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hah Alam: Gerakan Anti
Rasuah Negara (GEGAR)
tampil membuat laporan
kedua kepada Suruhanjaya
Pencegahan Rasuah Mala-
ysia (SPRM) Selangor ber-
hubung isu penyelewengan
peruntukan kerajaan yang
dikaitkan dengan MIMOS
Berhad.
Pengerusinya, Datuk

Mohamad Ezam Mohd
Nor, berkata laporan ke-
dua dilakukan berikutan
tiada tindakan diambil se-
lepas laporan pertama
yang dibuat pertubuhan
bukan kerajaan (NGO) itu
di SPRM Putrajaya, pada
Julai 2019.
“Selepas membuat lapo-

ran di SPRM Putrajaya
pada 24 Julai lalu, hari ini
(semalam)kitahadir untuk
sekali lagi membuat lapo-
ran dengan dokumen tam-
bahanmengenai kes penye-
lewengan berkenaan.
“Dengan adanya doku-

men tambahan ini, kita
mengharapkan pihak ber-
kenaan segera mengambil
tindakan,” katanya kepada
pemberita selepas selesai
membuat laporandi IbuPe-
jabat SPRM Selangor, di si-
ni, semalam.
Beliau berkata, dokumen

tambahan itu membabit-
kan laporan ketua audit ne-
gara yang diperolehnya da-

ripada pihak tertentu.
Katanya, beliau juga ke-

sal dengan kerajaan Paka-
tan Harapan (PH) yangma-
sih tidak mengambil tin-
dakan walaupun jelas ter-
dapat laporan khusus
membabitkan penyelewe-
ngan dalam MIMOS Ber-
had.
“Bukan sahaja laporan

kepada SPRM, kita juga
pernah ke Kementerian

Perdagangan Antarabang-
sa dan Industri (MITI) un-
tuk menyerahkan laporan
kepada menteri tetapi ma-
sih sama (tiada tindakan).
“Saya mahukan respon

daripadaMITI, JabatanAu-
dit Negara dan SPRM me-
ngenai isu ini dan jika tu-
duhan saya salah, mereka
boleh ambil tindakan ter-
hadap saya,” katanya.
Mohamad Ezam berkata,

pihaknya menerima sali-
nan rumusan hasil siasa-
tan Jabatan Audit Negara
terhadap kes berkenaan de-
ngan MITI diminta untuk
segera menjalankan siasa-
tan terperinci terhadap pi-
hakpengurusanatasandan
lembaga pengarah MIMOS
Berhad.
Sementara itu, Pengarah

SPRMNegeri Selangor, Da-
tuk Alias Salim, ketika di-
hubungi mengesahkan me-
nerima laporan berhubung
isu penyelewengan berke-
naan.
Beliau berkata, laporan

yang diterima itu adalah
maklumat tambahan ke-
padaSPRMselepas laporan
pertama dibuat di SPRM
Putrajaya tahun lalu.
“SPRM akan meneliti

dan menyiasat jika terda-
pat unsur rasuah seperti
dilaporkan NGO berkena-
an,” katanya.

GEGAR buat laporan kedua
isu seleweng kaitkan MIMOS

kep
kita
ke
Per
Ant
dan
unt
menye
lapor
mente
mas
(ti
Mohamad
Mohd

Bukan sahaja
laporan

kepada SPRM,
kita juga pernah
ke Kementerian
Perdagangan
Antarabangsa
dan Industri (MITI)
untuk
menyerahkan
laporan kepada
menteri tetapi
masih sama
(tiada tindakan).
Mohamad Ezam
Mohd Nor,
Pengerusi GE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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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ahun ‘tersisih’
Penduduk Taman Perepat bantu dua beradik
kurang bernasib baik kembali bersekolah

Oleh Amirul Aiman
Hamsuddin

am@hmetro.com.my

Klang

“Tanpa bantuan
penduduk Mela-
yu yang prihatin,

sukar untuk saya kembali ke
sekolah selepas hampir lima
tahun tercicir pelajaran,”
ujar remaja perempuan, K
Thanamvirisha, 13.
Dia berkata, adik bong-

sunya, T Naveen Kumar, tu-
juh tahun, turut dibantu
penduduk Taman Perepat
Indah, Kapar di sini, untuk
memulakanpersekolahandi
Sekolah Kebangsaan (SK)
Sementa.
“Bagaimanapun, tiga lagi

adik-beradik saya, K Yuva-
raj, 15, K Sarvina, 16, dan K
Kavinthiran, 17, tidak lagi
bersekolah.
“Sepanjang lima tahun

tercicir persekolahan, saya
membantu ibu, A Tanti, 36,
di rumah sambil menjaga
kakak (Sarvina) yang meng-
hidap penyakit buah ping-
gang dan masalah paru-pa-
ru, selain memerlukan ra-
watan dialisis.
“Ketika itu saya teringin

bersekolah seperti rakan
lain, namun apakan daya
peluang itu tidakmudah da-
tang. Malah, beberapa kali
saya meminjam buku lati-
han daripada jiran sema-
ta-mata untuk mengasah
minda,” katanya kepada
Harian Metro, semalam.
Menurut pelajar tingka-

tan satu 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SMK) Sungai
Kapar Indah itu, dua
adik-beradiknya, Kavinthi-
ran dan Yuvaraj mengambil
tugas membantu keluarga,
dengan masing-masing be-
kerja sebagai pekerja cuci
kereta dan pemasang khe-
mah di Kapar dengan pen-
dapatan RM20 sehari.
“Saya berhenti sekolah ke-

tika berusia sembilan tahun.
Namun saya tidak menya-
lahkan sesiapa kerana ia
adalah keputusan sendiri
akibat kemiskinan keluar-
ga.
“Lantaran itu, saya mahu

bersekolah semula supaya
masa depan saya lebih ter-
jamin. Itu janji pada keluar-
ga dan individu yang
membantu saya,”
katanya.
Sementara

itu, ibu re-
maja pe-
rempuan
itu, ATan-

ti, 36, berkata, dia berharap
ada pihak tampil menawar-
kan bantuan kepada tiga
anaknya supaya mereka ti-
dak putus asa dengan ca-
baran hidup.
Menurutnya, dia berharap

agensi berkaitan dapat
membantu anak-anaknya
kembali ke sekolah dan ber-

peluang mempunyai
masa depan yang
lebih cerah.

“Saya reda
dan selalu
mengi-
ngatkan
anak ba-

hawamasih ramai hidup le-
bih susah serta meminta
mereka bersabar,” katanya.
Menurutnya, pada masa

ini, dia hanya menerima
bantuan bulanan daripada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
kat (JKM) sebanyak RM400
sebulan, selainmenyewa ru-
mah dengan kadar RM450
sebulan.
Tambah Tanti, dia juga

memerlukan RM300 sebu-
lan bagi rawatan dialisis Sa-
rvina dan kos ulang-alik ke
Hospital Tengku Ampuan
Rahimah (HTAR) Klang ser-
ta bekalan ubat-ubatan.

Thanamvirisha
tidak bersekolah kerana
masalah kewangan

THANAMVIRISHA (kanan) bersama
ibunya, A Tanti ketika ditemui di rumah
mereka di Taman Perepat Indah, Ka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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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JALAN PROMOSI
BANDAR DIRAJA

FOTO ROSLIN MAT TAHIR

PRESIDENMSU
Profesor Tan Sri
Dr Mohd Shukri
Ab Yajid (tengah)
melepaskan peserta
pada acara Royal
Klang HeritageWalk
2020 di Stadium
Sultan Suleiman,
Klang, baru-baru ini.

ANTARA peserta yangmengambil
bahagian pada acara berkenaan.

DRMohd Shukri (topi merah) bersama
Timbalan Yang DipertuaMajlis Perbandaran
Klang (MPK) Elya Marini Darmin (lima kanan)
bergambar di hadapan Galeri Diraja Sultan
Abdul Aziz, Klang.

PESERTAmengambil
gambar kenan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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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NS siasat 
dakwaan 
sekolah di 
Puchong dihias 
berlebihan 
sempena 
Tahun Baru Cina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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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NS siasat dakwaan sekolah dihias berlebihan
PUCHONG - Jabatan Pendidikan Ne-
geri Selangor (JPNS) masih menjalan-
kan siasatan berhubung dakwaan sebuah 
sekolah menengah di sini yang didakwa 
berlebihan menghias bangunan sekolah  
itu untuk sambutan Tahun Baru Cina.

Timbalan Pengarah Pendidikan Se-
langor, Muhamad Radzi Abdullah ber-
kata, beliau telah mengarahkan pegawai-
nya melakukan siasatan.

“Tiada keputusan diambil berhubung 
dakwaan itu lagi ketika ini. Pegawai telah 

diarah turun padang untuk menyiasat 
perkara tersebut,” katanya kepada Sinar 
Harian di sini semalam.

Terdahulu, tular di media sosial me-
ngenai surat daripada sebuah pertubu-
han politik ditujukan kepada Pengetua 
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SMK) 
Pusat Bandar Puchong 1 yang memak-
lumkan pihaknya menerima aduan ibu 
bapa mengenai perhiasan perayaan Ta-
hun Baru Cina di sekolah tersebut.

Sementara itu, Ahli Dewan Unda-

ngan Negeri (ADUN) Kinrara, Ng Sze 
Han mengutuk teguran parti politik itu 
terhadap pihak sekolah berkaitan hiasan 
berkenaan.

Menurutnya, dalam surat tersebut, 
parti politik itu mendakwa tindakan itu 
menjurus kepada penyebaran dakyah 
agama lain dalam kalangan pelajar ber-
agama Islam.

“Tahun Baru Cina adalah perayaan 
utama disambut oleh masyarakat berke-
turunan Tiong Hua dan bukannya pera-

yaan keagamaan seperti yang dikatakan.
“Justeru, dakwaan mengatakan pe-

ngetua sekolah melakukan penyebaran 
dakyah agama lain adalah tidak berasas 
dan menunjukkan parti tersebut rasis dan 
ekstremis sehingga menyamakan sam-
butan Tahun Baru Cina dengan perayaan 
keagamaan,” katanya.

Beliau turut meminta pihak sekolah 
merujuk kepada Kementerian Pendidi-
kan terlebih dahulu sekiranya timbulnya 
isu seperti i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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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si segera isu kekurangan bekalan ubat
SHAH ALAM - Pemuda Pas 
Selangor menggesa kerajaan 
Persekutuan dan kerajaan ne-
geri mengambil langkah sege-
ra dalam mengatasi isu perbe-
kalan ubat yang berkurangan 
ketika negara kini sedang 
berdepan dengan peningkatan 
kes influenza.

Ketuanya, Hanafi Zulkap-
li berkata, walaupun pende-
dahan mengenai kekurangan 
perbekalan ubat itu bukannya 
bertujuan untuk menimbulkan 
panik namun dalam perspektif 
Islam, aspek kesihatan amat 
dititik beratkan bersesuaian 
dengan konsep Maqasid Al 
Syariah.

Beliau berkata, kerajaan 
negeri boleh mempertimbang-
kan bagi memperuntukkan 
sebahagian dana untuk mem-
bantu rakyat dalam usaha 
mendapatkan vaksinasi influ-
enza.

“Influenza bukan sebaha-
gian daripada Program Imu-
nisasi Kebangsaan yang mem-
beri vaksinasi percuma 
kepada 12 penyakit di klinik 
kerajaan. 

“Melalui langkah ini, ia 
adalah sebagai tanda kepriha-
tinan peringkat kerajaan ter-
hadap rakyat di bawah,” kata-
nya.

HANAFI

Sebelum ini, Pakar Pediat-
rik, Dr Musa Mohd Nordin 
menyuarakan kebimbangan 
susulan peningkatan kes pe-
nyakit influenza di negara ini 
yang menyebabkan berlaku 
kekurangan bekalan ubat anti 
virus.

Beliau berkata, isu itu di-
bangkitkannya bukan untuk 
menimbulkan panik tapi bagi 
menggalakkan vaksinasi in-
fluenza.

Hanafi berkata, Pemuda 
Pas Selangor juga menyokong 
usaha bagi pencegahan influ-
enza ini menerusi galakan 
vaksinasi.  

