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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la Lumpur: Kerajaan perlu
meneruskanpelaksanaan ‘Proses
Penetapan Tarif Secara Telus’
yang dipersetujui digunakan
pada 2009 sebelummengambil ke-
putusan menaikkan tarif air.
Presiden Persatuan Penyelidi-

kan Air dan Tenaga Malaysia
(AWER), S Piapakaran, berkata
melalui sistem itu, tarif air akan
diselaraskan setiap tiga tahun se-
bagai permulaan mencapai ke-
cekapan perkhidmatan tinggi.
Katanya, melalui sistem itu, se-

tiap syarikat air perlu mengemu-
kakan cadangan pelarasan tarif
dalam tempoh ditetapkan untuk
tujuan audit dan perundingan
awam oleh Suruhanjaya Perkhid-
matan Air Negara (SPAN).
“Jika tarif baharu diluluskan,

ia akan diwarta bagi tujuan pe-
laksanaan dan syarikat air yang
terlepas tempoh pelarasan ini,
perlu menunggu tiga tahun lagi
untuk pelarasan tarif,” katanya

ketika dihubungi BH semalam.
Kelmarin, Menteri Air, Tanah

dan Sumber Asli, Datuk Dr
Xavier Jayakumar meminta ma-
na-mana kerajaan negeri yang
enggan melaksanakan kenaikan
tarif air perlu menyediakan me-
kanisme bersesuaian, termasuk
membuktikanmereka tidak akan
berdepan krisis air pada masa
depan.
Katanya, kementeriannya sen-

tiasa sediaberbincangdenganne-
geri yang berkaitan bagi meng-
elak berlakunya krisis air.
Piapakaranberkata, ‘ProsesPe-

netapan Tarif Secara Telus’ tidak
dilaksanakan sehingga kini se-
dangkan ia lebih telus dan sukar
dipertikaikan pengguna kerana
semua maklumat berkaitan kos
air didedahkan untuk memasti-
kan setiap pengguna memahami
isu kos berkaitan tarif air.
Katanya, mengikut model itu,

pelarasan tarif tidak akan meng-
hadapi masalah, malah tidak
membebankan pengguna kerana
ada tarif mungkin naik atau ke-
kal.
“Dalam konteks pelarasan air

ini sebenarnya tidak ada masa-
lah, yang penting ketelusan, se-
bab diletak penanda aras, con-
tohnya penanda aras bagi air
yang keruh dari loji.
“Masalahnya, SPAN enggan

mengikut model ini kerana perlu

buat banyak kerja, mereka patut
keluarkan nota ringkas, apakah
tarif baharu dan dari mana da-
tang kos tambahan, perkara ini
patut dibuat sejak 2009 lagi, tetapi

Kerajaan perlu
teruskan Proses
Penetapan Tarif
Secara Telus

selepas 10 tahun masih tidak di-
laksanakan,” katanya
Ditanya kenyataan Dr Xavier

yangmeminta negeri engganme-
naikkan tarif menyediakan bukti
tidak berdepan krisis air pada
masa depan, beliau berkata, per-
kara itu tidak perlu kerana se-
mua maklumat berkenaan sudah
ada dalam pelan perniagaan in-
dustri air milik syarikat bekalan
air di negeri masing-masing.
Katanya, pelan perniagaan 30

tahun industri air itu sudah di-
kemukakan syarikat air kepada
SPAN termasuk bukti mengenai
krisis bekalan air.
“Dalam pelan itu dinyatakan

dengan jelas kos berkaitan ope-
rasi syarikat, kos penyelengga-
raan termasuk pelan menukar
paip lama kepada baharu setiap
sembilan tahun, kos elektrik dan
modal insan serta jangkaan un-
tuk menampung permintaan
pengguna berdasarkan pemba-
ngunan semasa. Jadi, perkara itu
boleh dirujuk kepada pelan ini,”
katanya.
Beliau berkata, Akta Industri

PerkhidmatanAir 2006hanya ter-
pakai bagi Semenanjung Mala-
ysia, Wilayah Persekutuan Kuala
Lumpur, Putrajaya dan Labuan.
Justeru, katanya, kenaikan ka-

dar tarif yangdicadangkanuntuk
seluruh negara adalah tidak ter-
pakai.

SPAN enggan
mengikut model

‘Proses Penetapan
Tarif Secara Telus’
kerana perlu buat
banyak kerja, mereka
patut keluarkan nota
ringkas, apakah tarif
baharu dan dari mana
datang kos tambahan.
S Piapakaran,
Presiden A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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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A Langat 2 bakal siap 2022
Hulu Langat: Projek Loji Rawa-
tan Air (LRA) Langat 2 yang ter-
besar di Asia Tenggara dijangka
siap sepenuhnya menjelang akhir
tahun 2022 yang mampu mem-
bekalkan air bersih kepada
350,000 akaun atau hampir 1.87
juta pengguna.
Ketua Pegawai Eksekutif Pe-

ngurusan Aset Air Berhad
(PAAB), Abdul Hadi Ali berkata,
setakat ini kemajuankeseluruhan
projek untuk fasa pertama ber-
akhir pada Disember 2019 adalah
80.33 peratus.
Katanya, PAAB bertanggungja-

wab membangunkan LRA Langat
2yangmerangkumi23pakejmem-
babitkan kawasan termasukHulu
Langat, Cheras, Sungai Besi, Bu-
kit Jalil, Petaling, Bandar Ki-
nrara, Bukit Dengkil, Ampang
dan Keramat AU3.
“LRALangat 2yangdibinapada

Mac 2014 berupaya membekalkan
kapasiti sebanyak 1,130 juta liter
sehari (MLD) kepada penduduk di
Lembah Klang sekali gusmening-
katkan rizab bekalan air di Se-
langor.
“Sebelum ini, Kerajaan Perse-

kutuan bersetuju membina LRA
Langat 2 pada kos RM3.7 bilion,
namun ia ditingkatkan kepada
RM4 bilion bagi menampung ke-
perluandanpermintaan tinggi be-
kalan air di Lembah Klang,” ka-
tanya ketika ditemui pada Prog-
ram PAAB Schools Sustainability
2019-2020, di sini, semalam.
Abdul Hadi berkata, keseluru-

han kapasiti LRA di Selangor,
Kuala Lumpur dan Putrajaya ada-
lah sebanyak 4,820 MLD dan pu-
rata tahunan permintaan air me-
ningkat sebanyak 2.5 hingga tiga
peratus.
“Jadi bagi menampung peru-

bahan permintaan air terawat ini
danbagimemenuhikeperluanSu-
ruhanjaya Perkhidmatan Air Ne-
gara (SPAN), seeloknya tambahan
rizab air terawat adalah 10 hingga
15 peratus daripada kapasiti reka
bentuk loji rawatan air.
“Ini bermakna rizabmargin air

terawat adalah dalam lingkungan
5,300 hingga 5,550 MLD,” kata-
nya.
Di Kelantan, Pengurus Besar

Air Kelantan Sdn Bhd (AKSB),
Datuk Dr Azuhan Mohamed,

memberi jaminan Kelantan tidak
akan mengalami krisis bekalan
air padamasa depanmemandang-
kan separuh bekalannya diper-
oleh daripada air bawah tanah.
Katanya, sebanyak 36 LRA di

Kelantan bukan bergantung se-
penuhnya kepada sungai.
“Di Kelantan, 50 peratus kita

menggunakan sumber daripada
sungai dan selebihnya daripada
air bawah tanah. Kita bukan
menggunakanair empanganyang
mungkin mengalami masalah ji-
ka tiada hujan dalam tempoh la-
ma atau kemarau.
“Misalnya di Kota Bharu, kita

menggunakan 100 peratus beka-
lan air bawah tanah. Jika berlaku
masalah kekurangan bekalan se-
kalipun, ia disebabkan pemba-
ngunan.
“Bagaimanapun, jika berlaku

masalah air, kita akan menggu-
nakan mekanisme catuan air.
Apapun, kita akan memastikan
bekalan mencukupi setiap masa,”
katanya ketika dihubungi, sema-
lam.
Purata pengeluaran air di Ke-

lantan adalah sebanyak 503 MLD.
Loji Rawatan Air Langat 2 di Hulu Langat, Selangor dijangka akan siap
sepenuhnya pada 2022. (Foto Aizuddin Saad /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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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 perokok kena kompaun
Nilai kompaun 

RM51,200 dikeluarkan 
Jabatan Kesihatan 

Negeri Selangor

 Oleh NUR FARHANA ABDUL MANAN

Sebanyak 247 notis ke-
salahan dengan nilai 
kompaun berjumlah 
RM51,200 dikeluarkan 

Jabatan Kesihatan Negeri Se-
langor terhadap perokok da-
lam operasi penguatkuasaan 
larangan merokok sehingga 
Sabtu lalu.

Pengarahnya, Datuk Dr 
Sha’ari Ngadiman berkata, da-
ripada jumlah itu, lapan notis 
kesalahan melibatkan perokok 
bawah 18 tahun dengan satu 
notis melibatkan pemilikan ro-
kok elektronik.

notis dikeluarkan kerana gagal 
mempamerkan tanda larangan 
merokok manakala selebihnya 
kerana menyediakan kemuda-
han merokok,” katanya.

Terdahulu beliau berkata, 
mereka yang menerima notis 
kesalahan kerana merokok di 
tempat makan dikenakan kom-
paun sebanyak RM250 dan bagi 

SHAH ALAM

perokok bawah 18 tahun dikom-
paun sebanyak RM50.

Katanya, jumlah kompaun 
boleh dikurangkan kepada 
RM150 bagi kesalahan kali per-
tama dan bayaran dijelaskan di 
mana-mana pejabat kesihatan 
daerah dalam tempoh satu bulan 
daripada tarikh kompaun dite-
rima bagaimanapun, tiada pe-
ngurangan kompaun bagi kesa-
lahan kali kedua dan pesalah 
boleh dikenakan kompaun 
RM350 jika kesalahan dilaku-
kan kali ketiga antara Januari 
hingga Jun ini.

Dalam pada itu beliau ber-
kata, perokok yang berhasrat 
berhenti merokok dialu-alukan 
mendapatkan khidmat nasihat 
di semua perkhidmatan mero-
kok mQuit di semua klinik ke-
sihatan dan hospital seluruh 
negara dengan mendapatkan 
maklumat serta berdaftar mela-
lui laman sesawang http://jom-
quit.moh.gov.my atau hubungi 
talian 03-88834400 untuk mak-
lumat lanj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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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urutnya, operasi 
penguat kuasaan larangan me-
rokok dijalankan serentak me-
libatkan 344 pegawai yang di-
beri kuasa ke atas 1,091 premis 
di negeri itu sejak Rabu lalu.

