户，只要在7天内通过系统

精明停车概念，统一州内的付

缴付罚单，50令吉的罚单直接

费方式；而无现金式的手机支

减为10令吉。

付方式，丨丨：民众无需忙找固木

政府互动，查看罚单及支付罚款。
询及这是否变相垄断州内路边
停车系统，法米表示，州政府特拨
款百万令吉让该公司去管制整个停

缩减开支。
出席者有SSDU革新有限公司

阿都哈密说，SSDU革新有

他说，安邦再也市议会是
在去年5月推介手机应用程式

式满足了用户需求。

项目经理（精明雪州传递单位）峑

作为付停车费选项之一后，深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

或零钱付停车费，他也希望未

迪利沙、安邦再也市议会主席拿督

获市民喜爱；并于今年开始加

交通和新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

来可全由在12个地方政府推

阿都哈密、雪邦市议会副主席哈菲

强功能，方便用户付还罚单，

员黄思汉说出，雪州作为精明

行0

等人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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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增22宗

梳邦再也市议会常月会议

梳邦再也骨痛热症失控

设小组研究可行性

或翻业主！!_猶卫生
(梳邦再也27日讯）小撮居民或店家没顾及门前或沟渠卫生，随地丢弃垃圾，梳邦再也市议员范福良今日动议立
法强制业主需顾及产业前的卫生，以提高环境清洁度，梳邦再也市议会不排除探讨可行性。
梳邦再也市议会主席诺莱妮认为，辖区内现有卫生情况不会太差，只是蒲种或史里肯邦安有待加强，并对过
去当局虽不时加强爱护环境运动，也有开罚单对付垃圾虫，但市民态度依然故我感到遗憾。

梳邦再也市议会骨痛热症

环境，日前我们在沙登柏兰岭

状况本月失控，个案从第24个

的公寓巡查时，就发现到地下

星期99宗，于第25个星期上

停车场排水欠佳，成为繁殖

升至121宗，辖区内热点也新

区；还有高空抛垃圾，垃圾卡

增6个至13个点

在加建的窗户遮阳棚没清理，
皆是因素之一。”

热点增至13个

诺

起产业前由的卫生工作。但

护环境的精神不如

是现有法律没相关条例，新

日本，该国国民贯彻垃圾+

立法得通过中央允许，若是

落地。

在现有法律修改，则须通过

她今旱主持常月会议，针
对这项动议指出，地方政府

打灵县卫生局负责，该局主要

今年头的骨痛热症防范表现良

是公共环境方面的卫生，并巳

好，惟本月突增加多6个热点

换上防积水的桶，要求联营管

也�USJ 2�太子新界花同等，

理机构加强卫生工作，

i

现有法律是针对弄脏公共地

无论如何，她指当局将设

方者，不包括屋子边界或是

小组研究可行性策略，包括

店前五脚基，这属于私人空

是否可修改法令来加强；或

间；若有人把垃圾胡乱抛在

是通过教育觉醒提高效果。

公共地方，一般都由当tel兼
顾起照顾的责任。

需获得中央允许

“还有很多高楼建筑物的联
营管理机构没有妥善的照顾好

i

要求业主移走积水的垃圾桶，

至13个，地区小 一，有梳邦冉

换等所造成)

州允许，过程耗费彳、 少时间
争取。”

她说，一般巡查丁作由八

诺莱妮说，辖区内去年与

而这是多方面因素包括气候转
莱妮表示，国人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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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当局每发现一个繁
殖点，皆会开出500令吉罚
单；若同^地方有两处是开出
两罚单：丨

太子新界垃圾场火势扑灭
探讨关闭入口防罗里闯入
靠近太子新界非法垃圾场

火势全扑灭取的新进展，只是

她提醒官员加强辖内公共

火势已全面扑火，梳邦再也市

还有3个地方没全面扑灭，依

环境的卫生，期许市民的卫

议会正与地主马来两亚农业与

旧有些烟雾升起，消防局建议

生态度有所改变。

发展研究院讨论防范措施，包
括与大道公司配合，义闭该地

此外，询及梳邦再也市议

“问题是我们不能把大笔

会升市进展；诺莱妮指由于

门牌税收人用在垃圾卫生方

刚换大臣及行政议员，当局

面，这有碍其他的发展；所

仍在内部讨论，预计今年抄

以范福良建议强制由业主负

向州政府提出建议。

段的出人口，防有罗里闯人。
诺莱妮说，这场火灾发生
梳邦再也市议会将研究可行性策略，以加强环境卫生。（档案照)

添加新土。
“地主将会承担接下来修缮
工作；而早前同意让农民借
用，通往农地的道路会关闭。

在开斋节的第2天，当局昨晚

市议会下星期将与各单位再次

与各单位开会得知消防局证实

开会以跟进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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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拯队向欧阳捍华（中）讲解灭火的工作。

‘：：
经过多日灭火行动，垃圾
场火势已被扑灭。

j•日捍华吁农业发展研究院
譲》自家地免成“垃圾场”

(沙登27日讯）史里肯邦安州

会要求有义机构负起责任。

非法垃圾场，其中一个在大马

议员欧阳捍华吁请大马农业与

他说，市议会将致函要求

农业与发展研究院范围内，另

发展研究院（MARDI)照顾好

大马农业与发展研究院承担火

两个分别在沙登岭第5区及滨

其土地，以免沦为不法人士丢

火费用，惟目前无法确定数

吉兰布特拉花园旁边。

垃圾的地点。

额〗此外，也会要求当局围起

他今旱到滨吉兰布特拉花
同(Taman Pinggiran Putra)禾口
隆布大道之间的非法垃圾场，

他说，当局于本月15日开

相关地段，严格执行地主责

始展开灭火工作，直至22

任，避免外人进出。.

