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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aling Jaya: Kemen-
terian Pertanian dan In-
dustri Asas Tani (MOA)
bercadang mewujudkan
peluang kepada anak pe-
ladang menjalani latihan
praktikal mereka di ke-
menterian atau jabatan
bersesuaian.
Latihan industri bagi

pengajian ijazah itu re-
levan dengan keperluan
semasa siswazah yang
kebanyakannya terdiri

daripada anak peladang,
memperoleh keputusan
cemerlang Purata Nilai
Gred Kumulatif (CGPA)
3.5 dan ke atas.
Ketua Setiausahanya,

Datuk Zainal Azman Abu
Seman, berkata cadangan
itu akan dibincangkan
lebih lanjut berikutan ra-
tusan ribu graduan me-
ngikuti pengajian ijazah
termasuk anak peladang
yang mempunyai penca-
paian cemerlang.
“Penempatan program

praktikal di kementerian
atau jabatan berkaitan
ini akan membentuk mi-
nat kepada anak peladang
mengenai peluang kerja-
ya, mengikut bidang peng-
khususan tertentu, sekali
gus membantu mereka
memperoleh pekerjaan.
“Justeru, kita akan

memperincikan tempoh
latihan sama ada tiga
atau enam bulan dengan
pihak berkenaan, di sam-
ping berharap program
ini akan memberi pende-
dahan dan pengalaman
luas mengenai program
yang ada seperti Program
Industri Asas Tani (IAT),
Agropreneur dan Usaha-
wanMuda,”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

an selepas merasmikan
Majlis Anugerah Perda-
na Yayasan Pelajaran
Peladang (YPP) anjuran
Pertubuhan Peladang Ke-
bangsaan (NAFAS), me-
raikan 19 anak peladang
yang memperoleh kepu-
tusan cemerlang bagi pe-
ngajian ijazah pertama di
Bangunan NAFAS, Kota
Damansara di sini, sema-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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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h MOHD IZZATUL IZUAN

Sungai Selangor 
tercemar

Tindakan pihak tidak 
ber tanggungjawab 
membuang sisa haram 
di Sungai Selangor 

memerlukan pemantauan ber-
terusan kerana menjejaskan 
pokok berembang dan meng-
ancam habitat kelip-kelip di 
Kampung Kuantan.

Pendayung pelancong, Sai-
an Abdul Ghani, 72, berkata, 
keadaan bertambah teruk setiap 
kali hujan kerana air menjadi 
busuk dan berubah warna.

“Keadaan ini menyebabkan 

Saian menunjukkan 
keadaan pokok 
berembang yang 
rosak akibat 
pencemaran Sungai 
Selangor.

Tindakan buang sisa 
haram didakwa ancam 

habitat kelip-kelip

KUALA SELANGOR

pokok berembang yang tumbuh 
di tepi muara sungai menjadi 
layu dan daunnya pula kering  
berwarna kekuningan,” katanya.

Saian berkata, masalah 
pencemaran kawasan itu berlaku 
ketika hujan berterusan dan 
dibimbangi populasi kelip-kelip 
berkurangan jika tiada tindakan 
susulan  menangani isu 
pencemaran Sungai Selangor.

Seorang lagi pendayung 
pelancong, Azmi Ramli, 38, 
mencadangkan kerajaan supaya 
lebih tegas terhadap pihak yang 
mengancam kebersihan Sungai 
Selangor.

Menurutnya, kelip-kelip 
amat bergantung kepada pokok 
berembang untuk terus 
mengekalkan habitatnya di 
kawasan tumpuan pelancong itu 
pada masa depan.

“Jika kelip-kelip lenyap dari 
sini sosioekonomi penduduk 
yang bergantung hidup dalam 

sektor ekopelancongan sama 
ada sebagai pendayung atau 
pemandu pelancong juga 
terjejas,” katanya.

Penyelaras Inspirasi Kawa, 
Masbudi Abdul Malek berkata, 
setakat ini terdapat lebih 1,000 
anak pokok berembang ditanam 
di kawasan sungai di kampung 
berkenaan.

“Pokok berembang perlu 
sentiasa dipantau bagi 
memastikan ia kekal sebagai 
habitat kelip-kelip yang menjadi 
tarikan pelancong.

“Kita akan memperluaskan 
usaha menjaga dan memulihara 
ekosistem sungai di sini dengan 
melibatkan komuniti dan pihak 
berkepentingan di sepanjang 
hilir Sungai Selangor dari 
semasa ke semasa,” katanya.

Katanya, mereka juga mahu 
mendidik penduduk supaya 
menjaga disiplin dan tidak 
membuang sampah di  sung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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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pak Uptown Puchong Permai bakal dibangunkan semula

PUCHONG - Tapak Uptown 
Puchong Permai yang terbakar 
pada Februari tahun lalu akan 
dibangunkan semula untuk 
manfaat penduduk di kawasan 
berhampiran.

Yang Dipertua Majlis Per-
bandaran Subang Jaya (MPSJ), 
Noraini Roslan berkata, tapak 
tersebut telah dibersihkan dan 
mengikut pelan asal yang dilu-
luskan sebelum ini akan turut 
dibina gerai makanan di tepi 
kawasan lapang berkenaan.

“Tapak itu asalnya kawasan 
lapang, jadi kita ambil tang-

gungjawab untuk pulangkan 
kepada masyarakat,” katanya 
kepada Sinar Harian di 
pejabatnya baru-baru ini.

Pada 2 Februari tahun lalu, 
sebanyak 200 lot kedai di Up-
town Puchong Permai hangus 
dalam kebakaran yang menga-
kibatkan kerugian hampir RM1 
juta.

Noraini turut memaklumkan 
pembangunan di tapak Uptown 
Puchong Permai itu perlu dilak-
sanakan seiring dengan pembi-
naan Dataran Niaga.

Beliau berkata, peniaga 

yang beroperasi  di Dataran Ni-
aga itu akan dibahagikan kepa-
da tiga syif selepas ini bagi 
membolehkan lebih ramai pi-
hak mendapat manfaat.

“Premis yang lebih sesuai 
akan disediakan bagi memenu-
hi keperluan perniagaan makan-
an yang perlu dimasak di loka-
si.

“Sebagai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yang menuju 
status bandar raya, MPSJ perlu 
memastikan setiap perniagaan  
disusun di tempat yang sesuai,” 
katanya.

Tapak Uptown Puchong Permai yang terbakar sebelum ini telah dibersihkan oleh 
MPSJ dan akan dibangunkan semula untuk manfaat penduduk di kawasan 
berhampiran. Gambar kecil: Nora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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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ew of Jalan Station 1 in Klang. 

Gather the people 
Councillor and committee map out plans 
for weekend market to make Klang vibrant 
By EDWARD RAJENDRA 
edward@thestar.com.my 

KLANG councillor Dr Loo Cheng 
Wee has laid out plans for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to trans-
form Jalan Station 1, off Jalan 
Station, into a weekend community 
hub for people to come together 
and trade. 

Dr Loo, who is chairman of the 
Pandamaran People's Committee 
Zone N47C, said the area outside 
the KTM Komuter station in Jalan 
Besar was usually quiet on week-
ends. 

In light of that, he said the com-
mittee decided to pick Jalan Station 
1 for the project to foster street life 
and vibrancy as well as create a 
strong sense of belonging among 
the people living in the vicinity. 

"Our aim is to brighten up Jalan 
Station 1 and Solok Besar with lan-
terns at night and give the facade 
of the pre-war buildings a new coat 
of paint. 

"We plan to have about 100 
vendors set up business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eet," he disclosed, 
elaborating that the project was in 
support of Visit Malaysia 2020. 

Dr Loo said the trading lots 
would branch out onto the Solok 
Besar road where some 25 food 
trucks selling popular street food 
would be located.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our 
committee has chosen these two 
streets for the weekend market 
because of their accessibility and 
connectivity to Jalan Tengku 
Kelana* an Indian business enclave. 

"We hope to have the weekend 
market up and running in the 
second week of April," he said. 

Pandamaran People's Committee 
Zone N47C secretary Mohd Nor 
Abd Rahman, 60, said the weekend 
market had to be different from 
night markets and would offer 
items such as pre-loved books, 
handicrafts and traditional foods 
that Klang was known for. 

"Our committee will choose the 

Dr Loo (centre) explaining the weekend market concept to Mohd Nor 
(left) and committee member VK Vembarasan. 

Chong Kok 
Kopitiam is a 
landmark in 
Jalan Station, 
Klang. 
- Photos: YAP 
CHEE HONG/ 
The Star 

traders who can offer products that 
will convince people to make it 
their favourite place in Klang to 
visit on weekends. 

"We will also encourage people 
to use the KTM Komuter, which 
has a station conveniently located 
nearby, instead of driving into 
Klang," he added. 

Mohd Nor said the weekend . 
market needed to be extremely 

Some of the 
shophouses 
in Jalan 
Station 1 in 
Klang are 
rundown. 

interesting and special-so that 
people would be eager to take the 
short trip to Klang and would feel 
like they were missing out 
otherwise. 

"After the initial meetings, we 
have agreed to hold the weekend 
market starting from Friday from 
6pm to midnight and operating the 
same hours on Saturday. 

"We want people to unwind on 

Friday evenings and hope they will 
indulge in a staycation in Klang. 

'There are budget hotels here, 
and visitors can enjoy the food, do 
some shopping and walk about to 
see the historical buildings around 
this area," he said. 

Malaysi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president Ihsan Zainal Mokhtar 
said urban public spaces were 
crucial to people's well-being and 
there was a need for more civic 
spaces to revive the once bustling 
areas of Klang. 

"People need a place where they 
can enjoy the arts, 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to the fullest," he 
said, adding that this created 
vibrancy in a town. 

Mohd Nor said the committee 
also had plans to reintroduce 
trishaws in the royal town, to bring 

An old pre-war 
shophouse in 
Jalan Station 1. 

back memories of yesteryear and 
reduce carbon footprint. 

Ihsan Zainal said having trish-
aws would reduce the dominance 
of cars in Klang and help the public 
reclaim the streets for cultural and 
civic uses. 

'It is important to review certain 
areas in Klang and create convivial 
spaces that will help revitalise the 
town by bringing in more people," 
he added. 

Dr Loo said that in the 1940s, 
traders used to sell local fare in the 
alleys but they had disappeared, 
due to the urban landscape that 
had changed to accommodate a 
rapidly growing population. 

"We agree with Ihsan Zainal and 
will work hard to see the weekend 
market become a happening 
place,"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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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ader sits casually in front of his stall while a sparse 
trio of browsers approach at the Jalan Reko night 
bazaar in Kajang, Selangor. – AMIRUL SYAFIQ/ THE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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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ghtNight falls on  falls on 
petty traderspetty traders  

such as the 
T a m a n  
C o n n a u g h t  
night market 
in Cheras, 
Kuala Lumpur. 

This is 
where children 
get their sweet 
delicacies while 
their parents 
look for new 
“baju raya” for 
them, or where 
h o m e m a k e r s  

pick up what they need 
to prepare dinner for 
the night or lunch the 
next day. 

The one thing going 
for these markets are the 
prices.  

Items here cost less 
than at a supermarket. 

However, the night 
market may soon see its 

best days behind it.  
The sale of non-

food items, such as 
k n i c k - k n a c k s ,  
clothes and trinkets,  

previously   the 

PETALING JAYA: 
Digital cameras killed 
their film predecessors. 
Music downloads 

consigned the records and CDs to 
the rubbish heap. 

Just like how technology has 
changed things around, online 
shopping is slowly but surely 
taking business away from petty 
traders. 

More people, especially the 
young, are now buying everything 
from T-shirts to trinkets at Shopee, 
Lazada and Zalora rather than from 
the “uncle” or “pak cik” at the pasar 
malam. 

This has cast a gloom over those 
whose livelihood is dictated by 
purchases at morning or night 
markets, where everything – from 
fish and prawns to toys and 
hairbands – are sold. 

In a country of 32 million 
people, Malaysia has about 1.5 
million hawkers and petty traders – 
people whose entire livelihood 
revolves around the small business 
they run at open markets early in 

� BY CINDI LOO 
newsdesk@thesundaily.com We still see some 

young people 
come to the night 
market, but they mostly 
go for food items, 
ignoring stalls that sell 
other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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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ng  Fook  Chue 
PJ  Night  Market  Hawker  Association  Chairman

the morning or late at night. 
Some start work as early as 3am 

or 4am to prepare to serve the early 
morning crowd rushing to have a 
hearty breakfast before buying the 
freshest meat at the wet market. 

Others trade at night markets, or 
pasar malam, following a schedule 
dictated by local authorities. 