“Kempen berterusan me-
ngenai kesihatan perlu diper-
kasakan lagi oleh kerajaan 
agar perkara ini dapat diben-
dung awal,”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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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AT STADIUM 
Waterlogging after downpour continues to affect 
track at Stadium Sultan Suleiman, Kla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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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inage 
issue causes 
waterlogging 
Klang council to widen culverts 
to overcome problem at stadium 

Refurbishment works at Klang's Stadium Sultan Suleiman is in its final stage but there is concern as the track 
gets waterlogged after heavy rain. — filepic 

KLANG'S Stadium Sultan 
Suleiman, which is being refur-
bished, is prone to waterlogging 
after a downpour. 

Continuous rain for 45 minutes 
recently caused the stadium's track 
to be waterlogged caused by an 
unresolved cross culvert that 
needs to be widened to accommo-
date high surface runoff. 

Stadium Sultan Suleiman, sits on 
flat land that is much lower than 
the surrounding area. 

Each time a downpour occurs, 
surface runoff overwhelms the 
curtain drains as the cross culvert 
outside the stadium's fence along 
Jalan Kota Raja, is unable to 
accommodate the high volume of 
water. 

The 45-year-old stadium has 
been closed for major repairs 
since September 2018 to resolve 
water ponding at the site. 

Klang Municipal Council's (MPK) 
acting-president Elya Marini 
Darmin said the council was 
aware of the curtain drains over-
flowing around the track. 

"Our contractors have informed 
us of the situation. We understand 
that the waterlogged level is about 
10cm and it covers the track. 

"We are aware of comments 
posted on social media but people 
must understand that the terrain 
surrounding the stadium is higher. 

'The solution to this is to widen 
the cross culvert outside the stadi-
um's perimeter fence next to 

Dewan Melayu Klang that goes 
across Jalan Kota Raja. It is a per-
manent solution to connect the 
cross culvert to lead to the drain-
age basin near Sungai Klang," she 
added. 

Elya added that the waterlogged 
condition was only at the track 
area and had not affected the field. 

"Upgrades on the field included 
a network of subsoil collector 
drains, geotextile covering and the 
field was raised 60.9cm with a 

combination of porous mix of 
sand, gravel and soil. Because of 
this, the rainwater flows out easily 
from the field area," she said add-
ing that the repair works at the 
stadium was still ongoing. 

It was reported earlier that 
refurbishment work should be 
completed soon and the stadium 
would be open to the public this 
month. 

On Sept 17 last year, StarMetro 
reported that the stadium would 

face a delay in the refurbishment 
exercise because the work was 
being carried out with very few 
workers. 

It was also reported that MPK 
had given an additional 
RM375,000 on top of the RM4mil 
to the contractor because the 
grandstand's steel structure had to 
be replaced. 

The stadium is a popular venue 
among senior citizens, sporting 
enthusiasts and sports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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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ng mini forests in 
Programme part of government's initiative to plant one 

cities 
million trees nationwide 

Xavier (fourth from left) and Water, Land and Natural Resources Ministry secretary-general 
Datuk Zurinah Pawanteh (centre, in black top) after planting a merbau tree during the 
pre-launch of the programme at Bandar Botanic Park in Klang. 

By KALAIVANI MURUGASAN 
metro@thestar.com.my 

SOME 140 trees from 36 species were plant-
ed at Bandar Botanic Lake in Klang as part 
of a forest rehabilitation programme. 

Water, Land and Natural Resources 
Minister Datuk Dr A. Xavier Jayakumar 
attended the pre-launch of the Restoration, 
Redemption and Rehabilitation programme 
in conjunction with International Day of 
Forests which falls on March 21. 

The programme was the first initiative by 
the ministry and Forestry Department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Forest Research 
Institute Malaysia and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Xavier said this is the first programme 
under his ministry which had pledged to 
plant one million trees within the next five 
years. 

"There will be an official launch of this 
programme on March 21 with the aim of 
beautifying the surroundings with more 
green areas, especially in water catchment 
ponds which also act as a form of flood 
control. 

"We are starting to plant trees in several 
areas to accomplish this mission. 

"Today we are also planting 14 merbau 
trees in this lake to promote the national 
tree that was announced by the Prime 
Minister on August 23 last year during the 
'Hutan Kita' exhibition," he said. 

Xavier added that both the local authority 
and residents should join hands with the 
ministry to take care of trees planted at the 
lake. 

"We hope this programme will be an 
example for other upcoming projects. 

"I am hoping to create many mini forests 
in cities with the cooperation of all local 
authorities in every state. 

"These 'forests in the city" will be created 
in smaller spaces as we do not have suffi-
cient area to create large forests in cities. 

"To achieve this, state governments 
should gazette areas as reserved land to cre-
ate mini forests," said Xavier. 

According to the minister, the govern-
ment had allocated RMlOOmil under the 
11th Malaysia Plan for the programme, 
focusing on Peninsular Malaysia. 

"We will ask for more allocation under 
the 12th Malaysia Plan to plant more trees," 
he said. ' 

On another matter, Xavier said any state 
that disagreed with the proposed water tar-
iff increase had been asked to submit their 
mechanism to the ministry to provide treat-
ed water to the people. 

"This is because the cost of preparing and 
managing treated water is high and remedi-
al action has to be taken to address the 
water crisis in several states. 

"Peopl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water 
industry must have more money so we can 
have supply 24 hours a day throughout the 

year," he said. 
Xavier added that only when the 

ministry had sufficient budget could it 
provide the infrastructure to manage water 
operations besides addressing the shortage 

of water supply. 
The proposed increase under the new 

water Tariff Setting Mechanism would 
be between 6sen and 71sen per 1,000 
lit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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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nted enforcement units in the country's 
capital cities keep law and order at public parks 
besides being an attraction to visitors.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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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ing versatility 
Local authorities' mounted unit useful in parks as 
horses' agility enable them to traverse terrains easily 

By FARID WAHAB 
faridwahab@thestar.com.my 

WE ARE all familiar with the sight 
of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on 
horseback in the West, the most 
well-known of which are the 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 famous-
ly called the Mounties. 

Some local authorities in 
Malaysia have also established 
mounted units. 

While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has shut down the unit that 
it operated from 2003 to 2008, 
Kuala Lumpur City Hall (DBKL) 
and Putrajaya Corporation (PPj) 
still maintain theirs. 

MPK's reason for doing so was 
due to the high cost of maintaining 
the mounted unit. 

Apart from being used for law 
enforcement in public parks, the 
authorities say these horses also 
serve as an attraction for visitors. 

Role of mounted unit 
DBKL Horse Unit chief inspector 
Ruzailina Zainal Abidin said there 
are currently 69 horses in the 
team's care. The majority - 46 - of 
them are at the Taman Tasik 
Titiwangsa stable and the rest are 
housed in the Bandar Tun Razak 
stable. 

"Enforcement officers ride the 
horses when patrolling local parks 
to stop vandals, litterbugs and peo-
ple committing indecent activities. 

"Patrols are conducted in two 
shifts. The morning shift starts at 
8.30am while the afternoon shift 
starts at 2.30pm. 

"The horses are brought into the 
paddock to warm up for 45 min-
utes before patrol," she explained, 
adding that the horses also took 
part in parades and city events 
regularly. 

Among the places frequently 
patrolled by the mounted unit are 
Taman Pudu Hulu, Taman Botani 
Perdana, Taman Metropolitan 
Kepong, Taman Tasik Permaisuri, 
Bukit Jalil and Dataran Merdeka. 

Ruzailina said that unlike bicy-
cles and motorcycles, horses could 
traverse the terrains of local parks 
more easily. 

"Horses can jump over drains 
and move up a steep terrain with-
out much difficulty, as opposed to 
bikes and motorcycles which are 
limited to the walkways," she said. 

PPj City Service Department 

Enforcement Division deputy 
director Rozaimi Rosli said apart 
from being an enforcement arm, 
PPj's horse unit also served as a 
tourist attraction in Putrajaya. 

"The horses make for an inter-
esting sight in the city and local 
parks. Many people like to take 
pictures with them," he said, and 
added that the Horse Unit Complex 
in Putrajaya housed 29 horses. 

"Patrols begin at 8am daily. We 
cover Taman Botani, Taman 
Wetland, Taman Rimba Alam and 
Taman Saujana Hijau. 

"Compared to motorcycles, 
horses are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said Rozaimi. 

History of horse unit 
Ruzailina said DBKL's mounted 
unit was formed on Feb 1,1989 
under then Kuala Lumpur mayor 
Tan Sri Elyas Omar. 

"DBKL was the first local author-
ity in the country to have a horse 
unit. 

"Since then, we became a refer-
ence point of sort for other local 

authorities that were interested to 
set up a horse unit of their own," 
she said. 

According to Ruzailina, DBKL 
initially bought Thoroughbreds 
from Australia. 

"They are tall and more boister-
ous. This breed of horses is easy to 
ride and good for racing. 

"But since 2013, we began buy-
ing warmblood breeds from 
Europe. These are bigger and more 
suited for patrols," she elaborated. 

Currently, DBKL has 131 person-
nel comprising administrative 
staff, enforcement officers and 
general workers tasked with the 
day-to-day maintenance of the sta-
bles. 

PPj City Service Department 
Enforcement Division director 
Mohd Ah Jusoh said PPj estab-
lished its horse unit in 2007. 

"Our Thoroughbreds were 
bought from Argentina. 

"Last year, we bought five 
warmblood horses and one 
Arabian horse to replace the old 
horses," he said. 

Twenty personnel work at PP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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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BKL employee leading a horse out from a transporter at the Taman Tasik Titiwangsa 
stable after a-patrol at another park. 

PPj enforcerment officers undergoing horse-riding training at the Horse Unit Complex in Putrajaya. 
The Star 

Photos: LOW LAY PHON and FAIHAN GHANI/ 

A worker at DBKL's Taman Tasik Titiwangsa horse stable 
bathing a horse after a morning pa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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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rse Unit Complex, consisting of 
one officer, two supervisors, 15 
enforcement officers and two 
general workers. 

Among the first recruit was 
inspector Abdul Malik Mat 
Hussain. 

"We attended a three-month 
training with DBKL and another 
training with the police force over 
a similar duration. 

"We then sat for the O-Level 
certification issued by Equestrian 
Association Malaysia, which 
qualified us to ride and manage 
the stables," he said. 

Caring for the horses 
Keeping the mounted unit running 
is no walk in the park, as the hors-
es need regular cleaning and medi-
cal check-ups to ensure they are 
healthy. 

Ruzailina said the stable in 
Taman Tasik Titiwangsa was 
cleaned every day. -

"The horses are regularly 
inspected for injury, especially 
around their legs and tendons. 
Their shoes have to be cleaned 
daily too," she said. 

She added that the horses would 
be taken for a walk on the beach 
once a year to help them release 
stress. 

"Our officers would ride them 
into the water in Port Dickson so 
that the horses could splash about. 
This helps the animals maintain 
good temperament," she said. 

In addition to visits to the beach, 
Abdul Malik said PPj horses were 
allowed to roam freely in the pad-
docks every Friday. 

"Horses can also get stressed 
out, so it is crucial that they be 
given space and time to roam free 
and let off some steam." 

He said the handlers had to be 
mindful in letting only horses of 
similar breed out together in the 
paddock to avoid possible fighting, 
which could result in injury. 

"After the morning patrol, the 
horses will be bathed and brought 
back to their stable for feeding," he 
added. 

Rozaimi said the horseshoes 
were replaced every month. 

"We also have a veterinarian 
from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to 
vaccinate the horses," he said. 

Preparation and training 
Prior to being flown to Malaysia, 

Malik putting 
away his 
saddle and 
bridle in the 
equipment 
room at PPj's 
Horse Unit 
Complex. 

Ruzailina with one of the 46 horses at the Taman Tasik Titiwangsa stable. 

A member or 
PPj's mounted 
unit preparing 
his horse for 
a cool 
washdown. 

both DBKL and PPj horses are neu-
tered and spayed to eliminate 
breeding. 

Male horses that have been 
castrated are called gelding, 

As the horses were from Europe, 
Ruzailina said it was important to 
help them adjust to the hot weath-
er in Malaysia. 

"Prior to arrival, the horses are 
quarantined for a month during 
summer in their original country. 

"Once here, they are quaran-
tined again for about two weeks at 
the airport before being brought to 
the stables," she revealed. 

Ruzailina said a healthy horse 
weighed on average 500kg to 
800kg, and sufficient nutrition as 
well as regular feeding were cru-
cial to maintain the weight range. 

'The horses are fed four times a 
day, at 5am, noon, 6pm and 10 pm. 
Their food consists of varied por-
tions of food pellets, electrolytes 
and hay for fibre and protein," she 
said. 