是使用水源火火，之后迄今因

FI都

他说，市议会和沙登消拯

火势巳灭，只剩下烟从地下胃

慰问多R来驻守当地火火的沙

局也会继续监督，避免非法丢

出，所以改用土埋方式，即通

登消拯队员时，感谢消拯人员

垃圾的活动死灰复燃。

过神手挖掘焚烧过的地点再倒

开斋节期间仍然工作。

他说，非法垃圾场有大量

上泥土以阻断空气进人，避免

他也要求梳邦再也市议会

垃圾堆积时，底S就会产生很

将致函农业部，要求该部和大

多易燃气体，因天气或人为因

马农业与发展研究院上述问

素而引发火灾，因是地下火，

火势巳转人地下火，很难扑火

题，以免类似问题重演。

所以一旦火灾灭火行动耗时且

火势，惟随着目前这非法垃圾

困难，希望居民成为耳目，发

场的火势巳扑灭，消扬队今天
正式收队。”

若肇火患充公土地
欧阳捍华说，私人地段若
沦为垃圾场及发生火灾，当局

现有人非法烧垃圾时举报，

土埋灭火防死灰复燃

地下火死灰复燃
“非法垃圾场火灾时，因为

他表不当局需一•至两周时
间处理非法垃圾场的火灾，去

除了将发出罚单，也会启动充

沙登消極tei副指挥官沙哈

年斋戒月期间沙登岭第五区非

公土地的程序，但因此事涉及

鲁丁说，该局管辖的史里肯邦

法垃圾场发生火灾，当局就用

政府机构地段，所以地方政府

安和斯里沙登州选区共有3个

了一个月时间来扑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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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27日讯丨八
打灵再也市长拿督阿兹兹表
示，从7月1日开始，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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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烊餐馆凌晨须停业清洁
阿兹兹说，市政厅在财

市议员认为停车管理不应被

务小组中已通过「雪州精明

垄断，惟停车管理将由市政

厅推行的「雪州精明停车」

停车」手机应用程式计划，

厅负责，对方仅提供应用程

手机应用程式试用期届满，

原本市政厅将与莎阿南市政

式；也有市议员要求须先签

「灵市共有98间24小时

原本市政厅将于7月1日，与

厅、安邦再也市议会、士拉

合约，确定条件是否符合双

营业的餐馆，业者必须在店

雪州5个地方政府正式推介

央市议会、雪邦市议会和加

方要求后才批准。」

内设立通告，通知顾客。」

「雪州精明停车」手机应用

影市议会同步推出。

他说，若遭执法官员发

程式，然而却因为尚有合约

营业的餐馆都必须在凌晨1

餐馆将被勒令关闭。

时至3时暂停营业，以做清

此外，八打灵再也市政

洁工作，确保卫生清洁不会
被忽略。

现餐馆没有遵守指示，有关

问题未解决而展延。

「因此，常月会议上并

「惟该计划在提呈至

未批准该计划，直到问题解

常月会议寻求通过时，有

决后，市政厅也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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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邦再也27日讯|经过多
曰的扑火行动，位于隆布大道

建议土地复垦确保完全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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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榜肯娜安( K g K e n a n g a n ) �

USJ

21路、莲花路（Jin

Teratai )�金銮高峰第2花园

休息站与布特拉边界花园旁的

(Taman Puncak Kinrara

)�

1.5英亩空地已没有起火，惟还
有3处尚在冒烟，消防局已建议
用土地复垦方式，以确保这3处

研究发展局也向消防局提出申

月会议时表示，市议会管辖范

请，以协助鉴定是否还有其他

围内的骨痛热症病例有增加的

威斯达滨吉兰布特拉（Vista

地方有余烬。灭火行动室也已

趋势，达20%。「骨痛热症病例

的火源完全被熄灭。

在本月（25日）关闭。

从上周99宗增至121宗。」

Pinggiran Putra )�斯里柏达
纳组屋、沙登柏兰岭安和第5南

作为该空地的拥有者，农

梳邦再也市议会主席诺莱

「市议会也鉴定了 1 3

业 研 究发展局（MARDI )将在

妮说，农业研究发展局将拟计

个热点区，包括泰莱路（Jin

她说，虽然市议会已进行

梳邦再也市议会的协助下，继

划，以确保事故不再发生。

Taylor's )�USJ 2/5路 �PJS

清理工作，但有些地区还是需

续土地复垦工作。同时，农业

另外，诺莱妮今日主持常

1 1 /7欧

D ic: Q门欧�1

田

部柏兰岭。」

要人民自己负责。（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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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棄賴案棚塵
八打炅再也27曰讯|

roc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将在7
月1日(周日)举办2019
年财政预算案工作坊，
邀请州议员、市议员、
居民协会和非政府组织
等出席提供意见；市政
厅誓言要把明年度的财
政预算案赤字减少50%。
八打灵再也市长拿督
阿兹兹表示，市政厅将邀