Night or day, these makeshift 
trading spots are a blend of 
flavours, odours and sights, and 
a cacophony of traders and 
buyers bargaining over 
prices. 

They attract people by the 
hundreds, if not thous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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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ght falls on 
petty traders 
oMany have experienced sharp drop in business 
due to online shopping trend

Night falls on 
petty tr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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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nsistent 
income woes 
for traders  

mainstay merchandise for 
many of the night traders, is 
on the decline. 

“People can now buy 
these items online,” Subang 

and Petaling Jaya Night 
Market Hawker Association 

chairman Wong Fook Chue 
lamented. 

“We still see some young people 
come to the night market, but they 
mostly go for food items, ignoring 
stalls that sell other items,” he told 
theSun recently. 

As a result, traders at night 
markets are now experiencing 
inconsistent income while they 
struggle to keep up with market 
demands. 

And that is not eve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rainy nights, when it is 
not possible to set up their stalls. 

Wong Chee How, who sells salted 
egg products at night markets, said 
his revenue drops 50% on rainy 
nights, but his stall stays open.  

“Better to earn a bit than nothing 
at all,” he said. 

But he remains optimistic.  
“As long as you can see an 

opportunity, and you can adapt 
easily, you will surviv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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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front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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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市第13區策劃藍圖

著重打
(八打灵再也9日 

讯）武吉加星州议员 

拉吉夫指出，八打灵 

再也第13区特别地区 

策划蓝图（RKK)共有 

4个部分，并著重在打 

造人行道贯通的商业 

社区。

他说，这次的策划蓝图 
主要针对灵市第13区道 

路和改善交通，包括建设

多条衔接建筑物之间的人 
行道、改善区内道路、新 
建筑物大门必须对外衔 
接，和将排洪沟周围空间 
打造成休闲公园等。

收集意見

不过，他指出，这只是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的初步 
建议，已开始展示至1月 
1T曰结束，民众可上网或 

亲临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大

厦的展示厅了解和提供建 
}义。

k今日就此计划召开新 
闻发布会时说，经过首轮 
展示后，市政厅将收集意、 
见并召开会议讨论，之后 
再做第二轮展示，若无问 
题，就会继续接下来的程 
序，直至通过州政府会议 
才落实，整个程序大概需 
要1年。

拉吉夫指出，灵市第

13区内有很多条道路 
都没连贯，如从13/4 
路到13/6路，必须绕 
到克马袓安路（Jalan 
Kemajuan)、大学路才 

能到达，在蓝图内建议 
13/4路和13/6路之间的 

建筑物建人行道，让 
人步行就能贯穿区内各 
地。

他说，目前现有的建筑 
物大门通常都有矮墙或篱 
笆隔离，造成车辆、行人 
不方便进出，蓝图其中一 
项建议是在新建筑物的建 
筑指南内増设这条件，不 
得以任何阻碍物，阻挡道 
路和建筑物大门之间。

防洪溝旁闢休閒公園
士士吉夫指出，灵市第13区内 

也有一条约1公里长的防 

洪沟，沟旁两边的空间却只有 
野草，故蓝图内的建议也包括 
在防洪沟处打造休闲公园。

不过，他说，这项建议也得 
得到周围的商家同意，且目前 
也还未有公园的设计概念，因 
此，欢迎民众提供建议。

拉吉夫指出，该区内的道路 
设计和提升工程目前已在进行 
中了，这项提升最主要是让所 
有的人行道都是衔接的，尽量 
不出现间断的情况。

他解释，区内的道路两旁都 
必须有泊车格、树木、人行道 
和在人行道下的排水沟。

他说，由于该区是灵市的商 
业核心区，因此不仅是车来车 
往，人流量也很高，市政厅必 
须打造一个适合步行、具备各 
种为行人带来方便的措施。

他指出，这项策划是为了改 
善区内的环境、设施，因在未 
来将有不少建筑计划在当地进 
行，故市政厅必须未雨绸缪， 
提前做好准备。

■拉吉夫也展示市政厅的特别地区策划蓝图（RKK)蓝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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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夫：另一涉案者曾自動認罪

當局應有跟進行動
(吉隆坡9曰讯）著名律师 

莫哈末哈尼夫质疑总检察长汤 
米汤姆斯决定不起诉任何涉及 

“男男性爱短片”者的举动， 
并以不点名方式指出，其中一 
名主角早在去年6月录制影片 

公开承认涉案，还点名经济事 
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是 
另一涉案者。

他说，既然有者自动认罪， 
有关当局是否应采取进一步行 
动或提出刑事提控，并建议可 
援引刑事法典第377A、377B或 
3TTD来对付不自然性行为和亵

渎性行为等罪行。
他在面子书撰文披露，可援 

引刑事法典第120A条文对付阴 
谋罪案，在相同法令第120B条 

文下受惩处；刑事诽谤则可援 
引刑事法典第499条文对付， 
并在第500条文下受惩处；至 
於散播影片者可在1998年多媒 
体及通讯法令第233条文下被 

对付。
“最关键的是，任何刑事调 

查都必须先从调查主议题引起 
的每一个课题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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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茲
敏

戰勝邪惡陰謀 

感謝妻兒信任
(吉隆坡9日讯）

随著总检察长丹斯里 
汤米汤姆斯决定，不 
会就男男性爱短片一 
事提控任何人，被指 
是该短片男主角之一 
的经济事务部长拿督 
斯里阿兹敏强调，犹 
如他早前所言，有关 
诽i劳性视频，只是破 
坏他政治生涯的邪恶 
阴谋。

他说，尽管具有恶 
意的分子可以共谋这阴谋，但 
毫无疑问，正义始终会发光。

“我感谢上苍，（让我）通 
过真相战胜邪恶的阴谋，并

■阿茲敏

祈祷未来没有人会 
(陷入）类似的政 

治手段受害者。” 
阿兹敏阿里今曰 

发文告说，他希望 
大家可以停止这 
一切的诽谤和人身 
攻击的政治手段， 
反而应该以共享繁 
荣、国家与人民福 
祉的建设性思想， 
取而代之。

他不忘感谢妻子 
和孩子的坚定信任，并感激朋 
友或人民过去对他鼎力的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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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蒂花今日在怡保拜会霹= 
州大臣拿督斯里阿末法依扎9 
后在记者会上，受询及纳吉 
指反贪会此举有干预及藐视 
法庭之嫌，以及考虑对反贪会 
及她采取法律行动时，如是指
[tlo

k说，反贪会已将首轮的对 
话录音交给警方调查，而且录 
音内容有违法成分，反贪会或 
警方都可展开调查。

话粤
im
音S舌 
爆§ 
内s

ift
級I音福堀画_”

拉蒂花：錄音有違法成分
i s8 «

(怡保9日訊）“他有杈做 

任何他想做的事！”

反贪会首席专员拉蒂花指出， 
反贪会发布有关前首相纳吉与夫 
人罗丝玛在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 
限公司（1MDB)丑闻中的更多内 

幕录音事件，纳吉有绝对权力采 
取任何行动。

另外，有关外界质疑 
反贪会在金马尼士国 
席补选期间公开这些录 
音，存在政治阴谋，拉 
蒂花说，她不会理会这 
些指责。

反贪会昨日公布9段 
共长约45分钟与一马发 

展公司案相关的电话音 
频，力证纳吉滥权和共谋犯罪及 
多名官员泄露政府机密等行为。

另外，拉蒂花说，反贪会将在 
本月内，在霹州秘书署廉政单位 
及大臣办公室安置反贪会官员， 
以监督施政，官员们皆受过相关 
训练，而此举是为了防范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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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员检查 

车镜的透光 

度。

专
员
进
行
车
底
检
验

明起至21曰■無需文件預約

52 Puspakom中心
林淑慧

(八打灵再也9 

曰讯）又是一年一 
度为轿车做“全身 

检查”的时候。配合农历新年，电脑验 
车中心（Puspakom)将于本月11日至21 
曰，在全国各地52个分行（除了莎阿南 

和巴西古当），为私人轿车提供免费验 
车服务！

这项主题为“安全驾驶以免后悔”
(#drivesafenoregrets )白勺运动，开 

放时间从上午8时至下午5时，

车主无需预约，也不 
必任何文

件，即可免费验车。
电脑验车中心总执行长苏古依斯玛尔接 

受《中国报》专访时指出，这项免费服务 
将包含25项检验，包括排烟、侧滑、悬 

架、车镜透光度及煞车系统等。
他说，完成检验后，车主会获得一份详 

细，含有各项检验指数的验车报告作为参 
考〇
_° “整个过程大概15分钟，我们一直鼓励 

验车，是为了注意道路安全，尤其每年佳 
节，马路上特别多车，确保汽车性能安 
全，安全驾驶，大家放心回乡过年。”

苏古依斯玛尔说，平时私人轿车的验车 
费为50令吉，只包含4项检验，即车镜透 
光度、底盘（Chassis)、引擎及接驳。

“此免费服务包括25项检验，呼吁私人 

轿车车主千万别错过。”
此外，电脑验车中心分别在本月的其 

中5天，提供免费流动验车服务。

苏古依斯玛尔说，其中11日是首次把 
流动验车卡车（MobUe Truck)驶入 

公园。
“因为我们的卡车很大辆，不是每个地 

点都适合，很开心获得吉隆坡市政局的配

就如體檢最好每年驗車

電腦驗車中心提供免費流動驗車卡車（Mobile 

TrucIO驗車服務流程
曰期 地点 时间

1月n日 公园（地点待定） 9am—4pm

1月14曰 国民大学，Dewan Gemilang广场 9am—4pm

1月18曰 安邦Tesco，B座泊车场 9am—4pm

1月22日 槟城大山脚Insa Dunia美食中心泊车场 9am—4pm

1月23日 吉打阿罗士打陆路交通局 9am—4pm

古依斯玛尔强调，保养 
(service )汽车和检验 

(]nspection )汽车不一■样， 

检验汽车有如人的身体，1年最 
少做1次的“健康检查”。

他说，很多人以为平时把车 
送到车厂保养和维修，就不用 
验车，那是错误的观念。

“通过电脑验车中心，车主 
可从报告清楚得知汽车的整体 
表现，如轮胎性能是否安好？ 
每项检验都有指数，让车主了 
解轿车的性能表现。”

他说，基于我国没有强制验 
车，因此一般私人轿车只在 
两种情况下会进行验车，即转 
换名字和买二手车需要银行借

^°“我要提醒驾驶人士，要做 
个负责任的人，不只是保养汽 
车，也要检验汽车。”

欲知免费验车详情，可联络 
电脑验车中心客户热线（1- 
800-88-692T)或浏览官网 
http://www.puspakom.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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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9日讯）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及华人新村发展 

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表示，随著房地部拨款100万令吉在全国公 

共场合设立吸烟区，雪州将把设吸烟区一事，交由州内12个地方 

政府自行定夺。

根据《当今雪州》报道，黄思汉表 

示，基于有关拨款是直接从房地部下放 

至地方政府，所以设立吸烟区的措施， 

无需带上州行政议会会议讨论。

"州政府及地方政府欢迎联邦政府落 

实任何有利于人民的政策，并会给予全 

力配合。”

黄思汉强调，地方政府会善用这笔拨 

款，以确保能做到最好。至于在各别地

方政府管辖区公共场合设立吸烟区，一 

切视乎地方政府的需求而定。

等设立吸烟区指南出炉

房地部日前表示，将在有意设立吸烟 

区的地方政府鉴定了确实位置和提交申 
请后，拨款5000令吉予该县市议会或 

市政厅，充作设立吸烟区款项。

另_方面，瓜冷县议会主席莫哈末再

因指出，将等待房地部拟出设立吸烟区 

的指南规划，才能决定下一步行动。

“截至目前，我们仍未有设立吸烟区 
的准备，但一旦房地部吸烟区指南出 

炉，我们会准备落实。”

沙亚南市政厅公关主任沙林表示，市 

政厅会先讨论设立吸烟区事项，以便能 
跟上接下来的规划及落实步骤。(TTE)

黃思漢：房地部直接撥款

吸煙區交地方政府定奪
方
政
府
自
行
定
夺
。

把
设
吸
烟
区
交
由

12
个
地
 

■
黄
思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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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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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ppp’iiii酬_::

隊的力看斗下<的力f斗下中锬合4圏意善

t足马来西亚放眼世界的"爱.

