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argaMSU sertai Royal
Klang TownHeritageWal
Mempromosikan
bandar Klang
sebagai bandar
Diraja.
OlehNorzamira CheNoh
bhnews@bh.com.my

Klang: Seramai 1,500 pelajar
and kakitangan School of Hos-
pitality & Creative Arts (SHCA),
Management & Science Universi-
ty (MSU) menyertai Royal Klang

Town Heritage Walk, di sini,
baru-baru ini.
Programberkenaanadalahan-

juran bersamaMSU denganMaj-
lis Perbandaran Klang (MPK)
dan Tourism Selangor.
Presiden MSU, Prof Tan Sri

DrMohd Shukri Ab Yajid, berka-
ta program Sesi Bimbingan itu
adalah acara tahunan yang di-
jalankan pihak universiti untuk
memperkasakan jati diri dalam
kalanganmahasiswa.
“Menerusi program ini, kita

juga ingin menerapkan keseda-
ran budaya kepada pelajar dan
pada masa sama mempromosi-
kan keunikan bandar Klang se-

bagai bandar Diraja.
“Selain itu,kitaberpeluangun-

tuk mempelajari sejarah bandar
Klang sebagai antara bandar
tertua di negara ini dengan le-
bih mendalam,” katanya ketika
ditemui media selepas merasmi-
kan Royal Klang Town Heritage
Walk di Stadium Sultan Sulei-
man di sini, baru-baru ini.
Yang turut hadir ialah Tim-

balan Yang Dipertua MPK, Elya
Marini Darmin dan Pengurus
Besar Tourism Selangor, Azrul
ShahMohamad.
Sementara itu, Elya Marini

berkata, MPK berbesar hati apa-
bila dipilih MSU untuk beker-

jasama menjayakan program
berkenaan kerana secara tidak
langsung ia membantu mempro-
mosikan bandar Klang.
“Royal Klang Town Heritage

Walk ini adalah satu produk
pelancongan di Klang yang dike-
nali oleh penggiat pelancongan
dari dalam dan luar negara.
“Program ini ialah aktiviti

berjalan kaki yang diketuai pe-
mandu pelancong terlatih,mene-
lusuri 11 perhentian yang terdiri
daripada pelbagai bangunan wa-
risan yang masih kekal struk-
turnya dan mempunyai nilai
sejarah yang menarik,” katanya.
Lokasi bersejarah itu terma-

suk Bangunan Galeri Diraja,
Gedung Raja Abdullah, Istana
Alam Shah, Bangunan Charte-
red Bank, rumah ibadat seper-
ti Gereja Our Lady of Lourdes,
Kuil Sri Nagara Thendayuthapa-
ni yang berada di kawasan jejak
warisan berkenaan, di samping
beberapa bangunan warisan di
Jalan Tengku Kelana.
Elya Marini menjelaskan pro-

gram bimbingan itu turut mene-
rapkan kemahiran pelajar dari
aspek pembangunan diri dan
mengetengahkan kepentingan
sejarah kepada generasi muda
mengenai warisan serta tradisi
Klang.

l Prof Mohd Shukri (tengah)menekap cop pada replika
setem bersempena perasmian acara Royal Klang Heritage
Walk 2020 di Stadium Sultan Suleiman, Klang, baru-baru
ini.

Prof Mohd
Shukri
(empat

dari kiri)
bergambar

bersama-sama
peserta pada
acara Royal

Klang Heritage
Walk 2020
di Stadium

Sultan
Suleiman
di Klang,

baru-baru 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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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pegawai MAIS ikrar bebas rasuah
MAIS komited sahut 

seruan kerajaan 
pastikan kakitangan 
bebas gejala rasuah

Oleh NUR FARHANA 
ABDUL MANAN

Seramai 300 pegawai 
Majlis Agama Islam 
Selangor (MAIS) 
menanda tangani 

Ikrar Bebas Rasuah (IBR) 
buat pertama kalinya di 
Dewan Muktamar Jabatan 
Kehakiman Syariah Nege-
ri Selangor (Jakess) di sini  
semalam. 

Pengerusi MAIS, Datuk 
Mohammed Khusrin Muna-
wi berkata, langkah itu me-
nunjukkan MAIS komited 

SHAH ALAM

Seramai 300 pegawai MAIS, ketua jabatan agensi agama dan warga kerja anak syarikat MAIS menandatangani Ikrar 
Bebas Rasuah di Dewan Muktamar Jabatan Kehakiman Syariah Negeri Selangor semalam.

untuk menyahut seruan kerajaan 
Persekutuan dan Suruhanjaya 
Pencegahan Rasuah Malaysia 
(SPRM) bagi memastikan kaki-
tangan kerajaan bebas daripada 
gejala rasuah. 

Menurutnya, dalam majis 
itu, ketua jabatan agensi agama 
dan warga kerja anak syarikat 
MAIS turut melafaz IBR yang 
turut disaksikan Pengarah 
SPRM Selangor, Datuk Alias 
Salim.

“Lafaz ikrar bebas rasuah ini 
dipimpin Setiausaha MAIS, Dr 
Haji Ahmad Shahir Makhtar 
diikuti ketua-ketua agensi dan 
anak syarikat MAIS sebelum 
sesi menandatangani Ikrar Be-
bas Rasuah.

“Dalam program ini, saya 
turut mengingatkan semua ka-
kitangan supaya mengutamakan 
penghasilan program kerjasama  
antara jabatan-jabatan, agensi 
dan anak syarikat MAIS serta 
pelaksanaan Pelan Strategik 
MAIS Tahun 2020-2024,” ka-

tanya ketika ditemui di sini se-
malam.

Hadir sama Mufti Selangor, 
Datuk Mohd Tamyes Abd Wahid; 
Pengarah Jabatan Agama Islam 
Selangor (JAIS), Mohd Shahzi-
han Ahmad dan Ketua Hakim 

Syarie Negeri Selangor Jakess, 
Mohammad Adib Husain.

Turut hadir wakil Jabatan 
Pendakwaan Syariah Negeri Se-
langor (JPSS), Lembaga Zakat 
Selangor (LZS), Perbadanan 
Wakaf Selangor (PWS), Kolej 

Universiti Islam Antarabang-
sa Selangor (Kuis), Teraju 
Ekonomi Asnaf Sdn Bhd 
(Teras), Bakti Suci Holdings 
Sdn Bhd (BSHSB) dan Ya-
yasan Islam Darul Ehsan 
(Y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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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lis Presiden PH digesa nyata pendirian kedudukan Dr Mahathir
KUALA SELANGOR - Majlis 
Presiden Pakatan Harapan (PH) 
diingatkan supaya tidak bersandi-
wara sebaliknya menyatakan pen-
dirian kepada ahli akar umbi ber-
hubung kedudukan Tun Mahathir 
Mohamad selaku Perdana Menteri.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Jeram daripada Parti Pri-
bumi Bersatu Malaysia, Mohd Sha-
id Rosli berkata, pimpinan kompo-
nen PH perlu membuat kenyataan 
secara terbuka sama ada mendesak 
Dr Mahathir meletakkan jawatan 
atau meminta beliau kekal.

“Jangan hanya tahu mendesak 
tetapi apabila disuruh membuat satu 

keputusan, Majlis Presi-
den sendiri tidak berani.

“Saya tidak sanggup 
melihat pemimpin nom-
bor satu negara disindir 
seolah-olah tidak berma-
ruah,” katanya yang me-
muat naik kenyataan di 
Facebook semalam. 

Katanya, Presiden se-
tiap komponen PH seha-
rusnya lebih faham cara terbaik 
memberi nasihat kepada ahli akar 
umbi memandangkan keputusan 
Majlis Presiden PH adalah mukta-
mad dalam hal itu.

“Sebagai wakil rakyat PH yang 

duduk sebumbung 
atas nama komponen 
parti, seharusnya kita 
faham bahawa hor-
matkan pemimpin itu 
adalah keutamaan.

“Adalah satu tin-
dakan yang kurang 
sihat apabila ada 
pimpinan komponen 
PH membuat kenya-

taan terbuka dalam forum, akh-
bar, portal dan sebagainya men-
desak Tun (Dr Mahathir) 
mengotakan janji melepaskan 
jawatan kepada Datuk Seri An-
war Ibrahim,” katanya.

MOHD SH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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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bus service takes over two routes with low ridership 

(From left) Liu, Fong, Ng, Dr Rohana and Mohd Fauzi at the launch of the 
Smart Selangor coaster bus service in Sepang. 

By SQISTYNA IZZAATIE ZAMARI 
metro@thestar.com.my 

SEPANG residents can now com-
mute with ease within the munici-
pality using the newly launched 
Smart Selangor Coaster bus service. 

The free bus service which start-
ed on Jan 1 was the first initiative 
by Sepang Municipal Council 
(MPSepang) to benefit people living 
in Sepang and Selangor. 

A coaster is a minibus that can 
seat up to 30 people. 

The event was launched by state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transport 
and new village development com-
mittee chairman Ng Sze Han. 

He said the idea to provide 
coaster buses was mooted in 2018 
during a state public transport 
committee meeting and due to the 
low ridership for the Seroja BBST-

Cyberjaya Bus Terminal (SPG3) and 
Seroja BBST-IOI City Mall Terminal 
(SPG4) routes. 

"These minibuses are effective 
and fulfil the requirements by 
MPSepang. 

"Other local authorities should 
follow suit to make public trans-
port the main mode of transporta-
tion," said Ng. 

Going on the concept of "First 
Mile Last Mile", the two coaster 
buses will use the SPG3 and SPG4 
routes where passengers will be 
dropped off at the Serdang 
Hospital lobby and the mall lobby 
due the small size of the buses, 
instead of the Smart Selangor bus 
stop located 200m away. 

MPSepang president Mohd Fauzi 
Mohd Yatim said the free Smart 
Selangor bus service in Sepang 
started in May 16,2016. 

"Following the overwhelming 
response from the Smart Selangor 
buses, Sepang now has four routes 
covering from SPG1 (Klinik 
Kesihatan Tanjung Sepat-KLIA 2) to 
SPG 4. 

"The council will always seek to 
improve the free bus services via 
suggestions from residents," he 
said. 

SPG2 covers Taman Seroja BBST-
KLIA2. The coaster buses are equipp-
ed with CCTV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 and WiFi services. 