Meanwhile, Rozaimi emphasised 
on regular training in the paddock 

Mohd Ali says 
PPj bought 
Thoroughbreds 
from Argentina 
for its mounted 
unit. 

to help the horses familiarise with 
various conditions. 

"The horses were trained to 
navigate around poles. 
Occasionally, loud music would be 
played to get them used to distur-
bances." 

He said the horses were normal-
ly bought when they were around 
five to seven years old. 

"This is the age at which they 
are most fit. The service duration 
for a horse normally spans about 
20 years, though this depends on 
their usage and care too. 

"Once a horse reaches the sun-
set of its life and becomes uneco-
nomical to keep, it will be given to 
veterinary faculties in universities 
for research," he said. 

He added that PPj horses were 
fed five times a day, at 5am, noon, 
5pm, 8pm and midnight. 

Rozaimi disclosed that each 
horse cost on average RM2,000 to 
RM3,000 to maintain. 

"This amount includes medical 
supplies and food that is imported. 
The horseshoe that needs to be 
changed monthly, cost RM180," he 
said. 

He added that each horse was 
also assigned a saddle, which cost 
RM3,000 each and could be used 
for 10 years. 

Ruzailina 
showing the 
grains fed to 
horses. 

Rozaimi says the mounted unit is 
part of PPj's enforcement arm and 
the horses are an attraction in 
Putraj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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桶

文告，

:圾桶将 
奚龙SLT 

丨神庙大

:桶则放 

r堂，蕉 

L苑11路

供民衆大掃除棄大物件

加影市會置大垃圾
(加影8日讯）加影市议会即 

曰起，在各地区放置大型垃圾 

桶，供民众在新年大扫除时丢弃 

大件垃圾。

市议会将分3个日期进行这项 

清收大型垃圾服务；1月6曰至10 

曰，大型垃圾桶放置地点分别位 

于锡米山新村民众会堂、无拉港 

新村民众会堂、蕉赖九支民众会 

堂及武来岸民众会堂。

根据加影市议会公共 

固体废料管理组发出的 

1月13曰至17日，大型垃 

放置在首都镇1/8路、双i 

路（保安亭）、仙水渚 

路、士毛月新村巴刹。

1月20日至24日，垃圾 

在蕉赖十一哩新村民众会 

赖万年花园第6路、帝達 

以及皇冠城达央4/8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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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新春裝飾太刺眼風波

黃思漢：春節不涉及宗教

莫哈末凱魯是井底之蛙

(吉隆坡8日讯）金銮区州议 

员黄思汉抨击土著权威党副主席 

莫哈末凯鲁阿占，对校园新春装 

饰感到“刺眼”，显示他是个思 

维狭隘的井底之蛙，只适合活在 

“井底”而不是多元文化的马来 

西亚。

黄思汉也是雪州行政议员。他 

发文告说，对蒲种市镇国中1校因 

接获莫哈末凯鲁阿占投诉该校新 

春装饰，让穆斯林家长感到不安 

而答应拆除一事，感到失望。

他指出，我国是个多元文化的

国家，每逢各大民族的佳 

节，除了大街小巷有应节 

的装饰，各源流学校也会 

装饰一番，以营造气氛和 

促进各族文化交流。

他强调，新年是华裔的 

文化传统，并不涉及宗 

教，没想到身为一党领袖 

的莫哈末凯鲁阿占却搞不 

清楚，给人当笑话了。

“如果他眼里容不下其他种族 

的文化，大可选择活在自己的 

‘井底’，才能避免看到他觉得 

‘刺眼’的东西。”

他指出，莫哈末凯鲁阿占没有 

提及有多少位家长投诉，不能代 

表该校家长，甚至危耸听指新 

春装饰让穆斯林家长感到不安， 

宣称此举已违反联邦宪法。

1 **«>■* V ■»** M I "W
j y

“校园新春装饰并没有不妥， 

也没有制造不安，反而是他的雜 

论让大家感到不安。”

他指出，面对上述事件，校方 

应请示教育部以作出妥当的处 
理，而不是单凭莫哈末凯鲁阿占 

个人投诉便“妥协”拆除。

他认为，校方应当重新布置校 

园，而非对极端主义者低头，让 

这个农历新年蒙上一层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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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影市區有70個

II ff16tlB0
山.

■设在加影市区的其中一台闭路电视。

林雁

(加影8日訊）疑缺乏维修， 

加影市区约70个闭路电视，只剩 

不到20个尚能操作！

为了打造雪州安全城市，雪州政府 

于2014年在州内11个地方政府的公共 

场所，安裝414台闭路电视，以防范罪 

案，其中加影市议会共安裝50台。

加上房屋及地方政府多年前安装 

的，加影市区共有T0台’…— 

料多年后的今天，只剩 

作，政府最初规划的安 

彷佛成了白象计划。

加影市议员荅拉向 

露，据他接到的投报，

闭路电视可操作，其他 

停止操作。

匪徒越來越2

他说，甚至有警员埋：

时;，警方没办法调看市 

画面。

“民众担心少了闭路 

匪徒会越来越猖狂。”

加影市议会主席拿督 

证实，加影市区内的T0 

只剩不到20台可操作。

他说，这些闭路电视 

由雪州政府及房政部安 

府及房政部负责维修。

“闭路电视的监控室 

厦，但维修工作由州政 

负责。”

丨才j路电视，小 
不到20台有操 

全城市计划，

《中国报》透 

目前只有16台 

的都已损坏或

丨昌狂

怨，发生罪案 

区的闭路电视

电视的监控，

罗斯里受询时 

台闭路电视，

在三、四年前 

装，并由州政

设在市议会大 

府及房政部部

■士毛月路加影医院外面，也有一台闭路电 

视。

*

1

■安装闭路电视的柱子上，注明闭路电视24 

小时操作，但有否操作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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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市會週六舉辦

士毛月新村巴剎大掃除
(士毛月8日讯）配合农历新年即将到来，加影市 

议会将于本周六（11日），在士毛月新村巴刹举办 

农历新年全民大扫除及收集垃圾活动，村民受促踊 

跃参与。

这项活动由加影市议员哈纳菲、乌冷卫生局、士 

毛月州选区协调官及士毛月新村管理委员会联办， 
当天活动将在从下午2时至7时进行。

村民可在大扫除前将大件垃圾或家具先收集好，

放在住家门口。

士毛月新村管理委员会助理秘书丘文绕说，除了 

大扫除清理新村周遭环境，当天乌冷卫生局会在巴

■丘文绕促请民众踊跃参与大扫除。

刹旁的泊车场提供免费健康检查。

他说，该会当天也邀请慈济基金会到现场讲解环 

保课题，希望可提高民众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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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直落玻璃樂齡聯誼 I、m

曰

團I拜丨晚I宴
(巴生8日讯）巴生直 

落玻璃乐龄联谊会于2月9 

曰（星期日）晚上T时， 
在巴生直落玻璃凤山寺公 
会礼堂，举办庚子年新春 
团拜联欢晚宴。

主席吕福财指出，举办 
新春团拜联欢晚宴，宗旨 
是发扬敬老精神及关爱残

障孤儿美德。
新春团拜联欢晚宴，将 

邀请雪州行政议员甘纳荅 
地劳、班达马兰区州议员 
梁德志、巴生市议员吕精 
伟等为大会贵宾。

他说，大会将捐献款项 
及曰常用品给6间慈善中 

心，包括美门残障中心、

好撒玛利亚之家（Good 

Samari tan home)、愛心

慈善揺篮、巴生滨海华人 
积善堂老人院、天缘道堂 
老年之家及循民华小。

当晚，预计筵开60席， 
招待120名来自六间慈善 

弱势老人与残障儿童，并 
派新春红包给他们，让他 
们感受人间温情。

出席新闻发布会者，包 
括副主席李建发、李兴 
财、财政陈威仲及总务阿 
南马来。

兴
财
。

仲

、
吕
福
财
、
阿
南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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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華敏

智礼忽然辞去教育 
部长一职，槟州第 

二副首长拉马沙米就此 
事在面书评论了几句， 
遭妇女、家庭与社会发 

展部副部长杨巧双回 
应了几句，谓，如果国 
会议员和州议员都专注 

于自己任务，国家就会 
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 
或许言者无心，听者有 
意，一段面书的有感而 
发和回应留言，意外引 
发了希盟行动党自家人 
的口舌之争。

现今社会，网络太先 
进太普遍，一个留言， 
一个回应，分秒之间， 
网络战火即起。不看网 
络社交媒体消息则感觉 
跟不上时代，一追看网 

络新闻却使人感觉社会 
乱糟糟的，心烦得很。 

不负责任，不堪入目， 
极度无情，幸灾乐祸， 
颠倒是非，唯恐天下不 
乱的留言满天飞，使人 
对人性心灰意冷。

多看幾眼再回應

不知大家有没有如 
此的经验：收到社交媒 
体如面书、WhatsApp 
Instagram等的信息， 

一次所理解的内容，有 

时跟重看时的理解有所 
不同，这时才发觉自己 

误解了其原意。匆匆一 
眼看到的词句，我们经 
常会不留神漏掉或误解 
一些词句；如果我们贸 
贸然就以当时的情绪匆 
匆回应，很可能就是以 
勃然大怒的语气回应， 
于是乎造成不必要的误 
会，
W罪了对方，大家怒

气冲天的一来一往，衍 
生了不必要的争吵。因 
此，收到WhatsApp信息 

或浏览面书等文章时， 
最好是不要即刻回应留 
言，务必多看一眼， 

沉淀一下，以免产生误 
解。

°人与人之间交谈，除 
了用词，语气也表达了 
喜怒哀乐，语调中所表 
露的情绪，告诉了对方 
自己所持的态度。相同 
的一句话，是善意或恶 
意，可从语气中分辨出 
来。

減少誤會的發生

双方面对面交谈时， 

从身体语言，从语气或 
语调中，我们能感觉对 
方的态度，可是在面 
书WhatsApp等书面上交 

流，则缺少了语气或语 
调，因而往往会产生误 
解。因此，回应或留;_售 

时，有时就需要加上书 
面上的语气助词，如： 

啊、呢、吗、吧等，以 
及句调，如：句号、问 
号、惊叹号、感叹号， 

还有如今非常流行的表 
情符号。有了这些语气 
助词、句调或表情符号 
的修饰，就不会让人觉 

得语气重，能减少误会 
的发生。

人的情绪是很容易被 

挑动的，尤其对不怀好 
意的种族及宗教煽动性 
言论，反应更是激烈。 
警队一哥阿都阿密促请 

政治人物，不要制造课 
题和冲突，避免浪费警 
力。

他说得对，我国政治 
人物经常为了达到个人 
目的，不惜煽动人民情 
绪，因为民众一看到面 
书上的文告，不假思索 
的就火冒B丈跟著他起 
哄。文字的杀伤力是多 
么的大，所以何妨多看 
几回，这样才能作出冷 
静且正确的回应。

多
用
語
氣
助
詞
和
表
情
符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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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鼷燈籠
(蒲种8日訊）国中爆发 

新春装饰风波后，多位部长 

在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兹沙 

率领下，到访该校并力挺该 

校，坚称国中在华人新年挂 

灯笼不应成为炒作课题。
旺阿兹莎等人是于下午3时30 

分，陆续抵达蒲种市中心国中一 

校，随行的有财政部长林冠英、 

通讯及多媒体部长哥宾星、青体 

部长赛沙迪、外交部长拿督赛夫 

丁阿都拉、首相署部长慕查希、水务、dfc 

地及天然资源部长拿督赛维尔、副教育部 

长张念群、公正党梳邦区国会议员黄基全 

及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等。

众人也发布一致声明，全力支持在华人 

新年挂灯笼不是课题，且表明大马是和谐 

国家，各族人士皆可一起庆祝佳节庆典。
旺阿兹莎在记者会上也强调，举行农历 

新年庆典和挂灯笼，不应该成为被炒作的 

课题。

應共同歡慶佳節

她说，大马是个和谐的国家，从独立迄 

今，人民都是生活在稳定和和谐的社会 

■众部长到蒲种市镇国中一校并移交10个灯笼，让校方在校园内张挂，意味 

新春装饰掀种族课题的风波，暂且告一段落；左2为賽维尔、黄基全、张念 

群、林冠英、旺阿茲沙、賽夫丁、慕加希、哥宾星、賽沙益及黄思汉。

大陣仗力挺蒲種國中 國
中
新
春
裝
飾
太
刺
眼
風
波

中，即使拥有多元宗教和族群，大家都一 

起庆祝佳节庆典。

她也以小时侯曾阅读的一个有关灯笼的 

故事为例，指灯笼的由来是一名家婆要看 

媳妇是否聪明，所以考验媳妇，说要把火 

放在纸张里面，所以她觉得这是华人的传 

多充文化。

^ “我们不应该炒作这些课题，内阁上下 

都同意我们要照顾和维持和谐社会。”