八打灵再也市议员的任期即将在本月杪届满，众市议员今日召开常月会议后， 与

请各单位，包括睦邻计划

阿兹兹（前排左6)合影。阿兹兹在会议上也感谢市议员给予的合作。

(KRT )出席在格拉那再也
「卩’格拉那再也』礼堂举行

方网站w w w . m b p j . g o v . m y �

政厅一般上将在10月完成预

议员中有11名来自公正党、

面子书‘Majlis Bandaraya

算案，再提呈给州政府。」

行动党有10名、诚信党有2

的工作坊。

Petaling Jayaj 或推特

「除了相关单位外，
灵市居民也可从即日起到
7月15日，浏览市政厅官

炅市市政厅明年度
财案注重项目
基本建设（道路、路灯
和行人道）

2

5

基本设施（排水系统和

�pjcltycouncll�提供意
见°
j_

名及土著团结党一名。

财案著重12项目

「公正党增加一个位
置，而原属伊党的4个位置

「市政厅在201 7年的

他表示，为了确保灵市

分别分给诚信党、土著团结

赤字为8400万令吉，2018

继续作为领导、活力和可持

党和公正党，行动党则维持

年为6850万令吉，市政厅

续性的城市，明年的财政预

10人。新任市议员中将有亲斤

将进一步减少201 9年的赤

算案将注重于12个项目，包

旧面孔，同时市议员宣誓仪

字至3500万令吉左右，达
5 0 % °�

括基本建设（道路、路灯和

式也不能耽误太久，以免影

行人道）、基本设施（排水

响市政厅运作。」

他说，市政厅在2018

系统和斜坡）、公共设施、

另外，近来频下雨，导

斜坡）
公共设施

年的总开销为4亿8925万，

园艺服务、空地和休闲设施

致灵市骨痛热症病例增加，

发展开销为1亿4150万，明

规划、焦点区美化计划、城

从今年第21周的56宗病例，

园艺服务

年的发展开销也不会有太大

市绿化及园艺管理、社区

增至第23周（6月9日）的79

空地和休闲设施规划

的差别。

活动、治安、社区及社会发

宗病例，平均每月有44宗病

焦点区美化计划
城市绿化及园艺管理
社区活动
治安

10

社区及社会发展

11

公共卫生和公共清洁

12

固体废料

「去年提呈预算案时有
市议员投诉，没有足够时间

展、公共卫生和公共清洁及

例，20个地点受控制，4个

固体废料。

地点不受控制。

翻阅，今年市政厅也提早举

阿兹兹今早主持常月会

阿兹兹表7F，居民必须

办工作坊，并将给予足够的

议时表示，本届市议员任期

做好检查工作，避免孑孓有

时间让市议员翻阅资料，市

将在本月30日届满，新任市

生长的机会。（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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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27 日讯|近千公寓居

A

民呼吁雪州政府和安邦再也市议

南会，重新审视非常靠近民宅，以

居

致衍生噪音问题和土崩隐忧的多
层建筑计划！

|—I

安邦珍珠公寓共管机构成员

^祖耐迪周三召开记者会表示，据
..pi知此公寓计划尚未获得市议会批
^ M准，如今已兴建2层建筑后，工
地外依旧没有任何告示牌，到处
/L查询也找不到工程详情。

「即使此工程曾接获市议会

法

的停工令，之后却彷佛没事般继
续，且直到每日晚上甚至周末都

X

继续动工，因此我们希望有关当
局慎重看待。」

：:p
y

对此，安邦再也市议会公关

部主任诺哈雅迪证实，此地段的

M

工程，的确没获得市政局发出的

、 工程准证，甚至也没有土地的拥

；尤有权文件。
「居民从去年10月11日投

诉后‘市议会已和乌鲁冷岳土地局联手监
督，包括先后3次关闭工地，和沿用城乡规

划法令，或1974年建筑物，道路和排水系
统法令，发出停工令和罚单。 j
她补充，市议会也在本月12日摧毁了
部分建筑物和查封工地，若未来有需要，
也不排除摧毁整个建筑计划。（4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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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新闻快拍
•莎阿南

市厅4万捐希望基金
莎阿南市政厅捐出4万5494令吉特
别援助金给大马希望基金。
莎阿南市长阿末扎哈林表示，这是
配合前雪州大臣阿兹敏阿里月初宣布，
凡是第44级以上等级的公务员受鼓励捐
出10%特别援助金给大马希望基金。
他说，莎市政厅所捐出的4万5494
令吉，共由74名第44级以上等级的公务
员联合捐出10%的特别援助金。
「虽然莎市政厅拥有第44级以上
等级的公务员占全体公务员人数并不
多，但仍是配合捐出10%特别援助金给
大马希望基金。」
他说，莎市政厅已于6月25日发放
花红给予公务员。雪州政府于6月4日宣
布，发放1个月薪水的特别援助金（开
斋节花红)给雪州1万7109名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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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轮流转的州议会
随著雪州大臣人选尘埃落定，新大臣顺利在6月19日宣
誓，加上周二雪州55名州议员（一人生病缺席）和正副议长
正式宣誓就职，象征州议员终于可以获得拨款，名正言顺地
开始服务了。

董宇

回忆起刚加入媒体行列时，当年的雪州立法议会跟现
今真的相差悬殊，在前朝国阵政府执政雪州时期，行动党
的2名常胜军，即邓章钦和黄瑞林，当年虽饱受国阵「欺
压」，但却展现了勇气和魄力，雪州反对党议员期间的形象
鲜明。
其中最深刻的一幕画面，就是邓章钦因不满而把议会
常规丢进垃圾桶，拒绝道歉，而被禁足议会30个月，以及停
薪长达18个月，留下黄瑞林在州议会上单打独斗。
当年，备受欺压的2人，如今的地位已大不相同，邓章
钦从308开始出任议长到现今继续连任雪州行政议员；黄瑞
林如今也正式受委为雪州议长，算是熬出了头。
从上届仅有12名议员变为现今只有4名议员的国阵议
员，处境似乎跟当年对调了，但相信却不会出现当年邓黄年
代反对党议员敢敢1•仓声或舌战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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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Melakaj