Also present were MPSepang 
deputy president Muhammad Hafiz 
Shaari, Serdang Hospital director 
Dr Rohana Johan, Bukit Bintang 
MP Fong Kui Lun, Sungai Pelek 
assemblyman Ronnie Liu, IOI City 
Mall complex general manager 
Chris Chong and SKS Coachbuilders 
Sdn Bhd director Soo Kam C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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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PJ COMPLAINT CHANNEL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accepts complaints via WhatsApp at 
011-1201 7914. Residents are to 
send their full name, identity card 
number, telephone number, address 
of the complainer and location of 
relevant complaint. Incomplete 
complaints will not be entertained. 
Complaints are to be made Monday 
to Friday (except Saturday, Sunday 
and public holidays) from 8am to 
5pm. For details, call 03-7954 2020, 
aduan@mbpj.gov.my or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 
mbpjaduan/, 'eAduan MBPJ' at 
Google Play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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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apped 
potential 

Municipal Council's 
u in Kundang which 

was once a hub for jet ski 
races, needs to be upgraded 
so it can add value as a 
tourist destination in Rawang. 
>2&3 

Scenic beauty beckons: Taman Tasik 
Biru Seri Kundang in Rawang, a 
favourite spot among anglers and jet 
skiers, holds much promise as a 
tourist dest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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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METRO, THURSDAY 16 JANUARY 2020 

Rawang lake lacks lustre 
Despite monies spent on maintenance at Taman Tasik park, 
vandalism continues to affect Selayang council's efforts to 
improve the surroundings 

Tourism Ministry gave RM1.8mil to build the pavilion in Tasik Biru in 2012. The space, which has an air-conditioned hall for 500 people, is now rented 
by a restaurant. 

Story and photos by GRACE 
CHEN 
gracechen@thestar.com.my 

ONCE a jewel of attraction for 
anglers and jet skiers, Taman Tasik 
Biru Seri Kundang in Rawang held 
much promise as a tourist draw. 

In 2016, Selayang Municipal 
Council (MPS) earmarked Tasik 
Biru to be an international hub for 
jet ski races. 

There were plans for a helipad 
on an island at the lake for emer-
gency and in case of mishaps. 
Promises of further upgrades were 
also made. 

However, during a recent visit 
one Saturday afternoon, StarMetro 
saw that not only was there no sign 
of a helipad, instead we noticed 
dustbins overflowing with rubbish, 
drawing flies and vermin. 

Three letters were also missing 
from the Tasik Biru sign on the 
island. 

Visitors complained about the 
lack of safety barriers between the 
children's play area and the main 
road. 

They said these areas were badly 
lit and many of the adult exercise 
equipment were either broken or 
had parts missing. 

Although visitors can still rent jet 
skis from private operators at 
RM95 per day (with petrol includ-
ed), international water sport 
events have come to a halt. 

The last event, the 8th Kundang 

Under MPS' 
master plan 
from 2018 to 
2028, the 2.2km 
jogging path 
starting from 
Laguna Biru to 
Jalan Setia 
Apartment in 
Tasik Biru will be 
spruced up. 

International Jetsports Challenge, 
was in 2016. 

Some have also remarked that 
the lake's water quality has become 
unsuitable for water sports, judg-
ing from the signs of green algae, 
which MPS confirmed was a sign 
of contamination. 

"Sewage and sullage from kam-
pung houses by the lake's perime-
ter have compromised the water 
quality," said regular park-goer 
Shari Tamby Chik. 

Another visitor Mustafa 

Shahbudin, said he had heard sto-
ries of the lake being haunted and 
advised visitors, especially chil-
dren, against visiting the lake after 
dusk. 

"There have been drowning 
cases at the lake. Last year, a 
10-year-old boy drowned after get-
ting into difficulties while swim-
ming with friends. I hear of such 
incidents every year," said 
Mustafa. 

Thirty-two-year-old Firdaus 
Hamid said the lake was still a 

draw for avid anglers like himself 
and teenagers like Shahrul Ikhwan 
Farihin, 13. 

"Better attention from authori-
ties can go a long way towards 
improving the park's visitor count. 
They should allocate proper park-
ing. Now visitors are parking their 
vehicles haphazardly by the road-
side and causing traffic conges-
tion," said Firdaus. 

Shahrul and his friends hope the 
council would consider including a 
wading pool and a connection 

Visitors to Tasik 
Biru complain 
of the lack of 
safety barriers 
between the 
children's play 
area and the 
main road. 

Drink seller Sahudi Awang is willing to pay rental for a hawker stall at 
Tasik Biru if MPS decides to allocate a site for traders. 

Page 2 of 3

16 Jan 2020
The Star,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 Audience : 175,986 • Page: 1TO3
Printed Size: 2466.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24,581.70 • Item ID: MY0038457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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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METRO, THURSDAY 16 JANUARY 2020 

Council's plan to prevent water pollution 
Tahfiz Darul Ul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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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enance and upgrade of Tasik Biru 
from 2012 to 2018 

Year Funding Purpose 

2012 RM1.8mil from 
Tourism Ministry 

Construction of two-storey pavilion 
with restrooms, surau and 
air-conditioned hall for 500 people. 

2013 RM80,000 from 
State Economic 
Planning Unit 
(Upen) 

Signboard installations and 
children's playground 
equipment. 

2014 RM135,000 from 
Upen 

Walkways, safety fences, and more 
garbage bins. 

2015 RM410,000 (Upen) Gazebo, children's playground, foot 
reflexology path, carpark and pontoon 
to anchor personal watercraft. 

2016 RM97,000 (Upen) Rest area with marble tables and 
chairs along Jalan Setia and an open 
public square. 

2017 RM 134,000 (Upen) Upgrades and repairs to the pontoon 
and replacement of playground mats. 

2018 RM220,000 by 
Selayang 
Municipal Council 

400m of U-shaped drain system in 
Kampung Melayu Seri Kundang, 
water filtration systems, rubbish traps 
and wetland plants to address the 
onslaught of green algae in Tasik Biru. 

Dustbins at the lake park were overflowing 
with rubbish, drawing flies and vermin. 

bridge to the island. 
They also want the short 

enclosed tube slides to be made 
longer with double curves as such 
measures will give users a more 
thrilling experience. 

MPS' maintenance efforts 
The council's Landscape 
Department deputy director 
Syamsul Arif Mahmud said MPS 
spared no effort in securing funds 
for maintenance and upgrade of 
the lake's recreational areas in the 
past eight years. 

But vandalism and the commu-
nity's careless attitude towards 
park facilities were straining MPS' 
coffers. 

For example,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MPS has carried out replace-
ment of broken exercise equip-
ment. Both replacement exercise 
cost MPS RM18,000 each time. 

Safety barriers in the form of 
non-climbable metal fences were 
also installed near playgrounds in 
the past but these were stolen. 

As other repairs have higher pri-
ority, the replacement of the fence 
would have to wait, he said. 

The department will continue 
with its water quality pollution 
prevention programme to address 
the onslaught of green algae in 
Tasik Biru. 

The exercise includes the 
building of a U-shaped drain 
system in Kampung Melayu Seri 
Kundang measuring 400m. 

MPS will also have wetland 
plants to provide better efficiency 
to the proposed water filtration 
systems located at the end of the 
newly built drains. 

The project will cost MPS 
RM220,000 and is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by the end of February 
after delays caused by heavy rain. 

Rubbish trap features will also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new 
U-drains and will be cleared daily 
by KDEB Waste Management. 

In addition, the council has allo-
cated RM8.800 a month for mainte-
nance of the lake's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A contractor appointed 
by the department is responsible 
for collecting the waste generated 
by park goers daily. 

At the consideration stage is a 
proposal to have an empty plot of 
land beside a futsal court located 
off Jalan Tasik Biru 1, to be gazet-
ted into a public park. 

The council has also installed 
flood lights to illuminate the recre-
ation areas but some of them have 
short-circuited. These will be 
replaced by the end of February. 

On jet ski events in the future, 
Syamsul said participants seemed 
to have lost their gusto for the 
sport after the las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2016. 

From feedback, MPS learned 
that participants found the take-off 
area located beside the pavilion too 
narrow and congested. 

Currently, the council has given 
permission for water sports 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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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a U-shaped drain system measuring 400m is taking 
place in Kampung Melayu Seri Kundang. 

Syamsul says the council has spared 
no effort in securing funds for the 
maintenance and upgrade of Tasik 
Biru in the past eight years. 

lake, provided safety precautions 
were adhered to. 

A pontoon near the pavilion is 
readily available for those wanting 
to moor their vessels. Swimming is 
forbidden as Tasik Biru is a former 
mining lake where undercurrents 
are a prevalent danger. Signboards 
warn the public on the potential 
danger. 

On the parking issue, Syamsul 
said once the land beside the futsal 
court was gazetted, the department 
would look into building a parking 
area for visitors. At present, there 
is a 500sq m parking area nearby 
the entrance to the park on Jalan 
Tasik Biru 1. 

US** It A 

A proposal for a 
water quality 
pollution 

j prevention 
programme was 
submitted to 
MPS in 2018 to 
address the 
algae problem 
in Tasik Bi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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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chong residents learn about benefits of palm oil at festival 
By VIJENTHI NAIR 
vijenthi@thestar.com.my 

ABOUT 200 Puchong residents 
learned about palm oil and its 
benefits at a Chinese New Year 
food festival themed "Sayangi 
Sawitku". 

Organised by Kinrara assembly-
man Ng Sze Han in collaboration 
with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SJ) and Malaysia Palm 
Oil Board at the Belatuk multipur-
pose hall in Bandar Puchong Jaya, 
the event comprised a talk on 
palm oil, cooking competition, 
cooking demonstration, palm oil 
products exhibition and colouring 
competition for children. 

Ng said palm oil was a major 
pillar of the Malaysian economy 
and encouraged citizens to be 

proud of our local produce. 
"It contributes towards econom-

ic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through its substantial export 
earnings and employment. 

"In 2018, palm oil contributed 
RM67.5bil in export earnings and 
accounted for 27.1% of the world's 
palm oil production and 32.9% of 
total palm oil exports. 

"It has long put into place 
guidelines and research, as well 
as industrial and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that provide a safe, 
high quality trans fat-free oil in a 
manner that supports the local 
economy, preserves the environ-
ment resources base and is eco-
nomically viable. 

"Practices are constantly 
reviewed to ensure the best agri-
cultural practices evolve in fine 

with new research findings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he said. 

Subang MP Wong Chen said 
palm oil was also proven to be 
nine times more productive in 
producing oil compared to other 
vegetables. 

"Palm oil takes up less land and 
is better for global impact on the 
consumption of vegetable oil," he 
said. 

The winner of the cooking com-
petition, Alice Lai, 62, said palm 
oil was good for deep frying. 

"I have always used palm oil for 
cooking. It is cheaper than other 
vegetable oils and the food tastes 
good," she said. 

Third place winner Go Lean 
Hoi, 57, who also uses palm oil in 
all her cooking, said Malaysians 
should support local products. 

(From left) MPSJ councillor Ng Seow Chen, Primary Industries Minister 
Teresa Kok's political secretary Alice Choo, Wong and Ng judging the 
cooking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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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S O N FOOD PREMISES 

Subang Jaya council carries out joint ops to 
check cleanliness in Sunway commercial are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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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ews 
STARMETRO, THURSDAY 16 JANUARY 2020 

MPSJ enforcement officers sealing off a dirty eatery in the Sunway Metro commercial area during the enforcement exercise. 

An enforcement 
officer holding a 
vial containing 
cockroach 
droppings taken 
from a dirty 
restaurant. 