娱乐I Entertainments & Events 
Global Holding Sdn Bhd"，公司， 

坚持以专业创作星实力及立志打造 

为知名娱乐公司和最具品牌影响力 

的国际化娱乐公司，首响巨献《爱 

的力量牛下中佬合唱团慈善晚宴》 

拉开帷幕的同时也非常荣幸获得 

Y.M RAJALUTHFI B. ALMARHUM 
TENGKU LAKSAMANA BADLI 
SHAH IBNI ALMARHUM SULTAN 
HISHAMUDIN ALAM SHAH出席观 

赏见证慈善晚宴的成功演出！

锺淑慧崔嘉宝助攻
目前大受观众欢迎的香港电视剧 

<牛下女高音》，剧中担任合唱团成 

员的其中5位实力演员蒋志光、吴仿 

融、曾伟权、郑敬基及欧瑞伟，纵横 

乐坛演绎圈数十年，在戏剧里丝毫不 

减风采，能演能唱，他们无私的为马 

来西亚歌迷朋友们呈现一场温馨的时 

尚视听慈善盛宴，实在是一次难得机 

会!

此外，也获得演戏经验丰富的香港 

小姐崔嘉宝及锺淑慧特别前来支持亮 

相，崔嘉宝演出的电视剧其中最为大 

家熟悉的有《情浓大地》、<金牙大 

状》、《壹号皇庭》、{今生无悔，

E式金場
火玫瑰》，至于锺淑慧演出的电视剧 

如《古惑女之决战江湖》、《金牙大 

状》也是让大家印象深刻！

这场《爱的力量牛下中佬合唱团慈 

善晚宴》受惠单位为《修成林洗肾 

福利基金》及《美嘉园儿童残缺中 

心》，主办方希望为歌迷带来欢乐的 

同时，也有机会借助慈善演出宣扬和 

令更多人知道社会有很多残疾、病重 

人士需要大家的帮忙、支持和鼓励。

限1：手禮袋贈出堉
#《爱的力量牛下中佬合唱团慈善夜 

大型并以晚宴海报为背景的照相亭 

家摆设许多限量及商品，其中包括云顶 

鸿福堂，许多著名商家如房屋销售商Vi\ 
House、西餐厅The Butcher’ s Table、

另外主办单位不惜成本，为了感谢〕 

友，特别印制了限量精美伴手礼袋及笔 

项纪念品采用了慈善晚宴的海报为设计 

商I Vacations Global Holding也会在现专 

提供诱人的优惠，而且更会将当晚的盈 

(CKS )

[要的是散播爱的气 

、世界还有互相关怀 

^的精神，将爱的气 

?，提升世界的正能

卜董事莫志雄是旅游 

I英，拥有丰富的演 

J经验，并为许多大 

4的旅游活动和大型 

【次受香港媒体邀请 

I，他同时也将其 

i景定位于一间顶级 

]时立足马来西亚放 

]专业创作星实力， 

〔务包含举办国际级 

;：理、艺人经纪等业 

!目是市场横跨大中 

丨际顶尖团队接轨合 

「高度娱乐性的演出 

!马来西亚娱乐业领

11日首场巨作《爱 

1佬合唱团慈善夜》

:帷幕，邀请了香港 

〔光、吴岱融、曾伟 

L欧瑞伟为马来西亚 

L现一场激情四射的 

F盛宴，公司正式启 

I艺业务。（CKS)

JPO

牛下中佬合唱团慈善夜

charity^MSneb

愛娛樂塑年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慈善演出是 

获得I Vacations Global Holding赞助 

外，同时也非常感谢《莫氏爱华基 

金》的全力支持才能邀请到多位香港 

艺人爱心演出，难能可贵的是也遨请 

到世界杰出华人林以诺博士的盛请站 

台支持外，也邀请了本地神奇歌手姚 

乙的联合演出。此外，晚宴主持人 

是指定宣传电台的著名DJ李子昭及 

May。"爱.娱乐 I Entertainments 
& Events Global Holding Sdn 
Bhd ”非常感谢此次的活 

动获得众多商家及媒体的支 

持。（CKS)

《爱的力量-牛下中佬合唱团慈善晚宴》 ^ "

日期：2020年1月11日 零
时间：7.30PM 世界木出华人
地点：Mega Star Arena Viva Mall, Kuala Lumpur 丨’丨:針甫十，

查询电话号码：03-6263 8623 (16条热线号码） r ^

崔嘉宝

▲精美伴手礼 
袋及笔记本。

将会设有两个 

:，同时将有国内外著名的商 

高原旗下的梦号邮轮、香港 

，ahomes Realty、Hemmon 
发型化妆旧HEA等等。

艺持这场慈善演出的歌迷朋 

记本送给出席的嘉宾，这两 

，非常吸睛！至于主要赞助 

3推荐具有特色的旅游配套及 

利的10%捐出于爱华基金。

創辦《莫氏愛華基金》協助弱勢群體
@娱乐及策划环球控股有限

，公司2020年首响炮《爱 

的力量牛下中佬合唱团慈善晚 

宴》，将于1月11日（星期六） 

晚上7时30分在吉隆坡正式引 

爆！此场开春演出是由马来西 

亚旅游业菁英莫志雄领军的 

《爱旅游集团》跨界娱乐事业 

的首场巨献。

除了对娱乐事业雄心万丈 

外，旗下《爱旅游有限公司》&

《爱旅游环球控股有限公司》则 

专注于公司奖励旅行团，拥有丰 

富的经验，同时获得政府授权， 

为政府和私人学校提供校外旅行 

团的服务。

另外，集团更创办了《莫氏爱 

华基金》协助及帮助弱势群体； 

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传承先祖的美 

德，转达爱心和希望，弘扬扶贫 

济困，帮助社会上不幸的个人和 

困难群体，为建设和谐社会尽一

莫志雄个人简介
《爱的力量牛下中佬合唱团慈善晚宴》策划人莫志雄

爱i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爱旅游环球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爱娱乐及策划环球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爱华基金(莫氏）-创办人兼主席

2011年荣获亚太区杰出企业家成就奖（马来西亚颁发）

2016年曾担任香港见证嘉宾兼主讲嘉宾

2016年担任香港商业电台特别专访嘉宾

2019年担任香港公益电台特别专访嘉宾

2019年担任香港今日华人杂志特别专访嘉宾

2019年香港商业电视台特约专访嘉宾

2019年荣获美国格林威尔国际杰出企业家成就奖（香港特 

区颁发）

2019年荣获美国格林威尔国际旅游服务大奖（香港颁发）

2019年成立《莫氏爱华基金》为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爱的力量牛下中佬合 
唱团慈善夜》节目流程

5.30PM:鸡尾酒会 
7.30PM:嘉宾就坐 
8.00PM:推荐礼影片简介 
致词-集团执行董事莫志雄 
致词-Y.M RAJA LUTHFI 

B. ALMARHUM TENGKU 

LAKSAMANA BADLI SHAH 

IBNI

ALMARHUM SULTAN 

HISHAMUDIN ALAM SHAH 

模拟支票颁赠受惠单位仪式 
8.30PM :演出开始

份心力，

氛，

及无条件贡® 

氛散布在社会 

量。

业及娱乐业精 

出及活动策戈I 
企业策划大3 

晚宴，同时多 

担任专访嘉3 

公司未来的履 

娱乐公司，同 

眼全世界，用 

而公司主要J 
演出，经纪奸 

务；未来的項 

华地区并与国 

作，

及艺人，

军企业。

2020年1月

在吉隆坡拉 

著名艺人蒋洁 

权、郑敬基5 

歌迷朋友们呈 

时尚视听慈« 

航迈向娱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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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12地置大垃圾槽
讓民衆大掃除時使用

(加影9日讯）农历新年即将来 

临，加影市议会分别在3个星期里， 

分阶段在辖区内12个地方提供大型垃 

圾槽，作为民众进行大扫除后，丢弃 
大型垃圾之用。据了解，市议会是在 

1月6日、13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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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厨等丢弃到垃 

圾槽，达鲁益山集团的承包商会依据 

时间表进行清理。

曰前，市议会的首阶段已在锡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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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放大型垃圾 

槽，而承包商会在1月10日拖走。

次阶段是在1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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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阶段是在1月20日，其余地 

点包括蕉赖十一哩民众会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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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工业 
垃圾、厨余等也丢弃。（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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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打昔柏迈新村与乌鲁冷岳路之间一块地势高的空地，被人弃置 

大量建筑废料。

政府地淪建築廢料場
溝渠流出紅色水

(安邦9曰讯）安邦打昔柏迈新村 

附近的一座地势高的政府土地及一处 

斜坡，遭人作为非法丢弃建筑废料 

场，居民上周还发现沟渠在雨天时流 
出红色水，对此感到担忧。

没强烈异味

据悉，有关出现红色水的沟渠是位 

于柏迈23路附近，没有强烈异味；而 

非法垃圾场是位于打昔柏迈新村与乌 

鲁冷岳路之间的政府地段。

根据非法垃圾场出入□的告示牌显 

示，该地段隶属雪州政府保留地，任 

何未经允许入侵该地段进行任何活 
动，违例者可在国家土地法典第425 

条文被惩罚，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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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前 

联同土地局、安邦再也执法组官员以 

及市议员前往巡视，发现非法垃圾场 
周围布满建筑废料、保丽龙、塑料 

瓶、铁枝等。现场的建筑废料遍布在 

斜坡处，相信是非法业者把垃圾丢弃 

该处。

黎潍褐表示，非法垃圾场的位置是 

政府保留地，占地不足1英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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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发现上周下雨后沟渠水呈 

现红色，对此感到担忧。

废料，查看有关地段时发现之前有个 

人曾向政府申请在该处兴建房屋，现 

场还布满建筑废料。

他同时表示，当地居民、庙宇代表 

上周已在市议员郭纬界陪同下前往报 

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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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查明污染水源的原因。

出席者包括安邦再也市议员丁杰 

隆、陈瑞雯、黎潍福的特别助理菲德 
斯、福利组主任西华等。（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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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美盈：商家企業參與NEM

進軍太陽能板投資商機
(加影9日讯）能源科艺及环境部长 

杨美盈指出，商家企业参与净电能计量 

政策（NEM )除了能抵销电费开支、 

享有政府补贴，也是进军发展太阳能板 

的绝佳投资商机。
她说，政府今年放眼批准高达300兆 

瓦的再生能源生产，已证明有关领域的 

需求空间大，这是一个很好的商机，当 

局鼓励中小型企业进军该行业。

她今早在绍嘉纳英比安加影市议会礼 

堂与百位工商界人士进行交流后告诉媒 

体，开办座谈会与工商界交流净电能计 

量政策之余，也会鼓励商家投入太阳能 

业，任何人有意开创该行业，也可透过

大马永续能源发展机构（SEDA )提供 

的训练，以便成为相关行业的供应商， 

专做规模小于大厂的市场。

她强调，当局希望能达致双赢，此政 

策去年获得良好反应，大马永续能源 
发展机构在去年批准102兆瓦的电能配 

额，是2016至2018年的3.7倍，因此政 

府今年把电能配额增加到300兆瓦。

出席者包括无拉港区州议员王诗棋、 
无拉港中华工商总会会长拿督彭永胜、 

利丰工业区公会主席刘海雁、蕉赖十一 

哩新村管委会主席林志远及加影市议员 
苏仁强等。（T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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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人士

(吉隆坡9日讯）总检察长丹斯里汤米汤姆斯指出，由于3份被指与政治 

人物有关的性爱短片调查报告都显示无法鉴定短片中的人士，因此，总检 

署不会提控任何人。

他说，马来西亚电子保安机构（Cyber Secu

rity Malaysia) 、美国专家和私人自发进行的分析 

报告认为，不能基于面部识别分析来明确地识别 

片中人士。他表不，马来西亚电子保安机构报告 

指，由于短片像素太低，导致无法清楚辨识片中 

人物样貌。

“基于无法做出定论，警方把结果交由美国的 

鉴定专家进行分析，警方在去年12月接获的分析 

结果。”汤米汤姆斯说，该份报告确认了马来西 

亚电子保安机构的的结论，包括因为像素太低而 

无法辨识片中人物身份。

“警方也接获了一份某人主动提供的分析报 
告，内容同样证实了上面两份报告的结果，即无 

法凭脸部辨识断定短片人物的身份。”

他指出，在检视了警方所搜集和提供的证据

后，副检察署司向他建议，不针对 

这支性爱短片进行提控。“我接受 

这建议，决定不提控任何人。”

汤米汤姆斯今曰（9曰）发表 

文告指出，去年6月13号，总检 

察署与警察已经合作针对被指涉及 

某政治人物的调查报告进行研究，

他们也根据了程序调查。

他说，他们也针对警方所录取的口供进行了 

数次的讨论，同时也向警方提出了进一步调查的 

指示，以确保在作出提控的决定前有足够的说 
明。

他指出，当局援引《刑事法典》第377B和 

377D条文调查本案，警方曾传召数名证人确认案 

情，同时也逮捕和延扣了几名人士。

汤米汤姆斯：3份报告皆指无法鉴定短片中的人士，因此，总检 

署不会提控任何人。

他说，调查工作延迟结束主要由几个因素导 

致，包括鉴定报告用了较长的时间完成。

“这包括了处理一些阻碍，及要求政府拨出额 

外拨款以让警方完成调查。”