“Tindakan penguatkuasaan 
diambil di bawah Peraturan 
11(1)(d) Peraturan-Peraturan 
Kawalan Hasil Tembakau (PP-
KHT) 2004 (pindaan 2018),”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di sini semalam.

Dr Sha’ari berkata, sebanyak 
52 notis kesalahan dengan kom-
paun bernilai RM13,000 dike-
luarkan kepada pemilik premis 
mengikut Peraturan 12 (1)(a) 
dan 12 (1)(b) PPKHT 2004 ke-
rana gagal memastikan tempat 
makan mereka bebas daripada 
sebarang bentuk amalan mero-
kok termasuk gagal mempamer-
kan larangan merokok secara 
jelas, menyediakan kemudahan 
merokok seperti bekas abu ro-
kok serta perkhidmatan men jual 
shisha kepada pelanggan.

“Daripada jumlah itu,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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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is the step forward in 
management of all types of rubbish, 

to make them profitable. But an 

(expert says the current system 
of disposal fee based on tonnage 

must first change.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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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te separation 

Waste to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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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s of waste 
to w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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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experts revisit 
importance of recycling and using 
technology to turn rubbish into profit 

Tech-forward waste 
transformation 

Malaysia's waste 
went into the land-

said it 
had no value 

because different 
types of waste lumped 

together could not be recycled. 
"The best is to compost your 

food waste and separate your 
other dry waste," she added. 

.She noted that 
the country had 
171 landfills but 
only 18 were sanitary land-
fills, therefore stressing 
thatwaste separation at the 
source was a must. 

However, she said, the 
present waste concession-

aire business model did not 
support this. 
"As long as the concession-

aire's business model does not 
change, they will be less inclined 
to separate the waste. 

"Currently, they are paid by the 
weight of rubbish disposed of at 
the landfills, so the more trash 
they collect, the more they get 
paid. 

"I do not see how.this will 
encourage them to be actively 
involved in recycling," said Prof 
Sumiani. 

She encouraged Malaysians to 
adopt behavioural changes such 
as refraining from preparing too 
much food, reducing food intake 
and throwing away less food. 

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sation (FAO) estimates that 
1.3 billion tonnes of food is wast-
ed globally every year, and 
Malaysians are guilty of this too. 

Prof Sumiani said 24-hour res-
taurants were partly compound-
ing people's overeating habits, • 
which resulted in poor health and 
added waste contribution. 

She said Malaysian food waste 
was commonly wet due to the 
fact that we mosdy consumed 
curry and gravy-based food. 

"Food waste emits methane 
that leads to the greenhouse 
effect linked to climate change," 
she explained. 

S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leachate in unsanitary landfills 
flowed into the ground and ulti-
mately led to water contamina-
tion. 

As for commingled waste, she 

A 
4 A 

Tech frontiers 

Attendees at 
the PJ Waste 
Summit listening 
to expert 
opinions 
on waste 
separation and 
embracing 
technology 
to transform 
waste into 
profit. 

By SHEILA SRI PRIYA 
sheilasripriya@thestar.com.my 

HOW much refuse do we 
Malaysians produce every day? 

Whatever the amount may be, 
environmentalists want us to be 
mindful of the impact we are 
creating in our surroundings. 

We need to think if we can 
refrain from generating unnec-
essary waste which goes into 
landfills that are already bursting 
at the seams. 

While many people think recy-
cling campaigns were unearthed 
in the 1990s, it in fact started 
thousands of years ago and 
gained momentum around the 
world since the 1970s until today. 

Environmental activists urge 
the public to ponder over what 
we consume, besides carrying out 
waste separation properly and 
embracing technology to trans-
form waste into wealth. 

In general, Malaysians have 
come under heavy criticism for 
not separating our waste and 
allowing it to turn into commin-
gled rubbish that cannot be recy-
cled. 

These points were highlighted 
at a Waste Summit in Petaling 
Jaya themed "Frontier 
Technologies as an Innovative 
Tool to Transform Waste to 
Wealth." 

The forum also stressed the 
importance of responsible con-
sumption and production. 

i says waste 
at source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Universiti Malaya Institute of 
Ocean and Earth Sciences (IOES) 
director Professor Dr Sumiani 
Yusoff said responsible consump-
tion and production were among 
the United Nations' most impor-
ta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verything you create, buy 
and use somehow goes back to 
the environment. 

"Now, we must practise refuse, 
reduce, reuse, repurpose, recycle 
and rot. 

"We have the option to refuse 
items that are not sustainable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pro-

ducers of these items 
also have a role to 
play," said Prof 
Sumiani, pointing 

out that 90% of 

Prof Sumiani shared the four 
technology-forward frontiers that 
could be applied to transform 
waste into wealth. 

They are nutrient recovery 
from biological treatment, energy 
recovery from thermal treatment, 
material recovery through recy-
cling and energy recovery from 
landfills (refer to chart). 

The biological methods consist 
of anaerobic digestion where the 
waste can be converted to fertil-
iser and energy. 

Vermiculture using worms, on 
the other hand, turns waste into 
vermicompost. 

As for thermal treatment, 
it consists of the incinera-
tion process, pyrolysis pro- g 
cess that turns waste into 
gas, oil and feedstock and 
the gasification process that 
converts waste into electric-
ity, steam and diesel fuel. 

Environment 
waste man-
agement 
specialist 
Dr Theng 
Lee Chong 
opined that 
waste could be 
seen as either a 
source of revenue or 
expenditure. 

"Waste has both environ-
mental damages and degra-
dation cost attached to it. 

"Plastics, metal, industrial 
e-waste, green waste and 
paper may have benefit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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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ier technologies to t rans form 

WASTE to Wealth 
ENERGY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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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AL 

TREATMENT 

I d f l f l n 

NUTRIENT RECOVERY 
FROM 

BIOLOGICAL 
TREATMENT 

MATERIAL RECOVERY 
FROM 

RECYCLING 
MATERIAL 
FACILITIES 

Landfill gas 
collection 

Incineration Micro-
organism 

Macro-
organism 

Paper 

Metal 

Pyrolysis Bacteria 
(compost-
ing and 
anaerobic 
digestion) 

Earthworm 
and fly 
(vermicompost 
and protein 
rich larvae 
from black 
soldier fly) 

Non-metal 

\ 
Plastic 

1 
E-Waste 

Glass 
Source: Ppresented 
by Universiti Malaya, 
Institute of Ocean and Earth 
Science director Professor Dr 
Sumiani Yusoff at PJ Waste Summit 
2019 - Frontier Technologies as an 
Innovative Tool to Transform Waste to Wealth 

Regional Waste Generation (tonnes) 

Annually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South Asia 

North America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Sub Saharan 
Africa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Source: 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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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ption pattern in Malaysia 

Cigarette butts 
generated (pieces 

each year) 

Used plastic 
straw 

lObil 

Used disposable baby diaper 
excluding adult diapers 

(pieces each year) 

4.1bil 

•D 
Used phone lithium batteries 

excluding notebook and 
rechargeable home batteries 

(pieces each year) 
131 .7mi l 

xwmmmi: 
Fluorescent lamp 

70mil 

Mobile phone 
subscribers 

43mil Q 
Source: Environment waste management specialist DrTheng Lee Chong ©The Star Graphics 

Sayuthi (seated left) and KPJ Damansara Specialist Hospital clinical 
and operations manager Dr Pavandeep Singh Dhillon signing the M O U 
for a food waste composting project. 

Shoes are 
among items 
that can be . 
recovered 
f rom recycling 
facilities to be 
sold as used 
goods. 

terms of recycling, but items such 
as used batteries, used diapers, 
household e-waste, fluorescent 
lamps and other non-recyclables 
are negative waste that come 
with a high price to recycle them. 

"This is why government inter-
vention is important," he said. 

He said Malaysia might be too 
focused on plastic waste when 
there were other forms of 

waste that had fallen 
below the radar, such as 
fluorescent lamps and 
cigarette butts, adding 
that there was apathy in 
ideas on how to turn 
waste into profit. 

Petaling Jaya mayor 
Datuk Mohd 

b Sayuthi Bakar 

: • } "W 

said in conjunction with PJ 
Waste Summit 2019, 
the council signed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KPJ 
Damansara 
Specialist 
Hospital for a 
food waste com-
posting project. 

"The hospital is 
composting its food 
waste using the 
anaerobic digester 
technology, a good model for 
on-site disposal system,"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compost-
ing system was part of the 
Petaling Jaya Sustainable 
Strategic Plan 2030 to 
address the city council's 
waste management poli-
cies. -

Last year,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spent RM85mil on waste 
collection and cleaning. 

Fees to dispose waste at the 
landfills amounted to RM12mil. 

Sayuthi said robotics, automa-
tion, electric vehicles, reusable 
energy, biotechnology and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were among the 
technologies that could be used to 
make waste profitable. 

A 
Freepik 

Paradigm shift toward integrated waste management 

M M W f 

Recycling and 
composting 

Conversion 
technologies 

Landfilling 

C Source 
reduction 

:> •• ' * ' ' 

Recycling and 
composting 

Conversion 
technologies 

^M5 

Landfilling 

• 
The zero waste pyramid 

Source: 2019 
Universiti Malaya 
(UM) Eco-Cam-
pus and UM 
Living Labs, 
University 
Mal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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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conducive living 
in Bukit Gasing

� BY ALISHA NUR MOHD NOOR 
newsdesk@thesundaily.com

PETALING JAYA: Major changes are 
underway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residents of the Bukit 
Gasing constituency. When the 
proposed local plans are approved, 
the state constituency in Selangor 
with 44,000 voters can look forward to 
more conducive living. 

The Pakatan Harapan (DAP) 
representative for N.34 Bukit Gasing, 
Rajiv Rishyakaran, has planned for 
Petaling Jaya to be a pedestrian-
friendly city. 

“Basically, walking from building 
to building is not very conducive as 
we speak,“ said and the second-term 
member of the Selangor State 
Legislative Assembly.   

His draft to transform Section 13 
includes improving pedestrian 
linkages and re-engineering of the 
roads to improve sidewalks.  