旅游资讯8松掌雄

马六甲27日讯|马六甲历史城市长拿督阿茲米今日

为�My Melakaj应用程式主持推介礼，让游客可以一
机在手，掌握甲州旅游资讯及动态，包括旅游景点。
阿兹米表示，该应用程式
提供各项旅游资讯，包括政府

握甲州的动态。
另一方面，阿兹米也指出，

部门、旅游景点、购物商场、餐

甲州市政厅目前入选「我最爱城

馆、酒店及民宿、医院诊所、公

市」排行榜的三甲以内，第一名

共交通及公共服务等。

为墨西哥、第二名为秘鲁，甲州

「目前我们仍在输入资料当
中，预计在在30天内完成，并将
在市政厅辖区内启用。』

市政厅则排名第三。
他说，我国共有3个地方政
府入选该排行榜，包括吉隆坡市
政厅及莎阿南市政厅。

甲州名列排行榜

他说，民众可通过相关网
站(http://welovecities.org/city/

他希望通过该新的应用程

melaka )投票，有关排行榜将于本

式，提供到访甲州游客便利，让

月30日截止，希望民众给予支持。

他们更深入了解甲州历史，并掌

出席者包括甲市政厅秘书纳西尔。

阿兹米（左）为「My Melakaj应用程式主持推介礼，右为纳
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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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部长将开会

打破白米进口垄断
吉隆坡27日讯|农业及

论。」

农基工业部长沙拉胡丁阿育指

「当国家稻米公司的垄断

出，一个由6个部长组成的委员

被打破后，这个新模式将取代

会将在下个月开会，探讨不再

今天国家稻米公司的角色。」

让国家稻米公司（Bernas )垄
断白米进口。

沙拉胡丁表示，这个跨部
门的委员会是以经济事务部长

他说，有关会议预计将在

阿兹敏为首，在与各部长和高

7月17日召开，由经济事务部

级官员开会讨论后，该委员会

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主持，

将做出决定。

而该委员会将探讨及为白米进
口行业制定一^新模式。
沙拉胡丁今曰在出席每周
内阁会议后召开记者会表示，

沙拉胡丁之前宣布，将终
结国家稻米公司对入口白米的
垄断。
据《马新社》报导，沙拉

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包括财政

胡丁指农业部将草拟一份打破

部、农业部、卫生部、贸工部

垄断的工作报告，列出如何打

和交通部。

破国家稻米公司垄断的各种方

「我们会制定在期限内制
定有关新模式，并提呈内阁讨

式向内阁提呈，以采取进一步e
M

行动。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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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佐治吉尼文在州元首敦朱哈马希鲁丁伉偭面前，宣誓就任副州议长。

佐治吉尼文

亚庇26日讯I拿督佐
治吉尼文今早在州元首敦
朱哈马希得丁伉俪面前，
宣誓就任副州议长。
II
他之后在髙庭法院法
官拿督麦林依当面前签署委任状。
76岁的佐治，来自兵南邦，是沙巴
贷款机构的前总裁，曾在卫生局及农业
局服务，担任公务员37年。
他持有美国迈阿密大学工商管理硕
士学位，并曾担任民统的大会议长。

宣 就任副州雄

ft

另一名副议长拿督阿末阿都拉曼，
已于6月8日宣誓就任”
出席今早在州元首府举行的上述仪
式者，尚有首长拿督斯里沙菲益、州秘
书丹斯里苏卡迪和州议长拿督昔阿拔士
等。

28 Jun 2018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Page: 6 • Printed Size: 227.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7,095.00
PR value: MYR 21,285.00 • Item ID: MY0032996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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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克力：上京或留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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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魯丁只能二遷
(亚罗士打27日讯）古
邦巴素区候任国会议员拿督
阿米鲁丁，只能二选一，要
继续留在吉打担任州行政议
员，或者上京担任财政部副
部长。

布
他今午在州行政议会会
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受询及
此事时，戏称：“这是假消
息。.“
他说，州政府截至目前
为止，尚未正式接到联邦政
府的通知要“借将”，即把

吉打州务大臣拿督斯里
慕克力说，根据传统，不论
是留守吉州或上京，只能从

州行政议员调到联邦政府任

中选--。阿米鲁丁也是安南

耳只

武吉州议员，并受委为行政
议员。

不过，记者进一步询问
有没有“非正式”通知要借
将，他笑而不语。

传受委副财长
目前流传的内阁部长及
副部长的完整名单中，吉州
有3人榜上有名，其中一名是
在509大选首次国州议席兼攻
的阿米鲁丁，根据名单，他
受委财政部副部长。
不过，慕克力不愿针
对这项消息作出评述，并强
调要等待首相敦马哈迪的宣

阿米鲁丁的情况和公
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
敏类似，阿兹敏宣誓任大臣
后，又被马哈迪委为经济事
务部长，他最终选择上京而
辞去雪兰莪州务大臣职。

与反对党协商议长问题
若阿米鲁丁选择上京，

•j第二名兼任副部

慕克力（前右）形容，若证实阿米鲁丁（前左）受委
副部长，后者只能二选一。
长的州议员，之前是巫统
吉州联委会主席阿末崙沙于
2013年大选后，受委上议员
出任副部长。
另外，慕克力强调，吉

趣
“不过，若最终不能
避免重新州选，希盟也做好
准备，并有信心赢得更多议
席，

州议会议长问题能够圆满解

他说，希盟不能接受伊

决，因为他之前跟对反对党
协商时，获得正面回应。
他说，不论朝野都不
希望再次州选，因为涉及庞
大的开销、短期内连续竞选
太累，人民对选举也没有兴

党提名非候任州议员担任议
长职，因为会导致希盟政府
在议会代表的18票，反而比
反对党的19票（伊党15席、
国阵巫统3席、议长1席）少1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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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進發：難滿足所有政黨

流傳内闞名單平衡
郭秋香
(八打灵再也27日讯）非正式内阁名单流
传，时事评论员黄进发博士认为这是一份相当
平衡的名单，而正副部长的委任势必很难满足
所有政党。

潘检伟是最明显遗珠
黄进发表示，广传的这份内阁名单是一个相当平
衡的名单，是根据政党及区域力量的名单。砂拉越的
代表稍微不足，而27名部长中，只有5名女部长。
他对星洲日报说，•般来说，这是一个令人信服
包含资深及年轻领导人的阵容它并没有完全遵循党
职。最明显的遗珠就是潘俭伟，以及第一次中选国会

