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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 FAS

Subahan letak jawatan
Persatuan Bola Sepak Selangor (FAS) perlu
mengadakan mesyuarat agung luar biasa bagi memilih
presiden dan timbalan baharu selepas penyandangnya,
Datuk Seri Subahan Kamal bersama timbalannya,
Datuk Seri Sharil Mokhtar mengesahkan akan melepaskan
jawatan mereka Ms.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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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ahan, Sharil
mahu berundur
Raja Muda
Selangor antara
calon bakal
terajui pucuk
pimpinan
persatuan

Oleh Ajitpal Singh
ajitpalsingh@nst.com.my
Kuala Lumpur

D

atuk Seri Subahan Kamal mengesahkan yang
dia akan melepaskan jawatannya sebagai Presiden
Persatuan Bola Sepak Selangor
(FAS).
Subahan, 53, yang dilantik
Februari tahun lalu, akan menyatakan hasratnya untuk meletak jawatan kepada ahli gabungan FAS ketika mesyuarat
jawatankuasa eksekutif persatuan itu di Kelana Jaya Khamis
ini.
Subahan turut mengesahkan
timbalannya, Datuk Seri Sharil
Mokhtar juga akan melepaskan
jawatannya.
FAS kemudian perlu mengadakan mesyuarat agung luar
biasa bagi memilih presiden
dan timbalan baharu.
Antara calon yang dikatakan akan mengisi kerusi presiden badan induk bola sepak
Selangor itu ialah Raja Muda
Selangor, Tengku Amir Shah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Ya, saya akan memberitahu
ahli gabungan berkenaan has-

rat saya meletak jawatan Khamis ini. Ketika ini, saya mempunyai banyak komitmen kerana saya juga presiden
Konfederasi Hoki Malaysia
(MHC) dan timbalan presiden
Persatuan Bola Sepak Malaysia
(FAM).
“Dalam hoki, saya mahu
memberi tumpuan bagi membantu Malaysia layak ke Olimpik
Tokyo 2020. Selain komitmen
dalam sukan, saya juga perlu
memberi tumpuan kepada perniagaan.

Subahan percaya sepanjang
menerajui FAS, dia sudah memainkan peranan sebaiknya
tambahan pula Selangor antara
pasukan Liga Malaysia yang tidak mendapat sokongan kerajaan negeri.
“Saya tidak setuju jika dikatakan kami tidak menunjukkan
prestasi baik tahun ini. Mungkin kedudukan kami di tangga
kesembilan tetapi saya percaya
pasukan akan berada dalam kelompok enam terbaik menjelang akhir musim.

Tunggakan selesai
minggu ini
“Saya sebelum ini dalam perbincangan dengan kelab besar
Liga Perdana Inggeris yang berminat untuk bekerjasama dengan Selangor. Saya akan hubungkan kelab itu dengan presiden baharu. Kelab itu mahu
membina jenama mereka di
rantau ini dan berupaya membantu Selangor daripada segi
kewangan.
“Semua perbelanjaan yang
tertunggak akan diselesaikan
minggu ini. Saya akan terus menyokong Selangor sebagai peminat setia. Satu penghargaan
buat saya dapat berkhidmat untuk FAS.”

Jangan harap keajaiban
“Kita juga berjaya mara ke separuh akhir Piala FA dan jika
berjalan lancar, kelab mungkin
ke final dan memenanginya. Seperti yang saya katakan kepada
peminat dan pengkritik sebelum ini, jangan harapkan keajaiban dari Selangor musim
ini.
“Kami mengambil risiko dengan menaikkan pemain-pemain muda daripada skuad Piala Presiden dan mereka beraksi
dengan baik dalam liga. Perancangan kami untuk memberi
pendedahan musim ini dan saya yakin dalam tempoh tiga
tahun mereka layak mewakili
negara,”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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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 mahu kerusi MB Selangor kekal jadi milik PKR
SHAH ALAM 29 Mei - PAN m e n e -

gaskan jawatan Menteri Besar
Selangor wajar terus kekal disandang PKR selaras dengan prinsip
demokrasi yang diamalkan dalam
Pakatan Harapan.
Pengarah
Komunikasinya,
Khalid Abdul Samad berkata,
ini kerana PKR menguasai sebahagian besar daripada 51 kerusi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yang dimenangi Pakatan Harapan
pada Pilihan Raya Umum Ke-14
(PRU-14).
"Kalau nak ikutkan 51 kerusi
DUN yang dimenangi oleh Pakatan Harapan di Selangor, yang
banyaknya disumbangkan oleh
PKR.
"Jadi adalah lebih baik jawatan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iberikan kepada wakil daripada

parti komponen Pakatan Harapan yang mempunyai paling
banyak kerusi DUN," katanya
kepada Utusan Malaysia di sini
hari ini.
Bagaimanapun, Khalid yang
juga Ahli Parlimen Shah Alam
berkata, sebarang keputusan
mengenai pemilihan calon untuk dilantik sebaga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yang baharu hanya

akan ditentukan berdasarkan
perbincangan di antara pimpinan parti-parti komponen Pakatan Harapan Selangor.
Malah jelasnya, senarai calon
yang dilantik untuk jawatan itu
perlulah juga mendapat perkenan
daripada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sebelum
pelantikan secara rasmi dapat dilaksanakan.

mim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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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ak berulang, tiada tindakan
Oleh NIK HAFIZUL BAHARUDDIN

kota@utusangrou p.com. my

SU jalan rosak terus menjadi
rungutan berpanjangan pengguna akibat kesulitan dialami
hingga adakalanya mengundang
kecelakaan yang tidak diduga.
Itulah situasi yang terjadi di
Jalan Puchong di sini akibat pelbagai 'penyakit' jalan yang sehingga kini masih gagal diatasi

sepenuhnya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Tinjauan Utusan Malaysia di
jalan sepanjang hampir dua kilometer menghubungkan Jalan
Klang Lama itu mendapati keadaan jalan bukan sahaja tidak rata
dan bertampal, malah terdapat
lubang di sana sini yang pastinya

sukar dilihat daripada jarak jauh.
Laluan bermasalah itu ternyata
mengundang bahaya terutama
kepada penunggang motosikal
terutama ketika cuaca hujan.
Permukaan jalan rosak teruk
itu juga didakwa akibat sering
dilalui lori membawa muatan
berlebihan sejak beberapa tahun
lalu.
Sehubungan itu, Dewan Bandaraya Kuala Lumpur digesa mengambil langkah susulan dengan

membaiki kerosakan bagi
menjamin keselamatan
dan keselesaan kepada pengguna.
Tindakan segera
perlu diambil kerana jalan terbabit
adalah'
laluan
utama
KERJA-KERJA
penduduk dari
turapan
beberapa kawajalan tidak
san perumahan
dilaksanakan
berhampiran.
dengan
sempurna oleh
kontraktoryang
dilant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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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chong rosak

terukdan
berlubang.
Tindakan undang-undang perlu
lebih serius diambil terhadap
pemandu terli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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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FIA FAKHRUDDIN, 19
Pengguna

"PEMANTAUAN W f?
berkala perlu
• /
dilakukan pihak I j j g p
^
berwajib untuk 1 1
memastikan
jalan di sini
sentiasa dalam
f ^ J B I
keadaan baik
dan dibaiki segera sekiranya
berlaku kerosakan."
ANISAH JAGI, 24
Pengguna

KUALIT1
TURAPAN
RENDAH

JALAN
ROSAK
> Lokasi: Jalan Puchong,
Jalan Puchong Mesra
> Jenis kerosakan: Lubang.
rekahan, tidak rata,
pengikisan'
> Seliaan: Dewan Bandaraya
Kuala Lumpur

Mem

H
"KEADAAN
jalan yang
It
*
kerap rosak
U| , £
bukan sahaja
Pl^'-menyusahkan
malah
H H R H H l mendedahkan
pengguna
kepada kemalangan. Jangan
tunggu ada nyawa melayang
baru tindakan diambil."
YUSRI RAHIM.30
Pengg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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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 bakal jalin kerjasama dengan kelab EPL?

Subahan sedia
lepasjawatan
PP
Saya bersedia memberi

Oleh MOHAMMAD
ROZAIDIZULKIFLI
sukan@utusan.com my

• KUALA LUMPUR 29 MEI

ERSATUAN Bola Sepak Selangor (FAS) bakal mendapat
presiden baharu selepas Datuk Seri Subahan Kamal menyatakan hasrat bersedia untuk melepaskan jawatan tersebut.
Jelas beliau, cadangan melantik Raja Muda Selangor, Tengku
Amir Shah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sebenarnya bukan
perkara baharu kerana sebelum
.ini sering disebut sebagai calon
terbaik untuk memegang jawatan
tersebut.
Subahan yang juga merangkap Timbalan Presiden Persatuan
Bola Sepak Malaysia
(FAM) dan Presiden
Konfederasi
Hoki
Malaysia (MHC) menegaskan beliau mahu
fokus kepada
dua
jawatan itu selepas ini.
"Saya b e r s e d i a
memberi
kerjasama
yang baik bagi peralihan kuasa dalam FAS
dan cadangan melantik Tengku
Amir sebagai presiden bukan satu
perkara baharu.
"Perkara ini akan dibincangkan dalam Mesyuarat Exco FAS

P

kerjasama yang baik
bagi peralihan kuasa
dalam FAS dan cadangan
melantik Tengku Amir
sebagai presiden bukan
satu perkara baharu.
SUBAHAN KAMAL
Presiden Persatuan
Bola Sepak Selangor

Khamis ini dan saya akan jelaskan segalanya di mana saya telah
memanggil kesemua ahli exco
untuk hadir pada mesyuarat
khas mengenai masa
depan Selangor dalam
kancah bola sepak
Malaysia.
" P e m i l i h a n saya
sebagai presiden menerusi ahli-ahli gab u n g a n FAS p a d a
2017. Dalam tempoh
dua tahun pasukan
Selangor mengharungi Liga Malaysia tanpa sebarang
bantuan dana dari kerajaan negeri dan ia hasil kerja keras daripada ahli-ahli exco, itu sesuatu
yang membanggakan," katanya

ketika dihubungi Utusan Malaysia di sini, hari ini.
Dalam pada itu, Subahan yang
merupakan anak jati Selangor
menegaskan bahawa beliau bersedia membantu pengurusan
baharu untuk terus memajukan
bola sepak Selangor dan berjanji
akan melunaskan gaji dan bonus
pemain.
Tambahnya lagi, ketika ini beliau sedang mengadakan perbincangan dengan sebuah kelab
gergasi Liga Perdana Inggeris
(EPL) yang menyatakan minat
untuk bekerjasama dengan FAS.
"Saya
telah
mengadakan
perbincangan dengan sebuah
kelab gergasi Inggeris yang nampak begitu minat untuk bekerjasama dengan pasukan Selangor.
Nama kelab itu tidak boleh didedahkan lagi buat masa ini.
"Walaupun akan ada peralihan
kuasa nanti saya akan teruskan
perbincangan ini dengan menemukan presiden baharu dengan
kelab tersebut supaya ianya akan
membawa manfaat kepada bola
sepak Selangor pada masa akan
datangjelasnya.
Selangor kini menduduki tangga kesembilan dengan kelebihan
11 mata dan dipisahkan tiga mata
dengan Kelantan dan Negeri Sembilan masing-masing berkongsi
lapan mata serta berada di zon
penyingkiran liga.

FAS pula bertukar Presiden?
Oleh ABDUL HAFIZ AHMAD
haz>qhamsyane<5)yahQo.com

s e k a r a n g d a n m a s i h gagal u n t u k
k e m b a l i b e r m a i n d i gelanggang
sendiri. S t a d i u m S h a h Alam p a d a
m u s i m ini.
"Saya p e r n a h m e n d e k a t i Raja
ATU p e r s a t u ahli g; b u n g a n
M u d a Selangor, T e n g k u Amir S h a h
P e r s a t u a n Bola
Sultan S h a r a f u d d i n
Sepak
MalayIdris S h a h d a n saya
sia m e n e r i m a
kerasa b a g i n d a l a h y a n g
s a n ' T s u n a m i Pilihan
paling layak sebaRaya U m u m ' Ke-14
gai Presiden b a h a r u
sejak 10 Mei lalu
FAS," k a t a n y a k e p a d a
yang t u r u t menyakUtusan Malaysia
di
sikan p r e s i d e n basini hari ini.
haru p e r s a t u a n bola
Palanisamy
tus e p a k negeri s e p e r t i
r u t m e n y a t a k a n keKedah d a n Melaka,
sediaannya
untuk
perubahan seiringkem e n g e m u k a k a n usul
pemimpinan peringm e m b a w a Presiden
kat kerajaan negeri.
b a h a r u FAS k e p a d a
Turut
dijangka
m e s y u a r a t Exco di
menyusuli Persatuan
Yayasan FAS, KelaBola Sepak Kedah
na Jaya itu k e r a n a
(KFA) d a n Melaka
mendakwa,
turut
United (MUSA) itu
t e l a h m e n d a p a t perialah P e r s a t u a n Bola
setujuan
Menteri
Sepak Selangor (FAS)
Besar Selangor, Daapabila J a w a t a n k u a s a
t u k Seri M o h a m e d
E k s e k u t i f h y a (Exco)
A z m i n hasil s a t u perbersidang, K h a m i s ini
temuan,
baru-baru
d e n g a n a g e n d a pentini.
ing dikatakan t e r a r a h
Subahan mengamkepada
kedudukan
bil alih k e r u s i No.
Presidennya,
Datuk
1 FAS itu d a r i p a d a
Seri S u b a h a n Kamal.
A z m i n m u l a i 23 FebNaib Presiden FAS,
r u a r i t a h u n lalu seDatuk K. Palanisamy SUBAHAN KAMAL
lepas m e n a n g t a n p a
berkata, s u d a h sambDertandmg
e r t a n d i n g pp aa dd aa pp ee -pai m a s a n y a u n t u k t e r a j u persatm i l i h a n bagi penggal 2017-2021
u a n y a n g d i t u b u h k a n p a d a 1936
d a l a m m e s y u a r a t f l u n g l u a r biami bertukar mengikut perkemsa di S h a h Alam.
bangan semasa terutamanya dari
Dalam p a d a itu, P a l a n i s a m y
segi m e n d a p a t k a n s o k o n g a n kejuga h a i r a n m e n g a p a Datuk Seri
1 .
, ,
Shahril M o k h t a r m e n y e r a h k a n
Kami p e r l u k a n p e r u b a h a n
s u r a t p e l e t a k a n j a w a t a n n y a sek e p e m i m p i n a n k e r a n a FAS sekabagai Timbalan P r e s i d e n FAS
i»jiua«ui ricaiueu rrti,
rang terus bermasalah dalam
b e b e r a p a m i n g g u lalu, m a l a h b e mendapatkan sokongan kewanr a n g g a p a n m u n g k i n tidak ramai
gan.
ahli Exco sendiri y a n g m e n y e d a r "Selangor j u g a b e r a d a di t e m • KUALA LUMPUR 28 MEI

S

p a t k e e m p a t c o r o t Liga

Super

inya.

"Saya

fikir-

peletakan

KERATAN Utusan Malaysia semalam.

jawa-

t a n n y a j u g a w a j a r jadi s a t u lagi
a g e n d a m e s y u a r a t Exco FAS ini.
FAS p e r l u lantik s e o r a n g p e m a n g k u Timbalan P r e s i d e n d a r i p a d a
kalangan
empat
penyandang
Naib P r e s i d e n s e k a r a n g b e r d a s a r kan peruntukan Perlembagaan
persatuan," katanya.
Selain beliau, m e r e k a y a n g
m e n d u d u k i k e r u s i No. 3 FAS itu .
ialah Datuk A b d u l R a u f A h m a d
y a n g j u g a p e n g u r u s p a s u k a n Selangor, D a t u k Lim T h e a n S h e a n g
d a n N i z a m Sani.

SENARAIPRESIDEN FAS
2005
1949

Dr. C. P. Rawson

1984

Datuk Ahmad Razali Mohd. Ali

1951

Tunku Abdul
Rahman Putra

1990

Tan Sri Muhammad

1996

Datuk Mohd. Aini Taib

1952

S.C.E. Slngam

1954

Dr. K. Sundram

1961

DatukHarun Idris

Muhammad Taib
20OO Tengku Idris Shah Sultan
Salahuddin Abdul Aziz Shah

Datuk Seri Dr.
Mohamad KhirToyo

200S Tan Sri Abdul
Khalid Ibrahim
2015

DatukSeri

2017

Mohamed AzminAli
DatukSeri
Subahan Ka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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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ji semula caj plastik
20 sen di Selangor

A

HAD lalu, Pengerusi
Jawatankuasa
Tetap Alam Sekitar, Teknologi HiBersama
jau dan Hal Ehwal
RIZAM ZAKARIYA
Pengguna Selangor, Hee Loy
Sian memberitahu, kerajaan
negeri akan mengkaji semula jumlah yang banyak, asalkan
pelaksanaan caj 20 sen ke atas mereka mudah untuk mempenggunaan beg plastik di ne- bawanya berbanding jika tiada
beg plastik diberikan," katanya.
geri itu.
Jelas Shatar lagi, berdasarKatanya, ia berikutan terdapat banyak aduan daripada kan situasi tersebut, usaha
orang awam berhubung pelak-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itu
saaan caj itu sejak ia dilaksana- boleh dianggap sebagai tidak
kan bermula Januari tahun lalu. mencapai matlamat kerana walaupun dikenakan caj 20 sen,
Kini kata Loy Sian, kerapenggunaan' plastik kejaan negeri akan memtika membeli-belah
beri tumpuan memflCaj 20 sen
tetap berlaku dan
beri
pendidikan
terhakepada orang ramai
gagal mendidik permintaan
dapnya sentiasa
dalam usaha untuk
orang ramai untuk ada.
mengurangkan
Beliau yang
penggunaan beg
mengurangkan
juga
Naib
plastik berbanCanselor
Unipenggunaan plastik versiti Pendididing menghukum
pengguna.
malah sesetengah kan Sultan Idris
Beliau
turut
menambah, sepamengakui, pelakpasar raya tidak tutnya
kerajaan
sanaan caj 20 yang
negeri
Selangor
dikenakan itu dilihat mematuhinya
tidak perlu memper-kurang memberi kesan
kenalkan pelaksanaan
selain menyebabkan orang
caj 20 sen bagi setiap beg plasramai tidak senang dengan kaedah tersebut selain pihak pasar tik, tetapi mengharamkan terus
penggunaannya
di mana-mana
raya yang turut tidak mematuhi
penguatkuasaan dalam melak- kedai dan pasar raya seluruh
negeri itu^
sanakan peraturan tersebut.
Bagaimanapun, para peniaga
Malah katanya, ada pula pengguna yang sanggup membayar termasuk pasar raya perlulah
sehingga RM1 bagi mendapat- menyediakan alternatif dengan
kan beg plastik ketika membeli- memberi beg kertas atau beg
belah, sekali gus membuktikan plastik mudah terurai sebabahawa pengguna masih tetap gai memenuhi tanggungjawab
menggunakan beg plastik untuk kepada pelanggan yang telah
berbelanja di premis mereka.
membawa barangan.
"Di luar negara terutama di
Mengulas lanjut mengenai
isu tersebut, Pakar Sosial, Eropah, penggunaan beg kerProf. Datuk Dr. Mohammad
Shatar Sabran ketika dihubungi menyifatkan langkah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untuk mengkaji semula pelaksanaan tersebut sebagai tepat
pada masanya.
Jelas beliau, walaupun pelaksanaan caj 20 sen itu dianggap
sebagai usaha baik yang dilakukan oleh negeri Selangor
untuk membantu mengurangkan pencemaran alam sekitar,
namun langkah tersebut gagal
menimbulkan kesedaran orang
ramai berhubung penggunaan
beg plastik tersebut.
"Ia terbukti apabila ramai
pengguna yang tidak kisah
menge.luarkan wang tambahan
untuk mendapatkan beg plastik.
"Malah, ada yang tidak pernah mengira berapa jumlah
bayaran yang dikenakan untuk
mendapatkan beg plastik ketika membeli barangan dalam

tas telah lama diperkenalkan
dan ia dilihat berjaya dalam menyumbang kepada pengurangan
pencemaran alam sekitar.
"Malah, pengguna juga tidak
merungut kerana mereka masih
disediakan bekas untuk mengisi
barangan yang dibeli tanpa pelu
mengeluarkan
perbelanjaan
tambahan untuk mendapatkannya," katanya.
Sementara itu, Presiden Persatuan Pengguna Subang dan
Shah Alam (CASSA), Datuk
Dr. Jacob George pula berkata,
terdapat beberapa isu yang timbul berhubung pelaksanaan caj
20 sen yang diperkenalkan oleh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sejak
awal tahun lalu.
Beliau berkata, antaranya
ialah persoalan mengenai kutipan 20 sen tersebut yang masih
tidak jelas.
"CASSA pernah menimbulkan isu berkenaan sebelum ini
iaitu bagaimana sistem audit
mengenai caj tersebut dilakukan, berapa jumlah wang terkumpul dan ke mana ia dibelanjakan.
"Tetapi malangnya sehingga
kini, tiada sebarang jawapan
diterima mengenai persoalan
tersebut.
"Bukan sahaja CASSA, tetapi
saya percaya isu sama turut
berlegar-legar dalam kotak pemikiran pengguna setiap hari,"
katanya.
Justeru katanya, langkah
kerajaan negeri untuk mengkaji
semula pelaksanaan caj 20 sen
terhadap beg plastik sangat dialu-alukan selain menggantikannya dengan kaedah lain yang
lebih bersesuaian dan tidak
membebankan penggu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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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ya seen a
berundur
Subahan

m '

3

Tidak keberatan untuk beri laluan kepada
Tengku Amir Shah terajui pucuk pimpinan
tertinggi badan induk bola sepak Selangor
DATUK Seri Subahan Kamal
(gambar kecil) menegaskan
bahawa cadangan
melantik Raja Muda
Selangor, Tengku
Amir Shah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sebagai
Presiden Persatuan
Bola Sepak Selangor
(FAS) bukan suatu
perkara baharu,
malah beliau berpendapat
baginda merupakan calon
terbaik menerajui pucuk
pimpinan tertinggi FAS tersebut.
Justeru, Subahan menyatakan
kesanggupan untuk berundur
sebagai Presiden FAS
sementelahan beliau mahu fokus
kepada dua jawatan sedia ada
iaitu Timbalan Presiden Persatuan
Bola Sepak Malaysia (FAM)
dan Presiden Konfederasi Hoki
Malaysia (MHC).
"Saya sendiri bersedia berikan

"•••••••••BraHKs»

.

* .—

SKUAD Gergasi Merah masih berada pada landasan yang tepat daiam saingan Liga
Malaysia meskipun agak bergelut dengan prestasi ketika ini.

kerjasama bagi memastikan
peralihan kuasa dalam FAS
berjalan lancar. Bagaimanapun,
perkara ini sepatutnya
dibincangkan pada Mesyuarat
Exco FAS Khamis ini (esok).
"Apa yang pasti, tidak kira
sama ada saya bersama atau
tidak dalam FAS, saya tetap
akan membantu bola sepak

Selangor daripada belakang tabir
kerana saya merupakan anak jati
Selangor dan mahukan bola sepak
negeri ini berkembang maju,"
katanya.
Selepas mengharungi
11 perlawanan Liga Super,
Selangor kini menduduki tangga
kesembilan carta liga dengan
mengumpul 11 mata.
»BERITADI MUKA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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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gku Amir calon terbaik'
Oleh AHMAD FAZLI MOHD. YADI

P

RESIDEN
Persatuan
Bola Sepak
Selangor
(FAS), Datuk Seri Subahan Kamal membayangkan
beliau bersedia berundur daripada jawatannya dengan memberikan laluan kepada Raja
Muda Selangor, Tengku Amir
Shah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menerajui pucuk pimpinan tertinggi badan induk bola
sepak negeri tersebut.
Subahan berkata, cadangan
melantik Tengku Amir sebagai
Presiden FAS sebenarnya bukan perkara baharu dan beliau
sendiri mengakui bersedia untuk melepaskan jawatan tersebut kepada baginda.
Subahan yang juga Timbalan
Presiden Persatuan Bola Sepak
Malaysia (FAM) dan Presiden
Konfederasi Hoki Malaysia
(MHC) memberitahu, beliau
mahu fokus kepada dua jawatan tersebut selain berpendapatan Tengku Amir sebagai
calon terbaik menerajui pucuk
pimpinan baharu FAS.
"Sebenarnya cadangan melantik Tengku Amir sebagai

Presiden FAS bukan
Selangor masih boleh
suatu perkara baharu.
kekal dalam Liga MaMalah, saya sendiri
laysia (Liga M) dengan
bersedia untuk berihasil kerja keras darikan kerjasama mepada ahli-ahli Exco
mastikan
peralihan
FAS.
kuasa dalam FAS ber"Saya tidak boleh
jalan lancar.
bercakap
panjang
"Namun,
perkara
dan segala keputusan
ini sepatutnya akan
akan terjawab selepas
dibincangkan
pada T E N G K U AMIR
Mesyuarat Exco FAS
SHAH
Mesyuarat Exco FAS
nanti. Apa yang pasti,
Khamis ini (esok)
tidak kira sama ada
tetapi saya tidak tahu
saya bersama atau
ia boleh timbul begitu
tidak dalam FAS, saya
cepat pula.
tetap akan membantu
"Tidak
mengapa,
bola sepak Selangor
saya akan menjelasdaripada
belakang
kan
segala-galanya
tabir
kerana
saya
dan saya juga telah
merupakan anak jati
memanggil kesemua
Selangor dan mahuahli Exco FAS untuk S U B A H A N
kan bola sepak negeri
menghadiri mesyuaini berkembang maju,"
rat khas mengenai masa depan
katanya ketika dihubungi KosSelangor dalam bola sepak Ma- mol semalam.
laysia.
Dalam perkembangan sama,
"Untuk pengetahuan semua,
Subahan menepis kenyataan
saya telah dipilih oleh ahli-ahli kononnya skuad Gergasi Megabungan FAS menjadi Pre- rah menduduki tangga tercorot
siden FAS pada 2017. Biarpun
Liga Super dengan menegasFAS tidak ada bantuan daripa- kan Selangor masih berada
da kerajaan negeri, saya dengan pada landasan terbaik untuk
bangga memberitahu bahawa
menduduki kelompok enam

teratas liga musim ini.
Sebagai rekod,
Selangor
menduduki tangga kesembilan
dengan mengutip 11 mata dan
dipisahkan tiga mata dengan
Kelantan dan Negeri Sembilan
yang masing-masing berkongsi
lapan mata serta berada di zon
penyingkiran liga.
"Mengenai kenyataan mengatakan prestasi Selangor
berada di tangga tercorot, suka
saya mengingatkan bahawa Selangor masih berada pada landasan yang positif.
"Musim ini, kami berani
mengambil
risiko
dengan
menurunkan
pemain-pemain
daripada skuad Piala Presiden.
Ini antara salah satu cabaran
apabila menurunkan pemainpemain kurang berpengalaman
tetapi saya percaya pendedahan ini akan memberikan
manfaat kepada Selangor pada
masa akan datang.
"Lagipun, Selangor layak ke
aksi separuh akhir Piala FA
dan masih memiliki peluang
untuk layak ke final. Jadi, saya
tidak nampak Selangor masih
tercorot berbanding pasukanpasukan lain,"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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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suh caj 20 sen beg plastik
AZMI TARMIZI