针对学校是在警方劝告下拆除灯笼，旺 

阿兹莎说这不是课题，如果是说安全问题 

还可以考虑。

她说，据她了解，该校过去10年都有挂 

灯笼，且向来没有问题，为何如今反而会 

形成问题。

此外，在记者会上，有媒体询问为何掌 

管国民团结及社会和谐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瓦塔慕迪未有例席时，众人代为回应指瓦 

塔慕迪另有会议，旺阿兹莎也笑称他们都 

是和谐部长。

重掛燈蘢風波平息
种市中心国中一校重新挂上红 

夂用灯笼，拆除新春裝饰风波正式 

告一段落。

n 土著权k党副主席莫哈末凯鲁阿占 

称该国中新春装饰太“刺眼”且违反 

宪法，促请校方拆除装饰引发争议 

后，以旺阿兹莎为首的多位部长也陆 

续前往该校了解情况。

众领袖随后在10个大红灯笼上签 

名，并见证该校重新挂上红灯笼。

此外，该校华文学会代表指出，校 

内灯笼都是学会通过办活动赚取的盈 

利，自行购买，很多灯笼使用已久， 

所以部分看起来很久。

他说，学生昨天只来得及拆除部分 

灯笼和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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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溝渠見紅水居民不安
(安邦8日讯）不法人士霸占政府 

地充作非法垃圾场，工业垃圾堆积如 
山，从山上倒到山下，引发居民不

° 上周一次下大雨时，山下小沟渠还 
出现“红水”，虽然没有味道，但居 
民也担心会导致河流污染。

有关非法垃圾场位于安邦打昔新村 
乌冷路旁的一块政府地。

行动党莲花苑区州议员黎潍福指 
出，有关地段并非垃圾场，而是政府 
地，一共分成12个地段，不到一英 

亩，开放给居民申请起房子。
他说，最近有居民投诉，才发现这 

片地段已成为非法垃圾场，都是工业 
垃圾，上个月开始情况越来越严重。

“非法操作者从中牟利的同时，我 
们也担心垃圾太多会倒塌，最后受苦 
的是山下的居民。”

他今日带同市议会执法员、土地局 
代表等人前往巡视时，这么指出。

为 
黎郭 
潍纬 
福界

出席者包括安邦再也市议员陈瑞 
雯、郭纬界、丁杰隆、黎潍福助理菲 
道斯、打昔柏迈村长诺莎妮查等人。

黎潍福说，上周五下雨时，居民发 
现柏迈23路附近沟渠出现来历不明， 

红色的水，我们也担心会引发河流污 
染而制水的问题。

文轉C3 ♦

■法进
市垃人
议圾°
会场
已，
查任
封何
有人
关不
非得

丁傑隆：違例棄建材充公羅厘

左2
起

‘杰隆强调，打昔新村没有合法垃圾 
场，不允许承包商丢弃建筑废料。

他说，违例者被取缔，罗厘会被充公。 
“2018年，我们已查封这里两个非法垃圾 

场？这是第三个〇，，

^潍福说厂若°有任何公司的罗厘因丢弃非 
法垃圾被充公，也无需向服务中心求助。

“州政府欢迎地主把土地申请为土埋场， 
解决当地人把垃圾送到最靠近，但也距离10 
公里的士毛月双溪拉朗路（Sg Lalang)固 

体废料土埋场。”
他说，清理这里的垃圾涉及庞大费用，将 

在找到幕后操作者后，通过罚款处理。

政府地
地
點
：
安
邦
打
昔
新
村
烏
冷
路
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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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文接C1 調查幕後操作者
黎潍福说，居民协会和神庙理事上周通 

过郭纬界报案，要求警方调查。
“市议员会继续跟进此事，此事也涉及 

警察、地方政府和土地局，会调查幕后的 
操作者，土地局也会市议会配合展开埋伏 
行动。”

他补充，土地局已拆除空地一个相信是 
工人宿舍的建筑，搬迁到另一端，当时没 
有逮捕任何人。

“目前空地也已查封，不准任何人进 
入，擅自闯入或非法进行活动者，最高罚
款是5p瓦令育T~”」„ PRINTED AND DISTRIBUTED BY PRESSREADER

|J pressreoder PressReader.com +1 604 278 4604

- ，y>-

:»■

• • h

■安邦打昔新村乌冷路旁的一块 
政府地被霸占为非法垃圾场。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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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華敏

智礼忽然辞去教育 
部长一职，槟州第 

二副首长拉马沙米就此 
事在面书评论了几句， 
遭妇女、家庭与社会发 

展部副部长杨巧双回 
应了几句，谓，如果国 
会议员和州议员都专注 

于自己任务，国家就会 
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 
或许言者无心，听者有 
意，一段面书的有感而 
发和回应留言，意外引 
发了希盟行动党自家人 
的口舌之争。

现今社会，网络太先 
进太普遍，一个留言， 
一个回应，分秒之间， 
网络战火即起。不看网 
络社交媒体消息则感觉 
跟不上时代，一追看网 

络新闻却使人感觉社会 
乱糟糟的，心烦得很。 

不负责任，不堪入目， 
极度无情，幸灾乐祸， 
颠倒是非，唯恐天下不 
乱的留言满天飞，使人 
对人性心灰意冷。

多看幾眼再回應

不知大家有没有如 
此的经验：收到社交媒 
体如面书、WhatsApp 
Instagram等的信息， 

一次所理解的内容，有 

时跟重看时的理解有所 
不同，这时才发觉自己 

误解了其原意。匆匆一 
眼看到的词句，我们经 
常会不留神漏掉或误解 
一些词句；如果我们贸 
贸然就以当时的情绪匆 
匆回应，很可能就是以 
勃然大怒的语气回应， 
于是乎造成不必要的误 
会，
W罪了对方，大家怒

气冲天的一来一往，衍 
生了不必要的争吵。因 
此，收到WhatsApp信息 

或浏览面书等文章时， 
最好是不要即刻回应留 
言，务必多看一眼， 

沉淀一下，以免产生误 
解。

°人与人之间交谈，除 
了用词，语气也表达了 
喜怒哀乐，语调中所表 
露的情绪，告诉了对方 
自己所持的态度。相同 
的一句话，是善意或恶 
意，可从语气中分辨出 
来。

減少誤會的發生

双方面对面交谈时， 

从身体语言，从语气或 
语调中，我们能感觉对 
方的态度，可是在面 
书WhatsApp等书面上交 

流，则缺少了语气或语 
调，因而往往会产生误 
解。因此，回应或留;_售 

时，有时就需要加上书 
面上的语气助词，如： 

啊、呢、吗、吧等，以 
及句调，如：句号、问 
号、惊叹号、感叹号， 

还有如今非常流行的表 
情符号。有了这些语气 
助词、句调或表情符号 
的修饰，就不会让人觉 

得语气重，能减少误会 
的发生。

人的情绪是很容易被 

挑动的，尤其对不怀好 
意的种族及宗教煽动性 
言论，反应更是激烈。 
警队一哥阿都阿密促请 

政治人物，不要制造课 
题和冲突，避免浪费警 
力。

他说得对，我国政治 
人物经常为了达到个人 
目的，不惜煽动人民情 
绪，因为民众一看到面 
书上的文告，不假思索 
的就火冒B丈跟著他起 
哄。文字的杀伤力是多 
么的大，所以何妨多看 
几回，这样才能作出冷 
静且正确的回应。

多
用
語
氣
助
詞
和
表
情
符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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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華敏

智礼忽然辞去教育 
部长一职，槟州第 

二副首长拉马沙米就此 
事在面书评论了几句， 
遭妇女、家庭与社会发 

展部副部长杨巧双回 
应了几句，谓，如果国 
会议员和州议员都专注 

于自己任务，国家就会 
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 
或许言者无心，听者有 
意，一段面书的有感而 
发和回应留言，意外引 
发了希盟行动党自家人 
的口舌之争。

现今社会，网络太先 
进太普遍，一个留言， 
一个回应，分秒之间， 
网络战火即起。不看网 
络社交媒体消息则感觉 
跟不上时代，一追看网 

络新闻却使人感觉社会 
乱糟糟的，心烦得很。 

不负责任，不堪入目， 
极度无情，幸灾乐祸， 
颠倒是非，唯恐天下不 
乱的留言满天飞，使人 
对人性心灰意冷。

多看幾眼再回應

不知大家有没有如 
此的经验：收到社交媒 
体如面书、WhatsApp 
Instagram等的信息， 

一次所理解的内容，有 

时跟重看时的理解有所 
不同，这时才发觉自己 

误解了其原意。匆匆一 
眼看到的词句，我们经 
常会不留神漏掉或误解 
一些词句；如果我们贸 
贸然就以当时的情绪匆 
匆回应，很可能就是以 
勃然大怒的语气回应， 
于是乎造成不必要的误 
会，
W罪了对方，大家怒

气冲天的一来一往，衍 
生了不必要的争吵。因 
此，收到WhatsApp信息 

或浏览面书等文章时， 
最好是不要即刻回应留 
言，务必多看一眼， 

沉淀一下，以免产生误 
解。

°人与人之间交谈，除 
了用词，语气也表达了 
喜怒哀乐，语调中所表 
露的情绪，告诉了对方 
自己所持的态度。相同 
的一句话，是善意或恶 
意，可从语气中分辨出 
来。

減少誤會的發生

双方面对面交谈时， 

从身体语言，从语气或 
语调中，我们能感觉对 
方的态度，可是在面 
书WhatsApp等书面上交 

流，则缺少了语气或语 
调，因而往往会产生误 
解。因此，回应或留;_售 

时，有时就需要加上书 
面上的语气助词，如： 

啊、呢、吗、吧等，以 
及句调，如：句号、问 
号、惊叹号、感叹号， 

还有如今非常流行的表 
情符号。有了这些语气 
助词、句调或表情符号 
的修饰，就不会让人觉 

得语气重，能减少误会 
的发生。

人的情绪是很容易被 

挑动的，尤其对不怀好 
意的种族及宗教煽动性 
言论，反应更是激烈。 
警队一哥阿都阿密促请 

政治人物，不要制造课 
题和冲突，避免浪费警 
力。

他说得对，我国政治 
人物经常为了达到个人 
目的，不惜煽动人民情 
绪，因为民众一看到面 
书上的文告，不假思索 
的就火冒B丈跟著他起 
哄。文字的杀伤力是多 
么的大，所以何妨多看 
几回，这样才能作出冷 
静且正确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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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8曰讯） 

巴生永安镇新春年 

货市集档口设在 

7-11便利店前的 

停车场和早市结束 

后的早市路段，目 

前已开放供商家申 

请，巴生市议会将 

以先到先得方式处 

理，因此有意者受 

促从速提交申请。

■永安镇早市路段的年货市集，将在中午12时后开始摆档至午夜时分

年貨市集開放申請
商家受促11日起來永安鎮擺攤

巴生市议员严玉梅向媒体发布年货 

摊位接受申请信息时说，市集两处地 
点的停车场可容纳30个年货档口，目 

前已有人提出申请，并指早市路段只 

要获得当地商家和早市小贩的允许， 

做好协调工作，便能开放充作永安镇 

年货市集之一。

她说，设于早市路段的年货市集， 

会在商贩结束早市收拾好摊位后，大 
约中午12时才开始营业，一般可营业 

至午夜时段，但年货摊主不能占用太 

多道路空间，该路段仍需保留供通车 

之用。

申请费620令吉

她透露，年货市集摆摊期从本月11 

至24日（年除夕），为期14天，一个 

摊位申请费为620令吉，包括300令 

吉抵押金、70令吉执照费（1天为5令 

吉）、200令吉清洁费、45令吉泊车 

位及5令吉执照套。

严王梅强调，申请临时摊位的小贩 

须符合条规，必须是大马公民、居住 
在巴生及年龄18岁以上等。

不过，她说，由于临时摊位数量有 

限，每个摊格规格为10尺乘10尺，所 
以一人只限申请一个摊位；若摊位位 

于商店前方，店家,可优先提出申请。

“新春年货市集结束后，小贩必须 

在1个月内，即1月27至2月26日，申 
请索回300令吉抵押金。只要符合条 

例，市议会便会归还抵押金，一旦过

■从本月11日起，永安镇7-11便利店前的停车场 
地点，到时将不允许泊车。

将充作14天年货市集

賣
肉
乾
需
中
請
執
昭

了期限 
(TSI )