“I want to advocate 
pedestrianisation so it’ll be easy to 
walk all over, say Section 13,“ he said. 
“At present, I think most people would 
say this is not impossible, unlike in 

India, but it is still not like Singapore. 
“When the drains are underground, 

we will get more space to have larger 
walkaways. In that way it could reduce 
the number of car users.” 

The transformation plan has Rajiv 
working hand in hand with the 
Transport Ministry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buses to enhance trip 
frequency, reliability and availability.   

Bukit Gasing is a Chinese urban 
majority constituency with 43,539 
voters according to the 2018 electoral, 
out of which 67% are Chinese, 16% 
Indians and 14% Malays. It covers PJ 
Sections 1, 1A, 5 to 13, parts of Section 
14, 15-18, and 52. 

On the large number of roadside 
hawkers, many of whom are 
unlicensed, he plans to relocate them 

and is working on getting them legal 
permits. 

“These kinds of things take time 
and we have quite a number of 
hawkers,” he said on his plan to help 
the B40 group. “We are exploring how 
we can provide opportunities to these 
people who mostly have no other 
means of income and who provide 
convenience in terms of easy access to 
food.”  

In the meantime, he is working with 
the Petaling 

J a y a  
m a y o r  

in setting up drinking water fountains 
at parks to reduce plastic use and 
minimise litter. 

“We have about 40 parks and 
playgrounds, two of which are football 
fields and are often littered with used 
plastic water bottles,“ he said. 

Having shared his plans, he urged 
the residents of Petaling Jaya to share 
their ideas and feedback via email at 
rajiv@bukitgasing.my 

My constituency

I want to advocate 
pedestrianisation 

so it’ll be easy to walk all 
over, say Section 13.”

I
p

’ll bso it’

–  Rajiv  Rishyaka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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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由于许多人对有关大会 

强烈抗议，警方为维护社会安全 

秩序，查禁任何会引起抗议和骚 

乱的大会，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安華及阿從敏案件

警見總檢察長談後續
(吉隆坡6曰讯）武吉阿曼刑事 

调查局总监拿督胡兹指出，警方 

今午已和总检察长会面，商讨公 

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被指控企 

图鸡奸案、公正党署理愈席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性爱短片和前特 

警阿兹拉法定声明，以决定下_ 

步行动。

他指出，警方去年尾已收到一 

份来自国外，针对阿兹敏阿里男

男性爱短片的分析报告，并已呈 

交总检察长做进一步决定。

他说，总检察长会在短期内， 

联合警方一同针对此事召开记者 

会。

另外，针对马来人尊严大会被 

允许举办，为何董总的华团联席 

大会被查禁一事，胡兹解释，警 

方是考量社会安全因素，而要求 

法庭发出庭令查禁有关大会。

者
会
。

将
针
对
阿
茲
敏
性
爱
片
开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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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查“酒精比聖水聖潔”帖文
针对网上流传 

“酒精比圣水
(Air Zam Zam)

更圣洁”造谣意
图污衊雪州政府的帖文，向警方报案要 
求展开彻查，以揪出幕后散播不实谣言

雪希盟青年團報案
的人士。

该青年团多名成员于今午2时30分，陪

■王俊伟（中）针对网上流传“酒精比圣水更圣洁”造谣意图污衊雪州政府的 
帖文，向沙登警方报案，左4为嘉玛丽雅。

同雪州社青团秘书王俊伟前往沙登警区报 
案，出席者包括行动党万达镇州议员兼雪 
州社青团副团长嘉玛丽雅等。

盜用黃思漢頭照

王俊伟也是雪州行政议员兼金銮区州议 
员黄思汉的高级秘书。他接受查案官长达 
1小时的录供后，打算这几天内将报案书 
提呈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要求当局 
米取彳了动。

近曰面子书流传一则帖文，以黄思汉的 
头照为缩图，打上“希盟政府认为酒精 
比圣水更圣洁”的标题，有网民转发并 
写道“该死的希盟政府” （Celaka la ph
ni . . . . ) 0

王俊伟报案后指出，他昨晚10时许浏览 
面子书，发现出现了这则内容不实的帖 
文，甚至已有多名网友转发，深觉事态严 
重，黄思汉较后也发现了这则帖文。

他指出，该帖文盗用黄思汉的头照，不 
但污衊黄思汉还攻击雪州政府，对于一些 
不知情的网民，可能误会黄思汉曾发表过 

“酒精比圣水更圣洁”的言论。
他要求警方及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采取行动，揪出在网络散播谣言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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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眧阁庆祝j

\w
4

■黄得来（左7)和理事联合嘉宾，进行切蛋糕仪式。

蒲種宋昭閣

國華小慈善漏
(吉隆坡6日讯）蒲种德教会宋昭阁 

阁长黄得来说，该阁将和往年一样， 
继续捐献教育基金给蒲种区内5所华 

小，及福利基金给大马大爱脑伤症儿 
童基金协会和喜乐之家，希望抛砖引 
玉，唤起更多人关怀不幸的人士，支 
持母语教育的发展。

他曰前在蒲种德教会宋昭阁14周年

庆慈善晚宴致词时，这麽指出。
德教会联合总会副会长王盛潮 

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只有通过 
教育才能真正改变一个人的将 
来，改善社会环境的氛围，而教 
育必须从儿时潜移默化，才能栽 

培出才德兼备的下一代。
出席者包括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 

梳邦国会议员助理梁国华、蒲种华团 
团长高祥威、永久名誉阁长黄玉坤、 
黄松延、名誉顾问许利丰、蔡锡龄、 
筹委会主席陈常康、副主席潘福平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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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他，其中过半者都认同所 
谓“酒精比圣水更圣洁”言论 
是被捏造出来的，并认为造谣 
毁谤的行为太过分了。

他说，马来西亚如今面对社 
交媒体出现假新闻的情况，许 
多不怀好意的人，只需从网上 
截图修改标题，就可以将不实

的谣言散播到各地。
“社会上存有理智之人，但 

仍有标题党从中作祟造谣，我 
希望警方认真看待。”

他指出，不实造谣是刑事罪 
警方切勿轻视，需采取行动深 
入调查及揪出造谣者，以取得 
杀一儆百的惩戒作用。

■ vuy为蒲种金融中心的K Market主持开幕仪式。左起叶国采、李东

垵、田涌浩和李马修。右起王承杰、黄蕙和林租饷。
公主城蒲种金融中心（PFCC)正式开 

幕，邀请黄思汉为开幕嘉宾，出席嘉
宾’包括梳元g也市议员^fi’荣、和（租赁）高级经理黄蕙、KMT Jaya董事修、K Fish Suhyup董事经理李东埃和韩国 
产业集团（建筑物）高级经理王承杰经理林柜饷、K Market集团总执行长李马中小型企业及创业机构总监田涌浩。

黃思漢：捲入酒精聖潔事件

有心人
(蒲种6日讯）雪州行政议 

员兼金銮区州议员黄思汉认 
为，有心人将他卷入“酒精 
比圣水（Air Zam Zam)更圣 

洁”的事件，明显对方是怀 
有政治目的，企图破坏民主 
行动党在穆斯林的形象。

他说，他从未代表希盟政 
府发表相关言论，然而这个 
内容不实的帖文已经散播至 
我国穆斯林居多的州属，包 
括吉S丹和登嘉楼，试图造 
成社会不安，破坏种族团 
结，这种利用社交媒体的造 
谣是非常严重的行为。

“我强烈谴责这种不负责 
任的造谣行为，希盟青年团 
对此会向警方和大马通讯及 
多媒体委员会投报，促请当

局采取行动揪出在网上散播 
谣貧者。”
' 5思。^又今日在蒲种公主城 
蒲种金融中心（PFCC)，为 
韩国超市k Market全马最大 

分行主持开幕仪式，受询时 
这么指出。

理智穆斯林力挺

近曰面子书流传一则帖 
文，以黄思汉的头照为缩 
图，打上“希盟政府认为酒 
精比圣水更圣洁”的标题， 
有网民转发并写道“该死的 
希盟政府” （Celaka la ph 

ni••••)。

黄思汉指出，幸好有不少 
理智及了解事实的穆斯林， 
在此事件发生后纷纷发讯息

黃
思汉指出，蒲种区近年高度发 
展，许多外国银行和餐厅纷纷入

驻营业，也吸引不少外国人居住，未 
来蒲种很有潜能成为国际化社区。

他说，蒲种区迈向国际化，不仅为 
居民带来各种便利，也吸引不少外国 
人包括韩国人前来居住，从而刺激蒲 
种区产业的蓬勃发展。

他指出，外国人看上蒲种区的轻快 
铁设施，且产业租金比吉隆坡地区便 
宜，地理位置靠近双威镇，成为他们 
的定居选择。

“我的邻居告知，如今蒲种区有不 
少韩国家庭，曰后会逐渐形成韩国社 
区〇 ”

°由全马首家韩国批发公司KMT Jaya 
Sdb Bhd开设的K Market,今日在蒲种 田、'77

你 Llrp-

^Kmarket

国
货
品
。

■
林
租
饷
(

左
)

为
黄
思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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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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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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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貨»_開
節慶執照開放，ipn

劉淑_ (吉隆坡6日訊）咚咚锵！农历新年

要来咯，雪州各地方政府已纷纷开 

放让小贩申请节庆执照（Lesen Perayaan.)，小贩们 

要把握机会咯！

集中在巴剎範圍
♦八打灵再也市议员梁启靖

t八打灵再也范围，年货市集主要集 
"lit中在现有的巴刹范围，包括奥曼路 
(Jalan Othman)巴刹、千百家新村巴 

刹（Pasar Kg Cempaka)和美嘉花园巴 
刹(Pasar Taman Megah) 0

奥曼路巴刹共有12个摊位、千百家新 
村巴刹有23个，以及美嘉花园有16个， 

据我所知，一些巴刹尚有空缺，有兴趣 
的小贩依然可向市政厅申请。

小贩申请执照时是有附上售卖物品的 
清单，小贩也必须避免货不对办的情况 
发生。

我们在11月中就已接受小贩们的申 
请，市政厅也已面试所有申请的小贩并 
已进行抽签仪式，而已抽签的小畈基本

上可即日起开档营 
业至农历新年。

这类的执照费为 
325令吉执，是包括 
10令吉手续费、60 
令吉清理费、5令吉 
执照费、200令吉的 

抵押金，及申请助 
手卡（1人50令吉，

最多只能3人）。
至于一些路边摆 

摊的都是非法小 
贩，小贩其实也可向商业执照组申请， 
不过商业执照组需时间前去审核是否安 
全和影响交通，所以现在才申请就显得 
太迟了。

每逢农历新年前夕，雪隆许多 
地方就会有许多摊位售卖年货， 
包括肉乾、腊味、年柑、新年装 
饰品、衣服、神料、礼监礼品、

距罔大年初一（25日）尚有约3 
周，《中国报》记者抽样电访各 
地方政府的县市议员时，获知大 
部分的地方政府都已纷纷开放农 
历新年临时摊位的执照申请。

即使小贩持有的临时执照为期1

个月，不过大部分小贩会选择在 
年除夕前两周才会开始摆摊。

春節前兩週最熱鬧

据了解，一些地方政府也会圈 
定摆年货的地点让小畈摆摊，包 
括巴生圈定班达马兰新村大街的 
素苏路、池龙花园的罗弄柏拉沙 
里路及卫星市的双溪布鲁13路， 

以及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则圈定奧 
曼路的巴刹、千百家巴刹和羞嘉

花园巴刹等。
也有地方政府是开放让小 

贩提呈要摆摊的地点，再由 
相关部门前去调查地点是否 
适合和安全，确保地点不是 
在转弯处、不是主要道路、 
是否有足够泊车位，以及会 
否引发严重交通问题等方可 
f比准。