B

ERMULA Januari tahun lalu,
Selangor menguatkuasakan
larangan penggunaan beg
plastik dan polistirena setiap hari
bagi semua pusat komersial utama
selepas membuat peraturan sama
setiap Sabtu sejak 2010.
Bagi pengguna yang tetap ingin
menggunakannya, mereka boleh
mendapatkannya dengan membayar tambahan 20 sen bagi setiap
satu beg plastik.
Ia menimbulkan bantahan sesetengah pihak kerana mendakwa
caj 20 sen dikenakan bagi setiap beg
plastik itu membebankan orang ramai.
Walaupun menerima bantahan
orang ramai, namun Kerajaan
Selangor tetap bertegas untuk melaksanakan kerana kempen itu demi
kelestarian alam sekitar.
Bukan kempen yang menjadi
bantahan dan rungutan rakyat ketika
itu, tetapi caj 20 sen dikenakan ke-

pada mereka.
Masakan beg plastik yang bernilai 2 atau 3 sen itu dijual dengan
harga 20 sen. Itu tidak masuk akal,
kata mereka.
Malah ada peniaga yang membuat keuntungan tambahan menerusi penjualan beg plastik kepada
pengguna.
Jika dahulu plastik diberi percuma, kini hasil pelaksanaan caj tersebut, peniaga boleh menjual plastik
pula.
Sehingga kini tiada kenyataan
konkrit yang dikeluarkan oleh
Kerajaan Selangor di mana dan ke
mana wang dianggap bagi tujuan
pemeliharaan dan pemuliharaan
alam sekitar.
Sejak Januari sehingga Mei tahun
lalu, kerajaan negeri dilaporkan mengutip RM1.87 juta menerusi caj 20
sen tersebut yang membabitkan peniaga pasaraya dan premis makanan.
Selepas setahun, nampaknya
kempen yang mengharamkan beg
plastik itu seolah-olah sudah ‘dihalal-

kan’. Tiadanya penguatkuasaan menyebabkan kempen berkenaan boleh dianggap gagal!
Pelaksanaan dasar itu juga jelas
tidak mencapai matlamat terutama
di bulan Ramadan apabila penggunaan beg plastik digunakan secara
berleluasa di bazar.
Isu membelenggu kehidupan
seharian rakyat di Selangor itu akhirnya mendapat perhatian Exco Alam
Sekitar, Teknologi Hijau, Hal Ehwal
Pengguna dan Hal Ehwal Bukan
Islam, Hee Loy Sian.
Katanya, kerajaan negeri akan
mengkaji semula caj 20 sen itu.
“Kita dapati ramai penjaja dan
pengusaha pasar raya tidak mengikut arahan kerana tiada penguatkuasaan.
“Ramai juga yang sanggup membeli beg plastik terutama pengguna
berkemampuan, malah ada aduan

mempersoalkan kadar caj itu sama
ada mencapai sasaran atau tidak,”
katanya.
Sebenarnya isu caj 20 sen ini takkan timbul sekiranya rakyat memahami bahaya penggunaan beg
plastik kepada manusia dan alam
sekitar.
Loy Sian berkata, pihaknya tidak
berhasrat menaikkan caj berkenaan
tetapi mahu kempen kesedaran bebas plastik diterap di peringkat sekolah kerana didikan sejak kecil perlu
bagi menjayakan usaha dijalankan.
“Sebelum ini, kita tidak dapat
melaksanakan kempen ini di peringkat sekolah di Selangor.
“Sekarang kita mahu mendidik
dari kecil supaya mereka sedar mengenai bahaya beg plastik kepada
alam sekitar, selain bekerjasama dengan Kerajaan Persekutuan supaya
program sedemikian dapat diatur,”
katanya.
Memetik laporan sebelum iniKetua Aktivitis Persatuan Pengguna
Islam Malaysia (PPIM), Datuk
Nadzim Johan dilaporkan berkata,

penambahbaikan perlu demi memastikan kempen kesedaran dapat
diwujudkan berbanding hanya mengenakan caj 20 sen kepada pengguna.
“Pihak bertanggungjawab perlu
kaji secara terperinci caj dikenakan
itu agar tidak pula beban ramai
orang miskin,” katanya.
Timbalan Presiden Gabungan
Persatuan Pengguna Malaysia
(Fomca), Mohd Yusof Abdul
Rahman pula dilaporkan turut menyatakan sokongan terhadap penghapusan caj itu dengan alternatif lain
demi mengurangkan beg plastik.
“Saya menyokong kerana masalah beg plastik ini tidak akan berkurangan sekiranya mengenakan
sebarang caj yang tinggi, namun
perlu ada mekanisme yang memberi kesan segera untuk mengurangkan penggunaan beg plastik,” katanya.
Barangkali sudah tiba masa
Kerajaan Selangor melaksanakan
konsep siapa bawa beg plastik sendiri dapat insentif 20 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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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DP MPSepang tamat khidmat
SHAH ALAM Yang Dipertua Majlis Perbandaran
Sepang (MPSepang), Datuk Puasa
Md Taib akan menamatkan perkhidmatannya secara
rasmi sebagai kakitangan kerajaan
bermula esok.
Beliau sebelum PUASA
ini menangguhkan
rancangan itu bagi memberi
laluan kepada PRU14.
Puasa berkata, sebaik pencen, tanggungjawabnya sebagai
pegawai kerajaan akan
berakhir.
“Namun saya yakin terdapat
banyak lagi peluang di luar sana
yang boleh saya teroka.
“Rancangan saya hanya
mahu berehat bersama keluarga
memandangkan Hari Raya Aidilﬁtri akan disambut tidak lama
lagi, banyak persiapan perlu di-

lakukan,” katanya
selepas tamat Mesyuarat Penuh Bulanan MPSepang.
Dalam pada
itu Puasa turut
mempertimbangkan untuk mengurangkan bayaran
yuran premium
tanah untuk penduduk di Taman
Putra Perdana
yang mengalami isu hak milik
strata.
Katanya, masalah berkenaan
juga dapat dikurangkan sekiranya pihak bertanggungjawab
membuat pembayaran duti setem.
“Difahamkan pihak pemaju
Taman Putra Perdana tidak dapat menyelesaikan masalah ini
dalam tempoh yang lama berhubung masalah hak milik
strata bagi perumahan di situ,”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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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45 juta urus sisa pepejal
MPK pastikan
daerah bebas
plastik, pepejal

info
Kos tersebut melibatkan
kerja-kerja bersih,
pembuangan dan
pelupusan sampah

NOR AZIHAN MD GHAZALI

KLANG

M

ajlis Perbandaran
Klang
(MPK)
membelanjakan
kos hampir RM45 juta
setahun dalam usaha
memastikan daerah ini bebas
plastik dan sisa pepejal di
kawasan pentadbirannya.
Yang Dipertua, Datuk
Mohamad Yasid Bidin berkata, kos berkenaan membabitkan kerja-kerja pembersihan, pembuangan dan
pelupusan sampah.
“Daripada kos berkena-

Mohamad Yasid (dua, kanan) ketika mengiringi Exco Alam Sekitar, Teknologi Hijau dan Hal Ehwal
Pengguna, Hee Loy Sian mengagihkan beg kitar semula kepada pengunjung.

an, RM25 juta dibayar kepada
Kumpulan Darul Ehsan
Berhad (KDEB) untuk tujuan
pengurusan sisa pepejal manakala RM20 juta pula untuk

menguruskan sampah terbuang.
“Majlis turut membelanjakan RM700,000 sebulan bagi kos pembuangan

sampah di Jeram,”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ketika berucap pada majlis
perasmian Bazar Ramadan
Mampan MPK, di lobi pusat

membeli belah GM Klang.
Pada majlis itu, sejumlah
1,000 beg kitar semula diagihkan kepada pengunjung pusat membeli belah berkenaan.
Menurutnya,
meskipun MPK sudah membelanjakan
kos yang besar namun begitu aspek
kebersihan belum
mencapai tahap kepuasan.
“Melalui program
ini, kita galakkan orang
ramai membawa bekas

makanan atau beg kitar semula bagi memastikan tiada
lagi penggunaan beg plastik.
“Secara tidak langsung ia
dapat mendidik dan memberi kesedaran berkenaan
kepentingan menjaga alam
sekitar,” katanya.
Mohamad Yasid berkata,
langkah ini dilaksanakan bagi
merealisasikan Klang sebagai
sebuah bandar yang mampan.

Headline
MediaTitle
Date
Section
Page No
Language
Journalist
Frequency

MBSA sedia 164 tong roro percuma
Sinar Harian
30 May 2018
Selangor & KL
23
Malay
N/A
Daily

Color
Circulation
Readership
ArticleSize
AdValue
PR Value

Black/white
160,000
509,000
82 cm²
RM 807
RM 2,422

MBSA sedia 164 tong roro percuma
SHAH ALAM - Sempena sambutan Hari Raya
Aidilﬁtri, Majlis Bandaraya Shah Alam (MBSA)
menyediakan 164 tong ‘roll on roll oﬀ ’ (roro)
bersaiz tiga tan bagi memudahkan orang ramai membuang sampah pukal.
KetuaBahagianKorporatdanPerhubungan
Awam MBSA, Shahrin Ahmad berkata, tong
tersebut diletakkan di sekitar Shah Alam di
Seksyen 1 hingga Seksyen 36 dan Seksyen U1
hingga Seksyen U20 hingga 10 Jun ini.
Menurutnya, perkhidmatan disediakan
secara percuma dan penduduk setempat bo-

leh membuang sampah seperti perabot lama
dan barangan elektrik seperti almari, sofa, tilam, katil, peti ais, radio, televisyen, pengecas
bateri, telefon bimbit dan sebagainya.
“Pihak majlis harap penduduk beri kerjasama letakkan sampah pukal tersebut dalam
tong roro yang disediakan bagi memudahkan
pihak kontraktor membuat kutipan.
“Sebarang pertanyaan berhubung perkhidmatan tong roro, boleh hubungi Jabatan
Pengurusan Sisa Pepejal dan Pembersihan
Awam MBSA di 03-55196402,”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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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tan
Sharafuddin
menyampaikan
sumbangan
kepada
penerima yang
terdiri daripada
golongan fakir
dan miskin.

Sultan Selangor rasmi Masjid Taman
Taming Jaya
SERI KEMBANGAN -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berkenan menyempurnakan upacara perasmian Masjid Taman Taming
Jaya, di sini pada majlis berbuka puasa baginda di masjid
itu, petang semalam.
Baginda menandatangani plak sebagai simbolik
perasmian
masjid
berkenaan.
Pembinaan masjid yang

menelan kos RM5 juta itu
adalah bagi menampung
2,500 jemaah di kawasan itu.
Pembinaan masjid ini
disenaraikan
dalam
Rancangan Malaysia ke-7.
Pihak pengurusan masjid
membuat kerja pembinaan
semula di atas tapak seluas
dua ekar. Projek ini dibiayai
sepenuhnya oleh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Majlis perasmian turut

dihadir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Pengarah Jabatan
Agama Islam Selangor, Datuk
Haris Kasim, Pegawai Daerah
Hulu Langat, Datuk Rosli Othman dan beberapa Exco.
Tuanku turut berkenan
menyampaikan sumbangan
Aidilfitri sebanyak RM249,000
kepada 498 fakir dan miskin
serta saudara baharu di daerah 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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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LONGLAH RMS
S

elain Kelantan, Selangor
turut tidak terkecuali
daripada terpalit dengan
pelbagai konflik dalaman sehingga menyebabkan penyokong mula tawar hati untuk memberikan sokongan di
stadium.
Menerusi sesi FB Live
Sukan Sinar semalam, Anak
Selangor Fan Club (ASFC) mengakui sesetengah penyokong
mula bertindak memboikot
juara 33 kali Liga Malaysia itu

selepas mengalami
kekalahan demi kekalahan yang menyaksikan pasukan
itu terpuruk ke kelompok empat terbawah Liga Super.
Di kesempatan itu,
ASFC mendesak FAS segera dirawat memandangkan individu-individu yang
ada di dalam persatuan disifatkan tidak langsung membawa
kemajuan dalam pasukan.

Sebagai ganti,
mereka mahu Raja
Muda Selangor
(RMS), Tengku
Amir Shah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untuk mengambil alih jawatan
ini agar dapat mengembalikan kegemilangan The Red Giants seperti ketika era di Stadium Merdeka,
pertengahan 90-an dan awal
2000 dahulu.

FAIZ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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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bak FAS, mahu RMS ambil alih
FOTO: ASRIL ASWANDI SHUKOR

MOHAMAD FAZRUL ABDUL MAJID

A

nak Selangor Fan Club (ASFC)
menyambut baik usaha merombak Persatuan Bola Sepak
Selangor (FAS) secara besar-besaran
selepas dikhabarkan Jawatankuasa
Eksekutifnya (Exco) akan bersidang
untuk membincangkan kedudukan
Presidennya, Datuk Seri Subahan
Kamal.
Presidennya, Mohd Faizal Wahid
berkata jika benar perkara ini terjadi,
ini merupakan kemenangan buatnya dan ASFC memandangkan mereka antara yang terawal mendesak
FAS dibubarkan selepas melihat
kepimpinan sekarang yang begitu
taksub terhadap kuasa.
Jelasnya, era pengurusan FAS
sekarang terlalu jauh berbeza berbanding beberapa kepimpinan
terdahulu sehingga menyaksikan
skuad Gergasi Merah itu mengalami
kemeruduman prestasi sejak dua
musim terakhir ini.
"Saya masih ingat zaman Datuk
Mohd Aini Taib dahulu kita telah
mencapai kegemilangan dengan
memenangi treble tahun 1996
hingga 1998. Zaman itu memang
berbeza dengan sekarang.

Dari kiri: Faizal, J Rashman dan Shahriman memberikan pendapat jujur mereka selepas melihat kejatuhan prestasi skuad bola
sepak Selangor. FOTO: ASRIL ASWANDI SHUKOR

"Datuk Aini telah membawa
ramai pemain yang hebat seperti
David Mitchell, Chris Kiwomya,
Tony Cottee dan lain-lain lagi. Jadi
penyokong memang teruja untuk
pergi ke stadium pada waktu itu.

"Tetapi sekarang siapa yang kita
ada? Pemain import yang kita ada tahun ini hanya gah di Youtube sahaja,
tapi hasilnya tak ada. Jadi Subahan
perlu segera mengosongkan kerusi
itu," katanya di sesi FB Live bersama

Sukan Sinar semalam.
Turut senada dengan Faizal ialah
dua lagi wakil ASFC, J Rashman dan
Mohd Shahriman Salleh yang mahu
melihat perubahan baharu di dalam
persatuan itu dalam masa terdekat.

"Bagi saya Subahan sudah tidak
layak jadi presiden kerana dia tiada
minat mendalam dalam bola sepak
dan tidak tahu selok belok soal pembelian pemain. Sampai ke hari ini
kita tak nampak apa sumbangan dia
dalam FAS. Kalau betul-betul mahu
zaman kegemilangan Selangor dikembalikan saya rasa sudah tiba
masa untuk buat perubahan drastik
dalam persatuan," kata Rashman.
"Kami di ASFC memang tidak
akan boikot pasukan kesayangan
kami kerana kami akan sentiasa
berdiri di belakang pasukan. Tetapi
pengurusan perlu diubah terlebih
dahulu," tambah Shahriman.
Mengulas siapa individu yang
layak mentadbir FAS selepas ini,
ketiga-tiga panel bersetuju bahawa
Raja Muda Selangor (RMS), Tengku
Amir Shah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individu paling layak mentadbir badan induk itu.
"Sudah tiba masanya RMS
mengambil alih kedudukan ini
agar ia tidak lagi dicampur-adukkan
dengan politik. Bagi kami, RMS seorang raja yang mudah dekati rakyat.
Jadi, bila ada apa-apa isu dia boleh
mendengar suara kami sebagai penyokong," tambah mereka la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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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u stadium sudah tidak penting’
ISU mengembalikan Stadium
Shah Alam bukan lagi perkara
penting yang perlu dititikberatkan skuad bola sepak Selangor
sebaliknya pembentukan semula
pasukan adalah agenda utama
buat masa ini.
Menurut presiden kelab penyokong Anak Selangor Fan Club
(ASFC), Mohd Faizal Wahid,
walaupun diakui Stadium Shah
Alam banyak meninggalkan
nostalgia buat juara 33 kali Piala
Malaysia itu, namun baginya, perkara itu sudah tidak lagi relevan
buat masa sekarang.
"Pada awal musim dulu saya
menjadi wakil dalam Badan
Bertindak Penyokong Selangor
(BBPS) yang mana pada waktu
itu kami telah melakukan 'ﬂashmob' di Stadium Shah Alam
untuk menyampaikan suara penyokong yang mahukan Stadium
Shah Alam dikembalikan kepada
pasukan Selangor.
"Mungkin pada waktu itu
saya terlalu terikut-ikut rentak
penyokong yang menyifatkan
Stadium Shah Alam ada aura untuk Selangor, tetapi selepas dikaji
semula saya rasa stadium bukan
lagi isu utama dan sudah tidak

Faizal mahu FAS membentuk semula pasukan terbaik demi mengembalikan
keyakinan penyokong.

penting lagi.
"Lihat sahajalah di Stadium
Cheras musim ini, penyokong
pun tidak ramai yang datang
memenuhi stadium, jadi apa
perlunya kita terlalu obses untuk
mendesak Stadium Shah Alam
dikembalikan?," soalnya.
Jelasnya, berbanding isu stadium adalah lebih baik untuk The
Red Giants segera mencari solusi
dalam aspek pemilihan pemain
yang berkualiti memandangkan
pasukan itu sedang terpuruk ke
kelompok bawahan liga.

"Untuk kebaikan, pengurusan
perlu cantikkan kembali pasukan
dan tidak perlu menoleh ke belakang untuk menjadikan pasukan
itu mantap dan terbaik daripada
sebelum ini.
"Pengurusan juga perlu segera mencari dana demi mendapatkan pemain import terbaik
kerana dengan barisan pemain
yang mantap, ia diyakini mampu
untuk mengembalikan semula
penyokong untuk kembali semula
ke stadium seperti sebelum ini,"
kataya la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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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charging for plastic
Consumers seem happy to.pay 20sen for non-biodegradable bags
instead of bringing their own, says state exco member
By GRACE CHEN
gracechen@thestar.com.my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will
review the practice of charging
20sen for plastic bags as it has been
found ineffective in reducing its
demand.
State Environment, Green
Technology and Consumer Affairs
committee chairman Hee Loy Sian
said there were also questions on
who benefited from this and
whether the collection was being
monitored.
"As such the state government
will review this practice to find a
fair solution for all.
"Consumers are used to paying
20sen for a bag. For RM1 they get
five plastic bags. People don't seem
to mind absorbing the cost," he
said.
Hee did not discount the possibility that paper bags would be
introduced in place of plastic bags
but an in-depth study would have
to be carried out to find out the
cost impact on consumers.
He was speaking to reporters
after launching the Sepang
Municipal Council's (MPSepang)
sustainable Ramadan bazaars programme at Kipmall in Kota
Warisan.
The programme encourages visitors to bring their own shopping
bags and food containers instead of
using plastic bags and polystyrene
boxes for takeaways.
Hee, who was accompanied by

Hee (in purple) distributing bubur lambuk to a Ramadan bazaar operator while Puasa (in white shirt) looks on.

MPSepang president Datuk Puasa
Md Taib and Sepang district officer
Mohd Yazid Sairi, walked around
the bazaar to distribute bubur lambuk to traders.
During the event, the public who
turned up to buy food for breaking
fast were treated to a nasyid per-

formance by students of the Baitul
Hikmah religious school followed
by a talk by ustaz Abdullah Khairi
Harun.
Hawkers in Ramadan bazaars
within MPSepang are encouraged
to use biodegradable containers.
The council also has a pro-

gramme to buy back used cooking
oil from vendors.
MPSepang Licensing Department
director Noor Halif Noorzan said
its collection team would start
gathering used oil from the vendors by the third week of
Rama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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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adan bazaar
traders urged
to sell used
cooking oil

> 10
By SHALINI RAVINDRAN
shaliniravindran@thestar.com.my

Cashless initiative in S'gor
gets positive response

A TRIP to the Ramadan bazaar is
now made easier with the cashless
transaction initiative by Smart
Selangor Delivery Unit (SSDU).
SSDU introduced the mobile app
Boost for customers and traders at
bazaars in Selangor for shoppers
to enjoy hassle-free e-wallet transactions.
SSDU managing director Dr
Mohammad Fahmi Ngah said the
pilot project for the initiative introduced at the Pandan Indah bazaar
had received positive response.
"Out of the almost 100 traders,
50 are using the app to receive
payments, while 400 people downloaded the app in Pandan Indah,"
he said.
Users can download the app
from either Google Play Store or
Apple App Store, transfer money
to the e-wallet and use the scan
and pay function to scan the QR
code.
lie engagements with local councils
Dr Mohammad Fahmi said the
and through SSDU as well.
introduction of the Boost applica"It is all done in a safe, secure
tion for the past two months was
and reliable manner.
part of the Smart Selangor pro"Before we started, we filtered
gramme.
through several other e-wallet
"After Ramadan bazaars, we will players and Boost came out as the
move into the Aidilfitri bazaars as
top as it provide users with RM5
well as into shopping malls.
when they .first download the
"We also have plans to expand
app," he said.
the usage to local council-type serPandan Indah assemblyman
vices such as renting of halls," he
Izham Hashim said apps like these
said after launching the Bazaar
.could be a game changer in how
Ramadan Mampan in Pandan
businesses were conducted.
Indah.
Also present at the event was
He added that the app would be
AmpangJaya Municipal Council
introduced to the masses via pubpresident Abdul Hamid Hussain.

E-wallet app used at bazaars to be extended to Aidilfitri events and malls

Izham (second from left) and Abdul Hamid (right) promoting the Boost e-wallet app at the Ramadan bazaar
in Pandan Ind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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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小组赶到现场后已开始清理，并将所有塑料障碍物移走。（挡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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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1減
.
二

倣妤應對措施

M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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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量增難负荷
•梳邦再也市议员戴祯兴

雨量增難负荷
•八打灵再也市议员邓惠国
前在八打灵再也的范围内，水

W灾情况不严重，通常都是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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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o m e )也陷人水乡中、
及武吉莲花苑（Taman Bukit

Country

劉淑美
(吉隆坡24日讯）季候风交
替期带来庞大雨量，雪隆数水

關注水災黑區

灾黑区沦陷水灾连连，各地方
政府紧急小组、天灾小组和紧

•吉隆坡市政局谘询委员黄孝儒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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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急 行 动 小 组 （ Skuad

Pant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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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Teratai )再现泥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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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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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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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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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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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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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觉溝渠C/成丫氏丫秦苦

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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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予无法找到登上山坡顶端的路，官员需要动用无人机来视
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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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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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打哥文宁31/59路在周二发生水灾，水淹约半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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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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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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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電跟難拿握
•巴生市议员李富豪
于低洼和时常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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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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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潍福左 与市议
员云天祥发现部分沟渠堆积
泥垢，影响排水。

不常清理

_立圾_連

•部分建筑物因违例扩
建，遮盖了沟渠，承包
商员工艰难地进行清理工
作。

3主•致溝塞@
feOT劉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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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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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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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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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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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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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決泥洪危機
-=^1$ 莲花苑（T a m 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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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atail/2)尾端民宅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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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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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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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会议的要求，指示大
道公司对防洪工作提交完
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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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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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曰賽程(25曰)
10:00PM彭亨

对吉隆坡

(关丹达鲁玛末体育场）

明日賽程(26曰)
10:00PM雪兰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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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疑排水管堵塞

i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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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c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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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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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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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吁小心駕駛
金銮区州议员黄思汉、
梳邦再也市议员叶国荣及
工程组官员，今日前往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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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國榮=堆沙包鞏固溝涵

•胡志平：亲眼看
见渠道崩塌，吓了
_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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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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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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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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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霤279—議員j
i«

郭貞黎

(吉隆坡24日讯）雪
州12个地方政府279位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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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议员职，在希望联盟4

下月任期屆滿

党分配额调整后，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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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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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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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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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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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Y R

艮卩

前
有
定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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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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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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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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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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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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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挠一带连续7日内多次发生水灾。

W

蔡偉傑：挖深河床河堤堆沙包

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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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自堅=應對頻密突發水災
(万挠24日讯）万挠
一周内多处发生多次水

攝纖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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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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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很复杂且慢，仅仅一个招
标程序却需要1个月多的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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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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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r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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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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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丹与玛拉工艺大学开
斋晚宴后，对媒体如是
指出o
他°否认外界流传霄
州大臣有3个人选的揺
还说，至於会否将
雪州大臣人选保留给公
正党州议员，雪州希盟
则需要开会进一步商
讨。
阿兹敏因已获雪苏丹
御准上京任经济事务部
长，他务必提呈接替的
新大臣人选，在这期间
他兼任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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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超級足球聯賽
第12輪
昨曰成績（25曰）
彭亨

胜吉隆坡

4比0

今曰賽程（26曰）
10:00PM雪兰莪
对吉打
(蕉赖吉隆坡足总体育场）
10:00PM吉兰丹
对森美兰
(哥市苏丹莫哈末四世体育场）
10:00PM霹雳
对霹雳经济发展局
(怡保霹雳体育场）
10:00PM登嘉楼
对马六甲
(瓜登苏丹依斯迈体育场）
10:00PM雪兰莪发展机构对柔佛达鲁塔克欣
(莎阿南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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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事到醫院檢控保外手續未完成

嘉馬
(吉隆坡25日讯）早上控，
下午逃！
因涉及在社交网站张贴亮枪照片
而于本月22日被捉的巫统大港区部
主席兼红衫军领袖拿督斯里嘉马尤
诺斯，在被扣期间声称不适而入
院，想不到刚在今午被控后，在还
没有办好保外手续，便告“人间蒸
发，，了 ！
助理主簿官拉哈斯比亚今午5时
30分到雪州安邦某私人医院想要替
他进行保释时，只发现代表律师及
担保人身在现场，而嘉马已“跑
路"o
-相°关人士已针对嘉马的失踪报
案，目前警方也在四处设路障，追
查他的下落。据悉，嘉马是乘坐车
牌为黑色丰田Fortuner运动休旅车
离开医院
嘉马尤I若斯是继2017年4月遭警方
援引刑事法典第I47条文（骚乱）控
上庭后，今早10时再遭警方以3宗
罪名提控，其中两项控状为刑事法
典第448条文（侵入住屋之处罚）和
268/290 (干扰公共秩序）条文。

的照片报案后，警方于本月22曰，
在雪州安邦一间私人医院逮捕他。
去年12月，嘉马尤诺斯曾发表惊
人言论，要警方采取行动对付曾在
推特发文，指责雪州苏丹的首相署
前部长拿督再益，否则他就用铁锤
敲打对方以“替天行道”后，在吉
隆坡世界贸易中心遭警方戴上手铐
带走。
今年509大选后，高调的嘉马尤诺
斯瞬间销声匿迹，民众甚至揣测他
可能“跑路”，但在14日突然现身
自己营业的杂饭店“为民服务”，
替顾客盛饭菜。

警方會依程序聯絡嘉馬
由于嘉马心血管有问题，早前才
刚刚完成血管造影检查，而在雪州
安邦某私人医院接受治疗，因此推
事上午10时到医院检控。
另一方面，雪州刑事调查组主任
法迪尔高级助理总监指出，警方也
将依据刑事程序法典第6T条文，要
求嘉马守行为半年。
针对逃跑事件，法迪尔也指出，
警方会依照程序联系嘉马，让后者
完成保释手续。
土团党党员于本月12日就嘉马在
社交网站，张贴一张腰间带有枪械

•嘉马去年10月率众到雪州政府大厦
上演“砸酒瓶”事件，在扰乱公共秩
序条文下被控。

26 May 2018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Page: A13 • Printed Size: 196.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3,866.21
PR value: MYR 11,598.63 • Item ID: MY0032694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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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城2 5日
讯）上诉庭今曰
裁决，前雪州大
臣丹斯里卡立的2
名前职员，即雪’
州大臣机构前执
行长法依卡胡先
及总营运长罗哈
妮，必须归还约
270万令吉的遣散
费给雪州大臣机
构。
以法官拿督东
姑麦慕为首的上
诉庭三司，是在
发现由雪州大臣
机构所支出的遣
散费无效后，而
一致作出上述决
定，谕令法依卡
胡先及罗哈妮必
须归还总值271万
3590令吉的遣散
费给该机构。
这起案件始于2015年5
月11日，当时雪州大臣机
构入禀高庭起诉卡立的8
名前职员，依次为法依卡
胡先、罗哈妮、前大臣政
治秘书慕斯达法、新闻秘
书阿尔法、私人秘书拉希
玛、高级新闻官苏莱曼、
新闻秘书助理纳袓里及高
级经济研究及分析员阿都

哈林，要求归
还相关的遣散
°上述8人是在
卡立被撤换大
臣后，参与自
愿离职计划并
获得遣散费，
据悉每人所获
得遣散费介于
1 1万至69万令
吉不等。
在高庭于去
年裁决有关的
遣散费属有效
后，謇州大臣
机构随后入禀
上诉庭进行上
诉。
另外，上诉
庭也维持早前
高庭的决定，
即雪州大臣机
构无需支付10
万令吉的费用；无论如
何，法庭没有就其余6名
答辩人作出判决。
其余两司分别是拿督哈
敏德星及拿督哈斯纳；雪
州大臣机构代表律师为拿
督斯里哥巴斯里南及埃德
温林（译音）；至于S名
答辩人的律师为云大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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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摩（中）
离开时被大批
媒体围堵。

Page 1 of 1

t ！菜曼匆
匆离开Ilham
大厦。

“首
資政理事會開會媒體追

佐摩自稱分散注意者
(吉隆坡25日讯）“别浪费时间在
我身上，我只，一,‘分散注意者
(distractor) ’ ！“

继政府资政理事会成立后，每当该
理事会召开会议，媒体皆驻守在Ilham
大厦外，等候多名理事发表谈话，而
今曰媒体目睹经济学家佐摩教授欲离
开时，纷纷上前追问他时，岂料国行
前总裁丹斯里哲蒂此时便趁媒体不注
意，迅速上车离开，成功避开媒体目
光。
佐摩是在下午1时左右步出大厦，
准备前往轻快铁时被媒体围堵；尽管
媒体穷追不舍，他仅重复说不予置评
(no comment)，笑称自己只是一名
“分散注意者（distractor)“，并
指媒体若想询问任何事情应向其他资
政理事会成员了解后，便匆匆离开大
厦。
后，媒体发现马石油前总裁丹斯
里哈山马力肯及哲蒂也尾随乘车离
开，期间并没有对外发言。
政府资政理事会今日继续召开会
议，并会见来自马电讯、联土局及高
等教育基金局代表。
根据了解，马电讯主席丹斯里苏莱
曼、联土局主席拿督威拉阿兹哈阿都

•哲蒂趁媒体不注意时，迅速离开。
哈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总执行长
旺阿末、内陆税收局总执行长拿督沙
宾等人皆出席该理事会会议，但他们
皆迅速乘车离开，全程不向媒体发表
任何谈话。
此外，经资政理事会秘书处证实，
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及反贪会前首席专员丹斯里阿布卡欣
今曰前来Ilham大厦属私人行程，与资
政理事会会议无关，并指前者此次是
与前财政部长敦达因进行私人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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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市廉潔槪念齋戒月市集
小販把持自律，
(八打灵再也25日讯）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推出
“自律不须监督，廉洁小
贩”概念的斋戒月市集，