他说，这些短片已经在国内及国外进行了真 

实性及脸部识别的鉴定，警方也录取了证人的口 

供，而鉴定结果也是调查报告的一部分。#

阿兹敏:还了我一个清白T 纳吉:要知道是谁不难

S于无法鉴定男主角是谁，总 

检察署宣布放弃检控“男男 

性爱短片”案件；早前被卷入此风波 

的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第一时间发文告，表示此诬蔑事件终 

于水落石出，还了他一个清 

白°

他表示，自己已阅 

读总检察长丹斯里汤米 

汤姆斯发表的文 

告，他要再次强 

调，当初有关短片

是:对他的i巫蔑’并 阿兹敏阿里：诬蔑事件终于水落石出，还我一个 
再次谴责这是有恶 丨f自。

意的政治陷害，目 

的是要摧毁他的政途。

他在文告中也指，尽管他们企图以邪恶的诡计污蔑他，但正义最终仍 

获得伸张，公道自在人心。

“我感恩上苍，让真理战胜邪恶。我也祈祷没人会再被这类的龌龊政 

治手段伤害。”

“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及孩子们相信及支持我，同时我内心也深深感谢 

朋友和那些一直支持我的人，对我的不离不弃。”

最后，他呼吁大家一起遏止诬蔑政治文化、人身攻击及羞辱。“我们 

应该跟关注各种议题、理念、人民福祉和国家建设的课题。” #

Q-

Seftenamya buKan susati pun jiKa plrtak berKuasa nak tanu slapa peiaKu- 
g daiam video intirn itu

kaiau oak lah. 

yaog teiah memberl p it Ini.

r daiam video. TV terpasang k 

n cctv hotel juga teiah diserahkan kepada pmak be

i siapa yang masuk Dilik siapa daiam CCTV hotel dan 
igan masa yang rancangan TV sedang dislarkan masa

m-iebih lagi iaiah Haziq sendiri pun dah mengaki 
am itu (atau Haziq buat laporan polls paisu Ke?).

n peguam 

benamya;yang bersama' dia

a pi Kesianian H

aya perca>a Ola Kirn tengan flKir siapa s 
maiam penuh Kenangan itu.

Teniu Oia Oingung

纳吉在脸书，贴文向执法单位喊话：“执 

法单位，我可以给你一些劝告吗？”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向 

Rll执法单位喊话：“其 
实，执法单位若要知道谁是性 

爱短片的男主角，一点也不 

难！”

纳吉今午在脸书贴文指：
“执法单位，我可以给你一些劝 

告吗？”（纳吉幽自己一默！借用 
其妻子拿汀斯里罗斯玛近曰爆 

红的一句话，当他贴文的开头。） 

他写道，身为执法单位，

要知道性爱短片的主角是谁，

一点难度也没有。“如果，你 

们真的想知道。”

他说，很多人都已发表意 

见。“在短片中，当他们在‘开战’ 

时，电视机的声音开得非常大声。” 

他续说，就连酒店的闭路电视片 

段，也已经提交给执法当局。

“可以检查时间，谁跟谁进入房 

间，已被酒店的闭路电视拍摄下， 

只要比对时间，就能知道谁是性爱 

短片的主角了。”

此外，纳吉续说，其中一名男主

角哈兹阿兹（前原产业副部长高级机 

要秘书）都已经报警了，并阐明当晚 

是跟谁在房间里（还是哈兹阿兹报假 

案？）。

在总检察长今天做出宣布后，他 

可怜哈兹阿兹的遭遇！ “我在猜想， 

他（哈兹阿兹）现在一定很困惑，到 

底那个充满回忆的晚上，他是跟谁 

‘在一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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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林（坐者左4起）、易人春及乌玛，与众出席者在交流会结束后合影_

全年约30宗罪:

沙白县破案率偏高
(吉隆坡9日讯）适耕庄警局局长易人 

春助理警监指出，沙白县各区罪案率向来 

不高，全年约30宗，以破门盗窃案为 

主，因此沙白县也是破案率排名全国前几 

名的警区，而去年适耕庄的罪案率也比往 

年低，只有偷车和农药个案，大部分也成 

功逮捕与破案。

“我们希望加强与民众的联系，以掌握 

地方上的真实治安情况，因为有时民众投 

诉发生很多偷窃案，但官方记录却没有案 

例。”

她坦言，依据辖区的人口比例，适耕 

庄警局应有30名警员驻守，但因警队人 

手不足关系，目前仅有17名警员轮值， 

在人手安排上的确较紧缩，因此更需要民 

决地方治安问题。

陪同到访的副局长乌玛则希望社区领 
袖，向摩哆骑士灌输佩戴安全帽的重要 

性，尤其如今5号公路正展开提升工程， 

重型车辆频密出入，民众更需要保护自身 

与他人的安全。

黄瑞林则在交流会总结时，感谢易人 

春新官上任就亲自到访，以实地了解适耕 

庄的治安情况，拉近与各村长和县议员的 

关系，更希望大家能携手合作，维持社会 

安宁。

“适耕庄民风淳朴，每逢周末或公共假 

期又有大批游客涌入，如何让居民与游客 

都感到安心，是我们的首要关注。” #

众的配合，充当警方的耳目。

易人春刚上任适耕庄警局局长不到一 

周，曰前率队拜访适耕庄州议员服务中 

心，寄望拉近与社区领袖的关系，共同保 

卫社会安宁与治安。

本月2曰从大港警局，调升为适耕庄 

警局局长的易人春，自2001年已在沙白 

安南县警区服务，先后服务于罪案调查组 

和社区联系事务，与适耕庄地区领袖也颇 

为熟悉。

雪州议长兼适耕庄州议员黄瑞林，也 

特别邀请易人春到其服务中心，与县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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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地庭加控3洗黑钱罪
隆市厅前高级副主任不认罪

(怡保9日讯）继过去两天分别在 

吉隆坡和莎阿南面对6项收贿及3项 
洗黑钱控罪后，怡保地庭周四加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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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洗黑钱 

罪，涉及款项达27万6400令吉。

58岁的沙布丁周四在通译员宣读 

控状后，在地庭法官英德拉面前否认 

有罪。

根据第一项控状，沙布丁被控通 

过5张支票以10万80◦◦令吉购买40 

头牛，这5张支票存入Sky Active A- 

gro Farm的农业银行户头，是洗黑钱 

获得的款项。

他被控于去年4月5日至29

曰，在大马回教银行怡保斯里依斯干 

达分行犯下上述罪行。

在第2项控状下，沙布丁被控于 

去年4月1日至20日，使用从洗黑 

钱活动得来的14万74◦◦令吉，通过 

5次交易在金宝向男子莫哈末尤索夫 

购买51头牛。

根据第3项控状，沙布丁被控于 

去年4月1◦日至5月6日，使用洗 

黑钱活动得来的2万1〇◦◦令吉，通 

过两次交易在兰波干南向男子阿都拉 

萨缴付购买18头牛的预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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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罪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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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大马反贪污委员会的主控官 

努鲁副检察司向法庭提出，让沙布丁 

以2万令吉保外候审。

沙布丁的代表律师艾曼说，其当 

事人和反贪会充分合作，而且是家中 

经济支柱，因此要求降低保释金。

“除了要负担一名妻子和两名分 

别就读中五和国油科技大学的孩子， 

他周二在吉隆坡地庭被控，昨天在莎 

阿南地庭被控，一共已缴付22万令吉 

保释金。”

英德拉批准被告以1万6000令 

吉及一名担保人保外候审，并择订2 

月28日重新过堂。被告缴付保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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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木父新春装饰风波

录供前出示V手势

土权副主席称胜利
(赛城9日讯）学校新春装饰风波；土著 

权威党副主席莫哈末凯鲁星期四在接受通讯与 

多媒体委员会传召录取口供前，对着媒体出示 

V字手势，还自称他在此事已经“胜利”了！

他表示对此感到自豪，他解释，他只是发 

一封信函，内阁就进行15次会议与提到他的 

名字，而且有7名部长亲自到有关学校。

他更说：“我一封信函（可以）将灯笼拆 

除，就有7名部长亲自重新悬挂（灯笼）。”

星期四上午1◦时，莫哈末凯鲁在律师拿 

督沙哈鲁丁的陪同下，前往通讯与多媒体委员 

会建筑物。他在该建筑物，分别针对学校新春 

装饰风波，与他在元旦日发推文指“华裔的墓 

地范围太大”言论，先后接受警方与该委员会 

录取口供。

他早前在推特撰文，指接获来自雪兰莪州 

蒲种市镇国中一校的穆斯林家长投诉，对校园 

早前悬挂的的新春装饰“刺眼”，更指这已经 

违反联邦宪法，放话要向执法当局举报。

风波掀起后，该校的一些华裔校友，相信 

在校方要求下，返回学校，一晚之间协助老师 

拆除装饰。

该校校友随后通过脸书揭发此事后，引起 

议论纷纷，最终在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与

数名部长、副部长与雪州行政议员等人的周旋 

下，校方重新悬挂新春装饰。#

放学!

A

再 
挑 
课 
题

部

莫哈末凯鲁接受录供前，对媒体出示v形手 

势，自称已经“胜利”了。

_个事件的土著权威党副主席莫哈末凯鲁觉 

得很爽（Seranok) !

他说，他觉得挑起这个课题后，可以引起 

内阁部长的注意，让他感觉爽，因此，他放话 

会再挑选其他学校与选择其他课题，再让部长 

级人物再次到学校解决问题。

“我觉得我的信函有人回应后，会觉得爽， 

如果你（记者）写信后有人回应，你也会觉得 

爽吧？”

“我觉得很爽，所以才说我个人已经胜利 

了，因为我的信件已经让7名部长取消他们原 

2 I本的行程，亲自到有关学校。我会之后再选择 
b I哪一间学校，再让部长亲自到学校。”

莫哈末凯鲁在沙哈鲁丁的陪同下，于中午 

11时5◦分在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建筑物前接 

f 受访问时，这样指出。 

w 在这段访问中，他共提到五、六次
天H爽，，°
C4： 他说，该委员会与警方分别向他录供，不

过，他接受抵达该委员会建筑物的沙登警区刑 

事调查组查案官的录供，过后才接受通讯与多 

媒体委员会官员录供，因此，他无需再按照原定计 

划，另外到沙登警区总部。

录供全程融合专业
沙哈鲁丁说，基于有人不满此事发生而报警，因 

此，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505 (C)发布可危害公共 

的言论条文，向他的当事人录供。

他说，在一小时10分钟的录供过程中，全程气 

氛融合与专业，不过，他不便透露问题与回答，避免 

影响警方的调查工作。

“我们已向警方解释整事件的来龙去脉。” #

向媒体索钱充内幕消息回酬

莫;二钱”，以作为知道内阁进行 

15次会议的“回酬”！

当记者询问他，他如何得知 

内阁就学校新春装饰事件而进行 

15次会议时，他指是有人告诉他 

的。

他还笑言：“你（记者）付 

给我1万5000 (令吉），给我红 

包啦！，，

他重申，在接受警方录供过 

程中，已经告诉警方有关写信的 

目的，目前等待警方调查。

指学校新春装饰事件太过分
莫哈末凯鲁相信被记者追问 

的问题激怒，回呛指记者的问题

已经太“过分” (terkelaluan) 

了！

记者询问他，他以往在求学 

时，难道学校没有悬挂任何节庆 

的灯笼或其他装饰时，他说没 

有，并指学校新春装饰事件太过 
分了 〇

过后，记者再追问为何他会 

觉得这个课题会过分时，他以不 

耐烦的口气说：“我喜欢要觉得 

啦（I sukalah nak rasa) ! ”

记者再问他早前在推特撰文 

指有父母觉得很“刺眼”时，他 

表示同意，但是这个交给警方调 

查。过后，他再对记者说一句 

“我认为，你的问题也已经很过分 

了” ，就结束记者会。#

因华裔墓地论被传召录口供
|马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星期 

四（9曰）传召莫哈末凯 

鲁，是为了就他在元旦日发表的 

推特撰文，指“华裔的墓地范围 

太大”言论，向他录取口供。

莫哈末凯鲁坦承，星期三（8 

曰）同时接到该委员会与警方的 

通知后，以为是为了学校新春装 
饰事件。不过，在由该委员会录 

供时，他才知道录供目的。

有关录供的一小时，该委员 

会援引1998年大马通讯及多媒 

体法令第233条文查案。

在有关推文，他询问：“为 
何华裔的墓地范围这么大？一个 

墓地可以安葬其他种族的1◦名死 

者遗体。这是浪费土地，未来也 
应该限制华人墓地的范围，生前 

拿了人家的权利，连死了也要也 

要拿人家的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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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承担逾10亿赔偿

