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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gsapuri BSP21 diiktiraf
paling banyak kemudahan
Penganugerahan
MBOR bukti
kemampuan
LBS bina rumah
sesuai keperluan
komuniti
Oleh Hazwan Faisal Mohamad
hazwanfaisal@bh.com.my

LBS Bina Group Bhd (LBS) me-
nerima pengiktirafan daripada
Malaysia Book of Records
(MBOR) bagi pembangunan ke-
diaman pangsapuri BSP21, yang
diiktiraf sebagai ‘Kediaman
Pangsapuri Mempunyai Kemu-
dahan Terbanyak’ di Malaysia,
iaitu 103 kemudahan.
Projek itu adalah pembangu-

nan pangsapuri servis yang ter-
diri daripada 2,602 unit merang-
kumi 10 blok pangsapuri 18 ting-
kat dan 27 tingkat.
Ia mempunyai tiga podium

yang dihubungkan dengan jam-
batan langit dan turut menawar-
kan pemandangan hijau sekitar-
nya.
Antara kemudahan yang dise-

diakandiBSP21 ialahgelanggang
futsal, termasukuntukkanak-ka-
nak, gelanggang tenis, gelang-
gang bola keranjang, taman po-
ket, surau, sauna, trek joging,
trekberbasikal, jakuzidandewan
serbaguna.

BSP21 juga menyediakan ke-
mudahan kolam renang beruku-
ran19gelanggangbadmintondan
kelab rekreasi seluas 66,000 kaki
persegi (6,131.6 meter persegi)
yang merentangi empat aras.
Pengarah Urusan Kumpulan

LBS, Tan Sri Lim Hock San, ber-
kata sebagai pemaju rakyat, sya-
rikat sentiasa berusahamemban-
tu membina dan menyediakan
rumah sesuai dengan keperluan
dan hasrat komuniti.
“Pengiktirafan daripada

MBOR ini adalah bukti di atas
komitmen dan pencapaian sya-

rikat. Kami mengambil pende-
katan segar menyediakan pelba-
gai kemudahan dan peluang ke-
pada masyarakat untuk menger-
atkan hubungan sesama komu-
niti.
“Pada masa sama, kita berhas-

rat meminimumkan keperluan
penduduk untuk keluar dari ka-
wasan rumah bagimemenuhi ke-
perluan hidup mereka. Justeru,
kita berharap dapat terus me-
ngekalkanmomentumdanusaha
mewujudkan ruang komuniti
yang lebih baik dalammemenuhi
hasrat semua pihak,”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pada
majlis penganugerahan sijil
MBOR kepada LBS di Kuala La-
ngat, semalam.
Sijil berkenaan disampaikan

oleh Ketua Pegawai Operasi
MBOR, Christopher Wong ke-
padaHockSan sambil disaksikan
oleh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
tuk Seri Amirudin Shari.
Terletak di atas tanah seluas 21

hektar di Bandar Saujana Putra,
BSP21 dioancarkan pertama ka-
linya pada Disember 2014 dengan
nilai pembangunan kasar (GDV)
RM1.4 bilion.

Amirudin dan Hock San bersama Christopher pada majlis penganugerahan sijil MBOR kepada LBS di Bandar
Saujana Putra, Jenjarom, semalam. (Foto Mohd Khairul Helmy Mohd Din /BH)

Headline Pangsapuri BSP21 diiktiraf paling banyak kemudahan
MediaTitle Berita Harian
Date 15 Jan 2020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Bisnes Circulation 82,252
Page No 16,18 Readership 246,756
Language Malay ArticleSize 490 cm²
Journalist Hazwan Faisal Mohamad AdValue RM 16,288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48,863



Hasil siasatan bakal dinilai DPP
Kuala Lumpur: Polis akan me-
nyerahkan hasil siasatan berhu-
bung kes 17 individu termasuk
seorang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yang ditangkap
di sebuah kondominiumdi Jalan
Puchong, kepada Timbalan Pen-
dakwa Raya (DPP) untuk tin-
dakan lanjut termasuk kemung-
kinan pendakwaan.
Timbalan Ketua Polis Negara,

Datuk Mazlan Mansor berkata,
ketika ini siasatan masih pada
peringkat awal danmenjurus ke-
pada jenayah membabitkan da-
dah.
“Sudah tentu kita akan siasat

dari semua sudut, apabila semua
dokumen ini lengkap kita akan
serah kepada DPP untuk dinilai
dari sudut pendakwaan,” kata-
nya dalamsidang akhbar selepas
Majlis Pelancaran Op Selamat
16/2020 sempena Tahun Baharu
Cina, semalam.
Kelmarin, Ketua Polis Negara,

Tan Sri Abdul Hamid Bador,
mengesahkan penahanan 17 in-
dividu yang mana 16 daripada-
nyadidapati positif dadah, dalam
satu serbuan di kondominium
itu tetapi tidak memperincikan
mereka yang ditahan.
Bagaimanapun, media massa

melaporkan ADUN Dengkil, Ad-
hif Syan Abdullah serta bebe-
rapa pegawai khas menteri ada-
lah antara ditahan dalam ser-
buan itu.
Adhif Syan ketika ditemui di

rumahnya mengakui berada di
tempat serta masa yang salah ke-
tika penahanan itu berlaku dan
akan bekerjasama sepenuhnya
dengan pihak berkuasa.
Mengenai laporan polis yang

dilakukan pegawai khas Ketua
Pesuruhjaya Suruhanjaya Pence-
gahan Rasuah Malaysia (SPRM),
Latheefa Koya semalam, Mazlan
berkata, polis akan mengkaji la-
poran berkenaan.
“Saya tak boleh nak komen se-

lagi belum tengok, tetapi polis
akan kaji laporan itu nanti,” ka-
tanya.
Latheefa semalam mendedah-

kan, ada komplot yang didalangi
pihak tertentu termasuk seorang
peguam untuk menjatuhkannya.
Laporan polis itu dilakukan di
Ibu Pejabat Polis Putrajaya, jam
9.30 pagi semalam.
Di Shah Alam, Pengarah Ja-

batan Siasatan JenayahNarkotik
Bukit Aman, Datuk Mohd Khalil
KaderMohd, berkata polis masih
menunggu keputusan saringan
air kencing kali kedua milik 16
individu yang ditahan di kon-
dominium berkenaan sebelum
menentukan tindakan selanjut-
nya.
Katanya, keputusan itu akan

diperoleh daripada pihak pato-
logi yang melakukan saringan
berkenaan.
“Sekarang kita tunggu laporan

patologi. Kita bukan pakar. Itu
bukan bidang kita. Dalam semua
kes membabitkan dadah, kita
akan buat saringan awal dan jika
positif, kita tidak boleh cakap dia
penagih (dadah).
“Jadi, kita kena hantar spe-

simen ke hospital dan pihak ber-
kenaanakan tentukankeputusan
hasil daripada ujian terbabit,”
katanya pada sidangmedia di Ibu
Pejabat Polis Kontinjen (IPK) Se-
langor.

Kes 17 individu termasuk ADUN ditahan

Mazlan bersama Pengerusi PLUS Malaysia Berhad, Datuk Mohamad Nasir Ab Latifmengibarkan bendera pada
Majlis Pelancaran Op Selamat 16/2020 Sempena Tahun Baharu Cina di Kuala Lumpur, semalam.

(Foto Eizairi Shamsudin/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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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troversi tak
jejas ADUN
Dengkil terus
berkhidmat
untuk rakyat
Banting: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Dengkil, Adhif
Syan Abdullah, yang ditahan da-
lam serbuan polis terhadap sebuah
kondominium di Puchong awal pa-
gi semalam, bertekad terus ber-
khidmat kepada penduduk dalam
kawasan diwakilinya.
Wakil rakyat yang memenangi

kawasan DUN Dengkil pada Pi-
lihan Raya Umum Ke-14 (PRU) la-
lu itu mendakwa tidak terganggu
dengan kontroversi dihadapinya.
Beliau yang juga Ketua Armada

Parti Pribumi Bersatu Malaysia
(BERSATU) Selangor, berkata be-
kerja untuk penduduk di kawa-
sannya adalah keutamaan dan
berpegang kepada tanggungjawab-
nya sebagai wakil rakyat dipilih.
“Saya ada beberapa program

yang sudah dirancang seperti per-
bincangan membabitkan kehi-
dupan rakyat dan isu membabit-
kan kawasan saya ketika ini.
“Saya bekerja seperti biasa. Sa-

ya akan terus bersemangat dan
bertanggungjawab terhadap pe-
ngundi yang memberi mandat ke-
pada saya.
“Saya tidak akan membiarkan

perkara ini memberi kesan wa-
laupun ia cabaran terbesar perlu
saya serta keluarga hadapi ketika
ini,” katanya ketika dihubungi,
semalam.
Adhif Syan berkata, setakat ini

beliau belum dipanggil polis un-
tuk memberi kenyataan dan su-
dah menghubungi Menteri Besa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se-
lepas dakwaan beliau ditahan dan
didapati positif dadah itu tersebar.
“Beliau memberi sokongan ke-

pada saya dan ruang untuk ber-
tenang,” katanya.
Sementara itu, Amirudin ber-

kata, Adhif akan meneruskan
tanggungjawabnya sementara me-
nunggu siasatan kes itu dijalan-
kan oleh pihak berkuasa.
Beliau yang juga Pengerusi Pa-

katan Harapan (PH) Selangor, ber-
harap pihak berkuasa menjalankan
siasatan dengan adil dan tanpa ta-
kut atau memihak kepada sesiapa.
“Beliau tidak bersalah sehingga

dibuktikan sebaliknya. Justeru, be-
liau akan bekerja sebagai ADUN
seperti biasa. Saya harap beliau
akan melaksanakan tanggungja-
wab dengan baik dan tidak ter-
ganggu dengan isu melandanya.
“Setakat ini, beliau tidak me-

ngakui (melakukan kesalahan).
Jadi, saya akan memberi ruang
kepadanya untuk membuktikan
perkara itu melalui undang-un-
dang. Bagaimanapun, jika beliau
didapati bersalah, kami berharap
tindakan diambil terhadapnya
berdasarkan kepada undang-un-
dang dan untuk BERSATU serta
Pakatan Harapan menentukan
nasibnya,” katanya di Bandar
Saujana Putra, se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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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ting: Ahli Dewan Un-
dangan Negeri (Adun)
Dengkil, Adhif SyanAbdul-
lah yang terpalit dakwaan
antara individu ditahan
dalam serbuan polis di se-
buah kondominiumdi sini,
Ahad lalu, nekad mahu te-
rus berkhidmat untuk pen-
duduk di kawasan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Dengkil.
Wakil rakyat yang me-

menangi kerusi berkenaan
pada Pilihan Raya Umum
(PRU) lalu, berkata, beliau
tidak terganggu dengan
kontroversi yang melanda
dirinya.
Ketua Armada Parti Pri-

bumi Bersatu Malaysia
(Bersatu) Selangor itu ber-
kata, bekerja untuk pen-
duduk di kawasannya ada-
lah keutamaan dan beliau
berpegang kepada tang-
gungjawabnya sebagai wa-
kil rakyat dipilih.
“Saya adabeberapaprog-

ram yang dirancang seper-
ti perbincangan kehidupan
rakyat dan isu membabit-
kan kawasan saya ketika
ini.
“Saya bekerja seperti bia-

sa. Saya terus bersemangat
danbertanggungjawab ter-
hadap pengundi yang

memberi mandat kepada
saya.
“Saya tidak membiarkan

perkara ini memberi kesan
walaupun ia cabaran ter-
besar yang perlu saya serta
keluarga hadapi,” katanya
semalam.
Adhif berkata, setakat ini

beliau belum dipanggil po-
lis untuk merekodkan ke-
nyataan serta menghubu-
ngi Menteri Besa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sele-
pas dakwaan beliau dita-
han selepas didapati po-
sitif dadah tersebar.
“Beliau memberi soko-

ngan dan ruang untuk saya
bertenang,” katanya.

Kontroversi tak
jejas tanggungjawab

ADHIF Syan

Headline Kontroversi tak jejas tanggungjawab
MediaTitle Harian Metro
Date 15 Jan 2020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Setempat Circulation 112,705
Page No 6 Readership 338,115
Language Malay ArticleSize 138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5,436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16,309



DENGKIL ASSEMBLYMAN

Adhif: I will continue
to serve the people
KUALA LANGAT: Dengkil assem-
blyman Adhif Syan Abdullah,
who was reportedly arrested on
Sunday over an alleged drug of-
fence in Puchong, is determined
to continue serving the people as
a representative.
Adhif, 39, a first-term assem-
blyman and Selangor Parti Pribu-
mi Bersatu Malaysia Youth chief,
said he was unfazed by the con-
troversy surrounding him.
“Working for the rakyat is my
priority and I will hold on to my
responsibilities as an elected rep-
resentative.
“I have several programmes
lined up, such as discussions on
the wellbeing of the rakyat, and
issues involvingmy constituency
today (yesterday).
“Work goes on as usual forme. I
will keep my spirits high and be

responsible to the people with
the trustmandated tome.
“I will not let this affect me al-
though this is the biggest chal-
lenge thatmy family and I have to

face,” Adhif told the New Straits
Times yesterday.
He said he had yet to be called
by the police to have his state-
ment recorded.
After news of his arrest for al-
legedly testing positive for drugs
went viral, Adhif said he contact-
ed Selangor Menteri Besa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He gave me words of encour-
agement and space to calmdown.”
Amirudin said Adhif would
continue to discharge his duties
pending the test results from the
Chemistry Department.
Hehoped the authoritieswould
conduct the investigation fairly
andwithout fear or favour.

“He is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
“So his work as an assembly-
manwill go on as usual.
“I hope he will carry out his
duties well and that hewill not be
affected by the controversy.
“So far, he has not admitted (to
committing the offence), so I will
give space to him to prove it
through legalmeans.
“However, if he is found guilty,
we hope action will be taken
against him according to the
state and country’s laws, and for
Bersatu and Pakatan Harapan to
decide on his fate.
“No one is above the law and
even (PrimeMinister andBersatu

chairman) Tun Dr Mahathir Mo-
hamad stressed this principle
yesterday. We are on the same
page,” Amirudin said in Bandar
Saujana Putra yesterday.
Amirudin, who is Selangor PH
chairman, said the matter would
be discussed at the state and na-
tional levels.
He said it would also be raised
in the state PHmeeting expected
to take place early nextmonth.
Bersatu vice-president and Se-
langor Bersatu chairman Datuk
Abdul Rashid Asari had, onMon-
day, confirmed that Adhif had
been arrested over an alleged
drug offence.
Adhif denied hewas arrested.

Adhif Syan Abdullah

Selangor Menteri Besa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centre) visiting the BSP21 apartment in Bandar
Saujana Putra yesterday. PIC BY MOHD KHAIRUL HELMY MOHD 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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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s serah 
kepada pendakwa 
raya selepas 
lengkapkan siasatan 
kes ‘parti dadah’

15

JSJN akan siasat

Berhubung penahanan 
17 individu termasuk 

ADUN berkaitan dadah

Oleh AHMAD ISMADI ISMAIL

Polis akan melengkapkan 
siasatan berhubung kes 
17 individu termasuk se-
orang Ahli Dewan Un-

dangan Negeri (ADUN) yang 
ditangkap berkaitan dadah sebe-
lum diserahkan kepada Timbalan 
Pendakwa Raya untuk tindakan 
lanjut.

Timbalan Ketua Polis Negara, 
Datuk Mazlan Mansor berkata, 

SHAH ALAM

Mazlan melancarkan Op Selamat ke-16 Sempena Sambutan Tahun Baru Cina 2020 di Persada PLUS di Subang se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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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asatan akan dilakukan oleh Ja-
batan Siasatan Jenayah Narkotik 
(JSJN).

“Kita akan siasat dari semua 
sudut khususnya berkaitan narkotik. 

“Apabila semua dokumen 
(hasil siasatan) lengkap, kita akan 
menyerahkannya kepada Timbalan 
Pendakwa Raya untuk menilai dari 
sudut pendakwaan,” katanya pada 
sidang akhbar selepas Majlis Pe-
lancaran Op Selamat ke-16 Sem-
pena Sambutan Tahun Baru Cina 
2020 di Persada PLUS di Subang, 
di sini semalam.

Kelmarin tular seorang ADUN 
Selangor dan empat pegawai khas 
ahli politik antara 17 individu di-
tahan polis dalam satu operasi di-
lakukan di sebuah kondominium 
di Jalan Puchong di Kuala Lumpur 
jam 4.40 pagi.

Ketua Polis Negara, Tan Sri 
Abdul Hamid Bador dilaporkan 
mengesahkan seramai 16 daripada 
17 individu termasuk enam wani-
ta yang ditahan dalam serbuan di 
sebuah kondominium di Puchong 
itu didapati positif dadah.

Terdahulu, ADUN Dengkil, 
Adhif Syan Abdullah menyifatkan 
beliau berada di lokasi yang salah 
pada masa yang salah namun ber-
tegas berada di pihak benar.

Ditanya mengenai laporan polis 
yang dibuat pegawai khas Ketua 
Pesuruhjaya Suruhanjaya 
Pencegahan Rasuah Malaysia 
(SPRM), Latheefa Koya semalam, 
Mazlan berkata, pihaknya akan 
mengkaji laporan berkenaan.

“Saya tidak boleh komen selagi 
belum tengok (laporan polis). Kita 
akan kaji laporan itu,”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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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da siapa boleh terlepas undang-undang jika bersalah
KUALA LANGAT - “Seseo-
rang itu tidak bersalah selagi 
belum diputuskan undang-
undang dan tiada siapa yang 
boleh terlepas daripada undang-
undang sekiranya bersalah,” 
demikian reaks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mengenai kes melibatkan 
ADUN Dengkil, Adhif Syan 
Abdullah di Selangor yang di-
tahan polis pada Ahad lalu.

Amirudin berkata, beliau 
bersetuju dengan kenyataan Per-
dana Menteri,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bahawa tiada sesiapa 
yang akan terlepas daripada hu-
kuman sekiranya bersalah.

“Saya difahamkan beliau 
(Adhif Syan) tidak mengaku 
dan saya beri ruang itu kepada 
beliau membuktikannya melalui 
proses undang-undang.

“Masa depannya Bersatu 
yang tentukan,” katanya pada 
sidang akhbar Penyampaian Sijil 
Anugerah Malaysia Book of Re-
cords di BSP21 di sini semalam.