推出無現金交易社區
该市集有2 5 0 名摊档营
业，是格拉纳再也区最大
的斋戒月市集，阿兹兹也
颁发“廉洁挂牌”，给市
集内1 0名符合作业标准的
小贩。
阿兹兹指出，市政厅从
今年起推出上网申请斋戒

食0
描小贩摊位的
Q

•阿茲茲使用手机应用程序，扫

要求营业小贩把持自律态
度，主动遵守执照与卫生
条规，打造整洁、有秩序
的市集。
小贩们受促主动展示营
业执照，在规定的市集地
点摆摊，售卖申请执照所
注明的物品，并穿戴卫生
围巾、手套及帽子，确保
售卖的食物及饮料都有卫
生水准。

八打灵再也市长拿督阿
兹兹今日巡视格拉纳再也
SS6/1路斋戒月市集，在记
者会这么指出。

R

代
码付费购买美

月市集小贩执照服务，小
贩们再也不需漏仪在格拉
纳再也体育馆排队领取申
请表格。
从今年2月21日起至3月
22曰，市政厅已在管辖区
范围2 0个斋戒月市集地
点，接获1128个小贩执照
申请。
他指出，市政厅在2 0 1 T
年发出62张抵触卫生条规
的传票，以及61张执法传
票予违规小贩，今年至
今，则发出45个非法营业
的小贩发警告信。
他说，市政厅也配合
“精明雪州”概念，在斋
戒月市集推出“无现金交
易社区”概念，鼓励民众
通过电子钱包系统进行交
易，购物后可以利用手机
应用程序，扫描小畈摊位
的QR代码付费，该市集有
34个小贩注册无现金系
统，合作夥伴是BOOST。
出席者包括副市长佐哈
里、市议员哈里米、市政
厅执照组主任莎丽娜等。

26 May 2018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Page: C6 • Printed Size: 458.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9,034.31
PR value: MYR 27,102.93 • Item ID: MY0032694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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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茲茲（左4)颁发“廉洁挂牌”给符合作业标准的市集小贩，左2是哈里米，右
起莎丽娜和佐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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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田志（左8)移交神庙拨款支票给无拉港两间神庙代表，左6起
是陈光富、张勤德及李异辉。

無拉港石古大王廟獲憲報頒布

永久使用蒯
(无拉港25日讯）雪州政府已在
宪报上颁布，无拉港石古大王庙可
永久性使用现址，无需繳付任何费
用。
行动党无拉港候任州议员黄田志说，州
政府是在去年1月19日在宪报上颁布，把
这块5000方尺的政府地批给石古大王庙永
久性使用。
他今日到无拉港新村（K g . B a r u
Balakong )石古大王庙移交庙地批用文件
给该庙理事时，这么指出。
拥有90年建庙历史的石古大王庙，现址
建在一块州政府地，理事希望申请庙地。
黄田志说，雪州政府决定不发出庙地地
契，是为避免庙地遭变卖的情况发生。

避免廟地遭變賣
“神庙传承数代人，也由不同人轮流看
管，难保不会有人把庙地用来抵押或变
卖，如今这项安排，无论谁担任理事，都
没权抵押或变卖政府地。”
会上，黄田志代表雪州政府非伊斯兰教
宗教理事会移交1万3000令吉神庙拨款给

•石古大王庙过去数十年建在无拉港新村一块政府地上。
无拉港玉皇庙，及6000令吉拨款给石古
大王庙。
黄田志说，雪州政府从2008年至2017
年，共批准2T6块庙地给非伊斯兰教作为
宗教膜拜场所，其中佛教与道教获批120
块土地、与都教得U9块土地、天主教和

基督教得29块土地以及锡克庙获批8块庙
地。
出席记者会者包括石古大王庙主席李
异辉、玉皇庙财政陈光富、总务张勤
德、无拉港新村村长欧慧君及村委彭俊
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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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及
嘉排陈
在起布
活为°
动Pt
开观
始生
前、
D昌吴
国德
歌芳
和、
校莫
歌顺

B費

建
(加影26日讯）新纪元大学学院今日正式欢庆20周年校庆，董教
^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叶新田透露，将在11月11日举办校庆晚宴，
为该校第二校园第一阶段建设，筹募2000万令吉的建设经费。

去有不少人说华文教育要在大马立足的难
度形容为“铁树开花”现象，但今天这棵
铁树已经开花了，呼吁华社能够响应上述
筹募活动。

他今早致词时指出，新纪元自升格以应付办学所需，因此希望在加影一带建设
后，每个学期学生人数逐步上升，课程新的教学楼，以应付未来两三年的迫切需
也渐渐多样彳i，目前的校园空间已经难以

$。
他也感言，教育是个百年大计，虽然过

叶新田指出，随著我国实现政权轮替，
目前人民普遍对国家的前途有更多憧憬，
期待新政府能解决过去几十年悬而未决的
问题，而该校也期望拖延了十多年的雪邦
校地能有妥善的解决方案。

翼制度化撥款獨中

•嘉宾为莫顺宗（左3)新书《新纪元时光》和文平强（左）新书《聚族于斯》主持
推介礼；左2起为叶新田、许来贤、蔡添强及叶观生。

葉新田親
10^1題_
新田相信，大马及华文教育的未来在新政府治下将充满
H

I光明，他亲自写了一IT诗，表达个人对新政府的期待。

这首诗为：“赤道风云大马掀，今年普选浪翻天。贪官跋
扈朋党乱，教育单元母语艰。各族欢呼新阁立，全民期待践
宣售。多元团结公平策，长治久安民为先。”
他解释，人民希望日后能有多元公平的政策，而若想要国
家长治久安的话，政府就必须的以民为先。
“全部人民都在期盼一个懂得听取民意的政府，我们对政
府的要求就是这么简单；这个是前朝政府搞来搞去搞不通
的，说不懂华社要什么，我们要的就是公平。”

另外，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也宣布会
捐献1万令吉充作新纪元的新校园建设经
费，他在致词时强调新政府一定会履行承
诺，著手处理各种教育问题，包括华小师
资和拨款不足，以及承认统考等。
他也指出，雪州政府过去不仅制度化拨
跨给州内所有的华小和国民型中学，也有
拨款给州内4所独中，呼吁中央政府仿效该
措施，制度化拨款给国内各所独中。
出席者还有新纪元大学学院理事会主席
叶观生、校长莫顺宗、副校长文平强、董
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顾问丹斯里彭茂燊、
董事邹寿汉、海鸥集团董事主席陈凯希、
多美集团创办人丹斯里吴德芳、人民公正
党副主席蔡添强、候任万宜国会议员王建
民及大马创价学会总会长郭福安。

放眼明年
观生指出，新纪元大学学院2018年的学生人数突破2000人，为
H

I创校以来最高，该校放眼明年人数能增至3000人。

他说，上述成就离不开莫顺宗和教育团队的努力，承诺该校曰后
会配合华社的步伐，集合华社的各种资源，以学术回报华社。
他指出，虽然新纪元大学学院是由华社创办，但该校一直都是不
分种族和宗教去为国家培养人才。
另外，莫顺宗则提到该校过去所面对困难，感谢热心人士一路来
给予该校的帮助，也特别提到了对该校意义非凡的黄迓茱女士，感
谢后者当年“裸捐”财产给新院的举动。
他也打趣新政府，指我国动荡期已经过去了，新政府可考虑拿该
校的名字来做宝号，即“新政府、新气象、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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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麵級足球聯畫
*第12轮

前曰成績（25曰)
彭亨

胜吉隆坡

4比0

昨曰成績（26曰)
雪兰莪

负吉打

1比2

吉兰丹

负森美兰

0比2

露雳

胜霹雳经济发展局4比3

登嘉楼

胜马六甲

1比0

雪兰莪发展机构对柔佛达鲁塔克欣X比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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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6曰
讯）昨天上午
才在医院被控，
下午在办保外手
续前失踪的巫统
大港区部主席兼
红衫军领袖拿督
斯里嘉马尤诺
斯，已失踪超过
一天；其实他只
是面对一项最高
罚款400令吉或
监禁一个月的控
状，何以为此而
潜逃，耐人寻
味！

•疑载嘉马离开
医院的黑色丰田
多用途体旅车，
被医院闭路电视
摄下。

27 May 2018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Page: A1,A2 • Printed Size: 1100.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21,698.11
PR value: MYR 65,094.33 • Item ID: MY0032701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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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力慌亂下

•神秘休旅車接走嘉馬•
+文接封面
推罜到醫院檢控，外手續未完成

其代表律师初步相
信，嘉马或因首次在法
庭外被控，因以为保释
手续已办好，在压力
及慌乱下，才会擅自离
院；代表律师也要求公
众助寻找嘉马的下落。
嘉马是于去年10月因
率众到雪州政府大厦
外，用铁锤砸碎酒瓶，
在昨天被警方控告抵触
刑事法典第290 (干扰公
共秩序）条文，他不认
罪。推事允他以3000令
吉保外，若他罪成最高
刑罚是罚款400令吉，或
监禁一个月。
嘉马是在本月22曰被
捕，随后因身体不适而
入院，所以昨天是在医
院病房被控。
由于他在未办好保外
手续即失踪，其代表律
师拿督英然指出，律师
团于昨午5时被警方带往
警局助查，10小时后才
获准回家。
英然接受《中国报》
电访时指出，律师团昨
午3时30分抵达医院时，

嘉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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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见嘉马踪影，拨打
其电话也无人接听，
§前仍未与嘉马取得联
系。
“我代表嘉马向各方
道歉，这是他首次在法
庭外被控，相信他以为
保释手续已经完成，并
在压力及慌乱下，才会
擅自离院。”
他相信嘉马无意做出
这些违法的举动，希望
嘉马看到新闻后，立即
联络他或到安邦警区完
成保外手续，并促民众
帮忙寻人。
土团党本月12日针对
嘉马在社交网站上张贴
张腰间插枪械的照片
报案后，警方22日在雪
州安邦一间私人医院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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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灰都認得你”
“别想逃，即使你易容，
我们都会认出你！”
嘉马尤诺斯周五在未完成
保释手续前，即擅自逃离的
消息在社交网站广传后，网
民议论纷纷之余也不放过任
何蛛丝“马”迹，有人自制
了通辑图，也有人更深一层

|然指出，连嘉马家人也不
f知道他的下落，但相信目
前他仍在大马。
他重申，整个事件相信可能
是沟通出问题所致，嘉马潜逃
是无心之失。
另外，嘉马私人助理杜兰尼
指出，嘉马失踪后，未曾与他
联络，他也不知道嘉马目前身
在何处。

制作了 9个嘉马易容后的照
片，严防他“变脸”潜逃。
由于嘉马此前被指藏有枪
械，大批网民纷纷指责嘉马
是一名持枪逃犯，属危险人
物，呼吁大家在缉马的同时
也要注意安全。

家人不知下落
“我现在没有和嘉马在一
起，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他的
妻子或许会知道。”
记者尝试拨打嘉马的电话号
码，但截止目前，其手机仍处
於关机状态，他的Whatsapp最
後登录显示时间为本月10曰，
即第14届全国大选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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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制作9个嘉马易容后的照片，严防他 「
变脸 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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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變
從
你
我
開
始

马来西亚换了新政府
迎来新生，新首相、内
阁部长陆续各就各位、
各司其职，为打造新马
来西亚献力。身为草根
人民的我们，现在又能
够做什么呢？
投票后就完成任务了
吗？剩下的就让人民代
议士做工？等下届大选
再用选票决定国家未
来？
不。如果想要国家更
美好，我们也有很多事情可
f故。
政府希望联盟的行动党
泗岩末国会议员杨巧双，换
政府后随即在面子书贴文，
呼吁国人作出改变。她写
道：身为人民，您可以用实
际行动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
更美好的地方。新政府、新
习惯、新时代。您能够为重
建这个漂亮国家作出改变。
我个人觉得杨巧双此举很
有意思，在此节录她的意
见：
*在捷运站和商场上下电
扶梯时，总是站在左边。*
在等待火车和电梯时，等别
人出来后才进入。*在快餐
店用餐后，自行清理餐盘。

k

*别乱丢垃圾，如厕后
请冲水。
—
*向巴士司机、收
银员、餐厅服务员问
好，多说“请”和“谢
谢”。*务必遵守交通
规则，开车时让路给行
人，骑脚车时戴安全
帽。*要守时，93岁的
首相敦马哈迪总是准
时，你还有什么藉口？

摒棄生活壞習慣

*停止以种族刻板印
象看待别人。在招聘和
出租房屋时，不要求特
定种族。*在触犯交通
规则时，停止贿赂警
员。*学习尊重他人，
别在禁烟区抽烟。
*学习环保，把家里
的垃圾分类做回收。*
花多点时间做义工，加入非
政府组织。*发现路洞或街
灯故障，致电当局或上网投
报，花时间精力改善邻近环
境。举报卫生条件差的餐
厅，发挥人民和地方纳税人
的力量。
以上这些小习惯，看似鸡
毛蒜皮的小事，却有著深远
的影响和大作用。在国家改
朝换代之际，国人也要摒弃
长久以来生活上的坏习惯，
为创造和谐社会及美好未来
而努力o
既然°我们能创造奇迹换政
府，当然也可以各自做出小
改变，打造新马来西亚。若
还是保持过去60年的陋习，
换了新政府也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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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立迎（左4)针对各项课题召开记者会。左3起为游佳豪、黄伟强及林晋伙。

“發展商購地
林立迎：變天後才趕緊補繳
(甲洞26日讯）行动党候
任甲洞区国会议员林立迎再
针对吉隆坡多片土地舞弊
案，爆出多家发展商从市政
局手中购得土地后，非但没
有即时缴付地价，甚至有者
动工后都未给予任何费用。
他今日召开记者会时指
出，市政局没经过公开招标
就出售64片土地，一般上发
展商需给交易价，若土地要
转换用途还得缴付地税，进
步发展则需付发展基金。
“根据消息，这些发展商
购地后都没缴付所需费用，

直至国阵宣告倒台后，发展
商才赶紧到市政局付费。”
林立迎指出，他已要求吉
隆坡市长丹斯里阿敏诺丁，
勿收取这些后来补上的费
用。
也认为，若政府卖地来获
取利润，就应把土地卖给政
联公司达致双赢。

i

獲16片地發展商須交代
他说，前任联邦直辖区部
长拿督斯里东姑安南，一再
强调没涉及这些土地交易，
但其中一家与前者关系密切

的发展商，从中获得16片土
地，成为最大的得益者。
“以上和东姑安南关系密
切的发展商，所得到的16片
土地占地92.02亩。“
林立迎也列出另两家各获
得5片和4片土地的公司，其
中前者是一家服装公司。
他促请获得16片土地的发
展商对外作出交代，至于一
些迫于无奈购地的人士，也
能接洽他或到反贪会举报。
出席记者会的有行动党
士拉央市议员游佳豪、林晋
伙及黄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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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徹査 馬
I公司弊案蒙女案

士女立迎周六前往增江警
件局，•对-马发展公
司和蒙古女郎被杀炸尸案报
案，要求警方彻查。
他说，一马发展公司已破
产，其董事表明涉及骗案，
惟之前的内阁、警方、财政
部、国行都无动于衷。
他认为，知情不报者已触
犯刑事法典第202条文及第
203条文，希望警方能展开
调查。
“若只调查一马发展公司
总执行长阿鲁甘达不公平，
要查就该调查各个涉及单
/丄

lUo

99

至于蒙古女郎被杀炸尸
案，林立迎说，总警长表明
只要有新线索就会重新开
档，随著次被告西鲁表明愿
返马供证，警方就应重新调
查。
一 指出，当年法庭没针对
背后指示者和犯案动机作出
审讯，现今必须让西鲁供出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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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獲市局委任

擅設限曰鎖1000輛車
=p/ 人承包商获市政局委任，负责区内锁车轮

工作后，竟擅自设下每日要锁上1000辆汽
车的“目标” ！
林立迎揭露，在与私人承包商总执行长会面
后，对方坦承确有设下上述目标。
他指出，根据承包商和市政局签署的合约，
50令吉解锁费和50令吉的罚单中，双方是五五
分账，但进一步查询下发现承包商可能是占了
75%。
“50令吉解锁费归承包商是无可厚非，但50
令吉的罚单似乎要五五分账，换言之市政局只
得到25令吉。”
他认为，1天锁上1000辆就有10万令吉的收
入，1个月就是数百万令吉，为何市政局在不
经过公开招标下委任私人承包商，负责锁上违
例的汽车？
林立迎已促请市政局法律顾问，检讨这份签
署合约，他也会翻阅当中极具争议的协议。
他将尽力在无须给予任何赔偿的情况下，中
断这份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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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馬莉亞：沒•嚴皸訴

跟進前朝民生問題
(八打灵再也26日讯）
八打灵再也区候任州议员
中选後，已积极跟进接手
处理前任州议员的民生工
f乍。
°万达镇州议员嘉马莉亚

•嘉马莉亚（左起）和林怡威皆已积极跟进选
区的民生工作。

指出，现阶段她未接获选
民针对民生课题的严重投
诉，都是接手前任州议员
的个案，她也计划举办对
话活动，与民交流。
她说，她选区内的民生
问题，以非法丟弃垃圾、
街灯不足和违规泊车等占

多o
°甘榜东姑州议员林怡威
指出，选民多数向她投诉
社区红绿灯故障及垃圾问
题，这些都交由负责相关
事务的市议员去处理。
她接到的民生投诉，以
道路交通、泊车问题居
多o
°她们今日出席爱.关怀
之家第10届残健交流营
“十年乐‘普’”记者
会，受访时这麽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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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縣市議員
黃 思汉说，早前因大选而获得延长
任期的县市议员，其任期在6月30
曰届满后，将不会再延长，7月1曰会
有新任县市议员接替。
“许多原任市议员因为竞选而辞
职，留下许多空缺，我们要填补
上。”
1也指出，目前希盟各党尚未提呈县
市议员名单，不过他们会在7月1曰前
办妥。
“这不意味现任的就会完全被撤
换，我们还是要等待各党提呈的名单

妥善規VJ
通大蓝图》的公交路线规划，
同时必须规划地方上巴士路线
蓝图，完善各地的公共交通网
o

黄思汉接受中文媒体联访时指出，
《雪州公共交通大蓝图》在去年完
成，主要以铁路公共交通，完善雪州
的公共交通网络，也已获得议会通
过，下一步就是让各地方政府，应用
此大蓝图规划城市发展。

填補最後一哩路
他说，最清楚地方上公共交通需求
者，莫过于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所

思汉指出，目前为
華 黃 止，他们还未收到
任何在大选前所说，会
小 搬迁到雪州的华小建校

校
事
宜
暫
•in

進
展

申请。
“这些华小迁校的
事，在目前来说并没有
进展。“
一他°促请大家，给教育
部部长马智礼一些时间
处理。
“据之前公布的位置
来说，其实我觉得一些
地区对华小的需求尚不
迫切，我们应该先处理
人民需要华小的地点，
而不是先照顾发展商的
需要。“
1
他°也强调，希盟政府
不会阻挠华小的申请。

规划的巴士路线，相信将可以填补目
前公共交通网络的最后一哩路。
“目前只有八打灵市政厅有本身的
公共交通蓝图，我们会要求所有地方
政府都去规划。”
他指出，捷运、轻快铁都是重要的
公共交通，但是无法把居民从住宅带
出来，所以从住宅区到捷运站或前往
其他社区，就是需要利用到巴士去填
补，让人们感到公共交通的方便，才
能够增加使用率。

他希望交通部能够开放部分权力给
州政府或地方政府，让后者能够有权
力鉴定路线，并委任巴士服务供应
商，或让州政府及地方政府，能够派
出代表，进入相关委员会内反映意
见。
一。“我已联络交通部长陆兆福要求见
面，针对公共交通一事展开讨论，我
们必须从整体公共交通计划进行研究
并改善。”

t—捷运、轻快铁是重要的公共交通, 雪州政府希望通过妥
善增加使用率

KDEB年內接管垃圾承胃包T窗翻
^JU鲁依山集团（K D B B ) 将于
&今年内，再接管雪州7个
地方政府垃圾承包合约。
黄思汉说，州政府决定统一
雪少H各地方政府的垃圾清理合
约，主要是为了能够更有效地
监控，并改善垃圾问题。
“目前fCDEB已接管安邦再也
市议会、士拉央市议会及巴生
市议会的垃圾清理工作，且在
接管后反应良好，民众针对垃
圾的投诉已减少。”
他说，今年内除了梳邦再也

后才作委任。”
他指出，他们也需要保留有经验
的县市议员带领新人。
他说，他们也会有名额供给非政府
组织，同时也会尽量做到30°。女性固
打。
他说，他们绝对欢迎恢复地方政府
选区，还人民第三票。
“不过碍于地方政府法令中的限
制，州政府一直无法实行。”
他指出，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部长袓
莱达日前表示，要以民选方式选出市
长，这也是他所支持的。
“这首先要国会上修改相关法令
后，才能开始地方选举。”

•州畴
首地相
度方当
出政广
任府泛
雪、O
^小丨公
行共
政交
议通
员禾口
的新
黄村
思发
汉展
，事
负务
责，
掌职
管责
雪范

•黄思汉（面向镜
头者）接受中文媒
体联访时，汇报其
掌管的部门未来计
划。

(莎阿南洸日讯）掌管雪州
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和新村发
展事务行政议员黄思汉，规定
各地方政府日后草拟城市规划
蓝图时，需参照《雪州公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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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议会与莎阿南市政厅，因为
合约尚未结束，其余地方政府
都会由KDEB接手垃圾清理工
作。
他指出，统一接管后，将能
够更有效地监控属下承包商的
工作效率，KDEB的垃圾车上还
装有定位，可以知道承包商是
否有清理垃圾。
“过去各地方政府委任的小
承包商，往往会出现承包商财
力不足，无法聘请足够人手、
垃圾车残旧等问题，而导致垃

圾问题没有处理，但是KDEB则是一家财
政稳健的集团，不会有此问题。”
他说，雪州的垃圾问题，多是在商业
区，这是很大的挑战。
“我们要加强执法，严厉取缔垃圾
虫，并提升公民意识。”
他指出，以槟州为例子，其街道卫生
让人称羨，雪州也应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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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錢巴士路線
跨州的路线，如最近他收到一
些意见，如增设双溪比力前往
汝来、新古毛到丹绒马林，这
些地区的人，都因为生活关系
要跨州工作，却苦于没有公共
交通。
他1兑，我国公共交通整体来
说是落后，必须急起直追改
善。他也呼吁交通部，开放更
多营业执照给供应商，让市场
百花齐放。

左
( 共
)商地方政府事务。

•黄思汉 中( 与
)雪邦市议员王俊伟

#思汉说，目前的巴士路
线，主要以商业角度考
量，并没有亏钱的路线。
“但我们必须接受，不是所
有路线都能赚钱的事实，提供
一些会面对亏损的巴士路线并
维持下去，是巴士业者的企业
社会责任或政府责任，以完善
公共交通网络。”
他指出，许多郊区居民，也
需要巴士前往其他地点，甚至

目前泊車付費程序
不會渝爲白象計劃
#思汉指出，目前州政府使
用的泊车付费应用程序，
绝对不会沦为白象计划。
他说，该程序目前处在试跑
阶段，未来的目标就是要把雪
州所有地方政府的泊车费，统
一用一个应用程序缴付即可，

无需购买多本固本或下载多个
应用程序。
他指出，目前因为有的地方
政府合约未满，所以还未加入
程序内，不过已经届满的，都
已经加入进行实验，改善不足
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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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下5年績效指標

#思汉就职行政议员，为自
己定下“一大目标、3个
方向、5项工程”的5年绩效指
标。
其中一大目标就是要让雪州
子民，以雪州为傲；3个方向分
别是打造包容性社区、问责制
政府及永续性环境；5大工程则
是垃圾、厕所、阳光工程、绿
化工程及交通。
他从政10年，从2008年起在
梳邦再也市议会担任市议员，
2013年获委任上阵金銮区州议
席并成功当选，并在2018年获
得连任，且更上一层楼担任行
政议员。
他定下的“阳光工程”指
标，就是要打造行政透明，能
公开让民众审视的政府。
“以地方政府预算案来说，
我们都有向民众公布，但钱用
得如何就没再公布，我认为各
地方政府是需要在年尾时，再
向人民交代钱的去向，是否有
按照预算案使用。”
他指出，地方政府常月会
议，原则上是公开让民众出席
旁听，会议上所谈的事项，没
有必要隐瞒，甚至目前也有地
方政府直播开会情况。
此外，他说，他会与地方政
府各技术小组检讨，研究把申
请执照手续减到最简单。
“现在做生意最大的成本之
一是租金，如果能够简化手
续，让业者尽快得到执照做生
意减少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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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進行働細嗷•
&思汉说，他打算在雪州进
$行一场厕所改革，改善国
人对公厕湿漉漉、脏兮兮、臭
烘烘的刻板印象。
他认为，与其花巨资如吉隆
坡市政局过去般兴建豪华厕
所，不如反向思考，利用最少
的资源，做到最多的公厕。
“我们或许可以与商业区的
餐馆业者商讨合作可能，并制
定指南，让业者开放厕所给民
众使用，而州政府则给予津
贴，让业者美化及保持厕所清
洁 ，，
，也指出，他会把这个构思，
与各地方政府讨论，若可行就

进行实验计划。
此外，他说，他会加大城市
地区的“城市农场”推广力
度，让民众参与绿化城市过
程。
“现在地方政府都有在推广
‘城市农场’的概念，我过去
在金銮区也有鼓励人们当“城
市农夫”，反应也很热烈。”
他指出，城市的居民即使住
公寓，也能够种一些蔬菜或绿
色植物，达到绿化城市的效
果。
我们也可以把一些荒废的
土地，让社区的居民使用种
植，加强彼此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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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津26日讯）
候任万津区议
员刘永山呼吁，瓜
冷区仍持有红登记
的华裔居民，尽快
把相关文件交至其
服务中心或电邮给
他，他收集资料
后，将尽快向有关
部门反映，共同寻
求解决方案。
刘永山服务中
心设在民主行动
党万津支部，地
址：81，Tingkat
Satu ,

Bun ut ,

Taman

D e l i ma ,

42700

Banting,

Selangor .电

由P

瓜冷持紅登記華裔居民

速呈資料尋解決方案
c〇m0

他曰前与万津德
理玛花园居民协会
进行交流，希望能
协助区内居民，尤
其是华裔居民解决
红登记问题。

提升網速

J a l a n

Telok

Email ：

lauwengsan�g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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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妇女要求
仲I议员协助争取
“蓝登记”，还有
两名华裔妇女向刘
永山求助，解决孩
子领养及确认孩子

产W

.