账:大酿

政府为了降低人民生活费，将继续在今年冻 政府为了降低人民生活费，将继续在今年冻 

结国内所有过路费的调涨，政府必须承担逾10亿令吉的 

赔偿。

财政部长林冠英说，政府拒绝让大道涨价，就必须根 

据合约赔偿赔偿，这对政府是一定负担，但为了减少人民 

的负担，政府仍决定冻结大道涨价。 .A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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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9日讯） 

政府为了降低人民生活 

费，将继续在今年冻结国 

内所有过路费的调涨，政 

府必须承担逾10亿令吉的 

赔偿。

这意味着，今年国内各 

大道过路费将维持现状。

至于这项措施会否延 

长至2021年，林冠英表 

示，这需要获得内阁的同 

意，他笑说：“不过，若 

希盟继续执政，应该

政府续承担逾10亿赔偿_

今年过路费各—
他今天（9日）出席是用于消费税退税款额，

否认下周内阁敲定收购大道

林冠英：别相信报道

林

吉隆坡关税局的会客曰 因此，目前只是相差8至

他说，政府拒绝让大 

道涨价，就必须根据合约 

赔偿，这对政府是一定负 

担，但为了减少人民的负 

担，政府仍决定冻结大道 

涨价。

询及涉及的赔偿额， 

他表示数额预计超过10 

亿令吉。

后，针对收购大道的课题 

时，如是表示。

销售税料达275亿
林冠英也宣布，政府 

在2019年的销售与服务 

税的预期达到275亿 

600◦万令吉，比预期的 

220亿令吉还要局’显不 

国家经济比预期好。

他说，尽管销售与服 

务税的税收和之前的消费 

税税收相差约17亿令 

吉，但基于这差额有一半

1◦亿令吉，政府有能力 

去解决当中的差额。

询及政府如何解决销 

售与服务税的税收和之前 

的消费税税收的差额时， 

他说，政府早前预计当中 

差额为1◦◦亿令吉，后来 

发现差额约80亿令吉， 

政府较后采取措施来减少 

差额，如今差额仅介于 

15亿令吉至20亿令吉， 

政府有能力去解决当中的 

差额。#
左手受伤的林冠英（次排右2站者）周四上午到医院复诊后，再赶 

到吉隆坡关税局的会客日活动，了解民众的看法。

冠英否认《星报》指收购大道的课题将在下周的内 

阁会议中敲定的报道，并反问记者为何相信报道。 

“我已经说了，别相信报道。”

他强调，内阁会在下周的会议中详细讨论，财政部 

将在这项扮演关键角色，因为这涉及财务架构。

这是否意味着内阁会在下周决定，他说，内阁会在适当 

]时机宣布，因为必须遵守多个程序。

询及会否在华人农历新年前后决定时，他重申需取决于内 

阁的决定。

他也披露收购大道耗时良久的原因，但他说明这当中涉及 

庞大的作业，并吁请人们给予政府时间，以确保这项收购没有 

私人牟利、让消费者、政府及大道公司受惠，达致三赢局面。

根据〈<M报)〉报道，内阁指示三个主要部门商讨收购南北 

大道的事宜。

《星报》引述工程部消息指预料下周将会有所决定，届 

时，工程部长巴鲁比安、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及 

他商讨收购南北大道的事宜，并上述三个部门将会研究收购我 

国最大大道公司的最佳方程式。

报道说，原本昨天理应有裁决，但鉴于这项交易复杂，政 

府顾需考量多项因素，包括不加重债务、减少至少18%的过 

路费及特许经营合约不能延长超过20年等，内阁决定将限期 

延长至下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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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正义获得伸张
(吉隆坡9日讯）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说，有关诽镑的“短片”是破坏他政治生涯的恶毒阴 

谋。

他发表文告说，“尽管那些有意图的人想要密 

谋，但是我毫不怀疑正义获得伸张。

“我感谢真主让真理之光战胜黑暗，即使我已经 

证明无辜，我也祈祷没有人再次遭受这种政治阴 

谋。”

阿兹敏也吁请政治人物停止诽谤、人身攻击和抹 

黑行为，反之应该针对课题、观念、人民福祉和国家 

建设进行建设性的讨论。

他感谢家人相信他，并在这几个月来给予他无条 

件的支持。

“我也非常感谢朋友及公众的支持，我由衷感谢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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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蒂花：反贪会助查

9对i海音交警方
(怡保9日讯）大马反贪污委

员会首席专员拉蒂花指出， 

反贪会已将第一轮政府高官 

涉嫌贪污及滥权等罪行的9 

个对话录音，交给警方。

她指出，反贪会将与警方 

合作，目前正等待警方传召 

该会，协助调查。

对话涉犯罪

拉蒂花今日在霹雳州务大 

臣办公室礼貌拜会霹州务大 

臣拿督斯里阿末法依查后， 

受媒体询及反贪会昨R公开 

被指牵涉前首相拿督斯里纳 

吉的对话录音一事的进展 

时，如此回应。

她说，有关对话录音涉及 

犯罪因素，W此，反贪会与 

警方都可以开挡调查。

询及纳吉指控反贪会公开 

录首是貌视法庭之举，她 

说，纳吉要说什么或采取什 

么行动是他的权利，她不愿 

置评。

反贪会昨R公开播放有关 

对话录首^別话语首被指涉 

及纳吉、其夫人拿汀斯里罗 

丝玛、反贪会前首席专员丹 

斯里祖基菲里等多名人士。

拉蒂花当时指录音内容牵 

涉滥权、捏造证据及公开官 

方机密的刑事元素，并涉及 

高官。

纳吉有权采行动
针对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 

就大马反贪污委员会昨R公开 

9个对话录音内容提出争议一 

事，反贪会首席专员拉蒂花指 

出：“这是纳吉或任何人的权 

利0 ”

“我只有一个答案，他 

(纳吉）要采取任何行动，都 

是他的权利。”

她昨晚在怡保出席霹州反

贪会与媒体保龄球活动时，受 

媒体询及纳吉的争议有何看法 

时，作出简短回应。

询及有人质疑大马反贪会 

在沙巴金马利补选竞选期间公 

开上述录音的动机，拉蒂花仅 

回应，要发表评论是有关人士 

的权利。

在场者包拈霹州反贪会主 

席拿督莫哈末弗兹

霹官办安插反贪官
提及与霹大臣的会面，拉 

蒂花透露，反贪会将在一个月 

内，各安插一名已受训的反贪 

会官员到霹州务大臣办公室及 

霹州秘书署廉政单位，助监督 

及防范贪污滥权行为。

“反贪会官员将能给予政 

府机构或部门这方面的劝导、 

处理所接获的投诉，以及设法 

解决贪污问题。”

她说，反贪会至今已在沙 

巴与吉打州政府安置反贪会官 

员0

阿末法依查指出，霹州秘 

书署廉政单位将协助州政府拟 

定“反贪蓝图”，作为州政府 

官员的指南。

“包括如何进行活动及日 

常运作。”

出席者包括反贪会副主席 

(行动）拿督斯里阿占巴基、 

霹州反贪会主席拿督莫哈末法 

西、霹州务大臣顾问拿督再 

诺、霹州副秘书诺珊、霹大臣 

高级机要秘书祖基菲及霹大臣 

政治秘书拿督依斯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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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耕庄9日讯）刚

上任适耕庄警局局

长不到一周的易人

春助理警监，曰前 

率队拜访适耕庄州 

议员服务中心，寄 

望拉近与社区领袖 

的关系，共同保卫 

社会安宁与治安。 拉近警民关系携
易

人春是于本月2 FI从大港警

局，调升为适耕庄警局局

长

自2001年已在沙白安南县警区 

服务，先后服务于罪案调查组和社区 

联系事务，与适耕庄地区领袖也颇为

熟悉

林

雪州议长兼适耕庄州议员黄瑞 

日前也特别邀请易人春到其服务

中心，与县议员、各村 

长和社区领袖交流，讨 

论如何解决地方治安问

题

黄瑞林（坐者左四 

起）、易人春、乌玛 

与众出席者在交流会 

结束后合影。

多是破门盗窃案

沙白全年30宗罪案
易人春指出，沙白县各区罪案率向来不高，全年大约 

是30宗左右，以破门盗劫案为主，因此沙白县也是破案 

率排名全国前几名的警区，而去年适耕庄的罪案率也比往 

年低，只有偷车和农药个案，大部分也成功逮捕与破案。

“我们希望加强与民众的联系，以掌握地方上的真实 

治安情况，因为有时民众投诉发生很多偷窃案，但官方记 

录却没有案例”

她坦言，依据辖区的人口比例，适耕庄警局应有30 

名警员驻守，但因警队人手不足，目前仅有17名警员轮

充当警方的耳目。

陪同到访的副局长乌玛则希望社区领袖，向摩托骑士 

灌输佩戴安全帽的重要性，尤其如今5号公路正展开提升 

工程，重型车辆频密出人，民众更需要保护自身与他人的 

安全。

黄i而林：搞好治安人民安心
黄瑞林在交流会总结 

时，感谢易人春新官上任 

就亲自到访，以实地了解 

适耕庄的治安情况，拉近 

与各村匕和县议员的关

作，维持社会安宁。

“适耕庄民风淳朴，每 

逢周末或公共假期乂有大 

批游客涌人，如何让居民 

与游客都感到安心，是我

新局长率队访适耕庄服务中心

们的首要关注值，在人手安排上的确较紧缩，因此更需要民众的配合 糸，吏希望大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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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咩商報 2020年1月10日（星期五）

_____ , 企业曰萤奖

PLATiNUM
BUSINESS AWARDS 2019

15
as5

ABAOI RIA SDN BHD

AbacH Ria私人有限公司

中小企业卓越服务奖

liilis

今次获得“中小企业卓越服务奖项”，我感 

到很自豪！这个奖项代表我们的努力获得了肯 

定，并且对经济社会产生了积极的贡献。

我总是相信，努力是有回报的，世上没有不 

劳而获的事，公司今天的成就都是努力的成果 

我们成功的秘诀是时时把握机遇，那里有商机 

我们就往那里走。既然我们有一个优秀的团队 

绝不能错失任何一个机会。

间言I
Abadi Ria 

私人有限公 

司创办人拿 

督拉扎里马 

纳普。

! Abadi Ria目前其中一个大型承包项目是为雪兰莪政 

®府建造位于瓜拉冷岳县的回教中心，预计将在明年 

年抄竣工。

p __

回教中心的概念图

丨企丨业丨精丨神丨

丨企丨业丨特丨色丨

丨佥丨业丨背丨暈丨
Abadi Ria私人有限公司创立于1985年，起初是由 

拿督拉扎里马纳普和一名华裔商人创办，后来拉扎里将 

合伙人的拥有权购买过来，公司目前注册于他、太太和 

女婿名下。拉扎里是现任的常务董事。

创立初期，公司是作为供应商起步，主要业务范畴 

是电机工程服务，但由于市场竞争太大，公司便转型为 

承包商，并扩大服务领域，除了维持电机工程的业务， 

也开拓了商业与工业建筑、房屋建筑、道路铺装工程 

市场。

目前，公司承接的大部分业务是基于合约的政府工 

程，客户较多为政府部门和官联公司。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 

业的软实力和竞争力。

过去34年以来，Abadi Ria只坚持一个原则 

户提供品质高、至善至美的专业服务。至今，他们依然坚 

守这项使命，深信理解和满足客户的需求是企业存在的基 

本价值。

公司提供的专业服务在大马的相关法定机构已完成注 

册，特别是与电机、土木结构建筑以及电信合同服务有关的 

项目。

建筑师、工程公司和 

包商保持密切合作，并提供大规模建筑工程的咨询和实施服 

务。

国家能源公司（TNB)是Abadi Ria的其中一个大客户 

他们为国能提供电缆工程服务，包括海底电缆扩建工程。此 

外，水平定向钻进（HDD)工程、轧机和铺路技术工程、建 

筑承包工程等业务也已运营成熟。

目前，公司其中一个大型承包项目是为雪兰莪政府建造位 

于瓜拉冷岳县的回教中心，预计将在明年年杪竣工。

一个企业只有做到可持续发展，不断地从战略转型 

中成长蚊变，才能不断延长企业的寿命。

对于发展中的中小企业，通过扩大客户的规模来促 

进企业的成长是一条必经之路。Abadi Ria时时刻刻都在 

把握机遇，力争不断成长和扩展，朝向成为实力出众的 

巨头承包公司的目标迈进。

以公司目前的业绩情况来看，拉扎里表示业绩正往 

上发展，有信心在短期内达成目标。

在商场上，他认为做“健康生意”就是生存之道， 

也是企业寿命的保障。何谓“健康生意” ？在他看来， 

谨守商业道德，不跨越道德界限，给予客户品质和信用 

保证，就是健康的经商之道，这也自然能获得客户的长 

期支持。

行走在商界，建立信任 

感很重要，能够让他人为 

自己打上“值得信赖”高 

，比大赚一笔更有价

值。信任感是经营生意的 I ^

润滑剂，不仅可以让企业 

走得更顺畅，也能在众多 

竞争者中突围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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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90%商家同意