Amirudin 
(tengah) 
ketika sidang 
akhbar pada 
Majlis 
Penyampaian 
sijil Anugerah 
Malaysia 
Book of 
Records di 
BSP21 di 
se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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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ik punca vaksin habis
Bekalan dijangka 

pulih semula pada 
minggu depan

Oleh NORAFIZA JAAFAR

Beberapa klinik swas-
ta didapati kehabisan 
stok vaksin influenza 
berikutan permintaan 

tinggi terhadap bekalan ubat 
itu yang berlaku akibat situasi 
panik dialami orang ramai ber-
hubung penyakit 
tersebut ketika in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berkata, ba-
gaimanapun, bekalan vaksin 
influenza khususnya bagi nege-
ri tersebut dijamin mencukupi 
dan kembali seperti sedia kala 

SELAYANG

WABAK INFLUENZA 
SEMAKIN MENULAR

pada minggu depan. 
“Situasi panik dalam ka-

langan rakyat menyebabkan 
bekalan vaksin di 
klinik swasta keha-
bisan stok. 

“Tapi saya dibe-
ri jaminan oleh 
Menteri Kesihatan, 

Datuk Seri Dr Dzulkefly Ah-
mad bahawa bekalan itu men-
cukupi cuma ada permintaan 
tinggi. Ia dijangka kembali nor-

mal antara satu hingga dua 
minggu lagi,” katanya ketika 
diminta mengulas perkemba-
ngan bekalan vaksin di Sela-
ngor. 

Beliau ditemui ketika Majlis 
Perasmian Perpustakaan Awam 
Selangor (PPAS) Daerah Gom-
bak di Bandar Baru Selayang di 
sini semalam. 

Hadir sama, Exco Kesiha-
tan, Kebajikan, Pemberdayaan 
Wanita dan Keluarga Negeri 

Amirudin 
ketika ditemui 
selepas Majlis 
Perasmian 
Perpustakaan 
Awam 
Selangor 
(PPAS) 
Daerah 
Gombak di 
Bandar Baru 
Selayang 
semalam.

Selangor, Dr Siti Mariah 
Mahmud dan Pengarah PPAS, 
Mastura Muhamad. 

Katanya, kerajaan Sela-
ngor prihatin berhubung per-
kembangan kes influenza di 
negara ini dan akan mengam-
bil langkah sewajarnya jika 
keadaan tidak terkawal. 

“Ada hikmah di sebalik isu 
influenza A ini. Ia menunjuk-
kan kepentingan langkah pen-
cegahan melalui pengambilan 
vaksin. 

“Kerajaan negeri akan 
pantau perkembangan dari 
semasa ke semasa dan kalau 
ada perkembangan kurang 
baik atau parah, kita akan am-
bil tindakan yang seterusnya 
mengikut prosedur operasi 
standard ditetapkan,” katanya. 

Semalam, Dr Dzulkefly 
memaklumkan kerajaan me-
luluskan bekalan alternatif 
sebanyak sejuta tablet vaksin 
influenza A kepada klinik 
swa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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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S terima pengiktirafan MBOR bagi pembangunan BSP21
KUALA LANGAT - LBS Bina Gro-
up Sdn Bhd (LBS) menempa sejarah 
apabila menerima pengiktirafan dari-
pada Malaysia Book Of Record 
(MBOR) bagi pembangunan Bandar 
Saujana Putra 21 (BSP21) semalam.

BSP21 dilengkapi dengan 103 fa-
siliti termoden, canggih dan selesa 
direkodkan sebagai kediaman pang-
sapuri yang mempunyai bilangan fa-
siliti terbanyak di negara ini.

Pengarah Urusan Kumpulan LBS, 
Tan Sri Lim Hock San berkata, pen-
capaian bersejarah itu turut disertai 
dengan kejayaan projek blok pemba-
ngunan terakhir BSP21 yang siap 
lebih awal daripada jangkaan.

“BSP21 merupakan pembangunan 
pangsapuri perkhidmatan yang terdi-
ri daripada 2,602 unit merangkumi 
10 blok pangsapuri 18 tingkat dan 27 
tingkat.

“Pembangunan ini mempunyai 
tiga podium yang dihubungkan de-
ngan jambatan langit dan turut mena-
warkan pemandangan hijau di seki-
tarnya,” katanya selepas Majlis 
Penyampaian sijil Anugerah MBOR 
di BSP21 di sini semalam.

Hadir sama, Menteri Besar Sela-
ngo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Pengasas dan Penasihat MBOR, Tan 
Sri Danny Ooi dan Ketua Pegawai 
Operasi MBOR, Christopher Wong.

Hock San berkata, BSP21 mena-

BSP21 menawarkan lebih daripada 100 kemudahan yang diilhamkan 
oleh gaya hidup di kawasan seluas lapan hektar.

BSP21 menyediakan fasiliti kolam renang dan kelab rekreasi yang 
merentangi empat aras.

warkan lebih 100 kemudahan yang 
diilhamkan oleh gaya hidup kini di 
kawasan seluas lapan hektar sekali 
gus sebagai kediaman yang meme-
nuhi ciri-ciri kediaman sejahtera.

“Fasiliti kemudahan direka ben-
tuk dengan teliti untuk memenuhi 
keperluan pelbagai generasi pendu-
duk dan sesuai bagi semua lapisan 
umur.

“BSP21 menyediakan fasiliti ko-
lam renang sebesar 19 gelanggang 
badminton dan kelab rekreasi seluas 
lebih 6,131 meter persegi yang me-
rentangi empat aras,” katanya.

Katanya, antara lain yang dise-

diakan termasuk taman tema me-
ngandungi tiga podium.

“Antaranya trek joging, trek ber-
basikal sejauh 2.3 kilometer serta 
ruang hijau seperti Tree House Pa-
vilion untuk penduduk dan keluarga 
bersantai.

“Bagi menggalakkan persekita-
ran yang kondusif, BSP21 dilengkapi 
dengan sistem keselamatan tiga pe-
ringkat lif dengan pengawasan ka-
mera litar tertutup (CCTV) mana-
kala untuk meningkatkan keyakinan 
dan keselamatan penduduk, tempat 
letak kereta dilengkapi dengan bu-
tang panik,” katanya. Amirudin (kiri) mencuba permainan golf di fasiliti yang 

disediakan di kediaman pangsapuri di BS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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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WELCOME 
CHANGE 
One-way 
traffic system 
irks residents 
and traders in 
Taman Muda, 
Ampang 
>4 
Objection to one-way traffic flow in Ampang neighbourhood 

By ALIA IZZATI 
metro@thestar.com.my 

RESIDENTS and traders who live 
and work near Jalan Bunga Mawar 4 
in Taman Muda, Ampang, are upset 
over the temporary change in traffic 
system from a two-way to a one-way 
road. 

The signboard informing the pub-
lic about the change in traffic flow 
that will take place for three months 
was put up by Amp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AJ). 

The new system that will last until 
March 14 is to ease the traffic con-
gestion in the area. 

More than 40 residents and trad-
ers expressed their objection over 
the traffic dispersal system. 

Puteri Court management commit-
tee secretary Armiyn Aziz said the 
condo residents were affected most-
ly as they had to endure heavy traf-
fic outside their premises. 

"The one-way system is illogical. 
"What used to take us five min-

utes to get to nearby places now 
stretches from 15 to 30 minutes. 

'This is very inconvenient and 
increases our fuel consumption,"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timing of the 

Armiyn says the one-way traffic sys-
tem caused heavy traffic congestion 
outside the Puteri Court condominium. 

traffic lights along the road needed 
to be longer for better traffic flow. 

Trader Koo Siew Chooi, 42, said 
they were not informed about the 
changes and only knew about it via 
the signboard, and their business 
was down by 30%. 

Resident Yap Tai, 65, expressed 
her concerns about the public's 
safety when crossing the busy road. 

"Many people are finding it 
difficult to get across and it can be 
dangerous," she added. 

DAP publicity secretary Tiew Way 
Keng said a town hall meeting should 
be held to address the problem. 

Tiew (centre, in white blouse) with residents and traders in Taman Muda, Ampang, who are against the traffic 
flow change in Jalan Bunga Mawa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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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ing a bigger mess 
A high-rise project adjacent to Phileo Damansara II in Petaling Jaya 
continues to raise concerns of overpopulation and unbearable 
congestion once completed. The developer, however, hopes 
to allay fears by giving assurance that all necessary 
measures will be taken to improve traffic 
conditions and minimise impact on 
surrounding residential properties. >2&3 

Daily chaos: The traffic congestion along Jalan 16/11 is likely to worsen as a result of the newly approved high-rise development in Section 16, Petaling Jaya. - CHAN TAK KONG/The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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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keholders of the existing properties from Section 16, PJ foresee heavier traffic congestion from Jalan 16/11 towards Taman Tun Dr Ismail once the 
new development in the area takes place. 

BY SHEILA SRI PRIYA 
sheilasripriya@thestar.com.my 

DESPITE residents and stakehold-
ers' objection to a high-rise develop-
ment in Section 16,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approved the 
project in June last year. 

Concerns revolve around the 
high plot ratio granted for the 
development as this would lead to 
a much higher population in the 
area. 

Stakeholders and residents worry 
that the project will worsen the traf-
fic congestion along Jalan 16/11, 
Jalan Dato Abu Bakar and the sur-
rounding area leading to Section 17 
and Taman Tun Dr Ismail. 

The development consists of 
1,847 units of serviced apartments, 
small office virtual office (SOVO) 
and affordable housing units, in 
addition to parking lots and areas 
for public facilities and businesses. 

The project was granted a 1:7 
plot ratio,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total gross floor area of the 
building and divided by the size of 
the area on which the building will 
be built. 

Residents of Section 16/9 are of 
the view that the plot ratio is too 
high and this could result in over-
population in the area. 

They claimed that based on the 
Selangor State Planning Standards 
Manual Guideline's third edition, 
only a base plot ratio of 1:2 was 
allowed for hillside development 
and that the development site was 
located between a Class Three and 
Class Four category hill. 

"We want to know on what basis 
did MBPJ approve the high plot 
ratio of 1:7," questioned Datuk Seri 
Dr N. Krishna Moorthy, who is 
Section 16/9 Residents Association 
chairman. 

He said based on the National 
Physical Plan (NPP), the overall 
gross urban density needed to be 
reduced to 25 persons per hectare. 

"A plot ratio of 1:7 on approxi-
mately two hectares of land with 
1,847 units has a very high and 
unsustainable density of about 971 
units per hectare," he said. 

The residents also want a com-
prehensive traffic flow study to be 
carried ou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PP. 

Project's high plot 
ratio heightens fears 
Residents in Section 16, Petaling Jaya also want 
comprehensive traffic flow study carried out 

"The Traffic Impact Assessment 
(TIA) submitted by the developer 
does not meet MBPJ's sustainable 
traffic movement. 

"If just 50% of the thousands of 
occupants were to exit their units 
during peak hours, there would be 
thousands of vehicles on the Sprint 
Highway and Jalan 16/11. 

"Can these roads take this sort of 
traffic volume?"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residents were also concerned 

over a partial clearing of the hill 
previously carried out by another 
developer. 

They want the hill-slope develop-
ment to be studied in depth for the 
safety of residents living in the 
vicinity. 

The residents claimed that the 
design of the proposed building 
would also impact air flow to exist-
ing homes. 

A Phileo Damansara II Joint 

Management Body spokesperson 
said their main concern was the 
high density of the new develop-
ment and the high number of vehi-
cles that would flow into the exist-
ing roads. 

"The roads will be overly congest-
ed and visitors as well as those 
working in Phileo Damansara n will 
not be able to exit when congestion 
takes place along the main road of 
Jalan 16/11. 

Chung said the company would continuously strive to not only bring development but to add value to its 
customers and the existing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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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Krishna questions the high plot 
ratio of 1:7 granted for the 
development which can lead 
to overpopulation in the area. 

Chung says a through-lane on 
the slip road beside Sprint highway 
leading to Jalan 16/11 is among 
upgrades proposed to improve 
traffic conditions. 

"As it is, there are days when 
motorists have to wait for hours to 
exit the Phileo Damansara II park-
ing lot," said the spokesperson. 

Developer's response 
Trinity Group Sdn Bhd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OS Chung said 
the 1.91ha high-rise development 
in Section 16, Petaling Jaya would 
honour its slogan "Building 

Communities, Enriching Lives", 
reinforced by improving and 
enhancing the existing infrastruc-
ture for surrounding communities. 

"As a responsible developer, we 
have been proactively engaging 
with MBPJ and relevant authorities 
to comply with the necessary 
requirements, including the Traffic 
Impact Studies and Contour Plan. 
We have obtained all the necessary 
approvals. 

"Included in the development 
plan are the construction of two 
dedicated ingress and egress elevat-
ed ramps as main access to the pro-
posed development site. 

"These ramps will connect direct-
ly to the Sprint highway and not 
into Jalan 16/1 (Jalan Dato Abu 
Bakar) and Jalan 16/11. 

"Hence, the two ramps will not 
adversely affect the traffic on these 
two roads." 

He said, additionally, they had 
proposed several upgrades and 
improvements that would further 
alleviate existing traffic conditions, 
which includes another through-
lane on the slip road beside Sprint 

highway to Jalan 16/11. 
There are plans to build a short 

lane to facilitate a right turn and 
U-turn on the slip road beside 
Sprint highway and have an addi-
tional lane on Jalan 16/11. 

"We also plan to construct two 
short lanes for left-turn movement 
from Jalan 16/1 to Jalan 16/11," said 
Chung. 

He added that the Traffic Impact 
Assessment showed these enhance-
ments are expected to improve traf-
fic conditions along Jalan 
Damansara. 

"We wish to assure the public 
that the building development 
plinth will only involve Class One 
and Class Two slopes, and that 
there are no Class Three and Class 
Four slopes located within our site 
as per the authorities' approval 
plans. 

"We have also obtained approval 
from the Selangor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Department's 
Technical Committee on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Areas on Jan 17,2019, fol-
lowing approvals from Selangor 

Works Department's Slope Unit and 
Ikram on Nov 7 and 14, 2018 
respectively." 

Chung said to further ensure that 
the safety of the terrain was main-
tained and to prevent erosion, the 
slopes would be reinforced using 
the soil nailing method, a viable 
slope strengthening solution. 

"We are mindful of the concerns 
on the impact of air flow to neigh-
bouring homes around this devel-
opment and wish to reassure peo-
ple that careful attention was 
placed on ventilation and air flow 
within the development and sur-
rounding areas. 

"The development plan also com-
plies with mandatory building set-
backs as required by the authori-
ties. In addition, this development 
preserves the existing 33m green 
buffer zone at the southern bound-
ary adjacent to existing bungalow 
lot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is split 
into four tower blocks rather than 
one building in a bid to improve air 
flow and reduce the impact on 
neighbouring buildings," said 

The Section 16 
Petaling Jaya 
residents and 
stakeholders are 
concerned over 
an upcoming 
proposed 
development on 
a 1.91 ha of land 
at Jalan 16/11 
which consists of 
four blocks of 
service 
condominium 
and small office 
virtual office 
(SOVO) in the 
neighbourhood. 

Chung, adding that development 
of the site also addressed issues cur-
rently plaguing the site which is a _ 
breeding ground for mosquitoes 
and pests." 

He said the project was planned 
as a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with a plot ratio of 1:7 to create a 
more sustainable and compact 
community by providing housing 
and mobility choices. 

"The project provides easy acces-
sibility, ample open spaces with 
adequate green areas; with a well-
planned component mix and life-
style facilities that allow modern 
urbanites to live, work and mingle 
within the confines of the develop-
ment. 

"The MRT station within close 
proximity will also provide resi-
dents with an alternative means of 
transport, direcdy reducing the 
number of vehicles on the road," he 
added. 

At press time, MBPJ had yet to 
respond to the concerns raised 
about the project by residents and 
businesses operating at Phileo 
Damansar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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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FIC MATTERS 
• The intermittent left lane closure 
will continue along Jalan Persiaran 
Jati, Petaling Jaya till April 8 from 
8am to 6pm on weekends and 
public holiday to facilitate the 
upgrading road works. 
• The intermittent lane closure by 
stages will continue at Sungai Besi 
Highway near Kampung Malaysia 
Raya (Sungai Besi-bound and 
Kuchai Lama-bound), Kuala Lumpur 
until Feb 8 from 11pm to 5am to 
facilitate the installation of the 
segmental box girder. 
• There will be temporary full road' 
closures and traffic diversions on 
Persiaran Kerjaya, Shah Alam (both 
Shah Alam and Subang/Kuala 
Lumpur bound) starting Jan 16 to 
Jan 19 from 11pm to 5am to 
facilitate pier cap launching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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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APP COMPLAINT 
The public can lodge a complaint to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on issues 
regarding waste collection, 
damaged infrastructure, stray 
animals and other services by 
sending a Whatsapp message to 
MBPJ via Oi l -12017914 on 
weekdays from 8am to 5pm. Each 
complaint must include the sender's 
full name, IC number, phone 
number, address, complaint 
description and its location. 
Incomplete details of the complaint 
will not be enter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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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Y SPRING CLEANING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is 
organising a special festive spring 
cleaning programme on weekends 
at selected neighbourhoods until 
Jan 19. Bulk waste and unwanted 
items should be placed outside 
houses before 10am. For details, 
visit facebook.com/ 
petalingjayacity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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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UND DISCOUNT 
Shah Alam City Council is offering 
discounts of up to 50% for various 
compounds until Jan 31. Parking 
compounds are discounted to 
RM10 for those issued from 2002 
to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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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D DONATION 
Kuala Selangor District Council is • 
having a blood donation campaign 
at the council's Dewan Siantan, 
Jalan Majlis, Kuala Selangor on Jan 
22 from 8.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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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e on 
By FARIK ZOLKEPLI 
fa ri k@thesta r.com. my 

SUBANG JAYA: Bukit Aman will 
hand over investigation papers on 
the arrest of 17 people at a private 
party in Puchong to the deputy pub-
lic prosecutor (DPP) once the inves-
tigation is completed, says Datuk 
Mazlan Mansor. 

The Deputy Inspector-General of 
Police said the investigation was 
focusing on various offences, par-
ticularly those relating to narcotics. 

"When all documents and evi-
dence have been completed, we will 
hand it over to the DPP," he said at a 
press conference after launching 
Ops Selamat in conjunction with 
Chinese New Year yesterday. 

It was reported that Dengkil 
assemblyman Adhif Syan AbduSah 
and several members of two politi-
cal parties were among 17 people 
detained in the raid. 

According to sources, Adhif, who 
is the Selangor Parti Pribumi 
Bersatu Malaysia Youth chief, was 

private party yet to be completed 
picked up in the early hours of 
Sunday as the party was going on. 