示，如果新一轮的内阁名单
中行动党安顺国会议员倪可
敏最终没人阁，以及行动党
砂拉越州主席兼实旦宾国会
长，加上首相敦马哈迪表示
内阁人选未必是来自他们推
荐的名单，而成员党并没
有任何异议的谈话，这样
的发展会冲击外界对行动党
的信任和形象。
他说，现在不清楚这份
名单是不是在所有成员党-起商讨后敲定，还是马哈迪
自己的乾纲独断，但仅看这

伴组成联盟的希盟有更公平的优势，首相敦马哈迪要

份名单会让行动党很没有面

盟无法承担臃肿的阵容，否则将损害其改革主义的声
誉。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将议会角色作为委任正副部长
配套的协议。”
他是针对流传的新内阁名单及行动党安顺国会议
员倪可敏很大可能会落榜一事，做出上述评论。

当务之急设特选委会
“它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在国会开会后设立监督各
部门的特选委员会，让希盟后座议员可以按照本身兴
趣和专长选择特定委员会服务，突出本身强处，以便
在未来内阁改组或微调时有机会重用。”
他说，国会议长是重要职位，绝不应该成为退休
元老的酬佣，或者得不到行政官职的安慰奖。那只会
制造更多纷争。议长必须由民选议员担任，但是出任
者必须退出政党政治，以表超然《
“这就会减低议长官职的争逐，因为谁当议长以
后就不能当部长，那个政党的议员当议长，该党就因
为国家贡献人才而少了议席。这样自然就可以得到好
人才而不会引发更多争议。”

劉
惟

撃

倪可敏没人阁的不满情
绪，现在看来有延伸到全
国各地的感觉。
他说，希盟平起平坐

yh的可能性，按现在的情况
vA看来确实有难度，这种境

!ffr界是很难办得到，因为联

议员张健仁也只是•个副部

议员的杨美盈，超越了较为资深的张念群和杨巧双。
他说，和国阵由巫统的霸权相比，由5个合作伙
在内阁与副部长中平衡政党、族群、性别，再加上适
材适所的任事，必然无法满足所有成员党的议员。
“正副部长的委任势必很难满足所有政党，但希

衝

-方面，时事评

另论员刘惟诚表

倪
可
敏
若
/又

入
閣

盟必须有盟主，而盟主必
须具有一"定的决定权、否
则你一言我一句，很难将

14事情付储实施，内阁名单

動

就是一个例子。
“联盟里5党不可能

靈

平起平坐。这是政治现
实，以前他们可以，因为
r，，
他们掌握的政治资源少，
也没有什么资源和利益可

-P以分配。
“从希盟执政至今，

“因为不仅秘书长在竞选期
间承诺安顺人若倪可敏中选而希
盟成功执政，会让倪出任部长；
行动党也很难向砂拉越的选民很
好地交待，为何张健仁只出任副
部长。”
他说，倪可敏在整个霹雳州
都很受欢迎，现在不仅安顺、太
平出现反弹，还包括了整个霹雳
州。他们觉得原来行动党和马华
-样当家不当权
他说，砂拉越即将在最迟
2021举行州选，这个情况会让砂
拉越的行动党遭人话柄，当地的
执政党在来届州选，会说反对党
是不靠谱的。这对2021的州选，
会存有变数》

希盟难平起平坐
他认为，安顺人和太平人对

可以看到很多合作问题开始慢慢
浮现，除了内阁名单，还有中文
文告事件、外劳不能掌厨事件，
基本上都可以看到希盟内部在互
相攻击，互相抨击。
“这看在民众的眼里，观
感非常不好，所以行动党必须面
对现实，放下特定的权力给他们
所认同的领袖，即敦马。比如内
阁名单的最终决定权。当统_ -领
袖决定了，就不可过问。同时这
是你选择的共同领袖，你必须维
护，以展现整个政府的团结。_h
他说希盟理事会必须制定个协商制度，而行动党作为新政
府成立后，遭受最大舆论攻击的
单一政党，他们如果能够在这方
面起着带头的作用会有助他们修
整目前被民众批评为马华2.0的窘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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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赖皇冠城生记饭店日前举行开张仪
式，除了邀请多位贵宾主持剪彩，也准备了
丰盛的美食招待客户。
生记饭店东主谭生表示，早在40多年
前，他已在蕉赖a哩半开设生记饭店，也是
在当时与陈国伟结缘，经过多年经营，已开
设了多家分行，包括后来由亲属开设的大记

Page 1 of 1

蕉賴皇冠城生記飯店
天天營業美食衆多

美食中心也在蕉赖区多个花园经营。
谭生指出，蕉赖皇冠城花园的生记饭
店每天营业，早夜市有超过30个档位，都是
特别精心挑选的丰富经验餐饮业者，提供香
港烧腊鸡饭、屮国小笼包、泰国餐精美小
食、粉面糕点等美食。他相信，生记饭店将
为该区居民提供新的食物选择，希望能满足
客户需求，并带动当地的餐饮业。
出席剪彩仪式的有候任蕉赖区国会议
员陈国伟、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无拉港州
议员黄田志、候任莲花苑州议员黎潍福等。
(ML)

黄：田志和生记饭店经理谭大俊与嘉宾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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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27日讯）雪州大臣阿米鲁丁今日
证实，雪州新县市议员名单最早会在下周才
公布，以便县市议员能尽快各就各位，择曰
宣誓就职，走马上任，为民服务。
换言之，雪州县市议员名单现已确定于7月
1日无法出炉，或需等至7月7日之前才能知道何
者获委上任。
他今日出席雪州发展机构（PKNS )开斋节
开放门户活动后对记者说，倘若名单来不及于
7月1日出炉，就可能得延迟多1周时间来做最后
整理s