该居协秘书莫哈末诺表 

示，居协是于去年11月开始构 

思及讨论这项计划，之后于去 

年12月29 FI起到访当地商 

家，展开问卷调查，初步调查 

结果显示，约90%的当地商家 

同意在巴生后街打造文化夜 

市。 市议会在老街进行多项复兴计划，包括在后巷绘上壁画。

GOLDENCENTRAL

(巴生9日讯）巴生后街（Jalan stesenl)将打造成可容纳超过百个摊位，以及近30架流 

动餐车的多元种族文化夜市，并会以马六甲的鸡场街为范本，以推广我国三大种族文化，促 

进当地旅游经济发展！

这项计划是由班达马兰区N47C居民协会所发起，联合巴生市议员吕精伟共同推动，作为 

居协与政府的桥梁，以复兴历史悠久的巴生南区老街，振兴当地旅游经济为目标。

巴生后街打造文化柳
巴

生老街文化多元，具 

^有丰富的多元种族色 

彩，因此上述文化夜市将会汇 

集二大种族小贩，展现华、 

巫、印二大种族在食物、货品 

或表演方面的特色。

以甲鸡场街为范本复兴老街

黄金州

的表演。”

他也鼓励残疾人士，可以 

在该夜市做生意，例如足部按 

摩服务等，赚取生活费。

他表示，目前居协已经和 

市议会进行商讨，市议会要求 

居协先进行调查，若获得大部

分当地商家的同意，就可以把 

该计划提呈给掌管旅游、文 

化、马来人习俗及遗产事务的 

雪州行政议员，进一步讨论。

“我们的0标是希望在开斋 

节前夕，即5月之间，可以顺 

利落实文化夜市的计划。”

“文化夜市的地点是在巴生 

后街及其后巷，后街长约380 

尺，而后巷则约250尺。”

他说，初步估计，这两条 

街可容纳124个摊位及27个流 

动餐车。

他指出，大部分当地商家

认为，该夜市可在每周五及周 

六进行，惟，目前夜市的经营 

时间还未落实。

“居协也会在桥底下设立舞 

台，丨丨:街头表演者或任何热爱 

表演的团体和学校可以在这个 

文化夜市，进行各种不同形式

作为居_ 

人，吕精伟^ 

一项复兴巴兰 

合2020大马: 

会发展和推 

济，

呂精伟:配合旅游年
|巴）里放11 m AI-<!：:

“老街不仅有独特文化，也 

有良好公交系统，巴十站和火 

车站很靠近巴生后街，附近也

“鸡场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 

例子，虽然巴生的历史不及鸡 

场街久远，不过我们以鸡场街

办与政府的协调 

良示，文化夜市是 

老街的计划，配 

嵌游年，可借此机 

动巴生老街的经 

I■多一个选择观光

的地点。

他说，巴生作为历史悠久 

的城市，拥有独特的二大种族 

文化，在巴生老街，文化相互 

交叠，回教堂、基督教堂、神 

庙及雪州王宫都近在咫尺。

有很多的停车位，很是方便。” 

他透露，该区在晚上很宁 

静，没有任何活动能吸引居民 

前来，W此居协建议巴生市议 

会打造文化夜市，让民众齐聚 

一堂，买食物货品、欣赏表 

演、进行街头表演等，协助推 

动各种族的经济。

mn

为沿本，打造多元文化市集◦”

邀学校团体表演

另外，他表示，巴生市议 

会将会在元宵节当天，在南区 

大街（Jalan Besai')办茶会，同 

时为该文化夜市进行暖场，当 

天除了有食物，也会有表演。

“我会邀请巴生I才丨体和学校 

参与进行表演，以便协助文化 

夜市开办，我也会协助任何有 

兴趣在文化夜市做生意的小 

贩，协助他们申请准证。”

他说，部分商家不认同该 

计划，是W为他们觉得该计划 

吸引不到人潮，因此必须让商 

家们有信心，该文化夜市计划 

是能把人潮带进老街的。

他希望巴生民众可以多多 

参与，成功与否，在于巴生民 

众的支持与奉献。

STiESEN
NC：STReEnDL3_Al!AN

文
化
夜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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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农历新年大扫除

加影12区置放大娜桶
:加影9日讯）配合农历新年的到来， 居民可在相关时段把大型垃圾载去

tl口影市议会在辖区7个华人新村和5个相关地点和丢入大型垃圾桶内。

择裔居民聚居的花园置放大型垃圾桶。

去多年，加影市议 

会在农历新年前都 

会置放大型垃圾桶，避免居民 

大扫除后把大件垃圾如沙发、 

桌椅等丢在路边。

加影市议会固体废料和公 

共清洁卫生小组发表文告说， 

没提供上述服务的民众，可根 

据垃圾承包商收大件垃圾的时 

间把大件垃圾放在屋外。

放桶日期 拖桶日期

1月6闩

(星期一）

1月10闩

(星期五）

1月13闩

(星期一）

1月17闩

(星期五）

1月20闩

(星期一）

1月24闩

(星期五）

地点

锡米山新村民众会堂、无拉港新村民众会 

堂、蕉赖9里新村民众会堂、武来岸打仑 

新村民众会堂

蕉赖首都镇1/8路、蕉赖双溪龙SL7路守 

卫亭、锡米山仙水港大路神庙、士毛月新 

村巴刹

蕉赖11里新村民众会堂、蕉赖万年花园6 

路、蕉赖帝皇苑11路、蕉赖皇冠城达洋 

4/8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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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市厅前高官加控3罪

洗黑钱27万全买牛
(怡保9日讯）继过去两天分

别在吉隆坡和莎阿南面对6项 

收贿及3项洗黑钱控状后，怡 

保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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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洗黑钱 

罪，涉及款项达27万6400令 

吉。

58岁的沙布丁聆听通译员 

宣读控状后，向地庭法官英德 

拉否认有罪。

根据第一项控状，沙布丁 

被控通过5张支票，以10万 

8000令吉购买40头牛，5张 

支票存人 Sky Ac live Ag'ro Farm 

的农业银行户头，是洗黑钱获

得的款项。

他被控于去年4月5闩至 

29日，在大马回教银行斯里依 

斯干达分行犯下罪行。第2 

项控状指沙布丁去年4月1日 

至20 R，使用从洗黑钱活动 

得来的14万7400令吉，通过 

5次交易在金宝向莫哈末尤索 

夫购买51头牛。

第3项控状指沙布丁去年 

4月10至5月6日使用洗黑钱 

活动得来的2万1000令吉， 

通过两次交易，在兰波干南向 

阿都拉萨缴付购买18头牛的 

预付金。

上述所有控状下，沙布丁

沙布丁在出庭后，用外套遮脸 

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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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条

文（涉嫌非法活动收益交易） 

条文，一旦罪成可在相同法令 

第4(1)条文下，判处最高15

年监禁，罚款不少过非法活动 

收益5倍或500万令吉，视何 

者为尚。

反贪会主控官努鲁副检察 

司向法庭提议，丨丨:沙布丁以2 

万令吉保外候审。

以1.6万元保外候审

沙布丁的代表律师艾曼表 

示，其当事人和反贪会充分合 

作，而且是家中经济支柱，要 

求降低保释金。

“除了负担一名妻子和两 

名分別就读中五和国油科技大 

学的孩子，他周二在吉隆坡地 

庭被控，昨天在莎阿南地庭被 

控，一共已缴付22万令吉保 

释金。”

英德拉批准被告以1万 

6000令吉及一名担保人保外候 

审，择订2月28 R过堂，被 

告过后缴付保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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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向杨美盈（左）询问有关净电能计量政策

杨美盈：提供服务予小厂

太阳能板商企可受训
(加影9日讯）能源、工艺、

科学、气候变化及环境部长杨 

美篮说，政府推动净电能计量 

政策（NEM)，有意投资太阳 

能电板供应的商企，可透过大 

马永续能源发展局（SEDA) 

提供训练。

她说，成为合格的太阳能 

板服务供应商后，他们可提供 

服务给小厂。

小厂没人理

“该市场刚开始时，有的 

供应商只提供服务给大厂，小 

厂反而较没有人理。”

她指出，这是新的创业机 

会，有关领域的发展空间大， 

而今年政府把再生能源电供配 

额的目标设在300兆瓦，去年 

是102兆瓦。

她在加影市议会礼堂向厂

商和商企讲解净电能计量政策 

后，受媒体询问时这样说。

参与的厂商和商企有整百 

人；无拉港州议员王诗棋也讲 

解无拉港区的工业旅游。

杨美盈说，厂家参与净电 

能计fi政策可节省电费，他们 

把电板安装在屋顶后，可把电 

卖给国能公司，节省15%至 

20%的电费。

她说，计算起来，厂家在 

4、5年可拿回本，而太阳能电 

板的岁数是15到20年。

她说，推动这项政策是希 

望达到双赢的目的，即不只是 

政府给予厂家补贴，而是厂家 

投资后可以省钱和回本，同时 

也让商企开拓创业的机会。

“基于很多厂家仍不了解 

净电能计量政策，政府会向厂 

家们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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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吉夫：4主要计划

灵市1妪打造雜肺
(八打灵再也9日讯）八打灵再也13区计划打造成为亲民城市，主要的4项计划包 

括建设衔接建筑物之间的人行天桥、建筑物旁设有人行步道且入口不设障碍物、设 

有统一标准的人行步道，以及将防洪沟打造成休闲公园。

武吉加星州议员拉吉夫说，八打灵再也13区是灵市主要商业区，这项计划是为 

了让该区环境更亲民，并不会增加建筑物数量与发展密度。

吉夫今天召开记者会 

■说，这项发展概念有 

多项计划，主要计划是在13 

区的 13/6 路、13/4 路、13/1 

路与13/2路的建筑物之间，建 

设能It民众步行的衔接人行天 

桥。

“这丨丨:民众可从一栋建筑 

物步行到另一栋建筑物，不必 

绕大圈，尤其是的13/6路与 

13/4路之间”

新建筑需设人彳丁道

他说，新建设的建筑物旁 

也需设有人行步道，建筑物前 

的人口也需设有平坦步行空 

间，并不设障碍物，方便民众 

行走。

“现在的建筑缺乏人行 

道，方便车子行走但民众不易 

步行。八打灵市政厅计划将这

拉吉夫指八打灵再也13区计划打造成为亲民城市，建设衔接建 

筑物之间的人行天桥以方便民众步行。

里打造成能像新加坡乌节路 

般，步行进人建筑物的区 

域。”

他说，若计划通过，这两

项计划也将成为发展商发展灵 

市的规则。

在场者包括灵市议员达亚

防洪沟范围设休闲公园
拉吉夫表示，八打灵再也人行步道的大小与设 

计也不一，这项计划也将统一人行步道的标准。

“马路旁的停车位要有标准宽度的人行步道， 

停车位与步道中也要有种植树木的位子，丨丨:人行步 

道变得完整。”

他指出，灵市政厅已开始在八打灵再也13区 

建设统一标准的人行步道，并计划在今年内完成。

此外，他表示，灵市政厅也计划把超过1公 

里的防洪沟范围，打造成休闲公园，善用空间种植 

树木。

“这计划需寻求周边民众的同意。民众若不同 

意或有任何建议，可于1月17日或之前反映。”

拉吉夫希望将八打灵再也13区打造成如同澳 

洲墨尔木城市的设计，也鼓励民众使用公共交通和 

步行。

特区策划蓝图征民意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即R起至1月17 

日，首次展示八打灵再也13区的特別地区 

策划蓝图（RKK)并收集民意。

民众可到灵市政厅大厦，或上网lillp:// 

w W W. mbpj. gov. my / sit es /defaul l /file s/

21122019_draf_rancan- 

gan_kavvasan_klias_rkk_seksyen_13_petal- 

ing_jaya—penguhahan_l.pdf 浏览关于八打灵 

再也13区的特別地区策划蓝图，并于1月 

17 R或之前提供意见予灵市政厅；发展商 

也可提供回馈

灵市政厅将聆听及讨论所收集的民 

意，修改计划后再次展示给民众。灵市政 

厅将呈交最终计划予地方政府，并由地方 

政府作出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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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钦：股权众筹扮演重要角色