市议会有权拒绝归还。

玉梅披露，尽管目前尚未接获 

f烘肉干小贩的正式申请，但留 

意到坊间已有人开始摆档卖肉干， 

因此她提醒肉干小贩需按规定向 

市议会申请临时年货执照，否则市 

议会可当"非法摆档或非法小贩” 

取缔执法，奉上300令吉的“牛肉 

干"罚单！

她呼吁新春期间烘卖肉干的巴生 

小贩，除了按照规定需向市议会 

提出年货摊位的申请，也应在临时 

执照的要求下，如熟食小贩般注射 

防传染病的预防针，并应确保烘肉 

干的熏烟不会影响到其他商家做生 

意，予人方便，自己也方便。

严玉梅也促请卖肉干小贩不要只

是选取本身喜欢、客源多的地点营 
业，因此很多时候都在店前的五脚 

基摆档，但烘烤肉干飘散的熏烟， 

却对邻近商家形成干扰，甚至引发 

纠纷风波。

她证实，肉干小贩可在永安镇的 

两处年货市集摆档营业，但必须和 

其他摊贩协调好位置，以免造成影 
响。

另一方面，她也欢迎市民于来临 

星期天（12日）上午8时30分，到 

永安镇早市索取由雪州行政议员兼 

巴生新城区州议员拿督邓章钦派发 

的年柑和春联，一起过早年感染新 
春气氛。（TSI )

Page 1 of 1

09 Jan 2020
Guang Ming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Supplement • Audience : 49,712 • Page: KB6
Printed Size: 599.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9,075.76 • Item ID: MY0038389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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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4A4，A5 版

蒲
种
国
中
漏
夜
拆
除
新
春
装
饰

Page 1 of 2

09 Jan 2020
Kwong Wah Yit Poh,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59,667 • Page: A1,A4
Printed Size: 1097.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2,299.70 • Item ID: MY0038386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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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11s^ig
副接:与宗教何矫丨

(蒲种8日讯）蒲种市国中一校校园挂红灯笼和新年装饰被土权党形容 

刺眼课题爆发，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认为，对自独立以来已经庆祝各 

种族节庆的国家而言，这不是一个问题，内阁一致决定要维护国家的和 
谐，并让国家继续前进。

她说，今天的到来是要维持国家的团 

结，我国独立以来没有面对各种如灯笼或 

其他多元社会节庆的问题。

“别成为分裂我们的课题，我们是繁 

荣和平安宁的国家，我们前来是要显示， 

别制造一个无中生有的课题。”

“华人农历新年就是节庆，跟宗教有 

何关系？”

“这是华人农历新年，灯笼对我而 

言，在我小时候，听说中国要看媳妇是否 

有巧手就看她会不会做灯笼，这是华人的 

文化。”

她也说，警方将会调查土权党的动

机0

这项课题引起举国关注，除了副首相 

外，财政部长林冠英、土地、水务及天然 

资源部长希维尔、外交部长拿督赛夫丁阿 
都拉、青年及体育部长赛沙迪、通讯部长 

兼蒲种国会议员哥宾星、掌管宗教事务的 

首相署部长拿督慕扎希、教育部副部长张 
念群、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梳邦国会议 

员黄基全等，都在周三下午到这所国中了

解。

不过掌管团结事务的首相署部长瓦达 

姆迪缺席这场活动时，在场部长表示他在 

出席会议。

黄思汉也额外赠送10个大红灯笼予 

这所国中，让学校更添喜庆。

希维尔则不认同这项课题与爪夷文课 

题有关，财政部长林冠英也补充：“我们 

有反爪夷文吗？没有。”

他欢迎全国总警长丹斯里阿都哈密的 

声明化解此事，全国总警长丹斯里阿都哈 

密今天指，警方将会调查土著权威党副主 
席莫哈末凯鲁的动机。

副教长：

应与教育部商量对策
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表示，学校若面 

对类似蒲种市国中一校的问题时，可与教 
育部商量对策。

她说，学校是这项课题的受害者。

针对有指学校有两名老师也同意土权 

党的举动，张念群表示，尚未接获相关报

告0

询及是警方是劝告校方取下新春装 

饰？张念群说：“这不是一项指示，而是 

一项劝告。”

她较后补充，这不是唯一一所学校为 

配合新春佳节而布置的新春装饰，因此这 

一次成为课题也让校方感到惊讶。

她说，教育部将会支持促进和谐及团 

结的校方，因为学校是最好宣导团结与和 

谐的地方。

询及学校将如何应对这些威胁时，张 
念群说，若校方接获这些威胁可与教育部 

商议。#

国中张挂装饰品

乃配合书法赛及农年
育部已经对蒲种市镇国中一校农历 

新年装饰事件进行调查，发现该校 

是配合农历新年及1月11日雪州华文书 

法比赛而做出这些装饰。

教育部周三发表文告说，教育部满意 

蒲种国中的解释，并对于该校获选为雪州 

华文书法比赛主办学校一事引以为荣。

文告指出，学校张挂装饰品迎接佳

节，是支持教育部的学生交融团结计划 

(RIMUP)，该计划鼓励学校附近的社 

群、教师及在学生的合作下，共同举办一 

些活动。这包括举办一些可团结各族的文 

化活动。

文告说，教育部支持在学校开展促进 

文化交流，提高对于多元文化背景有更深 

入了解的活动。#

通讯多媒体委员会传召

土权党副主席录供
通

 
 
 

 

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传召土著权威党副主席莫哈末凯鲁， 

周四针对他抗议蒲种市镇国中一校农历新年装饰一事录 

供0

凯鲁周三晚推文指出，他因为致函蒲种市镇国中一校，投诉 

过度采用农历新年装饰，而被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传召。

他说，他周四早上10时将在律师陪同下前往录供。

他也在另一则推文中写道：“你们高兴地去庆祝这个假胜利 

吧。趁你今日还掌权，用尽所有的执法机构来恐吓你的敌人。明 

曰可能轮到我掌权了，到时请确定你们要躲藏的虫洞。” #

巫裔网民纠正：装饰无关宗教

无;
:论如何，仍有不少各族网民在凯鲁的推文下纠正凯鲁的 

•说词，指农历新年乃文化庆典与宗教无关。

一名巫裔网民要求该校老师无需理会凯鲁的指控，因为农历 

新年不是宗教活动；也有网友庆幸90年代念书时没有类似的事 

件，当时大家可以在绘画课画出各族庆典的图画。

至于张念群脸书则引来华裔网民的骂声，不少要求她站出来 

解决问题，也有人要她在问题获得解决前，不要标记“新马来西 
亚，，°

事情引发后，一名自称该校校友的网民昨晚在脸书上载了两 

张灯笼及其他装饰被拆除的照片，心疼表示布置的心血就这样没 

了。

他说，母校上报后，他们回校帮老师拆灯笼，更指华人在该 

校一点尊严都没有了。。
“12年来年年都是如此的布置，偏偏 

今年才生是非，说什么三大种族，背地里

一堆小动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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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洗黑钱逾百万

隆市厅前高官加控3罪
(莎阿南8日讯）继昨天面对6

项收贿罪控后，法庭今天加控 

吉隆坡市政厅公共交通及工程 

组前高级副主任（公共）沙布 

丁3项涉嫌洗黑钱控状，涉及 

款项达100万零187令吉。

58岁的沙布丁在通译员宣 

读控状后，在法官罗兹拉面前 

否认有罪。

根据第一项控状，沙布丁 

被指使用4万3000令吉现 

金，向一家罗里经销商东主黄 

少明（译音）购买一辆罗里， 

有关款项是洗黑钱活动得来的 

款项。

他被控去年5月1 R，在 

蒲种一间店内犯下上述罪行。

此外，他在第2项控状下 

被控拥有从洗黑钱活动得来的 

66万3017令吉现金，他被控 

去年5月9 R在安邦一间住家

犯罪-

根据第3项控状，他被控 

拥有从洗黑饯得来的29万 

4170令吉，他被控于去年5月 

9日，在Sasi’estu有限公司办 

公室犯下上述罪行。

在上述所有控状下，沙布 

丁被控抵触2001年反洗黑 

钱、反恐怖主义融资法令及非 

法活动收益法令第4 (1) (b)

条文（涉嫌非法活动收益交

易） 旦罪成，可在相同法

令第4 (1)条文下，判处最高 

15年监禁和罚款不少过非法活 

动收益5倍或500万令吉，视 

何者为高。

获准10万保释

来自大马反贪污委员会的 

主控官聂哈丝丽妮副检察司 

说，基于沙布丁罪行严重，控

沙布丁（右）在入庭面控时，尝

方不建议保释，不过如果法庭 

认为可保释，控方建议10万 

令吉保释金及两名担保人保 

释D

被告的代表律师艾曼说，

其当事人昨天在吉隆坡地庭面 

对6项涉嫌收贿的控状，已缴 

付12万令吉保释金。

“我要求法庭考量上述案

试躲避媒体的镜头。

件，并订较低的保释金，因为 

法庭昨天已谕令我的当事人将 

护照交给法庭保管，他没有潜 

逃的理由。”

罗兹拉批准被告以10万 

令吉及两名担保人保释，并将 

护照交给法庭保管，此案将于 

下月20日重新过堂。

被告缴付保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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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邦再也市"ZST 13日起 

免费收住宅大型垃圾
(梳邦再也8日讯）梳邦再也

市议会配合农历新年到来，市 

民大扫除需要，将于木月13

日起至24日，免费为辖内有 

地住宅提供收垃圾服务。

梳邦再也市议会发表文告

指出，惟这项服务不包括多层 

楼建筑物，如组屋、公寓。

有意者可向环境管理局 

(03-80267433 / 7430 / 7431 / 

3182)申请，当地的固地废料 

承包商也会向居民说明日期， 

而屋主需把所有大型垃圾置在

屋刖。

只限特定日期

而固体废料公司负责的部 

分，只限特定日期。

这些大型垃圾仅限家具或 

电器，不包括装修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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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8日讯）巴生直落玻璃 

乐龄联谊会将于2月9日（农 

历正月十六，星期日）晚上7

主席吕福财指出，举办新 

春团拜联欢晚宴，宗旨是发扬 

敬老精神及关爱残障孤儿美 

德，届时将邀请雪州行政议员 

甘纳巴迪劳、班达马兰州议员 

梁德志、巴生市议员吕精伟等 

为大会贵宾。

该会也将捐献款项及日常 

用品给6间慈善中心，包括美 

门残障中心、好撒玛利亚之家 

(Good Samarilan home)、爱心、 

慈善摇篮、巴生滨海华人积善 

堂老人院、天缘道堂老年之家 

及循民华小；当晚，预计筵开 

60席，招待120名来自6间慈 

善弱势老人与残疾儿童，现场 

也将派发红包给他们。

出席者包括副主席李建 

发、李兴财、财政陈威仲及总 

务阿南马来《

巴生直落玻璃乐龄联谊会
时，在巴生直落玻璃凤山寺公 

会礼堂，举办庚子年新春团拜 

联欢晚宴。
下月9办新春团拜宴

财
。

陈
威
仲
、
吕
福
财
、
阿
南
马
来
及
李
兴
 

团
拜
联
欢
晚
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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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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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9日參星期四

XilTS
Jitoi

(巴生8日讯）又是迎接庚子鼠年到来之时，巴生多个 

闹市已准备就绪，开始张灯结彩把大红灯笼高高挂 

起，让整个市区充满新春佳节的喜庆氛围！

实际上，新春跫音已不断逼近，还有两周时间就 
是华人农历新年，因此巴生新镇州选区和班达马兰州 

选区服务中心也积极投入布置工作，以在一些华人聚 

集区换上新装，与民同庆佳节。

■中，巴生新 

镇州选区不 

忘强调环保意识，再 

循环使用去年吊饰，

这些获重新派上用场 

的新年吊饰，有助减 

少浪费。

目前，巴生永安 

镇、卫星市、班达马 

兰等区已纷纷换上红 

彤彤新装，盼有助炒 

热当地热闹气氛的同时，也可 

带旺人潮涌入，以便激活周边 

地区的商业活动。

牌坊吸引人潮打卡

他说，除了州选 

区拨款购置和重用的 

250个大红灯笼外， 

卫星市内也设有4个 

约5尺大的红灯笼， 

2个悬挂在这个二合 

一的市集人口处，另 

2粒则在双溪布鲁路 

人口处。

“我也动用市议 

员拨款耗资约5000 

令吉，打造一个大型新春牌 

坊，约7、8尺大，设立市集 

人口处，除了炒热新春气氛， 

也希望可成为民众‘打卡’地

占〇 ”