Ongoing inspections on restaurants 
Subang Jaya council orders eatery to shut down during enforcement exercise 
By NUR AMIRAH ABD RANI 
metro@thestar.com.my 

TO CLAMP down on dirty restau-
rants,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SJ) carried out a joint 
operation with its relevant depart-
ments on 23 eateries in the Sunway 
Metro commercial area. 

The inspections were done in 
Jalan PJS 11/28A and Jalan PJS 

11/28B by officers from MPSJ's 
building, health, enforcement and 
licensing departments. 

One dirty eatery was ordered to 
shut down for 14 days for violating 
the Food Establishment Licensing 
By-Laws (MPSJ) 2007. 

MPSJ Corporate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Department deputy 
director Azfarizal Abdul Rashid said 
cockroach infestation was found on 

the premises and the owner did not 
adhere to proper food handling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dures. 

"The operation was done to com-
pel restaurant owners to abide by 
the existing laws. 

"We hope to improve cleanliness 
and raise civic consciousness 
among business owners and trad-
ers here, and to turn the backlanes 
into safe and attractive spaces for 

people to walk along," he said, add-
ing that enforcement efforts would 
continue. 

Out of the 23 eateries, he added, 
three were found to be operating 
without a licence. 

Azfarizal said the restaurant 
operators were advised to follow 
the rules to avoid similar issues 
from happening again. 

"The back lanes are often mis-

used for illegal renovations and 
waste dumping resulting in clogged 
drains and unsanitary conditions," 
he said. 

Six eateries under the Food 
Premises category received Grade 
A, nine received Grade B, one 
received Grade C and one received 
Grade D. Under the Provisions cate-
gory, four premises received Grade 
A while two received Grad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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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TE COLLECTION 
Shah Alam City Council will place 237 
Roll On Roll Off (Roro) waste bins in 
areas such as Section 2 to Section 36, 
Section U1 to Section U20 until Jan 
24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The public can 
discard bulk waste such as old 
furniture, electrical goods, mattresses, 
bed frames, refrigerators, television, 
battery charger and handphones for 
free. For details, call 03-5510 5133 
ext 1643/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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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D DONATION DRIVE 
Kuala Selangor District Council will 
hold a blood donation drive at its 
Dewan Siantan in Bandar Melawati at 
8.30am on Ja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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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斯達法受委TERAJU主席
(吉隆坡1S日讯）国际贸易与工业部前 

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受委为土著议程 
领导者机构（TERAJL )主席。

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发文 

告指出，有关委任获得首相敦马哈迪医生 
的同意，其任期从2019年12月1日生效， 

为期两年。
慕斯达法是在2018年大选后，从巫统跳 

槽至土团党，现为土团党日里区国会议 

员，他在经济、金融、教育及贸易方面有 

丰富经验。
他曾在2009年至2018年出任贸工部长、2008年至2009年农 

业与农基工业部长、2006年至2009年高等教育部长、2004年 

至2006年首相署部长、1998年至1999年第二财长、1995年至 

1999年企业发展部长及1993年至1995年财政部副部长。

■慕斯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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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強風吹襲

(莎阿南15日讯）天降橫祸！多年大 

树没修剪，因不敌强风吹袭而倒下，砸 
中底下食肆，倒霉业者无故蒙受约13万 
令吉损失，如今当地约5户食肆业者终 

曰提心吊胆，深怕再次因树倒造成人命 
伤亡。

上述事件发生于莎阿南第6区卡瓦沙 
里6/8路，受殃业者罗斯里拉萨指出， 
事发在去年12月15日晚间9时30分，因 

前一晚的倾盆大雨加上强风“助阵”， 
一棵老树被连根拔起并压向其食肆，导 
致屋顶与店内桌椅通通报销，所幸当时 
刚好休业，无人在店内而没发生伤亡事 
故。

他说，平时晚上时段，皆为餐厅最多 
食客的巅峰时期，店内高朋满座，包括 
他6名孙子都会在当地溜达玩耍，倘若 
当天如常营业，后果恐不堪设想。

“我在当地营业已有30年，而这些大 
树年龄至少有30至40年，虽然早前，

■莎阿南第6区发生骇人的树倒事件，当地约5户食肆业者终日提心吊胆，深怕再次 

发生严重的树倒事故。

莎阿南市政厅曾派人员前来修剪，但大树 事发后，他已即时向市政厅通报，当局 
总是快速生长，如今更发生严重的树倒事也有派员前往清理残局与修剪树枝，惟却 
件，令人担忧。” 不见砍伐行动。

“截至目前，当地尚有约5棵不健康的大 

树待修剪或砍伐，甚有一些大树的根系外 
露，我们担心这些树会再次遭遇强风，而 
被连根拔起，危及我们的安全。”

他今日在雪州马华投诉局主任赵启兴的 
陪同下，召开记者会时，这么指出。陪 
同出席者还包括莎阿南马华区团团长郑光 

y杰。
也提及，其食肆屋顶被压坏后，不仅得 

花费4万令吉进行修缮，且施工期间也被逼 
休业约一个月，无辜蒙受约13万令吉的损 

失，苦不堪B。
“我在12月已至函市政厅索偿近20万令 

吉，但至今音讯全无，当局也没安排估价 
师前来视察。

■赵启兴（左2)及罗斯里拉萨吁请莎阿南市政厅，尽 

速展开应对措施，避免莎阿南第六区再次发生树倒事 
故，酿发悲剧。左4为郑光杰。

趙啓興吁市政廳正視事故

赵

蠢纒
启兴吁请莎阿南市政 
厅，尽快采取应对措 

施，避免树倒事件再次上演， 
酿成伤t：意外才来亡羊补牢。

他说，除了食肆被压坏，莎 
阿南其他地区也发生树压车的 
事故，有关当局理应正视，尽 
速采取应对措施，避免树倒意 
外屡屡发生。

“当地居协曾自发进行砍树 
行动，但却被市政厅警告，称

砍伐一棵大树将被罚款3000今 

吉，居民不敢轻举妄动，砍树 
行动也唯有作罢。”

“今次是当地在过去30年 

来，首次发生如此严重的树倒 
事故，市政厅和市议员应该勤 
来巡视，聆听民蘑。”

郑光杰说，他将密切与市政 
厅跟进业者的索偿事宜，同时 
也会继续要求当局，针对摇摇 
欲坠的大树，展开应对措施。

剪的大树压倒食 

肆，场面骇人，所 
幸事发当时无人 

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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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政府購馬賽地 
充作大臣官車

(哥打荅鲁I5日讯）根据 
吉兰丹州政府的消息透露，
丹州政府购买一辆价值逾6 0 
万令吉的马赛地（Mercedes- 
Benz S450 L AMG Line) ,

充作州务大臣拿督阿末耶谷
的官车。 袖购人一辆黑色的新款马赛地。

依据未具名的消息人士向媒体披露， 另一方面，吉兰丹州务大臣办公室针
该辆马赛地注册号DV1的官车，是於去对此事发表文告澄清，指州政府动用4 

年购入。 亿令吉特别拨款购买州政府官车的指
希盟吉兰丹州主席拿督胡桑慕沙上议责，是项污衊及具恶意。

员质疑此事，并促请大臣解释州政府是 文告指出，根据记录，副州务大臣已
否动用中央政府供给的石油税，购买该於2018年9月12日发表声明，说明州政■丹州政府购买_辆黑色的马賽地，供州务 

新车。 府已作出更换州内官车的决定。 大臣使用。
他说，他们想了解州政府，运用哪里 “州政府更换官车的决定，是包括分

的资金购买新的马赛地，是否该资金来阶段更换州务大臣及州行政议员的官 文告也说，仲I务大S使用的马赛地注册号
自石油收入。 车；这项决定是基於仔细考量旧官车已的官车，是从已故州务大臣拿曾斯里聂阿

早前就有媒体报导，丹州伊斯兰党领使用了 1〇年至12年因素。” 炫领导时所使用，并由丹州苏丹所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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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S日讯）前首 

相拿督斯里纳吉指出，今 

年预计会有更多人失业， 

这种现象让人感到担忧， 

希盟却还是看不到和听不 

到。

° 他今日引述大马银行 
数据指出，2018年有2万 

3697人丟了饭碗，2019年 

则有3万T260人，这个数 

据在今年会进一步攀升。

“谁会丟工作？自己？ 

丈夫？妻子？父母？朋 

友？他们家人会怎样？” 

他在面子书帖文中也批 

评希盟政府看不到也听不 

见人民的困苦。

另外，纳吉在另一则帖 

文也揶揄经济事务部长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很厉 

害”，连登嘉楼吊桥“首 

个吊桥告示牌”也要拿出 

来自吹一番。

“阿兹敏和希盟政府很 

厉害，这座桥是在国阵时期建造，而告示 

牌或许是在希盟时期建造，恭喜建造告示 

牌成功。”

碗i

纳
吉
引
述
大
马
银
行
研
究
指
今
年
会
有
更
多
人
丟
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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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H座也发生过类似问题。”

他说，地陷问题也导致该处下雨 
时积水。

他希望国州议员可帮忙，勿让问 
题恶化下去。

席者1y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特 
别助理冯光前。

促土地局

“这儿过去是矿区，土地架构不比一般的稳 
固。”

他希望专家能够找出解决方案，同时尽快评估 
当地是否安全或适合居住。

■组屋外围沟渠也因地陷而损 

坏，左2为玛丽亚陈。

(摄影练国伟）

困擾十多每沒修復

地H若想化
(八打灵再也15日訊）八打 

灵柏兰岭组屋J座地陷问题十余 

年未曾修复，居民担忧地陷愈 

加严重影响住家安全。

八打灵再也区国会议员玛丽亚陈 
说，居民目前最担忧的是地陷问题 
有恶化现象，担忧会扩散至住家 
内，带来危险。

她指出，据居民投诉，过去曾经 
有蟒蛇在地陷裂缝下出没，担优会 
因此为居民带来危险。

“这问题已十多年，居民已多次 
投诉，但一直以来都没获解决。”

她今日与美丹花园区州议员三苏 
费道斯、市议员阿末阿希一同巡视 
上述组屋时，这么指出。

她说，今日也有叫八达岭县土地 
局来巡视，检查当地状况。

“我们希望当局可尽快找专家 
来，找出地陷肇因及解决方案，避 
免出现最坏的状况。”

另外，阿末阿希说，八打灵柏兰 
岭组屋并非政府组屋，而是私人物 
业，拥有本身的管理层。

問題曾帶入市廳討論

他指出，他曾把问题带入市政厅 
讨论，不过因为上述原因，而无法 
给予协助。

“该组屋的地陷问题其实已经很 
久，J座也不是第一个发生这问题，

前
及
玛
丽
亚
陈
■

，
左
5

为
三
苏
费
道
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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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嘉宾及义消队队员在开幕典礼的大合照，坐者从左起为吴伟升、林李松、吴静慧医生、谢迪谛、 