邓章钦（右4)出席「2020投资大趋势股杈众筹开幕典礼」， 

并大赞扬Mystartr作为大马股杈众筹领头羊，成绩亮眼皆因 

其发起人吴文彬（右3)的一腔热血和努力所致，冀望该平台 

继续成长，协助其他中小型企业。

吉隆坡9日讯|雪州行政议

员拿督邓章钦表示，股权众筹对 

与时下新创中小型企业者相当重 
要。

他透露，中小型乃我国经济 

—大梁柱，占了98.5%，其余的 

才是大型企业，而国内生产总值 

(GDP )前者更占了38.3%，即三 

分之_。

「此外，中小型企业提供的 

就业机会也有66%，惟出口率却仅 

17%，且不少业者在融资方面， 

尤其是创业尚不稳定的初中期' 

面临了巨大的困难。」

他说，即使政府设立了各种 

融资方式，好比中小型企业银行 

等，仍杯水车薪，所幸通过股权

众筹的模式，迅速得到联邦政府 

的认可。

邓章钦是于今早出席众筹 

平台Mystartr「2020投资大趋势 

股权众筹开幕典礼」时，如是表

7Js 0

他赞扬，Mystartr作为大马 

股权众筹先驱交出了亮眼成绩， 

也希望这般有心有力的单位，能 

继续加把劲更上一层楼。

促放眼东南亚市场

他也促请创业者们，目光不 

该局限在大马而已，应放眼6亿 

2500万人口的东南亚市场，并追 

求更大的进步空间。

另外，MyStartr发起人兼首 

席执行员吴文彬也在开幕礼上讲 

解了众筹与融资的区别，即前者 

多了3项元素，庞大人数、介于 

500至5万令吉间的小额投资，和 

透过互联网。

他也阐明了众筹的宗旨，就 

是尽可能降低投资人风险，透过 

精密审核可靠性和可发展性、评 

估公司价值及执行、人事管理训 

练计划。

「其次是产品、服务内容" 

及投资人利益展不^以鳳得投 

资人的信赖和降低其风险，国内 

外的成功案例亦不少，包括面子 

书、Airbnb及Grab等。」

该活动聚集了 5家正在招揽

众筹的机构，包括餐厅迎宾楼、 

社会企业Havan Clothing、创意 

平台Rtlst、生意投资匹配平台

Venture Grab及会计与云端化结 

合新平台Biztory，给予了投资人 

有直接与众筹单位交流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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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党政治局会议阿兹敏袓菜达现身
八打灵再也9日讯|公正党

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和 

副主席祖莱达在缺席1年多后， 

终于现身该党政治局会议。

阿兹敏和其阵营领袖曾因 

不断缺席会议，而党内有声音要 

求对他们采取纪律行动，惟党中 

央不断给予机会，并呼吁出席会 

议，通过内部平台解决争议。

周三晚的政治局会议结束 

后，阿兹敏接受媒体访问时指

出，希望2020年能有好的开始， 

双方必须进行更多的会面和讨 

论。

「我们必须经常开会讨论 

问题，我们还必须互相尊重和谅 

解，才能团结党。」

对于去年杪公正党代表大 

会所发生的不愉快事件，阿兹敏

认为所有党领袖都必须为负上责 

任。「而我们也在学习中。」

他提到，不存在会否在新的 

一年经常出席会议的问题，因只 

要没有「迫切的政府事务」，他 

都会出席会议。

他指出，今天也有数名领袖 

缺席会议，但这并没有形成一个

课题，而只要阿兹敏缺席就是问 

题，如今出席也成为问题。

出席今日会议的包括党主席 

拿督斯里安华、顾问拿督斯里旺 

阿兹莎、副主席蔡添强以及其他 

中央领袖。

另外，有报导指公正党将在 

本月18日召开会议讨论开除祖莱

达一事，阿兹敏回应，政治局会 

议并没有讨论此事。他说，政治 

局会议讨论了其他课题，包括政 

策和党未来几个月的计划。「这 

只是谣言，不要听信谣言。j

而祖莱达受访时也表明，该 

会议并没有谈及此事，无论如何 

一切船到桥头自然直。

公正党通讯主任法米则表 

示，党纪律委员会指能在调查此 

事，因此没有任何行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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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9日讯I经济事务部

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表示，真 

理之光终会战胜了邪恶黑暗，尽 

管他已经获得清白，但大马依然 

要制止诽镑、抹黑和龌龊政治。

阿兹敏阿里今日发表文告， 

回应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对男男 

性爱短片的声明时，称正义得到 

伸张。

「正如我在事发一开始的坚

阿兹敏：正义得到伸张

持，这部诽谤视频是破坏我政治 

生涯的邪恶阴谋。」

「尽管那些试图进行这一 

邪恶计划的人士，有过秘密共 

谋，但我毫不怀疑正义将得到伸 

张。J

「赞美真主，它使真理之光

战胜了邪恶黑暗，尽管我得到了 

清白，我依然祈祷没有人会受到 

驅駆政治影响。」

阿兹敏阿里也感谢其妻子 

和孩子，在整个风波对他的坚定 

支持以及无条件信任，同时也非 

常感谢朋友和广大公众的一贯支

持。

他说，我们应该以建立正确 

观念、人民福祉和国家建设，进 

行建设性讨论，来制止诽谤，人 

格暗杀和龌龊政治。

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今曰稍 

早发表声明，称基于美国等方面 

的鉴定均无确认男男性爱短片主 

角身份，因此不会就本案提控任 

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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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轮对话最音交轚方幵糖通查
怡保9日讯|反贪会首席专员拉蒂法表示，该 

会已将第一轮（first round)高官涉及贪污、滥 

杈等多项罪行的对话录音，交给警方开档调查。

拉蒂法（右）礼貌拜会阿末费沙，并获后者赠送霹雳江沙古 

老手艺品黑陶瓷•（ Labu Sayong)作为纪念。

她说，反贪会所公布的对话 

录音，确实需要执法当局调查， 

因为录音内容是存在违法成分' 

所以不论反贪会或警方，都可开 

档调查。

她今早在霹雳州秘书署，礼 

貌拜会霹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末 

费沙后'在记者会上被询及涉及 

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的9段惊人通 

话录音进展时，如是指出。

随行的反贪会官员，包括反 

贪会副首席专员拿督阿占巴基及霹 

雳反贪会局长拿督莫哈末法兹。

针对纳吉律师团考虑向反贪 

会及拉蒂法采取法律行动，因为 

公开通话录音有干预及藐视法庭 

之嫌，拉蒂法回应，这是纳吉的 

权力，对此不愿置评。

针对外界指责反贪会在金马 

利国席补选公开有关录音是否含 

有政治阴谋，她表示不会理会有 

关指责。

反贪会昨曰揭露9段惊人通 

话录音，当中涉及纳吉、其夫人 

拿汀斯里罗斯玛、反贪会前首席 

专员丹斯里祖基菲里及阿布扎比 

王储。

拉蒂法曾形容9段录音的内 

容非常恐怖，对话内容主要是互 

相掩盖罪行，当中包括贪污、滥 

用职权等多项罪行。

P反贪会公布 

纳音等9段录音

另外，拉蒂法表示，反贪会 

将在本月内，安置受训的反贪会 

廉正官员在霹州秘书署廉正单位 

及大臣办公室，以监督及防范贪 

污和滥权行为。

她指出，上述措施是防范贪 

污运动之一，并非门面功夫，有 

关廉正官员是受过训练，能够为 

政府机构或部门在防范贪污给予 

监督和劝导。

「他们（廉正官员）懂得如 

何去处理所接获的投诉及解决贪 

污的问题。」

各州安置廉正官员

「防范贪污运动应以防范 

为首要，这将可大大节省成本， 

然而，如果等问题发生后作出逮 

捕，这为时已晚。」

她透露，反贪会本月初已经 

开始在沙巴州政府内安置廉正官 

员，而吉打州政府已对此措施给 

予正面回应。

另外，阿末费沙对反贪会安

置廉正官员的措施表示欢迎，他 

呼呼公务员不要对此感到担忧， 

有关措施的目的不是「偷窥」公 

务员的彳"7为"而是提升给人民的 

服务。

他也说，附属霹雳州秘书署 

的廉正单位，也将协助州政府拟

定反贪计划，确保州政府施政不 

偏离轨道。

他说，霹州的贪污问题并不 

很很严重，虽然如此，他相信该 

防范贪污措施将能进一步减少政 

府内部纰漏，进而提高州收入及 

给予更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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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轚定鼉谁思检署不控任偁人
布城9日讯|疑似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阿里的「男男性爱短片」纷扰半年 

后，总检察长丹斯里汤米汤姆斯今日决定，虽然大马网络安全机构分析该短片 

是真的，但基于无法鉴定短片里的人物，因此总检察署不会提控任何人士。

他今日发表文告指，在审核 

了警方所收集和提呈的口供后， 

副检察司一致决定，并向他建 

议无法针对该短片提控任何人。 

「而我也接受有关建议，决定在 

此事件上不提控任何人士。

惟他强调，如果掌握任何新 

的论述，就可以重新展开调查。

此外，他说，基于种种情况 

的出现，尤其是鉴定报告迟迟无 

法定夺，而导致有关调查延迟完 

成。在调查过程中，法律程序和 

鉴定分析的过程和技术的需求必 

须获得遵守。

「这包括政府必须批准额外 

的资金，让警方完成调查。」

男男性片被散播
2019年6月11日凌晨，有人通过创立冒名WhatsApp群 

组，向记者和公正党领袖散播3支性短片和一些文件照 

片，指控某名内阁部长涉嫌贪腐和同性性行为。

山都望公青团前团长哈兹阿兹隔天凌晨在个人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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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首相敦马哈迪当时也捍卫阿兹敏阿里不需要辞职。

警方于7月14日开始展开逮捕行动，前后逮捕了 11 

人，包括扣查了哈兹阿兹、霹雳州公正党主席法哈兹、 

一名巫裔男子和一名巫裔商人。

巫统最高理事拿督洛曼更曾远赴英囯，寻求专家验 

证「男男性爱短片」的真伪，并把鉴定报告交给警方。

警方是援引刑事法典第377B条文（非自然性行 

为）、刑事法典第292条文（收藏色情照片或刊物）、 

以及《1998年通訊与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不当使 

用网络设备或网络服务散播假消息）进行调查。

不过，去年9月8日，全囯警察总长拿督斯里阿都哈 

密声称，警方的调查报告被总检察署退回至少两次，因 

此警方仍在对此事件进行调查，包括找出视频制作者及 

散播者。

汤米汤姆斯说，有关短片曾 

被送往国外，以鉴定其真伪和脸 

部识别。

短片解析度太低

他说，警方向证人录取的口 
供，所收集到报告和鉴定分析都 

是「调查报告j,的一部分，并已 

送交总检察署以做进一步决定。

他指出，大马网络安全机构 

(CyberSecurity )在分析所有短 

片后也做出结论，指虽然短片是真 

的，但基于短片的解析度太低，因 

此无法鉴定短片里的人是谁。

但他说，由于无法得出结 

论，警方也将短片送到美国，让 

独立的鉴定专家做出分析。

他说，警方较后在2019年12 

月获得有关报告，该独立报告证 

实了大马网络安全机构的分析， 

即「由于短片的解析度太低，导 

致无法鉴定短片里的人士。」

汤米汤姆斯也说，警方较后 

也获得另一份未经要求的个人分 

析报告，该报告也证实上述两份 

报告，即通过脸部识别也无法鉴 

定短片里的人士。

他指出，总检察署和警方从 

6月13日起就联手检视本案的调 

查报告，并完全遵守两个单位的 

调查程序。

他说，他们在适当的调查阶 

段，讨论和检视警方收集到的口 

供。总检察署也指示警方作进一 

步的调查，确保在做任何检控决

ifi
阿茲敏阿里®公正党署理

主席

汤米汤姆斯®总检察长

定前已获得足够的供词。

他表示，当局是援引刑事法 

典第377B和377D条文调查此案， 

警方曾传召数名证人确认案情， 

同时也逮捕和延扣了几名人士。

丨男男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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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截垃圾浮台曾“拦 

截过”大型玩偶！

—拦截垃圾浮台仅在一个月内就 

拦截35公吨垃圾，非常惊人！

T拦截垃圾浮台貌似“太空船”，是 
雪州政府从荷兰公司引进的专门收集河流 
漂浮垃圾的新科技。

攔截垃圾浮台^
一個月攔集35公噸垃圾1

(沙亚南9日讯）“拦截垃圾浮台” （Interceptor )