Sources said that besides several 
Bersatu members, the others 
detained were from PKR. 

Inspector-General of Police Tan 
Sri Abdul Hamid Bador, who con-
firmed the arrests, said that except 
for one male, 16 of those picked up 
tested positive for drugs. 

"I will not release the names of 
those detained as the investigation 
is underway. We are also waiting 
for the second set of tests on the 

urine samples," he told a press con-
ference at Bukit Aman yesterday. 

Abdul Hamid, who declined to 
confirm if an assemblyman and 
political party members were 
among those detained, said police 
from Brickfields went to the condo-
minium after residents complained 
of loud noises at about 4.40am. 

Watch the video 
thestartv.co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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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開放登記

他今早出席林木生集团BSP21公寓被 

列入大马记录大全仪式后召开新闻发 
布会表示，现阶段的雪州水供用户仍 
享有首20立方米免费水，之后将开放 
第二轮的申请，并会在2至3个月内更 

新资料。
他说，原本计划在每个季度，即每4 

个月更新资料，但目前仍有

僅

供
B20

(瓜冷I4日讯）雪州大臣拿督斯里 
阿米鲁丁指出，仅供B20群体享有的首 
20立方米免费水措施将于3月开跑，来 

不及在首阶段登记的居民，可在二阶 
段登记。

他说，首阶段的雪州达鲁益山首20 

立方米免费水措施的登记申请已经截 
止，已登记的用户将于3月开始受惠， 

政府将开放第二轮的登记，让来不及 
登记的用户申请。

3
月
開
跑

首

立
方
米
免
費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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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提升的鹅唛县图书馆提供齐全的设备及优美的阅读环境。

雪大臣：太多人注射陷緊張

瘠苗供應
(士拉央14日訊）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指 

出，由于太多人注射疫苗，需求量过多，造成流感疫 

苗供应紧张，不过疫苗的供应量将会在本周内，或是 

下星期初恢复正常，民众也可以直接前往注射疫苗。

他说，尽管流感疫苗的供应 
量有一些紧张，包括在一些私 
人诊所出现疫苗用完的情况， 
惟经过向州行政议员了解情 
况，及获得卫生部长保证疫苗 
的供应量充足。

阿米鲁丁今曰前往为完成提 
升的鹅唛县公共图书馆主持开

幕时，如是表?K。

依標準作業行動

他也说，州政府将会根据流 
感的情况，包括监督流感的 
严重性及疫苗的供应量是否充 
足，同时已备有应对方案，在 
发现情况严重下将会依照标准

作业方式采取行动。
他说，州政府已拟出数项策 

略，吸引更多外资前往雪州投 
资，其中包括提升公务员的能 
力，并尝试减短及简化作业标 
准程序；他对此也推出100天 
政策(Dasar Kelulusan 100 
Hari)，要求需在100天期限 

内完成作业程序。
他说，州政府不能提供便宜 

或免费的优惠，如提供免费 
土地来吸引外资，这将会减 
低（downgrade)所带来的效

应。
他也说，州政府要做的是提 

升服务的素质、传递的能力及 
所提供的服务，同时也定下今 
年的外资目标为120亿令吉。

他补充，州政府去年截至 
9月所获得的外资为164亿令

n°出席者包括雪州行政议员茜 
蒂玛丽亚、雪州图书馆总监玛 
斯杜拉、国际伊斯兰大学主席 
莫哈末达勿博士及雪州教育局 
总监玛哈诺博士。

陸續提升圖書館
米鲁丁指出，雪州目前有数个图书馆 

I J都在进行提升，包括瓜冷昔江港、沙 
白安南、乌鲁雪兰莪、乌鲁冷岳等。

他说，提升图书馆计划是从2009年已开 

始进行，而这也是一项将会持续性的计 
划，各区的图书馆都会陆续获得提升。

他也说，所有图书馆的提升概念都会是 
相同，既是将图书馆打造成为公众的第之 
个家，无论大人小孩都可以在图书馆内找 
到适合自己所使用的空间，包括设有游乐 
空间、提供给一家大小使用的空间、孩童 
专区等。

“因此，图书馆不只是书籍或阅读的地 
方，更是适合各级人士包括家庭、退休人 
士、小孩的全方面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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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沟局陪 
塌陷，进一 

步影响排水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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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巴生聖淘沙3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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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t ^ 20年
(巴生14日讯）逢雨成灾、屎水逆流、泥沟崩塌、小路 

被封等，巴生圣淘沙地区的3个住宅花园，遭受诸多民生 

问题困扰，导致当地逾2400户过去20年来苦不堪言，希望 

当局尽快协助解决问题！

糊轉_

鬱鉍

当地圣淘沙区州议员古纳拉沟，早前更承受不了雨量而宣 

兹在获知居民的苦恼后，今早告崩坍。

拉大队实地巡视，希望揪出各 “居民也投诉，当地的排污

项问题的肇因，并拟定解决方系统疑出现问题，以致每次水 

案。 灾时，屎尿水都会逆流，让居

在场的单位包括公共工程民感到非常噁心。”

局、英达丽水、雪州子公司达
鲁益山麵（KDEB)、巴生市 提f工無/£便用

议会工程小组、环境服务小组他说，居民也不满附近花园

纷纷设立围篱，结果许多住宅

八化园，u包括大也$无普使用，mu入非常■古纳拉茲（前3)今天大阵仗率领各政府单位官员，前往实地堪察，以便协助居
•* -1： ' k. ■ ^ m^s〇r'. I兀I ( i £im n - *i o n ci r* ci J 3. v s )、八 乂、- 4 i-i-i ~k i 1111 i t ~11, f ': 胃刀、|、q 日?^

■平时没有下雨，沟渠内的污水也难以排出。

■美纳拉再也花园、大 
红花花园及幸福花园逾 
2400户，20年来面对逢 

雨成灾的窘境。

园（Taman Menara Jaya)、大不便，入口更经常大—车。

红福花园二= 他今天把^有相关单位召集
寺纳拉炫丨曰出，大纳拉再也起来，就是希望能够对症下 

花园的水灾冋题已经困扰居民药解决所有问题 

2〇年，去年下游地区进行一个之州子公 

发展计划，导致水灾问题进一司达鲁益山集团|协助清理沟

步赞也。十廿向似卜【一渠的垃圾，避免沟渠阻#，藉 
他況，该化园附近的排水糸此减轻水灾的问题。

统欠佳，尤其有其中一段为泥

居民指水灾有时高达1尺，淹人住家造成严重困扰。

睦鄰中心主席：投訴無門
地睦邻原则中心主席诉，然而投诉都没下文。 

3卡尼亚柏指出，这一 “我很高兴看到古纳拉

• » ^ I - / - ' ,

;ft.

-r.i -

戰

带逢雨成灾，有时水位1尺兹和所有相关单位的官员 

高，淹至膝盖，住家惨遭前来实地勘察和了解居民 哪
雨水侵袭。 的困扰，希望经过这次支#

讲您说“居5S55SS 所声问题都可以迎刃■清洁工人先协助清理沟渠内的垃圾，避免沟渠
种种问;eL向有关当局匕而角牛。 阻塞，藉此减轻水灾的问题。

■次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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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行雪邦2路線

小型巴士 101沙登醫院
(雪邦I4日讯）雪州政 

府在免费雪州精明巴士计 
划中首次使用宛如“面 
包车” （Bas Coaster)小 

型巴±，目前在雪邦市议 
会的两条路线中川行，并 
将首次驶入沙登医院大门 
口。

黄思汉说，在雪州，雪 
邦市议会在雪州精明巴士 
计划中，是首个使用小型 
巴士的地方政府，将成为 
翻惜i式。

他说，如果该小型巴士 
能获得乘客们很好的反 
应，州政府也计划推动到 
其他地方政府的路线。

他指出，雪邦的两个路 
线SPG3和SPG4的乘客人 
数不多，他于2018年在雪 

州公共交通事委员会会议 
中，也要求雪邦市议会研 
究使用体积较小如迷你巴

士一样的巴士，确认有关 
巴士是否适合使用。

他说，雪邦市议会是于 
2019年4月提呈报告，建议 
在SPG3和SPG4使用小型巴 
士，市议会于8月申请为 

计小型巴士计划进行公开 
招标活动，在12月1日SKS 

Coachbuilders Sdn Bhd成 

功被遴选为负责的公司， 
在SPG3和SPG4路线提供小 

型巴士。

解決車位問題

“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材 
曰前也曾和我会面，主要 
讨论雪州各政府医院面对 
缺乏泊车位的问题，其中 
包括沙登医院，希望雪州 
政府能让.雪州精明巴士驶 
到政府医院门口。”

黄思汉今日在1〇[ CITY

MALL,为雪州免费精明 
“Bas Coaster”主持推介 

礼时，如是指出。
他说，在雪邦市议会的 

其中一条精明巴士的路线 
中，该巴士是有经过沙登 
医院，但因巴士无法直接 
行驶到沙登医院大门口， 
只有停在医院外面的大 
路，从大路到医院是有一 
段距离。

他说，随著该经过沙登 
医院的路线已使用小型巴 
士，该巴士将直接停在医 
院ife楼（Lobi. Hospital 

Serdang)的大门口，相信 

将能方便病人和家属。
他指出，雪邦市议会的 

两条路线，即是SPG3和 
SPG4的路线将使用小型巴 

士，巴士数量总共是4辆， 
经过沙登医院的就是SPG4 

路线。

■黄思汉（右3)等试坐该小型巴士。

5年共4520萬8199乘客

黃
思汉说，从2015年7月 他说，在雪州公共交
1曰至2019年12月31通事务最近的一次会议

曰，雪州精明巴士的乘客 
总共达4520万8199人。

他说，在520万8199位搭 
客之中，其中的199万3919 
人是来自于雪邦市议会的4 

条精明巴士路线的搭客。
他指出，雪州大臣机构 

(MBI)的精明雪州传递 
单位(Smart Selangor 

Delivery Unit, SSDU) 

已启用讀州精明交通系统 
(SITS)，鉴定巴士抵达 

的时间表。

$，雪邦市议会也设立 
“Bas Smart Selangor 

MPSepang”面子书专页， 

为雪邦区的精明巴士搭客 
们提供有关于精明巴士的 
各项讯息，包括巴士故 
障、交通阻塞、巴士行程 
表、活动和其他等。

“此管道非常需要，也 
希望成为效仿的例子，尤 
其是在能为搭客提供最新 
的消息。

他说，雪州政府也非常 
支持设立脚车道和人行 
道，衔接巴士站和商业 
区，加强公共交通的便 
利。

他相信为精明巴士的司 
机提供培训，包括沟通、 
纪律、资讯术技的掌握 
等，将有助于提高精明巴 
士服务素质。

“我也希望县市议员把 
精明巴士的服务转达给居 
民，确保该巴士措施能良 
好的被使用和照顾，目前 
也有人投诉在巴士内遗失 
物品等，搭客也必须要照 
顾只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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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21公寓
林木生集團獲列大馬紀綠大全

(吉隆坡m日讯）屡获大 
奖的城镇发展商一一林木 
生集团（LBS)再添殊荣！ 
备有103种崇尚生活设施的 
BSP21公寓，被列入《马来 
西亚纪录大全》（Malaysia 

Book of Records)，成为 

大马“具有最多设施的住宅 
发展项目”。

除了以上荣誉，BSP21也 
提前竣工。BSP21共建10栋 
包括18层及27层楼高的公 
寓，共计2602个单位，建于 
天桥和绿色空间相连的3个 

平台上。
林木°生集团董事经理丹斯 

里林福山今日从马来西亚纪 
录大全总营运长黄楓伟手中 
接过证书，由阿米鲁丁和马 
来西亚记录大全创办人及顾 
问丹斯里黄罕荣见证；其他

列席者包括林木生集团执行 
董事林福源、雪州秘书拿督 
莫哈末阿敏、雪州大臣机构 
(MBI)总营运长苏凡阿芬 

迪、雪州投资有限公司总财 
务长莫哈末希勒米，以及瓜 
冷县长莫哈末袓斯尼。

提升家居價値

林福山说，BSP21被纳入 

《马来西亚纪录大全》，成 
为“具有最多设施的住宅发 
展项目”，他们采用全新方 
式建设各式各样的设施，为 
居民提供更多的社区联系和 
互动，并减少居民外出，同 
时满足对生活方式的追求， 
希望继续创造更多设施完善 
的社区，并善用相关空间以 
提升家居价值。

位于雪州太子城的BSP21

■莫哈末希勒米（左4起）、莫哈末祖斯尼、黄枫伟、林福山、阿米鲁丁、莫哈 

末阿敏、黄罕荣及林福源一同出席《马来西亚纪录大全》证书移交仪式。

在8英亩的宽敞空间中，设有逾百种生活设施包括面积相当于19个羽球场的泳池， 
设施，堪称为“健康生活服务公寓”。以及面积为6万6000平方尺的4层楼会所 
此外，这些生活设施皆经过精心设计和分等。
配，让多代人包括老年和儿童享用；这些

Page 1 of 1

15 Jan 2020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A10
Printed Size: 418.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8,245.28 • Item ID: MY0038446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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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安排e
雪大臣：下月希盟會議討論

(吉隆坡14日讯）针对土团 

党龙溪州议员阿希赛安疑涉 

毒案件，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 

米鲁丁今日披露，他将在下个 

月初召开雪州希盟会议讨论此 

事，同时尽快安排让前者进行 

第二轮尿液检验。

“针对该涉毒案件，首轮检验结 

偏私、公平与公开的方式 
下进行。”

他强调，不管什么身分 
地位，任何人都不可违抗 
法律，如果证实违法就要 
接受法律的处置，无可避

阿米鲁+今日出席林木生BSP21 

公寓被纳入《马来西亚记录大全》 
证书移交仪式时，这么指出。

阿希賽安已保釋

询及是否有与阿希赛安联络时， 
阿米鲁丁指说是有通过信息联络， 
但他拒绝透露内容。

他透露，阿希赛安已保释出外， 

我希望第 警方于本月13日凌晨1时许，取

政治秘书特别事务官与部长官员， 
及前体操国手等1T人被捕。

一名经营体育及休闲活动公司 
的前体操国手（53岁），在办 
公室大搞狂野派对，供应毒 
品兼开赌局，还找女学生陪 
座，同欢者包括土团党着州 
龙溪州议员阿希赛安与特别 
事务官、首相政治秘书特 
别事务官，以及内政部长 
丹斯里慕尤丁和青年体育 
部长赛沙迪各一名特别事 
^■官〇

据°了解，这5名被捕的 

政治人物或助理，都来自 
土团党；其余落网者包括2 ■阿米鲁丁

果呈阳性反应，同时会安排进行第 他透露，阿希赛安已保释出外， 
如常工作。 名企业家及1名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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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瑞林：未召見阿希賽安
(吉隆坡14日讯） 

雪州议长黄瑞林说， 
尽管土团党龙溪区州 
议员阿希赛安被传在 
一起涉毒及聚赌私人派对 
中，被列入扣查名单，但 
在法庭下判前，阿希赛安 
仍可执行州议员的职务。

黄瑞林接受《中国报》 
电访时说，截至目前，阿 
希赛安没有联络他，他也 
没有联络对方，州议会也 
没有因此事召见对方或要

下判前維持州議員職
求解释。

他也没有接到报告，仅 
是从报章中得悉上述事 
f牛。

°他说，有关事件交予警 
方调查，他也不方便作出 
太多的评论，以免影响到 
调查行动。

他说，如果任何州议员

涉及到警方的刑事案件， 
只有在法庭下判之后，尤 
其是一旦罪成，其刑罚是 
罚款超过2000令吉，监禁 

超过一年，就会影响到其 
州议员的职位。

“在过去，我国也是很 
多国会议员面对过此情 
况，如果法庭一天没有下

■黄瑞林

判，他也还是州议 
员，他也是可以执 
行州议员的工作， 
也是可以如常的出 
席州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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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偉與部長
+马羽毛球传奇拿 
X督李宗伟（右 
2)受邀到布城和副首 
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 
及3名华裔正副部长拍 
摄新春影片。

李宗伟在其面子 
书，上载有关照片。

参与拍摄的华裔部 

长（左2起）是卫生 
部副部长李文材、妇 

女、家庭与社会发展 
部副部长杨巧双及交 
通部长陆兆福。

他们和一群各族儿 
童展示祝福标语向大 
马华裔贺年。 ‘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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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郭頁黎

(吉隆坡14曰 

讯）土团党雪州 
主席拿督阿都拉 
昔说，由于警方 
尚在调查土团党 
龙溪区州议员阿 
希赛安涉毒事 
件，故此该党截 
至目前还未采取 
行动，一切待调 
查报告出炉后才 
决定。

阿都拉昔也是 
雪州行政议员。
他接受《中国 
报》记者电访时 
说，截至今曰，
该党全国最高领 
导层包括该党主 
席敦马哈迪、土 
团党总裁丹斯里 
慕尤丁等还未召见阿希赛 
安。

S阿
疆都

採廿
取

iS待

曰

他说，身为雪州 
土团党主席，也没 
召见阿希赛安，也 
没有对方解释，后 
者也没联络该党及 
他。

他说，对于党 
是否采取纪律行 
动，还是_之过 
早，尤其现在警方 
正在调查，不宜作 
出评论，否则对警 
方、阿希赛安也不 
公平，而且敦马哈 
迪、慕尤丁也表明 
不会干预。

他也说，对于今 
次事件深表遗憾， 
尤其是涉及到该党 
的州议员。

询及随著事件发 
生后，土团党未来 
在推荐大选候选人 
时，是否会附加更 
严厉的条件和过滤 
适合的人选时，他 
说，他们会在事件 

之后再针对此事进行讨论， 
不排除未来有此可能性。

報

S
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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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道
计
划

道计划导致班丹布特丽公 
寓居民连公寓门口也出不 I即 f 咖9 Masuk

—为驶入
该公寓联合管理委员会秘书阿 

米阿兹指出，除了耗费很多时 
间、车油前往距离仅200米的商 

业区，进出家门也是一个问题。
“该道计划也调了红绿灯的时 

间，但因为整条路的红绿灯的管 
辖单位包括公共工程局和市议 
会，但没有协调好，导致我们家 
门口经常大塞车，我们要出门也 
艰难。”

他°说，以前出了门口，可以 
在前方的红绿灯U转到学校和医 

院，可以转右去商业区，只需要 
5分钟，现在要兜一个大圈，塞 
车要花上30分钟。

“现在的情况已经很糟糕，根 
本无法等到农历新年后，希望有 
关当局马上终止计划，回复原 
状。”