身分等事宜。
刘永山说，竞选
期间，他已听取
选民反映多项问题
或地方设施与发展
事项，他已开始拜
访有关政府部门，
包括公共工程局、
水利灌溉局和县议
会，接下来将拜会
国能、马电讯公司
及雪州水供公司
等，进一步了解各
单位操作与计划，
希望取得良好配

T "V

•刘永山（右3)听取居民申诉领养孩子问题，右为陈伟庆。

合，解决民众问题
或争取发展，相信
将有事半功倍之
效。
°他希望通过适当
途经协助提升该
区旅游业，带动餐
饮业和服务业等发
展，排水系统也有
待
改善，防
范水灾问题。
他指将尽力扮演
好州议员角色，
尽力把瓜冷县万津
区选民的心声带进
入议会，并在州议
会中仗义执言，共
同监督州政府的施
政。
°他发现瓜冷县的
进一步

网络速度有待提
升，他将与电讯公
司沟通。
万津德理玛花园
居民协会主席黄两
希望刘永山能关心
和协助解决该区问
题和地方建设发展
等。
出席居民约150
人，出席者有前瓜
冷县议员叶来庆与
杨克勤，州议员助
理陈伟庆及瓜冷乐
龄公会会长陈金科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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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山（坐者左4)与万津德理玛花园居民协会理事、嘉宾及居民，前排左起为林
炜筌、杨克勤及黄两；右起为叶来庆、冼坤泉及陈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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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都哈密（右2)指市议会今年首4个月内已成功收取2万1769公斤的回锅油。右3
为运茲汉。

安邦市會首4個月

收取逾2萬公斤回鍋油
(安邦卻日讯）今年首4
个月内，安邦市议会已成
功收取2万1769公斤的回锅
‘°安邦市议会主席阿都哈
密指出，再循环活动和回
收回锅油活动，会在大扫

除、餐馆、夜市或斋戒月
市集举行。
他曰前在班丹英达出席
斋戒月市集后说，以上活
动能提高商家醒觉，勿把
用过的食油倒在不对的地
方，同时鼓励民众照顾环

境。
该活动由掌管基本建
设、公共设施和农基工业
的雪州行政议员依兹汉哈
欣开幕，大马农业研究院
(MARDI)副总监阿妮迪拉
和精明雪州传递中心主任
莫哈末法米也有出席。
依兹汉哈欣赞扬市议
会，持续透过斋戒月市
集，教导人民使用可分解
塑料袋。

27 May 2018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Page: C4 • Printed Size: 412.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8,126.93
PR value: MYR 24,380.79 • Item ID: MY0032702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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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胆

邦®
候千
壬人
國同
州慶
議勝
員利

力发展雪邦，让
双溪比力出名。
他感谢当地居
民支持，使他以
1万8000多票取
得胜利，让原为
黑区的雪邦国会
顿时变成白区，
成为国阵黑区。
他也赞同林冠
英担任财政部
长，无需计较是
华人还是马来人; 他调侃前首相拿督
斯里纳吉把钱花光了，曾是会计师的
林冠英将使马来西亚更好。
刘天球感恩人民的支持及前任州议
员赖玉兰的协助，以6586多数票保住

双溪比力州议席，雪州共56个席
位，希盟拿下51席，最重要的是
成功入主布城。
他说，此次胜利意昧人民翻
身，新政府将一视同仁照顾全体
人民，所有的民族在内阁都有代
表关注人民的福利。
“我的十大竞选宣言将逐步落
实，雪邦县长已答应铺设双溪比
力到国际机场的新路，我将联同
雪邦市议会主席、县长、承包商

及发展阅和机场公司商讨铺路计
划，最后会见交通部长陆兆福成
就美事。”

建議建大醫院
他说，经向卫生部长袓基菲利
阿末建议该区需要大医院，卫生
部长同意会面讨论，他有信心可
以完成这心愿。
他指出，中选的州议员、部长

张少林、赖玉兰及蔡志雄。
嘉宾；左起为陈荣洲与朋友、吴德芳、

腾。
°
哈尼苔指将极

•刘天球夫妇 右
(3起 和)到场祝贺的

(双溪比力26
曰讯）候任雪邦
区国会议员哈
尼荅及双溪比力
选区州议员刘天
球，与逾千人民
同欢共庆，第14
届大选胜利感恩
宴现场一片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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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首相，都会为人民服务，他呼
吁人民在外见到他称他为民服务
YB (Yang Berkhidmat)而不是尊
敬的YB (Yang Berhormat )。
出席嘉宾有客联会永远荣誉会
长丹斯里吴德芳、台北医学大学
马来西亚校友会创会会长拿督陈
刺丨得。
大会也安排客家歌王张少林和
张家班成员唱歌、表演魔术娱
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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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萊達：經濟穩定後

恢哪選S
(吉隆坡26日讯）房屋
与地方政府部长祖莱达指
出，将探讨落实地方选举
的可行性，计划在未来3年
内恢复地方选举。
“目前国债已达1兆令吉，我
们需等国家经济稳定后才落实
地方选举，不过，我们会在近
半年内探讨地方选举事宜，研
究实行所需成本。”
她说，有足够预算，可在短
期内恢复地方选举，若预算有
限，即无法在各州落实地方选
举，会选择在槟州和雪州率先
落实地方选举。
袓莱达今曰巡视武吉加里尔

过渡期房屋时，这么说。
经巡视后，她发现该地区房
議该地区房
屋出现水粟破损问题，
习题，而水粟
维修费用需T万令吉，她会确保
当采取合适政策，以尽速维修
破损造水泵，造福当地居民。
此外，她鼓励居民尽快成立
居民委员会，与当局进行对话
解决民生问题。
询及房屋贷款事宜进展，袓
莱达说，已向国家银行建议放
宽房屋贷款条件，也此事与财
政部及经济事务部官员会面。
“部门已和相关部门进行讨
论，以适当机制来以解决房燈
贷款问题。”

解除黑名單本週赴砂
莱达说，她将在下两周内到砂拉越进行工作访问，会见隶属
‘部门的相关机构主管。
砂拉越移民局早前宣布解除祖莱达及经济事务部长兼雪州州务
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国防部长莫哈末沙布入境砂州黑名单
后，袓莱达说，她将前往砂州与砂州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秘书长了
解该地区的房屋问题。

1

U

•祖菜达
(左）在居民
陪同下巡视武
吉加里尔过渡
期房屋，了解
居民面对的问
题。

1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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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超級足球聯賽
第12輪

前日成績（26日）
雪兰莪负吉打
1比2
吉兰丹负森美兰
0比2
霹雳
胜霹雳经济发展局4比2
登嘉楼胜马六甲
1比0

咋日成績(27曰)
雪兰转发腿肖

腿鲁塔克欣
0比0
形勢榜
排名队伍
赛 胜 和 负 得 失 分
1 柔佛达鲁塔克欣 12 9 2 1 24 5 29
2 霹雳
12 7 2 3 22 15 23
12 6 3 3 23 10 21
3 彭亨
4 登嘉楼
12 6 3 3 20 13 21
12 6 3 3 26 20 21
5 吉打
6 雪兰莪发展机构 12 5 4 3 17 15 19
7 霹雳经济发展局 11 4 2 5 13 16 14
12 4 1 7 19 27 13
8 吉隆坡
11 3 2 6 14 23 11
9 雪兰莪
12 3 2 7 10 19 11
10 马六甲
11 吉兰丹
12 2 2 8 13 25 8
12 森美兰
12 2 2 8 11 24 8
lo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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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7日讯）
马来西亚超级足球联
赛第12轮赛事，榜末
大战中“敏鹿”森美
兰终于臝下第2场，主
场2比0杀退了 “红勇
士”吉兰丹，但基于
净胜球
的原因，仍未能
摆脱榜末位置。
而且这也是新
帅莱莫斯上任以
来首胜，这位34
岁来自葡萄牙的
教练深信，这场
比赛给了队伍很
大的信心，可以
接下来重新回到
联赛的争夺中。
这场比赛森州
的两位外援主宰
了比赛，并且贡
献了两球致胜，
莫莱斯戈麦斯为
球队首开纪录，
而奎拉多射进次
球，值得一提的
是丹州本季没有
使用外援，如今
他们战绩低迷，
很有可能接下来
要为保级而战。
力追领头羊柔
佛达鲁塔克欣羊
的霹雳队，也在
一场打比战中，

4比2拿下霹雳经济发展局，
但是仍多赛一场的情况下，
落后榜首5分。
登嘉楼也在主场1比0小胜
马六甲，后者如今也面对很
重的保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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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務局未發委任狀

鳥雪蠡會螽ii
(乌鲁雪兰莪27曰

faro郭貞黎】

•乌雪县议会的新
任县议会主席迄今
仍未能上任，只因
为公共服务局未发
出委任状。

讯）人选已有但公共

服务局（JPA)迟迟未发出委任状，导
致乌鲁雪兰莪县议会主席一职悬空5个
多月。
据《中国报》了解，原任乌雪
县议会主席诺莱妮于1月3曰在
梳邦再也市议会上任为第7任主
席，也是梳邦再也市议会首任女
性主席 o
在去^10月，当时是瓜拉雪兰
莪县议会、乌鲁雪兰莪县议会、
梳邦再也市议会和莎阿南市政厅
出现人事调动。

蘇基里取代空缺
在去年2月份刚从瓜霄县议会
调往乌雪县议会任县议会主席的
诺莱妮调往梳邦再也市议任市议
会主席，莎阿南副市长苏基里则
将调往乌雪县议会任县议会主
席，取代诺莱妮所留下的空缺。
来自巴生县土地局的副县长
(土地管理事务）拉希拉则调往

瓜雪县议会，升任县议会主席，
取代莫哈末阿斯哈留下的空缺。
诺莱妮是于1月3日前往梳邦再
也市议会上任，拉希拉则是于4
月1日前往瓜雪县议会上任。
至于乌雪县议会主席一职，截
至目前，新任县议会主席还是未
能到县议会报到，苏基里目前还
是仍在莎阿南市政厅任副市长一
职。
、°乌雪县议员王添福接受电访时
说，在原有计划，苏基里应该是
在诺莱妮于1月3日在梳邦再也市
议会上任时，在同一时间由莎阿
南市政厅前来乌雪县议会报到。
他说，苏基里在被宣布将调往
乌雪县议会任县议会主席后，因
公共服务局没有发出委任状，导
致苏基里迄今还是无法前往县议
会报到。

縣會秘書代掌職務
_添福指出，1月至今，县
.议会的所有会议、基本设
建和发展计划等，都是由县议
会秘书阿瓦鲁丁查卡利亚代主
持。
他说，虽然县议会已于去年
通过授权于秘书，在主席不在
时可代为主持和批准一些计
划，但还是受到一些职权上的
限制。
“在涉及县议会一些重大政

策的改变、大型发展计划或需
要和養州政府协调时，秘书还
是没有职权做出决定，如果县
议会主席还是未能来报到的
话，对于县议会未来将会造成
很大的影响。”
王添福说，他们也希望州政
府关注此课题，尽早寻求解决
方案，以免县议会的事务受影
响。

？.UJUS

BAEMK. 的tUSELA 抑 6B.

李繼香：向黃思漢反映
任新古毛区州议员李继香

候将向新任雪州行政议员黄

思汉反映乌雪县议会主席悬空
多个月的问题，希望此问题能
早曰获得解决。
李继香接受电访时说，上述
情况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委任
信未发出，也让原本接任的苏
基里无法到县议会报到。
她说，此事已拖延了数个月
之久，随著希盟在今次全国大

选执政中央政府之后，她也希
望公共服务局能早日发出委任
状。
她指出，如果新任县议会主:
席无法来就任，对于县议会的
事务将会造成影响。
“我将会向掌管地方政府、
公共交通和新村发展事务的黄
思汉跟进此事，希望能早曰¥
求解决方案。”

•李继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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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立迎：因沒執法民衆違規泊車

•林立迎（前排左3起）、蔡
添强和杨巧双在檬林宫，出席
泗岩沫花园5间庙联办庆祝希
盟国会议员中选的午宴活动，
与出席者举手高呼胜利。

瞎市長觀
(吉隆坡27日讯）候任
甲洞区国会议员林立迎指
出，吉隆坡市政局从下周
一（28日）起停止锁车轮
执法行动，如果因没有展
开执法，民众违规泊车影
响市区交通秩序，吉隆坡

停止锁车轮造成市区交通问
题，这就证明了市长办事不
利，他根本不专业！”
林立迎今日与候任泗岩沫区
国会议员杨巧双、公正党副主
席蔡添强，出席泗岩沫花园5
间庙联办庆祝希盟国会议员中
选的午宴活动，在记者会这么
指出。

國陣上議員應辭職
Q x i . |

•杨巧双（右4起）、林立迎、叶海泗和洪有利切烧猪，庆祝希盟国会议员中选。

林立迎也批评，市政局咨询
理事会成员都是前朝国阵政府
的一份子，如今雪隆区由希
望联盟执政，他们应该做出
正确的事情（do the right
thing) 0
他说，国会上议院也是如此
情况，907�上议员是国阵政府
成员，希盟已入主布城执政中
央，他们应该知羞而卸下职
°他指出，希盟的胜利代表
著全民的胜利，从509投票日
后，选民天天欢庆犹如过年，
中选的希盟议员应该收拾心
情，重新投入工作。
出席者包括檬林宫名誉顾问
叶海泗、永久主席黄民顺、主
席洪有利等等，约有500人出
席庆祝午宴活动。

禱迈雙••迎來女副揆好 開始

市长必须引咎辞职。

他强调，他不是反对市政局
锁轮胎执法，问题在于市政局
将执法合约外包出去，让承包
锁车轮的Vista Summerose公司
每天可进帐10万令吉，市政局
必须对外公布有关合约条款。
“市政局的执法工作没有必
要外包给其他公司，难道他们
没有执法人员锁车轮吗？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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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双说，马来西亚
杨〕
T首次迎来女副首

青年電郵表態助希盟政府

相，且女性国会议员在内
阁占据重要位子，已一项
好的开始。
她指出，我国史上第一
次出现女副首相，国内也
增添了 3名新的女性国会
议员，她们不是花瓶，都
在内阁扮演著重要角色。
对于希盟在第14届的竞
选宣言，承诺委任最少
30°�女性部长，她认为内
阁比之前出现更多女性脸
孔，对女性从政者而言已
是很好的开始。

#盟执政中央，全民欢
•腾，希盟国会议员纷纷
接获青年人的电邮，愿意主
动投身公共领域协助希盟政
府，有者甚至表示免费服务。
杨巧双指出，联邦直辖区
国会议员包括她，近期接获
不少青年人的电邮，他们看
见换了政府，国家出现希望，
愿意主动献身协助希盟政
府。
她非常感激这些青年人的
热情，希盟国会议员都看到

了他们的真诚，最重要是他
们愿意协助政府的诚意。
林立迎说，他遇上敦依斯
迈花园巴刹小贩，集体欲捐
款协助希盟政府，人民信任
新政府，全马都是如此，他
认为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
摔
|冃0

“财政部长林冠英会针对
国家负债做出对应的措施宣
布，若近期出现不明人士宣
称为希盟政府募捐，民众切
勿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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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賴菩提禪剎
(吉隆坡27日讯）吉隆坡蕉赖区三条半
石菩提禅刹（菩提之家）将在卫塞节正
曰（29日），举办卫塞善济援助和卫塞法
会，欢迎各界人士踊跃参与，齐来共庆佛
陀曰，共沾法喜。
‘卫塞¥是全i ° 界的佛教徒所纪念的佛陀
曰，释迦牟尼佛陀的诞生、成道、涅磐，
三期同一庆的殊胜曰。
在卫塞节上午9时开始，卫塞法会的流
程包括卫塞浴佛洒净、捐血运动、施医赠
药、佛前献灯，并有素筵招待各界，所有
捐血者将获得
缘品。。
欲知更多详情，可联络：03-91715181、
016-2774076、016-3442467查询。
一份结

食结缘、中医义诊，浴佛活动将在早
上8时30分开始，直至晚上9时结束，
欢迎信众与各界人士前来参与点燃平
安灯供佛共沾法喜。
马佛总雪隆分会主席明吉法师，当
天中午12时也偕同雪州行政议员拿督
邓章钦，莅临该会大礼堂虫持庆典。
在中医义诊方面，则从早上9时开
放服务至下午5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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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高望重權威人士上陣？
報導•邱玉珊
(吉隆坡2 7日

下議院議長

讯）《中国报》
探悉，希望联盟
政府仍未就囯会
下议院议长人选
作出决定，相信
新政府策略是遴选一名德高
望重及有经验，甚至有魄力
可制得住朝野议员的人选出
任议长。

国阵政府在60多年来独领下议
院多数议席优势，议长人选向来
无争议，不过史无前例的换政府
后，让人民对新政府有期待，希
望国家可实践3权分立，因此新
议长人选必须拥有不偏不倚态度
来主持议会。

公平公正主持議會
国会议会常规并无规定议长人
选必须是国会议员，第1条文阐
明，根据宪法第6章节委任议长，
若提名人数超过1人则由议员投票
决定；在议长人选出炉后，选出
两名副议长，副议长可由现任议
员出任。
本报探悉，希盟还未就议长人
选作出决定，许多民众期望我国
有第一位女副首相后，或迎来另
一名女议长，民众力推雪州议会
前议长杨巧双，不过分析指出，

希盟政府不会遴选现任国会议员
出任议长，由于在下议院重要法
令需要表决时，议长必须独立主
持议会，并无投票权，副议长则
放下副议长身分履行国会议员责
任参与投票，所以现任国会议员
一般不会是议长人选考量。
有消息指出，议长人选应与首
相敦马哈迪一样重量级，是一名
德高望重权威人士，而且必须有
能力制止朝野议员，公平公正主
持议会。
根据《新海峡时报》举办一项
网上投票活动，目前，以行动党
泗岩沬区国会议员杨巧双为议长
人选的得票率最高，接著是华都
牙也区国会议员西华古马。
杨巧双拥有5持议会经验，曾
改革雪州议院彰显成效令人赞
扬，西华古马则是民联执政霹雳
州时期的霹雳州议长。
这项网上投票活动其他议长候
选人包括公正党双溪大年区国会
议员拿督佐哈里、汉都亚再也区
国会议员三苏丁依斯干达，以及
前任议长丹斯里班迪卡。

網民建議班迪卡留任

L
Pw
•班迪卡

民建议班迪卡重掌议长职，彰显班迪

网卡公正无私。

2015年，马哈迪曾告诉媒体，班迪卡与
他会面，并透露呈辞，议长之位由原任副
议长拿督罗纳建迪暂代，不过，班迪卡亲
口否认辞职。
班迪卡曾是首相署前部长；他是从2008
年4月开始接任国会下议院议长职，直至
2018年4月解散国会。

•杨巧双

•西华古马

•佐哈里

•三苏丁依斯干达

沈志勤：新任議長責任重大
/,乂正党苔央苔鲁区国会
/a议员沈志勤告诉《中
国报》，目前在野党议员都
是前部长级人马，对政府和
国家运作非常清楚，称得上
是“强大”反对党，因此第

他说，许多国会议员都期
待议会开会，可预见未来国
会议员会非常忙碌，以确保
国会独立性。
下议院前副议长拿督林时
清指出，根据议会常规，议
长人选不一定是现任议员，
当议长提名人选超过一人，
议员就投票选出，选了议长
后，由议长见证国会议员宣

14届国会下议院会议让人期
待，议会可落实改革。
“新政府轮替后，新任议
长责任重大，国会改革包括•沈志勤
mo
要设立多个遴选委员会落实
选举改革和反贪污委员会改革等，
他受询时指出，往年，国阵政府
议长应是活跃人士，统筹和执行国
是推荐议长和副议长人选，没有争
会改革。”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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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敏：政府關注市場人民反應
(吉隆坡28日讯）经济事务部
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强调，随
著政府将在来临6月1日调整消费
税至07。，所有商家需遵守新措
施，切勿随意调涨物价。
他说，相关政府机构也会紧密
关注6月1日调整消费税后，市场
和人民的反应。

阿兹敏阿里今日在鹅唛接受媒
体访问时，这么指出。
另一方面，阿兹敏也透露经济
策划单位（EPU)将于9月，提呈
巾其月手g胃。
他说，有关报告主要审视第11
大马计划在过去两年的发展成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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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蘭褎齊陷死胡同

( J a l a n
G a j u s )

Jambu

@己•

捷运第二千线
(MRT

工程被封闭后，道路已变

2)

为死胡同，导致商家首当其沖，近
月来的生意下降20%至50%。
以上道路毗邻就是甲洞大街，大约7家商
店坐落在200公尺的路段内，他们都遭受封
路带来的反效果，因为顾客都不愿意前来
交通不便的地方。
承包商是在上月10日开始封路，估计会
关至2020年4月10日，目的是移除地下水管
和电缆，随后再装置柱子，以打造人行天
桥衔接对面的捷运站或毗邻的泊车场。

驶者前方是死胡同。

讯）增江南区
占布卡祖斯路

•承包商已在人口处设置告示牌，告知驾
jny

(甲洞2 8日

冒|

工程封路g麗

翼工程儘快完成

ass*
4

，

Jwi

n

•，

受到影响，客户都有申诉交通不便。
他们说，事先从没收到通知，也没人前
来询问商家意见，就看到道路被关闭。
“以上工程动工一个多月，但近度却异
常的慢。“
他们°直言，现今只希望工程尽快完成，
提早解封占布卡袓斯路。

！

当地商家今日齐向侯任甲洞区国会议员
林立迎反映实况，希望后者与到场的承包
商接洽，不能让道路关闭两年，否则整排
店的生意都会受到冲击。
行动党甲洞卫星市支会主席黄伟强，也
，到场和承包商商谈，代商家向对方传达
意见。
商家指出，自从道路被封后，生意直接

•配合捷运工程，占布卡祖斯路将进行移除水管工作和装置柱
子，因此承包商必须关闭道路。

出入不方便
•郑民富（56岁，五金店业者）
今出入极不方便，不但客户不愿前来，连垃圾车都不会进入

zpnn

习七服务。
鉴于道路变为死胡同，大型罗厘已不能上下货，生意至少下降
％。

3〇

車輛困路中
•林立迎（右4)在工地聆听承包商讲解工程，左2为黄伟强。

•廖金兰（69岁，汽车零件店业者）

黃偉強：完成地下水管工作

！：^于道路窄小加上变成死胡同，常有车辆困在路中。
PP事先从没收到通知会封路，也没谘询我们的意见，

承包商將設法開車道

M

伟强指出，经过和承包商接洽
后，对方表明完成地下水管移
除工作后，会设法开出3公尺宽的
道路来通车。
他说，地下水管是雪州水供管理
有 限 公 司（Air Selangor)所负
责，预计至少需要3个月的时间。
旦上述工作完成，承包商

会设法开出3公尺宽的车
道，至于是顺时钟或反时
钟方向行驶，则没有方
案。”

伟强抨击吉隆坡市政
局作为地方政府，在批准此事前却
没告知商家，这对后者并不公平。
他会督促雪州水供管理有限公
司，如期完成移除水管的工作。
针对商家要求赔偿，他认为，捷
运第二干线50多公里，受影响的商
家不计其数，他会把商家的要求转
达给负责单位。

4斤日本生音卩下路^！门孓

希望负賽单位尽快#路，同时赔偿商家损失。

k

冀調低路障
•叶志强（75岁，居民兼商家）

f

一•天有百多令吉生意，现在只有40令吉左右。
在家已看不到大街，要求承包商调低塑料路障的高度也
不得要领。
由于住家是在最后一间，所以家门偶尔会被汽车阻挡。
[^

iu

29 May 2018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Page: C4 • Printed Size: 422.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8,324.19
PR value: MYR 24,972.57 • Item ID: MY0032719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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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的宝宝在菩萨的加持下共同

“忠義傳家慶佛誕”活動

吸引1300人，
(巴生28日讯）配合欢
庆佛陀圣诞，今日举办的
2018年“忠义传家庆佛
诞”系列活动吸引近 1300
人前来游览及共沐佛恩。
这场活动由马来西亚佛
光山巴生佛光缘、巴生新
镇佛光分会及巴生新镇佛
光青年分团共同联办。
青年团特别为今次的佛
诞节策划佛诞特展“佛陀
的一生”，以萤光特效展
一•幅幅的唯美图片，再
经由青年导览员带领大众
了解佛陀的故事，让大众
与佛同行。
信众以一颗虔诚心浴佛
浴心，期许透过浴佛洗涤
身心，发愿身做好事、口
说好话、心存善念，落实
人间佛教，行三好让世界
更美好。
另外，60位可爱的宝宝
在菩萨的加持下共同圆满
了佛光宝宝祝福礼，期许
宝宝们平安健康的长大。
今年活动出席嘉宾尚有
雪州行政议员兼巴生新镇

州议员拿督邓章钦、巴生
候任国会议员查尔斯、巴
生市议员严玉梅及巴生市
议员苏古共同前来同沾法
喜，参与佛光宝宝祝福
礼。
邓章钦指出，由于现在
科技的发达，大家都能轻
易的透过手机接收及传达
一切有关大选的正负面讯
息，导致受众不知不觉中

圆满了佛光宝宝祝福礼。

•6
0
位

传了妄语、造了 口业，起
了不好的念头。
他认为，身为佛教徒，
应在佛诞的这一天提醒自
己，以大师的三好来净化
自己的身口意。
他以经典里的一句话
“有妄想时，一心一地
狱；无妄想时，一心一佛
国”来勉励大家，希望大
家做一个有素质的佛教
徒。
°查尔斯则说，佛教提倡
和平的理念对国家是非常
重要，他期许在新政府的
执政下，能够缔造一个和
平和谐的社会。

•邓章钦（左） 查尔斯（左3起）、苏古和严玉梅
受邀出席2018年 ‘忠义传家庆佛诞”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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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大臣：和諧方式慶祝
衛塞節
(吉隆坡28日讯）雪州大
臣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指
出，今年的佛教徒在迎接全
新马来西亚后庆祝卫塞节，
意义特別深重。
他说，卫塞节主要是为了纪念
释迦牟尼佛诞生、悟道与涅盘的
重要日子，在大马，佛教徒用和
谐的方式庆祝。
“这个充满色彩的节曰，也成为了马来西亚国土的一

部分。”
‘阿k 敏阿里也是经济事务部长，他今日为卫塞节致献
词时，这么指出。
他说，正因为获得马来西亚人民的启蒙，坚持改变和
公正的信念，才造就了新马来西亚的诞生。
“我们必须谨记著新马来西亚的诞生和人民的委托，
做一个以民为本的政府。”
他说，他决定出任中央部长，也是为了拯救这个国
家，虽然会是一个重担子，但他也得挑起来，纠正国
。“在此，我衷心祝福我国佛教徒卫塞节平安。”

•雪州大臣拿
督斯里阿茲敏
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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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拉央29日讯）4层组屋自第14届全国
大选提名日，即4月28日开始，面对间歇性
断水困扰，2楼以上住宅单位，只在凌晨2时
至清晨7时有水，整整一个月没好觉睡，必
须半夜爬起床忙装水做家务，白天又要工
作，苦不堪言
士拉央斯嘉4层组屋共有两座，每座4层楼高，共
190户居民。自去年6、7月开始，居民便面对水压
偏低问题，直到4月28日，情况加剧严重。
他们说，除了底层长期都是水压低，二楼以上的
单位，每天只在半夜2时才恢复水供。
因此，居民必须把握黄金时刻装水、做家务等，
赶在清晨T时断水前装满足够的水应付曰常所需。
组屋每一户家，装了好多桶水，有的还在厕所装
了五桶水，另外也准备煮饭的水，准备待用。
基于没有水来，居民在过去一个月也面对煮食的
不便。
“平时只能随便煮，如快熟面，或大量囤积乾
粮、肚子饿就吃乾粮。”

水槽車旁洗衣
居民也说，没水除了导致生活上的的不便、过去
一个月也无法睡好，因为没水不方便导致精神紧
张，就算睡著，也得在半夜三更爬起床装水。
居民说，虽然雪州水供有限公司在三天前准备了
两个水槽，方便居民装水，奈何一些居住在高楼，
在没有升降机情况下，行动不便的老人家提水无法
攀爬楼梯。
此外，也有居民因不堪装水的不便，直接拿衣服
到水槽车洗衣。

水槽乏人問津
•郑雪莉（40岁，居民）
^^住在3楼，大选提名日当天
A开始没有水，但半夜2时
就开始有水，宣到清晨7时又没
水，一直维持了一个月。
我们必须半夜爬起床装水，平
时也随便煮一些简单的，储备乾
粮。
3天前水供公司放了两个水
槽，但因为上下楼拿水很不方
便，乏人问津。

整個月睡不好
•江丽云（50岁，居民）
层的水压低，一整天的都很小
水，3楼的情况更糟糕，只是半
夜才有水来。
整个月我们都睡不好，要半夜起来
装水做家务，我在厕所装了 5桶水，
都没位子放了。
去年也有这个问题，但不至于那么
严重，大选提名日当天开始就断水，
造成一家六口不便。

老人家不方便 •林丽凤（50岁，居民），...

承諾換水管
丞；供玄道1沒行動
@民马兰说，雪
/西州水供有限公
司承诺更换水管，
以解决低水压的问
题，但至今还没有
所举动。
其中一名居民代
表玛兰（m岁）
说，他已多次向水
供公司投诉。
“得到的结论

们2楼水压也很低，平时半夜要起来装水，只

…一一一一一一

^

1能应付一天，第•天半夜也得起来装水。
我羞
二

水供公司在3天前才开始安排水槽给我们，但
住高楼的老人家也不方便拿水，有的索性在水
槽那洗衣服。

每晚半夜裝水
•黄亚兰（76岁，居民)
•

—

1
氣 m

是，水压低必须更
换水管，但至今没
有下文。”

•个人在3楼，行动不便所以
我 有下楼拿水，唯有每晚等半
夜有水才装水，所幸我一个人住，
用水不多，只是装几桶水应付。
.

.

.