黄智荣

议员拨款挂数百灯笼
巴生市议员黄智荣受询时 

说，今年卫星市2个年货市 

集，即双溪布鲁路（Jalan 

Sungai Puloh)市集和卫星市 

国中前周日市集，都转移至双 

溪布鲁 13(i 路（lorong sungai 

Puloh 13d)路开摊，共60至 

70个摊位，所以在年货市集 

处悬挂红灯笼有助于炒热z-〔 

氛。

他说，年货 

市集上周R已开 

始摆摊，弁安排 

志愿警卫团成员 

协助维持交通秩 

序，同时有卫星 

市社警负责市集 

内的治安，防止 

有人闹事和小偷 

偷窃等 谢秀 陈如坚

市议员谢秀受询时指出，班达马兰 

州议员梁德志也拨款在大街和警察路， 

悬挂650个红灯笼，此外，高阳苑北卡 

卡道 （Pei’siaran Pegaga) 和杜礼路 

(Lebuli Turi)也将悬挂100个红笼灯。

陈如坚则指出，邓章钦拨款也将在 

本身负责的曼丁路（Jalan Mantin)加埔 

路的交接处，悬挂约150个红灯笼，预 

料未来几天便可开始动丁，并且在下周 

完成。

提倡环保灯笼循环用
巴生市议员严玉 

梅表示，永安镇及巴 

生市区装饰活动已进 

行第四年，与往年一 

样，除了巴生新镇州 

选区服务中心拨款装 

置之外，也有商家通 

过企业社会责任 

(CSR)配合赞助装 

饰，以炒热新春佳节 

气氛。

获商家赞助

“为推崇环保意识，州选 

区服务中心此次在北干崙鲁路 

张挂的300个大红灯笼吊饰 

里，除了拨款填补60个损坏 

的灯笼之外，其余的灯笼挂饰 

皆是去年的，再循环使用。” 

她补充，另外，在99

Speedmart 和巨盟 

(GM)批发城赞助 

下，也将分别装饰所 

领养的百家利和100 

号交通圈，届时希望 

附近商家一起参与装 

饰活动，包括在自己 

店门装饰新春氛围的 

灯笼装饰等。

“巴生市议会则会 

于新年前夕，在巴生 

市区一带进行新春佳节装饰， 

包括巴刹路、苏丹依布拉欣路 

高架天桥和哥打桥等，进行美 

化丁作；反之，雪州行政议员 

兼巴生新镇州议员拿督邓章钦 

也会于1月12 R，上午8时 

30分，在永安镇早市派发春联 

和年柑，与市民同庆佳节，希 

望大家踊跃参与和出席。

严玉梅

永安镇早市附近大红灯笼已高高挂起！

Page 1 of 1

09 Jan 2020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KL/Selangor • Audience : 27,667 • Page: B1
Printed Size: 1900.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3,899.37 • Item ID: MY0038388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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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箭议员纷谴责土权党极端主义
吉隆坡8日讯I国中新年装

饰风波让行动党再次被网民及反 

对党讥讽为「静静党」，不过， 

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在事件爆发 

后，已在周二晚第一时间在面子 

书表态，强调非华裔欢庆华人农 

历新年，不会失去巫裔或印裔族 

群原有的特质。

张念群在面子书撰文指出， 

非华裔欢庆华人农历新年，不 

会失去巫裔或印裔族群原有的特 

质。惟她也说，认识爪夷字的3页 

内容不会令非穆斯林学生改教。

她指出，爪夷字是一种民 

族语言财富，华人农历新年则是 

一种文化庆祝活动，尽管两者各 

异，但却展现多元种族的意义。

此外，妇女、家庭及社会 

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则在推特指 

出，学校应该是教育年轻人如何 

与他人相处、容忍、和相互尊重 

地方。无论是在课本、学校墙壁 

还是学校考试，父母和教师都需 

要确保年轻一代认知这些观念。

不过，张念群和杨巧双并没 

有直接点名贴文是在回应什么事 

件，网民则纷纷在张念群的帖文 

中留言要求副部长发表看法，并 

加以解决这个问题。

同时，行动党数名正副部长 

和国会议员也发文力撑该国中， 

并认为土权党的指责毫无理据。

通讯及多媒体部长兼行动党 

蒲种国会议员哥宾星认为，位于 

蒲种市中心的国中，不应向土著 

权威党低头，即向拆学校新年装 

饰的要求低头。

他在其面子书撰文说，张灯 

结彩庆祝文化活动，如农历新年 

是很平常的事情，毕竟我国是多 

元文化的社会，过去多年来，大 

家都在全国一起欢庆类似佳节。

「我们需要互相尊重，并一 

起庆祝这样的庆典。我看不到这 

样的装饰有任何问题，这不具有 

宗教形式，也不是宗教庆典。」

学习中庸之道

青年及体育部副部长沈志强 

指责极端主义分子在社会中散播 

恐惧和欠缺理智的思想，强调大 
马人学习中庸之道尤其重要。

沈志强今早在面子书上发文 

指出，无论是华族文化或马来族 

群文化中，都有教导中庸之道， 

而在我国这个多元社会中，中庸 

之道尤其重要，因为这有助于不

同种族和宗教的人民和谐共处。

他指出，如今极端主义分 

子在社会中散播恐惧和欠缺理智 

的思想，认为这些都应该到此为 

止，政府是时候采取更坚定的立 

场，对付这些各族群中的极端主 

义分子0

国会下议院副议长倪可敏 
指出，学校是教导孩子与他人互 

动，了解不同文化，并欣赏马来 

西亚「兄弟姐妹j庆祝节日的地 

方。政府绝不能向这些极端分子 

和偏执狂低头。

另一方面，行动党武吉牛汝 

尔国会议员蓝卡巴星则说，按照 

土权党的逻辑，全国各地在农历 

新年的装饰是否也都违反联邦宪 

法，而必须都拆除下来？

他今日发表文告说，没有任 

何法令条文阐明，节日的装饰如 

农历新年、开斋节或屠妖界等任 

何节曰’是违反联邦宪法。

他抨击土权党的指责简直是 

无法理解和彻底地不合逻辑。

他促请教育部必须关注此事 

并记录在案，任何学校在佳节期 

间，如庆祝农历新年、开斋节或 

屠妖节时，挂上相关的装饰品是 

没有任何违法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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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红灯笼拆了參重挂
种市中心囯中一校重新挂上新年装饰@

权党副主席机鲁阿占早前挑起该校的 

饰，导致校方漏夜拆除新年装饰掀起争议后 

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周三率领众内阁部长及!

袖前往该校，以实际行动力挺该校。

旺阿兹莎同时也为校方加油打气，并协 

挂上灯笼。图为旺阿兹莎（前排左4)及希 

共同在灯笼上签名留念。

»文见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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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投率》长亲临 
国中重挂躕年装饰

蒲种8日讯蒲种市中心国中一校重新挂上灯笼了！

在土权党副主席凯鲁阿占挑 

起蒲种市中心国中一校新年装饰 

非常「刺眼」，导致校方漏夜拆 

除所有新年装饰掀起争议后，希 

盟领袖今日在副首相拿督斯里旺 

阿兹莎的率领下走进校园内，给 

予学校支持。

旺阿兹莎是于今午约4时30 

分乘坐官车抵达蒲种市中心国 

中一校，并获得校方及学生的欢 

迎。陪同的领袖包括财政部长 

林冠英、通讯及多媒体邰长哥宾 

星、外交部长赛夫丁阿都拉、青 

体部长赛沙迪、首相署部长慕扎 

希、水源、土地及天然资源部长 

西维尔、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 

雪州行政议员西蒂玛利亚及黄思

汉等。

旺阿兹莎及一众希盟领袖 

也携同10个巨型灯笼，移交给校 

方，随后也在灯笼上签名留念， 

并将灯笼重新挂在校园内，以实 

际行动力挺该校。

在挂上灯笼及新年装饰后， 

蒲种市中心国中一校顿时充满新 

春气氛。

新年非宗教庆典

旺阿兹莎在新闻发布会上 

重申，各族过去多年来欢庆农历 

新年都相安无事，因此校园内的 

新年装饰不应该成为一项课题。 

她强调，农历新年绝非「宗教庆

典。

她也说，内阁一致认同维 

护国家和谐的重要性，方能够在 

2020年持续进步。

「我们今日一起到来，也是 

彰显维护国家和谐的决心。」

林冠英则欢迎警察总长丹斯 

里阿都哈密指在校园内张挂新年 

装饰不犯法的声明，多少缓和了 

社会上紧张的情绪。

此外，针对有人询及为何爪 

夷文课题可以被提起，但此问题 

不行时，部长们表明两者并无关 

联。

林冠英表也补充，他们没有 

反对爪夷文，现在的问题是灯笼 

被拆下来，但是爪夷文并没有。

蒲种市中心囯中一校各族学生拿起红色灯笼，准备将灯笼挂在校园内。 -邱继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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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副揆率部長親臨

圜中重掛新年裝籂
蒲种8曰讯|蒲种市中心国中一校重 

新挂上灯笼了！

在土权党副主席凯鲁阿占 

挑起蒲种市中心国中一校新年 

装饰非常「刺眼」，导致校方 

漏夜拆除所有新年装饰掀起争 

议后，希盟领袖今日在副首相 

拿督斯里旺阿兹莎的率领下走 

进校园内，给予学校支持。
旺阿兹莎是于今午约4时 

30分乘坐官车抵达蒲种市中心 

国中一校，并获得校方及学生 

的欢迎。陪同的领袖包括财政 

部长林冠英、通讯及多媒体部 

长哥宾星、外交部长赛夫丁阿 

都拉、青体部长赛沙迪、首相 

署部长慕扎希、水源、土地及 

天然资源部长西维尔、教育部 

副部长张念群、雪州行政议员

西蒂玛利亚及黄思汉等。

旺阿兹莎及一众希盟领袖 

也携同1〇个巨型灯笼，移交给校 

方，随后也在灯笼上签名留念， 

并将灯笼重新挂在校园内，以实 

际行动力挺该校。

在挂上灯笼及新年装饰后， 
蒲种市中心国中一校顿时充满新 

春气氛。

新年非宗教慶典

旺阿兹莎在新闻发布会上 

重申，各族过去多年来欢庆农历 

新年都相安无事，因此校园内的 

新年装饰不应该成为一项课题。 

她强调，农历新年绝非「宗教庆 

典」。

她也说，内阁一致认同维 

护国家和谐的重要性，方能够在 
2020年持续进步。

「我们今日一起到来， 

也是彰显维护国家和谐的决 

心0」

林冠英则欢迎警察总长丹 
斯里阿都哈密指在校园内张挂 

新年装饰不犯法的声明，多少 

缓和了社会上紧张的情绪。

此外，针对有人询及为何 

爪夷文课题可以被提起，但此 

问题不行时，部长们表明两 

者并无关联。

林冠英表也补充，他们没有 

反对爪夷文，现在的问题是灯笼 

被拆下来，但是爪夷文并没有。

蒲种市中心国中一校各族学生拿起红色灯笼，准备将灯笼挂在校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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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来自中国、香港、台湾、新加坡、泰国、
曰本和马来西亚的戏剧专家学者赴会。前排右起为沈国明、卢伟力、蔡曙 