阿米阿兹也质疑，到底是谁批 
准了这项单向道计划？

“之前我出席包括市议会、公共工程局、警察 
在内的会议，市议会和公共工程局感觉还没准备 
好落实计划，警方也没有表示赞成，为何最后落 
实？”

他说，要落实单向道计划必须也要遵守条例， 
是否有任何条例支持把道路改成单向道？

“况且我们从何来都不赞成这项计划，到底是 
谁赞成呢？”

-疏通如交通弄

(安邦I4日訊）安邦太子园布雅玛华4路（Jalan Bunga Mawar 4 )单向道落实不到一个月，

当地商家和居民已经忍无可忍，炮轰原本5分钟车程变半小时，商家生意也下跌至少30%，要求 

马上回复原状！

有关计划在2019年12月15日起进 
行3个月试跑，主要是要舒缓巴刹一 

带的交通阻塞问题，然而，商家认 
为严重影响商业区的生意，尤其是 
布雅丹绒9B路、6A路。

同时，毗邻的公寓居民也很不满 
意单向道，指原本公寓前往商业区 
只是200米，5分钟车程，但改道后 
必须兜大圈，路程变成1.5公里，塞 
车还费时30分钟。

此外，从商业区前往安邦医院、
小学的路程也受影响，原本不塞车 
的5分钟，或塞车的15分钟，也延长 

至半个小时。
有的居民也透露，单向道的车流 

量虽然比较顺畅，但因为驾驶人士 
开车太快，他们要越过马路时也很 
担心，有的年长者甚至吓哭，不敢 
再从家里步行到商业区。

批商民今日通过雪州宣传秘书民代议士反映心声，但至今没有下 
张菲倩召开记者会，要求有关当局文，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马上终止单向道计划，恢复原状。 她说，年关在即，商家担心再不

张菲倩说，虽然有关当局声称已改^情况更加恶劣。
获得商民的同意才落实单向道计 
划，但她接获不少商民投诉，反对

接商民投訴 ，

“之前一辆救护车要从商
业区到安邦医院，也受到 \
单向道计划影响，耽误了 〃 {
半小时，这样是危害民 A

众的安全和生命。” 魅jf
她说，更改一条路造 

成其它路段的不便，丨、
根本不符合舒缓交通

“商民在3周前向人 L

99

■早前临近居民只需要五分钟就可 

以转人布雅玛华4路进人商业区，如 

今要花费半小时兜路才能抵达。

/ ■商民向张菲1 

倩（坐者左）诉 

苦，反对单向道计 

戈IJ。坐者右为阿 

\米阿茲。 /

厂_

應先咨__SUHI避
#认为地方政府在落实一个计划前， 
A须咨询民意，尊重我们的意见。

这个计划是毫无通知的，没有信，没有 
通告，什么都没有。

我在这里做生意K年都没有问题的，这 
次对我们影响很大。

必

■驾驶人士不能转人布雅玛华4路，必须兜大圏，影响商家生意。

生意跌了三成

♦曽安详（52岁，理发店业者）

•道对商家影响很大，本来去商业区， 
只需要几分钟，现在要绕道，都没有 

人愿意来了，我们的生意自然受影响。
这个计划根本没人赞成，到底为何要落 

势i隹i兑了胃？
还说要试跑3个月，现在都帮不到商家 

了，希望马上终止，恢复原状。

#在这里做了30年生意，都没有投诉 

A塞车问题，塞车也代表有客流量， 
有•生意做。

自改道了，都没人来了，因为我们 
的顾客大部分来自莲花苑和打昔，现在 
兜路很麻烦，少来了。

这一个月来生意下跌了至少30°。了。

经向市议员反映心声，但只换来 
的回应。

问题我们很多商家和居民都反 y 

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落实措施前，我们也没有 

收到任何通知。

#住在商业区对面的住宅区，以前都走路 
M去商业区，但现在过马路很危险，因为 
都变成单向道，汽车飞很快。

有一个婆婆之前还吓哭了，本来那天都走 
去商业区买饭，现在不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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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進財盼團結0造新大馬,

巴
生公市各业商会顾问翁进财指 
出，希望在2020年，我国各民 

族团结合作，打造新的马来西亚。
大会也捐献善款给天缘道堂老年 

之家及莲花生慈爱之家孤儿院，宴 
庆这些弱势群体晚宴，派发红包及 
礼品给乐龄长者。此外，也成立青 
年团，陈志穿担任主任、黄田丰为 
副主任。

都章欽：帶來生意地價起

輕快鐵是巴生經濟命

■大会移交善款绐老人院及孤儿院。左起黄书强、邓章钦及 

许研兴。

(巴生M曰讯）雪州行政议 
员拿督邓章钦指出，轻快铁第 
3路线经过巴生大巴刹，且建 

一个车站，将带旺大巴刹小贩 
及附近商店的生意，地价与租 
金等，他呼吁商家尽早做好准 
备，迎接这新商机，因更多人 
口流入巴生。

他昨晚出席巴生公市各业商 
会，2020年新春联谊会团拜晚 

宴上致词时说，巴生南区武吉 
丁宜、绿林镇等地的人，因交 

通不便没来大巴刹，如果有 
了轻快铁第三路线能吸引他们 
来。

他说，轻快铁第三路线及车 
站从佐汉实迪、绿林镇、武吉 
丁宜、南方镇、巴生市区、中

路口、巴生大巴刹、通往吉隆 
坡。巴士北区4个站，南区3个 

站，巴生市区成重要点，外地 
人来可以在这些车站下车。

他说，轻快铁第三路线，是 
巴生重要经济命脉，在全世界 
各地，所有在轻快铁或地铁站 
旁边商店，全部会旺起来，地 
价也会涨。

重組大巴剎需配合

他说，在建筑期间对人民造 
成不便，但要发展就要面对， 
无可避免。

“现在建筑轻快铁第三路线 
过程，造成交通阻塞，避免不 
了，否则，巴生不能发展。”

邓章钦也说，巴生大巴刹重

组工作目前造成不便，在调整 
期间，希望大家合作，如果为 
了眼前短期利益，不合作，到 
时轻快铁第三路线建好了，巴 
刹还没整顿好，人来看到巴刹 
很糟糕，从此不来了就失去机 
会•。”

也说，巴刹是市政府的，肯

定要修好，虽有外人来抢滩， 
希望华人好好经营，大家合作 
下，把整个基本设施修好，受 
惠的都是小贩，包括轻快铁第 
三路线车站附近所有商家，都 
要准备好，空置商店出粗，在 
最短时间，可以收到最尚租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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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申訴被撤銷資格
他指出，总会曾多次向国家银 

行、马来西亚竞争委员会、消费者 

协会、保险协会及陆路交通局投 

诉，表示应该废除有关保修条款， 

但问题一直没有被正视。

“在全国会员车厂面对无法经营 
的困境，去年12月2日，槟威汽车修 

理厂商公会，率先展开拖车员罢工 

抗议行动。”

马兆基说，相信若此次问题继续 

拖延不受关注，全马很多修车厂都 

要面临倒闭的厄运，类似这种种问 

题，若不能尽早解决，罢拖行动将 

会在全国进行。

他指出，槟威公会已草拟备忘录 

呈交有关部门，并提出相对的解决 

方案，希望有关单位能够认真看待 

此问题。

他也呼吁全国各州属会配合总 

会，整合大家的力量，团结一致， 

争取汽车修理行业公平地位，为达 

成共同目标奋斗。

他说，陆路交通局与国家银行、 
普险协会、估价师协会、MTA & MRC 

召开会议检讨汽车事故维修准则， 

并提供有关准则草案的信息和观 

点，总会将於近期内收集各州属会 

的意见作商讨和结论。

U来西亚汽车修理商总会署理总 
1会长马兆基说，汽车保险意外 

碰撞索偿的会员车厂，近年来面对 

各方面的挑战越见严重，除了对会 

员车厂不公平的意外索偿，也有会 

员申诉在没有充分理由下，被几家 

保险公司随意撤销指定授权车厂的 

资格。
他说，至于规定5年车龄以下新车 

遇车祸后，须把车送回原厂维修， 

除影响会员车厂之外，也剥削车主 

选择的权利。

■雪隆汽车修理商公会理事向来宾敬酒。左起是高耀暉、梁振泉、廖信锡、李庆皎、刘悄、马凤凰、翁国华、叶观良、陈金明、黄健保、叶华、 
詹德祥、叶国忠、江国强、杨国明、褚顺发、叶顺吉、潘金祥、褚子源、黄锦庆。

_ (吉隆坡1 4

日讯）雪隆汽 

车修理商公 g 会主席叶华指 

曼出，收到会员 

' 投诉，指遭到 

保险公司迫压，保险公司对待汽车原厂维 

修中心和非原厂维修中心，持双重标准， 

令会员车厂近乎不能生存，面临倒闭。
他说，根据会员反映保险公司规定5年以下车龄 

车辆，发生意外碰撞后，必须拖回原厂维修，不 

能在其他车厂维修。同时保险公司给予修理工资

赔偿及零件折扣，与原厂修理工资及零件折扣持 

有双重标准，差距偏高。

“原厂获得的赔偿与工资都会比会员车厂的优 

惠高，令会员车厂近乎不能生存，面临倒闭。”

他促请总会对此事件多加关注，必要时为属会 

会员寻求解决方案，让会员获得公平的汽车意外 

索偿对待。

須提升競爭能力

他曰前在雪隆汽车修理商公会43周年庆晚宴上 

致词时，如是指出。

出席者有雪州行政议员兼加影区州议员许来 

贤、无拉港区州议员王诗棋、隆雪华堂副会长李

福旺、马来西亚华人行业社团总会总会长林金 

宋、马来西亚汽车修理厂商总会名誉顾问拿督曾 
茂旺、新加坡汽车维修也6公会主席郭亚胜等。

叶华补充，汽车维修须提升竞争能力，先进与 

高科技的维修仪器，专业技术人才的培训，人员 

素质提升等，是行业生存与稳健成长的主要因

^指出，公会与TOC技能学院合作，开办技术培 

训课程，开放给对汽车维修业感兴趣的青年，提 

供一项完整的培训计划。

“学员可以在培训过程里，到会员车厂实习， 
吸取实体经验。有意报读的年轻人，可向TOC 

ALTOMATIVE COLLOGE及雪隆汽车修理商公会秘书 

处查询。”

葉華：指保險公司雙重標準

蓽應8

C^TTl/^1II =1 =

■

汽
車
修
理
商
公
會
43

週
年
晚
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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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太过“崇巫”， 
口捍卫自己华族的 

声称“自己不是 
^来西亚人”致矮 

态，变相的贬低 

时寺性，从而导致 

!不起华人。

华裔国州议员或 

亡表本身政党外也 

$裔民族，并对 

^文化、教育和宗 

三的认知和敏感， 

本末倒置指鹿为

況华人新年为例 

服饰、美食、糕 

橘子、剪纸、春 

芦都有其学问和典 

I身为华裔国州议 

仿长一知半解或不 

z中怎样为华裔庆 

时户。

捐款给受惠团体

PPR^SREADER

■吧生美歌之家举办的汉服选秀才艺比赛，邀请嘉宾及赞助人联合举行剪彩开幕仪式c

巴生美歌之家歌唱培訓中心

1萬1600捐11機構
(瓜雪〗4日讯）巴生美歌之家歌唱培训中心 

曰前举行2020 “珍情留在，发为慈善”拿督斯 

里庄祷融杯、汉服选秀才艺比赛晚宴，并拨出 
1万1600令吉捐助11个慈善机构获赞扬。

受惠团体为：仁爱之家、弥勒大道、天缘道 

堂老人院、美门关怀中心、福爱之家及莲花生 
慈爱之家各600令吉；加埔元帅坛及培英华小 

家教协会各1000令吉；霹雳怡保幸运之家残障 

儿童、巴生滨海积善堂老人院及瓜雪爱心福利 
协会，各2000令吉。

首屆漢服選秀才藝比賽優勝者名單
冠军 林美玉、

亚军 叶美恩、

季军 陈美金、

精英奖 叶玮茗及林月琴

特优奖 李钿、梁秀明、叶丽容、郭凯伦 
何笙萍

优秀奖 林真送、陈亚叶、高玉英、陈矜颖 

陈美莲

黄翠玉、雷丽莎、林秀莲、黄丽箐 

黄兰

拿督陳建達協辦的金鼠新年歌歌唱比賽成績
冠军 郭丽珍

亚军 颜碧玲

季军 林真送

精英奖 吴丽丽、小田、詹晓燕、慧慧 

高玉英、许凯玉及李思祥

服装奖 高玉英

台风奖 小田

美歌之家主持人ASTRO经 

典名曲慈善歌後陈玉珍说， 

参加汉服选赛的反应热烈， 

迅速间获f东西马各州等地 
方20名佳丽参加。

她感谢I v y郭美伶导师带 

领沙巴爱薇舞蹈坊呈现多支 

精彩舞蹈，肚皮舞後锺宜凌 

及多位歌手的精彩表演。

大会邀请杯主拿督斯里庄 

祷融致开幕词时，赞扬美歌 

之家热衷推动华族文化活动 

和慈善事业是华裔应该学习 

的榜样。

庄祷融也是前雪州行政议 

员。他抨击当下希盟政府一

些政治领ft 

不敢珍惜手 

文化特徵， 

华人，是I 

化自己的 

自己民族 

其他种族目I

他认为， 

部长，除f 

应该代表i 

自己族群 

教须有一另 

才不至於: 

马。

他以庆: 

说，拜年丨 

点、蕉柑、

故的。如身 
员或正副音 

懂，在会1) 

典发声和_

■美歌之家主持人陈玉珍（左4)移交 

代表后与见证人庄祷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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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魯丁：雪希盟2月開會討論

阿希赛安如常
(瓜冷14曰讯）雪州希盟主席拿督斯里阿米鲁丁指出， 

他将在2月初召开雪州希盟会议，讨论龙溪州议员阿希赛 

安涉嫌参与吸毒及聚赌案件，而后者目前仍如常履行其 

州议员职务。

也是雪州大臣的阿米鲁丁表示，他 

的首要原则是没有任何人能超越法 

律，一旦证实违法，就应受法律制 

裁，希盟也会采取行动来定夺该名州 

议员的命运，倘若对方不承认，将给 

予机会让他证明清白。

阿米鲁丁今早在雪州太子城出席林 
木生集团BSP21公寓被列入大马记录 

大全仪式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如是指

出。

1州灘i 

4官14

希盟疋夺命3S

“我了解到目前只是初步尿检结 

果，之后还有第二轮的检测，希望执 

法当局能公正进行有关程序，没有任 

何偏私。”

他透露，阿希赛安昨日曾发简讯与 

他联络，该课题也会被带到各阶层会

议讨论，但希望先交由土团党来进 

行。

针对阿希赛安是否仍可继续其职 

务，阿米鲁丁表示，在现阶段他仍等 

待同僚的意见，相信土团党会定夺其 

未来，并交由该党作出决定，但后者 

目前仍如常履行州议员职务。（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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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問題

靈市民可WhatsApp投訴
(八打灵再也14日讯）八打灵再也 

市政厅推出手机应用程式WhatsApp 
投诉管道，市民可通过手机传讯息向 

市政厅投诉。市政厅是从1月3日推 

出这项服务管道，以方便公众人士投 

诉，包括基设损坏、收垃圾及野狗等 

有关市政厅服务的投诉。

民众可传送讯息至01 1 - 1 201 

7914，每则投诉将会接获自动回覆 

的讯息，民众必须附上相关资料，包 

括名字、大马卡号码、电话号码、地 

址、投诉详情以及地点。

任何资料不齐全者，将不会被处理 

及采取行动。传送讯息的时间从工作

日的早上8时至下午5时，星期六、日 

及公共假期除外。

除了手机应用程式，其他投诉 

管道包括电邮（aduan@mbpj.gov. 
my )、热线（03-7954 2020 )、传 

真（03-7955 1804 )、脸书（www. 

facebook.com/mbpjaduan ) '网站 

(https://embpj.mbpj.gov.my ) ' 
安卓手机应用程式（eAduan MBPJ 
)。更多详情，可联络投诉部（OS- 

7956 3544 分线 118/203/208 ) 或浏 

览官网（ www.mbpj.gov.my ) ° 
(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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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党一行人向《光 

明日报》拜早年，左起 

为行动党总部行政主任 

朱润明、杨美盈特别事 
务官彭小桃、黄书琪、 

杨巧双、曾锦标、杨美 

盈、叶月眉、郑传毅及 
林芮光。

■交通部长机要秘书林 

駿荣（右起）、林芮光 

代表交通部长向曾‘标 
和叶月眉相互问好。

火箭3女將拜訪光明
民主行动党3名“女将”，能源科 

艺及环境部长杨美盈；妇女、家庭 

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以及居 
銮国会议责黄书琪今日到访《光明 

曰报》，与本报同事拜个早年，获 

得本报2位副总编辑叶月眉和曾锦标

接待。

与此同时，交通部长陆兆福和国 

会下议院副议长倪可敏也分别通过 

新闻秘书林芮光、高级机要秘书郑 

传毅前来献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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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階段兔費水申請截止

登記用户3月可受惠
(瓜冷14日讯）雪州大臣拿 

督斯里阿米鲁丁指出，首阶段的 

雪州达鲁益山首20立方米免费 

水措施的登记申请已经截止，已 

登记的用户将从3月开始受惠， 

来不及登记的用户可等待申请第 

二轮°

阿米鲁丁今早出席林木生集团 
BSP21公寓被列入大马纪录大全 

仪式后，在记者会上表示，现阶 

段的雪州水供用户仍享有首20

立方米免费水，之后将开放第二 

轮的申请，并会在2至3个月内 

更新资料。

他说，原本计划在每个季度， 
即每4个月更新资料，但目前仍 

有用户来不及申请，因此会再度 

开放，并会全年开放登记。

他指出，雪州太子城 

(Bandar Saujana Putra )的 
BSP21公寓拥有最多项设施的公 

寓，被列为大马纪录大全，并对

该公寓建在雪州瓜冷县感到自 

豪0

他表示，优秀的发展项目将为 

地方政府加分，雪州今年将有两 

个地方政府获得升格，包括梳邦 

再也市议会升格为市政厅，而瓜 

冷县议会将升格为市议会。

"我们必须提升自我价值，包 

括州政府机构也必须提升附加价 

值，如更精明化、提高公共服务 
效率，才能与私人界竞争。” 