陈其统、叶怡华、拿督吴亚烈、林进利、拿督斯里庄祷融、拿督林钦荣、戴河松、陈胜德、谢绍全、林 

亚烈、谢绍英及谢家茂。

捐助220万令吉，藉此抛砖引玉作 

用，并深获各界空前响应，在同一 

年工程开始启动，一座巍峨大厦地 
标建筑物终于在20 14年矗立在丹

村。，，

(丹绒士拔I5日訊）丹绒士 

拔义务消防卩人日前举行大厦落 

成开幕典礼，由该队永久顾问 

兼永久赞助人拿督吴亚烈莅临 

丹H義消R
濱海新聞專線 
03-33435977

■拿督吴亚烈（右2)在拿督林钦荣（右）、林进利（左起）、戴河松 

及拿督斯里庄祷融陪同下，为开幕典礼主持揭幕仪式。

林進利：成立34年

v、mi >

IKSL-OUI ■價 ■ ___

邻的甘榜发生火灾时，他 

们都会赶往灌救。大家都 

知道，丹绒士拔有著强大 

的非政府组织，尤其是义 

务消防队。
他获悉该队正筹募25万 

令吉购买一辆水槽消防 
车，但他们已筹获33万令 

吉，令他钦佩。

莊禱融：崇高精神令人欽佩
他也向雪州大臣申请保 

留一片位于丹绒汝的23英 

亩地段作为兴建医院，惠 

及丹绒士拔及双溪比力的 

民众。同时，一旦丹域士 

拔人口増加，希望能够在 

丹绒::士拔及双溪比力之间 

兴建一间消防局，以顾及 

两地居民。
他宣布拨款5000令吉， 

充作该队添购水槽消防车 

基金。

■众嘉宾为丹村义消队大厦落成开幕联合主持剪彩仪式，前排从左起为戴河松、拿督林钦荣、拿督吴 

亚烈、林进利及拿督斯里张金镇。

吳亞烈：成組織典範
亚烈为大会主持开幕时感 

:谢受邀为新大厦主开幕。

该座巍峨大厦在众理事不辞劳 

苦，并获得各界的鼎力支持，

终于在丹绒士拔傲然耸立，它 

可成为其他组织的典范，可喜 

可贺。

他指出，丹村义务消防队历 

史悠久，在丹村村民的日程生 

活中占重要地位，多年来协助

灾黎抢救无数的财 

物，他们的服务精 

神值得钦佩及支 

持。所以，要珍惜和维护它的 

发展，继续造福丹村。

该队不断提升消防设备，也 
籍此筹募25万令吉基金添购水 

槽消防车，是明智的举措。诚 

如大会主席林进利披露，捐款 

已经超出目标，可喜可贺，再 

接再厉，丹绒士拔义务消防队
“厶匕”

冃匕 〇

■哈芝伯汉州议员（左）移交5000令吉 

拨款模拟支票给林进利。

■感恩联欢晚宴的主宾席嘉宾，从右起起为谢迪谛、戴河松、黄锦伦、拿督斯里庄祷融、林进利、拿督 

吴亚烈及拿汀赖清迈夫妇、叶怡华、拿督林钦荣及陈其统。

村。，，

他说，为了提升消防设备，该队 

急需一辆水槽消防车，一边可以即 

刻展开救灾工作。因此，需要筹募 
25万令吉的添购水槽消防车基金， 

令他欣慰的是，直到当晚筹获逾33 

万捐款，远远超出目标，并籍此感 

谢各界的慷慨解囊，共襄盛举。

他公布，该队建会所及添购水槽 

消防车基金，不包括热心人士所报 
效的软硬体设备，共筹获逾128万 

令吉。

主持开幕。

其余联合剪彩人有该队监护人拿 

督斯里庄祷融、永久顾问拿督林钦 

荣、主席林进利及村长戴河松。

该队在当天晚上同时举办“大厦 

落成志庆、筹募添购水槽消防车基 

金暨迎新春”感恩联欢晚宴，共筵 
开逾60席，出席嘉宾包括庄祷融、 

丹绒士拔区州议员伯汉、永久顾问 

拿督斯里张金镇、拿督林钦荣、双 

溪比力前州议员叶怡华、瓜冷县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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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巷坑洞越来越大。

—蔡观喜希望市议会尽快维修 

崩塌的后巷沟渠。

疑溝渠破裂

住家後巷
(加影I5日讯）疑后巷 

沟渠破裂，导致住家后巷 
地底悬空，居民担心情况 
恶化，影响屋子结构。

有关地点位于皇冠城第 
9区7/9路(Jalan Inang 
T/9)后巷，受影响的居 

民蔡观喜向《中国报》透 
露，他在去年11月发现后 
巷有个坑洞，仔细观察后 
发现是地下沟堤崩塌，引 
发地底悬空。

他说，沟渠崩塌后，沟 
水冲蚀后巷土地，导致地 
底悬空。

自行以沙石填坑洞

他当时怀疑坑洞可能更 
大，于是敲打地下，不料 
地下已呈空，坑洞越来越 
大，至今已有1公尺长的范 
围呈悬空状况。

“沟渠崩塌后，沟内塞 
满碎石，导致沟渠也有一 
些积水。”

据记者现场观察，后巷 
的坑洞有约2尺深。

为避免严重地陷，居民 
自行以沙石填掉坑洞，但 
这只是暂时方案。

蔡氏说，他在11月向当 
地市议员林金瑛反映问题 
后，后者表不会要求市议 
会工程局处理，不过如今 
已过了两个月，市议会仍 
无行动，他担心情况恶 
化，希望加影市议会尽快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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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傳2童死於流感

藷桑山：仍未確認死因
(吉隆坡15日讯）卫生总监 

拿督诺希山说，2名网传因感 

染流感而死亡的案例还在鉴定 

中，目前仍未有确认死因的最 

终报告。

他今日发文告说，卫生部对2 

名死者家属致以哀悼。
"1月13日病逝于新山苏丹 

娜阿米娜医院加护病房内的女 

童，经化验证实对A型流感呈阴 

型反应，死因还在鉴定中。”

‘‘至于在雪兰莪州一家私人

医院逝世的儿童案例，则仍在 

进行化验，尚未鉴定死因是否 
与感染A型流感有关。”

诺希山指出，从去年12月至 

今，“类流感疾病” （influenza 
like illness, ILI )及严重急性 

呼吸道感染（SARI )病例确 

实有所增加，病例多数集中在 
吉打、森美兰、马六甲、吉隆 

坡、布城、霹雳、柔佛、彭 

亨、槟城、登嘉楼和砂拉越， 
但疫情受到控制。（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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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駛到沙登醫院門口

雪精明巴

(雪邦15日讯）雪州精明巴士计划首次使用外形犹如 

“面包车”的小型巴士，雪邦市议会将成为该计划的试 

金石！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披露，雪邦市 
议会是雪州精明巴士计划中，首个使 

用小型巴士的地方政府，外形如“面 

包车” （Bas Coaster)的小型巴士， 

主要川行辖内的2条路线，包括首次驶 

到沙登医院大门口。

他说，倘若小型巴士获得乘客们的 

良好反馈，州政府计划推动到其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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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雪州公共交通委员会会议中，指示 

市议会研究使用体积较小，如迷你巴

士的巴士，确认有关巴士适合使用。

他说，市议会是于去年4月提呈报 

告，建议在SPG3和SPG4使用小型巴 

士，在8月份申请为小型巴士计划进 

行公开招标，较后于12月1日遴选了 

SKS Coachbuilders Sdn Bhd，负责在 
SPG3和SPG4路线提供小型巴士载客 

服务。

拟推其他地方政府路线

“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材B前曾和我 

会面，讨论了雪州各政府医院面对缺 

乏泊车位的问题，包括沙登医院，希

望州政府能让雪州精明巴士驶到政府 

医院门□。”

黄思汉日前为雪州精明"B a s 
Coaster”主持推介礼时指出，雪邦市 

议会其中一条精明巴士路线虽有经过 

沙登医院，但巴士无法驶到医院大门 

口，只能停在医院外面的大路，而从 

大路到医院有一段距离。

‘‘随著该经过沙登医院的路线使用 
小型巴士，巴士可直接停在医院主 

楼的大门口，相信能方便病人和家 

属°”
他指出，雪邦市议会的SPG3和 

SPG4路线将有4辆小型巴士川行；其 

中经过沙登医院的是SPG4路线。

出席者包括武吉免登区国会议员方 

贵伦、双溪比力州议员刘天球、雪邦 

市议会主席弗兹和副主席哈菲兹。

(TTE)

^■思汉指出，雪州精明巴士的搭客量从2015年7月 

只1日至去年12月31日，共达4520万8199人；其 

中有199万3919人是雪邦市议会4条精明巴士路线的搭 
客。

他指出，雪州大臣机构（MBI )的精明雪兰莪传递 

单位（Smart Selangor Delivery Unit, SSDU )已启用 

雪州精明交通系统（SITS )，鉴定巴士抵达的时间 

表0

他说，在雪州公共交通事务最近一次会议中，雪邦 

市议会也设立 “Bas Smart Selangor MPSepang” 脸 

书专页，为雪邦区的精明巴士搭客们提供有相关讯 
息，包括巴士故障、交通阻塞、行程表及活动等。

“此管道非常需要，也希望成为效仿例子，尤其是 
在为搭客提供最新消息方面。”

他相信为精明巴士司机提供培训，包括沟通、纪律 

及资讯术技的掌握等，有助于提高服务素质。
“也希望县、市议员把精明巴士的服务转达给人 

民，确保这项公共措施很好地被使用及照顾。”

他补充，雪州政府非常支持设立脚车道和行人道衔 

接巴士站和商业区，加强公共交通的便利。（TTE )

黄思漢：設臉書提供訊息

■黄思汉（右三）和众嘉宾及媒体记者试坐小型巴士。左 

二起为方贵伦、刘天球、弗兹以及哈菲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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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風倒樹壓毁檔口
業者促沙亞南市廳速修剪

(沙亚南15日讯）沙 

亚南第六区摩登巴刹对 

面食肆的大树遭大风吹 

倒连根拔起，压毁一间 
档口，让业者无辜损失 

13万令吉，他因此促请 

沙亚南市政厅尽快修剪 

大树，避免再次发生树 

倒意外事件。

食肆摊位业者罗斯里 
拉萨今日在马华雪州公 

共投诉局主任赵启兴 

陪同下召开记者会时表 

示，他对该场风灾仍心 
有余悸，所幸事发当曰 

他休业，才未酿成人命 

伤亡的悲剧。

他说，该区仍有至少 

5棵状态不佳的大树有 

待修剪或砍除，其中一 

棵树的根系已外浮至路 

面，他及其他小贩每曰 

都提心吊胆。他吁请沙

亚南市政厅尽快修剪这 

几棵大树，避免发生因 

树倒引发的伤亡意外。

“风灾是去年12月15 

日晚上9时30分发生，当 

时大风将食肆附近的大 

树连根拔起，大树倒下 

压毁食肆，不偏不倚压 
到我的摊位。”