商讨各党配额较耗时
阿米鲁丁指出，毕竟拖迟也只是一周而
已，不会对县市议会的作业有太大的影响。
他透露，希盟各党已将名单呈上，不过现
在还有1、2个地方还在调整中，会尽速解决《
“这件事情由掌管雪州地方政府的行政议
员黄思汉负责，我手上没有最新资料，可是各
政党商讨的不仅是候选人名单罢了，还有各党
配额的增减等问题，因此比较耗时。”
同时，询及有些人对“非政府组织”名额
归纳由政党推荐一事而感到不满，阿米鲁丁回
答说，虽然这些人由政党所推荐，可是他们终
究来自非政府组织，并无不妥。况且，依目前
情况看来，获委的县市议员作业、配合度及效
率等，还是极好的。
“倘若有反对声音，雪州行政议会将讨论
这部分的遴选程序，之后再决定修改与否。”

•出席者争相与大臣阿米鲁丁（前中）合影，后左二为
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

羅茲雅掌管甚麼部門

大臣：仍在討論
问雪州行政议员罗兹雅负责掌管的部门是否已有

提定案，大臣表示，讨论仍在进行中，还差•点点
而已。他和罗兹雅所掌管的部门，只有稍微变化，没有大
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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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精明雪泊車a p p — 鍵逋行

地方政府泊車平台
(Smart Selangor Parking,
SSP )手机应用程式，将纳
入目前正使用电子付费的5
个地方政府，以整合州内
各地方政府目前使用各别
手机应用程式（App )缴付
泊车费的平台！
市民从7月1日起，便可键通行雪州5个市政厅和市议
会，即沙亚南市政厅、安邦再

责开发和运作管理。
同时，该公司今日邀请掌
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及
新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
汉主持该应用程式的推介礼。

•黄思汉（左三
起）与法米推介
“精明雪泊车”手
机应用程式。左一
起为哈菲兹和阿都
哈密；右二是巴迪
利沙。

月起同步使用

Flexi Parking泊車app 7

革新公司董事经理法米雅指
>出，尽管上述5个地方政府目前采
用私人界开发的“Flexi Parking"手机应用
程式缴付泊车费，但7月1日起，用户可同
步使用Flexi Parking和精明雪泊车应用程
式；前者的所有储值会自动转移至后者。
他相信，假以时日，用户在体会到精
明雪泊车应用程式一键便可通行缴付雪州

12个地方政府泊车费的好处后，市场力量
会导向用户舍弃各别不同的应用程式，只
安装精明雪泊车应用程式除了Flexi Parking，巴生市议会从本
月1日起，亦推出名为“巴生精明泊车”

法米否認壟斷市場指控

无现金社区的雪兰莪精明州形象。
法米放眼，精明雪泊车应用程式可于
明年在雪州所有执行泊车收费制的地方政
府落实，目前无法全面落实，因为一些地
方政府已有本身的应用程式，且一些县议
会没有泊车收费制。他说，公司获得州政
府100万令吉注资，以开发和管理缴付泊
车费的应用程式，参与的地方政府无需承
担任何费用；至于用户每次加额需支付的
手续费，则是银行收取的费用。

<SDU

S;

、丨+.米否认该公司被指垄断市场的指
E控，形容在“数据就是王道”的
网络大数据时代，州政府没有理由还要耗
巨资，向私人开发商购买用户缴付泊车费
及交通罚单的昂贵数据，进行城市规划分
析或其它用途。
他解释，因此州政府倒不如成立本身
的子公司负责运作和收集大数据，也符合

用 繳交逋罰單享優惠
app

中邦再也市议会主席阿都哈密胡先

Y披露，市民使用手机应用程式缴
付市议会交通罚单，可享有7天内缴付罚
款额仅10令吉的优惠，比起一般上50令吉
或100令吉的罚款额更加划算
他透露，市议会于今年首5个月通过

黃思漢：方便市民
思汉认为，精明雪泊车应用程式

黄方便市民，无需为应付各别地方
政府的泊车收费’而下载林林总总的应用
程式。
他强调，雪州是精明州，使用手机应
用程式缴付泊车费体现精明精神，虽然仍

(Smart Parking MPKlang )的手机应用程
式，相信这是市议会没有加人首阶段精明
雪泊车应用程式行列的原因。

“MPAJ泊车”应用程式收取35万9594令
吉泊车费等收益，付出的管理费则是1万
1110令吉，成果显著。
“市议会去年通过应用程式的收益有
24万7413令吉，管理费则是8108令吉。”
他不讳言，市议会需支付10%泊车费
收益，予提供服务的应用程式公司为平台
服务费

靈市廳沒加入首階段陣容

也市议会、加影市议会、士拉
央市议会及雪邦市议会，并放
眼明年在雪州12个地方政府落
实该手机应用程式，以便民众
无需下载多个应用程式。
精明雪兰莪泊车手机应
用程式，是由雪州大臣机构
(MBI )旗下的精明雪兰莪
传递单位，通过独资子公司
“SSDU革新泊车管理公司”负

(沙亚南27日讯）雪
州政府独资子公司开发
的“精明雪兰莪泊车”

f I 5月1曰起至6月30
乂y�日，在辖区内哥打
白沙罗PJU5和双威广场，落实
两个月实验性精明雪泊车手机
应用程式缴付泊车费的八打灵
再也市政厅，则还没加人“精
明雪兰莪泊车”手机应用程
式，阵容。

针对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尽
管参与试跑精明雪泊车应用程
式，却不加入首阶段阵容的原
因，当中或有内部争议；法米
相信市政厅在试跑期于6月30
日结束后，会决定是否加人，
并欢迎记者自行向市政厅查询
不加入的真正原因。
根据该公司数据，灵市政
厅在参与两个月的实验期内，
共有9226名用户下载精明雪泊
车应用程式和9973次交易。

|

可同步使用泊车固本，但市民已省却购买
泊车固本和遇上付费机器损坏的烦恼。
他认为，应用程式的推出，亦刺激地
方政府泊车费的增长，并可协助解决城市
塞车。
在场者有雪邦市议会副主席莫哈末哈
菲兹�SSDU革新泊车管理公司项目经理巴
迪利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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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淑君