他说，这是市场规则，并鼓励 

发展商、企业家所推出的产品或 

服务要更有竞争力及创新，而他 

将不断督促政府机构也需更具备 

竞争力’才能与私企竞争。

林林* 
福
山

城
高
架
橋

是

有

生

k集团 
董事经理 

丹斯里林 
福山说’

; 该集团的 
,BSP21公寓 

X备有103项 

二^设施，

J 大马拥 

最多设施 

的住宅发 
展项目， 

适合各阶 
层人士0 

他表示，

動
工

T太子城高 
架桥将于2 

M月动工， 
预计在 
2021年10 

月竣工。

出席嘉宾 
包括马来西亚纪 

录大全总营运长 
黄択伟、创办人 

及顾问丹斯里黄 

罕荣、雪州秘书 
拿督莫哈末阿敏 
及瓜冷县长莫哈 
末祖斯尼。(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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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雅丹絨9B路改道没通知

50人抗議促恢復雙向道
(安邦14日讯）安邦太子园布雅丹 

绒9B路（Jalan Bunga Tanjung )从去 

年12月15日起，在未发出任何书面通 

知下从双向道改为单向道，引起近50 

人强烈抗议，促请当局恢复双向道！ 

安邦再也市议会只在该路通往布雅 
马瓦4路（Jalan Bunga Mawar)的交 

界处，设立告示牌作为通知。

雪州民主行动党宣传秘书张菲倩指 

出，当地商家和居民向她投诉该路改 

为单向道后，导致上下班的高峰时段 

交通严重堵塞，驾驶人士皆无法在该 

路U转，需绕约1公里的路程，才能抵

达商业区。

她说，许多驾驶人士为了避免塞车 

及绕路的麻烦，改为到其它地区的商 

店进行消费，进而影响了当地商贩的 

生意。她指出，该路在改道前未经标 
准作业程序（SOP )，因此交警无法 

在交通繁忙时刻维持交通秩序。

她建议在更改道路前，应先咨询专 

业人士的意见，并询问当地商家和民 
众的看法，再拟定规划道路计划提呈 

至市议会。她同时希望安邦再也市议 

会能尽快恢复双向道，纾缓交通堵塞 
的问题。(TTE)

■安邦太子园布雅丹绒9B路从双向道改为单向道 
车，引起居民们抗议。前排右二为张菲倩。

导致高峰时段严重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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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4日讯）卫生部总监拿督诺希山 

表示，根据1988年《防范和控制传染病法令》

第342条文，感染流感并没有被列为“需上报 

通知”的疾病，不过卫生部仍然会时刻监督及 

关注流感的疫情。

他是于周二晚，针对近期发生的流感案 

例，通过文告发表上述言论。

而他在文告中也再次指出，在柔佛苏丹后 

阿米娜医院(HSA)加护病房中病逝的女童，检 

验报告显示，该名女童对流感呈阴性反应。

“该女童是于10日从一家私人医院转入苏 

丹后阿米娜医院，当时女童已处于危急状态，

虽然院方已给予最完善的急救，然而女童不幸 

在周一晚病逝。”

他透露，由于女童对流感呈阴性反应，因 

此目前院方正在确认小死者的真实死因。

另外，针对雪兰莪州一名孩童疑是因为流 

感而病逝的案例，诺希山表示，该孩童是于周六 

由父母送到一家私人医院接受治疗，然而不幸 

于翌曰病逝，该部目前已正在调查孩童的真正 

死因。

文告中也指出，目前吉打、森美兰、马六 

甲、吉隆坡及布城、雪兰莪、霹雳、柔佛、彭 

亨、槟城、登嘉楼及砂拉越都传出流感疫情，

同时类流感疾病（ILI)的数据也有提升的情 

况，但他强调疫情仍受控。

“目前流感病毒并没有突变或突变，而这种流感就类似于世界 

卫生组织（WHO)在东南亚、南亚、中美洲和南美其他热带国家 

所报告的。” #

诺希山：疫苗药剂供应足够

卫

虽卫

列部 

时 

刻
,ll々

IS
窗疫
病情

生部总监拿督诺希山 

-表示，政府医院有足 

够的疫苗及药剂应对我国的流 

感疫情，呼吁人们无需担心。

他是周二发出文告时表示， 

我国已经有6种流感疫苗产品在 

药物管制局下注册，而我国在去 

年共引进了 63万8388剂的这6 

种疫苗。

“在总供应量中，仅10%提 

供给卫生部的卫生设施。”

文告也指出，由于预计到 

2019年底和2020年初，流感疫 

苗的需求将会急剧增加，因此供 

应商已于2020年1月7日向私家 

医院和诊所分发了 4万剂流感疫 

苗，导致供应商剩余不多库存。

“不过卫生部已获悉，到 

2020年1月将再提供9万9470 

剂。”

文告提及，奥瑟他韦（〇s- 

eltamivir)是一种抗病毒药物， #

用于治疗感染了流感病毒的患 

者。在马来西亚，注册了多种奥 

瑟他韦品牌*包括Tamiflu、 

Fluhalt、〇smivir 和 Starflu。

“奥瑟他韦是由特许公司提 

供，后者已被指示保留库存，因 

此，尽管2019年12月的需求增 

加了 4倍，但并没有造成供应不 

足的问题。”

文告说，鉴于私人医疗机构 

的需求突然增加，5家注册的供 

应商也无法满足需求，而为了解 

决这个问题，卫生部特别批准了 

卫生总监从替代供应商那里获 

得物资。

“迄今为止，卫生部已批准 

从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将 

近110万粒胶嚢/片剂，以满足私 

人医疗机构的需求，而该数量估 

计可治疗11万名患者。”

而文告最后指出，卫生部将 

确保药品有足够货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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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村永久地莫年峨实
(怡保14日讯）霹州行动党主席倪可敏说， 

他已经指示该党霹州5名行政议员即刻处理的新 

村永久地契问题，而根据霹雳州务大臣早前发表 

的声明，大臣拿督斯里阿末法依沙本身也曾经公 

开承诺将实现诺言，因此他有信心州政府可以在 

今年年底之前实现这项华社关心的承诺。

他表示，虽然希盟目前 

在霹州只执政20个月，可 

是已经成功落实近七成竞选 

承诺，他有信心五年任期内 

可以全面兑现竞选承诺，许 

人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也是国会下议院副议长 

的倪可敏甫从加拿大参与共 

和联邦国会议长峰会回来 

后，即风尘仆仆巡视选区、 

拜访选民，并向广大选民拜 

个早年。
他周二发表文告说，霹 

州希盟上屆大选前曾经推出 

竞选宣言，宣言内做出31 
项承诺，如今在短短20个 

月内已经落实大约20项承

诺，有者甚至超额完成，这 

证明希盟是一个具公信力与 

诚信的政府。

他指出，州政府已经落 

实的承诺包括制度化拨款华 

小、独中与教会学校、设立 

州务大臣奖学金、公开议员 
收入与财产、设立非伊斯兰 

事务局千万基金、统一州内 

泊车费、让反贪会官员进驻 

大臣办公室、大幅度提升州 

内人民福利援助及穷人免费 
水等等，至于不在宣言内但 

是已超额完成的则包括拨出 

250◦万令吉派发糧食与医药 

福利二合一的”霹州关怀 

卡”，让2万户广大贫苦家

倪可敏在太平国会议员郑国霖（右2)等陪同下向选民问候，同时拜个早年

庭受惠等。

他也说，希盟不是完美 

的政府，可是放眼当今政 
坛，坚持中庸路线的希盟绝

对是各族人民“坚守多元、 

桿卫中庸取明智的选择* 
他呼吁华社从亲巫统的土权 

(PUTRA)党反对学校于农历

新年挂灯笼事件上吸取教 

训，千万勿让巫伊勾结的极 

端势力抬头，否则我国势将 

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倪可敏:5行政议员处理

齙现窠逸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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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103设施

BSP 21公寓列大马纪录
(瓜拉冷岳14日讯）以“健

康生活”为概念的太子城BSP 

21公寓因具备103项设施，成 

为我国拥有最多设施的住宅项 

0，而获颁《马来西亚纪录大 

全》证书。

BSP 21公寓是林木生集I才丨 

旗下发展项目，共有10栋包 

括18层及27层楼高的公寓， 

共2602个单位：设有天桥和 

绿色空间，相连二个平台，方 

便居民在公共区域互动往来。

林木生集I才丨董事经理丹斯 

里林福山说，BSP21公寓是满 

足现代人对休闲生活需求而t? 

门设计的服务公寓，有逾100 

项设施，适合各年龄层使用。

他今早出席BSP 21公寓列 

人《马来西亚纪录大全》证书移

交仪式致词时说，该集1才丨的使 

命是要建可负担且设计上能满 

足现代摩登家庭梦想的家园。

同时，他指出，衔接南巴 

生谷大道（SKVE)及宜力大 

道（ELITE)的高架天桥也预 

计会在下月展开，工程预计 

2021年10月竣工，希望各造 

在施工期给予配合。

BSP 21公寓占地8亩，配 

备二重安全系统、监控闭路电 

视的电梯和讲台大厅等功能， 

103项设施中有面积相等于19 

个羽毛球场的泳池及6万6000 

平方尺的4层楼会所。

其他特设设备包括攀岩、 

幻想房、空中游乐场、迷你图 

书馆、空中天桥、滑板、轮滑 

等的场地、太极角落等，洋情

BSP 21公寓有宽阔公共设施 

空间，为居民提供健康生活。

'/^J pawww.bsptownship.com.my 0 

出席者包括雪州秘书莫哈 

莫阿敏、雪州投资有限公司总 

财务长希勒米、瓜冷县长莫哈 

末祖斯尼、林木生集团执行董 

事林福源、马来两亚纪录大全 

顾问丹斯里黄罕荣及总营运艮 

黄枫伟等人。雪免费水再开放申请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 

丁鼓励发展商发展时增加更多 

附加价值以提高竞争力，这也 

是市场的法则。

他说，州政府行政上不断 

追求革新创意，包拈要求官联 

公R]加强附加价值，与私人企 

业竞争，丨丨:雪州有更好表现| 

询及雪州免费水计划进 

展，他指申请已在12月截 

止，但基于有许多人未来得及 

申请，会在未来2至3个月冉 

开放给B40群申请。

他说，雪州用户0前依旧 

享有免费水，这计划会在3月 

正式落实。

阿米鲁丁（中）在参观拳击场时，一时兴起挥拳试玩。左为林 

福山’右为林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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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伟与副首相拍新春影片
农历新年的脚步越来越靠近了，大马羽毛球传奇拿督李 

宗伟周一受邀请到布城和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及3名华 

裔正副部长拍摄新春影片。

参与拍摄的华裔部长（左二起）是李文材（卫生部副部 

长）、杨巧双（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副部长）及陆兆福 

(交通部部长）。他们和一群各族儿童展示祝福标语向大马 

华裔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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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议员是否被捕肃毒“一"哥”称不知道

(莎阿南14日讯）昨天涉及“私人毒 

品派对”被捕的17人是否包括州议 

员？肃毒“一哥”以一句“我不知 

道”来回应媒体的追问。

武吉阿曼毒品罪案调查部总监拿 

督卡里尔今午在1州警察总部召开id 

者会后，受媒体追问此事时虽证实这 

逮捕行动，但拒绝证实其中一名嫌犯 

的身分足否为州议员。

他说，警方已将嫌犯的尿液送往 

医院进行更详细检查，目前等待结果 

川炉。

警方昨天凌晨到吉隆坡蒲种路一 

间大厦展开取缔，逮捕17名涉嫌 

“私人派对”的男女，其中16人尿检 

呈阳性反应，据称被捕者包括雪州一 

名州议员、其助理和某部长的特別事 

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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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特区

安邦太子园布雅玛华4路

(安邦14日讯）安邦太子 

园布雅玛华4路（Jalan 
Bunga Mawar 4)单向道 

落实不到_个月，当地商 

家和居民已忍无可忍，炮 

轰原本只需5分钟的车程 

变半小时，生意下跌至少 

30%，要求马上恢复原 

状。

一栋公寓的联合管理 

委员会友族秘书甚至质 

疑，到底是谁批准了这项 

单向道计划？

单向道兜大II费时
商民不满改道生意大跌

有
•关计划2019年12月 

15 R起进行3个月 

试跑，主要是要纾缓巴剎一带 

的交通堵塞；然而，商家认为 

这严重影响商业区的生意，尤 

其是布雅丹绒9B路、6A路。

同时，毗邻公寓居民也很 

不满意单向道，指原木公寓前 

往商业区只是200米约5分钟 

车程，但改道后必须兜大圈， 

路程变1.5公里，若遇上塞 

车，还须耗时30分钟。

此外，从商业区前往安邦 

医院、小学的路程也受影响， 

原本不塞车的5分钟，或塞车 

的15分钟，也延长至半个小

安邦太子园一些商家和居民反对单向道计划。前排右二为张菲倩

时。

有些居民透露，单向道的 

车流量虽然比较顺畅，但因为 

驾驶人十开车太快，他们要越 

过马路时也很担心，有年长者 

甚至吓哭，不敢再从家里步行 

到商业区。

张菲倩：危及公众安全

批商民今日通过雪州宣

传秘书张菲倩召开记者会，要 

求有关当fej马上终止单向道计 

划，恢复原状。

张菲倩说，虽然有关当局 

声称已获商民的同意才落实单 

向道计划，但她接获不少商民 

反映及反对计划。

“之前，曾有一辆救护车 

要从商业区到安邦医院，也受 

到单向道计划影响，耽误了半

小时，这样的话，意味着或会 

危害民众的安全和生命。” 

她说，更改一条路造成其 

他路段的不便，根本不符合纾 

缓交通的原意。

“商民3周前向人民代议 

士反映心声，至今尚在等下 

文，没见采取任何行动。” 

她说，年关在即，商家担 

心再不改善，情况更恶劣。

门□常大塞车

居民进出公寓也难
改道计划也导致班丹布特 

丽公寓居民连出人公寓门口也 

难。

该公寓联合管理委员会秘 

书阿米阿兹指出，除了耗费很 

多时间及汽油才可到距离仅 

200米的商业区，进出家门也 

是~^个问题。

“该改道计划也调整了交 

通灯的时间，但W为整条路的 

交通灯的管辖单位包括公共工 

程局和市议会没有协调好，导 

致我们家门口经常大塞车，我

们要出门也艰难。”

他说，以往出了门口，可 

以在前方的交通灯U转到学校 

和医院，可以转右去商业区， 

大约只需5分钟，现在要兜一 

个大圈，塞车则要花上30分 

钟。

“到底是谁批准？”

“目前情况很糟糕，根本无 

法等到农历新年后，希望当局 

马上终止计划，恢复原状。” 

阿米阿兹也质疑，到底是

驾驶人士不能转入布雅玛华4路必须兜大圈，影响商家生意

谁批准了这项单向道计划？

“之前我出席包拈市议 

会、公共工程局、警察在内的 

会议，市议会和公共工程局感 

觉还没准备好落实计划，警方 

也没表示赞成，为何最后却落 

实了？”

文具业者鲁谭健明 

(66 岁）

他说，要落实单向道计 

划，必须也要遵守条例，他质 

疑是否有任何条例支持，把道 

路改成单向道？

“况且我们从来都不赞成 

这项计划，到底是谁赞成 

呢？”

生意至少跌30%

早前临近居民只需五分钟，就可转入布雅玛华4路进入商业 

区，如今要花费半小时兜路才能抵达。

我在这里做了 30年生意，都没有投诉塞车问题，塞车也 

代表有客流S，有生意做。

自从改道，都没客来了，因为我们的顾客大部分来自莲花 

苑和打昔，现在兜路很麻烦，客少来了。

这一个月下来，生意下跌了至少30%。

汽车装饰业者< 

胡剑威（38岁）

没接通知落实
已向市议员反映，但 

只换来“有居民要求”的 

回应。

问题是，我们很多商 

家和居民都反对，到底是 

怎么一回事？

落实措施前，我们也 

没收到任何通知。

理发店业者籲 

P高小翠（42岁）

应先咨询民意
我认为，地方政府在落实 

一个计划前，必须咨询民意， 

尊重人民的意见。

这个计划是毫无预先通知 

的，没有信也没有通告，什么 

都没有。

我在这里做生意17年， 

过去都没有问题的，这次对我 

们影响很大。

居民#叶娣（65岁）

老人家不敢出门
我住商业区对面的住 

宅区，以前都步行去商 

业区，但现在变单向 

道，要越过马路很危 

险，汽车飞驰很快。

有一名婆婆之前还吓 

哭了，本来时常都走去 

商业区买饭，现在不敢 

了。

理发店业者籲 

曾安详（52岁）

兜路顾客不来
改道对商家影响很大，本 

来去商业区只需数分钟，现在 

要兜路，都没有人愿意来了， 

生意自然受影响。

这计划根本没人赞成，到 

为何要落实？淮说了算？

还说要试跑3个月，现在 

都帮不到商家了，希望马上终 

止计划，恢复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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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地圣淘沙州议员古纳 

拉兹接获有关投诉 

后，今早拉大队实地巡视，希 

望找出各问题肇因，以拟定解 

决方案，陪同出席官员包括公 

共工程局、英达丽水、雪州子 

公司达鲁益善集团 

(KDEB)、巴生市议会丁程小 

组、环境服务小组等。

受闲居民来自美纳拉再也 

花园(Taman Menara Jay a)、 

大红花花园及幸福花园。

达鲁益山集团 

将助清理沟渠
美纳拉再也花园水灾问题 

虽延续20年，惟去年下游区 

一个项目进一步导致水灾问题 

更严重。

古纳拉兹说，该花园附近 

的排水系统欠佳，其中一段还 

是泥沟，早前W承受不了雨量 

而崩塌，而且居民怀疑排污系 

统出现问题，以致每次水灾 

时，屎尿水都会逆流，丨t人大 

感恶心。

“居民也不满附近花园纷 

纷设立围篱，导致很多住宅区 

道路被封死，原木的捷径皆无 

法使用，也让四通八达的通道

灣:％

■■雜:

i

J聊

■ ■.扣益

一■ 一'被堵莖：，最后导致出人口 

经常大塞车。”

他指出，木身今日召集相 

义单位是希望实地巡视，以找 

出对症下药的方案。

“当务之急，雪州子公S] 

达鲁益善集I才丨将协助清理沟渠 

的垃圾，避免沟渠堵塞，以减 

轻水灾问题”