向沙市听索偿20万

他说，其摊位严重受 
损，摊位的屋顶、厨房 

用具及桌椅皆报销。他 
共花费了 4万令吉更换新 

屋顶及维修，并暂停营 

业进行修复工作约3个星 

期，至本月9日才恢复营 
业。

"我已致函沙亚南市 

政厅要求索偿20万令 

吉，惟市政厅迄今未派 
估价师来评估损失。’’

他补充，他在该处营 

业30年，估计大树树龄 

约30岁，不时都有发生 

树枝倒下砸破汽车车镜 

事故，惟是首次发生大 

树压毁食肆摊位。

赵启兴表示，他早前 

接获沙亚南马青团团长 

郑光杰的投诉，前来了 

解情况。“据我所知， 

沙亚南一带都面对大树 

过于茂盛问题，其中一 

地区还发生大树压毀汽 

车的事故。”

他认为，市政厅应该 

定时修剪大树，砍除不 

健康的大树，以策安
O

“沙亚南马青团会继 

续跟进此事件，并向 

市政厅确认砍树的曰 

期。”

郑光杰也承诺将会继 

续跟进，同时希望领养 

该区的沙亚南市议员多 

关心民生问题。（TTE)

■赵启兴（左二）促请沙亚南市政厅关注第六区摩登巴刹对面食肆的风灾 

问题，定期修剪树木。左三起为罗斯里及郑光杰。

Page 1 of 1

16 Jan 2020
Guang Ming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Supplement • Audience : 49,712 • Page: KB6
Printed Size: 283.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4,262.00 • Item ID: MY0038458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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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打港口逾2000名村民因天气干旱面对断水困扰。（图取自马 

新社）

吉港口天气干旱断水
逾200◦村民受影响

(亚罗士打15日讯)吉打港 

口逾2000名村民因天气干旱 

面对断水困扰而影响日常生 

活，村民被迫向邻近甘榜的村 

民取水，或购买过滤水煮水、 

冲凉以及饮用。

受影响的村民来自吉打港 

口一带的甘榜登嘉、德沙拉纳 

园、沿海甘榜、巴德拉园以及 

公共组屋园。

吉打港口甘榜登嘉村民在 

数天前面对断水情况，达鲁阿 

曼水供公司派水给村民，村民 

以水桶盛水。

村民希望这项问题能尽早 

解决，同时也希望政府采取长 

远解决方案，一劳永逸解决问 

题0

干旱气候影响稻米收成
另一方面，干旱气候也影 

响稻米收成。

自去年11月起天气干旱 

迄今，造成稻米营养不足而变 
成黄色，巴当柏拉虎约5◦名稻 

农担忧情况若持续，将导致稻 

米枯萎，从而影响他们的收入。

巴当柏拉虎的一名稻农查 
基依布拉欣(47岁)表示，基于 
缺水和营养不足，他所种植的 

稻米将会损坏，造成他将面临 

1万至1万1000令吉亏损。

他说，根据施肥时间，稻 

穗长成20天后就必需施肥， 

之后30天及45天再施肥，然

而，他只及时在稻穗长成20 

天时施过一次肥。

他说，在之前有下雨，稻 

农可以寄望雨水降临，但是如 

今旱季，情况有些难。

稻农冀供应足够水源
苏克阿末(51岁)拥有8亩 

稻田地，则希望慕达农业发展 

局能依据时间表，协助稻农， 

供应足够的水源，以便不影响 

第2季的种稻季节。

他说，如果情况持续，他 

可能面对亏损1万5000至1 

万600◦令吉的亏损。

北部地区运河水位低
另一方面，慕达农业发展 

局总经理拿督弗兹阿里指出， 

灌溉水来源有问题是因为北部 

地区的运河水位低。

不过，他说，这问题将在 

短期内解决，慕达农业发展局 

也吁请农民配合，善用水源， 

勿浪费水。

他说，慕达农业发展局的 

821个流动水泵已派发给受影 

响的农民，并且也在瓜拉姆拉 

一带，使用155个再循环水 

栗0

他说，农民也受促使用自 

家的水泵灌溉稻田。

根据2/2019稻米种植及水 

源供应时间表，灌溉稻田的时 

间是今年1月28日、2月6日 

以及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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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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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在后巷巡视，采取行动对付违例业者

叶健南：提升商业区 

的卫生可让访客留下 

好印象。

威美罗商业协会筹委

^会主席叶健南指出， 

该商业区后巷复新计划于2017 

年展开，基于当时只是市议会 

与双威集I才丨配合，没有商家参 

与在内，效果不显著。

部分业者不愿配合

“我们在去年组成了以业 

者为主的筹委会，开始参与复 

新丁作，地方上的卫生明显获 

得改善，尤其是后巷，十净了 

许多，也在3个月前绘上了壁

他很遗憾，部分餐饮业者 

不愿配合，包拈旱前已使用柱 

子封起的PJS11/28A及PJS11/ 

28B路后巷，其中A巷柱子被

人偷走^还有业者偷偷在后巷 

或横巷洗涤，柏油路面W长期 

泡水而损坏。

“也有厨余垃圾没处理 

好，乌鸦觅食，一些业者放任

其他人在商业区内乱失垃圾， 

没有负起监督的责任。”

业者应肩负公民责任

他指出，该商业区靠近双

威金字塔购物中心，有一半访 

客为游客，当地是兴旺的商业 

区，业者应该肩负起公民责 

任，共同维护商区的形象，为 

访客留下好印象。

食品管制法令第62条文，下 

令关闭，14天内提升卫生。

另有6家因为厨房装置不 

标准接警告信，另有3家因没 

有执照触犯市议会贸易、商业 

及工业执照法而接罚单，而有 

4家W没有广告执照被发罚 

单。

共检查23家

6食物杂货店卫生获A级
市议会当天共检查了 23 6家获得A级、9家B级、1

间食物及杂货商店，卫生组也 家C级及1家D级：获D级 

分别为他们标签卫生星级，有 业者因不符合市议会2007年

!

后巷所设的防轿车进入柱子，也被人偷走，阿法利扎（左二） 

前往巡视。

落实安全城市

复新后巷一改负面印象
梳邦再也市议会公关组副 

主任阿法利扎指出，由于大部 

分后巷给人荒废不安全的感 

觉，当局积极在多个商业区推 

动后巷复新计划，以进行地方

营造(Place-making) 改

后巷负面印象，落实安全城市 

目标0

后巷禁置放杂物

他说，蒲种柯那里路、梳 

邦再也SS15、蒲种公主城、蒲 

种柏兰岭宵在推动这项计划， 

以改变整个商区卫生，阻止后 

巷被人滥用或充作置放杂物的 

地方，一'改后巷形象，丨丨:人觉

得后巷是安全使用的。

“在这项计划，我们要求 

业者遵守条例，例如餐饮业 

者，不可在后巷清洗或把厨余 

或油积流人沟内或地面，不可 

在后巷建违规设施及冷气排水 

管，也不可随意让水滴在地面 

上造成损坏。”

他说，双威美罗商业区涉 

及后巷分别是PJS11/28A及B 

路后巷 '约有40多间店屋。 

过去市议会也不时有到来取 

缔，包括今次联同多个单位展 

开大型的取缔，目的在于丨丨:商 

家遵守条例及有纪律。

业者在后巷洗刷，路面因常期泡水而损坏

新闻特区 

PJS11

■liS

梳邦市会配合复新计划

6

安
设
 

与建
 

生
房
 

卫厨
 

、给
 

容
信
 

T1T-

告
 

的^li

 

巷
张
 

后
 

是尤
发
 

，
共
 

1)

及 
S1

以 
J
 
，
 

(P
闭

区
4

M
下
 

罗I
 

威生M
s

寺
因«

豕

处重
善
的

妥生没卫及境
圾环垃

对丢
者

意业随
强

I
獅

业
亍

分
制

7
V

J

 
么
\

立口取因但之点地的定圈
次今过Li

M'希局当致以

全

家

。
划

»1'

为

士口

夕

 
_

 
鸟

、
l
/r
宇

、-
/C

会
有
罚
巷

|
整
 

议

h
获
后
射
方
 

市
动
接
新

H
地
 

也

行

店

复

_
护
 

再

缔

家

会

££
维
 

邦
取

7
议
成
， 

梳
合
有
市§

例
 

丨

联
另
也

_
条
 

讯
开
，再
洗
局
 

日
展
者
邦
巷
当
 

5
队
业
梳
后
守
 

J11
率
的
是
在
遵

 

£
早
准
地
、及 

S

今
标
当
余
以
 

35，

符
厨
， 

A
全不理视

Page 1 of 1

16 Jan 2020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KL/Selangor • Audience : 27,667 • Page: B1
Printed Size: 1433.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8,025.00 • Item ID: MY003845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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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座底层的地陷问题越加严重。左起为阿末阿希、冯光前、玛丽 

亚陈；左五为三苏费道斯。

水，希望国州议员可以帮忙， 

勿II:问题恶化下去。

“该组屋的地陷问题其实已 

经很久，J座也不是第一个发 

生这问题，之前H座也发生过 

类似问题。”

出席者还有雪州行政议员 

许来贤特別助理冯光前。

美丹花园区州议员三苏费 

道斯促土地局，尽快寻找专家 

到当地检查。

“这儿过去是矿区，土地架 

构不比一般的稳固”

他希望t?家能够找出解决 

方案，同时尽快评估当地是否 

安全或适合居住。

八打灵柏兰岭组屋

地陷困扰居民十年
(八打灵再也15日讯）八打

灵柏兰岭组屋J座地陷问题十 

年未曾修复，居民忧心地陷 

愈加严重，影响住家安全。

八打灵再也区国会议员玛 

丽亚陈今旱携同八达岭县土

地局官员前往巡视及检查状况 

时说，居民已多次投诉，但问 

题一直无法解决，他们也担心 

地陷问题有恶化现象，扩散至 

住家内，造成危险。

“据居民投诉，过去曾经有

蟒蛇在地陷裂缝下出没，我们 

希望当局可以尽快找来t?家， 

找出地陷肇闪及解决方案，避 

免出现最坏的状况。”

属私人物业拥管理层

此外，八打灵再也市议员 

阿末阿希说，八打灵柏兰岭组 

屋并非政府组屋，而是私人物 

业，拥有木身的管理]3。

他曾经把问题带入市政厅 

讨论，不过因为上述原W，而 

无法协助，惟地陷处下雨会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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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风雨树压毁食肆 

业者忧大树再肇祸
(莎阿南15日讯）逾30年老

树突压倒食肆，导致业主无故 

蒙受约13万令吉损失；还有 

其他不健康的大树在食肆旁生 

K:，让另5户食肆业者感到日 

日提心吊胆！

上述事件发生于莎阿南第 

6区卡瓦沙里6/8路，受殃及 

业者罗斯里拉萨指出，于去年 

12月15 R晚间9时30分，W 

前一晚倾盆大雨加上强风“助 

阵”，该老树被连根拔起并压 

向其食肆，导致屋顶与店内桌 

椅通通报销。

“所幸当时刚好休业，无 

人在店内；若是平常该时段，

店内高朋满座，包括我的6名 

孙子会在当地溜达玩耍，恐后 

果不堪设想。”