受访的市议员向《中国

报》指出，所有有意摆摊售 
卖年货的小贩其实已可以向 
各地方政府做出申请。

他们指出，越接近农历新 
年，就有许多摆年货的摊位 
开始营业，让华裔购买年
4匕

〇

“大部分的小贩都不会这 
么早摆摊，因在接近农历新 
年前的两周才比较热闹。”

■各种新年装饰 
品让消费者精心 

挑选。

♦安邦再也市议员莫哈末

庆执照（Lesen Perayaan)的申请在本 
M月2日已开放，而小畈的营业期限是新 

年前的15日前，即本月10曰至元宵节。
安邦再也市议会共圈定了 11至12个地方供 

小贩摆年货，而所有市集共涉及约T5至80个 
摊位。

圈定的地点就包括美华花园（Taman 
Mawar)、千百家花园(Taman Cempaka)、 
丽阳花园（Taman Cahaya)、班丹再也 
(Pandan Jaya ) 、 0王丹柏兰山令(Pandan

供擺賣
Perdana)、安邦新镇（Bandar baru 
ampang)、Bandar baru-jln 2/5 ampang— 
Soektrum、太子园（Taman Muda)、班丹 
英达（Pandan Indah)、刚华镇(Taman 
Putra)和打昔柏迈（Tasek Permai)。

执照费为1550令吉，包括抵押金，若小贩 

在关档时无法有效清理所有垃圾，或是售卖 
禁售品以及擅自转换营业领域，市议会就会 
有权利没收所徵收的抵押金。

可直接上網申請
♦梳邦再也市议员叶国荣

贩已可直接上网申请为期1个月的临 
~时执照，非常方便而无需直接前来市 

议会申请，而我们的执照费也没调整，与 
往年一样是240令吉。

我们也开放让小贩自行决定摆放摊位的 
地点，不过我们是有两种做法，如果小贩 
之前已曾向市议会提呈申请，也未接获投 
诉就会直接批准，如果是新的建议地点，
商业执照组的官员就会事先去调查，并会 
在小贩呈交完整文件的一周内给予答复。

以前我们曾计划和尝试将年货市集集中，不过因梳邦市议 
会管辖的范围甚大，从梳邦再也、蒲种、沙登而难以集中， 
所以各地区若有空地并没有任何安全、泊车和交通问题，市 
议会都会批准小贩摆摊。

市议会也设下禁止摆摊的条件，包括主要大路、主要交通 
枢纽、转弯处、已有摊位在摆摊等的地点是禁止小贩再摆 
|难。

i艮据我了解，虽然小贩们持有的节庆执照是为时1个月，不 
过很多小贩都是选择在新年前两周才正式摆摊营业。

至于有售卖肉乾的小贩也必须持有认证和上课等。

拉央市议会已接受小贩 
的申请。

如果小畈摆摊1个月，涉及 
的费用约为2000令吉，主要包

H括帐篷的位子、程序费等。
年货市集主要必须获得双 

方的同意，而多年来已有数 
个地点已成为热点，包括我所 
领养的选区有百美园（Wangsa 
Permai )、逸福园（Aman 
Pun)、甲洞工业区等 

据我所观察，在2019年的年 

货市集的反映有欠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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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溪威新村管理委员会与来宾举杯敬酒致谢，右7起为王友泰、林怡威、陈有才、刘永山及王友泰 

等。

隹隹

(八打灵再也6日讯）双溪威新村建立7〇周 

年历史纪念千人晚宴，获得当地国、州、市 

议员等出席，与当地商民欢庆，场面热闹。
据了解，千人宴于上月28日晚在双溪威华 

文小学冷气大礼堂进行，出席者有1200人， 

包括各社团代表、会馆神庙、工商文教界及

■荣才
双夺分
溪冠享
威军喜
群后悦
乐，。
獅与
团林
人怡
员威
在、
云王
1友
局泰
桩和
比陈
賽着

市民等。

出席者包括白沙罗国会议员潘俭伟、甘榜

东姑州议员林怡威、八打灵再也市议员王友

泰、万津州议员刘永山和村长陈有才。

当晚也有一些专业歌手、舞蹈组演出，増 

添欢乐气氛，使场面更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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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青呈地稅暴漲備忘錄
大臣特別事務官接領

(振林山6日讯）马青 

柔州团长林添顺昨早率领 

多名马青执委，到依斯干 

达城柔州政府行政中心大 

厦大臣办公室，呈交“地 

税暴涨抗议备忘录”给大 

臣，获得大臣特别事务官 

拉扎里接领。

林添顺在会见拉扎里 

时，也告知对方地税暴涨 

幅度太过离谱，尤其是没 

有注明用途的地契，地税 
更是从原本的每年140令 

吉，飙涨至1000令吉。

拉扎里在接过地税暴涨 

抗议备忘录后，向林添顺 

表明将会情况转告柔佛州

务大臣拿督沙鲁丁嘉马。

随后，林添顺在召开记 

者会时，便向希盟政府左 

右开弓，评击希盟一边厢 

调涨县市议员津贴和给公 
务员花红最少2000令吉， 

另一边厢却暴涨地税，向 

人民开刀要钱。

他也说，希盟政府在宣 

布今年的财政预算案时， 
告知人民会照顾B40群，且 

在调涨地税时，廉价及中 

廉价屋不受影响，但事实 

相反，全民皆受影响。

“如今廉价、中廉价 

屋、新村屋地税涨幅高达 
40%。’，

此外，林添顺说，在我 

国经济低迷的时刻，政府 
却在此时调涨地税，且不 

是小幅度的调涨，根本是 

不负责任政府在做的事。

他也说，州政府为了提 

高税收，理应时开源节 

流，而不是拿人民来开 

刀，影响全面，尤其州政 

府拥有巩固的储备金。

另一方面，他也质问柔 

州旅游、妇女、家庭及社 

会发展委员会主席廖彩 

彤，在委任县署妇女事务 

官，该官员的薪水到底是 

多少？是不是由人民埋 

单？

出席者包括马青柔州秘 

书曾伟杰、副宣传主任邓 

神州、州委余养铭和陈南 

振、马青柔州大专事务局 

主任蔡建文。

% % JLB

■陈南振（右起）、蔡建文、余养铭、曽伟杰陪同林添顺移交地税暴涨抗议备忘

录给拉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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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獲5投報

警將傳召山迪威魯助查
(芙蓉6日讯）芙蓉市议员山迪威 

鲁上周六在脸书分享侮辱印度伊斯兰 

传教士扎基尔奈克（Zakir Naik )的照 

片，森州警方随后接获5宗投报，因此 

将在近日内传召山迪威鲁协助调查。

森州总警长拿督莫哈末尤索夫今日 

出席安邦岸技职学院2020开课礼时 

指出，在接获的投报中，有指山迪威 

鲁所分享的照片，触及穆斯林的敏感 

性，因此，警方会在近日传召他。

他表示，警方将援引1988年通讯及 

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不当使用网 

络设备或服务散播假消息）及刑事法 
典第298条文（引起不同宗教愤怒及 

仇视）调查。

触及穆斯林敏感

警方会先完成调查文件，一旦报告 

完成，将会针句■山迪威鲁的谈话记录 
展开调查。（B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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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美盈（左四）推介信义玻璃太阳光伏发电计划，左二起是郑国球、刘 

笑荣，右三起为山杰央及阿菲法。

楊美盈：再生能源生產

放眼配額增至300兆瓦

■信义玻璃共投资6000万令吉进行太阳能屋顶 

发电项目，总容量为31兆瓦。

(马六甲6日讯）能源、

工艺、科学、气候变化及环 

境部长杨美盈表示，大马永 
续能源发展机构（SEDA )

在2019年批准了 102兆瓦的 

电能配额，该部今年放眼批 

准高达300兆瓦的再生能源 

生产，让我国迈向2025年 

落实将再生能源使用率提高 
至20%的愿景，她鼓励业者 

商家多响应净电能计量政策 
(NEM )进行太阳光伏发 

电。
她指出，在过去2016年 

至2018年，大马永续能源 

发展机构只不过批准了 27.8兆瓦的电能 

配额，单是2019年，有关数目直跳3.7 

倍，因此，今年大胆预设目标在300兆 

瓦。

再生能源抵销电费

她表示，全国目前每日的电量需求量 

是大约18吉瓦，但再生能源生产只有 

大约19兆瓦，因此仍然还有很大的需 

求空间。

“太阳能屋顶发电项目不需要额外的 

土地来进行，在现有的建筑物屋顶上装 

置太阳能板即可发电，除了自用，还可 

以抵销电费。”

杨美盈是今日在马六甲野新立拔加影 

为信义集团马来西亚工业园推介太阳光 

伏发电计划时，如此表示。
她指出，信义玻璃共投资6000万令 

吉进行太阳能屋顶发电项目，现有第 
—期屋顶发电项目为12兆瓦、第二期 

屋顶发电项目为7兆瓦，三期屋顶计划 

建发电项目为12兆瓦，总容量为31兆 

瓦。目前是国内最大的太阳能自用发电

项目。
她说，一旦三期项目完成后，一年可 

为该厂省下1500万令吉的电费，等于4 

年之后便可回本。

"一般太阳能屋顶发电项目的寿命是 
20年，这也意味著信义玻璃在未来的 

16年，都能用再生能源抵销电费，对 

工厂而言非常是个非常有利的投资。”