居民指雨水有时高涨至1尺，淹入住家

雨水侵入住家

圣淘沙三个花园区的居民，过去20年面对逢雨成灾

睦邻原则中心主席卡尼亚 

柏指出，这一带逢雨成灾，有 

时水位达一尺或淹至膝盖，住 

家遭雨水人侵。

“居民过去投诉皆毫无音 

讯，今天，州议员与官员实地 

了解民困，盼问题可迎刃而 

解。”

麵戯民生问题多
(巴生14日讯）巴生圣淘沙地区3个住宅花园的逾2400户人家，过去20年来 

面对逢雨成灾、屎水逆流、泥沟崩塌、小路被封的民生困扰，苦不堪言，并盼 

当局尽快协助解决问题。 清洁工人受指示立刻清理渠 

道疏通排水系统。

巴生圣淘沙3花园住宅区

古
纳
拉
兹

{

前
排
左
三
)率

领

I

众
政
府
单
位
的
官
员
，实
地
查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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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钦盼商家准备好 

LRT站点将带旺生意
(巴生14日讯）雪州行政议员

拿督邓章钦指出，轻快铁第三 

路线（LRT 3)不仅经过巴生 

大巴刹，而且也设有一个站 

点，将带旺大巴刹小贩及附近 

商店的生意、地价与租金等， 

为此，希望商家做好准备，迎 

接新商机和人流的到来

他说，巴生南区武吉丁 

宜、绿林镇等地的人因交通不 

便，而无法前往大巴刹，如果 

轻快铁第二路线开通有义便 

利，相信将吸引他们前来购 

物。

“轻快铁第三路线站点分 

别设在佐汉瑟迪亚、绿林镇、

武吉丁宜、南方镇、巴生市 

区、中路口、巴生大巴刹及通 

往吉隆坡，其中，北区拥有4 

个站点，南区则有3个站点， 

预计巴生市区将成重要据点， 

成为外地人到来必经下车地

占〇 ”
川、

邓章钦昨晚出席巴生公市 

各业商会举办的2020年新春 

联谊会团拜晚宴上致词时也指 

出，轻快铁第3.路线是巴生重 

要经济命脉，根据以往世界各 

地轻快铁或地铁设有站点的商 

店区，皆出现被带旺迹象及地 

价飙涨现象就可见一斑。

“在建设期间，肯定对人

民造成不便，惟这是发展难以 

避免的问题，比如2008年， 

政府在池龙大厦前兴建高架天 

桥时，大家皆不满因工程带来 

的交通阻塞，建筑工程弄破大 

水管造成淹水2至3尺等，而 

对政府、议员和官员等破口大 

骂。”

他说，当高架天桥建好 

后，交通顺畅，人民也能享有 

此便利，同样的，现在兴建轻 

快铁第三路线的过程中，也难 

免交通阻塞，但未来却能带给 

巴生新的发展面貌。

“每个行业业主都应该做 

好准备，一旦轻快铁第三路线 

通车时，可以获得最多利益， 

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准备好，外 

地人来看到巴生，比过去更 

差，人家就不来了。”

巴生公市各业商会，在贵宾见证下，成立由主任陈志川（左六）领导的青年团。左起戴德全、谢 

秀、黄开春、颜悠廷、黄田丰。右起陈联发、陈福源、许研兴、梅英全、黄政树、陈国水、邓章钦 

及黄书强。

巴生公市各业商会举办2020年新春联谊会大团拜捞生，左 

起谢秀、颜悠廷、陈福源、黄开春、陈国水、许研兴、颜诗 

韵、黄书强、邓章钦及黄政树。

邓章钦：巴生大巴刹调整时期
邓章钦也指出，由于巴生大巴刹重组工作带来各种不 

便，惟调整期间，仍希望大家给予配合和合作。

“若大家为眼前短期利益拒绝合作，以致重组工程被怠 

慢，最终，轻快铁第二路线爬头先建好，商贩或将得不偿 

失，甚至失去大好营运商机。”

他说，巴刹是市政府的，肯定要修好，就算有外人来抢 

滩，只要华人能好好经营及合作下去，最终把整个基本设施 

维修好，受惠的还是在经营的商贩们，包括附近商家。

翁进财盼各族团结
巴生公市各业商会顾问翁进财指出，希望在2020年， 

我国各民族I才丨结合作，和谐工程，打造新的马来西亚。

大会也捐献善款给天缘道堂老年之家及莲花生慈爱之家 

孤儿院，宴庆这些弱势群体晚宴，派发红包及礼品给乐龄长 

者。此外，也成立青年团，陈志穿担任主任，黄田丰为副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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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拉央14日讯|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表示，目 

前流感疫苗依然充足，只是近日来需求量较高，无论如 

何，他相信本周内疫苗供应情况将恢复稳定。

他指出，根据向卫生部 

长及州行政议员所了解，对方 

都保证，如今流感疫苗仍是充 

足，只是近数日来，太多人前 

往注射流感疫苗，一些私人诊 

所也面对疫苗短缺问题，衍生 

了较为紧张的局面。

「我相信本周或下周初， 

-切都会恢复如常，民众可 

以直接到诊所或医院注射疫 

苗。」

「我们也会随时跟进流 

感的情况，一旦发现到情况欠 

佳，将会按照标准作业程序， 

投资表现的期望时，阿米鲁丁 

说，州政府放眼今年能够达到 

120亿令吉投资额。

他指出，虽然今年经济情 

况备受挑战，但州政府已拟定 

多项策略 > 来吸引更多投资者 

的到来，其一便是提高公务员 

的服务能力，以缩短及简化所 

有行政上的程序。

提升公共图书馆

「雪州2018年的投资额创 

下189亿令吉，去年投资额截 

并于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时至下 

午6时，以及周六日早上10时 

至下午6时，对外开放。

阿米鲁丁指出，目前还有 

数间公共图书馆正在提升中， 

如沙白安南、瓜冷、乌雪、乌 

冷及巴生等。

「我们希望将图书馆打 

造成一^t'综合型场所，适合家 

庭、母亲、儿童、学生及退休 

人士等各阶层使用，让图书馆 

不只是阅读的场所，也涵盖其 

他的休闲娱乐。」

阿米鲁丁（左3)周二为雪州公共图书馆鹅唛县分馆主持开幕，左起 

为玛哈诺、西蒂玛丽亚、达勿答卡及玛斯杜拉。 -颜泉春-

佳，将会按照标准作业程序， 

采取下一步行动。」

阿米鲁丁是于今日出席雪 

州公共图书馆鹅唛县分馆开幕 

礼时，如此表示。出席者包括 

雪州行政议员西蒂玛刚亚、大 

马国际伊斯兰大学（UIAM )主 

席拿督达勿荅卡、雪州教育局 

局长玛哈诺及雪州公共图书馆 

机构总监玛斯杜拉等。

另外，询及对雪州今年

下189亿令吉，去年投资额截 

至9月为止也达到164亿令吉， 

预计一整年投资额能够达到 

170亿令吉，但这依然有待大 

马投资发展局的正式公布。」 

雪州政府是从2009年起重 

塑雪州公共图书馆品牌，通过 

将图书馆融合「第二间家」的 

概念，吸引更多人到访。

其中位于士拉央新镇的鹅 

唛县分馆如今已经提升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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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商区改道商家生意跌30%

一众民众和商家指布亚玛华4号路改成单向道後，带来诸多不 

便，甚至影响当地生意。张菲倩（右3)则促请有关单位重新 

检讨改道计划，在此之前先重新开放双向道。 _曾钲勤_

安邦14日讯|位于太子园巴 

刹的布亚玛华4号路（Jin Bunga 

Mawa「4)，自去年11月改成单 

向道后，惹来周边商家和居民不 

满，直批改道造成生意额跌3成！ 

涉及路段毗邻住宅区的居民 

以及商家，今日透过雪州行动党 

宣传秘书张菲倩召开记者会，要 

求有关单位立即检讨改道计划， 

并且恢复双向道制度。

在该商业区从商逾30年谭健 

明表示，有关路段数十年来皆为 

双向道。改成单向道后，当地经 

济直跌30%

「塞车代表有生意做，况 

且我从来没有听人投诉过。现在 

不塞车是因为没有人要进来（商 

业区），原因是转进来很是麻

烦！」

胡剑威（38岁，汽车装饰业 

者）也说，未获通知改道事宜， 

同时认为有关政策为当地居民带 

来不便之余，还为难商家。

公主公寓共管委员会代表阿 

敏阿兹里指出，以往从该公寓出 

门前往学校和医院只需数分钟， 

而转入布亚丹绒9b路只有200公尺 

之遥。

费时15分钟拐大弯

惟如今却需拐大弯，且费时 

15分钟，若适逢塞车高峰期，还 

得耗时半小时以上，耗时耗油。

他称，本身曾于早前出席安 

邦市议会、公共工程局和警方的

对话会，里头的官员皆认为有关 

计划不合时宜，警方甚至不支持 

改道，令其十分疑惑。

他补充，有关计划不仅影响 

商家生计，还导致其公寓居民， 

因路口大塞车，而难以出入。

叶娣（居民，65岁）则说， 

布亚玛华4号路规划成单向道后， 

当地车辆的车速变快。

「有不少住在对面（住宅） 

的阿婆不敢过马路，因为车速太 

快了！他们几十年都是走路去买 

饭吃，现在都不敢出门了。」

另外，张菲倩表示，近来接 

获民众投诉，有关改道计划已严 

重影响位于太子园商业区的商家 

生计，同时还为居民带来不便。 

她举例，早前发生救护车从

该商业区出发欲返回医院时，因 

改道而间接延长路程，导致到点 

时间延误。此事也令当地商民感 

到十分不安。

她要求有关单位听取民意， 

重新检讨改道计划，并在农历新 

年前重新开放双向道，让商民能 

够过个好年。

Page 1 of 1

15 Jan 2020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85,616 • Page: A38
Printed Size: 453.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5,296.62 • Item ID: MY0038447002

Provided for client's internal research purposes only. May not be further copied, distributed, sold or publish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copyright owner.



雪州8万免费水申请

仅4.7万份资料完善
瓜冷冷岳14日讯|截至去年

12月15日为止，雪州水务管理公司 

(Air Selangor )总共接受8万3382 

份免费水申请，当中只有4万6941 

申请名额资料完善，另有2万7415 

份申请因资料不齐而无法处理。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 

披露，雪州免费水第一阶段注册结 

束后’ ％ —轮■>主册在最快在3月如 

开始接受符合资格的家庭申请。

阿米鲁丁表示，有关注册会 

持续整年，目的是让错过去年第 

一阶段的注册，符合资格的家庭 

用户进行申请免费水。

他透露，去年进行的免费水 

第一阶段申请注册，当局会处理 

截至12月31日为止的申请名额， 

这批第一阶段注册的申请用户从3 

月开始就可享有免费水的优惠。

「截至目前为止，所有雪州 

子民还在享有免费水的优惠。- 

旦落实新免费水措施过后，凡是 

来不及进行申请免费水的用户， 

州政府将重新接受申请并进行为 

期2至3个月的审核与过滤。」

他说，较早时，当局原本计 

划需4个月的审核，然而，鉴于部 

分申请名额尚在审核与过滤中， 

所以’决定重新开放让来不及申 

请的民众进行注册，整个注册期 

限将维持整年。

据了解，第一阶段的免费水 

注册，原是从去年9月30日起，截 

至12月31日为止结束申请。

凡是家庭总收入低于4000令 

吉，即符合免费水资格的申请用 

户，从3月1日开始就可享有免费 

水的优惠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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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拉冷岳14日讯|雪州

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表示， 

土团党龙溪州议员阿迪夫可以 

继续履行人民代议士的职责， 

直到涉毒案件调查结果出炉为 

止0

他说，本身抱持与首相敦 

马哈迪相同的立场 > 即没有任 

何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一 

旦犯错就必须受到制裁。

「不过，任何人在被定 

罪前皆是清白的。有鉴于此， 

我希望执法当局能够展开详 

细及透明调查。既然阿迪夫表 

明不认罪，我将给予他空间， 

通过法律的程序证明自己的清

阿迪夫暂可继续服务
白°」

他说，阿迪夫的州议员职 

位不会受到影响，可以继续履 

行职责。同时，他也将等待土 

团党的报告。「土团党应该决 

定阿迪夫的命运，所以我交由 

该党来做决定。」

阿迪夫否认被捕

另一方面，阿米鲁丁通 

过面子书专页驳斥他干预警方 

调查的指控。他强调，警方应

该获得足够空间针对这起事件 

展开调查，同时准备完整的报 

告。

「任何人犯错必定会受到 

法律的制裁。这是希盟政府的 

原则。」

土团党龙溪州议员阿迪 

夫、多名官员及政党人士等共 

17人，周日因涉嫌滥用毒品遭 

警方逮捕。阿迪夫否认自己的 

尿检结果呈阳性反应及遭警方 

扣留的说法，并声称自己当时 

只是协助警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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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希盟落責近70%
倪可敏：任期內將諾

4-=：—-~

(怡保14日讯）行动党霹 

雳州主席倪可敏指出，虽然希 
盟目前在霹州只执政20个月， 

可是已经成功落实近70%竞选 

承诺，他有信心5年任期内可 

以全面兑现竞选承诺，许人民 

-个更美好的未来。

也是国会下议院副议长的 

倪可敏甫从加拿大参与共和联 

邦国会议长峰会回来后即风尖 

仆仆巡视选区、拜访选民，并 

向广大选民拜个早年。

他指出，霹雳州希盟上届 

大选前曾经推出竞选宣言，宣 
言内做出31项承诺，如今在短 

短20个月内已经落实大约20项 

承诺，有者甚至超额完成，这 

证明希盟是一个具公信力与诚 

信的政府。

年杪前可派新村永久地契

他说，州政府已落实的承 

诺包括制度化拨款华小、独中 

与教会学校、设立州务大臣奖 

学金、公开议员收人与财产、 

设立非伊斯兰事务局千万基

倪可敏在太平国会议员郑国霖等陪同下亲切向选民问 

候，同时拜个早年。

金、统一州内停车费、让反贪 

会官员进驻大臣办公室、大幅 

度提升州内人民福利援助及穷 

人免费水等，至于不在宣言内 

但是已超额完成的则包括拨出 
2500万令吉派发粮食与医药福 

利二合一的”霹州关怀卡”， 

让2万户贫苦家庭受惠等。

倪可敏指出，至于华社关 

心的新村永久地契、他已经指 

示该党5名行政议员即刻起处 

理、而根据州务大臣早前发表 

的声明，大臣拿督斯里阿末法

依沙本身也曾经公开承诺将实 

现诺言，他有信心州政府可以 

在今年年底前实现这项承诺。

他说，希盟不是完美的政 

府，可是放眼当今政坛，坚持 

中庸路线的希盟绝对是各族人 

民“坚守多元、捍卫中庸”最 

明智的选择，他呼吁华社从亲 
巫统的土权党（PUTRA )反对 

学校于农历新年挂灯笼事件上 

吸取教训，千万勿让巫伊勾结 

的极端势力抬头，否则我国将 

陷人万劫不复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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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阿米鲁丁（右三）出席为完 一>•阿米鲁丁（左 

成提升的鹅唛县公共图书馆主持开起）在玛斯杜拉的陪 

幕.左起为玛哈诺及茜蒂玛丽亚；同下巡视崭新的鹅唛 

右起为玛斯杜拉及莫哈末达勿。 图书馆。

保譖
大臣:近日需求量高

證流應瘡苗供應足
(士拉央14日讯）雪州大臣 

拿督斯里阿米鲁丁指出，虽然流 

感疫苗的供应量有一些紧张，包 

括在一些私人诊所出现疫苗用完 

的情况，惟他保证雪州的流感疫 

苗的供应量是充足的。

他说，经过向州行政议员了解情 

况，同时也获得卫生部长保证疫苗的 

供应量充足；只是，近日来有太多人 

注射疫苗，过多的需求量也造成短缺 

的情况。

不过，他相信，疫苗的供应量 

将会在本周内，或是下星期初恢复正 

常，民众也可以直接前往注射疫苗。

他也说，州政府将会时时根据流 

感的情况，包括监督流感的严重性及 

疫苗的供应量是否充足，同时也已备 

有方案去应对，在发现情况严重下将 

会依照标准作业方式采取行动。

阿米鲁丁是于今午前往为完成提 

升的鹅$县公共图书馆主持开幕时， 

如是表示。

雪数图书馆提升

阿米鲁丁指出，雪州目前有数个 

图书馆都在进行提升，其中包括瓜冷 

昔江港、沙白安南、乌鲁雪兰莪、乌

鲁冷岳等。

他说，提升图书馆计划是从2009 

年已开始进行，而这也是一项将会持 

续性的计划，各区的图书馆都会陆续 

获得提升。

他也说，所有图书馆的提升概念 

都会是相同，既是将图书馆打造成为 

公众的第二个家，无论大人小孩都可 

以在图书馆内找到适合自己所使用的 

空间，包括设有游乐空间、提供给一 

家大小使用的空间、孩童专区等。

“因此，图书馆不只是书籍或 

阅读的地方，更是适合各级人士包括 

家庭、退休人士、小孩的全方面地 

方〇 ”

图书馆设有多种不同的空间以提供给不同人士使用，

胃1^$_^5弓1夕卜胃其中包括让孩童使用的游乐空间。

g米鲁丁表示，我国今年依然会面对经济挑 

战，但这是全世界都会面对的问题。

无论如何，他说，州政府已经拟出数项策略，以 

吸引更多外资前往雪州投资，其中包括提升公务员的 

能力，并尝试减短及简化作业标准程序；他对此也推 

出 100天政策（Dasar Kelulusan 100 Hari ),要求需在 

100天期限内完成作业程序。

他说，州政府不能提供便宜或免费的优惠，如提 

供免费土地来吸引外资，这将会减低（downgrade)

所带来的效应。

他也说，州政府要做的是提升服务的素质、传递 

的能力及所提供的服务，同时也定下今年的外资目标 
为120亿令吉。

他补充，州政府去年截至9月所获得的外资为164 
亿令吉。

出^者包括雪州行政议员茜蒂玛丽亚、雪州图书 

馆总监玛斯杜拉、国际伊斯兰大学主席莫哈末达勿博 

士及雪州教育局总监玛哈诺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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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蚊叮死老翁