鹏、邹元江、田伟、萧龙、陈政欣、封雅萍和日本兵库县日中友好协会会 

长松本武城。

大馬華文話劇100週年研討會

戲劇家發表23文章成果豐碩
(吉隆坡7日讯）“马来西亚华 

文话剧诞辰100周年”戏剧国际学术 

研讨会闭幕礼圆满举行，超过百人关 

心马华剧运的国内外人士赴会，完成 

了 23篇文章的发表，并为马华话剧百 
年写下了历史性的一页。

圆桌会议盼推动马新剧运

大会特别安排一场圆桌会议，邀 

请马新两地的发表人与在场观众讨论 

如何共同推动两地的剧运，发扬独特 

的戏剧艺术文化。

心向太阳剧坊秘书孙天洋在研讨 

会闭幕礼时作出总结，来自中国、香 

港、台湾、新加坡、泰国、日本和马 
来西亚的23名戏剧专家学者，完成了 

23篇文章的发表。

他说，研讨会的内容涵盖马华话 

剧史、戏剧运动、传播研究、剧本创 

作、戏剧体会与剧场生态的研究，同 

时也为了加强戏剧国际的视野，增设 

各类戏剧艺术形式的探索，让与会者 

收获满满。

邓章钦盼社会投入更多资源

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主持闭 

幕礼时说，雪州政府会继续给予复兴 
百年马华话剧运动的支持，同时，希 

望社会投人更大的资源，-起为马华 

文学戏剧创作和演艺的发展，注人新 

的强心剂。

他表示，要具体提升国内华文 

内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 

'个人或…个团体可以做到，必须经

(马来文话麗辰讪

过长期教育，提高每个人对文化的认 

同。

出席嘉宾包括心向太阳剧坊主 

席沈国明博士.珍苑国际酒店总经理 

颜立能、马来西亚■带一路研究中心 
主席拿督谢诗坚、马华作家陈政欣、 

文史工作者郑昭贤、音乐剧导演杨伟 

汉、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常务 

理事邹元江教授、新加坡生活剧社主 

席邹文学、新加坡国家文化奖得主韩 

劳达、新加坡戏曲学院创院院长蔡曙 

鹏教授、日本法人田汉交流会理事长 

田伟、香港浸会大学卢伟力教授、香 

港导演萧龙及泰国华侨华人社会经济 

文化社团研究员封雅萍博士等。

沈国明盼获制度化拨款

“马来西亚华文话剧诞辰100周 

年”戏剧国际学术研讨会筹委会主席 

沈国明说，大马华文剧运拥有百年的 

发展历史，希望我国政府能够制度化 

拨款扶持国内的戏剧文化团体。

他指出，当今全马的戏剧组织包 

括民间戏剧社团、学校和各宗教团体 
与会馆属下成立的戏剧组，有约200 

个戏剧团体，皆处于自生自灭的状 

态，希望有关当局能够关注。_

心向太阳剧坊将计划出版“马 

来西亚华文话剧诞辰100周年”戏剧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民众若有任 

何疑问，可联系心向太阳剧坊（016- 

2322 693 )，电邮（litts_theatre@ 

yahoo.com)，或浏览“心向太阳剧 

坊”脸书专页。

邓章钦 
为“马来西亚 

华文话剧诞辰 

100周年”戏 

剧国际学术研 

讨会主持闭幕 

礼。左起为颜 

立能、沈国明 

和谢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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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部長：華人新年無關宗教

“不應向極端分子低頭”
(八打灵再也8日讯）在校园挂红灯笼和新年 

装饰被指“犹如向穆斯林传教”掀起风波，数名部 

长发推文强调，华人农历新年与宗教无关，政府不 

应该向极端分子低头。

赛富丁 ：共庆几十年须延续

外交部长拿督赛富丁今日发推文说：“华人农 

历新年与宗教无关。我们…起庆祝了几十年。这个 

传统必须得到延续6 ”

他说，马来西亚的优势是多元民族、文化和宗 

教的人民和平且和谐地相处，此精神应该加强。

妇女及家庭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说，学校是教 
育年轻一辈与他人互动、相互包容与尊重的地方， 

师长必须确保学生在这方面的学习，无论是从课 

本、校园环境还是考试。

“家长和教师需确保在家和学校教导孩子这些 

知识，无论是在课本上、学校的墙上，还是他们的 

考试问题上。”

赛沙迪嘲“又呛又要假期”
青年及体育部长赛沙迪指出，国民学校是所有 

种族及宗教信仰者共同拥有的，所有大马人也应该

-起庆祝华人新年。

‘因为，大马是我们所有人共同拥有的国

他也质问，为什么这会成为课题？

也是土团党青年团团长的赛沙迪讽刺土权党 

说，到了华人新年时，这班人却“厉害讨假期”。

沈志强：须采坚定立场
青年及体育部副部长沈志强强调，希盟政府在 

面对所有种族的极端分子时，必须要采取更坚定的 

立场。

他在脸书发帖说，华人传统，尤其是儒家思想 

和佛教教导中庸之道，马来文化其实也鼓吹中庸。

“在我们的多元社会，中庸是非常重要的，以 

便各族及各宗教的人民可以和睦共处。

“今天，一些种族极端分子却在大马人当中散 

播恐惧和不理智思维。够了，政府现在是时候，针 

对各族的极端分子采取更坚定的立场。”

倪可敏：不能向极端分子低头

国会下议院副议长倪可敏则说，学校是教导孩 

子与他人互动，了解各族不同文化和节庆的地方。 

政府绝不能向这些极端分子和偏执狂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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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8日讯）行动党 

武吉牛汝莪区国会议员兼 

行动党法律局主任蓝卡巴 

星说，据他所知，末曾有 

司法判决指任何在公共场 

所的佳节装饰，无论是开 

斋节、农历新年、屠妖节 

或其他佳节的装饰，是违 

宪的，并认为教育部有必 

要声明，在迎接各族佳节 

时，学校可以进行相关的 

装饰。

他说，除了法律上的 

i 全释，土权党也不能提出 

司法上的先例，把蒲种市 

屮心国中一校的农历新年 

装饰和违宪绑在一起。因 

此，该校并没有触犯任何 

法律。
他今曰发文告说土 

著权威党威胁蒲种一所学校撤下农k新 

年装饰，是前所未有的事。

他说，根据土权党的扭曲逻辑，国 

内所有的农历新年装饰都得被拆下，因 

为会被指违宪。“这是不能被理解及彻 

头彻尾的没有逻辑。”

藍i匕
卡

巴年

星飾

未埋

昙恚
有的 
司/又

¥邏

麗輯

农历新年非宗教性节曰

他说，最重要的是，我们都知道农 

历新年并非宗教性的节曰。

“我还没有听过有谁在这些节目期 

间，向他人强迫性传教。我也不相信那 

些装饰带有任何宗教元素，它只不过是 

装饰品而已:、”

他说，大马人民一向来都在这些佳 

节中同欢，这个传统必须延续。

“据知，该校校长已同意把那些装 

饰品拆除，据对方所言，那些装饰没经 

校方同意。我很好奇，在学校进行这样 

的装饰，需获得谁的同意？ ”

遗憾校方向土权低头
他遗憾校方向土权党的施压低头， 

这是不幸的。

他促请该校校长别认真看待土权 

党那些没有基础的威胁，并保有那些装 

饰。各种族之间该筑起沟通的桥樑，尤 

其是种族关系看来如此紧张之际。

黃思漢：容不下他族文化

凱魯只適活在“井底”
4：^动党金銮区州议员黄思汉抨

1丁击土著权威党副主席莫哈末 

凯鲁对校园新春装饰感到“刺眼”，显 

示他是个思维狭隘的井底之蛙，h适合 

活在“井底”而不是多元文化的马来西 

亚。

也是雪州行政议员的黄思汉针对蒲 
种市中心国中一校（SMK Pusat Barnkr 

Puchong 1 )因接获莫哈末凯鲁投诉新春 

装饰让穆趼林家长感到不安而答应拆除 
-事，感到失望。

是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每逢各 

大民族的佳节，除了大街小巷有应节的 

装饰外，各源流学校也会装饰…番，以 

营造气氛和促进各族文化交流:，

新年是华裔传统不涉宗教

他强调，新年是华裔的文化传统， 

并不涉及宗教，没想到身为一党领袖的 

莫哈末凯鲁却搞不清楚，给人当笑话 

了。

“如果他眼m容不下其他种族的 

文化，他大可以选择活在自己的‘井 

底’，才能避免看到他觉得‘刺眼’的 

东西。”

他指出，莫哈末凯鲁并没有提及有 

多少位家长投诉，他也不能代表该校的 

家长，甚至危言耸听指新春装饰让穆斯 

林家长感到不安，宣称此举已违反联邦 

宪法。面对上述事件，校方应该请示教 

育部以作出妥当的处理，而不是单凭莫 

哈末凯鲁的个人投诉便“妥协”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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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沟渠水上周因下雨而被不明物 

体染色，顿时变成红沟渠，吓坏附近 

居民。

—位于打昔柏迈新村与乌鲁冷 
岳路之间一块地势高的空地，出现

斜神雜築廢料
©®@®

安邦打昔柏邁新村

(安邦8日讯）安邦打普柏迈新村 

附近的一座地势高的政府土地，于大 

约75斜度的斜坡，遭人非法丢弃建筑 

废料，居民上周也发现沟渠在雨天时 

流出红色水，引起居民担忧。

据了解，有关出现红色水的沟渠是位于 
柏迈23路（Jalan Permai 23 )附近，没有强 

烈异味；而非法垃圾场则是坐落在打昔柏迈 
新村与乌鲁冷岳路之间的政府地段。

根据非法垃圾场出人口设置的警示牌显 

示，该地段隶属雪州政府保留地，任何未经 

溝渠流紅水嚇壞居民

黎
濰i曰

斜
坡

潍福指出，非法业者 

? 监用政府土地非法征 

收处理垃圾费，但受苦的却是 

当地居民，而且该垃圾场存有 

危机，他担心斜坡的废料可能 

会坠落至地势低的住宅区。

他说，根据H测，斜坡的 
斜度达75度。

另外，他说，有关地点早 

前有座非法建筑物已被拆除， 

不料非法人士却又在附近建 

允许而人侵该地段进行任何活动，违例者可 

在国家土地法典第425条文受到惩罚，-旦 

罪成，可被罚款最高50万令吉或监禁5年， 

或两者兼施:

行动党莲花苑州议员黎潍福今日下午联 

同土地局、安邦再也执法组的官员及市议员 

巡视现场，了解当地的情况。

属于政府保留地

据观察，非法垃圾场周边布满建筑废 

料、宝丽龙、塑料瓶及铁枝等等，但不会飘 

出臭味。另外，现场可发现建筑废料还遍布 

往下倾斜的斜坡，相信是非法业者a接把垃 

圾往下丢。

黎潍福表示，非法垃圾场的位置是政府 
保留地，自90年代被划分为12个地段，总共 

占地不足1英亩a.

他说，打昔柏迈新村居民近几个星期开 

始投诉指有罗里前往该处倾倒废料，查看有 

关地段情况时发现之前有个人曾向政府申请 

在该处兴建房屋，而且现场布满建筑废料。

廢 造。

(■欢迎申请土地充土埋场

黎潍福说，雪州政府欢迎 

=地主把他们的土地申请作为建 

^•筑废料土埋场，否则承包商就 

必须把建筑废料载往距离较远 
的双溪拉朗（SgLalang)。

他指出，当地居民、庙宇代表上 

个星期已在市议员郭纬界的陪同下， 

前往安邦警区报案，并希望警方、安 

邦再也市议会执法组、土地局官员展 

开调查幕后祸首，以及查明污染水源 
白勺来历。

他说，当局也将会发出罚单给非 

法业者，从罚款额作为清理费用；执 

法组接下来将会展开严厉监督行动。

他强调，任何公司或罗里在乌鲁 

冷岳路一带非法倾倒垃圾而面对车辆 

遭充公的人士，可别向他求助，因为 

对方已经违法。

黎潍福（左一）连同助理、市议员、居民与官员一同 

巡视非法垃圾场的情况。

丁傑隆：紅色水來歷不明

安邦再也市议员丁杰隆指出，居民于上个月陆续发 

现突然有罗里频密在后方的空地倾倒垃圾，因而 

反映给安邦再也市议会与土地局。

他说，居民同时间也在上周雨天发现附近的沟渠出现 

红色水，但来历不明。

“附近也曾有非法垃圾场，其中2个已经于2018年被 

查封。”

他强调，乌鲁冷岳路这•带并没有合法的垃圾场，因 

此建筑承包商不可在当地倾倒垃圾，否则就会面对法律制 

裁、罗里被充公的惩罚。

出席者包括安邦再也市议员陈瑞雯、黎潍福的特别助 

理菲德斯及福利组主任西华等人。

非法垃圾场旁出现一座非法建筑物，安邦再也市议会 

已拉起警戒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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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8日讯）华人 