另一方面，刘笑荣指出，信义集团的 

发展得到大马和马六甲州政府、野新 

市议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发展的同 

时，一直积极倡导使用清洁能源、再生 

能源以及能源的循环利用，如余热发电 

项目、太阳能屋顶发电项目。集团未来 

计划在马来西亚兴建大型的地面电站项 

目，旨在为马来西亚打造可持续发展的 

新能源产业。

出席者包括信义玻璃控股有限公司集 

团副总裁拿督刘笑荣、财务总监申国 

兴、甲州房屋、地方政府、环境事务 

及绿色工艺委员会主席拿督郑国球、 
SEDA首席执行员山杰央及能源部副秘 

书长阿菲法等。（B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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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个听众微微激动起来：“虽 

然我没见过拉玛沙米，但我知道他在扎 

基耐克、淡米尔之虎、爪夷文风波、共 

产党被指复兴等，敢敢呛声政府和警 

方，还有多次扛上马老爷，他是一条真 

正的汉子！”

安哥要听众静一静：“谁知道她护哪 

一个主？有路边社消息说，要是老马和安 

华公开决裂，42支火箭未必全都追随安 

华呀！，，

再有咖啡店听众追问：“为何杨巧双 

会被拉玛沙米的文告激怒呢?如果她那么 

在乎马智礼，直接向老马陈情挽留马智礼 

不就好了？”

电由:huyidao. kw@gmail .com

见树不见林见林不见树
一巧呗 
位双， 

3副唷何 
§音ZK坚
@长拉搞 i □玛到 I舌沙大
擎交采家
T锋见不 
丄。林见 f当不树 
结拉见又 K玛树不 

£沙，见 f米其林 
¥隐实呢 
$喻能？ 
箭马做^ 
领智到 
袖礼见 
，见树 

一树又 f不见 
副见林 
都林'被 
徒，命
与杨了

教:
-长辞职风波之后，胡一刀在咖 

，啡店吹水，一名英文源流的安 

哥插嘴打断：“不要再猜测谁会接任教 

育部长了，不管慕斯达化、马公子、努 

鲁甚至安华做都没差别！”

胡一刀拉开椅子让他坐下：“那么 

你来说呗。”
安哥咧嘴一笑：“不，还是你说。 

马智礼辞职了，意外引发一位副部长与 

一位副首长口舌交锋啊，最神是他俩不 

都是行动党领袖吗？”

咦，考验胡一刀来了？稍作寻思， 

已有答案：“虽然都是党同志，他俩有 

一个共同点和五大差异。”

咖啡店听众的兴趣来了： “你们说 

的到底是谁呀？”

胡一刀笑笑：“女主角副部长杨巧 

双，男主角槟城副首长拉玛沙米。” 

安哥一脸正经：“说说看，什么共 

同点和大差异？”

胡一刀懒洋洋道：“两人都是308 

海啸中选的丫B。只是，两人背景差异颇 

大：华裔vs印裔、女性vs男性、41岁 

vs71岁、基督徒vs兴都徒、律师vs教 

授。还有还有，官场经验则是一年半VS 

H—年 〇 ”

咖啡店听众愈发糊涂了： “喂喂

喂，到底发生什么事嘛！”

安哥慢条斯理道：“说来话长了。 

马智礼辞职，拉玛沙米撰文，说马智礼 

的问题，不是因为他没有想法，但这些 

想法尽是一些琐碎改变，而非放眼让学 

生做好准备迎对全球科技的挑战。”

有咖啡店听众插嘴：“拉玛沙米这 
样说没有错呀！”

安哥啜一口咖啡道：“不就是！他 

不但没有骂老马，甚至也没有骂马智 

礼，反而对马智礼语带同情，说教育部 

本来就是烫手的热山芋。”

又有咖啡店听众问：“那个……汉 

娜杨，到底喷什么口水呢？”

安哥好整以暇：“她呀，其实就是 

个标题党，根据网上新闻媒体标题，批 

评拉玛沙米不该多管闲事，而是做好自 

己副首长的份内工作。”

咖啡店听众七嘴八舌起哄，有看不 

惯的听众杀出一句：“哎呀呀，这个小 

妮子以为她是谁呀？当希盟政府施政不 

当，不见她出来拨乱反正，拉玛沙米轻 

描淡写几句，她就马上跳起来护主了？” 

还有个听众情绪来了 ： “自509希 

盟上台以来，拉玛沙米对希盟批评不 

少，如果行动党完全不认同他，林冠英 

怎会让他继续发声？”

安哥冷冷回应IK汉娜杨其实亦为静 

静党！希盟政府做不对，她自己不出声就 

罷，但有同僚发声又不爽，反而对同僚口 

诛笔伐?她有对老马或爪夷文事件发过声 

吗？如果她爱静静，尽可静静下去，为何不 

爽人家发声7’
此时胡一刀也插口 ： “其实，这两人关 

系可能有些奥妙。”

一座听众翘首以待：“怎么说，有何秘

辛？”

胡一刀故弄玄虚：“据说故事是这样 

的：上届2017年党选后，行动党委任10位 

中委包括杨巧双，后来发现拉玛沙米未在 

中委会里，便私下劝杨巧双辞职让予拉玛 

沙米云云。细节你们自行琢磨吧。”

“还有还有，杨巧双飞到槟城见林冠 

英时，正好坐我网友阿卓的Grab车。”

好了，杨巧双呛拉玛沙米的第一句是 

“见树不见林？”此句源于网媒《透视大马》 

英文版标题 missed the forest for the 

trees，灵感显然来自拉玛沙米“尽是一些 

琐碎改变，而非迎对全球科技挑战”。

原来，“见树不见林”大意为，只看见 

眼前的树木，却看不到背后的森林。此句 

还有三个层次:见树不见林;见林不见树； 

见树又见林。

当拉玛沙米隐喻马智礼见树不见林， 

杨巧双暗示拉玛沙米见林不见树，其实能 

做到见树又见林就好了呗，何必搞到大家 

不见树又不见林呢?#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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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集团副总裁拿督刘笑 

荣、财务总监申国兴、甲州房 

屋、地方政府、环境事务及绿 

色工艺委员会主席拿督郑国 

球、SEDA首席执行员山杰 

央、能源部副秘书长阿菲花 

等0

杨美盈重申，净电能计量 

新政策2.0在让大厦业主在降 

低电费之余，也可以减少碳排 

放，这对环境保护和业者利益 

来说，是双赢的局面。

她以信义玻璃为例，该厂 

总共投资6000万令吉进行太 

阳能屋顶发电项目，现有第一 

期屋顶发电项目为12兆瓦、 

第二期屋顶发电项目为7兆 

瓦，三期屋顶计划建发电项目 

为12兆瓦，总装机容量为31 

兆瓦，一旦三期项目全面完 

成，一年可为该厂省下1500 

万令吉的电费，等于4年之后 

便可回本。

她继说，一般太阳能屋顶 

发电项目的寿命是20年，即 

意味信义玻璃在未来的16年 

都还可以抵销再生能源生产与 

电费，对工厂来说是非常有利 

的投资。

她也表示，信义玻璃是目

前国内最大的太阳能自用发电 

项目0

“对于那些资金有限，或者 

不想借贷推行太阳能发电的厂 

商，可在太阳能板租用机制下 

加入这个行列，太阳能供应公 

司可提供零前期费用配套，让 

消费人在净电能计量新政策 

2. ◦下受惠。”

“除此，政府在2020年财 

政预算案下，通过绿色科技投 

资税务津贴（GITA)和绿色科 

技所得税豁免（GITE)，都有

助进一步推动再生能源政策。”

另一方面，刘笑荣指出， 

信义集团的发展得到了大马和 

马六甲州政府、野新市议会的 

大力支持和帮助，在发展的同 

时，一直积极倡导使用清洁能 

源、再生能源以及能源的循环 

利用，如余热发电项目、太阳 

能屋顶发电项目。

他说，信义集团未来计划 

在马来西亚兴建大型的地面电 

站项目，旨在为马来西亚打造 

可持续发展的新能源产业。#

信义集团马来西亚工业园总共投资6000万令吉进行太阳能屋顶发 

电项目。

杨美盈：净电能计量政策

放眼批准300兆瓦电能

(马六甲6日讯）能源、 

工艺、科学、气候变化及环境 

部长杨美盈表示，随着大马永 

续能源发展机构（SEDA) 

2019年在净电能计量政策 

(Net Energy Metering > NEM) 

下，批准102兆瓦的电能酉己 

额，该机构今年放眼批准高达 

300兆瓦的电能配额。

她说，自净电能计量政策 

于2016年开始推介直到2018 

年3年内，SEDA所批准的电 

能配额只有27.8兆瓦，但是单 

单在2019年，有关数目直跳 

3.7倍达102兆瓦。

“今年SEDA将电能配额 

目标定在300兆瓦，等于去年 

批准电能配额的3倍，但我们 

有信心可以做到。”

杨美盈说，全国有40◦万 

座建筑物屋顶适合展开太阳能 

屋顶发电项目，若这些建筑物 

都采用太阳能屋顶发电，一年 

内可生产高达3万70◦◦兆瓦 

的电能，而根据不同的屋顶结 

构，可让业主节省电能开销达 

15%至 30% 〇

厂商对太阳能发电 

或再生能源醒觉不够强
她坦言，目前要达到300 

兆瓦电能配额的最大的挑战 

是，许多厂商对太阳能发电或 

再生能源的醒觉还不够强，无 

论如何，在该部改善净电能计 

量新政策，以一对一抵销再生 

能源生产与电费，以及通过再 

生能源供应协议（SARE)推 

行太阳能板租用机制下，仍然 

有信心可以落实。

她以太阳能屋顶发电项目 

为例，不需要额外的土地来进 

行，而是在现有的屋顶上装置 

太阳能板便可发电，除了自 

用，还可用于抵销电费，长期 

来说有助让厂商低营运成本。

杨美盈是周一在马六甲野 

新立拔加影，为彳自义集团马来 

西亚工业园太阳能屋顶发电项 

目主持推介礼后^在记者会上 

如是表示0

在场者包括信义玻璃控股

介
礼
。

西
亚
工
业
园
太
阳
能
屋
顶
发
电
项
目
主
持
推
 

菲
花
、
山
杰
央
及
申
国
兴
为
信
义
集
团
马
来
 

郑
国
球

(

左
起

)
、
刘
笑
荣
、
杨
美
盈
、
阿

Page 1 of 1

07 Jan 2020
Kwong Wah Yit Poh,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59,667 • Page: A16
Printed Size: 391.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4,384.00 • Item ID: MY003836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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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马华文话剧史料展