•

马兰周二接受媒
体访问时，这么指
出o
出席者包括诚信
党邓普勒区州议员
莫哈末沙尼助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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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系統難負荷降雨量

錫米山路嚴重積水
(加影29日讯）在排水系统
难以负荷过高的降雨量下，锡
米山路 (-Jalan Sungai Chua)
再次发生严重积水，水位接近
半个轮胎，驾驶者必须绕道而
行。
今午3时一场豪雨后，靠近
Petron油站的锡米山路，不久
后就发生严重积水，近100公尺
的路段瞬间变为“水路”，幸
没有汽车被困在当中。
根据网民上传的短片显示，
事发时积水都流向地势较低的
油站，欲前往加影方向的汽
车，只要选择右转避开积水。
加影市议员林金瑛指出，

•一场豪雨下起后
路）

旦降雨量过高，以上路段就会
发生积水，惟雨水在15分钟左
右就会退去。
她说，本身已担任市议员3
年，每当降雨量过高，该路段
就会积水。
“针对这次事件，市议会有
收到民众投诉，而解决积水的
治水工程已在进行中，其中第2
期的工程已准备公开招标。”
林金瑛说，以上两期工程估
计需要150万令吉，属管理单位
的公共工程局，过去总表明缺
乏拨款，期望现在能从中央政
府中获得足够拨款。

路上的积水接近半个轮胎。（截图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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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万人参加了加影净妙佛教协会花车游行。

加影淨妙佛教協會

迎佛遊行蘭人•觀
呈祥花车（弥勒势至）。
净妙副会长李思达致词
时说，今年卫塞的主题是
心心慈悲庆卫塞，念念六
和传法灯。慈悲心的培
养，从六和做起。人人培
养慈悲心，共同创造一个
和善、和乐、和顺、和
睦、和谐及和平的社会。
无拉港区州议员黄田志
说，我国是一个多元种
族，多元宗教的国家，每

一个宗教都是教导信徒向
善。他也表示人性本善，
大家都常怀一颗慈悲心，
必定能促进各大民族与宗
教的和谐，建造一个美好
白勺字土么
出席者包括净妙佛教协
会会长冯国伦、万宜区国
会议员王建民博士、雪州
行政议员兼加影市议员许
来贤、各村村长及各政党
代表。

獨

(加影29日讯）为庆祝
卫塞节的到来，加影净妙
佛教协会昨晚举办了迎佛
游行，逾万民众手持莲花
灯一同参与游行，为加影
市区和锡米山带来了一个
热闹又祥和的夜晚。
游行路程约6公里，从
锡米山出发绕加影市区一
圏，再由市区返回锡米
山。沿途法师为大众们洒
净，与信徒们共沾法喜。
今年共有7辆花车参与
游行，包括释迦摩尼佛花
车、药师佛花车、阿弥陀
佛花车、地藏普贤花车、
观音文殊花车、彩灯花
车，以及新增的一辆彩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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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新増 辆
I彩凤呈祥花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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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豆佛教會花車遊行
•戴祯兴（左起）、黄世界、帕纳哈杜威、哥宾星、欧阳捍华、林珠明和唐
竟发，为活动主持开幕仪式。

林珠明：建立和諧社會

•在沙登佛教会花车带领下，信众准备开始5公里的游行。
任史里肯邦安区州议
员欧阳捍华指出，国
债已达到惊人的1兆令吉，
现今人民就等待中央政府
宣布，是否需要民间的力
量去协助政府。
他说，政府在过去一周
已宣布多项政策，至于是
否需要人民筹款偿还国债
还没有决定，国人就先等
候政府宣布。
他认为，今年是历史性
的一年，因为人民把贪污
腐败的政府拉下台，希望

建議學校^
(沙登29日讯）沙登佛教会会长林珠明居士指
出，该会对新中央政府的期望，是能够在学校落
实非伊斯兰教的宗教课程，让各宗教信仰的学生
获得良好的宗教教育，为人生打下稳固基础，并
协助建立充满感恩及和谐的社会。
他呼吁政府给予佛教更大的发展和援助，继续拨款资助
佛教发展，以让人们得到心灵上的安乐和精神上的提升。
他昨晚为沙登佛教会举办的花车游行主持开幕时说，向
新政府提出上述要求。
今年花车游行开幕，也获得通讯及多媒体部长兼侯任蒲
种区国会议员哥宾星主持。

是否需人民籌款還國債

歐陽韓 等中央宣布
：

未来会更好。
欧阳捍华说，自雪州由
希盟执政后，在非伊斯兰
事务上是秉持更开放和公
平的政策。
“今年非伊斯兰宗教获
600万令吉拨款，沙登佛学

会能够提出申请拨款在新
道场上。”
他说，该会在2013年获
州政府，拨出一面面积2万
方尺，在沙登岭的土地。
他随后也动用州议员拨
款，拨出1万令吉予沙登佛
教会。

盼辦官方衛塞節慶典
林珠明说，雪州政府已连续8年举办州级卫塞庆典，希
望新中央政府亦能考虑，举办一场官方的卫塞节庆典，以
让全国信众参与。
他说，自从州政府由希盟担任后，都会让佛教会举办州
级卫塞庆典，本届是在下月2日，在莎阿南州政府礼堂进
行。
“该会获州政府拨地后，已呈图测兴建新宗教场所，对
丨卜卜希領由办相台艮十y九断

k

”

“Vesak”

他指出，卫塞节是 自梵文
，属佛教徒緬怀
佛陀释迦牟尼佛的诞生、成道与涅盘三大圣事的节曰。
他指出，花车游行是该会的传统，也是每年卫塞节的重
点活动，今年的花车游行会环绕沙登新村一圏，全场接近
5公里。
出^者还有该会导师代表帕纳哈杜威、雪州佛教发展理
事会主席黄世界、梳邦再也市议员戴祯兴等。

承諾把民聲帶進國會
_^宾星指出，他是获得当地人
"^R民委托才能中选国会议员并
担任部长，因此承诺会把选民的
问题带进国会。
“509是一个纪念性的日子，因
为选民的支持，希盟才能首次执
政中央。”
…他卫塞节是一个对社区很
好的节日，因为大家会尊重彼此

的宗教、谅解不同的信仰，继而
大家同庆节曰。
他笑言，本身尚未清楚国会议
员的拨款，因此无法如同僚般当
场宣布拨款给沙登佛教会，但之
后会在不同的平台补发拨款。
哥宾星说，沙登佛教会准备新
工程，他将尽量争取拨款协助。
•在帕纳哈杜威（右2)率领下，贵宾们为花车进行点灯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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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四日讯）安邦谭公仙
圣古庙主席兼庆典大会主席黄
金福指出，509大选人民齐心合
力，将强大的前朝政府推倒，完
成改朝换代的使命，这是身为大
马人的骄傲，希望希盟政府珍惜
这项得来不易的胜利，也希望大
马人民团结一致，不分种族、肤
色、宗教，善待彼此。
他曰前在安邦谭公仙圣古庙庆
祝千秋宝诞暨筹募扩建神庙基金
联欢晚宴上致词时，这么表示。
他说，61年首次政党轮替，且
和平政权交接，使人民感到欣
层寸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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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谭公仙圣古庙颁发捐
款，左起为陈杰胜、黄金
福、黄彩萍、黄庆华（安邦
九皇爷洗肾中心及安新华小
代表）、刘锦明(安邦华小代
表）、方德强及吕荣发。

61

捐助4單位
“换政府后，我们看见一班老
人家忙著处理国事，新部长努力
工作，经济精英无酬为国家出谋
献策，充满了正能量。当90多岁
的人还为国为民而奋斗，作为后
辈的我们谈什么提早退休。”
在上述晚宴上，安邦谭公仙圣古庙捐献安邦区
两间华小，即安邦华小、安新华小各1000令吉，
另外各别捐献1000令吉给安邦九皇爷洗肾中心及
安邦肾病患者黄彩萍。
晚宴也举行剪彩仪式，捐献1000令吉至一万令
吉的热心人士都成为剪彩嘉宾。

黄金福也在晚宴的竞标福品节目中，以6500令
吉全场最高价标获14.88克的“箭猪枣”。另外，
马华班丹区会主席拿督梁国伟也以5188令吉全场
第二高价标获11.45克的昴贵“箭猪枣”。
包括“箭猪枣”在内的福品共有7项，余者都
是名贵洋酒，有关福品的竞标活动共筹得约2万
5000令吉。

出席晚宴者包括大会副主席梁国胜、筹委会主
席陈杰胜、副主席李伟铭、秘书郭诗芬、财政陈
晓燕、马华安邦区会主席拿督刘锦明、马来西亚
吴氏公会会长拿督吴启熊、安邦再也市议员方德
强、新任莲花苑区州议员黎维福、安邦美华城合
大工业工商会主席余亚绒及安邦与雪隆区多个社
团领导人或代表。

30 May 2018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Page: C4 • Printed Size: 495.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9,764.15
PR value: MYR 29,292.45 • Item ID: MY0032728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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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500善信共沾5去喜
(八打灵再也29日讯）修成林佛教寺院今早配合主
题为“宽容谅解，和谐社会”卫塞节，举行浴佛及
“第36届万盏心灯供佛陀"点灯供佛仪式，迎来四面
八方的善信参与浴佛、点灯、施葯、供花果斋，及支
持为筹建“修成林国际学校（特殊教育）”而设的慈
善廉价物品促销等，吸引了超过5000人参与。
释长恒在开示时说，只要众缘和合就能成就大众且
利乐众生，因为生起感恩观能让人广结善缘，生起慈
悲观则能助人心灵解脱。
“通过修行、礼貌、谦恭及学习佛法，能逐渐让自
己身心清净，会通过佛陀教法来修心，以智慧的言
论与人结好缘，同时在遭遇人际困难时以智慧加以克
服，不会再轻易被怒火蒙蔽心智。”
释长恒指出，宽容的精神是一种智慧和美德，是建
立良好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的润滑剂，更是打造和谐
社会构建的重要基石。

一善信 起I
参与点灯，场面壮观

修成林佛教寺院點燈供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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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踐行寬容慈悲心
“人的言行因生活阅历不同而无法尽善尽美并合乎
心意，因此需要有理解他人、谅解他人的智慧，因
为只有互相宽容的人文环境才能实现社会和谐，而理
解、谅解及化解则是培植宽容精神的主要途径。”
释长恒也鼓励善信和大众在生活中多践行宽容的慈
悲心，因为心态决定了状态，若时时大事化小，小事
化了，就能更加达观快乐，免于受困于一念而自在于
心间，让别人更容易接受和喜欢亲近。
较早时，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黄思汉、许来
贤、武吉加星区州议员拉吉夫、八打灵再也区州议员
玛丽亚陈也到场参与浴佛及点灯，场面殊胜庄严。
释长恒也鼓励善信及大众点亮心中的四盏灯，包括
守法服务灯、勤劳节俭灯、忍让和平灯，以及般若
智慧灯，同时指出，让心灵的灯光照亮黑暗的每个角
落，就能“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

•玛丽亚陈（右起）、黄思汉、邓章钦（右4起）、许来贤、拉吉夫与修
成林副主席黄炳华（右3)浴佛后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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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章欽：隆新高鐵取消

雪招商70億
拨款最多的州属，因此希
望中央可效仿该州政府做
法，即注重非伊斯5事务
发展。

檢討撥款額度
(吉隆坡29日讯）雪州
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指
出，政府取消隆新高铁计
划的决定，在短期内并不
会影响雪州招商及为该州
招徕70亿令吉投资额的目

标。
“该投资额属州政府的长期
目标。”
另外，邓章钦透露，截至目
前，雪州政府已拨出4000万令
吉款项给非伊斯兰宗教团体，
可说是全国给予非伊斯兰事务

“雪州政府自2009年落
实非伊斯兰事务拨款，拨
款已从当初300万令吉增至
如今的
万令吉。”
他今日在马佛总雪隆分
会举行的卫塞月佛陀曰庆
典上致词时，如是指出。
邓章钦指出，雪州政府

600

在近10年期间，共批准276
个非伊斯兰教团体的土地
申请，平均每年有2个申请
获得批准。
“州政府将检讨分发给
非伊斯兰事务的拨款额
度，若经济能力允许，州
政府将增加拨款数额。”
此外，他较后在记者会
上说，根据国家统计局最
新数据，雪州仍是目前国
内生产总值最大贡献的
州属，占全国生产总值的
23%,证明该州经济仍在成
长。

邓

i

“雪州去年的国内生产
总 值 增长幅度为T.2%,比
前年的数据来得多，而在
雪州，服务业及制造业是
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最大
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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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址提升 C座讓木
•许中诚(左2)指著市议会拟在猪肉档后侧空地，増设60个鲜鱼批发
摊档，左起为张顺成、巴生市议会官员阿斯劳勿及许研兴。
因为从凌晨1时许至5时，有多辆批发
档与零售档罗厘，从士拉央大巴刹及各
地，运载货物进入中路大巴刹卸货时，新
的卸货台在猪肉档后端，若卸货时间拖
长，造成大排长龙塞车，后面罗厘卸不了
货，耽误其他贩商做买卖时间，是可预见
的大问题，希望市议会设法改善，或研究
更多进口处，抒缓交便阻塞问题。”
在这之前，巴生市议会原本计划将鲜鱼
批发部，搬迁至中路与加埔之间，一块5英
亩地，后因该会认为地点太偏僻，治安不
靖，当地居民及学校团体因环境理由，而
反对告吹。
为此，许中诚、该
翼加寬路口
\
会主席张顺成与总务
许研兴，分别拜会部
许中诚指出，由于是唯,的进出路口，
门主任，获悉市议会
希望市议会技术小组，实地研究场地，设
迄今为止，还找不到
法加，宽来回路面宽度，，寻找更加进出口
合适搬迁地点，只好
提供上述方案，让技
术小组，作进一步研
究与核准。
为了反映畈商的心
声，该会于日前召开
理事会议，并成立以
下T人小组，与市议
会磋商共策，他们是
张顺成、林连和、许
研兴、黄书强、邱尔
荣、陈坤成及林建
i l n i B g i
_
n
宏，希望在官民磋商
•第3 轻快铁承包商，已在中路大巴刹内，进行建造工程，C 座 交流下，找出双赢方
案。
建筑内的鲜鱼档，急须思策搬迁让路。
(巴生29日讯）巴生公市各业商会永久
会务执行顾问拿督许中诚说，根据初步计
划，巴生市议会将在中路大巴刹原址，装
修及提升c座建筑物，安顿原有60个鲜鱼批
发摊档。
他表说，在此计划下，承包商将拆掉B 座
与 C 座中间的洋灰墙，腾出更大空间，在 C
座猪肉档后侧空地，扩建60个U型鲜鱼批发
档，而原有的旧档，则让路进行第3轻快铁
计划。
畈商只有一个进口路，即从巴生中路大
路旁，前面驶入的进口，（左侧是电讯局建
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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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吉祥（前排左起）、锺如光、王来进、彭汉明、 刘水钦、李福霖、刘用周、何海
盛呼吁希望联盟政府尽速落实承认独中统考文凭。
(古来28日
讯）柔佛州维护
华教联委会促请
希望联盟政府，
早曰落实承认独
中统考文凭、制
度化拨款给独中
及华小，该会将全面配合新政府
参与华教发展运动。
柔佛州维护华教联委会日前在
永平召开联席会议，也盼望柔州
希盟政府，全力资助宽中至达城
分校，让该校早日竣工落成。

柔佛州维护华教联委会主席彭
汉明在会上致词时指出，衷心盼
望半个世纪前，曾献身参于反殖
民地运动的老友们，重燃爱国崇
高热诚与使命感，在有生之年为
袓国繁荣昌盛，子孙幸福作出贡
献。
马来西亚维护华教联合会副主
席刘水钦透露，该会及华教运动
工委会代表，将于近期会见刚上
任的教育部长马智礼，进一步商
讨于今年3月间，提呈给希望联
盟的华教基本要求请愿书，及新

政府承认独中统考细则，和删除
2013/2025年教育大篮图中不利华
教发展条文等课题。
刘水钦高度赞许希盟雪州行政
议员许来贤在新纪元大学20周年
庆典宣布，州政府主动鉴定两块
土地供新独中发展用途等对华教
的实惠支持。
当天出席者包括柔佛州维护华
教联委会副主席林青添、总务庄
吉祥、委员陈保财、吴新国、刘
元策、刘用周、王来进、李福
霖、锺如光、刘兀富、丨它舍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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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夫茲建議伊：

在丹登組團結政府
(亚罗士打24日讯）波
各先那区候任国会议员拿
督马夫兹建议，若伊斯兰
党有诚意组织团结政府，
就应在伊党执政的吉兰丹
及登嘉楼开始进行，而不
是将目标放在其他州属。
“伊党若有诚意与其他
政党组成没有反对党的团
结政府，就应该在吉兰丹
及登嘉楼开始进行，但他
们却没有向该州的反对
党即国阵，提出这项建
议。”
马夫兹也是诚信党副主
席，他是针对吉打州希盟
政府与反对党有同样席
位，导致在委任议长时出

现问题，伊党建议组成团
结政府一事，这么回应。
他说，吉打希盟政府已
拒绝伊党的这项建议，相
信吉打州务大臣拿督斯里
慕克里兹有能力与反对党
一起解决委任议长的课
题。

可投票決定
“通过在州议会的会议
上投票就能解决问题，若
伊党或国阵有建议人选也
可提出，最终可通过投票
成绩来选出议长。”
另一方面，他认为，在
大选中夺下政权是很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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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任何政党都想要夺
下政权，他相信伊党也有
想要夺取希盟政府及中央
政府政权的议程，因此安
华早前指要夺下伊党政权
的言论并不是骄傲的言
论，他希望伊党可以大方
一些。
骂°夫兹也促请吉打州希
盟政府要确保在斋戒月及
开斋节期间，州内的水源
充足，达鲁阿曼水供公司
(SADA )须采取行动来确
保不会出现水源问题，尤
其不会对水压低地区的居
民，造成影响。
“我们不希望在开斋节
前一星期，每次都发生水
源问题，我希望州政府提
早采取行动，确保不会对
人民带来影响，地方政府
也应将垃圾问题处理好，
才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及影
响市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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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24日讯）槟州妇
女及家庭、性别包容委员
会主席章瑛列出7位希盟
女国会议员，希望新一批
内阁名单能达女性30°。的
固打。
她说，希盟有数位非常
有能力的女国会议员，包
括郭素沁、杨巧双、努
鲁、玛丽亚陈、张念群、
傅芝雅及杨美盈，所以有
足够人数来达到30"。的固
打，即在25名部长中，女
1生占8名
“目-我们有3位女部
长担任4个部分，所以下
一批的内阁，只需要再多
4个部门让女性掌管，就
已经是达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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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内
列閻
7女
名
字將
盼
達
30%

她今日听取槟州妇女发
展局主任玛哈妮汇报后，
在记者会上，这么说。出席者有行动党斯
里德理玛区候任州议员瑟丽娜、槟州妇女
发展机构总执行长王美玲。
她指出，本届大选女人民代议士数据

丨章瑛（左3)希望希盟内阁会有8名女部长，以达到女性30%的固打，左起玛哈妮、
王美玲及瑟丽娜。
也只是增加3%即14?。，而过去则不曾超过
10%。同时，本届也有女性掌管4个部门，
过去不曾多过3个部门，这已经是破纪录
了。
“但若我们要有不同的成果，就不能重
蹈覆辙。新政府必须要有新的准绳，来接
纳更多的女性在国州议会、内阁及行政议

会"。”
1旬及槟州行政议会也无法达到女性30?。固
打一事，她坦言这是需要加强的地方。
她说，女性不够主流，因此接下来就是
要把女性：生流化，而上述所列的女性名
单，就是在主流体制内已有经验，而一个
女性掌管一个部门是不足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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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投訴水壓低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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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免费水供给工地里的临时
住所的厕所使用。

供临时住所使用
当局在取缔行动时，发现

偷水，因此联手取缔有关工

该水管是在经过水表之前，

地，以及拆除工地外非法接

以接驳T字形水管偷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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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局也检查了厕所及浴室
里的水，证实是含有的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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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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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法令（655法令）_ 123
(1 )条文下展开行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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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合法户口下，擅自接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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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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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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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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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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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党的问题时，阿兹敏说，一切容后再
谈。
此外，提到冷岳2滤水站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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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思汉 左
(起 、
)叶国荣及彭康贤在接获投报后到场视察，并指示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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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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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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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水孔阻塞造成的静水压力
•民见状大感心惊。

导致堤墙无预警的轰然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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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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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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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到距离住宅区仅50公尺的一块大约4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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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亩的土地倾倒垃圾，并进行非法焚烧，

有‘‘幽灵罗里”出没，这些罗里除了车

响健康。

斗不断掉出杂物，威胁后方驾驶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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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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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附近居民一直受"烟雾”所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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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馬控公共騷擾罪

Page 2 of 2

(安邦25日讯）红衫军领袖拿督^?里嘉马去年在雪州
政府大厦外砸酒瓶抗议举办啤酒节，今日在公共骚扰罪
名下被控上庭。
由于目前他仍在安邦专科医院接受治疗，推事、主控
官及律师一行人今早前往医院检控嘉马，媒体被禁止靠
近病房范围。
’

推事到医院检控
主控官梅格副检察司受询时说，嘉马仅面对一项控
状，他否认有罪，保释金为3000令吉。
控状指嘉马于去年10月5日早上约10时15分，在雪州
政府大厦大门外以铁锤砸碎数枝酒瓶，造成公共危险及
滋扰，抵触刑事法典290条文（公共骚扰），罪成可被
判处罚款最高400令吉。
案件将于6月8日在沙亚南推事庭过堂。
嘉马也是巫统大港区部主席，当时他率领红衫军带上
10箱啤酒，试图闯入州政府大厦将啤酒交给雪州
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保安员立即锁上大门，禁
止他们进入。嘉马将啤酒放在大门前，一边痛骂
阿兹敏和行动党州行政议员，一边挥起铁锤敲破
酒瓶，宣泄不满，然后离开现场。（TSO )

•推事拉惹诺阿蒂拉（中）
等前往医院，检控嘉马。

•嘉马去年在雪州政府大厦外砸酒瓶抗议举•
办啤酒节，周五在公共骚扰罪名下被控。

(档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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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大臣被開除黨籍照上班

戲，|，候工作;
(加央25日讯）昨曰宣

！1

誓就职就被巫统开除党籍

.‘

r.

的玻璃市州务大臣拿督斯
里.第一天重
返位于“迷你布城”玻州‘夢
立法议会大‘的大臣办公•

^
爲，]漆_

1

室上班。当f看到大批媒^•；
；：^^ ^-；

要再演戏了h疋工作的时‘

•阿兹兰（右）重返玻州大臣办公室上班。左为大臣机要秘书贺瓦迪。

拍大合照。

•媒体采访后，与阿兹兰 中( )

他今早约10时10分抵达
办公室，媒体要求他打卡上

步走入办公室。

应媒体邀请自拍

班供拍照，他拒绝配合“演
戏"°

在媒体要求下，他让媒体

媒体追问他经历昨天争大

进入办公室拍他工作的画

臣的风波看法，以及首日上

面，随后也应媒体邀请一起

班的心情时，他都拒绝回

自拍。
大夥儿和阿兹兰合照时，
他不忘自嘲：“从什么时候

答，笑著对记者说：“好
了，是开始工作了，我没有
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开始，我变得那么受欢迎
呢？哈哈！” ，不过他也配

(指媒体）！”，语毕就快

合媒体逐一合照。(TTK)

什么话想说了，我要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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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大臣機構前職員

8人須歸還270萬遺散費
(布城25日讯）上
诉庭今日I令前雪州

雪州大臣机构是于2015年5月

席营运员罗哈妮、前大臣政治

11曰入禀沙亚南高庭，向8人追

秘书慕斯达法、前大臣新闻秘

讨被指不合法发放的遣散费，

书阿尔法、前大臣私人秘书拉

高庭在去年3月31曰驳回申请。

希玛、前大臣高级新闻宫苏莱

遣散费是未经批准付款

大臣丹斯里卡立的8

以拿督东姑迈蒙、拿督哈敏

曼、.前大臣新闻秘书助理纳祖
里及高级经济研究及分析员阿
都哈林。

名前职员，必须归还

达星和拿督哈斯娜组成的上诉
庭三司，今曰聆听雪州大臣机

获得69万5400令吉，随后为罗

他们在卡立卸任前所

构代表律师拿督斯里哥巴斯里

哈妮（52万4400令吉)、阿

南，以及8名前职员代表律师云

尔法（47万8935令吉）、慕斯

大舜的陈词后，认同这笔遣散

达法（26万5320令吉）、拉希

费是未经批准的付款，因而推

玛（26万5650令吉）、苏莱曼

翻高庭的裁决，谕令8人归还遣
散费。

(18万2385令吉）、阿都哈林

领取的270万令吉遣
散费给雪州大臣机构
(MBI)�

•上诉庭请令前雪州
大臣卡立（图（的8
名前职员，必须归还
所领取的270万令吉
遣散费.。•

誦變______讓_8_隱顯隱國變_:_義_8議漏

8人分别是雪州大臣机构前
首席执行员法依卡胡先、前首

遣散费数额最高的法依卡，

(18万6300令吉）及纳祖里
(11万5200令吉），合共271
万3590令吉。（TS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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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來賢：配合黨選

餐眼縣市議員或延任
(加_25.日讯）配合即将
到来的+选，公正党雪州现
任县市+员的任期可能延续
至12月d

I

公正党雪 州副主席许来贤说，雪州希
盟预计在下周一（28曰）开会讨论雪州
县市议员的|分配，唯基于公正党将面临
党选，因此现任的县市议员可能留任至
12月。

周一开会讨论分配
他表示，：这不是公正党第一次延长县
.市议员的_期，在2013年也曾经有过
—次，唯目^依旧得展开进一步讨论。
许来贤^，该党目前正积极讨论县市
议员议席,配、遴选方式，以及是否延
长现任县市^员任期事宜。
他说，遴选的事宜是由他、双溪毛糯
国会议员西华拉沙及前任哥打安格力州
议员耶谷萨|比力组成小组进行讨论和磋
商0
他说，他们在进行内部讨论后，会在

差勁•市議員將被撤
州县市议员至少必须拥有中五以
目上的学历，以便能够提供更优质
的服务。
许来贤说‘，除了学历之外，各党也将
会根据表现 、服务诚意来遴选县市议
员°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兹敏日前在州

mm

•许来贤（右四）出席慰劳宴时，从杨谨华（前排左二）手中接过人党表
格。右三为邱金明。，
下周一召集其他盟党讨论议席分配，并
希望能在7月1日委任新的县市议员。
“公正党党选预计在7、8月进行，在
考量到新任领袖或会有_己属意的县市
议员人选；因此，不排除会延长该党现
任县市议员的任期6个月。”

非政府组织配额保留
也是加影州议员的许来贤昨晚出现选
区慰劳宴活动时如此透露。他说，雪州
政局与上届大选有所不同，因为伊党的
市议员已经自动辞职，而希盟也增加了
土团和诚信党，4党必须重新讨论县市
行政议会上也巳经发出这样的指示，并
呼吁各党不要再以奖赏方式，让各政党
区部的领袖包括区部主席、署理、副主
席、妇女组主席或青年团团长自动成为
县市议员。”
也是雪州行政议员的许来贤说，以往
表现差劲、没有参与县市议会辩论，甚
至连县市议会财政预算案详情都不懂的
区部领袖级县市议员都将会被撤换。

议员的分配。
“我们会先根据所得州议席分配县市
议员议席比例，以及各党在各区域的州
议员人数来伸缩性协调和安排县市议员
配额。”
他举例加影市议会说，公正党在加影
的州议员人数比较多，因此公正党的市
议员人数也相对比其他党多。“同样
的，在梳邦再也市议会，行动党的州议
员最多，所以行动党也获得分配更多的
市议员配额。“
他补充，希盟本届也会继续保留县市
议员配额予非政府组织。
他说，根据他们所了解，确实有部分
县市议员不踊跃出席县市议员会议，往
往只为了获得津贴而在会议上逗留数分
钟就走。
他同时披露，公正党也将会严格落实
2013年在州行政议会上通过的“县市
议员两届4年”的标准。"目前只有行
动党遵守这项准绳，公正党的县市议员
在过去都可以出任3届6年�（L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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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市议会官员目U
往视察。他说，虽
然目前淹水的程度

.

•
0.