他今R在雪州马华投诉局 

主任赵启兴的陪同下召开记者 

会时，这么指出。陪同者有马 

华莎阿南区团团K：郑光杰。

罗斯里拉萨在当地营业已 

有30年，他说该些大树年龄 

至少有30至40年，莎阿南市 

政厅旱前虽曾派人修剪，但大 

树总是快速生长，如今更发生 

严重树倒事件，令人担忧。

他事发后立即时向市政厅 

通报，当局有派员前往清理残 

局与修剪树枝，惟却不见砍伐

行动。

“截至目前，当地尚有约5 

棵不健康大树待修剪或砍伐， 

甚至一些大树的根已外露，担 

心这些树会再次遭遇强风，连 

根拔起，危及安全。”

他提及，其食肆屋顶被压 

坏后，被迫休业一个月，花费 

4万令吉修缮，无辜蒙受约13 

万令吉的损失，苦不堪言。

他已在12月已至函市政 

厅索偿近20万令吉，至今音 

讯全无，当局Hi没安排估价师 

前来视察。

赵启兴（左二）及罗斯里拉萨吁请莎阿南市政厅，尽速展开应对 

措施，避免莎阿南第6区再次发生树倒事故，酿发悲剧。左四为

郑光木。

赵启兴吁莎市厅尽快处理
赵启兴吁请莎阿南市政 事故，当地居协曾自发进行砍

厅，尽快采取应对措施，避免 树行动，却被市政厅警告，称

树倒事件再次上演，酿成伤亡 砍伐一棵大树将被罚款3000

意外才来亡羊补牢。 令吉，居民不敢轻举妄动，砍

他说，除了食肆被压坏， 树行动也唯有作罢。

莎阿南其他地区也发生树压车 “今次是当地在过去30年

来，首次发生如此严重树倒事 

故，市政厅和市议员应该勤来 

巡视，聆听民瘼。”

此外，郑光杰说，将密切 

与市政厅跟进业者的索偿事 

宜，同时要求当局针对摇摇欲 

坠的大树，展开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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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免费水还是要稳定水供?
自从在2008年的308大选掀起政治海 

嘯后，主导政局的巫统与国阵成员党影 

响力大減。原本国阵时代建立好的基建 

服务逐渐瘫痪，中央和州政府在地方行 

政在协调上号令艰难。公务员群体和朝 

野选民经过多年势力做大，在往后的大 

选势必论■为朝野政党争相讨好的对象。

希盟（当时的民联）在3〇8大选获 

得州政权后，为了证明凭從清廉和良好 

施政，所获得盈余可利用作福利来回馈 

雪州子民。结果，雪州成为全国首个落 

实免费水的州属。而且，雪州子民同时 

享有与其他州属不同的惠民措施，一切 

到2018年希盟获得中央政权后，政策才

开始出现变化。

要维持国家行政运作，财政支出 

平衡非常重要。不能说省钱就是清廉的 

表现，也不是推动惠民政策是好的就应 

该落实。执政者必须懂得拿捏，不要为 

了面子问题继续忽视缺乏经费的事实。 

所以，如果水费调涨势在必行，不应为 

讨好选民，让雪州继续暴露在水供危机 

中。

水源、土地和天然资源部长拿督西 

维尔曾指出，国内有三个发展繁荣的地 

区，由于蓄水设施不足，导致儲水量非 

常低。如果不再调涨水费，未来5年将会 

不断重复面对制水危机。所以，雪州政

府应当机立断，如果是提升水供系统， 

选民短期内再不满，长期来看还是会认 

同政府的。

然而，在惠民政策降低福利后，希 

盟政府相对的应该节约，不是调涨自己 

的津贴或更换豪华的官车。很多希盟支 

持者，在509大选后就准备勒紧裤头，准 

备跟希盟政府吃苦改革。然而，政府却 

落实许多U转政策，甚至在大课题上不断 

伤害了选民的心，更显示出政府无法遏 

制敏感课题。

平心而论，良好的民生福利是需要 

对等的经费。希盟政府为了降低开销而 

委任新的垃圾承包商。在解雇垃圾承包 

商阿南弗拉后，多年建立起的垃圾和卫 

生工作的系统，新承包商必须从头开始 

摸索。地方政府早期非常落力监督垃圾

工作，最后却沦为环境卫生责任，在于 

人民的身上。

巴生在希盟执政十多年来，不单被 

投诉道路破烂不堪，垃圾卫生工作也不 

断出状况。在对付表现不佳或不负责任 

的承包商时，发现很多时候是投诉拨款 

不足，很多垃圾承包商只能维持50%至 

70%的工作天，承包商每个月最后几天由 

于经费不足，只选择重点区收取垃圾。

从教育上劝导人民照顾卫生是合 

情合理，实际上，要维持有素质的垃圾 

卫生工作，只从教育宣导单方面高调宣 

传，在投入垃圾工作的经费比阿南弗拉 

时期来得少时，要搞好服务谈何容易？ 

因此，为了改善雪州不断爆发的水供危 

机，雪州政府应该当机立断，一劳永逸 

地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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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政府承认印裔领袖地位
吉隆坡15日讯|雪州大臣

拿督斯里阿米鲁丁表示，雪州 

政府已通过2020年财政预算案 

宣布承认印裔社群领袖（Ketua 

Komuniti India )的地位，并 

会提供这些领袖津贴。

他说，雪州政府致力维护 

雪州子民的福利，推动多项计 

划协助有需要的群体，例如拨 

款100万另计推动GROW计划，

协助印裔社群走出贫穷。

阿米鲁丁今曰配合彭哥 

节发表献词时表，彭哥节象 

征丰收节，也是印裔社群的新 

年，印裔民众将会连续欢庆4 

天，并会准备各种传统美食， 

希望新一年充满好运。「希望 

彭哥节将会为雪州及子民带来 

新气象，同时也祝福所有印裔 

群众彭哥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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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三才华小领5万令吉大红包
怡保15日讯卜洽保三才华小 

农历新年前接5万令吉大红包！ 

该华小在霹雳大臣机构捐助 

下，喜获上述款项做为推动学校 

发展基金用途，校方已计划用在 

为校园安装升降机的用途。

三才华小董事长李钊毅周三 

在霹州大臣办公室，从大臣机构 

首席执行员安华手中接过模拟支 

票，并获大臣拿督斯里阿末费沙 

见证。在场者包括霹州秘书拿督 

阿末苏艾迪、三才华小董事总务 

胡国忠、校长胡宏福、副校长王 

秀珍、老师刘秋萍及10名学生。

李钊毅说，该校去年有幸被 

选为在8月24日主办201 9年「传 

统效忠君主精神」霹雳州演讲比 

赛局中组决赛举办场所'露州办

丹纳兹林沙不但大驾光临，也宣 

布通过苏丹阿兹沙基金会御赐10 

万令吉予该校。

「而身为主宾之一的大臣过 

后更在同一项活动，宣布拨款5万 

令吉给该校，以用作学校发展用 

途’所以今天是被通知肖U来领取 

第二项目的捐款。」

安装两部升降机

他说，董事部本计划在今年 

内为新校舍安装两部升降机新设 

备，以利便师生上下课用途，因 

此所得的「大红包」将拨在这项 

用途。

不过，他指升降机价格昂 

贵，所得的款项并不足，仍需通

安华（前左3)移交模型支票予李钊毅（右3)，并由胡秋萍（左起）、王秀珍、胡囯忠及彭宏 

福，以及阿末苏艾迪（后排左起）和阿末费沙见"i正。

过其他管道筹资。 上述款项予该华小，以协助强化 铁船5号，主办别开生面的「返回

另外，安华表示，大臣机构 霹州教育领域及素质。 校园」计划，捐款开学用品予100

是在履行社会企业责任下，捐出 他指该机构早前也在督亚冷 名清寒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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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斯达法掌土著议程领导单位
布城15日讯|经济事务部

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宣布， 

曰里国会议员拿督斯里慕斯 

达法将担任土著议程领导单位 

(丁ERAJU )主席，任期两年。

阿兹敏今日发文告称，首 

相敦马哈迪已同意任命慕斯达法 

出任土著议程领导单位主席。

慕斯达法是马来政坛资深 

领袖，退出巫统后于2018年10月 

加入土著团结党，此后不断有传 

他将获委重要职务，甚至入阁。

阿兹敏指出，慕斯达法是 

位在经济学、金融、教育和贸 

易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领袖。

阿兹敏称，土著议程领导 

单位作为领导，推动和协调土

慕斯达法®日里囯会议员

著参与国民经济领导机构，相 

信慕斯达法将能使土著议程符 

合《2030年共享繁荣》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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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冠英（右三）与印度同胞一起参与烹煮甜牛奶米粥。右二为哥宾星。

林冠英:力證馬是多元種族國

政府沒禁各族共慶豐收節
(蒲种15日讯）财政部长林冠英指 

出，庄今日的内阁会议上，政府没有禁 
止欢庆丰收节（Ponggal),这证明了我 

国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各族以更宽 

容的心态，共同欢庆各自的庆典佳节。

参与蒲种兴都庙Pongga丨庆典

他今晚在蒲种Sri _\_laha Mariamman兴

都庙参与丰收节庆典时说，各种共同欢 

庆佳节的文化，促成我国社会互相礼让 

及和谐，这个特色应该继续维持下去。

“尽管我不是印度人，不过我每年 

依然出席这项庆典活动，与印度同胞 

天欢庆这项节日。”

他说，即使他参与友族同胞的节庆 

活动，但却不会改变其宗教信仰。

哥賓星:與宗教信仰無關

豐收節是文化慶典

通
讯及多媒体部长哥宾星指出， 

丰收节是一个文化庆典，和宗 

教信仰没关系。

“丰收节是…感恩的节日，也是 

带有庆祝丰收的意思，并代表着我们进

步及成功。”

他也说，我国是个多元种族的国 

家，有着不同的宗教及文化，不过各族 

互相尊重，以致我国社会团结。

林冠英及哥宾星也与印度同胞一起 

参与烹饪甜牛奶米粥，现场气氛和乐融 

融。在场者尚有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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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〇9 at
两粒灯笼很大粒;9美二

⑷人潮和

，警_“聽获，新

報道►張淑媚
卫星市年货市集大红灯笼高高挂，却没带动人潮？

市气.,.卜财_七//、’、巾杲迈入第二壬
智荣，指市集搬迁差并“标签了黄

(巴生1 5日讯）尽管大红灯笼高高 

挂，并且做好新年布置，但巴生卫星市年 

货市集却被指无法带动买气和人潮，更有 

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吐槽“连鬼都没看到一 

只”！

巴生卫星市年货市集今年“搬家”到 

双溪布鲁1 3D巷惹争议，但市议员黄智荣 

受询时强调：“我该做的也做了，从宣传 

到治安方面，每样都不马虎地去处理及解 

决〇 ”