珍贵文物it参观者惊叹
(吉隆坡6日讯）“马来

西亚华文话剧史料展” 

日前在吉隆坡旧巴生路 

珍苑国际M店举行，展 

出上世纪20年代出版的 

戏剧文献、抗战时期的 

话剧演出剧本、战后初 

期的演出纪念刊、剧社 

徽章与文娱杂志等令参 

观者惊叹的珍贵文物。

这项由心向太阳剧坊 

主办的“大马华文话剧 

史料展”也配合马来两 

亚华文话剧诞辰100周 

年，展览内容除了概述 

马华话剧百年历史发展 

和演变，也特别设立已 

故中国当代戏剧家田汉 

与马来亚教员林维中妻 

子图文资料展。

“大马华文话剧史料 

展”策展人沈国明表 

示，展出的内容是心向 

太阳剧坊维持一年的 

“抢救百年马华话剧史料 

运动”所搜集的珍贵文 

物和文献。

“政府和华社有必要

协助民间组织设立以戏剧 

为主题的“戏剧文化 

馆”，持续将展品开放给 

公众参观以了解我国社会 

发展历史，也应作为海外 

华文戏剧研究与资料中 

心。”

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 

章钦与交通部前部长丹斯

里翁诗杰参观后表示，希 

望心向太阳剧坊将珍贵戏 

剧文献扫描数码化永恒存 

档。

其他参观1宾包括林 

连玉基金会副主席李亚 

遨、马中文化艺术协会秘 

书长庄昭赐、马来西亚一 

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拿督 

谢诗坚与马六甲闻人拿督 

林源瑞等，以及来自日 

本、泰国、新加坡、中 

国、香港与大马的戏剧学 

者。

日本、泰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与大马戏剧学者参 

观对我国剧运感到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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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钦：今年起非自动提供

B40速申请孚免费水
(巴生6日讯）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 

章钦指出，今年1月1日开始，雪 

州免费水计划非自动提供，让每户 

人家直接享有，而是需登记申请， 

让收人少过4000令吉的家庭享有。

他说，过去六个星期，州议员 

服务中心每个礼拜天都为人民登 

记，在去年12月31日登记截止 

后，名单已经送去鉴定，如通过审 

核，申请者将会获得免费水。

“第一期截止日期是2019年12月 

31日，下一个截止日期则是今年3月 

31日，为此，尚未登记者可尽快申 

请，让政府监定是否符合资格，若错 

过了，就必须等到7月份了。”

他说，免费水不是根据屋子鉴 

定，而是根据人来提供免费水，为 

此，一旦搬迁就必须通知当局新地 

址，以便把免费水转去新屋子，旧 

屋子就没有此福利了。

“否则过去有些人拥有五间屋 

子，却可以全都获得免费水，对民 

众不公平。”

“走，去购物”活动

他日前在本身选区出席“走， 

去购物”活动时，这么说。巴生新 

镇州选区在农历新年前，派发100 

令吉现金券给符合资格者，共有950 

人合格民众获得。

邓章钦也指出，雪州政府会更 

严格审核“走，去购物”的惠民申 

请资格，主要给60岁以下弱势群 

体，家庭收人少过3000令吉。

“过去有一些人可一人取多个政府 

福利计划，有一些则拿不到任何福 

利，为了确保公平分配，让每个人都 

能够享受到州政府的福利，申请者必 

须经过所得税局、公积金局的鉴定， 

确保申请者符合资格，政府才根据能 

力，发出州政府的福利计划。”

他说，至于60岁以上乐龄长者生 

日券，尽可能在2至3个月做一次。

他呼吁已经登记者，如更换电 

话号码，一定要通知服务中心，因 

为他们都是用电话通知申请者。 

2019年1000人符合资格拿钱，但有 

300个电话没人接听，或更换电话号 

码，联络不到，失去机会。

出席者有巴生市议员严玉梅、 

黄智荣及陈如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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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盟雪州青年团今午到 

沙登警区报案，要求警方彻 

查发表“酒精比圣水（Air 
Zam Zam)更圣洁”标题的造 

谣者！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秘 

书王俊伟报案时说，该名为 

“红笔 在线” 

(penamerahonline. wordpress. 

com)作者的文章标题，己对 

雪州政府及黄思汉的形象造 

成影响，促警方展开调查。

图为王俊伟（左三）在 

青年团员的陪同下报案。左 

二为万达镇州议员嘉玛丽 

雅。

雪希盟青报案促查造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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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孝亲敬老

蕉赖十一哩200人获恩物
蕉赖十^哩新村首办冬至 

孝亲敬老活动，获许多商家与 

赞助商报效，让200名70岁 

以上的该村村民受惠。

蕉赖十^哩新村村长林志 

远指出，首次举办的冬至孝亲

敬老获米商、发展商与药材店 

等商家热心报效恩物，让受惠 

乐龄人士开心过年。

“恩物包括5公斤米、饼 

干、鸡精、10令吉红包与20 

令吉的药材店现金券。乐龄人

士也可免费享用加影市议会青 

年推动委员会报效的罕餐。”

加影市议会青年推动委员 

会主席兼冬至孝亲敬老筹委会 

主席官世峰指出，他们耗费约 

1个月与商家及赞助商接洽， 

清楚传达活动目的。

“许多乐龄人士不擅长上 

网，蕉赖十一哩新村村委特走 

访新村向他们传达冬至孝亲敬 

老活动讯息。”

王建民：贸工部协助商家

刚汇报藤鎌策
(加影6日讯）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王建民说，来临的周四（1月9日）将 

七加影市议会Dewan Seri Cempaka举办汇报会，以向工业区商家传达2020 

年财政预算案的相关政策。

“无拉港、加影与万宜有许多工业区；国际贸易及工业部有可协助工业区商 

家的福利与政策。”

建民昨41•出席蕉赖十一哩新村“冬至 

■孝亲敬老”活动受询时说，近年来政 

府推出许多新政策，相信农历新年后会寅布更 

多福利政策。

他说，今年政府也将开跑人民电子现金， 

并指符合资格的相关电子钱包使用者，都可申 

领一次性的30令吉数字红包。

“18岁以上，年收人低于10万令吉的大马 

公民都可申请数字红包，一旦完成验证就可领 

取。”

他也呼吁更多乐龄人士申请此福利。也是 

万宜国会议员的王建民表示，他将于农历新年

期间寅布自己的成绩单，向选民清楚交代过去 

一年进行的计划。

“去年，万宜国会选区已完成许多提升计 

划，但基设仍可再进一步提升。”

他指出，加影外环大道前的双溪龙收费站 

开通U转处已有最新进展。

“大道公司已回复开通U转处的计划，相信 

可在今年通车。”

他披露，S前也仍在与加影市议会协商， 

在万宜新镇建设一条二合一的脚车道与跑道， 

并相信会在面簿专页宣布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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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性爱短片外国专家完成分析报告
吉隆坡6日讯|武吉安曼刑

事罪案调查部总监拿督胡兹尔 

今曰证实，外国专家针对部长涉 

嫌男男性爱短片的分析报告已完 

成，警方将在近期联同总检察署 

公布有关性爱短片的分析报告结 

果。

同时，警方也已和总检察长 

会面，商讨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 

安华被指控企图鸡奸案、公正党 

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性 

爱短片和前特警阿兹拉法定声明3 

个案件，以决定进一步行动。

胡兹尔指出，目前警方已经 

将部长涉嫌男男性爱短片调查报 

告呈交予总检察署，当局将在近 

期内和警方一同发布联合声明。

「警方确实已经在去年年 

杪收到国外专家针对男男性爱 

短片的分析报告，但我没提过，

收到后必须立即对外公布报告结 

果°』

胡兹尔是今午在武吉安曼 

警察总部举行大马皇家警察「回 

顾2019年及展望2020年」记者会 

上，如此表示。

胡兹尔也透露，警方今午已 

和总检察长会面，商讨公正党主 

席拿督斯里安华被指控企图鸡奸 

案、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 

兹敏阿里性爱短片和前特警阿兹 

拉法定声明3个案件，以决定下一 

步行动0

短片送往美国验证

男男性爱短片风波始于去年 

6月中旬，山都望公青团前团长哈 

兹阿兹随后在个人面子书上载自 

录视频，承认自己是视频中的男

主角之一，并指另一人就是经济 

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阿兹敏阿里随后否认，并 

指这是已策划了数个月的政治阴 

谋，旨在破坏他的个人声誉，摧 

毁他的政治前途。

经过多个月调查，警方于去 

年11月中旬指出，已经将该案短 

片送往美国，交由私人大学专家 

进行分析验证。

另一方面，针对马来人尊严 

大会被允许举办，而董总华团大 

会被禁止一事，胡兹尔表明，警 

方是基于社会安全考量，而向法 

庭申请庭令，以禁止有关集会。

他说，由于许多人对有关集 

会强烈抗议，因此警方为维护社 

会安全及秩序，查禁任何会引起 

骚乱的集会，否则后果将不堪设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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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 莎阿南6日讯|全长

14 14公里，世界最长石英山

脊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的地位，预料并不会太快

|||实现。

「联合国文教科组织 

(UNESCO )认证条件非常 

pH 严格，专人发现石英山脊 

并未符合所有条件，因此 

我们会专注，努力推动它 

■ ‘ 作为国家文化遗产。」

掌管旅游及文化事务 

1 的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阿都 

拉昔接受《星报》访问时 

I. 指出，雪州政府或会延缓 

石英山脊申请列入世界文 

化遗产的地位。

「申遗文件已在准备 

中，以便提交到国家文化 

遗产局进行探讨。」

他指出，雪州政府也 

会专注雪州22个地质区域 

(geosit)的自然环境发展。

同时，不仅是石英山脊，尚 

有数个地质区域包括大马森林研究 

院、武吉拉贡森林保留地以及武来 

岸茅早山！考虑纳入地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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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6日讯|针对网上有人造谣，指希盟发表 