鐵板封堵排水口
Mouvelle 1L
_ :_
有效排出，下雨时
河水更高涨至倒灌
到工厂区，造成厂

没有到影响工厂运
作的程度，但带有
黑油的污水，清理
时非常耗时。
“我将会通知承

家不便及蒙受损
失。厂家申诉，倒
灌的渠水也淹没
一家处理黑油的工
厂，以致黑油溢漏

包商把封堵排水系
统出口的铁板移
走，流通渠水，同
时也清理渠道内的
黑油。”

至遍地，破坏环
境。无拉港区州议
员黄田志接到厂家
的投诉后，今早与

“我也将无拉港

一

(加影25日讯）
排水口被人以铁板
封堵，导致渠水无
法正常排走倒灌，
无拉港区Nouvelle
工业园近日频频成
泽国。
这儿的多家厂房
在近期至少面对了
4次遭倒灌渠水淹
没的水劫，造成厂
家绪多不便。

根据厂家披露，
该工业园后面有一
条河流把非法工
厂区分隔开来。最
近厂家发现每逢大
雨，河水都会高
涨，无法有效的疏
通°
"我们沿著渠道
进行检查，发现排
水系统的出口被封
堵，以致渠水无法

工业区的地主进行
协商，以了解问题
出在哪儿。”

•黄田志（右二）在接获厂家的投诉后，到现•渠水倒灌，以致一家黑油
场了解情况。.
处理厂的黑油也溢漏，破坏
周围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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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与中国暨南大学签署备忘
录，共同栽培独中老师。
他表示，州政府每年拨出
200万令吉给雪州4所独中，
每所独中每年可获50万令

华社给予联邦政府一些时

吉。
“所以，大家无需担心，

间，解决这些课题。
"从过去至今，增建新独

承认统考或兴建独中都不再
是梦。”

反承认统考的承诺，希望请

中的申请都因为被政治化，

许来贤说，希盟政府未来

而不被批准。60所独中已将

将更注重根据需求兴建华

近饱和，政府会全力协助及

小，以及效仿雪州和槟州以

实现华社60年的梦想，增建
更多新独中。”

制度化方式拨款给华小，过

葉新田：新紀元將建設第二校園
1教总教育中心（非营
^•利）有限公司董事部主
席叶新田指出，新纪元大学
学院升格后，学生人数逐步
上升，在空间难以应付的情况
下，新纪元将在短期内在加影

1 1曰举办的20周年校庆晚

田0

他强调，希盟绝对不会违

大学科系。在去年，该大学

.生.、蔡添强.、许来贤及叶.新

雪鑑定2地供新獨中

影，左为郭福安，右起叶.观

左(二 推)介新书后和嘉宾合
•莫顺宗 左(三 与
)文平强

許來賢：增建不是夢
(加影26日讯）雪州行政
议员许来贤指出，州政府原
则上同意联邦政府为华社增
建新独中，州政府已鉴定两
块土地供新独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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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人，校方放眼明年的学
生目标达3000人。
另外，庆典上也举办_项简

宴，为新教学楼筹款，整个

单的《双十年华：新纪元大

计划的建设经费是2000万令
吉°

学学院建校20周年纪念特刊
(1998-2018 )》推介礼。

“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

出席者包括新纪元大学学院
副校长文平强、行动党候任万
宜国会议员王建民、公正党副

他今日在新纪元大学学院

往的迁校情形将不会重演。
他宣布拨出1万令吉给新纪

欢庆20周年校庆典礼上表

元大学学院，作为该校第二
校园第一阶段的建设经费。

一带展开第二校园的建设工
作，.以应付未来两三年的迫切

座新纪元完美教学楼。”

示，雪州政府4年前便支持

另一方面，新纪元大学学

主席蔡添强、大马创价协会会

雪兰莪大学（UNISEL)承认

(TSO)

需求。

院理事会主席叶观生致词时

长郭福安及星洲日报基金会执
行长刘昆升等。

统考文凭，让统考生报读该

他说，校方希望藉由11月

院也获得批准，正式启用另一

说，目前该院学生人数已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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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辦理保釋手續

藝纖額嘉馬醫院失蹤
—B—MWWWgWgB

(八打灵再也26日讯)红衫军领袖拿督斯里嘉马昨天在安邦专科

•著保落
嘉推释不
4幸羊明

在及续_ °

医院面控后，趁著推事及主控官忙著办理保释手续时，竞然偷偷
从医院溜走，下落不明。他的律师辩称，嘉马可能以为已经完成
保释手续，才会自行离开。

雪州警方刑事调查主任法兹阿末今午
受询时说，警方目前还没嘉马的下落。
他指出，嘉马共面对3项控状，每项获
准以3000令吉保释。
他说，警方目前正设法联络嘉马，以
完成保释手续。

3控状每项3千元保释
不过，嘉马的代表律师拿督莫哈末英
然今日清晨发文告表示，嘉马在医院面
控后不知所终，可能是沟通问题所致。
他认为，这是嘉马第一次在法庭以外

不告而别。我担心他正承受著精神压
力，感到慌乱失措，因为他是第一次面
对这种状况。”
他说，包括他在内的律师团于昨天下
午3时30分，到嘉马的病房协助处理案
件，当时来自沙亚南和安邦的推事也当

面官偷
控忙逃
后著走
，办，
趁理下

警区总部完成保释程序。
“我相信警方将提供相应的配合与协
助，不会展开逮捕行动。“
他也向涉及的各造尤其是警方、法庭
和医院致歉。

48 岁的嘉马10 月5 曰早上约10 时15

场宣读控状。
“过后我们发现，嘉马在未完成保释

分，在雪州政府大厦外使用铁槌砸碎数

程序，便离开了医院，自下午3时起便失
去踪影。”

事法典290条文。一旦罪名成立，可被判

花了10个小时找不到人

的地点被控，相信嘉马潜逃是无心之
失。
“我相信其中可能发生一些沟通问

也警区总部，花了 10个小时都找不到嘉
马，最终警方才让他们离去。

题，嘉马以为保释程序已经完成，才会

他呼吁嘉马联系律师，或到安邦再也

他表示，他们于昨午5时被带到安邦再

要索回深海捕漁權
•一方面，为了保护沙巴海洋资源，沙菲益宣布州

力

政府将向联邦政府索回捕渔权，将深海捕渔发照
权交给州政府。
他为民统党特大主持闭幕时说，沙巴海域过去常发
生非法捕捞活动，获得联邦政府发照的船只在沙巴海
域进行毫无节制的捕捞活动，造成海洋资源因捕捞过
度而逐渐流失。
目前，离岸3海里的捕鱼权由州政府辖下沙巴渔业
局发照，惟3海里以外的深海捕鱼权则由联邦政府辖
下大马渔业局发照。
沙菲益强调，他是沙巴人民选出来的首席部长，是
为沙巴人民创造财富，非为自己创造财富。
他表示将指示州政府善用资源推行惠民计划，为人
民创造福祉。
他说，他下令冻结木桐出口，确保木业及相关领域

可在本地取得充足木料进行加工生产活动'，为本地人
创造就业机会。

医主时
院_偷

个酒瓶，造成公共危险及滋扰，触犯刑
罚款最高400令吉，案件将于6月8日在
沙亚南推事庭过堂。
据了解，沙亚南法庭助理主簿官是在
约下午5时30分处理嘉马的保释程序时，
发现他已失去踪影。（ T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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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思漢出任州行政議員

(沙亚南26曰讯）掌管地
方政府、公共交通及新村事
务发展事务的新任雪州行政
议员黄思汉直言，他已拟定
一套未来5年的一三五发展方
针，即一大目标、三大方向
及五大工程，为雪州子民带
来改变。

他10年前开始从政，自认从政目的非
常简单，就是为人民带来幸福。
二当我退出政坛后，希望在我从政生
涯中作出的改变，能为自己和下一代带
来幸福。”

商业区环境卫生须改善
也是行动党候任金銮州议员的黄思汉
接受中文媒体联访时说，他拟定的一大
目标是希望雪州人民以雪州为傲；三大

方向是打造包容性的社区、问责制的政
府及永续性的环境；五大工程则分为垃
圾、厕所、阳光、绿化及交通部分。
他指出，雪州住宅区垃圾处理情况已

的一大目标、三大方向及五大工程。

•黄思汉 中( 将
)在5年任期内落实他制定

擬5年發展方針惠雪民

央市议会。预计今年内，KDEB会陆续
接管其余市议会的垃圾收集工作，除了
梳邦再也和沙亚南市议会的垃圾处理有
合约限制，可能会稍迟些才被接管。”

受控制，当务之急是全面改善商业区整

他披露，自从KDEB接管地方垃圾清

洁和垃圾处理情况。未来雪州垃圾处P

理和收集工作后，民众的投诉明显减

的政策，会逐渐由州政府子公司达鲁益

少/最明显的例子是巴生市议会。
“KDEB的垃圾车都有安装卫星定位

山集团（KDEB )全权接管。
"目前KDEB已接管3个市议会的垃圾
清理和收集工作，即巴生、安邦和士拉

导航系统（GPS )，我们可从中监督和
掌握垃圾车有没有依时去收集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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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垃圾承包商問題多
表示，目前雪州政府面对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必须自行

I1B监督小型垃圾承包商，有些承包商因为财务问题，无法
更新垃圾车，有些承包商则面对员工准证的问题，导致延误收
集垃圾出现。
‘‘曾有承包商申诉不够资金聘请工人，无法根据市议会定下
的时间表来清理垃圾，这种理由根本无法接受。”
与此同时，黄思汉指出，他将建议所有地方议会加强执法，
更不排除通过提高罚款额来对付乱丢垃圾者。
他说，槟城的商业区和住宅区整洁情况备受赞赏，雪州会以
槟城作为目标。（TS0)

建議補貼餐館開放廁所
•^思汉指出，大马的公共厕所世界闻名，又脏、又臭、又
•^湿以及设备欠佳，州政府可以通过补贴方式，让餐馆业
者开放餐馆厕所给公众使用，州政府也能用最少的钱、最快的
速度，在人潮拥挤的地方提供更多公厕。
“我们会制定条例，规定业者的厕所必须达到基本条件。这
是双赢方案，厕所干净能够吸引顾客光顾，政府也能省少兴建
和管理的花赛。”
至于阳光工程则是更透明化的政府，他说，他将要求所有市
识会在财政预算案中，详细列出每项开销的用途，让人民知道
政府把钱花在哪里。
他披露，市议会的常月会议公开给民众出席，只是由于各市
议舍的常月会议不是在同时间进行，所以民众无法知道确切时
间。他认为，市议会应每月在网站公布常月会议举行的日期，
方便民众出席，或效仿雪州议会，以直播方式直播开会的情
况°

建議商業執照簡化申請
•思汉认为，地方政府必须简化商业执照申请手续，使
M之更透明化，让商家在最短时间内取得商业执照。
“如果市议会能够尽早发出营业执照，也有助商家避免
付了租金却不能营业的窘境。”他强调，地方政府将在批
准商业执照申请方面作出检讨，如果文件齐全，当场给予
批准是最理想的。
绿化改革的部分，黄思汉希望在未来5年内，提升公园的
设备，以符合现代人生活的需求，同时鼓励更多市民当城
市农夫。公共交通改革方面，他希望联邦政府把公共交通
的权限下放给州政府，以鉴定需要公共交通碎路线，再由
市议会发放准证给操作者。他将尽快与新任交通部长陆兆
福会面商讨此事。他也保证"精明雪兰莪泊车”计划不会
沦为白象计划，未来各市议会都会使用统一的泊车应用程
式，方便雪州子民使用，但碍于现在有合约的限制，无法

市議員名單7月前公佈
、火到市议员人选问题，黄思汉说，即将在6月30日任期届满
的雪州市县议员将不会获得延长，新一批人选名单将在7
月1日或之前公布。
雪州共有12个市县议会，共有279位议员名额（不包括酋长
在内。
过往，县市议员的名额是由各党中选的多寡来平均分配，并
保留25%固打给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至于新一届议员名额分配会否依循上述原则来进行，黄思汉
没有给予确实的答案，只说一切等待各党提呈人选名单后才定
夺，但会朝30%女性市议员的目标努力。.

马上实行。

沒阻華小申請搬遷興建
&_(_对马华指责雪州政府在华小搬迁和兴建上百般刁难，
>T黄思汉反驳说，州政府从来未阻扰华小搬迁或兴建的
申请，从过去的记录显示，都是马华在®赖雪州政府。
至于马华在大选前宣布会有华小搬迁至雪州和兴建的申
请，他表示，至今州政府还未接到有关 申请。
不过，他认为，马华在大选前宣布的一些华小搬迁和新

A

增的地点，并不是很迫切需要，所以雪州政府会重新作出
研究。"兴建华小是为了社区的需求，并不是发展商的需
求。我们会进一步研究哪个地方更迫切需要新的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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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馬：我没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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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辦理保釋手續

嘉馬：我没逃跑

嘉馬醫院失蹤
食5;5

儀》紅»等在棄»土ft
从KtRi•走•下落*明_： ft的律嬅#称• •為可tt以为己《完成

酵

•押*方類事«誉《!(31，<今，¥««•!••«心輪
•方力-*kshi»ii，I
M襯》.>«美flinww •铺4IR »«**!«•'

(八打灵再也27日讯）失踪逾40小时的巫统大港区部主席拿督斯里嘉
马，今日“现声”驳斥潜逃之说。他强调，他以为保释手续已完成，他赶
：

—

：~!

•

：

^

著在朝圣基金局下班前提款缴还其保释金而离开医院外出，不料却引起误
会。

他今早通过一则WhatsApp 语音讯息
解释说，由于当天是期五，他想赶在朝
圣基金局下班前提款缴还其保释金，所
以在当天下午3时15分急忙外出，结果
引起i 天会。

以为已完成保释程序
“我当时以为已经完成保释程序，所
以没有加以留意。一直到接到通知指警
方正在找寻我的下落，所以我将现身联
络警方，以及配合警方的调查。”
他重申’他并不是潜逃，一切都是误

会。“保释手续已经完成了，只是还有
几份文件需要我签名，我现在身体还是
不舒服，我想我会先休息一下。”
与此同时，嘉马的代表律师拿督莫哈
末英然也在清晨4时发文告指出，嘉马
已经联络上律师团，以联络警方完成保
释程序。
他说，嘉马将在完全康复后，前往法
庭完成保释程序。‘‘我们相信这是一
场误会，导致嘉马的情况受到负面影
响。”
对此，雪州警方目前仍未作出回应.

嘉马是在前天
下午在医院.，被
控于去年10月5日
早上，在沙亚南

•嘉马：我以为
保释手续已完
成，赶著在朝、圣

雪州政府大厦外

款缴还保释金而
离开医院外出，

基金局下班前提

砸酒瓶抗议啤酒
节活动，遭警方 不料却引起误
会。
控以公共骚扰及
非法侵入建筑物
罪名。嘉马否认有罪 推事允许他每项
控状以3000令吉保释 但手续未办妥他
便失踪了。（ TS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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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save星洲華敎義演

筵開100席圓滿結束 籌獲283萬元義款
(加影27日讯）为加影育华
国民型中学二校筹募建校基金的
"Econsave星洲华教义演”，成功

重短缺，每年平均有不少学生被拒

目成就，截至去年底，中国共有逾

在育中门外，如今通过建委会的努

2000家高等院校，是世界上规模最

力，获准建立育中二校，并在董事

庞大的教育体系。

突破200万令吉的目标，筹获283

长丹斯里曾贵秋捐献校地后有了基

万5951令吉。
由星洲日报及宜康省Econsave联
办、光明日报协办的“Econsave星
洲华教义演”，昨晚在加影育华中

础，成为当地华人的福咅。”

学礼堂举行，筵开100席，全场爆
满°

Econsave霸级市场的支持，星洲日

中国驻马大使馆领事参赞刘东源
在致词时说，她来马已有4年，感
受到大马的多元种族、宗教、文化
及教育，华文教育与大马教育相辅
相成°

合作，常年举办义演为华教筹款，

建委会主席丹斯里曾贵秋、筹委

至今筹得的款额已达数亿令吉。

会主席冯振豪、星洲日报总经理

冀激发更多企业支持
她也不忘感谢星洲日报及
报在逾20年前就开始与不同的企业

“育华华中附近有16所华小，每

她表示，Econsave霸级市场则积
极履行社会企业责任，为华教作出
贡献，希望能够激发更多企业，以
实际行动支持华教世代相传。

年有3500名毕业生，却因为学额严

她说，中国的教育事业已取得瞩

生在中国求学，她也期待有更多大
马学生，包括华中学生选择去中国
读书，大使馆也将提供相关信息与
协助。
其他出席者包括育华华中学二校

(企业公关及业务促进）陈金泉、
Econsave执行董事赖锡联及赖锡
坤、行动党万宜国会议员王建民及
雪州行政议员兼公正党加影州议员
许来贤。（TS0)

赖锡联及赖锡坤
Q

二 ，
)左为王建民，右二起为许来贤、刘东源、陈金泉、

•冯振豪 右
( 在
)众人见证下移交模拟支票给曾责秋 左
(

m祖

她指出，截至2016年底，累计有
205个国家和地区的逾40万名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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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魯：合力解決問題
性騷别裝聾扮盲
口秀麟叩應枇穿著

魯要女性抗性騷
絲;棘;.

；4

••

一一•“r—nr•

mi

(八打灵再也27日讯）公
正党副主席努鲁依莎指出，
•努鲁依莎（左）在直播时被男听众言语骚扰，显得难以置信。

从她身为国会议员依然逃不
过不堪入耳的言语骚扰，可.
见有更多的大马女性必须经
常面对类似的骚扰行为.。

和内衣。而努鲁依莎冷静并礼貌地感谢
对方后，就挂断电话_。
她在事后投书《马来'邮报》表示，这
名听众的行为绝对不能被接受，人们应
该积极解决这种问题，而不是假装听不
见、看不到。

反映大马充斥父权文化
她曰前受邀上电台脱口秀谈国家发展
方向时，遇到听众直批她穿戴头巾不正
确，衣服也没遮掩好，可看到她的胸部
盟国会议员在事后纷纷

希发文告声援努鲁依莎，
网民也挞伐这名男听众，为
努鲁讨回公道。
净选盟2.0前主席玛丽亚陈
谴责男听众的言论等同于性
骚扰，我国需要新的法律来
加以管制。

"为了其他同样面对这种骚扰的女
性，及阻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这个问
题一定要解决，我在此清楚地强调，那
位听众的行为在任何层面上都无法被捿

S。‘，
她说，此事反映了大马社会依然充斥
著父权文化和性别歧视，因此在处理女
性问题上依旧保守，也没^•法律严管这
类性骚扰的举动。
"我们社会应该要保护女性免遭到这
种不公平的待遇，并在讨论有关女性的
课题时提高敏感度，要解决这个问题是
需要全民的合作，尤其是男性族群。”.
她希望趁著国家正在经历好的转变，
也一并改善女性的生活。（TS〇）

瑪麗亞陳：立法懲治性騷者
她也批评节目主持人向男
听众道谢的行为不可取，
‘‘女性常常被指控穿著或行
为不得体或不合适，这让我
们很不舒服，是时候停止这
一切，立法惩治这些违法

者°
”
泗岩沬国会议员杨巧双也
促请节目制作人对事件负起
责任，即使属于突发情况，
不在控制范围内，他们还是
有必要向努鲁依莎道歉。

“他们应该事先过滤（听
众及所发表言论），这种评
论很令人憎厌，没有人有权
随意批评他人的穿著。”
她向《马来邮报》表示，
电台节目制作人应该重新检
讨直播节目的策略，以免类
似事件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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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布咖朱斯路讓路捷運關2年

商家生意跌促重開

Page 1 of 1

•林立迎（前排右三），
及黄伟强（左二）向捷•
运第二路线工程承包商;
代表了解封路细节。：

(吉隆坡28日讯）甲
洞增江南区占布咖朱斯路

(Jalan Jambu Gajus )

的捷运第二路线工程承包
商，为了进行安装捷运站
行人天桥柱子工程，从4
月10日起关闭该路段，期
限为两年，结果当地商家
及居民申诉，自从该路段

30%
50%不等，因此希望有

关闭后’生意象暴跌
至

关当局重开路段。
增江南区占布咖朱斯路
商家于上周，针对此事向
希盟行动党甲洞国会议员
林立迎作出投诉。

安装捷运站天桥柱子

柱子工程，让该行人天桥
衔接至捷运站及泊车场。
行人天桥衔接至泊车场预
计有7支柱子，承包商原

这些商家及居民今天在

定关闭该道路两年，惟遭

林立迎及行动党甲洞卫星

商家反对，并要求对方重

市支部主席黄伟强安排
下，与该工程承包商一同

开路段。
“承包商目前进行挖掘

前往现场巡视，并让承包

工作，已鉴定地下水管位

商及商家面对面对话。
这些居民申诉，捷运第

置及等待雪州水供公司进
行重新安顿地下水管工
作，预计整个过程需要3

二路线工程承包商关闭该
道路的一端，该路的车辆

商或答应在完成重新安顿
地下水管工作后，腾出3
公尺宽道路段作为单向道‘
路让商民出入。

承包商允腾出部分路段
他说，届时他们将与承
包商商讨被封的200公尺
是否采取顺时钟或逆时钟
的交通路线。
黄伟强透露，仅有部分
商家接获承包商封路的通

个月时间。他们在重新安

知，而部分商家却对封路

出，构成交通不便，进而

顿地下水管工作后，才能
进行安装柱子工作。”

毫不知情，因此其抨击吉
隆坡市政局作为地方政’

影响商家旳生意。
黄伟强说，承包商是要

针对此事，商家及居民

府，却未在承包商封路前：

要求承包商勿完全关闭该

进行安装捷运站行人天桥

道路，经过商讨后，承包

只能依靠一个出入口进

提前通知及征询商家及居
民的意见。（

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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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兹（右）
主持市政厅月常
会议后.，指“精
明雪兰莪泊车”

雙威廣場實驗性實行

试验性计划将推
展至灵市其他地
区

精朋雪蘭莪泊車反應好

o

(八打灵再也28日讯）八打灵再也市

沙罗落实该措施，惟市议员却保持谨慎

长拿督阿兹兹披露，哥打白沙罗
双
威广场实行的“精明雪兰莪泊车"实验

态度，并认为应采取直接协商方式来管

PJU 5

性计划取得民众的良好反应，因此市政
厅有意将该计划推展至灵市其他地区。
这个在双威广场一带的“精明雪兰
莪’’泊车措施》在5月31曰的试验期届满

理泊车系统。
他强调，“精明雪兰莪”泊车系统已

3811

取得正面的反馈，迄今为止已有
名,
用户注册，并提高了市民缴付泊车费和:
罚单的效率。

后，市政厅或将从6月起，继续在双威广

.提供2新巴士川行路线

场，以及另一个新地区延长多一个月的
试验期限。
不过，阿兹兹于今天主持灵市政厅月
常会议时，并未进一步说明所遴选的另
一个地区。
他较后受询时说.，他需要征求技术部
门的意见，以探讨是否继续在哥打白沙
罗持续推行该计划的可行性。
阿兹兹说，他原本欲在月常会议上寻
求市议员的一致同意，以通过在哥打白

蚊症平均每週40病例
兹兹说，灵市政厅管辖区从本月

P J 19曰（2018第20周期），接获803
宗骨痛热症投报，幸没有最新的死亡案
例。

他指出，这个数据同比去年的1468宗
减少了45%，平均每周有多达40宗病

另一方面，阿兹兹说，市政厅已提供-

PJ05及PJ06
15日起至8月15
他透露，市政厅是推出4辆PJ05的免
费城市巴士，以及6辆PJ06城市巴士，，
使市政厅的城市巴士已累积至32辆。
(TSI )
两条新的巴士川行路线，即

城市巴士，它是从本月
日试验性推展3个月。

例•。
根据市政厅公布的数据，从今年截至
本月19日为止，市政厅7个州选区的骨痛
热症当中，以斯里斯迪亚高居榜首，即
多达
宗，接著是万达镇（
宗）。

164

134
113
TSI)

“排行第三及第四的分别是哥打白沙:
罗及武吉加星，皆为
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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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来贤（左）在活动上，也
派发环保袋给商家。
•许来贤（左三）为市议会环保活动开幕，并表示
—年内落实垃圾（固体废料）分类―

I

Vu

i：左起为阿莫祖和莫哈末亚希；右是阿扎哈o

席活动嘉宾包括巴生市议会主席拿督莫哈末亚

(巴生28日讯）雪州各地方政
府每年耗巨资处理垃圾，随著全
国许多州属已开始推行垃圾分类
政策，因此雪州将在两年内落实
垃圾（固体废料）分类政策！

希、巴生市议会执照小组主任阿扎哈及巨盟批
发城董事阿莫祖等。
他指出，州政府在推行此政策前，也会给予
民众一段时间去适应，以免往后推行时遇到适
应不良问题。他说，落实垃圾（固体废料）分
类政策，预估需要两年时间。
他透露，由于许多州属都有各自的垃圾分类
计划，雪州政府也将向城市和谐、房屋及地方
政府部提出建议，制定一个统一的垃圾分类政
策，以便有关计划能更有规划地在全国州属落

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说，雪州政府每年耗巨
资处理垃圾，尤其垃圾没有进行分类及再循环
情况下，垃圾量只会越来越多，势必造成地方

实。

雪希盟今商市議員名額

雪2年内圾分類
xi-,是公正党雪州

副主席的许来
贤披露，由于伊党
已不再是盟友，而
今届加入了诚信党
和土团党，因此雪

州希盟将在周二召
开会议，商讨雪州
各地方政府的县市
议员名额分配。
他说，所以市议

员的名额分配势必

检讨20仙塑料袋政策
另一方面，许来贤也透露，州政府接下来也

要重新协商。
他指出，土团党

政府承重负担，所以垃圾分类就显得非常重
要°

将会全盘检讨20仙塑料袋政策。虽然这项措施

走入校园教育

已推行好几年，似乎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成效。
“尤其20仙塑料袋对一些消费者来说不是大

和诚信党未必分得
伊党留下的名额，
各政党旳名额或将'
增加或减少。

成本，都很愿意缴付20仙购买塑料袋，与州政
府要鼓励携带环保袋的理念相抵触。“

贤说，雪州希盟将

对此，雪州政府也将探讨落实这项垃圾（固
体废料）分类政策计划，但是在现阶段，州政

针对此事，许来

他披露，外界也有不少人在质问塑料袋20仙

讨论出一个可以让

育，培养小孩从小就有环保概念。

费用的去向及用途。目前州政府将全盘检讨这

各党都信服的方

许来贤于昨晚出席巴生市议会在巴生巨盟批
发城举行的环保活动后，向记者这么表示。出

项措施。不过，许来贤说，州政府无意调高塑

案，以分配市议员

料袋收费或废除此政策。（

名额。（

府会采取教育措施，包括走入校园提倡环保教

TS1)

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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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屆海外華文書市
6月9至17日KLCC舉行
(吉隆坡28日讯）2018年第13届海
外华文书市将从6月9日至17日，连续
9天在吉隆坡国际会展中心（KLCC )
进行，涵盖第一至第六展览厅，以及
位于3楼的第一、第二大礼堂和会议
厅，主题为“阅.精彩”，预料至少

光°

品°
她指出，除了本地海外华文书市，
大众集团也在新加坡国际会议与展览
中心举办华文书市，占地13万平方英
尺，冀迈向全球市场。

Page 1 of 1

楊巧雙：可從網絡獲信息候喆嚣，

列“禁書”策略失效

风气，政府部门在举办活动时
应附送书籍赠品，同时不要限

制人民去阅读特定书籍而设下
“禁书”一词，朝先进知识社#_步步迈进。

她说，民众可到大众门市购买超过

大众书局（马）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林利娥在记者会上指出，主办单iiZ•在
本届海外华文书市不仅出售书籍、文
具和多媒体产品等，更准备了一系列
的活动、分享会和座谈会，让出席者

300页的导览手册，每本售价2令吉50

为了响应政府构建绿色城市，今年

她说，网络资讯琳琅满目，纵使政府限制人民

海外华文书市将不提供塑料袋，因此

这场年度海外华文书市嘉年华由大

体验阅读的乐趣。
“这些活动包括与海内外作家艺人

阅读特定书籍，但他们还是能通过网络获取信
息，因此“禁书”策略是无效的。

众书局（马）有限公司主办，《星洲

近距离接触、龙应台《天长地久一给

50仙现场购买购物袋。

曰报》为联办单位，旨在提升人民阅

美君的信》读者见面会、儿童填色赛

读风气，并提供广大平苔让来白中

和希望阅读计划等。“

国、英国、美国、加拿大、比利时、

另外，林利娥透露，此次海外华文
书市的展览厅扩展至16万平方英尺，
增添多媒体馆展出科技和家电等产

吸引70万人次前来观展。

新加坡和本地作家、出版商、供应商
和读者共聚一堂，感受欢乐的阅读时

"电子科技时代崛起，我国的阅读意识越趋薄
弱，政府应该在背后推动阅读教育，除却一些
危害国家安全的书籍如《如何成为一名IS恐怖分
子》，政府实在没有理由禁止人们去阅读。”

仙；民众亦可选购10令吉季票获得一
本导览手册，18岁以下的学生和60岁
以上的乐龄人士则免费入场。

出席者必须自备环保袋，或以1令吉

“人们必须自己接触去判定这本书的好坏，而
不是由政府告诉我们应不应该阅读这本书籍。”

欲知更多详情，民众可登入大众
书局官网 www.bookfestmalay.sia.
com 或脸书专页 www.faceb.ook.com/
BookFestMalaysia查询。（TTK>

•杨巧双分享自身出书经历，并
寄望新政府在未•能够打造一个
良好的阅读环境。

出席者包括星洲日报企业公关及业务促进总经
理陈金泉及大众书局（马）有限公司特别项目高
级经理吴妙莲等。(TTK)

30 May 2018
Guang Ming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Supplement • Page: B7 • Printed Size: 967.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14,651.52
PR value: MYR 43,954.56 • Item ID: MY0032729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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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园游会摊位。

( )

垣、希维尔、欧阳捍华和释满慧参观义

•林美珍 左起 偕同刘永山、尹新

.置

(仁嘉隆、八打灵再也、沙登29日讯）今天是一年一度

：

的卫塞节，全马各地佛教中心都举办浴佛庆卫活动，当中
仁嘉隆东祥寺佛光山从周六开始举办为期3天的大型庆祝
活动，包括花车游行，已经吸引了近万名佛教徒参与，场
#热闹。
1此外，八打灵再也修成林佛教寺院今
早举行浴佛及"第36届万盏心灯供佛
陀”点灯供佛仪式以及修成林（蒲种）
展览中心的庆祝活动也都吸引无数的教
徙的参与，共沾法喜。

东禅寺毓麟祈福会

佛，感恩佛陀的恩泽。‘

^，在母亲的引导下浴

•小女孩在东禅寺的庆典

I 沙登佛教会咋晚举办的花车绕沙登新
村一圈游的活动，也同样吸引村民热烈
响应及参与。

马来西亚佛光山东禅寺监寺满慧法师
在东禅寺的庆典上说，民众热烈的参与
卫塞节庆祝活动，才能把2000多年来
佛教兴盛发展延续下去。
她说，佛诞节在古代获皇帝与朝廷支
持，现在是政府与民间的配合与支持，
使得卫塞节能蓬勃发展。
参与这项庆典的嘉宾包括万津州议员
刘永山、史里肯邦安州议员欧阳捍华、
驻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公使尹新垣、

+夕>成林佛教寺院持释长恒、副主席黄炳华等人
|1^>今早与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黄思汉、
许来贤、八打灵再也国会议员玛丽亚陈、武吉加
星州议员拉吉夫等人参与了活佛及点灯，场面殊
胜庄严。
出席者以敬祥和之心点亮心灯、驱散黑暗、
照亮世界及传送温暖，一盏盏灯促成了壮观的灯
•
海。

侨务组组长黄克忠、国际佛光会东禅第
二分会会长兼筹委会主席林美珍等。东
禅寺卫塞节庆典从上周六以花车游行掀
开序幕，今天的活动包括有素义卖围游
会，人间音缘歌唱比赛、浴佛法会、儿
童才艺决赛等。
满慧法师也在大雄宝殿主持敏麟祈福
仪式，为5岁以下的宝宝施祝福礼，并
让宝宝在大斋堂进行古礼捉周，发扬中
华文化传统。