女屋主:丈夫患蚊症一週逝世

屋主陈明琍（65岁）昨日在巴生园居协主席林上根安 

排下告诉记者，70岁的丈夫汪观华本来是很硬朗的 

人，但从身子不舒服到被医生证实患上骨痛热症，被送入沙亚 

南政府医院救治及离世为止仅短短•周，让她感到很难过6 

她说，根据丈夫死亡证书列明，死因是严重骨痛热症高烧 

和多重器官衰竭。

根据官方数据，雪州骨痛热症疫情A热化，单在本月11日 
-天内，就发生了306宗病例，累计2周的病例高达3708宗，名 

列全国榜首，令人担忧:。

開n見樹_

住家”开门见树丛下大雨时还有泥策流入屋院，极为^自人。

巴生園羅弄慕達27路

(巴生14日讯）从平地堆到成土丘，长满了杂草、 

木瓜树、野甘蔗和野木薯等，屋主“开门见树丛”毫 

不夸张！

巴生中路巴生园罗弄慕达（LorongMuda) 27路一户住家， 

近年来惨遭屋前私人地沦为小森林的环境问题困扰，且住家沟 

渠长期阻塞不通，前后夹击下滋生蚊子，年迈男屋主因而患上 

骨痛溢血热症，于去年5月5日与世长辞，令人叹息不已。

林上根（左一起）、陈明琍、陈丽娜和颜铭宽等，不满 

意当局没有采取对策清理私人地和垃圾，导致老屋主无辜患 
蚊症而亡。

承包商棄建築廢料
@明琍透露，本身和 

1$已故丈夫及大姑 
(丈夫的妹妹）住在祖屋50 

年，家门前本是一片据说是 

私人地主拥有的空地，但从 

数年前开始有施丁.承包商陆 

续把柏油块、砂石泥土和建 

筑废料等丟弃在那，久而久 

之把平地堆成了一座土丘。

她不排除，在土丘成了 

“全民垃圾场”之后，就连 

外劳和附近难民学校在办了 

活动后，也把许多垃圾拿来 

丢，导致空地上堆满了旧轮 

胎、木头、神食等。

她透露，在丈夫患蚊症 

去世后，就连每晚过来家里 

吃饭的儿子也中招患上骨痛

热症，幸好之后康复了。

陈明琍表示，曾向有关 

当局投诉但无效，当局回应 

说是私人地，故无法清理。 

另外，住家旁的排水沟因屋 

后水流不通，导致排水受 

阻，就连沟渠内都能看见有 

小鱼在游，且有孑孓和小蚊 

子在沟渠上飞舞，卫生状况 

很糟。

她也说，连接罗弄慕 

达27路和慕达路的泥路本来 

是无法通行的，是附近神庙 

为了办神诞把路推平以方便 

通行，但前阵子曾把…些攫 

夺匪引来，造成住区治安不 

靖；该路段的通行，也加剧 

了外人到空地丢垃圾情况。

陈明琍（右起）、女婿罗维财和邻居玛格列，对住家毗 

邻••小森林”的环境状况不知如何是好。

羅維財：

去年曾發生火患
样住在附近的陈明琍女婿罗维财（41岁）指出，空地

I 被人丟垃圾，曾于去年发生火患而通报消拯局前来灭

火。他向当局投诉多次要求清理无下文，令他担心住在屋内的

岳母等老人家及小孩，会被蚊子和毒蛇窜人攻击的安全威胁。

他形容，整座“山”堆在岳母家门前，让全家人倍感无

奈，多年来都不见地主或当局协助清理，本身也没有相关人脉

求助，久而久之还把外人引来丢垃圾，不知如何是好。

林1根居協致函反映沒下文
上根透露，曾于去年7月8日会 

/|"/卜见巴生市议员陈如坚，反映 

空地沦为小树丛养蚊，有…名老者患蚊 

症病故的亨情，并以居协名义呈上正式 

公函要求当局对症下药，但至今依然如 

故，没有改善。

他表示，去年9月25日会见巴生新城 

区州议员兼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作 

出反映，至今都不清楚地主身分，希望 

政府能聆听人民心声，看市议会能用什 

么方法联络上地主或协助清理荒地，不 
要再有不幸的蚊症事故发生。

在场者有巴生园居协财政陈丽娜和 

康乐主任颜铭宽。

巴生市议员陈如坚受询时表示， 

基于需向有关当局索取正确资料深人了 

解，故他暂不回应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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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太子园布雅丹绒9B路从眾本的双向道改为单向道，

峰时段塞车问题日益严重，居民希望有关当局尽快把该路恢复双向 
道，并抗议在未发出书面通知的情况下，更改道路前排右二为张 

菲倩《

从布雅丹绒9B路前往安邦中央医院只需5分钟的 

车程，但在上下班的高峰时段，竟然需耗时30分才 

能抵达

(安邦14日讯）安邦太子 

园布雅丹线9B路（Jalan Bunga 

Tanjung )从去年12月15日（星 

期曰）起，在未发出任何书面 

通知的情况下，从双向道改 

为单向道，导致当地人须绕远 

路，甚至造成严重阻塞。

近50人今日在雪州民主行动党 

宣传秘书张菲倩协助召开新闻发布 

会，强烈反对与抗议改道的决定， 

促请当局恢复双向道。

安邦再也市议会当时只是在该 
路通往布雅马瓦4路（Jalan Bunga 

Mawar)的交界处，设立告示牌作为 

通知

布雅丹绒9B路可通往其他地区或住宅花园，因此该路改为单向道后，也对 

其他地区的居民构成不便。

居民怕塞車不來消費
高小翠（42歲，美髮店業者）

“布雅丹绒9B路改为单向道后，许 

多居民为了免除塞车的麻烦，宁可到其 

他地区的商店用餐或消费，也不愿来这 

里消费，对商家的生意造成巨大影响。

这条路在高峰时段必定塞车，而 
且已经不能够U转，驾驶人士需绕一大 

圈，约1公里长，才能进人商业区，不 

仅消耗汽油还浪费很多时间。”

5分鐘車程耗時半小時
曾安祥（52歲，商家）

“从该路到安邦中央医院原本只需 
5分钟的车程，如今高峰时段竟然需要 

30分钟。：

塞车时段连救伤车也遭殃，塞在路 

上动弹不得，如果病人的情况危急，恐 

怕会耽误治疗的最佳时间，那就太可惜 

了。

因此，我希望这条路能在短时间内 

恢复双向道，也希望人民代议士能为人 

民着想。”

車速快威脅路人安全
葉姊（65歲，居民）

“布雅丹绒9B路在没有塞车的时 

候，驾驶人士或摩哆骑士的驾驶速度非 

常快，影响路人的安全。

有•名年长老太太住在这附近，她 

每天从家里到对面的餐馆打包食物，但 

自从这条路改成单向道后，车子的驾驶 

速度变得很快，导致老太太不敢越过马 

路，甚至被吓哭。

从那•次起到现在，我也没看过她 

再步行出来打包食物了^ ”

被迫繞1公里路影響商家生意
菲倩指出，当地 

trK商家和居民多次 

向她反映及投诉该路改为 

单向道后，导致上下班的 

高峰时段交通严重堵塞， 

而驾驶人士也无法在该路 

进行U转，需绕约1公里的 

路程，才能抵达商业区o 

她说，由于许多驾驶 

人士为了避免塞车及绕路 

的麻烦，所以选择到其他 

地区的商店进行消费，Ifn 

减少到该区用餐或消费，

从而影响商家和小贩的生

她坦言，该路在进行 

更改前，未经过正确的标 
准作业程序（sop )，因 

此交警无法在交通繁忙时 

段前来维持交通秩序。

“太子园布雅丹绒 
9B路能前往其他地区和住 

宅花园，但该路在改为单 

向道后，不仅影响当地居 

民，也间接也对其他地区 

的居民造成不便。”

改道前應先諮詢專業人士意見
1菲倩建议在进行 

trpc更改道路前，应 

先谘询专业人士的意见， 

以及询问当地商家及民众 

的看法，再拟定…项规划 

道路的计划，并根据正确 

途径将该计划提呈至市议

会。

她希望安邦再也市议 

会能尽快恢复原本的双向 

道，以纾缓当地交通堵塞 

的问题和免除驾驶人士须 

绕路的麻烦。

消費人卻步I家生蒽跌30%
家表示，该路改 

为单向道后， 

许多驾驶人感到困扰，时 

不愿到该区进行消费，从 

而导致业者的生意一落千 

丈，业绩至少下降30%。

居民说，以往从该路 

到安邦中央医院只需5分 

钟的车程，如今则需30分 

钟，救伤车也受到牵连， 

可能会耽误病人的急救时 

间。

他们也说，该路口的 

交通灯在数秒后则从绿灯

转红，只有好几辆车子能 

通过，加重该路交通堵塞 

的问题t

有者表示，在未塞车 

时，许多驾驶人士和摩哆 

骑士驾驶的速度非常快， 

造成行人难以越过马路。

他也表示，…名年长 

的老妇每天从住家步行到 

商业区购买食物，由于该 

路改为单向道后，车辆行 

驶的速度非常快，甚至把 

老妇给吓哭，从此不敢越 

过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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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纳拉加（前）在一众官员的陪同下巡视马那拉再也花园淹水的

问题。

('1

广• ’

讓議

©©©©馬那拉再也花園

马那拉再也花园后方的 

沟渠年久失修，一旦下雨时 

就会积水。

i9
©©©©馬那拉再也花園

(巴生14日讯）马那拉再也花 

园（TamanMenaraJaya)的居民在近 

20年来，承受“逢雨必灾”梦魇， 

这也使当地居民闻“雨”色变，困 

扰不已。

倾盆大雨“淹没”住家
据知，该花园位于玛尼卡瓦沙甘路 

(JalanManickavasagam)，分别有3 个花 

园，即巴哈甘花园（TamanBahagian)和 

马那拉再也花园等，共有2400个房屋单 

位。

-些居民向记者表示，在近20年来， 

每当天空下起一场倾盆大雨时，住家门前

就会开始慢慢淹水，之后水就会“人侵” 

至屋内，让整个客厅几乎被水“淹没”； 

严重的时候，甚至淹进厨房、房间，而所 

有置放在家中的物品、家具也无法幸免泡 

在水中，让他们有苦难言。
有居民指出，他们曾于2004年1月19 

日向英达丽水公司申诉，指该区水管破 

裂、沟渠阻塞无法排水、而且沟渠也会滋 

生各类蚊虫，甚至有蛇出没，不仅是普通 

的卫生问题，更影响他们的生活作息。

“不过这些问题仍存在，并未得到解 

决，我们也被淹到怕了，因此迫切希望人 

民代议士能正视淹水课题，好让我们早日 
脱离‘苦海’” 马那拉再也花园后方沟渠旁的B比邻坟场正进行发展 

计划，不排除也是水灾的潜在诱因。

E生圣淘沙区州议员古纳拉加今日在公 

共工程局（JKR )、巴生市议会工程 

小组及负责该区的睦邻计划主席的陪同下，前 

往巡视时向记者表示，该花园的居民多年来面 
对逢雨必淹问题，如今适逢豪雨时期，更加剧 

淹水状况。

“不过这都是因为沟渠年久失修无法发挥 

有效的排水作用所致，同时亦不排除附近有发 

展计划正进行所引起a ”

将清垃圾挖深沟渠

“昨天，在圣淘沙花园就发生了水灾事 

件，这也有可能是沟渠正进行提升阶段，所 

以无法发挥排水的功效。对此，我们也会寻求

古納拉加：提升工程階段

溝渠無法有效排水
问题的根源再解决，让居民不再饱受淹水之 

苦。”

他表示，前已经指示达鲁益山集团 
(KDEB)清理堆积在该花园沟渠内的垃圾， 

并也会挖深沟渠，让沟渠能够负荷庞大降雨 

量。

“这里的花园有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沟渠， 

有些是隶属于公共工厂局的，•些是其他单 

位，因此之后也会与这些单位商讨，解决沟渠 

阻塞及提升问题”

古纳拉加表示，马那拉再也花园是•个旧 
区，已经有80年的历史了，因此基本设施都已 

经残旧不已，必须要做出提升才能得到改善。

“从这个月起，公共工程局亦会逐步展开 

提升、挖深及清理沟渠的丁作，不过并无法估 

计工程会何时结束。”

“今日我也会-搜集并记录，当地人民 

给予反映的民生问题，以便与有关单位商讨如 

何解决。”

古纳拉加也呼吁当地居民，不要往沟渠里 

扔垃圾，因为会让沟渠更加阻塞，关键时期就 

无法排水，这就会让水淹至路面，甚至住家。

“我也会指示垃圾承包商按时前往住宅区 

收拾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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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万津德理玛花园2020年度新春大扫除清洁运动的各方人士“开工”前合影。 

手持横幅者右起为李文川、杨克勤、刘永山、黄两、洪俩容及许福美。

©©©©萬津德理瑪花園

(万津14日讯）万津区州议员刘永山表示，万 

津德理玛花园住宅区仍发现有两宗骨痛热症病例， 

希望居民住户保持高度警惕，并给予配合，维持住 

家里里外外周遭的清洁与卫生，杜绝黑斑蚊蚊虫的 

滋生。
他也传达讯息，KDEB达鲁益山垃圾管理有限 

公司经开始于每个月3日，在万津德理玛花园进行 

免费收集大型垃圾服务，希望居民住户在每月3日 

早上可把家中大型垃圾放在家门前路旁，方便垃圾 

车经过时载走。他吁请居民住户给予合作，不要乱 

丢大型垃圾，以避免引起诸多问题。

刘永山上周日早上到上述花园住宅区，配合联 

办单位，与居民一起参与新春大扫除清洁运动，在

场受询时如是表示。

上述新春大扫除清洁运动是由万津德理玛花园 
居民协会与瓜冷县议会15区居民代表委员会洪俪容 

县议员联合举办，邀请万津区刘永山州议员前来参 

与推展。

该居民协会主席黄两感谢县议员洪俪容参与联 

办，同时安排县议会派出推泥机和罗里到场协助。 

当天，清除垃圾承包商也派出多名员工参与工作。 

瓜冷县议会公共卫生组官员尤斯尼也率领多名人员 

协助检查周围卫生情况与蚊虫问题。

黄两表示欣慰获得居民住户的响应支持，先把 

家里大型垃圾废物，包括床褥、橱柜、洗衣机及电 

视机电器等大型家具置放在门前路旁或十字路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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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洲日报总编辑 
郭清江（左六）接待 

到访的行动党领袖， 

左起为交通部长机要 

秘书林骏荣、国会副 

议长焉级机要秘书郑 
传毅、星洲日报编务 

总监拿督卜佛海、行 

动党居銮区国会议员 

黄书琪、杨巧双，右 

起为行动党总部行政 
主任朱润明、能源科 

艺环境部特别官员彭 
小桃、交通部长新闻 
秘书林两光和杨美 

盈。

楊美盈:識年願望

“盼希盟政府做得更好，，
(八打灵再也14日讯） 内阁有时候的确需要讨论这些问 3月底迎“鼠寶寶”

能源科艺及环境部长杨美盈 

表不，她的2020年及鼠年愿 

望是希盟政府能在各方面继 

续做得更好，尤其是在拼经 

济和科技发展方面；她也希 

望国家不再受到种族及宗教 

课题干扰，以便能专注在国 

家建设及制定有利于国家的 

措施。

“我希望政府能够做到更 

好，希望我们去年学习到的东西 

今年能够多改进，尤其我也希望 

庄种族和宗教课题，希盟政府能 

有更好的方法去平息。”

杨美盈今早与妇女及家庭发 

展部副部长杨巧双，行动党居銮 

区国会议员黄书琪等人到星洲门 

报总社拜年，获得星洲日报总编 

辑郭清江及编务总监拿督卜佛海 

的接待。

询及她的新年愿望时，杨美 

盈说，她相信不只是政府，媒体 

及广大社会也希望及能够齐心合 

力创造一个和睦的马来西亚：

“我相信马来西亚今年能够 

更加和睦，能更加认识彼此，不 

要只是坐在H己的社区屯；踏出 

去，去了解另外一个社区，这样 

马来西亚才能够越来越好。”

“我们的经济也会越来越 

好，人民也会和平。”

种族宗教课题 
耗内阁时间

至于内阁是否也常讨论种 

族及宗教课题时，杨美盈坦言，

题，但她认为内阁应该抓紧时间 

讨论如何发展国家，刺激经济、 

科技发展及更好的教育政策。

“是，有时候会i寸论（种族 

及宗教课题），有时候会占了很 

多的时间；但是你想…下，如果 

1来西亚要进步，我们应该讨论 

的是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发展， 

还有外资，但是这些东西会占据 

了一些我们本来要用以讨论怎样 

促进经济成长，让我们的教育做 

得更好以及发展科技的时间。”

“比如上周谈灯笼的课题 

(蒲种市屮心国中-•校在土著权 
威党（PUTRA )施压下拆除新年 

装饰风波），就花了半小时、45 

分钟讨论要怎么样去解决灯笼问 

题。”
“我真的希望，如果我们各 

方面能够和平，互相了解彼此的 

思考模式，我们的内阁就能用更 

多的时间去讨论真正对国家重要 

的事情，包括经济，教育方面， 

或者是其他关于国家建设，利国 

的事情。”

杨美盈也说，大n;是多元种 

族国家，i寸论种族及宗教课题是 

无可避免的，但她希望国人能向 

前看，让国家成长及发展，以及 

更加进步。

“真的希望我们今年能够做 

到更好，能够更好、更快速解决 

事情，然后继续向前进，我们需 

要前进和成长，马来西亚已经落 

后很多了，但是我们还有时间， 

我们要的就是专注力，专注在如 

何发展我们的经济。”

楊巧雙:盼今年經濟更好

彳彡g起宝宝，杨美盈脸露幸福笑容，难掩她对新生宝 

宝:的期待。

去年3月晋升人°妻的她指出，预产期是3月底，自己届 

时会以自然产方式生下第一胎。

不过，对于她的“鼠宝宝”是儿子还是女儿，杨美盈 

笑言是私事，不能说。

谈及她将放多长的产假时，杨美盈说，由于目前没有 

部长产假的通令，因此她还不确定自己的产假会有多长， 

若没有此通令，部长将像公务员般享有冋样天数的产假。 

门前，女公务员可享有3个月的产假。

她也希望接下来会有相关通令，造福未来怀孕或需要 

陪产的年轻部长。

產假前處理萊納斯課題
M美盈表示，她在生产及放产假前，将来得及处理 

莱纳斯（Lynas)稀土厂课题。

莱纳斯稀土丨的营运执照在去年9月3 n获得更新，并 

将在今年3月3日截止，内阁届时将会针对莱纳斯稀土厂的 

命运再做决定。
她说，她的预产期在3月底，因此在莱纳斯申请更新执 

照时，她还末放产假，将会把此事带上内阁，再由内阁做 

决定。

她说，莱纳斯将在下个月，也就是营运执照有效期截 
止前的…个月再申请执照，届时原子能执照局（AELB )将 

评估莱纳斯是否有满足该局提出的3大条件。

副部長比代部長重要
M美盈产假期间会不会有代部长？杨美盈表示她会 

胃尽可能亲力亲为，若副部长能够处理的都交由副 

部长负责，若有文件需要部长签名，她在产假期间也会做 

安排。

“副部长比较重要，部门n常的运作是副部长处理， 

代部长是江内阁会议开会的时候代替你，称之为代部长； 

或者是有重大事件，只有部长能够签名时，代部长就会签 

名，其实（这种情况）很少。”