「酒精比圣水更圣洁」的言论，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 

及希盟青年团今日分别前往警局报警，以正视听；黄 

思汉也强调，对方的意图明显，就是企图破坏希盟和 

民主行动党在穆斯林的形象。

黄思汉抨击，有特定人士在 

网络社交平台宣传不实谣言，旨 

在破坏其雪州行政议员的形象。 

我国最近正受到少数不负责任人 

士的诽谤所困扰，相关人士的动 

机究竟是什么？

他在受询时说，有鉴于此， 

他已向警方报警备案，同时也会 

将有关报案内容提呈马来西亚通 

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以作进一步 

的调查。

黄思汉是针对面子书上一 

帖文和截图而报警，有关文章 

动用了黄思汉的人头照，标题为 

「希盟政府认为酒精比圣水更圣 

洁j ，而该转发的网民则借题发 

挥大骂希盟政府。

同时，有关近日在网络发布 

上述不实言论，不但构成诽谤， 

也引起民众不安。对此希盟青年 

团逾10名成员于今午前往警局报 

案，接下来也将向马来西亚通讯

及多媒体委员会投报。

雪州行动党社青团秘书王俊 

伟表示，这是很严重的指控和毁 

镑，希望警方和马来西亚通讯及 

多媒体委员会接获投报后，能够 

展开调查，并采取应有的行动。

有关假新闻是于本月4日开始 

流传，其内容是将《每曰新闻》 

就卫生总监拿督诺希山宣布「售 

卖圣水将被罚款和监禁」的新 

闻，与黄思汉指「行政议员：没 

有禁止在公共场合喝酒」的新闻 

串联一块，借此污蔑希盟政府。

马来报扭曲谈话

有关「售卖圣水将被罚款和 

监禁」的新闻，其实是2017年12 

月9日的旧新闻，而「行政议员： 

没有禁止在公共场合喝酒」的新 

闻，则是于去年11月11日的报 

导，惟有关标题因为扭曲黄思汉

▲逾10名希盟青年团成员周一下午2时30分， 

报案，要求警方就网络上所发布的不实言论， 

4起为万达镇州议员嘉玛莉亚及王俊伟。

前往沙登警区 

展开调查。左

►网络日前流传一则不实的帖文，标題为「希盟政府认为酒精 

比圣水更圣洁」，并放上黄思汉的人头照；黄思汉已就此向警 

方报警备案。

的原意而一度引起轩然大波。

黄思汉当时在州议会上，回 

答万挠州议员蔡伟杰的提问时， 

原话是指2005年地方法令没有- 

条法规禁止公众在公共场所喝 

酒；然而，地方政府可在当地竖 

立警示牌，提醒公众不要在公共 

场合喝酒闹事。

然而，《每曰新闻》却以 

「行政议员：没有禁止在公共场合 

喝酒」为标题，结果让黄思汉在社 

交媒体遭到马来州议员和网民的轰

炸问责；对此黄思汉随即要求《每 

曰新闻》收回有关标题。

也是行动党金銮州议员的 

黄思汉表示，有关网络平台的造 

谣，已经涉嫌滥用其肖像和新闻 

报导来制造假新闻和加以渲染不 

良情绪。

他强调，两则新闻报导是不 

同时间的，希望民众在阅读到类 

似假新闻报导时，应该事先加以 

辨别真伪，切勿随便继续传播助 

长假新闻。

ARAK LEBIH S4JCI DARI AIR ZAM ZAM
Ap4 fuh pdi cJvngan. Maiarysto pai^i Nlrt ini Undbng-g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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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 ^ v Ktfliuo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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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apan中分寧了 1條迪結。

Wah...betul ke nl? Kalau beluf .mmg ceiaka la 
phnl 一

Page 1 of 1

07 Jan 2020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85,616 • Page: A34
Printed Size: 739.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2,961.00 • Item ID: MY0038364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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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童在互动故事课堂上专心聆听。

工作人员制作的大型动物模型会送给参与的学校。

莎阿南6日讯丨三星于
12月推介B40儿童推广计划 

(B40 Children’s Outreach 

Programme)，协助家庭收 

入低于3000令吉的儿童接触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 

域。
12月17日至20日举办的活动与 

Me Books Asia合作联办，获得雪兰莪 

公共图书馆（PPAS)、雪州子民后裔 

基金会（Yawas)、梳邦再也市议会等 
支持。为期4天的工作坊进行了22场活 

动，向6间学校超过200名孩童以趣味 

及互动方式学习STEM，例如互动式讲 

故事、编码和酷炫虚拟现实体验、科学 

试验等。

大马三星电子主席金润秀指，我们 

希望通过这些工作坊，能够激发孩子探 

索技术的奇妙世界，及为生活提供大量

星B4G兒童推廣計劃

提高STEM教育知識
机会的能力。活动于莎阿南Raja Tun 

Uda图书馆举行，孩童利用三星Galaxy 

工具探索他们好奇、创意和建筑的一 
面。其中Galaxy平板电脑用于STEM编 

码工作坊，通过编码创建自己的动物 
园，利用Galaxy Note 10和虚拟现实纸 
板的强大功能，孩童有机会通过3D机器 

人虚拟环境仿真参观火星。

三星也派员工参加工作坊并送上各 

种彩色大型动物模型给每间参与的学 

校。同时三星也捐献平板电脑和电视机 
给6间学校，以鼓励孩童通过技术不断 
学习STEM，提供白板、笔、文具套装 

等必需品，确保学校能够无缝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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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为韩 
国食品超市K 

Market蒲种分行 

主持剪彩仪式。 

左起为叶国荣、 

李东梭、田涌 

浩、李马修、黄 
思汉、林柜饷、 

黄蕙及王承杰。

^黃思漢：交通方便租金便宜靠近大專

1潛能成國際城市

(蒲种6日讯）雪州行政议 

员兼行动党金奏州议员黄思汉表 

示，蒲种基于三大因素，即交通 

方便、房地产租金便宜及靠近双 

威镇大专学府，有潜能发展成为 

国际化城市。

国际银行纷在蒲种设分行

他今日为韩国食品超市K Market蒲 

种分行主持开幕剪彩仪式时表示，这些 

年蒲种•带蓬勃发展，许多国际银行都 

在蒲种设立分行，吸引更多来自世界各 

地的外资前来投资及落脚，让其成为一

座国际化的城市a

“除了国际银行外，也有许多国 

外投资者在蒲种一带经营食肆，吸引更 

多外国人迁至蒲种，同时也刺激了蒲种 

的房产业。”

他说，他的韩国籍邻居告诉他， 
陆续有韩国人移居至蒲种。他说，他们 

基于公共交通方便、蒲种房产租金低于 

吉隆坡房产租金及靠近双威镇的大专学 

府，方便他们居住和让孩子求学。

韩食品超市吸引到蒲种消费

“随着韩国食品超市K Market在蒲 

种公主城开设大马第三间分行后，我相

信会吸引更多喜欢韩国食品的民众前来 

蒲种消费。”

韩国食品超市K Market蒲种分行的 

面积超过3500平方尺，店内不仅售卖韩 

国食品及日常用品，同时也设有环境舒 

适的咖啡座，让顾客在该店享用韩国美

出席该开幕仪式者包括梳邦再也 

市议员叶国荣、韩国批发公司KMTJaya 

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员李马修、执行董事 

林柜饷、韩国中小型企业启动公司董事 

田涌浩、K-Fish Suhyup公司执行董事 

李东埃、101集团建筑物高级经理王承 

杰及租赁高级经理黄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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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種宋昭閣宴慶三喜

捐5華小2兒童院
(蒲种6日讯）雪兰莪蒲种德教会 

宋昭阁庆祝杨筠松师尊圣诞，创阁14周 

年，赠医施药12周年三大庆典，筵开数 

十席慈善晚宴。

黄德来：修好气场好运自然来

阁长黄德来表示，师尊常要我们努 

力修好德行，修好口德，讲正确的话，

语气和用词要温和柔顺，不要说人是 
非，不要口出怨言，不要胡乱承诺。言 

语上的用词，口气，甚至态度，必须好 

好修炼:修好口德，修好自己的气场，

好运自然会来。

今届庆祝厂大庆典暨慈善晚宴，如 

往常•样，捐献蒲种5所华小，以及大 

马大爱智障儿童院、蒲种喜乐之家儿童 

院。每个团体各获得1500令吉。5所华 

小是蒲种益智华小、蒲种汉民华小、蒲 

种深静（哈古乐）华小、蒲种新明华小 

及蒲种竞智华小。

晚宴也颁发纪念品给为德教会宋昭

黄德来（右六）与嘉宾合唱生日歌。右一起为高祥威、蔡锡龄、王盛潮、郑 

明发及李纪文；左起为陈常康、黄松延、锺定志、梁国华、黄玉坤及黄思汉。

阁作义诊的多名屮医师。该阁每逢星期 

四晚上7至10时，在蒲种该阁阁址开放给 

公众施医赠药。

王盛潮吁响应德育班培训

马来西亚德教联合总会副总会长 

王盛潮表示，要成立德教会，须由师尊 

挑选地点、日期、命名及指人选而成立 

的。每间阁成立后，第一项丰行的活动 

就是施医赠药。

他说，有才无德是一个社会隐忧， 

修个人品德，才能才德兼备，才能为社 

会奉献。这项师资培训课程，由德总提 

供全免费膳食与住宿，期望栽培品德兼

优的下 '代，共创大同。

壬盛潮呼吁中马区阁友积极响应， 

与友阁携手联办讲座与课程，因为东马 

已经有多间友阁配合活动，推广德育班 

师资培训课程。

出席嘉宾包括雪州行政议员兼蒲 

种德教会宋昭阁名誉顾问黄思汉、梳邦 

国会议员黄基全助理梁国华、马来西亚 

德教联合会总会长拿督李纪文、署理总 

会长拿督斯里郑明发、筹委会主席陈常 

康、宋昭阁师委实权顾问蔡锡龄、宋昭 

阁永久名誉顾问黄松延、黄玉坤、副财 

政锺定志及蒲种华团联合会会长高祥 

威。

蒲种德教会 

宋昭阁全体理事 

与接领支票受惠 

团体代表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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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肆禁烟令自1月1日起全面执 

行，所有食肆都在柜台及显眼的地方 

贴上禁烟告示。

“ r^~i 1月1日起，大

S家都接受了食 

肆禁烟令，烟民都自觉地走 

到食肆范围3公尺外的地方抽 

烟，也不会造成我们的困扰。 

若真发现有人在店里抽烟，我 

也会好言相劝。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执法 

人员及卫生官有前来各食肆巡 

视，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由 

于大家都可接受有关禁令及守 

法，因此我也不认为有设立吸 

烟区的必要:”