•善信参与修成林的点灯仪式，祈祝天下太平，和乐融融

象征光明含义的点灯是该寺院自开山116年以
来，每逢卫塞节都会盛大举行的重点活动之一，
善信为自己、父母及亲朋好友们点上一盏明灯，
万众一心以灯海为整个社会、全世界、十方众生
献上无限的吉祥祝福，也照亮生活在苦海中的一
切众生，希望他们脱离黑暗、离苦得乐。
“万盏心灯供佛陀”全程以念佛圣号进行，让
善信们感觉心灵平静。每位参与点灯的人皆获得
一份法宝，每份法宝都盛载不同的祝福，鼓励大
家点亮自己的菩提心，遍照十方，誓愿众生离苦
得乐。

ji成林吸引逾3千人參與
士夕：成林（蒲种）展
i1多览中心的卫塞节
庆祝活动也吸引超过
3000人参与。
公众偕同家人前往燃
灯供佛、花果献佛，顺
道参观五百罗汉堂、心
经迷宫馆、到万佛墙城

佛，以及支持慈善义卖
等。
访客们也在中心参观
其他各具特色的佛像和
圣地，如佛陀十大弟
子、=+ =尊观舍甚

萨、渡恒河求忏悔、祈
愿堂及转经大法轮。

之药师消灾殿礼拜药师

一在修成林（蒲种）展览中心，善信藉由
浴佛洗涤内心尘垢，让自性显发光明。

•众嘉宾在巴拿哈杜维（右二）带领下，为沙登佛教会卫塞节花
车亮灯。左起为戴祯兴、林珠明、欧阳捍华及哥宾星，右为黄世
界。

沙登佛教會花車繞村
登佛教会是在昨晚进行卫塞
节庆祝活动，该会每年都以
花车游行为庆祝主轴，今年花车
同样绕村游行一圏，行程约为5公
里O
该会会长会长林珠明在致词时
希望，新政府能够在学校落实非
伊斯兰的宗教课程，让各宗教信
育，以建立一个充满感恩及和谐
的社会。
他也吁请新政府给予佛教更大
的发展及援助，继续拨款及拨土
±也，更全面资助佛教的发展，让
人民得到心灵上的安乐和精神上
的提升，创造条件让社会更加安
乐及祥和。
他也说，该会已呈交沙登佛教
会会所发展图测给相关单位，目
前等待批准o
行动党史里肯邦安州议员欧阳
捍华在致词时说，希盟（民联）

政府自2008年执政雪州后，对非
伊斯兰宗教采取更开明政策，并
于2018年拨出600万令吉供非伊斯
兰宗教用途。
他说，雪州政府也经于2013年
批准一块土地给沙登佛教会作为
兴建会所之途，目前佛教会刻在
筹备申请及拨款批准。他同时也
宣布拨出1万令吉州议员拨款给沙
登佛教会。
另一方面，通讯及多媒体部长
兼行动党蒲种国会议员哥宾星则
表示，他会在清楚本身作为执政
党国会议员所获得的拨款后，协
助沙登佛教会争取拨款的配额。
出席花车游行者包括沙登佛教
会宗教导师代表巴拿哈杜维、马
来西亚佛教发展理事会主席黄世
界、梳邦再也市议员戴祯兴、王
诗棋及沙登新村村长唐竟发。
(L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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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章欽：彰顯尊重宗教 聯邦應撥款非穆圑體
(吉隆坡29日讯）雪州行政议员拿督
邓章钦促联邦政府，仿效雪州政府拨款
全国非穆斯林宗教团体，以彰显尊重所
有宗教，这也是所有相关团体的愿望。
•他今早出席马佛总雪隆分会举办的卫

屈_指。

取消高铁不影响雪招资
根据《希盟宣言》承诺，希盟将成立
“人民和谐谘询理事会”，让各族和各

资0
他引用国家统计局最新报告说，雪
州是全国唯一突破20%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州属，在2017年占了23%，

证明雪州经济持续增长。

塞节活动时说，宪法阐明我国是宗教自

宗教通过此平台展开对话，询及进展

由的国家，若没政府给予相应协助，宪

时，邓章钦表明，这是属于联邦政府级

题，他表示，新任大臣宣誓日期已定，

法的条文对国人没实际意义。

别，政府要先解决重大事件，如完整内

人选会在开斋节后公布。

他表示，雪州自2009年开始，每年拨
款300万令吉给州内非穆斯林宗教团体，
2015年更增至600万令吉，至今已发出

阁成员名单，才来处理。
针对国债超过1兆令吉和取消隆新高铁
计划，他认为，短期并不会影响雪州招

另一方面，有关新任雪州大臣人选课

至于他是否获保留行政议员一职，他
也无法确定，毕竟委任行政议员职位是
州务大臣的权力。（TKM )

了4000万令吉。
他说，雪州政府今年在拨给非穆斯林
宗教团体的600万令吉中，拨出370万令
吉给佛教、道教及华人庙宇，截至第14
届大选前已批准200万令吉的款项。
他也说，雪州政府过去成弃非穆斯林
丨宗教事务委员会，在这10年间批准276
::项土地转换或建庙申请，是全国州属首

•陈德华（前排左五起）、邓章钦和
明吉法师，与参与卫塞节的信众合
影。

ssm囍明吉法師：改朝換代首迎衛塞

马

朝换代后首次欢庆卫塞节，
可谓意义深重，并相信希盟
政府将带来崭新的政治改革
和民生利益。
他说，诸法因缘生，无论

是人生的过程，政治的起伏做好人民本分，为个人、社
乃至世间一切都离不开此规会及国家增加良好的助缘，
则，如果国人期望国家良这样国家自然会走向富足兴
好发展，须履行国民义务，旺，远离衰败没落。

出席活动者包括马佛总雪
隆分会副主席陈德华、财政
宗莲法师、副财政容栓法
师、前国会上议员拿督周连
琼、•护法信徒王伟林及廖秀
娟等。（T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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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語音信息

嘉馬今將現身警局
(八打灵再也29日讯）在医院被控，但未完成保释程序就不
知所终的巫统大港区部主席拿督斯里嘉马，将于明午现身安邦
再也警区总部向警方解释。
今天中午12时52分，嘉马助理在WhatsApp社交群组上传一
则长达1分钟03秒有关嘉马的语音信息。
嘉马在讯息中声称，他将于明曰下午2时30分前往安邦再也
警区总部，针对他逃走一事作出解释，并且会召_开记者会。
嘉马是因去年10月5日早上在沙來南雪州政府大厦外砸酒瓶
抗议啤酒节活动，于上周五被控公共骚扰及非法侵入建筑物罪
名，但他不认罪。
推事谕令他每项控状以3000令吉保释，但是他较后却闹失
踪，直到前天才"现声”解释当时误以为保释手续已经完成，
所以急忙外出前往朝圣基金局提款缴还保释金�(TSI )

•嘉马将于周三
中午现身安邦再
也警区总部向警
方解释“失踪”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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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公众骚扰

嘉玛難3罪
• A2版

IPfl

‘

准3000元保释608过堂

嘉玛否认公共骚扰罪
(吉隆坡25日讯）巫统大港区部主
席兼“红衫军”领袖拿督斯里嘉玛尤诺
斯被控公共骚扰罪，否认有罪，获准以

3〇••令吉及1名担保人保释，下月8日
过堂°
这项提控是在安邦公主专科医院进
行，因为48岁被告背痛而住院留医。
今天早上10时45分，莎亚南推事
庭推事拉惹诺阿迪拉到医院审理，而媒
体不得进入采访。
根据控状，嘉玛于去年1•月5日早

±

丨&

朴

上10时15分，在莎亚南雪兰莪政府大 •
厦1号出卩大门前，使用大铁锥砸碎-—’
—°
定数量的酒瓶，以致引起灾难、危险及鼓躁，触犯刑事法典第

290条文。如果罪名成立，最高罚款400令吉。嘉玛听了控状，
否认有罪。
副检察司梅格马哈迪说，控方要求以40••令吉保释，可是被
告代表律师莫哈末纳昔尔要求减至20••令吉，最终推事允准被
告以3000令吉及1名担保人保释。当天，嘉玛到雪政府大厦前
砸酒瓶，是抗议政府允准举行啤酒节。
本周二下午1时15分，他在安邦公主专科医院接受血管治疗
时，被警方逮捕。由于他有病在身，警方准予留院拘留。
雪州总警长拿督玛兹兰说，警方是援引196•年军火法令第
34条文调查，因为于本月12曰接获投报嘉玛展示军火，而这张
照片在网路流传。
不过，嘉玛不是面对军火罪提控。#

未完成保释离奇失踪
胃玛尤诺斯周五上午在医院面控，却还未完成保释手续前
#离奇失踪，警方目前追查他的下落。
雪州警察刑事调查主任法兹尔高级助理总监表示，嘉玛在安
邦公主专科医院，面对3项刑事控状，不过，推事同意每项罪名
以3000令吉，让嘉玛保释。
“待下午时分，当有关保释手续在进行途中，嘉玛却已离开医
院。”法兹尔说，警方将会联络嘉玛，以完成保释手续。
据了解，来自莎亚南的法庭职员，于傍晚5时30分前往医院
办理被告的保释手续，却发现被告已不在病房，负责看守被告的
警员，也下落不明。
这名法庭官员从律师口中得知，被告自下午3时就不在，他
于是报警求助，警方晚上8时许，便开始追查被告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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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误以为办妥签保程序

律师指嘉玛非蓄意医院潜逃
(吉隆坡26日讯）巫统大港区部主席兼“红衫

专科医院，协助嘉玛办理有关莎阿南推事庭及安邦

军”领袖拿督斯里嘉玛尤诺斯从医院消失，可能

推事庭在早上面对提控的签保手续时，赫然发现嘉

“沟通不良”，以为已完成签保程序。

玛在签保办妥前就离开病房。

嘉玛代表律师拿督莫哈末英然说，这是嘉玛第

他指出，下午5时，他与律师团队被带往安邦

一次在法庭以外地方面对提控，所以相信是“无心

再也警区总部，以便协助警方把嘉玛找回来完成应

之过”，绝非含刑事成分的蓄意潜逃。

有的签保手续。

他担忧嘉玛处在创伤状况，或者承受不必要的
压力，毕竟对嘉玛而言，现在是新的环境状况。
他今日就嘉玛从医院消失发文告，这么指出。
他也向各造，尤其是处理此案的警方、法庭及
医院，表示道歉。

“经过10多个小时努力，我们还是找不到嘉
玛，然后获准离去以便协助警方办妥签保手续。”
他呼吁及请求在那这的朋友协助律师团队及警
方寻找嘉玛，以便办妥签保手续，避免引起各方的
猜测误会。

“我也再次请求嘉玛跟我们律师团联系，或者直

昨天早上10时45分，48岁嘉玛被控于去年

接到安邦再也警局办成签保手续。我相信，警方会

1•月5日早上1•时15分，在莎阿南雪兰莪政府大

给予应有的合作与协助，不会将他逮捕。”

厦1号出口大门前，使用大铁锥砸碎一定数量的酒

莫哈末英然也是候任双溪班让区州议员，他叙
述，昨天下午3时30分，他与律师团队在安邦公主

瓶，以致引起灾难、危险及鼓躁，触犯刑事法典第290
条文。如果罪名成立，最高罚款40•令吉。

嘉玛从医院消失，引起种种猜测。
被告听了控状，否认有罪。
莎阿南推事拉惹诺阿迪拉裁决，准予被告以

3〇••令吉及1名担保人保释，下月8日过堂。
不料，随后发生嘉玛从医院消失事件。
本周二下午1时15分，嘉玛在安邦公主专科医
院接受血管治疗时，被警方逮捕，因为触犯196•年
军火法令第34条文。由于他有病在身，警方准予留
院拘留。#

29 May 2018
Kwong Wah Yit Poh,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Supplement • Page: B7 • Printed Size: 151.00cm²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1,693.00
PR value: MYR 5,079.00 • Item ID: MY0032718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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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保28日讯）
霹雳董联会主席拿

李官仁冀州政府

督李官仁建议，霹

制度化拨款华校独中

雳州政府通过州财
政预算案给予霹州
内185所华小、17
间华中及9间华文
独中制度化拨款，
并考虑拨出土地给
予州内所有华小进
行以地养校的计
划，解决华小在提
升设施的经费不足
问题。
他说，霹雳董联
会已经致函要求与
霹州务大臣阿末法
依沙及4位希联华
裔行政议员会面，
并向霹州政府作出
相关的建议以及讨

李官仁（右4)在霹雳华校教师联合会主席蔡明永（右5)及副主
席陈桂鸿（右3)等人的陪同下为演讲比赛主持开幕。

论解决华教的问
题O
李官仁是于周六为教总主催、霹雳州教

中及独中。
较早前，他在致词时希望，希望联盟执

育局、霹雳华校教师联合会及霹雳州董联会

政的中央政府能够尽快承认独中统考文凭，

联合举办的第4•届霹雳州中小学华语演讲

让华教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比赛主持开幕仪式后，向媒体发表谈话。
他希望，霹雳州政府能够向槟州政府及
雪州政府看齐，每年制度化拨款予华小、华

他强调，华教团体准备与中央政府配
合，以超越政党及通过政治管道来处理华教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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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逃跑风波存误解

嘉玛今到警局自首
• A2版

指逃跑风波存误解

嘉玛今到警局自首
(吉隆坡29日讯）巫统大港区部主席兼“红
衫军"领袖拿督斯里嘉玛尤努斯会在明天（3〇
曰）到警局自首。

他今日透过录音方式告诉媒体，“我明天大
约下午2时会到安邦再也警区总部。”
他补充，他也会召开记者会解释保释完成前

消失的来龙去脉。
“我没有从警局逃跑。就像我之前说的，其
中有误解。为了解决问题，我会去警局。”

48岁嘉玛早前被控于去年1•月5日早上1〇
时15分，在莎阿南雪兰莪政府大厦1号出口大
门前，使用大铁锥砸碎一定数量的酒瓶，以致引
起灾难、危险及鼓噪，触犯刑事法典第290条
文。如果罪名成立，最高罚款400令吉。
嘉玛否认有罪，推事准予被告以3000令吉
及1名担保人保释，下月8日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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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里•.放眼巫统主席？

先手制变抢出位后手应变争人心
『

是凯里，而非扎大人或希山或其他人？
换言之，不论巫统如何变阵，希联未来的主要对手或
湖都说，无论手段还是策略，凯里都比希山强多了。
唯一能让巫统站起来的就是巫青一哥凯里？江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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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飞虎之潜行极战》，吴岱融教

年4月举行。不过，巫统决定快刀斩乱

儿子下围棋："先手制变，后手应

麻，今年6月30日就进行党中央改选。

变，活子求变，逢紧拆变。所有棋子离不
开一个字：人事变，局势就会变。”
巫统就因为一成不变，拱手让出6〇
年的江山。好了，现在巫统思变了，凯里
甚至建议把巫统改成多元种族政党？
不过凯里也真会变脸，选前选后完全
两个样。他是第一位公开承认大选失败、
也是第一位祝贺希联胜选的巫统领袖，而
后更坦承“巫统醉倒在自己所灌的米汤之
中，得意忘形。”

开第一枪的是凯里，他要求巫统尽速
转型重生。其中一个关键，凯里坚决反对
巫统高职不竞选安排。

多州巫青团施压纳大人辞去党主席，还有
要求超过60岁领袖让路给新一辈领导。5

岁”，便知道凯里如何左手翻云、右手覆
雨。当年凯里时为28岁，是阿都拉依赖
的亲信。

2〇〇8年，凯里中选为森美兰林茂国会
议员。选后一年，凯里在阿都拉护航之
下，在三角混战当选为希山副手巫青副团
长，击败时任雪州大臣基尔多益，以及马

然而有人却踢爆凯里“虚伪”。原来，
就在2017年巫统大会，凯里领导的巫青

老爷公子慕克里。

团建议纳大人、扎大人二高职不竞选，如

这次希联上台执政，有人看死巫统2〇

今凯里却反过来坚拒高职不竞选。职是之

年内无法翻身，甚至连巫统现在控制的玻

故，凯里被视为放眼竞选巫统主席。

璃市、彭亨两州，都可能随时发生蛙变倒
台。而被视为唯一有可能让巫统站起来的

好了，既然凯里反对，扎大人也从善

就是凯里。

如流，宣布巫统所有党职公开竞选。登嘉

首先当然是人事变。509大选隔天，

认识这位首相女婿凯里。2004年大选后，
凯里被外国媒体喻为“最有权势的28

胡一刀犹记得，2004年巫统党选，有

楼巫青团马上回应，力挺凯里竞选巫统主
席，声称巫统最高领导人若非由凯里出

部，已经准备放弃代主席扎大人，并主张

任，巫统或将再流失年轻一代的支持。

推出希山搭配凯里带领巫统重新出发。有

人炒作一本新书Anak

Omak vs Anak Bapak，直译即是〈網妈的儿子vs爸爸的儿
子》。在森美兰，Omak即为妈妈，此乃

』

紧接着，柔佛地不佬区部宣布，他们

探子说，凯里虽表现出雄心勃勃，但他现

除了纳大人，还有谁是年逾60岁的

联同多个柔佛巫统区部，支持希山更上层

在并不志在党主席。哦，如此说来，是否

借意影射凯里，“妈妈的儿子”意指外家

巫统领袖？你看，胡一刀稍微翻查，代主

楼竞选巫统主席，并宣称希山、凯里搭档

希山、凯里准备联手，施压扎大人退位好

的人。马公子当然就是“爸爸的儿子”。

席扎大人65岁、代老二希山慕丁

将能重新拉拢年轻人支持。

让他俩接手？

妈妈的儿子vs爸爸的儿子，不就是凯里

月12曰纳大人宣布辞职。

57岁、

巫青团一哥凯里42岁、妇女组一姐莎丽

不过，巫统一姐莎丽扎，以及前副内

江湖都传，无论手段还是策略，凯里

扎64岁、总秘书东姑安南68岁、最高理

长诺嘉斯兰等，却支持扎大人、希山接任

都比希山强多了。换言之，不论巫统如1可

1•年之后，巫统与希联，凯里与马公

事纳兹里64岁等，符合60岁以下条件的

巫统主席和老二。还有还有，党内亦有呼

变阵，希联未来的主要对手或是凯里，而

子，会不会来一场江湖第二代的决战？都

高层领袖只有希山和凯里？

声要东姑拉沙里接掌巫统。

非扎大人或希山或其他人？

说了，“先手制变抢出位，后手应变争人

好了，注册局允准巫统党选展延到明

话虽如此，显见不少巫统基层和干

2003年阿都拉上位之前，没有几个人

vs慕克里？

心。”人事变，江湖就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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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才 ：贸然取消不符程序
(吉隆坡29日讯）民政党副主
哈迪在主持土著团结党最高理

亿令吉的重要计划，这么重要

序行事，不能在未获内阁通过

事会后，即在记者会上宣布政

的决定为什么是在土 |才丨党最高

下和主持党会议后，就宣布取

府将废除隆新高铁计划的决定

理事会后的记者会上宣布，而

消这么一项重大的决定。

感到惊冴，并认为此举不符合

不是在内阁记者会上宣布？”

他说，取消隆新高铁是一项

关系两国的重大决策。

他强调，取消计划虽是中央
政府权力，但首相也必须依程

程序。

刘华才：取消隆新高铁是一项

计划？
“隆新高铁是一项涉及1000

席拿督刘华才博十对首相敦马

指希盟领袖噤若寒蝉

他指川，国阵执政时代，如
果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在巫统
宣布任何与政府有关的重大决

关系两国的重大决策，首相做

刘华才今日在文告中也质疑

定后，民政党与马华必成为被

出这项宣布之前，是否已在内

新任交通部K陆兆福及财政部

攻击对象，但如今马哈迪在土

阁会议上讨论，而内阁乂是否

长林冠英，是否事先对首相的

团党总部宣布这决定，其他希

巳同意废除这项大型基建发展

这项宣布知情？

盟成员党领袖却噤若寒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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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被多数议员动议投不信任票

律师：阿兹兰须呈辞
(加央29日讯）玻璃市州资

末安华：应按玻州
宪法解决风波。

么说。

脱离玻州宪法的基木条件，

Page 1 of 1

数差距相近，则可援引玻州

必须以宪法裁量委任玻州务

宪法第39 (4)条文，拉惹殿

大臣的事件《

下即可委任属意的人选任大

他说，根据宪法，在选
举中M得政权的政党，可推

臣，但也须依宪法基木条件
与程序。“

深律师赛莫哈末安华说，拿

询及大臣若W此而须辞

举“名获得多数支持的议员

他说，然而，玻州大臣

督斯里阿兹兰虽巳受玻州拉

职，州议会是否会跟着解

为大臣人选，并通过党主席

风波未发生人数差距接近的

惹委任并宣誓就任玻州务大

散，并须重新举行州选举

向玻州拉惹殿下做出建议。

臣，但若在州议会上被多数

时，他说，这是玻州成立以

他说，根据玻州宪法第

(4)条文，应依据第39 (2)

议员动议投不信任票，在玻

来首次发生宪政危机，而是

39 (2) (a)条文，州务大臣

(a)条文，委任获得半数议员

州宪法第39 (6)条文下，他

否会进而造成州选举，有待

须由当选州议员出任，条件

推举的淡汶都浪州议员拿督

还是必须呈辞《

王室理事会决定。

是须获得最多议员的信任与

依斯迈出任大臣，而据知，

支持。

国阵玻州主席有依宪法程

他今R受传媒询及玻州

他说，若要使玻州宪政

宪政危机的法律观点时，这

危机获得圆满解决，就不能

“若在推荐过程中出现人

情况，因此无需援引第39

序，提呈名单予拉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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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特区
士拉央斯嘉组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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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压低高楼白天无水

半夜储水折磨居民
(吉隆坡29日讯）士拉央斯嘉组屋A及B座水压低，第3及4楼层约100个单位自今年4月28日起，白天全
面零水供，苦了居民天天夜半起身备水做家务，饱受睡眠不足与精神压力。
据了解，当地有多区面对水压低问题，而逾有20年楼龄的士拉央斯嘉组屋，则属于当地较高建筑物，水供
首当其冲受影响。

m

•

水供公司上星期在组屋楼下置放水槽，让居民取水解困

马伦：投诉多次

±

拉央斯嘉组屋共有4)3

楼高，有190个单

水供公司未换新水管

位。居民今早向记者说，去年巾
开始，当地水供出现水压底的情

住3楼居民马伦透露，他与另一群居民

况，白天时段，3和4楼居民仍
可获正常水供，只足水势较小，

常期向水供公司投诉，对方承认水管问题造

但4月28日大选提名日后，3

成高楼水压低，并承诺会更换新水管解决问
题。

与4楼单位在丨'丨天繁忙时段仝面

“我们的组屋没有安置水泵，这一区有许

断水。

多地方，包括排屋皆面对水压低问题。”

居民反映，水供只在夜深人
静的半夜2时才开始恢复正常供

他除了向梁自坚投诉，也多次向水供公

应，以致主妇或年K：者无法好好

司投诉，惟S前不见该公司有采取行动；并
要求可尽快解决，解除居民的梦魇。

休息，得赶在上午7时水供中断

另外，邓筲勒州议员莫哈末沙尼助理加

前，把家里容器装满水及忙完当

马伦：水供公司
承诺换水管，但

巴慕沙，也有到来聆听居民的投诉。

天家务事。

不懂几时开始。

至于组屋的1及2楼单位居
民，虽然丨‘丨天可如常获得水供，
但水压也是非常低，常需用桶装
好水备用。

依靠大水槽

居民促请国州议员及水供公司关注他们的处境
3楼居民•郑雪莉（40岁）

经过当地居民多次向士拉央
国会议员梁肖坚、邓普勒的新旧
州议员，以及亲自向雪州水供公
司反映，水供公司于上虽期五在

水供是在提名R后变成目丨天滴水不川，只

组屋空地置放了两个大水槽，方

有在半夜2时才恢复，每次得半夜起来装水、

便受影响居民取水使用。

洗衣，忙家务等。平常闪水供不足，三餐都足

据了解，由于组屋居民大多

简单煮，有时也以饼干、快速面果腹。

数上了年纪，加上组屋没有升降

家里共有4人居住，虽然水供公司上星期

机，居民宁可不多取水回家，反
而足小撮居民为免拿水不便，干

在楼下置有水槽供取水，但组屋没有升降机，

脆把衣服拿到楼下清洗。

全足上了年纪者居多，鲜少有人捉水回家。

3楼居民•黄亚兰（76岁）

居民的家有大桶存水备用。

半夜处理家务

2楼居民•林丽凤（50岁）

居民下楼洗衣

白天水供小，江丽云难以自在用水
3楼居民•江丽云（50岁）

备水影响睡眠
眠°

一个人独居，家里一切得靠自己，平常会

虽二楼单位在白天也有水供，但水流相

水压相当低，丨‘〗天完全没

在卞夜起来装水备用，否则白天将变得滴水不

当小，需用桶装起来备用，否则单靠水咙头

水供，只有半夜在全部人人睡

去年中巳开始有水压低的

出。

流水，得花长时间清洗。

后才恢复，以致家务得在半夜

问题，提名日后变成完全没有

平常W家里没有水供，很多家务只能丢一

此外，居民是妇孺及上了年纪的老人居

赶完，加上家里住有5人，厕

水供，困扰我们的生活，盼快

旁，待半夜有水才处理，或半夜装水后早上再

多，无力从水槽处提水，有者为了方便，干

所得每次放满5桶水，厨房也

速解决。

处理。

脆把衣服提下楼，在水槽处清洗，

得备干净水煮食，严重影响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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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特区
巴生中路大巴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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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中诚：拆墙腾出空间

原址装修安顿鱼档
(巴生29日讯）巴生公市各业商会永久
会务执行顾问拿督许中诚说，根据初步
计划，巴生市议会将在中路大巴刹原址
装修及提升C座建筑物，安顿原有60个
鲜鱼批发档。

“uiuj

他表示，承包商将拆掉B座与C座
中间的洋灰墙，腾出更大空间，在C座
猪肉档后侧空地，扩建60个U型鲜鱼批
发档，而原有的旧档则让路进行第3轻
快铁计划。

商只有一个进口，
即从E生巾路大路

JWC

旁前面驶人的进口，左侧是电
讯局建筑。”
许巾诚说，由于是唯一的进
出路口，希望市议会技术小组
实地研究场地，设法加宽来回
路面宽度，或寻找更加进出口
处，因为从凌晨1时11至5
时，很多辆批发档与零售档罗
里从士拉央大巴刹及各地，运
载货物进人中路大巴刹卸货，
引发塞车的问题。
他说，新的卸货台在猪肉档
的后端，若卸货时间拖长，就

建在B座与C座的洋灰墙将拆掉，以腾出更大空间，兴建鲜鱼批
发档及让顾客购货

会造成大排K：龙塞车，后面罗
里卸不了货，耽误其他贩商做

计划将鲜鱼批发部，搬迁至中

为此，许中诚、该会主席张

生意的时间，是可预见的大问

路与加埔之间，一块5英亩

顺成与总务许研兴分别拜会部

题，希望市议会设法改善，或

地，后W该会认为地点太偏

门主任，获悉市议会迄今为

研究更多进口处，抒缓交便阻

僻，治安不靖，当地居民及学

止，还找不到合适搬迁地点，

塞问题。

校团体W环境理由反对而告

只好提供上述方案，丨丨：技术小

吹。

组作进一步研究与核准。

在这之前，巴生市议会原木

成立7人小组
与市议会磋商
另一方面，为了反映贩商
的心声，该会于R前召开理事
会议，并成立7人小组，与市
议会磋商共策。
7人小组成员有张顺成、林
连和、许研兴、黄书强、邱尔
荣、陈坤成及林建宏，希望在
许中诚（左二）指着市议会拟在豬肉档后侧空地，增设60个鲜鱼
批发档。左为张顺成，右起许研兴及官员阿斯劳勿。

官民磋商交流，找出双赢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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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妙佛教协会迎佛游行
逾万民众持莲花灯同行
(加影29日讯）力口
影净妙佛教协会举
办迎佛游行以庆祝
卫塞节的到来，逾
万民众手持莲花灯
一同参与游行，为
加影市区和锡米山
带来了一个热闹又
祥和的夜晚。
游行路程约6
公里，从锡米山出
发绕加影市区一
圈，再由市区返回丨‘

,

锡米山。沿途法师
为大众洒净，与信庄严的花车设计，让花车
徒共沾法喜。

游行更显殊胜°

今年共有7辆花车参与游行，包括释迦摩尼佛
花车、药师佛花车、阿弥陀佛花车、地藏普贤花
车、观音文殊花车、彩灯花车，以及新增的一辆彩
凤呈祥花车（弥勒势至）。
出席者包括万宜国会议员王建民博士、雪州行
政议员兼加影市议员许来贤、无拉港州议员黄田
志，各村村K及各政党代表、净妙佛教协会会K：冯
国伦和副会长李思达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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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9日讯|红衣人领袖拿督斯里

嘉玛今向警方报到

嘉玛将在明日现身，主动到警局报到！
据嘉玛一名发言人，在今日所发出一
段由嘉玛亲自录制的语音讯息指出，嘉玛
将在明日下午2时30分，主动前往安邦警区
报到。
嘉玛通过语音讯息向媒体表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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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引起。』

强调自己并未逃走，而因沟通中间出现误

根据报导，嘉玛原定于本月25日中午

会，其急忙离开是为了要前往朝圣基金会

进行保释手续，不料当官员及警察于下午

提款缴付保释金及其他相关费用，惟至今

5时许抵达位于安邦公主专科医院病房时，

并未现身众人眼前。

亦将在现场针对日肖||指未完成保释手续的

却被其代表律师告知，嘉玛于3时许已经离

报导指出，嘉玛共面对3项控状，推事

情况下，逃离医院的事件，召开记者会。

开病房不知去向，而代表律师亦无法与其

允许他以每项控状3000令吉作为保释，其

取得联系。

中一项控状是去年10月在雪州政府大厦外

「我将针对我所面对的一场风波召开
记者会。正如我早前所说，一切皆为误会

尽管嘉玛在事后曾一度「现声」，

用铁锤砸碎酒瓶。(5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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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快拍

莎阿南.