新年将至，加影市议会在 

这两二个星期内，以分阶 
段的方式在辖区的12个地 

方提供大型垃圾槽，让民 

众进行大扫除时，作为丟 

弃大型垃圾之用6

13及20日置放
据了解，市议会在1 

月6、13及20日在指定的 

地方置放大型垃圾槽，民 

众受促若有任何大型垃 

圾，例如家具、厨柜等必 

须丢弃垃圾槽，达鲁益山 

集团的承包商会依据时间 

表拖走垃圾槽Q

日前，市议会已在锡 

米山新村民众会堂、无拉 

港新村民众会堂、蕉赖九 

英里新村民众会堂及武来 

岸打仑新村民众会堂提供 

大型垃圾槽，而承包商会 

在1月10日拖走。

次阶段是在1月1 3

加影市會配合舂節

12區提彳获圾槽

农历新年即将来临，加影市议会在12个地点提供 

大型垃圾槽，供民众大扫除丢弃大型垃圾。

日，4个地点包括首都镇 

1/8路、双溪龙镇第七区保 

安亭旁、仙水港新村大路 

及士毛月新村巴刹，承包 
商将在17日拖走大型垃圾 

槽。
最后阶段则在1月20 

R,其余地点包括蕉赖

十-•哩民众会堂、蕉赖万 
年花园6路、蕉赖帝皇苑 

11路及蕉赖皇冠城第八区 
4/8路的大型垃圾槽，并会 

在24日拖走。

民众受促勿滥用有关 

方便，丢弃工业垃圾及厨 

余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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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攤位申請費620令吉
#玉梅透露，年货市集摆摊期从本月11至24日（年除 

夕），共为期14天，-个摊位申请费为620令吉，包 

括300令吉抵押金、70令吉执照费（1天为5令吉）、200令吉清 

洁费、45令吉泊车位及5令吉执照套。

“申请临时摊位的小贩须符合条规，必须是大马公民、居 

住在巴生及年龄18岁以上等。”

她指出，由于临时摊位数量有限，每个摊格规格为10叹乘 

10呎，所以-人只限申请一个摊位；若摊位位于商店前方，店 

家可优先提出申请。

她说，新春年货市集结束后，小贩必须在1个月内，即1月 

27至2月26日，申请索回300令吉抵押金。只要符合条例，市议 

会便会归还抵押金，…旦过了期限，市议会有权拒绝归还。

年貢市集蘭放申請
停車場可容納30檔口
◎勸@0巴生永安鎮

(巴生8日讯）巴生永安镇新春年货市集已开放 

供商家申请，市集两处地点为7 -11便利店前的停车场 

和早市结束后的早市路段，停车场可容纳30个年货档

巴生市议会将以先到先得方式处理，有意者受促从速提交

申请。

巴生市议员严玉梅指出，永安镇停车场年货摊目前接获了 
15名商贩申请，市议会全都予以批准，去年同个地点则有12名 

商贩，今年比去年多了3人。

嚴玉梅：早市收攤後可作市集用

I__i
生市议员严玉梅昨日向媒体发 

1布年货摊位接受申请信息时指 

出，目前已有人提出申请，并指早市路段 

只要获得当地商家和早市小贩的允许，做 
好协调丁作，便能开放充作永安镇年货市 

集之一：

“设于早市路段的年货市集，会在商 
贩结束早市收拾好摊位后，大约中午12时 

才开始营业，-般可营业至午夜时段，但 

年货摊主不能占用太多道路空间，该路段 

仍需保留供通车之用。”

至于停车场充作年货市集，会否导致 
气地泊车位不足，她认为，停车场有20多 

个泊车位，能满足的泊车需求也有限，因此充作临时性的年货 

市集用途，相信不至于有太大影响。

位于永安镇早市路段的年货市集，将在早市收档后的大 

约中午12时开始摆档至午夜时分。年货摊到时不能占用道路

太多空间，因路段仍需保留供通车之用

永安镇7-11便利店前的停车场，从本月11日起将充作永 

安镇年货市集地点，为期14天的年货摊期间，到时将不允许 

泊车。

烘賣肉乾小販

須申請臨時執照

新
年期间卖肉千，业者需按规

照.

/jyi定向市议会申请临时年货执 

否则可被奉上1000令吉的“牛肉 

罚单！
严玉梅呼吁新春期间烘卖肉干的巴 

生小贩，除了按照规定需向市议会提出 

年货摊位的申请，也应在满足临时执照 

的要求下，如熟食小贩般注射防传染病 

的预防针，并应确保烘肉干的熏烟，不 

会影响到其他商家做生意，与人方便， 

自己也方便：

她指出，尽管目前尚未接获烘肉干 

小贩的正式申请，但留意到坊间已有人 

开始摆档卖肉干，因此提醒肉干小贩亦 

需向市议会申请摆卖年货的临时执照， 

否则市议会可当“非法摆档或非法小 

贩”取缔执法，有权开出1000令吉的无 

执照营业罚单。

12日派年柑春聯
pz玉梅欢迎市民于来临星期天 

/~ ( 12日）上午8时30分，到永 

安镇早市索取由雪州行政议员兼巴生新 
城区州议员拿督邓章钦派发的年柑和春 

联，-起过早年感染新春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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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刚重I挂「紅f燈I籠丨
-r：,r -.，」，丄

旺阿兹莎（前排左五）与众贵宾在大大的红灯笼上签名， 
左二起为希维尔、黄基全、张暴群「右一起为黄思汉和慕加 

希，第二排中间左起为林冠英、赛富丁、^哥宾星和赛沙迪

(蒲种8日讯）峰回路转！

雪州蒲种市中心国中一校周二连 

夜拆除红灯笼引起轩然大波后，隔天 

迎来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及6名 

部长、1名副部长和多名国州议员， 

一起重新挂上红彤彤的大灯笼，并在 

红彤彤的大灯笼上签名，较后也为学 

校增添10个大灯笼。

首相办公室:新春装饰非传教

与此同时，内阁也表明，完全不 

认同一些特定的种族和极端主义者的 

态度，因为这将影响国民团结。

首相办公室在声明中说，今天由

首相敦马哈迪主持的内阁会议，严正 

看待特定分子藉着蒲种市中心国中一 

校的新春装饰玩弄种族课题，甚至向 

警方作出投报。

文告强调，新春装饰与宗教无 

关，而且也不是在传教。

文告说，配合各种佳节，如开斋 

节、华人农历新年及屠妖节等进行装 

饰，是非常正常的事。

“马来西亚是多元文化的社会， 

而人民多年来都是一起庆祝各种不同 

的佳节。我们必须彼此尊重不同的文 

化，毕竟这是我国珍贵的瑰宝。”

玩弄種族極端主義

朝野民間組織譴責凱魯

±著权威党（PUTRA )副主 

席莫哈末凯鲁投诉该校的 

新年装饰犹如向穆斯林学生传教，校 

长在接获投诉后，指示学生漏夜拆下 

新春装饰D
校友在网上贴文说，校友被要求 

连夜将新年装饰拆下。

消息曝光后，朝野政党和民间组 

织领袖都严厉谴责凯鲁玩弄种族极端 

主义，并指新春装饰根本无关宗教。 

教育部也发表声明，表示已听取及满 

意校方的解释，并表明支持多元文化 

的父流。

不过，教育部并未说明，校方是

否有下令拆除、或是为何拆除装饰。

这起风波引起政府高度关注。除 

了内阁在今天的例常会议讨论之外， 

旺阿兹莎也于下午4时30分左右率领 

数名部长前往该校巡视，学校一片热 

闹，还多了 10个红彤彤的大型灯笼。

在场者包括财政部长林冠英、外 
交部长拿督赛富丁、通讯与多媒体部 

长兼行动党蒲种区国会议员哥宾星、 

负责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拿督慕加 

希、水务土地及天然资源部长希维 

尔、青年及体育部长赛沙迪、教育部 

副部长张念群、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 

和梳邦区国会议员黄基全。

阿茲莎：內閻同意維護和諧
卩T阿兹莎在随后的新闻发布 

会上指出，张挂灯笼是华 

族文化之一，这是很平常的事情，不 

应该因为这种事破坏和谐；内阁一致 

同意要维护国家和谐，我国才能在 
2020年一同进步。

她说，这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不 

希望灯笼风波成为课题。大马和平、 

稳定、繁荣，不要让这些事情破坏团 

结和谐

“°新年时（我们）就说新年快 

乐，大家同庆新年，不论是穆斯林还 

是非穆斯林；如果是华人农历新年， 

就华人农历新年，根本无关宗教。” 

她说，正副部长今日一起到该 

校，就是为了展现政府维护我国的和 

谐与团结。

“我们必须维护团结，我国独立 

以来，灯笼从来都不是课题。”

她说，小时候看过的中国故事 

中，包括一名母亲要为女儿挑选乘龙 

快婿，因此出题测试未来女婿，而开 

出一个条件就是“我要一个‘纸里面 

的火’，于是就有了灯笼的出现。” 

旺阿兹莎指出，张挂灯笼是华族 

文化之一，这是很平常的事情。

“我们有许多共同点，我们要一 
起共享繁荣〇 ”

她说，°学校在未来若接获类似投 

诉，在作出决定时应个案处理，如果 

是有关安全的理由，或许可以考虑， 

但是如果已经超过10年都有张灯结彩 

的习俗，就不应该成为课题。

警決定是否對付威脅者
ppf阿兹莎说，她交由警方处 
phi理和决定是否要对付作出 

威胁的人士。

询及掌管团结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瓦达姆迪为何没有一起访问该校时， 

旺阿兹莎指出，瓦达姆迪需要出席内 

阁会议后的部门会议。

她打趣说：“我们全都是（促 

进）团结的部长啊’’。

当记者追问作为掌管团结事务的 

部长应该视此为优先事务时，在场的 

正副部长都帮忙缓颊，指大家都在内 

阁会议中，一起作出决定。

■相关新闻见第6/7/8/9/10/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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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8日讯）迈人2020年柔佛州 

政府也出现变动，柔佛州务大臣拿督 

萨鲁丁今日无预警宣布州行政员职务 

重组，其中，3名行政议员谢奥马、阿 

米诺胡达和莫哈末库赞的职务出现变 

动。

州务大臣办公室是通过文告的方 

式作出上述宣布，萨鲁丁指出，这次 

柔佛州行政议会的职务重组只涉及上 

述3名行政议员。

莫哈末库赞重掌体育事务

柔佛州2020年州行政議會 

成員名單如下

阿米诺胡达原为柔佛州教育、人 

力资源、科学及工艺委员会主席，新 

职务为柔佛州教育、卫生和人力资源 

委贝会主席。 莫哈末库赞 谢奥马新职 阿米诺胡达

莫哈末库赞原为柔佛州卫生、文新职券为柔佛州务为柔命州企业新职务为柔佛州 
化及遗产委员会主席，新职务为柔佛青年、体育、文发展及合作社、教育、卫生和人 

州青年、体育、文化及遗产委员会主化及遗产委员会科学及工艺委员力资源委员会主
会主席。 席。席。 主席s

而在谢奥马方面，他原为柔佛州 

青年、体育、企业发展及合作社委员会主席，新 

职务为柔佛州企业发展及合作社、科学及工艺委 

员会主席。

大臣：整顿与加强职权范围

萨鲁丁指出，这次职务重组是为了整顿和加 

强相关行政议员的职权范围，而这也是因应柔佛

州政府现有情况需要而做出的调整。

柔佛州行政议会在509大选后，曾因更换州 

务大臣而做出一次改组，此次的州行政议会重组 

则不涉及人员更换，只是州行政议员之间职务进 

行调动。
值得注意的是，柔佛州将在2020年举行大马 

运动会，而这次州行政议会重组，让体育事务重 

新由莫哈末库赞掌管。

萨鲁丁

柔佛州务大臣 

(兼顾土地税收、行政、

财政、策划、经济发展事务）

阿米诺胡达
柔佛州教育、卫生 

和人力资源委员会主席

祖基菲里
柔佛州房屋、

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主席

廖彩彤
柔佛州旅游、妇女发展、 

家庭及社会委员会主席

潘伟斯
柔佛州国际贸易、

投资及公用事业委员会主席

莫哈末库赞
柔佛州青年、体育、

文化及遗产委员会主席

拉玛克里斯南
柔佛州团结、国内贸易 

及消费人事务委员会主席

谢奥马
柔佛州企业发展及合作社、 

科学及工艺委员会主席

托斯林
柔佛州伊斯兰宗教事务、 

农业及郊区发展委员会主席

陈正春
柔佛州地方政府、

城市和谐及环境委员会主席

莫哈末索里翰
柔佛州工程、

交通及基设委员会主席

谢奧马今日原定在下午2时30分前往巴 

莪的大马运动会场馆巡视，但在较早时分临 
时宣布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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