许多烟民都会走到食肆范围的3 

公尺外抽烟，遵守食肆禁烟令。

“ g市-带食肆的 

I禁烟情况都还 

好，大家都有守法，但很多 

烟民都在食肆范围的3公尺外 

抽烟，还随处丢烟蒂，造成 
环培■污染n

我认为卫生部应该接受 

设立吸烟区的建议，并在吸 

烟区置放垃圾桶，让烟民抽 

烟后可丢烟蒂，而非丢在地 

上。

如今政府只是-味禁 

烟，让烟民无处抽烟，只能 

够站在路边抽烟，我觉得根 

本无法解决问题。”

由于食肆范围外并 

无设置垃圾桶，许多烟 

民抽烟后随处丢烟蒂，

造成行人道、草地及马 

路上都有烟蒂的踪影。

吸煙區可設垃圾桶
g访业者及小贩表示，大部分食肆都遵守食 

jC肆禁烟令，无意在食肆附近设立吸烟区， 

同时若发现有顾客在食肆范围3公尺内抽烟，也会好 

言相劝，希望他们遵守禁令。

部分业者也有抽烟的习惯，他们则建议卫生部 

接纳设立吸烟区的概念，因食肆禁烟令实行后，他 

们也发现在食肆3公尺范围外的地方及路边都丢了满 

地烟蒂，多了许多垃圾。

他们认为，若在食肆附近设立吸烟区并置放垃 

圾桶，则可减少许多垃圾〇

(八打灵再也6日讯）食肆禁烟令正式上 

路后，雪隆一带的食肆业者严厉禁止烟民抽 

烟，而烟民也遵守有关禁令，走到食肆3公尺 

外的范围去抽烟，却随手丢烟蒂，造成环境 

污染，部分业者为此希望当局允许在食肆禁 

烟范围内设立吸烟区，以解决有关问题。

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材日前针对食肆禁烟范围内 

可否允许业者设立吸烟区的问题作出回应，李文材 

斩钉截铁表明“不可以”，同时也表示，食肆3公尺 

范围内禁烟的规定仍然存在，也必须遵守。

《大都会》社区报记者今早走访灵市17区一带 

的多间食肆，只见所有食肆都在柜台及显眼的地方 

贴上禁烟告示，而烟民欲抽烟时，也会走到食肆范 

围外去抽烟

记者也发现，由于食肆范围外并无置放垃圾 

桶，因此在食肆范围外的行人道及马路上，随处可 

见烟蒂的踪影，十分肮脏6

抽烟十多 

K年了，突 

然要我停止抽烟是很难 

的，因此只能配合食肆禁 

烟令，在食肆范围3公尺 

外抽烟。

若卫生部可接受建 

议，在食肆附近设立吸烟 

区，对于烟民而言也是好 

事一桩，烟民无须站在路 

边于烈日下抽烟，同时与 

非烟民互不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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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梳邦再也

窃贼在光天化日下，开着红色私家轿车行窃，偷取门前的沟渠铁盖的过程只花大约30秒

報道►蘇俐嬋攝影►陳世偉

(首邦市6日讯）偷沟渠铁盖窃贼出没， 

梳邦再也住宅区的居民受促提高警惕。

梳邦再也SS14、SS15、SS17及SS18住 

宅区早前发生住家门前的沟渠铁盖遭偷窃事 

件，估计有20多个沟渠铁盖在去年11月杪至 

12月初期间被偷。

根据其中_个受害居民所提供的闭路电 

视回面显不，切贼于11月27日下午约2时05 

分，开着一辆红色私家车在SS15—带干案。

_名年轻男子把车停在路边，下车后走 

到住家门前，以单手轻易拿出沟渠铁盖，然 

后马上打开车尾箱，把偷来的铁盖放入内， 

前后不到30秒。

謝有堅：建議用混凝土溝蓋

梳

SS15/2、3路的居民成立巡逻队伍，对抗罪案。

广邦再也市议员谢 
J有坚指出，SS14, 

SS15、SS17及SS18区于11月杪 

至12月初期间发生沟渠铁盖被 

偷事件，窃贼都是开着私家车 
干案，其中SS15较为严重，有 

10多个沟渠盖被偷。_

他说，如果为了避免沟 

渠盖被偷而以混凝土密封沟渠 

盖，那地方政府前来清洗沟渠 

时就会面对困难。

因此，谢有坚建议居民可 

以选择混凝土沟盖，直接填补 

沟渠洞即可:

“我们不知道小偷何时 

干案，但我们也可以提高警惕 

心，我鼓励居民与邻居守望相 

助，加人该社区的聊天群组， 

要是发现陌生车辆进出，可以 

第一时间通知社区，并且联系 

梳邦再也警局，要求警方前来 

巡逻。”

部分住家则以洋灰盖铺益洞 
防止再次被窃贼盯上。

■■■1

.1嗎
,,/ /g I /1 - |T

/ / / / -i { I I 1

TSS15/2、3路共有12个沟渠铁盖 

被偷，居民被迫花费填补洞口。

郅分居民选择用回铁盖重铺均 

渠，不过尺寸较大，至少要取上来时得 

花点时间，不轻易被偷窃。

Vr i

mail

邁克爾吁居民加強防範
CC 1 < /I ' SS15/3睦 

丄二)邻计划主席

迈克尔指出，该路共有515间住屋， 

治安向来不错，但早前却首次发生 

沟渠铁盖被偷窃的事件。

他说，共有12间住屋前的沟渠 

铁盖被偷，有部分居民已向警方报 

案，不过至今尚未逮捕涉及人士。

迈克尔指出，沟渠铁盖其实不 

难取出，窃贼光天化日干案，可见 

行为非常大胆；不过，有的居民则 

指是在晚上发现沟渠盖不翼而飞， 

因此相信夜间也有不法人士行窃。

他担心窃贼可能再度出没，因 

此他呼吁居民加强防范措施，可以的话就选择较大型的 

沟渠盖填补沟渠，至少比较难以被取出。

暂用木板填补洞口

迈克尔表示，睦邻计划的居民们接获消息后，大家 

同心协力，找来木板并且切割成沟渠盖的大小，暂时填 

补有关洞口，以防居民尤其是小孩和长者不慎坠落。

“住家门前的铁盖并非梳邦再也市议会的设施，而 

是屋主私人放置，所以地方政府不会负责任。”

无论如何，迈克尔提醒居民，如果发现可疑车辆 

或人物出没，居民应该立刻记下车牌号码、嫌疑人的样 

貌，随即通知社区代表或警方。
此外，SS15/2、SS15/3路睦邻计划也设立巡逻队 

伍，每日在花园住宅区周围巡逻，防范罪案。

逾30年首次發生偷溝蓋
簡舒麗（居民）

“我在 
SS15居住30多 

年，这是第一 

次发生沟渠铁 

盖遭偷窃的事 

件。

门口的沟 

渠铁盖颇重， 

但依然遭人偷 

窃，当时我下 

午时分在家接 

获睦邻计划主 

席迈克尔的信息，叫我检查门外的 

沟渠盖是否不见。我走出门口检查 

后才发现沟渠盖不翼而飞，我想起 

邻居在前一晚也申诉沟渠铁盖被 

偷。

附近的邻居非常热心，找来木 

板暂时填补留下的沟渠洞口，避免 

家人不慎坠下，车轮也不会掉人洞 

口。为了方便清理底下的沟渠，因 

此我也不打算以洋灰封闭沟渠。相 

隔数日后，我的邻居又找来沟渠铁 

盖，由于铁盖尺寸较大，所以能够 

卡着洞口，难以取出。

“居民们都会守望相助，时时 

刻刻互相提醒大家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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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义玻璃共投资6000万 

令吉进行太阳能屋顶发电项 
目，总容量为31兆瓦。

太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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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
生
能
源

(马六甲6日讯）能源科艺环境部长杨 

美盈表示，该部鼓励业者响应净电能计量政 
策（NEM)进行太阳光伏发电，今年放眼批 

准高达300兆瓦的再生能源生产，让我国迈 

向2025年落实将再生能源使用率提高至20% 

的愿景。

'"她说，大马永续能源发展机构 
(SEDA)在2019年，批准102兆瓦的电能配 

额，而从2016至2018年3年内，该机构只批 

准了27.8兆瓦的电能配额，单是2019年，有 

关数目直跳3.7倍，因此今年大胆预设目标 

在300兆瓦。

400万建筑适合安装

她指出，全国有大约400万座建筑物屋 

顶，适合发展屋顶上的太阳能发电系统，从 
技术潜能方面而言，可生产高达37吉瓦的电 

能，而根据不同的屋顶结构，还可以节省电 

能开销达15%至30%。

“太阳能屋顶发电项目不需要额外的 

土地来进行，在现有的建筑物屋顶上装置太 

阳能板即可发电，除了自用，还可以抵消电 

费。

再生能源生产需求空间大

她今日在马六甲野新立拔加影为信义 

集团马来西亚工业园推介太阳光伏发电计划 

表示，全国目前每日的电量需求量是大约 

18吉瓦，但是，再生能源生产只有大约19兆 

瓦，因此仍然还有很大的需求空间。

杨美盈指出，信义玻璃共投资6000万令 

吉进行太阳能屋顶发电项n,现有第 '期屋 
顶发电项目为12兆瓦、第二期屋顶发电项目

杨美盔（左四r推介信义破璃太阳光伏发电计划/左 
二起郑国球、刘笑荣；右三起为山杰央、阿菲法5

为7兆瓦，=期屋顶计划建发电项目为12兆瓦，总容量为31 

兆瓦。目前是国内最大的太阳能自用发电项目。

她说，•口期项目完成后，•年可为该厂省下1500 

万令吉的电费，等于4年之后便可回本:。

“-般太阳能屋顶发电项目的寿命是20年，这也意味 

着信义玻璃在未来的16年，都能用再生能源抵消电费，对 

工厂而言是个非常有利的投资,：”

刘笑荣：信义集团拟建地面电站

另-方面，信义玻璃控股有限公4集团副总裁拿督刘 

笑荣指出，信义集团的发展得到大马和马六甲州政府、野 

新市议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发展的同时，•直积极倡 

导使用清洁能源、再生能源以及能源的循环利用，如余热 

发电项目、太阳能屋顶发电项鬥6

他说，信义集团未来计划在马来西亚兴建大型的地 

面电站项目，旨在为马来西亚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新能源产 

业a.

出席者包括信义玻璃财务总监申国兴、甲州房屋、 

地方政府、环境事务及绿色工艺委员会主席拿督郑国球、 

SEDA首席执行员山杰央、能源部副秘书长阿菲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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