阿茲敏受访畅谈重振经济
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接受英国《金
融时报》访问，针对国家经济局势和复苏政策侃侃而
谈。
身兼雪州大臣的阿兹敏阿里周三在官方面子书专
页发帖子和照片，表示自己正接受专访，畅谈如何重整
国家经济未来。
率领雪州希盟在第14届全国大选漂亮胜出的阿兹
敏阿里，尽管已宣誓就职雪州大臣，惟依旧被首相敦马
哈迪点名为经济事务部长，目前希盟尚在讨论新任大臣
人选，预计斋戒月后，阿兹敏阿里才会交棒。
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金融时报》在全球拥有过
百万名读者，网站也有60万名付费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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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眉水压低190户教费装處
王蓉
士拉央29日讯| 士拉
央斯嘉组屋2 栋约1 9 0 户居
民从去年中旬起面对水压
低情况，今年4月杪水压低
问题再度恶化，位于三四
楼的住户单位经常白天断
水，直至凌晨2时才有水源
供应，令居民苦不堪言！
居民投诉，自1990年代建
起的士拉央斯嘉组屋是从去年中
旬开始面对水压低问题，水压低
水流量非常小，影响居民日常生
活作息。
他们指出，事隔多个月后，

难以在家里煮饭，过去一个月以

至她也曾亲眼目睹，有居民在楼

水压低问题非但未解决，反而进

来，我们都尽量煮些简单的菜肴

下的流动水槽处洗衣服。

一步恶化，其中位于三四楼的居

或干脆吃泡面。」

民首当其冲受到影响，从4月杪起
白天经常制水，必须等到凌晨2时

身心承受压力

才会恢复水源供应。

起身盛

州议员莫哈末沙尼助理嘉巴也到

水。

场聆听人民的投诉。

住在3楼的40岁居民郑雪莉

也居住在3楼的50岁江丽云

据知，在投诉下，雪州水供

说，由于凌晨约2时才有水源供

指出，基于制水，家里如今都摆

公司于4天前已在组屋处置放了 2

应，导致他们每日凌晨必须摸黑

放著大大小小的水桶，如厕所就

个流动水槽，惟面对制水问题大

起身装水，甚至在半夜洗衣服。

摆放了约5桶水，以备不时之需。

多是居住在三四楼高楼的住户，

-般上，凌晨2时有水

「我们如今每晚都必须牺牲

供之后，直至早上7时又会断水

睡眠，凌晨起身装水，造成身心

了。因此，我们都每晚都必须爬

很大的压力

起身盛水，以应付一天的用水需
求。」
「另外，制水也导致我们

凌晨2时

居民是于今日召开记者会
时，如此表示。候任邓普勒公园

江丽云
去年起面

居民每日要扛著水桶来回三四

对水压低

楼，非常不便。

问题。

另外，49岁居民玛兰也说，
据他向雪州水供公司投诉得知，

更换水管，方能解决水供困扰。

今住家的水流量非常小，一旦有

该组屋区是因为水压低，导致

「然而，当局却没有告知我们何

水，就会立刻准备水桶装水，甚

高楼居民面对制水问题，如今要

时会开始更换水管。」（403)

76岁居民黄亚兰也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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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

雪州财务管理树立榜样
雪州行政议员阿米鲁丁表示，雪州州务大臣透
过谨慎行政花费及提高发展开销的财务管理方式，
提高州内的经济，并成为许多人的参考对象。
「这应该成为中央预算的主要参考，并以发展
为优先。作为例子，州务大臣公布的发展预算占总

53.2%，这对于提高州内的收入来说非常重

预算的
要°」

「反观前首相纳吉所公布的财政预算中，总预

83.59%作为开销用途，引起了许多方面的焦虑

算的

和需要超出其他重要部门的资金使用的问题，首相
敦马哈迪解散数个机构的做法，及时努力修复国内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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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塞节庆典邓章钦冀联邦重视非伊教事务
吉隆坡29日讯|雪兰莪州行
政议员拿督邓章钦表示，希望联
邦政府能效仿雪州政府，注重非
伊斯兰宗教事务。
他表示，雪州政府在近十年
对非伊斯兰宗教事务的拨款接近

前分发，其余的次批拨款还在处
邓章钦今日出席马佛总雪
隆分会的卫塞节庆典后披露，兴

他说，雪州经济成长稳健，
服务业和制造业更是贡献雪州经
济的强劲项目。

都庙宇和义山的款项已经分发完
毕，基督教堂还有款项待申请。

马佛总雪隆分会主席明吉法
师说，这是我国改朝换代后的第
次欢庆卫塞节，意义深重。

4000万令吉，是全国之冠，因此
希望联邦政府也多注重非伊斯兰

再次成为国内的经济的领头羊。

理程序中及等待相关团体申请。

一

取消高铁不影响招商

宗教事务。

「佛教说诸法因缘生，无
论是人生的过程，政治的起伏，

他透露，雪州议会在去年

询及政府取消隆新高铁计划

杪，就非伊斯兰宗教事务批准拨

会否影响雪州无法达到70亿令吉

款600万令吉。当中大约370万令

的招资，负责雪州对外投资事务

他指出，今年卫塞节的主题

吉是拨款予佛教、道教和华人庙

的邓章钦认为，短期内不会影响

是，宽容谅解，和谐社会，因此

宇，他处理的首批拨款接近200万

雪州招商引资的成果，雪州生产

呼吁人们要持中庸之道，才可创

令吉，当中约90万令吉已在大选

总值占去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3%，

造和谐的马来西亚。

乃至世间一切事情离不开这个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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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巧雙：勝選後沒鬆1解
報道•蘇斯敏攝影•譚湘璇
(吉隆坡29日讯）“因
为我们的首相是已经年届90
岁的人，所以再也没有任何
一名大马公民能够说，他已
经到了退休的年龄；被视为
太老及不适宜工作。”

行动党泗岩沫国会议员杨
巧双在周一晚出席泗岩沫感恩宴
上致词时，如此打趣的说。该感
恩宴共筵开50席，主要是感i射和
慰劳其竞选团队任劳任怨的辛勤
付出。
她说，那些已年届70岁的
长者，他们还可以在四至五届的
大选披甲上阵，才能达到马哈迪
不退休的“年龄标准”

给时间首相改革弊端
她指出，自马哈迪宣誓就
任为首相以来，就大刀阔斧进行
-连串改革，很多市民每天都在
期待有“糖果”（有利于民的施
政措施)，如修改法律、政治体
制有改变，但她奉劝大家稍安勿
躁。此外，她说，虽然她还未宣
誓就任为国会议员，但在造访吉
隆坡市政局时，却遇到.-些挑
战。
“当我正要开始工作时，
却会看到很多合约已经签好，而

当我仔细检视有弊端的合约内容
时，却发觉它需要花一段冗长时
间才能拉回正轨，此时我必须保
持忍耐，绝对不能轻言放弃，并
且必须对这个新政府发表意见，
并予以更多关注。”
她指出，自从胜选后，她
非但没有松懈下来，反而还马不
停蹄奔走于选区，而目前她遇到
的最大挑战是闪电水灾。
她说，好比甘榜双溪本查
拉，几乎每次都是逢雨成灾，而
且淹入家园的都是泥泞，这种情
况竟然发生在吉隆坡市中心内，
令她感到不可思议，也倍感深具
•杨巧双（左二）及林吉祥（右二）等人共切印有行动党火箭标志的蛋糕，共同享受胜选的
挑战。
感觉。右一站者为杨巧双丈夫拉曼詹德兰。

服务中心将启用
“我要对泗岩沫的选民
说，我们已经在这里为他们提供
服务，我的团队是由谢有坚领
导，他会与我的助理们一起会见
吉隆坡市政局，改善政府的机
制，当国会开会时，我将为居民
发声，把他们面对的问题带进国
会讨论。“
她也宣布，她已在敦依斯
迈花园租了一间店屋充作泗岩沫
国会选区服务中心，它距离捷运
站仅有100公尺，目前正进行内
部装修，不久后将正式启用和投
入服务。

感謝首邦市居民“護航”
’巧双也在会上要求受
杨f邀出席该宴会的首邦
市居民和居协代表站起来，并
感谢他们“释放”她到泗岩沫
上阵，并在竞选期间，不辞劳苦
到泗岩沫，向泗岩沫的选民介绍
她，确保她能取得胜利。
她也感谢泗岩沫和甲洞支
部党员不吝于赐教，包括向不熟
悉吉隆坡地区和市政局的助选

人员指引方向，使得有关竞选的
,感恩宴结束后，希盟和行动党支持者仍不舍离去，纷纷涌上前轮流与林吉祥（面对镜头右
“旅程”显得更为轻松。
她也高度褒扬从2008年、 ：)合照。
2013年及2018年:3次全国大选
时，义不容辞为她“护航”助选 林吉祥：首次為大馬人感自豪紀的梦想’这也是第十四届大选带来的深远
意义
的一群好友及计票员，好比梳邦
：动党资深领袖兼柔佛州依斯干达公主
i他也为本身未能在大选期间到泗岩沫为杨
再也市议员谢有坚，及一名年仅
行城国会议员林吉祥指出，他第_ -次为巧双加油打气致歉，因为他必须在11天的竞选
18岁的友族少年，在大选期间从
芙蓉远道而来为她助选的民众。 自己是大马人感到自豪，今天国人也敢于追逐期到35个国会选区助选。他也嘲讽前首相拿督
斯里纳吉在败选后准备落跑，但却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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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章欽：彰顯政府尊重各宗敎
應仿效雪撥款非穆宗教
(吉隆坡29日讯）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
章钦呼吁联邦政府仿效雪州政府拨款予全
国非穆斯林宗教团体，以彰显尊重所有宗
教，这也是所有相关团体的意愿。

我国是宗教自由的国家，若没有政府给予相应的
协助，宪法的条文对国人没有实际意义，为此雪
州在2009年开始每年拨款300万令吉予州内非穆斯
林宗教团体，2015年增至600万，至今已发出了
4000万令吉。.，

他今日出席马佛总雪隆分会举
办的卫塞节活动时表示，宪法阐明

雪首5月批200萬撥款
>章钦说，雪州政府今年在拨给

邓非穆斯林宗教团体的600万令吉
1

中，拨出370万令吉予佛教、道教及华人
庙宇，截至第14届大选前已批准了
万
令吉的款项。
另-方面，他表不‘雪州政府过去成
立非穆斯林宗教事务委员会，在这10年间
批准276项土地转换或建庙的申请，是全
国州属首屈一指的。

200

取消高铁不影响招资
根据《希盟宣言》承诺，希盟将成立
“人民和谐谘询理事会”，让各族和各宗
教通过这个平台展开对话，询及该会的成
立，邓章钦回应，这属于联邦政府级别，
政府要先解决重大事件如完整内阁成员名
单，再来处理这个事项。
至于国债超过1兆令吉和取消隆新高
铁计划，他认为短期不会影响雪州的招资
成果，他引用国家统计局最新报告表示，
雪州是全国唯•突破20%国民生产总值
(GDP)的州属，在2017年占了23%，证
明了雪州经济持续增长。
有关新任雪州大臣的人选，他说，目

前大臣宣誓日期已定，但人选肯定在开斋
节后公布
至于他本身是否保留行政议员职务，
他坦言还不知道，但调整行政议员职务是
州务大臣的权力。

明吉：料新政府带来崭新改革
马佛总雪隆分会主席明吉法师说，这
是我国改朝换代后第•次欢庆卫塞节，可
谓意义深重，并相信希盟政府将带来崭新
的政治改革和民生利益。
他认为，诸法因缘生，无论是人生
的过程，政治的起伏乃至世间•切离不开
这个规则，如果国人期望国家良好发展，
必须履行国民义务，做好人民本分，为个
人、社会及国家增加良好的助缘，这样国
家自然会走向富足兴旺，远离衰败没落。
出席者包括马佛总雪隆分会副主席陈
德华、财政宗莲法师、副财政容栓法师、前
国会上议员拿督周连琼、护法信徒王伟林及
廖秀娟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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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钦
(右二）在
明吉法师
(左二）和
陈德华（右
一）的陪同
下，进行浴
佛仪式。

•民众扶老携幼参与年度卫塞节浴佛仪式，
祈愿国泰民安，合家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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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壓太小不方便
林麗鳳（50歲)
“虽然我住在2楼，并未完全断
水，但是水压太小，家里的水喉出
水很小，所以存水会比较方便《
组屋里有许多长者因为体力
不支的关系，不方便下楼提水；相
反地，还有一些居民则选择直接将
脏衣服拿到固定水槽那里去用手
洗。”

凌晨起床儲水
江麗雲（50歲)
“我每天凌晨2时要起床储水及
洗衣，让我感到很压力，即使睡觉
也睡得不安稳，因为一直觉得还有
事未完成。
由于需要长期储水，我如今每
日凌晨2时都会自动起床，毋须调
闹钟，我也减少烹饪，以免水不够
prf
，，
用。
,士拉央斯嘉组屋的部分居民拿着水桶到固定水槽前排队等候取水。

水壓低常^

由于水压太低，居民必须每天凌晨储水，以方便使

^

届思
士拉央斯嘉路組屋
(士拉央29日讯）士
拉央斯嘉路组屋水压太
低，3楼以上的住户经常面
对断水的困扰，令居民的
生活十分不便。
据悉，该组屋共有190个
单位，已有28年的历史，自去
年开始出现水压太低的问题，
4月28日后，情况变得更严
重，3楼以上的住户甚至出现
断水的情况。

3楼以上的居民透露，他
们的住家在凌晨2时至早上7时
这段时间才有水供，但一样很
小水，需存好久才够用，他们
需趁着那段时间储水、洗衣及
煮饭，感到很大压力。
该组屋有许多居民需在凌
晨起床储水及洗衣，长期下来
精神变得很差；还有居民直接
将脏衣服拿到楼下，使用雪州
水供公司所安置的固定水槽水
来洗衣。

马兰：水管陈旧需更换
居民马兰（49岁）指出，

经过他不断到雪州水供公司办
公楼及致电作出投诉后，该公
司日前回覆说，由于水压太
低，该组屋需更换水管才能改
善该问题，而该水管并不属于
组屋范围内，因此水供公司将
承担所有更换费用。
他说，在该区居民与水供
公司投诉的这段期间，公正党
士拉央国会议员梁自坚及诚信
党邓普勒公园州议员莫哈末沙
尼也不断关心事情的进展，并
从旁协助，莫哈末沙尼的助理
嘉巴穆沙今日也前来跟进最新
进展。

广二

Mm

煮泡麵吃餅乾節水
鄭雪莉(40歲）
“我在这里住了十多年，以前
就曾发生过水压变低的情况，惟近
期变本加厉，4月杪开始，3楼及4楼
的住户都断水了，需等到凌晨2时才
有一点点水，我们就要趁着那段时
间赶快储水及洗衣*
由于水不够用，我只能简单准
备三餐，有时候只煮泡面或吃饼干
就算了《
我们向雪州水供公司投诉后，
该公司在3天前暂时先安置固定水槽
让我们用水。”

裝幾桶水花1小時
黃亞蘭（76歲）
“我一个人住在3楼，每日凌晨
起床，把水存起来，即便只是装几
桶水，也要至少1小时的时间，但是
那些水装再多都不够用。
由于半夜不睡觉，早上的精神
也大受影响。虽然雪州水供公司安
置了固定水槽在这里，但是我的脚
力不好，走楼梯时非常不便，根本
无法下楼取水。”
•水喉只流出一点点水，居民根本无法清洗碟
盘，+分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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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斯偉：無權把酒下架
(沙亚南29日讯）
雪兰莪社会醒觉运动主
席陈斯伟今日强烈抨
击，霹雳打扪伊青区团
团长哈菲兹沙比里日前
登门曼锐-家连锁便利
商店，要求将所有酒类
饮料下架一事。
他发文告说，我国

是一个法治之国，只要
在法律允许范围之下，
人民是受到自由从商保
障的。
“这基本人权绝对
不可被任何人以任何理
由侵犯，所以伊青团根
本就没有执法权去突击
任何商店。”

也是沙亚南市议员
的他说，即使任何商店
发生触犯法律的事件，
他应该向执法当局投
诉，而不是把法律操纵
在自己只是一个普通政
党的手里o
他呼吁，涉案者
除了应公开向马来西亚
人民道歉之外，也必须
担保身为一个成熟的政
党，不会再让这种不文
明的鲁莽事件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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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佛點燈場面莊嚴

修成林慶衛塞節

(八打灵再也29日讯）修成林佛教寺院今
早配合卫塞节，举行浴佛及“第36届万盏心灯
供佛陀”点灯供佛仪式。
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黄思汉、许来
贤、八打灵再也国会议员玛丽亚陈、武吉加星
州议员拉吉夫在早上7时抵步，连同该寺院住
持释长恆及善信一起参与浴佛及点灯，场面殊
胜庄严'：丨
所有出席者以诚敬祥和之心点亮心灯、驱
散黑暗、照亮世界及传送温暖，•盏盏灯促成
了壮观的灯海。
象征光明含义的点灯是该寺院自开山116
年以来，每逢卫塞节都会盛大举行的重点活动
之一，善信为自己、父母及亲朋好友们点上一
盡明灯，万众-•心以灯海为整个社会、全世
界、十方众生献上无限的吉祥祝福，也照亮生
活在苦海中的一切众生，希望他们脱离黑暗、
离苦得乐。

释长恆：点亮心灯
另一方面，释长恆在开示表示，只要众缘和合就能成就大
众且利乐众生，因为生起感恩观能让人广结善缘，生起慈悲观
则能助人心灵解脱
释长恆续称，人的言行因生活经历不同而无法尽善尽美并
合乎心意，因此需要有理解他人、谅解他人的智慧，因为只有
互相宽容的人文环境才能实现社会和谐，而理解、谅解及化解
则是培植宽容精神的主要途径。
释长恆鼓励善信及大众点亮心中的四盏灯，包括守法服务
灯、勤劳节俭灯、忍让和平灯以及般若智慧灯，同时指出，让
心灵的灯光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就能“无有恐怖，远离颠倒
梦想。”
出席者包括修成林副主席黄炳华等人。

乜..滅策：泰

iiMii

•拉吉夫（左起）、许来贤、邓章钦、黄炳华、黄思汉及玛
丽亚陈在修成林浴佛后合照。

‘善信一起修成林参与点灯，场面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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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宾星（前排右起）及欧阳捍华一同参与浴佛仪式。后排右二起为
•众嘉宾在宗教导师代表巴拿哈杜维（右二）带领下，主持亮灯仪
戴祯兴及唐竟发；后排左二林珠明式。左起为戴祯兴、林珠明、欧阳捍华及哥宾星；右一为黄世界。

林珠明：促進和諧

K)落實伊宗教•撞
(沙登29日讯）沙
登佛教会会长林珠明
希望，新政府能够在
学校落实非伊斯兰的
宗教课程，让各宗教
信仰的学生能得到良

统，同时也是每年卫塞节
的重点活动之一 ”
他说，花车将环游沙
登新村一圈，全程长约5
公里，吸引数百名民众-同参与。

好的宗教教育，为他
们的人生打下稳固基
础及建立一个充满感

他也说，该会已呈交
沙登佛教会会所发展图测
给相关单位，目前等待批
准。

恩及和谐的社会。

欧阳捍途：

他在昨晚出席沙登佛
教会卫塞节花车游行活动
时，吁请新政府给予佛教
更大的发展及援助，继续
拨款及拨土地，更全面资
助佛教的发展，让人民得
到心灵上的安乐和精神上
的提升，创造条件让社会
更加安乐及祥和。

非伊斯兰教获拨600万

花车游行重点活动
“卫塞节是佛教徒
缅怀佛陀释迦牟尼佛的诞
生、成道及涅磐的遞大圣
事的一个节日，而卫塞节
花车游行已成为本会的传

SH5S

另-方面，行动党
史里肯邦安州议员欧阳捍
华表示，希盟（民联）政
府自2008年执政雪州后，
对非伊斯兰宗教采取更开
明政策，并于2018年拨出
600万令吉供非伊斯兰宗
教用途。
“我作为这区的州议
员会在未来日子里，给予
沙登佛教会支持
他说，沙登佛教会是
沙登区-个重要的宗教团
体，雪州政府于2013年批
准一块土地给沙登佛教会

•善信跟随卫塞节花车，游沙登新村一圈
作为兴建会所之途，目前
佛教会也在筹备申请及拨
款批准。同时，他也宣布
拨出1万令吉州议员拨款给
沙登佛教会。
“另外，我国在改朝
换代后，高达1兆令吉国债
问题引起各界关注，民间
更发动捐钱救国运动。无
论如何，联邦政府目前仍
未有决定是否要接受该建
议，目前等待联邦政府做
出宣布。”

哥賓星代表人民在國會發聲
讯及多媒体部长兼

通行动党蒲种国会
议员哥宾星表示，大马是一
个多元种族国家，惟大家互
相尊重，-起团结庆祝卫塞
。
他说，我国在改朝换代
后，蒲种国席首次出任部长
职位。
他补充，目前是他们努
力的时候，他也答应将代表
人民在国会会议发声。

他笑言，尽管自己担任
两届国会议员，但都是在野
党议员，目前尚未清楚他作
为国会议员拨款数额，他答
应将在确认拨款数额后，尽
量为沙登佛教会争取拨款。
出席花车游行者包括沙
登佛教会宗教导师代表巴拿
哈杜维、马来西亚佛教发展
理事会主席黄世界、梳邦再
也市议员戴祯兴、王诗棋及
沙登新村村长唐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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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妙佛教協會花車遊行
逾萬人持蓮花燈迎佛
(加影29日讯）为

养，从六和做起。人人培

庆祝卫塞节的到来，加影

养慈悲心，共同创造_个

净妙佛教协会在昨晚举办

和善、和乐、和顺、和

了迎佛游行逾万民众手

睦、和谐及和平的社会。

持莲花灯-•同参与游行，

他也表示净妙聚集各种善
缘，鼓励大家一同来参与

为加影市区和锡米山带来
J
-个热闹又祥和的夜
晚。
游行路程约6公里，
从锡米山出发绕加影市
区一圈，再由市区返回锡

活动，实践六和生活。

黄田志：
慈悲心促进和谐

米山。沿途法师为大众洒

无拉港州议员黄田
志说，我国是一个多元种

净，与信徒共沾法喜。

族，多元宗教的国家，每

今年共有7辆花车参
与游行。其中包括释逝摩

-个宗教都是教导信徒向
善。他也表示人性本善，

尼佛花车、药师佛花车、

大家都常怀一颗慈悲心，

阿弥陀佛花车、地藏普贤
花车、观音文殊花车、

必定能促进各大民族与宗
教的和谐，建造一个美好

彩灯花车以及新增的一辆

的社会。

彩凤呈祥花车（弥勒势
至）。

出席者包括净妙佛
教协会会长冯国伦、万宜

净妙副会长李思致

区国会议员王建民、雪州

词时表示今年卫塞的主题

行政议员兼加影市议员许

是心心慈悲庆卫塞，念念

来贤、各村村长及各政党

六和传法灯。慈悲心的培

代表。

•加影净
妙佛教协会
举办迎佛游
行，肚有7
辆花‘参与
游行，沿路
的场面人潮
汹涌。

30 May 2018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Page: 7
Printed Size: 206.00cm² • Market: KL • Country: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1,477.00 • PR value: MYR 34,431.00 • Item ID: MY0032728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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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打灵观音亭福利基金秉承创办人镜童长老的慈悲精神，今在卫塞节庆典上拨出52万
3000令吉捐助慈善团体、独中及家境清寒而品学兼优的各族学生。
(八打灵再也29日讯）
八打灵观首孕福利基金为庆祝
佛陀圣诞及成立46周年，今日
在八打灵观音亭卧佛殿举行奖
学金和捐款颁发仪式。
观首爭福利基金此次拨
出40万令吉供奖学金用途，清
寒学子共190名获得奖学金。
该基金也于当天另拨出
W万令吉，分捐26家非政府公
益组织，包括独中、老人院、
孤儿院及慈善医药中心。

•《慈悲》杂志今年庆祝25周年之
际，由总编辑沈淑姗赠送《慈悲》
杂志100期予邓章钦。

靈觀音亭福利基金

将!52.3||捐教育團體
另外，也颁发总额2万
3000令吉的奖学金给一名来自
“国际佛教大学”的优秀学
生-宗函法师，由观音亭福利
基金董事兼《慈悲》杂志总编
辑沈淑珊颁发这项奖学金。
当天总共捐出的善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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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万3000令吉。
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
钦、许来贤、武吉免登国会议
员方贵伦受邀出席此项庆典。
邓章钦致词时指出，宗
教教育的重要性，可以净化人
心，净化社会，佛陀教导不要

打妄语，但是现代人却滥用手
机网络传播不正确的讯息、假
新闻满天飞，这何尝不是在打
妄语呢！他在这普天同庆的卫
塞节里，祝愿大家心意清净，
卫塞节法喜充满>。
获善款捐助的独中有吉
隆坡中华独中、巴生中华独
中、巴生光华独中、江沙崇华
独中、尊孔独中及巴生滨华独
中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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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铁公司建设在哥打答鲁的工程基地

BASE CAMP & BATCHING PLAN了
Kotii Bhnru,Kcfftntfln

李明輝/盧慧菁
(关丹、吉隆坡29日综合讯）随隆新高铁
(HSR )计划突然喊停，其他由前朝政府所倡
议和推行的大型计划，包括大马城、东海岸铁
路计划（ECRL )、马六甲皇京港、柔新捷运系
统、数字自由贸易区，以及敦拉萨国际金融中
心（TRX )标志性“106交易塔”（Exchange
106)接下来的命运备受关注。

财政部下周召MRL商东铁计划

中o

最长，约18公里，并于4月杪完成16.3公里的工

据悉，财政部将于下周召见大马衔接铁道
公司（MRL )首席执行员拿督斯里达维斯，以
商议东海岸铁路计划。预料财政部将与达维斯
商议减低铁路成本，以免有关工程被取消。
首相敦马哈迪已表明，这项计划的合约条
款有损国家经济。

程，而文冬的隧道则为830公尺长。其余隧道是

根据星洲日报今日向该公司获取的资料显
示，该工程主要是从雪州的鹅唛开始施工，但
雪州政府至今还未允准动工，因此该公司先在
其他区进行工程。
负责东铁工程的大马衔接铁道公司

敦拉萨国际金融中心的“106交易塔”已

(MRL )目前在彭亨州文冬、文德甲和登州雅

接近完成，预计在今年9月竣工，而东海岸铁

姆进行隧道工程，工程进度14%。进行中的工
程是挖掘隧道，当中以文冬县云顶山脚的隧道

路的施工进度则已达14%，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1至2公里。
位于东海岸的另外2州，分别是登嘉楼州甘
马挽、龙运、瓜拉登嘉楼，以及吉兰丹的哥打
峑鲁、杜巴里和邦佐，这两个州已建好工程基
地（BASE CAMP )，包括员工宿舍、实验室
和制作混凝土的加工厂，及进行隧道工程。
全长688公里的东铁计划，没经公开招标交
给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CCCC )承建，
此计划于去年8月动工，预计于2024年梭工。铁
道共有23个站，起点为雪州鹅唛，终点为吉兰
丹的华卡峑鲁，列车设计时速为160公里。
目前从鹅唛通往哥打省鲁平均需7至12小
时车程，东铁把路程缩短至4小时。

大馬城料與高鐵相同命運
大;
.马城（巳a n d a r
，Malaysia)原本由一马

公司主导，在面临财务压力后释
出这项坐落新街场的大型项目，
并由大马依海控股和中国中铁财
团合作夺下，惟前朝政府以负责
公司无法如期付款为由，取消其
发展资格，并重新招标。
去年11月，财政部官员披露，
已有8家企业表达意愿欲竞标大马
城发展计划，该部正详细评估，并
会在近期内公布招标结果。随着
政府改朝换代，预期大马城恐怕

会落得与隆新高铁相同命运。
大马城不仅是隆新局铁的
站点，加上第二和第三捷运线、
电动火车和吉隆坡机场快铁、及
12条高速大道，被视为城内的中

央交通枢纽。整个综合发展计划
的平均地面积比率为4.05，涵盖
486英亩地段，将提供诸多的商
业、投资及就业机会，包括吉隆
坡互联网城市、新数码自由贸易
区中心等。

•相关新闻见第3/4/5/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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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逃跑風波存誤解
嘉瑪今到警局自首
(吉隆坡29日讯）巫统大
港区部主席兼“红衫军”领袖
拿督斯里嘉玛尤努斯会在明天
(30日）到警局自首。
他今日透过录音方式告诉
媒体，“我明天大约下午2时会

到安邦再也警区总部。”
他补充，他也会召开记者
会解释保释完成前消失的来龙
去脉。
“我没有从警局逃跑。就像
我之前说的，其中有误解。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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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我会去警局。”
48岁嘉玛早前被控于去年
10月5日早上10时15分，在莎
阿南雪兰莪政府大厦1号出口夫
门前，使用大铁锥砸碎一定数
量的酒瓶，以致引起灾难、危
P佥及鼓躁，触犯刑事法典第290
条文。如果罪名成立’最局i，J
款400令吉。
嘉玛否认有罪，推事准予
被告以3000令吉及1名担保人
保释，下月8日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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