据知，上周日（12日），有一名在 

该年货市集摆摊的男子，在脸书上发帖并 

“标签”负责该区民生问题的巴生市议员 

黄智荣；吐槽对方指挂红灯笼是为了带动 

人潮，但时间进入晚上9时30分，连鬼都没

看到一只，气愤地调侃：“你不是很喜欢 黄智荣也有张挂横幅，通知大家年货市集已“搬家”。

开直播吗？现在方便过来开直播吗？

黃智榮：越接近年關將越熱鬧
对上述事件，黄智荣对《大都 

t|会》社区报记者表示，若根据 

这则帖文主人所发布的消息而言，卫星 

市年货市集才刚开始第二天，相信是居 

民购买年货“慢热”所致，并不能直接 

定论说“搬迁没人潮”

“年货市集一般都会有14天，这次 

是从本月10日起至24日。有关人士在脸 

书投诉那天才刚进人第二天，相信居民

通常都是赶在最后关头才冲刺，所以如 

今新春购买欲属慢热；越接近年关，就 

会越热闹:”

他说，他曾于日前（5R )探访- 

些摊主，以了解整个销售情况，摊主称 

生意不错，除了当地人，甚至有外来者 

前来光顾，只是有时天不作美，频频下 

雨，才让摊主无法营业。
早前卫星市频传治安不靖消息，黄智荣（左一）邀当地志愿 

巡逻队驻守和巡逻，以保护居民的安全。

盱業者相互配合衝業績
@智荣表示，还有，不排除另一个潜在因素，是 

M居民货比三家，所以到其他地方或上网买年 

货。

“我们（市议会）已尽所能去做各种宣传，以吸 

引更多人潮前来，带动新春买气，包括四处张挂布条， 

提醒大家年货市集已搬迁、增添新年饰品布置、提供足 

够泊车空间，以免交通混乱及安排交通指挥员维持秩序 

等。”

再者，基于前阵子卫星市频传治安不靖消息，有 

“爆镜党”光天化日干案，导致居民也不敢外出购物。 

对此，他指出，为了让居民能安心买年货，该区也出动 

卫星市志愿巡逻队，在年货市集泊车场处驻守和巡逻。

“若摊主觉得业绩不理想，可能可以考虑张挂布条 

或在网上宣传，相互配合。”

他透露，为了更刺激买气，在来临的周末（19日） 

晚上8时，该区也会有舞蹈表演、舞狮及财神爷贺岁，炒 

热年货市集气氛。届时，他将派出1000份红包封，并邀 

请雪州行政议员兼巴生新城区州议员拿督邓章钦出席活 

动。

指搬遷爲防交通亂象
_^一方面，黄智荣也解释，往年卫星市年货市集 

3设在双溪布鲁14路，之所以会“搬迁”至13D 

巷，是因为避免交通出现乱象。

“卫星市的双溪布鲁路为这里的主要要道，很多驾 

驶人贪方便，随便停车或‘抄小径’左拐右弯，造成交 

通乱糟糟惹民怨，才决定把年货市集搬去较空旷的空地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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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行雪和2路饑
(雪邦15日讯）雪邦市议会迎来雪州精 

明巴士计划中首次使用且外形宛如“面包 

车” （Bas Coaster )的小型巴士，主要川行辖 

内的两条路线，并将首次驶到沙登医院大门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说，雪邦市议会是雪州精 

明巴士计划中，首个使用小型巴士的地方政府，将 

成为雪州首试。

他说，倘若该小型巴士能取得乘客很好的反 

馈，州政府也计划推动到其他地方政府的路线。

抵

院

@思汉日前为雪 

•州精明“ B a s 

Coaster”主持推介礼时指 
出，在雪邦市议会的其中 

-条精明巴士路线中，该 

t巴士将经过沙登医院，但 

巴士无法直接行驶到沙登 

11医院大门口，只能停在医 

院外面的大路，从大路到 

医院是有一段距离。

“随着该经过沙登 

医院的路线已使用小型巴 

士，该巴士将直接停在

A 医院主楼（Lobi Hospital 

Serrlang )的大门口， 

相信将能方便病人和家 

JRa

他指出，雪邦市议会 
的两条路线，即SPG3和 

SPG4的路线将有4辆小型巴士川 

行；其中，经过沙登医院的就是 
SPG4路线。

出席者包括双溪比力区州 

议员刘天球、武吉免登区州议员 

方贵伦、雪邦市议会主席弗兹和 

副主席哈菲兹。

便
病

家
M

黄思汉 

(左五）推 

介雪州精明 

巴士计划中 

首次使用的 

小型巴士。 

左—起为刘 

天球、哈菲 
兹和弗兹； 

右一为方贵 

伦。

众嘉宾试乘小型巴士。

4路線搭客量達199萬
@思汉指出，雪州精明巴士的搭客量从2015

^«年7月1日至去年12月31日，共达4520万 

8199人；其中有199万3919人是雪邦市议会4条精明 

巴士路线的搭客。
他指出，雪州大臣机构（MBI)的精明雪兰莪 

传递单位（Smart Selangor Delivery Unit, SSDU )已启 

用雪州精明交通系统（SITS)，鉴定巴士抵达的时 

间表。_

他说，在雪州公共交通事务最近的•次会 
议中，雪邦市议会也设立“Bas Smart Selangor 

MPSepang”脸书专页，为雪邦区的精明巴士搭客

们提供有相关的各项讯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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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他说，雪州政府也非常支持设立脚车道和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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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被使用和照顾，目 

前也有人投诉在巴士内遗失物品等，搭客也必须要 

照顾好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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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樹壓發食權損13萬
小販促市廳快快修剪

(沙亚南15曰讯）沙亚南第六区摩登巴 

刹对面食肆的大树年久未修剪，早前遭大风 

连根拔起，压毁其中一间档口后，无辜业者 

蒙受13万令吉的损失，他因此促请沙亚南市 

政厅尽快前来修剪大树，避免发生树倒意 

外。

仍有5大树待修剪

食肆摊位业者罗斯里拉萨今日在马华雪州公 

共投诉局主任赵启兴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表示，他对 

在去年12月15日晚上卯寸30分发生的风灾仍心有余 

悸，所幸事发当日他休业，才未酿成人命伤亡的意 

夕卜。

他说，该区仍有至少5棵健康状态不佳的大树 

有待修剪或砍除，其中有…棵树的根已外浮至路 

面，他及其他小贩每日提心吊胆营业。

他也吁请沙亚南市政厅尽快前来修剪，避免发 

生因树倒引发的伤亡意外。

“事发时的大风将食肆附近的大树连根拔起， 

而大树则倒向压毁食肆方向，不偏不倚压倒我的食 

摊。”

他说，其摊位严重受损，摊位的屋顶遭压毁、 

厨房用具及桌椅也报销。
他补充，他共花费4万令吉更换新屋顶及维 

修，并暂停营业进行修复工作约3个星期后，即在 

本月9日才恢复营业。

致函要求索偿20万

“我已致函沙亚南市政厅要求索偿近20万令 

吉，惟市政厅迄今仍未派估价师前来评估损失。”
他补充，他在该处营业30年，估计大树树龄 

约30岁，期间不时发生树枝倒下，砸破汽车车镜事 

故，惟这次是首次发生大树压毁食肆摊位意外。

罗斯里说，该食摊遭倒下的大树压毁，估计损失13万令吉:

沙亚南市政厅用警戒线将摇摇欲坠的大树围起，不让民众靠近。

趙啓興：應定時修剪大樹
#启兴表示，他早前接获沙亚南马青团团长郑光杰 

M的投诉后，前来了解情况。

“据我所知，沙亚南…带都面对大树过于茂盛问题， 

其中一个地区也发生大树压毁汽车的意外3 ”

他认为，市政厅应该定时修剪管辖范围的大树，同时 

砍除不健康的大树，以策安全。

“沙亚南马青将继续跟进这个投诉，并向市政厅确认 

砍树的日期。”

另外，郑光杰说，他承诺将继续跟进该投诉，并希望 

领养该区的沙亚南市议员多关心该区的民生问题。

三
起
为
罗
斯
里
及
郑
光
杰
。

摩
登
巴
刹
对
面
食
肆
的
风
灾
问
题
，
并
定
期
前
来
修
剪
树
木
。
左
 

赵
启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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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二

)
吁
请
沙
亚
南
市
政
厅
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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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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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思漢等後日派春聯 地點：蒲種宏願花園早市

民众可在1月18日前往蒲种宏愿花园早市巴刹On On茶室前，领取由郑英杰带领一批 

艺友书写的春联,i

(八打灵再也15日讯）配合农历新年 

的到来，蒲种金銮区州议员服务中心与梳 

邦再也居协16区将于本月18日（星期六） 

上午7时30分，在蒲种宏愿花园早市巴刹 

On On茶室前举办“家家贴春联”推介礼， 

现场将派送千张春联给予大众。

活动将由梳邦区国会议员黄基全、 

金銮区州议员黄思汉与梳邦再也市议员叶 

国荣联合推介，旨在鼓励大家珍惜手写春 

联。

现场的春联是由书法导师郑英杰带领 

-批艺友，耗时近两个月书写的七字、五 
字与单字春联等D

有意领取春联的大众，可在当天早上 

8时30分前前往领取，送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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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蘇菲道勿斯：地段為前礦地盼專家檢測
/、正党美丹花园州议员厂苏菲道 

/^勿斯指出，据了解，J座组屋地 

段昔日是采矿地段a
他希望土地局能够尽快安排工程顾问 

与专家检测地质，与采取进一步的修复行 

动。

阿末阿希：其他座面对不同程度地陷

八打灵再也市议员阿末阿希指出，八

打灵柏兰岭组屋其他座的单位同样面对不 

同程度的地陷，’惟J座最为严重。

他披露，居民多次提出投诉，他也曾 

向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反映此课题，该组屋 

理应由联合管理机构管辖，奈何该组屋没 

有联络管理机构，因此他们向国会议员求 

助。

出席者包括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的特 

别官员冯光前。

一座居民担心地陷情 

况会日益严重，恐出现建筑 

物倒塌危机。

裂痕。

i第一层楼的外墙出现

囑

居民：

睡覺也擔憂建築塌下

居
民表示，八打灵柏兰岭组屋 

'共有10座组屋，建立于2006 

年，当初居民都是从木屋区搬迁过 

来。

居民拉玛达斯指出.地陷导致洋 

灰地面严重凹凸不平，造成居民出人 

非常不便，尤其是长者和孩童经过时 

都必须格外小心，以免被绊倒。

“我们非常担心更严重的情况随 

时发生，担忧建筑物可能会在我们人 

睡时塌下:”