立大功！

雪州政府于去年8月在毗邻巴生市区清真寺旁的河段，设 

置外形看似太空船的“拦截垃圾浮台”，经过数个月的使用 
后，发现该浮台仅在一个月内就可拦截及收集35公吨的垃圾， 

非常惊人。

进一步完善清河工作

Landasan Lumayan私人有限公司（LLSB )技术及丁程经理 

莫哈末苏基里向媒彳本指出，从荷兰引进的拦截垃圾浮台对于巴 

生河清理工作起着重大成效，尤其该浮台能拦截大量漂浮垃 

圾。

他说，随着 

巴生河设拦截垃 

圾浮台后，加上 

现有的7道拦截网 

(log boom )，相 

信能进_ •步完善 
清河工作。

他披露，

肉从设置拦截垃 

圾浮台后，社会 

大众开始意识到 

照顾河流的重要 

性，尤其这艘浮 

台就坐落在巴生 

市区的清真寺前 

方。

“我们可以 

看到巴生河经过 

持续净化后，如 

今有非常大的改 

善。”

拦截垃圾浮台的创办人波炎斯拉（右）于去年9月特 

别来马巡视最新安装在巴生河的拦截垃圾浮台运作状况D

雪蘭莪海上門戶首階段明年完成

拦截垃圾浮台也引来蜥蜴“好奇” 

攀爬，让工作人员拍下这纪念性照片。

雪州大臣于去年 

10月推介的雪兰 

莪海上门户项目（SMG) 

第-阶段计划，包括复原 

及城市复兴计划（urban 

rejuvenation )将在明年正式 

完成。

透过城市复兴计划， 

巴生市区的河畔石头公园

(彭佳兰崙都）将打造为 

大型公园，包括将种植红 

树林以进行生态旅游发 

展。

SMG第二阶段则着重 

复原已遭废弃使用的治理 
直落卡巴斯（Telok Kapas ) 

垃圾土埋场地段，好让未 

来能用于社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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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玛（前右二起）、易人春、黄瑞林及社区领袖等在交流会后合照Q

適耕莊警局迎女局長
易人舂到任訪黃瑞林交流

(适耕庄9日讯）适耕庄警局迎来华人女警官易人 

春助理警监坐镇局长要职！
于本月2日甫上任适耕庄警局局长（Ketua Balai 

Polis )的易人春日前率队拜访适耕庄区州议员服务中 

心，与雪州议长兼适耕庄州议员黄瑞林等进行交流，寄 

望拉近与社区领袖的关系，共同保卫地方安宁与治安。

易人春此前在大港警局服役，于今年调升为适耕庄 

警局局长。她自2001年在沙内安南警区总部服务，先后 

服务于刑事罪案调查组及社区联系事务组，与适耕庄地 

方领袖也颇为熟悉。

黄瑞林日前特别邀请易人春率领适耕庄警局警官到 

其服务中心，与县议员、村长和社区领袖等交流，讨论 

如何解决地方治安问题。

易人春：加強聯繋掌握治安實況

人春指出，沙白警 

区总部辖下的各区 
罪案率向来不高，全年大约 

是30宗罪案，以破门行窃案 

为主，同时沙白警区破案率 

在全国名列前茅，适耕庄去 

年罪案率也比往年低，只有 

偷车和偷农药个案，警方大 

部分都能破案与逮捕嫌犯。

“我们希望加强与民众 

的联系，以掌握地方上的真 

实治安情况，因有时民众投 

诉发生很多偷窃案，但官方 

记录却没有案例。”

她坦言，依据辖区人口 

比例，适耕庄警局理应要有 

30名警员驻守，但因警队人 

手不足，目前仅有17名警员 

轮值，在人手安排上的确较 

紧缩，因此更需民众配合， 

充当警方的耳目。

陪同到访的适耕庄警局 
副局长乌玛则希望社区领袖 

能向摩哆骑士灌输佩戴头盔 

的重要，尤其如今5号联邦公 

路正展开提升工程，重型车 

辆频密出人，民众需保护自 

身与他人安全。

黄瑞林（左）赠送礼袋 
予易人春助理警监a

瑞林在 

交流会 

总结时，感谢易 

人春新官上任便 

亲自到访服务中 

心，实地了解适 

耕庄治安情况，

拉近与村长和县 

议员之间关系，

希望大家携手合 

作，维持社会安 

宁。

“适耕庄民 

风淳朴，每逢周 

末及公共假期有 

大批游客涌人，

要如何让居民与 

游客都感到安 

心，是我们的首 

要关注

頁

護
安
寧

讓
居
民
遊
客
安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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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吉夫提方案鼓勵多步行

靈13脚造抒人設施
(八打灵再也9曰 

讯）行动党武吉加星区 

州议员拉吉夫祭出多个 

在灵市13区打造行人友好 

(pedestrian friendly )设施 

的建议，以改善该区的街 

道步行品质，鼓励民众多 

步行。

其中，他建议在当地主 

要道路的建筑物之间设立行人 

道、建筑物人口处与行人道之 

间不得设置围篱等障碍物、把 

沟渠设置在行人道的下方、以 

及在该区的防洪沟打造线性公 

园(Linear Park ) 〇

拉吉夫提出多项行人友好的建议，旨在打造灵市13区成为适合市民步
行的地区:

行
人
道
銜
接
多
路
段

拉
吉夫今日召开新闻发布时指出，上 

述有关建议已纳人经过修改的灵市
行人道及建築物前不設障礙物

13区特区发展计划（RKK)，旨在为13区做 

出步行品质的改善，将该区打造成像澳洲及 

台湾等地，而不是增加该区的容积率。
他说，该区的主要道路为13/4路及13/6 

路，惟若以步行代步的话，市民需要走--大 

段的路，才能抵达13区的各个目的地。

他建议在13/4路及13/6路等路段之间的 

建筑物，打造行人道，以衔接两有关路段， 
让市民可通过步行，在13区的社区走动。

他指出，为鼓励居民多步行，他建议当 

地的建筑物的人口处与行人道之间，无需设置围 

篱等的障碍物，让市民可容易从行人道直接通往 

建筑物人口处。

防洪沟打造线性公园
“13区多数建筑物人口的前方，•项是有 

设置围篱及停车场，以致民众无法容易走进人口 

处，这大大减少了他们步行的动力；举例来说， 

在新加坡乌节路的行人道设计非常流畅，我们不 

会看到建筑物前有这些障碍物。”

他也建议在13区中一条超过1公里长，流 

向的本查拉河的的防洪沟打造线性公园（Linear 

Park)，让市民可以在该处进行跑步等的休闲活 

动。

吉夫指出，衔接路段的行人道及建筑物前 
不得设置障碍物的建议，将在日后获得政 

府通过后，变成未来当地发展商在发展物业时必须遵 

守的条例；至于线性公园的建设，则需灵市政厅出资 

打造。

“目前，上述的建议尚在概念的阶段，因此需要 

当地市民给予反馈，当局较后再做讨论，并再次开放 

给市民给予意见后，才会做出落实与否的决定。”

公园料需多5年落实

他补充，线性公园的计划，预计需要多5年的时 

间去落实及打造，至于其他的建议，预计将在1年后 

有所定夺。

他提及，在特区发展计划中，目前已落实的项 

为把沟渠设立在行人道的下方，如此一来行人道可达 

6至8呎宽，行人道旁也会种植树木，非常市民适合行 

走；此计划预计在今年杪竣工。

即起至19曰邀市民反饋

灵
市13区特区发展计划即日起至本月19日， 

在灵市政厅大厦开放展示里头的建议项

目，并欢迎市民给予反馈。民众也可浏览市政厅官 

网，读取及了解有关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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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百名中小型企业商家与杨美盈（前排左四）交流净电能计量政策；右四 
为王诗棋。

楊美盈鼓勵中小企業

響應NEM拓太陽能商機
(加影9日讯）能源科艺及环境 

部长杨美盈强调，商家企业参与净电 
能计量政策（NEM )不但抵销电费开 

支，同时也是商企进军发展太阳能板 

的绝佳投资商机。

她今早在绍嘉纳英比安加影市议 

会礼堂与百位工商界人士进行交流后 

披露，商家响应净电能计量计划是能 

够达到双赢目的，不只是享有政府补 

贴，也是开拓太阳能板的创业机会。

放眼300兆瓦再生能源生产

她指出，政府今年放眼批准高达 

300兆瓦的再生能源生产，已证明有 

关领域的需求空间大，这是一个很好 

的商机，当局鼓励中小型企业进军该 

行业。

她不否认该政策推出后，对现 

有太阳能业者是绝佳消息，能够把市 

场对准大厂家，可是小厂家及住家的 

市场则少人问津，不过对于有意展该 

商机的商家是一个机会，她呼吁把握 

机会，因为小厂家和住户也有需求空 

间，有利可图。

她说，开办座谈会与工商界交流 

净电能计量政策之余，也会鼓励商家 

投人太阳能业，任何人有意开创该行 

业，也可透过大马永续能源发展机构 

(SEDA)提供的训练，以便成为相 

关行业的供应商，专做规模小于大厂 

的市场。

她说，该部门在今年内会举办更 

多与工商会交流的座谈会，透过这样

形式让更多的商家了解净电能计量政 

策，对于参与该政策的商家来说是一 

个新经济模式，投资后是可以达到节 

省电费开支的目的。

“当局要的是双赢，而这个政策 

在去年获得良好反应，大马永续能源 

发展机构在去年批准102兆瓦的电能 

配额，是2016至2018年的3.7倍，因 

此政府今年把电能配额增加到300兆 

瓦。”

出席者包括无拉港区州议员王诗 

棋、无拉港中华工商总会会长拿督彭 

永胜、利丰工业区公会主席刘海雁、 

蕉赖十一哩新村管委会主席林志远及 

加影市议员苏仁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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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书慧（前排坐者右五）认为政府应关注经济发展，让更多人民得享改朝换代的
成果。

(乌雪9日讯）公正党乌雪国 

会议员廖书慧认为，政府应更关 M-設注国家的经济发展，落实让人民 

十5x安居乐业的执政目标

S 她说，以乌雪为例子，在近 

5 ^ 30万的人口屮，有约25%被鉴定
为收人不高的B40族群，相等于 

逾7万人在生活上需要辅助，数H 

颇为庞大。“这类族群多靠种植 

业，尤其是油棕来养家糊口，欠 
缺其他的收人来维持生计。”

“众所周知，目前油棕价格 

仍未臻理想，因此多人的生活陷人捉襟见肘。我认 

为政府有需要推行更多足以带动经济发展的事项，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让人民获得温饱。”

廖书慧是在吉粦大街为贫苦家庭的学生派送书 

包后，这么告诉《大都会》社区报记者。

1000书包赠送选区学生

她表示，由于国会议员未获雪州政府分发的 

“返冋校园”计划书包与文具，因此她动用了拨款 

购下1000个书包，为选区内未能受惠的学生雪中送 

炭。

“由于僧多粥少，乌雪仍有许多家境不宽裕的 

学生未获免费书包，因此我希望能为子女众多的家 

庭提供援助，减轻为人父母在年关将近又逢开学时 

期的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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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供前出示V手勢
土權副主席稱勝利

莫哈末凯鲁接受录供前，对媒体出示V形手
势，自称已经“胜利＂了。

（赛城9日讯）学校新春装饰风波；土著权威党
副主席莫哈末凯鲁星期四在接受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
传召录取口供前，对着媒体出示V字手势，还自称他
在此事已经“胜利＂了！

他表示对此感到自豪，他解释，他只是发一封信
函，内阁就进行15次会议与提到他的名字，而且有7
名部长亲自到有关学校。

他更说：“我一封信函（可以）将灯笼拆除，就
有7名部长亲自重新悬挂（灯笼）。＂

星期四上午10时，莫哈末凯鲁在律师拿督沙哈鲁
丁的陪同下，前往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建筑物。他在
该建筑物，分别针对学校新春装饰风波，与他在元旦
日发推文指“华裔的墓地范围太大＂言论，先后接受
警方与该委员会录取口供。

他早前在推特撰文，指接获来自雪兰莪州蒲种市
镇国中一校的穆斯林家长投诉，对校园早前悬挂的的
新春装饰“刺眼＂，更指这已经违反联邦宪法，放话
要向执法当局举报。

风波掀起后，该校的一些华裔校友，相信在校方

要求下，返回学校，一晚之间协助老师拆除
装饰。

该校校友随后通过脸书揭发此事后，引
起议论纷纷，最终在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兹
莎与数名部长、副部长与雪州行政议员等人
的周旋下，校方重新悬挂新春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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