“副部长比代部长更重要，很多事情都是副部长会去 

处理。”

女及家庭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也发表新年愿望，她希望今年的经济 

更好，做生意的顺顺利利和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大家无论老少都 

身体健康!^

她也说，国人是时候以区域的角度思考问题，有些问题是一个单一国家 

所无法控制的，就如澳洲大火，该国也需要寻求协助。

询及是否认为宗教和种族有恶化的趋势，她说，社交媒体可以导致问题 

-发不可收拾，这是社交媒体带来危险的地方。

“我们当然可以呼吁记者多报道团结的课题，但是一旦发生车祸，也有 

人通过社交媒体发表种族性的看法，这种事情不时发生，小车祸也可以演变 

成种族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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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内i 09

竄魂TMDgTf查報告^______
^ y特別稽查團隊隊長

莎達都：避免被刪除

與安比林關
(吉隆坡14日讯）一 

马发展公司（1MDB )特 

别稽查团队队长莎达都 

说，在2016年2月24日举行 

的会议上，她和其上司， 

即时任总稽查司丹斯里安 

比林捍卫_1MDB最终报告 

中的内容，以免有关内容 

被删除，这也是他们作为 

稽查司的责任。

她今日在前首相拿督斯 
里纳吉与1MDB前首席执行员 

比林和莎达都、财政部的拿督 

莫哈末依萨胡赛因和阿斯里、 

总检察署的拿督祖基菲M,纳 

吉的首席机要秘书丹斯里苏克 

里，以及阿里韩沙的高级私人 
秘书拿督诺阿兹曼。

在有关会议后，报告中的 
4个重要亨项被删除，包括纳 

吉没有告知内阁，他去觐见国 

家元首，以寻求御准展延高达 

50亿令吉的筹资计划。

跟其他与会者意见分歧

沙达都指出，她和安比林 

律師:若阿魯爾轉當控方證人

保留交叉盤問權利
鲁尔甘达代表律师拿督西华纳登向法官说，只 

要控方维持传召阿鲁尔甘达转为控方证人的立 

场不变，他将保留对今后所有控方证人交叉盘问的权利。 

他说，他不愿其当事人成为控方证人供证时有冲突的

立场。
“然而，若他们（控方）决定不传召阿鲁尔甘达成为 

控方证人，我将会重新传召并交叉盘问证人。“

他在休庭后向媒体解释，斯里南在开案陈词时说控方 

将在适当的阶段传召其当事人阿鲁本甘达，以控方证人的 

身分上庭供证，但他不晓得控方何时传召阿鲁尔甘达。

t莎达都准备上庭供证。

—总稽查署稽查主任（管 
理）诺莎瓦妮准备接受辨方律师 

盘问，惟沙菲宜身体不适缺席，
无法开始交叉盘问环节。

—阿鲁尔甘达（前排右）前往 
高庭验审；左为塔尼雅希维蒂。

夕rtr1=1代表 
律师拉 

玛哈兹兰开庭时 

甸法官说，团队 

首席辩护律师丹 

斯里沙菲宜身体 

不适，今早注射 

流感疫苗，无法 
出席今午2时开始 

的审讯。

听里南说， 

早前已完成供证 
的5名控方证人已 

准备接受辩方交 

叉盘问，但基于 

沙菲宜身体不适 

缺席，（U他明天 

会出庭进行交叉 

盘问。

前政府首席秘书丹斯 
里阿里韩沙准备接受辨方 

律师盘问，惟沙菲宜身体 

不适缺席，无法开始交叉 

盘问环节:，

會議中阿里韓沙稱要照顧

“領導人”是指納吉
orn A年2月24曰会 

丄O议长达2小时 

40分钟的录音中，阿里韩沙说 

到：“因为我们在这里开会， 

对于我们来说基本上是国家利

益......... 我们要照顾我们的领

导人”，沙达都说，“领导 

人”指的是时任首相兼财政 

部长，及1MDB顾问团主席纳
■=fcr

°受询及印象中修改报告 

的内容是为谁的利益而提出， 

她认为是为了国家，因此报告 

不会提出某些敏感问题，而据 

阿里韩沙说，这将影响股票市 

场。

“这就是阿里韩沙的看 

法，我们的观点是，我们需要 

为公共账目委员会提供尽可能 

多的信息。”

莎达都在庭上检阅此案 

控状的附页，证实附页中列明 

4个修改前后的事项，都曾在 

2016年2月24日的会议上进行 

i寸论。

她同意哥巴斯里南所说，

若没有举行会议讨论修改报告 
中的内容，经修改后的1MDB 

最终稽查报告就不会出现或存 

在。

庭内播放会议录音

此外，控方今日在庭内 

继续播放2016年2月24日的会 

议录音；莎达都在对比录音内 

容和最新版本的录音抄本后， 
指抄本中有6个段落出现一些 

错误需要修改，当中包括有段 

落将阿里韩沙错写为阿鲁尔甘 

达。
此录音长约2小时40分 

钟。莎达都是继本案第4证人 

阿里韩沙以及第6证人安比林 

后，第三位在庭上聆听此录音 

的证人。

此前，阿里韩沙在斯里南 

的引导下核实，该录音的声音 

人物包括他、总稽查署代表为 

时任总稽查司丹斯里安比林和 

官员莎达都、财政部代表拿督 

斯里莫哈末依沙、首相办公室 

代表丹斯里苏克里。

阿鲁尔甘达被控篡改1MDB最 

终稽查报告案件审讯中，以第 

7名证人接受主控官拿督斯m 
哥巴斯里南高级副检察司的盘 

问。

2016年2月24日，时任政 

府首席秘书丹斯LR阿里韩沙在 

办公室主持了一项会议，目的 

是探讨如何修改1MDB稽查报 

告

出席的有阿鲁尔甘达、安

沙达都指出，她和安比林 

的意见及立场，跟其他与会者 

出现分歧。

她说，苏克里提到原有总 

稽查署的结论中有矛盾，而其 

他与会者不认同该署的意见。

她指出，其实这样的矛盾 

之处是正常的，因为这只是总 

稽查署的意见，同意或不同意 

由报告的读者自行判断，作为 

稽查司是有责任提供意见。 #1

沙
菲
宜
缺
席
下
午
審
訊

身
體
不
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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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福山（左起）和黄楓伟的见证下，阿米鲁丁在牌匾上签名留念。

103種生活設施冠全馬

林木生BSP21公寓創紀錄
(吉隆坡14日讯）屡获大奖的 

城镇发展商——林木生集团（LBS ) 

再添殊荣！备有103种崇尚生活设施 
的BSP21公寓，获列人《马来西亚纪 

录大全》，成为大马“具有最多设施 

的住宅发展项目”。

BSP21提前竣工

除了以上荣誉，BSP21也提前竣 

工。BSP21共建10栋包括18层及27层 

楼高的公寓，共计2602个单位，建于 

天桥和绿色空间相连的3个平台上。

林木生集团董事经理丹斯里林 

福山今日从马来西亚纪录大全总营运 

长黄枫伟手中接过证书，由雪州大臣 

拿督斯里阿米鲁丁和马来西亚记录大 

全创办人及顾问丹斯里黄罕荣见证； 

其他列席者包括林木生集团执行董事 

林福源、雪州秘书拿督莫哈末阿敏、 
雪州大臣机构（MBI)总营运长苏凡

阿芬迪、雪州投资有限公司总财务长 

莫哈末希勒米，以及瓜冷县长莫哈末 

祖斯尼。
林福山说，BSP21被纳人《马来 

西亚纪录大全》，成为“具有最多 

设施的住宅发展项目”，他们采用全 

新方式建设各式各样的设施，为居民 

提供更多的社区联系和互动，并减少 

居民外出，冋吋满足对生活方式的追 

求，希望继续创造更多设施完善的社 

区，并善用相关空间以提升家居价 

值。
位于雪州太子城的BSP21在8英 

亩的宽敞空间屮，设有逾百种生活 

设施，堪称为“健康生活服务公 

寓”。此外，这些生活设施皆经过精 

心设计和分配，让多代人包括老年和 

儿童享用；这些设施包括面积相当于 

19个羽球场的泳池，以及面积为6万 

6000平方尺的4层楼会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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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大臣：首2◦立方米免費水

首輪登記截止3月開始受惠
(瓜冷14日讯）雪州大 

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指出， 
首阶段的雪州达鲁益山首20 

立方米免费水措施的登记申 

请已经截止，已登记的用户 

将于3月开始受惠，政府将开 

放第二轮的登记，让来不及 

登记的用户申请。

他今早出席林木生集团 
BSP21公寓被列入大马纪录大 

全仪式后召开新闻发布会表 

示，现阶段的雪州水供用户 
仍享有首20立方米免费水， 

( Bandar Saujana Putra ) 

的BSP21公寓被纳人大马记录 

大全，拥有最多项设施的公 

寓，对该公寓设立在在雪州 

瓜冷县而感到自豪，提高雪 

州的生活环境。

他表示，优秀的发展项 

目也将给予地方政府加分， 

雪州今年将有两个地方政府 

获得升格，包括梳邦再也市 

议会升格为市政厅，以及该 

公寓所在的瓜冷县议会将升 

林福山：大馬最多

BSP21公寓具103設施

黄楓伟（左三）在阿米鲁丁 
(左五）的见证下，移交大马纪 

录大全证书给林福山（左7T )。
仍享有首20立方米免费水， 

之后将开放第二轮的申请， 

并会在2至3个月内更新资 

料。

他说，原本计划在每个 

季度，即每4个月更新资料， 

但目前仍有用户没来得及申 

请，因此会再度开放，并会 

在全年开放登记。

SP21公寓 

列大马记录大全

阿米鲁丁指出，雪州太

格为市议会。

“我们必须提升n我 

价值，包括州政府机构也必 

须提升附加价值，如更精明 

化、提高公共服务效率，才 

能与私人界竞争。”

他说，这是市场的规 

则，并鼓励发展商、企业家 

所推出的产品或服务，要有 

竞争力及创新，而他也不断 

地督促政府机构，也要更具 

备竞争力，才能与外业竞 

争C

BSP21公寓具103設施
it木生集团董事经理丹斯里林 

山指出，该集团的BSP21 

公寓备有103项设施，成为大马具有最 

多设施的住宅发展项n,适合各阶层 

人士享用。
他表示，太子城高架桥将于2月将 

开始动工，这将为BSP21居民带来好 

处，预计在2021年10月竣:T:.

其他出席者包括马来西亚纪录大 

全总营运长黄枫伟、创办人及顾问丹 

斯里黄罕荣、雪州秘书拿督莫哈末阿 

敏及瓜冷县长莫哈末祖斯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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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汽車修理商公會43週年慶

葉華：面臨倒閉麻么 1

保險公荀唇進會員蓽麻

雪隆汽车修理商公会全体理事向来宾敬酒。左一起是高耀晖、梁振泉、廖信锡、李庆皎、刘佾，马凤凰、翁国华、叶 
观良、陈金明、黄健保、叶华、詹德祥、叶国忠、江国强、杨国明、褚顺发、叶顺吉、潘金祥、褚子源和黄錦庆。

(沙登14日讯）雪隆汽车修理 

商公会主席叶华指出，该会收到会 

员车厂的投诉，指遭保险公司压 

迫，导致他们近乎不能生存，面临 

倒闭。

他说，会员指保险公司规定5年以 

下车龄的车辆发生意外碰撞后，必须拖 

回原厂维修，不能在其他车厂维修。同 

时，会员也提到保险公司给予修理工资 

赔偿及零件折扣，与原厂修理工资及零 

件折扣有双重标准，差距偏高原厂获 

得的赔偿与工资都会比会员车厂的优惠 

高，令会员车厂近乎不能生存，面临倒 

闭。

身为雪隆汽车修理商公会会长，叶

华要求总会对此事件多加关注，必要时 

为属会会员寻求解决方案，让会员获得 

公平的汽车意外索偿对待。
叶华日前在雪隆汽车修理商公会43 

周年庆晚宴致词时，这么指出

当晚大会邀请雪州行政议员许来 

贤、行动党无拉港州议员王诗棋、社团 

领袖、同业友好，同欢共庆。

汽车维修须提升竞争能力

叶华补充说，汽车维修须提升竞 

争能力，先进与高科技的维修仪器，专 

业技术人才的培训，人员素质提升等， 

是行业生存与稳健成长的主要因素。公 
会与TOC技能学院合作，开办技术培训 

课程，开放给对汽车维修业感兴趣的青

主席叶华（左一）、筹委会主席黄 

健保(右一）赠送水果花篮予许来贤。

年，提供一项完整的培训计划。

他说，学员可以在培训过程里，到 

会员车厂实习，吸取实体经验。有意报 
i卖白勺年轻人，可向TOC AUTOMATIVE 

COLLOGE及雪隆汽车修理商公会秘书处 

查询。

馬兆基：保險公司隨意撤銷授權資格

马;
来西亚汽车修理商总会署理 

^总会长马兆基表示，汽车保 

险意外碰撞索偿的会员车厂，近年来面 

对各方面的挑战越见严重，除了对会员 

车厂不公平的意外索偿，也有会员申诉 

在没有给予充分理由下，被几家保险公 

司随意撤消指定授权车厂的资格。至于 

规定5年车龄以下新车遇车祸后，须把 

车送回原厂维修，除影响会员车厂之 

夕卜，也剥削了车主选择的权利6

总会曾多次向国家银行、马来西亚 

竞争委员会、消费者协会、保险协会及 

陆路交通局投诉，表示应该废除有关保 

修条款，但问题一直没有被正视。

在全国会员车厂面对无法经营的困 
境，去年12月2日，槟威汽车修理厂商 

公会，率先展开拖车员罢工抗议行动。

全马修车厂或面临倒闭

马兆基表示，相信若此次问题继 

续拖延不受关注，全马很多修车厂都要 

面临倒闭的厄运，类似这种种问题，若 

不能尽早解决，罢拖行动将会在全国进 

行。

“槟威公会已草拟备忘录呈交有关 

部门，并提出相对的解决方案，希望有 

关单位能够认真看待此问题。我也呼吁

全国各州属会配合总会，整合大家的力 

量，团结一致，争取汽车修理行业公平 

地位，为达成共同目标奋斗a ”

他说，陆路交通局、国家银行、普 
险协会、估价师协会、MTA & MRC召 

开会议检讨汽车事故维修准则，并提供 

有关准则草案的信息和观点，总会将于 

近期内收集各州属会的意见作商讨和结 

论。

出席晚宴嘉宾包括隆雪华堂副会长 
李福旺、马来西亚华人行业社团总会总 

会长林金宋、马来西亚汽车修理厂商总 

会名誉顾问拿督曾茂旺、新加坡汽车维 

修业公会主席郭亚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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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团巴生公市各业商会理事在嘉宾'见试卞/ 

戴德全、谢秀、黄开春、颜悠廷及黄田丰。 

全、许研兴、陈福源及陈联发。

左七起为黄书强、邓章钦【陈国水、黄政树、梅英

中路大巴剎
鄧章欽：輕快鐵第三路線

(巴生14日讯）雪州行政 

议员拿督邓章钦指出，轻快铁 

第三路线经过巴生中路大巴 

刹，且设有一个停站，将带旺 

大巴刹小贩及附近商店的生 

意、地价及租金等9

他呼吁，商家尽早做好准备， 

迎接这新商机，因为届时将有更多 

人流人巴生。
邓章钦昨晚在巴生公市各业商 

会2020年新春联谊会团拜晚宴致词 

时，如是表示。

“巴生南区，如武吉丁宜和绿 

林镇等地的民众，因交通不便而没 

来到中路大巴刹购买物品，如果有 

了轻快铁第三路线，就能吸引他们 

来。”

巴生公市各业商会2020年新春联谊会大团拜捞生:，左 

起为谢秀、颜悠廷、陈福源、黄开春、陈国水、许研兴、 

颜诗韵、黄书强、邓章钦及黄政树。

工程期間造成不便恐難免
章钦说，轻快铁第二 

路线是巴生重要经济 

命脉，在全世界各地，所有在轻 

快铁或地铁站旁边的商店，全部 

都会旺起来，地价也水涨船高。

“虽然在丁程进行期间对人 

民造成不便，但要发展，就要面 

对（不便），是无可避免的。” 
他说，在2008年，当局在 

池龙大厦前建设高架天桥，当 

时，政府、议员、官员等都被 

骂，大家毎天要面对交通阻塞问 

题，甚至建筑工程弄破大水管造 

成淹水；可是，高架天桥如今建 

好了，交通也顺畅，带给人民方 

便。

“因此，轻快铁第三路线的 
T程，虽然造成交通阻塞，但这 

种问题是避免不了的，否则巴生 

就无法发展。”

他说，每个行业业者都应 

该做好准备，-旦轻快铁第三路 

线通车，就可以从中获利；如果 

这个时候没有准备好，外地人_ - 

旦来到巴生，看到情况比过去更 

差，人家就不来了。

盼各方合作配合

他也说，巴生中路大巴刹重 

组或造成民众不便，惟目前在调 

整期间，希望大家合作和配合。

“如果为了眼前短期利益而 

不合作，到时轻快铁第三路线建 

好了，巴刹还没整顿好，人家就 

不来了 ： ”

他说，巴刹是市议会的，肯 

定要修好；虽有外人来抢滩，希 
望华裔小贩好好经营，大家一起 

合作；•旦当局把整个基本设施 

修好，受惠的还是小贩a

大会移交善款给老人院 
及孤儿院，左起为黄书强、 

邓章钦及许研兴。

翁
進
財
盼
團
結
打
造
新

馬

E生公市各业 

商会顾问 

翁进财指出，希望在 
2020年，我国各民族 

团结合作，打造新的 

马来西亚。

大会也捐款给 

天缘道堂老年之家及 

莲花生慈爱之家孤儿 

院，善心人士也在宴 

庆上，派发红包及礼 

品给乐龄长者。

林…方面，巴生 

公市各业商会也成立 

了青年团，并由陈志 

穿担任主任，黄田丰 

为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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