八打靈市政廳常月會議_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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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市廳因細節問題

精明雪泊車app

(八打灵再也27日讯)原定于
7月1日起实施“精明雪兰莪泊车’

，

(Smart Selangor Parking )手机应用
程式的八打灵再也市政厅，碍于各
种议题尚未赶得及解决，因此无法
如期推行。
八打灵再也市长拿督阿兹兹说，市
政厅原本是联合其他5个地方政府，即
沙亚南市政厅、安邦再也市议会、士拉
央市议会、雪邦市议会及加影市议会同
步推行“精明雪兰莪泊车”手机应用程
式，不过面对部分细节问题，因此会展
延推行，直到问题取得解决方案为止。
阿兹兹是在今早于八打灵再也市政
厅常月会议上，这么表示。
在常月会议上，数名市议员都针对
“精明雪兰莪泊车”手机应用程式提出

八打靈再也
骨痛熱症病例
建议和看法，包括担心服务遭有关公司垄
断、不满市政厅批准有关手机应用程式
后才与有关公司谈条件、SSDU公司拥有
“精明雪兰莪泊车”手机应用程式的版权
是否会影响市政厅等等。
不过，阿兹兹说，泊车系统依然是由
市政厅负责，市政厅同时也会确保该局的
权益受到保障《

放眼2019預算案赤字降50%
打灵再也市政厅放眼
/ 乂在2019年财政预算案
中，将赤字降低50%，至3000
万到3500万令吉之间。
阿兹兹说，2018年财政预
算案的赤字是6800万令吉，而
2019年的赤字必须减半。
“我们有必要降低赤字，
其中一个原因是市政厅在大选
前在管辖范围内提升设施而过
量出资®”

用信托账户（Amanah account)
款项来进行提升设施。
他披露，市政厅今年的税
收收入为大约4亿令吉。
与此同时，市政厅也计划
在明年的财政预算案拨出300
万令吉，让非政府组织、居民
协会、社区或市民申请，并会
针对申请者所提出建造的项目
进行评估后才决定是否批准拨

阿兹兹说，2017年的财政
预算案发展开销是1亿3900万
令吉，2018年则是1亿4100万令
吉，2019年的发展开销依然大
约维持在这笔数字，不过他也
已经通知工程组主任，可以善

另外，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也将于7月1日早上10时，在格
拉那再也D’Kelana礼堂举行财
政预算案的对话会，市议员、
居民协会、睦邻计划或非政府
组织的代表都受邀出席

灵市长：不遵规定将被勒令关闭
八打灵再也市长拿督阿兹兹指出，24
小时营业餐馆的业者或员工，必须置放告

区域
哥打白沙罗
武吉兰樟
斯里史迪亚
美丹花园
武吉加星
万达镇
甘榜东姑

骨痛热症病例

223宗
209宗
184宗
123宗

114宗
104宗

48宗

靈市廳將迎新屆市議員
"兹兹说，八打灵再

阿也市政厅即将迎来

新-•届市议员，根据取得的
资料，在24名市议员中，公
正党共有11人，比今届增加1
人；行动党维持10人，诚信
党则有2人，土团党1人。
他表示，他目前还在等
待各党提呈有关市议员最终

的名单
本届市议员的任期将于
6月30日届满，大部分市议员
在今日的常月会议之后，都
纷纷与阿兹兹合照。
阿兹兹在会上也特别感
谢所有市议员在过去的任期
内给予合作，以及在领养区
内服务。

今年第23週蚊症79宗

Mi

I再也在今年第23周
(minggu epid )出现多达79宗
骨痛热症病例，比第21周的
56宗增加41%，导致平均每

24小時餐館7月起午夜1至3時打烊清潔
打灵再也市政厅规定所有营业
/ 乂24小时的餐馆，从7月1日起每
天午夜1时至3时打烊，以进行为时2小时
的清洁工作，确保环境卫生。

左八)在常月会
议后，与任期届
满的八打灵再也
市议员和各部门
官员拍摄全体合
照。

示牌或通告来通知食客进行清洁工作的时
间。
“这些餐馆必须在这两个小时内关
闭、暂停营运，不可只关闭.•边的区域，
另一边同时营业，这都是不被允许的。”
据了解，八打灵再也共有98间全天候
营业的餐馆•*
提及目前正值球迷深夜在嘛嘛档追看

周发生44宗病例。
这也意味着八打灵再也
今年已出现高达1005宗骨痛
热症病例，而这也比2017年
同期的1733宗，减低42%。

世界杯足球赛的风潮，有关规定可能会引
起反弹时，阿兹兹回应说，有业者早前提
出轮流关闭店面区域来进行清洁工作，或
是由他们决定打扫的时间，但基于市政厅
官员难以监督餐馆是否有进行打扫，因此
议决把清洁时间-律设定为每天午夜1时
至3时次
“就算世界杯球赛结束后，还有其他
深夜播出的球赛，无论如何，业者必须根
据这个时间进行清洁工作，并自行调整营
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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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拉央市議會常月會議

�A

•随着市议员的任期届满，这次

vr/--txr - f U n - 4 - — — > T 7

市會：監督非法去垃圾帛脂i夂力斑市最后-次
^
L三# H|£i |"5"

•

参与会议，因此市议会也安排所
f=t=i DQ有市议员在会议结束后与主席苏

理6我黑Isa我电跟體（前排中）合影
(吉隆坡27日讯）士拉央市议会主
席苏利曼提议，在管辖区内的非法丢垃圾
黑区安装闭路电视监督，让市议会能掌握
非法丢垃圾活动，从而解决有关问题。
他说，市议会计划将之纳人在明年
度的财政预算案中，届时将会在3至4个黑
区安装闭路电视。

林某

S

晋伙指出，他是

林、在开斋节前接获

投诉，有关后巷充满垃圾
并发出臭味，经过调查后
发现是隆市某大厦垃圾承
包商所为。
他说，发现被承包
商倾倒垃圾的后巷共有8
处，而市议会也对此开出
圾承
4张罚单，并要求涉及的
承包商必须在14天内清理
干净，惟却不被理会；最
臭
终由市议会的垃圾承包商
达鲁益山集团（KDEB)
清理。
他强调，倘若同样的
事情再度发生，市议会将会采取法律
行动对付涉及的大厦管理层及垃圾承
包商《
此外，他说，他是于6月11日向达
鲁益山集团作出投诉，然而该集团却
拖至超过10天后才采取行动，令他感
到不满。
“垃圾发出的臭味对居民带来影
响，尤其其中-•条面对问题的后巷位
于斯里鹅唛花园1/9路的商业区，当地
设有餐馆及烘焙店。”

長

携包

發商
所
為

他也说，该集团正与涉及承包商
交涉延迟清理垃圾的理由，惟他不能
接受延迟清理垃圾的举动。

他强调，市议会关注区内所有的垃
圾问题，惟将会选在情况较为严重的地方
安装闭路电视以进行监督。
他也在今日常月会议后的记者会上
指出，士拉央地区依然面对垃圾问题，包
括市议员林晋伙早前向市议会反映，有承
包商将垃圾倾倒在后巷。

店鋪建竣9個月未被移交

市會受促交代
晋伙也在会议上提出，位于双

林•溪杜亚的店铺在完成工程后，
1

长达9个月依然未被移交，因此要求市议
会给予交代》
他说，上述情况发生在多地，其中
包括鶴唆青翠园的小贩中心’在建梭后拖
了很长时间依然未被移交。
对此，市议会官员表示，该工程是
因为面对水供问题而迟迟未能落成，而市
议会已聘请专家处理，同时也与雪州水务
管理公司交涉，预计能在7月时完成

游佳蒙：接投訴

焚燒垃圾飄濃煙
议员游佳豪在会议上反映斯里

市鹅唛花园第八区的非法垃圾场
问题
他说，该垃圾场因焚烧而散发出难
闻浓烟，他这段时间内已接获多名当地居
民的投诉。
副主席拿督祖哈里表示，市议会早
前已处理这项投诉，但由于该垃圾场地下
火尚未扑灭，因此至今仍发出浓烟。
苏利曼则说，市议会将向拥有对付
地下火仪器及工具的巴生市议会取经，以
解决该非法垃圾场的地下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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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章欽與7名師談投資

探討變天後國家經濟走勢

馬來西亞投資與理財大會

•出席2018马来西亚投资与理财大会者与主办单位合照。
(吉隆坡27日讯）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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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日前
圆满举行，并由担任开幕嘉宾的雪州行政议员拿督
邓章钦联合7名师一起探讨“变天后的国家经济走
势”等投资课题。
7名师来自全马知名金融机构、投资理财权威、
企业界及投资界知名人士共同探讨关于“变天后的
国家经济走势”等投资课题。名师阵容包括拿督邱
字穌、周志强、李义廉、程志彬、刘拯糠、张权森
及曾泳桦。
筹委会主席郑翔緯，感谢大会主宾拿督邓章钦
夜临主持开幕礼，并感谢得到会长张伟纶嘱咐，在
短短两个月，联同不辞劳苦的筹委们圆满呈现此次
的投资大会。

张伟纶：盼立法管制金钱游戏
同时，吉隆坡文华国际青年商会会长张伟纶表
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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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令他们得到高收人高
回酬。
因此，他希望新政府能立法管制金钱游戏，加

强取缔这些非法的机构，以免人民再次陷入困境。
此外，邓章钦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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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表示，鼓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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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放眼东南亚市场
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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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商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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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
放。
有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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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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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希望能够借助大会作为媒
介，相互促进了解，产生更多的合作共鸣所带来真
正的价值推波助澜。
若想成为吉隆坡文华国际青年商会的一分子-同学习，可浏览fb.com/JCIKualaLumpurMandarin查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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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部分縣
公正黨無法交完整名單

701 難上任

雪鼸市議員
報道•曾志頌

(巴生27日讯）雪州新任县市议员701或交
替不成了。
雪州新任县市议员原应于7月1日走马上任，接手
为民服务工作，惟本报探悉，公正党至今还无法将完
整的名单交出，导致整个委任程序受阻，新县市议员
预料不能如期亮相

行动党向大臣施压
消息说，行动党早已做好自己的本分，其他盟党
也配合得宜，现在也只剩公正党还在斟酌人选部分。
消息表示，行动党已向公正党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施压，要求他尽快完成名单并呈交给负责掌管雪州地
方政府的行政议员黄思汉，否则将严重影响希盟的形
象，而大臣的办事效率也会受到质疑。
“公正党在全雪的县市议员人数占超过百人，因
此他们若无法整理好名单，那么新县市议员就不能如
期上任了。”

“选地区”关系导致名单难产
消息指出，公正党人选之所以谈不拢，是因为碍
于“选地区”关系，每个人都坚持要在自己属意的地
区党县市议员，在互不相让之下，才会陷入胶着，导
致名单难产。
消息说，若公正党仍“慢吞吞”，新县市议员完
整名单不排除被迫于7月中旬才能出炉。

28 Jun 2018
Tamil Nesan,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Page: 3 • Printed Size: 385.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1,960.00
PR value: MYR 5,880.00 • Item ID: MY0032997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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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