組屋庙層出4

Ilf
©©©©

八打靈柏蘭嶺組屋
(八打灵再也15日讯）八打 

灵柏兰岭组屋J座底层出入口的 

地面在过去1〇4来逐渐下陷，如 

今部分地面已下沉达9吋，缝隙 

不断积水，时而下雨水灾_，甚至 

还有蛇出没，吓坏居民！

八打灵再也区国会议员玛丽亚 

陈指出，有关组屋底层出人口的地陷 

情况严重，虽然没有延伸至房屋单位 

内，但已威胁居民的生活与安全。 

此外，组屋外墙还出现裂痕。

没有设联管机构无法处理

5层楼高的J座共有100个单位， 

该组屋底层地陷情况存在大约10年之 

久，有关情况理应隶属联邦政府部的 

地方政府部处理，惟因组屋没有成立 

联络管理机构，至今没有解决方案。

玛丽亚陈今日下午亲自巡视有 

关组屋的地陷情况时指出，希望各单 

位代表通过这次的巡视与造访，能够 

尽快找出解决方案

她说，她将会联同多个单位， 

包括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地方政府 

部联手等部门一起合作与商讨解决方 

案，尽快展开研究丁作，包括测试采 

取测试土质和修复行动等等。

玛丽亚陈（左二）联同阿末阿希（右起）、三苏菲道匆斯与冯光前巡 

视地陷情况，其中一名居民的单位门前地面就下沉约9吋深。

10年來不停下陷鏠隙下雨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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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绒士拔15日讯）丹绒士拔义务消 

防队日前举行大厦落成开幕典礼，象征丹 

村义务消防队巍峨大厦正式启用，并为丹 

村义消队历史刷下新的一页s

丹绒士拔义务消防队邀请该队永久顾问兼 

永久赞助人拿督吴亚烈、监护人拿督斯里庄祷 

融、永久顾问拿督林钦荣、主席林进利及该村 

管委会主席戴河松为开幕联合主持剪彩仪式：

同时，该队也在当天晚上于丹村情人桥 

宴会厅举办“大厦落成志庆、筹募添购水槽消 
防车基金暨迎新春”感恩联欢晚宴，筵开逾60 

席，并由该队永久顾问兼永久赞助人拿督吴亚 

烈为大会主持开幕，场面热闹且乐融融。

出席晚宴嘉宾包括丹绒士拔州议员柏汉、 

永久顾问拿督斯里张金镇、双溪比力前州议员 
叶怡华、瓜冷县议员黄锦伦及吴亚烈夫人拿汀 

赖清迈等。

叶怡华、吴亚烈、林进利、庄祷融、林钦荣、戴河松、陈胜德、谢绍全、林亚烈、谢绍英及谢家茂

嘉宾为丹村义消队大厦落成开幕联合主 

持剪彩仪式。前排左起为戴河松、林钦荣、 
吴亚烈、林进利及张金镇。

林
進
利

冉
村
最
tll*\

久
義
務
團
體

大
会主席兼理事会主席林进利 

在会上指出，丹村在1984年 

发生…起大火灾，瞬间烧毁11间双层木 

板店屋，所幸没造成人命伤亡。为了自 

救，在1986年村委会联合当地社团组织 

发动成立丹村义务消防队，迄今近34年 

之久，在当地堪称历史最悠久的义务团 

体d
他补充，由于该队原有的消防局已 

陈旧不堪，白蚁侵蚀，故此重建会所已 

是刻不容缓的事。

“2013年重建会所筹款运动在万众 

-心，同时，获得吴亚烈慷慨捐助220万 

令吉，藉此抛砖引玉作用，并深获各界 

空前响应，在同•年工程开始启动，- 
座巍峨大厦地标建筑物终于在2014年矗 

立在丹村。”

添购水槽消防车筹款破目标

他续称，为了提升消防设备，该队 

急需•辆水槽消防车，以在事发时可即 
刻展开救灾工作因此，需要筹募25万 

令吉的添购水槽消防车基金，令他欣慰 
的是，直到当晚筹获逾33万令吉，远远 

超出目标；他感谢各界的慷慨解囊，共 

襄盛举

他公布，该队建会所及添购水槽消 

防车基金，不包括热心人士所报效的软 

硬体设备，共筹获逾128万令吉。

柏汉（左）移交5000令吉拨款模 感恩联欢晚宴的主宾席嘉宾，右起起为谢迪谛、戴河松、黄锦伦、拿督

拟支票给林进利^. 斯里庄祷融、林进利、拿督吴亚烈及拿汀赖清迈夫妇、叶怡华、拿督林钦荣

及陈其统。

莊禱融：義消隊爲丹村貢獻大
祷融致词时赞扬林 

jit：进利的领导，并在 

全体队员合作之下，为丹村 

作出巨大贡献。

他非常欣赏丹村义务消 

防队同仁具有高瞻远瞩的抱

负，致力为义务消防局提升 

硬体设施，改善消防设备。 

这种不计得失，不求回报， 

愿为村民作出牺牲，且不遗 

余力承办义务组织的崇高精 

神，实令人肃然起敬。

柏漢：申請丹滅汝保留地建醫院
汉受邀致词时，赞 

扬丹村义务消防队 

在当地的巨大贡献，包括毗 

邻的甘榜发生火灾时，他们 

都会赶往灌救。

他续称，他获悉该队正 
筹募25万令吉购买-辆水槽 

消防车，但他们已经成功筹 
获33万令吉，这令他感到非 

常钦佩。

他也向雪州大臣申请保

留-片位于丹绒汝的23英亩 

地段作为兴建医院，惠及丹 

绒士拔及双溪比力的民众。

-旦丹绒士拔人口增 

加，他希望能够在丹绒士拔 

及双溪比力之间兴建-•间消 

拯局，以顾及两地居民。

他也宣布拨款5000令吉 

充作该队的添购水槽消防车 

基金〇

亚烈为大会主持开 

二幕时，感谢受邀 

为新大厦主开幕。该座巍峨 

大厦在理事不辞劳苦，并获 

得各界的力支持，终于在 

丹绒士拔傲然耸立，它可成 

为其他组织的典范，可喜可 

贺。

他指出，丹村义务消 

防队历史悠久，在丹村村民 

的日常生活中占重要地位， 

多年来协助灾黎抢救无数的 

财物，他们的服务精神值得 

钦佩及支持，所以要珍惜和 

维护它的发展，继续造福丹 

村。

赞助添购水槽消防车基金捐款人与一众嘉宾联合主持鸣锣、鸣鼓及剪彩仪式，前排从左起 

为拿督斯里庄祷融、林进利、哈芝伯汉州议员、拿督吴亚烈及夫人拿汀赖清迈、拿督林钦荣及 

拿督斯里张金镇

T丹村义消队大厦捐款人 

与嘉宾联合主持鸣锣、鸣鼓及 
剪彩仪式，前排从左起为林进 

利、哈芝伯汉州议员、拿督斯 
里庄祷融、拿督吴亚烈及夫人 

拿汀赖清迈、拿督林钦荣及拿 
督斯里张金镇。

•*~在林钦荣（右一起）的陪 

同下，吴亚烈为开幕典礼主持揭 

幕仪式。左起为林进利、戴河松 
及庄祷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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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DMAX英達島發電廠獲批
•TADMAX资源（TADMAX,4022,主板产业组） 

宣布，该公司联合环球控股（Worldwide)公司及韩 

国电力能源机构，接获及接受能源、科学、科技及 

环境部的通知信函，以在雪州英达岛发展综合-循环 

天然气涡轮发电厂。
该公司文告指出，上述发电厂产能为1200兆

瓦，将由该公司旗下工程公司——TADMAX英达电力 

有限公司负责推行，并且在接受发展上述计划后， 

它也存放值3000万令吉的银行支票以为表现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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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契
物
業
的
管
理

城鄕大桌

丁傑隆
雪州安邦再也Timggj

都市里的可开发土地有限，

城市化过程，土地使用趋向饱和，

責

且随着时间和 

使分

层地契物业成了晚近新趋势：

江2013年《分层管理法令》（Strata 

Management Act),所谓‘‘分层地契’’物业，实际 

上不只局限在高层公寓和组屋，也涵盖联排住宅 

(townhouse)、围篱保安社区、商店和办公楼。

分层地契的概念，就是除了己拥有的私 

^r|人物业范围，I主也必须透过组成的共管委员会 

>y|4 (JMB )或管理机构（MC ), “共冏管理”个

别私人单位以外划定的“共有范围”（common 

property),如保安亭、停车场、电梯，楼梯，公 

用走廊、游泳池、公园游乐场、健身房、垃圾屋 
>PP和屋顶水槽等，而相关维护经费即源自业主们定 

I-L-期缴付的“管理费”。

理想中的分层管理，业主们必须秉持高度公 

民意识，以及共管委员会或指定的代管代理必须表现专业。 

因此，在一般受教育程度高的豪华公寓、中高档围篱社区和 

现代办公楼，在管理与社区维护方面普遍鲜少面对问题。

不过，在一般公寓和组屋区，特别是廉价组屋，人民 

代议士就会常接获来自业主们的各类棘手投诉。这些投诉包 

括周遭环境卫生恶劣，盗窃案频频发生、共有范围停车位不 

足、随意征收停车费、管理费调涨不合理，基础设备如街 

灯和电梯无法正常使用等。共管委员会成员有太多政治介 

人，委任表现不佳的代管代理，乃至共管委员会的“改朝换 

代”，这些也会影响物业管理的服务品质。

当业主认为共管委员会无法改善问题，失去信心，就会 

逐渐拒绝缴付管理费。但另一方面，共管委员会则会归咎I. 

主们缴付管理费不足，在预算有限下，使共管委员会无法维 

持可持续的管理和运作，最终形成社区里的恶性循环。

许多业主并未充分理解在《分层管理法令》被赋予的 

权限，以及理应履行的责任。大部分向人民代议士投诉的业 

主，当被问及是否曾向共管委员会反映问题、或者是否有履 

行责任出席常年大会并提出意见时，答案都是消极。如果业 

主不愿参与社区，无疑是放弃了对本身居住环境共同管理的 

权利，就好比自己是公司股东老板，却放弃了庄董事会选 

出新管理层的权利有些甚至因为业主出席率不足、或没 

有意愿组织共管委员会，以致县市议会的建筑专员委员会 

(COB )被迫委任管理公司代理。

事实上，共管委员会就如同小政府，不可忽视，在都市 
里有些单位人口过千的分层地契社区，就好比一个郊区外的 

小州议席。共管委员会是由业主们在常年大会中选出，因此 

任何涉及社区里的重大事宜或投诉，正确管道应先向共管委 

员会反映并要求改善。因为属于私人产业，地方政府在很多 

事宜其实无权介人，仅能扮演协调角色。

而且，当业主在购买有关物业及签约的时候，其实合约 

内容也必定已告知业主各类细节与权利，即你购买的产业是 

分层地契，以及你认同分层地契管理的运作同时，合约也 

必说明应履行缴付管理费的责任，而非居住了之后拒绝缴付 

管理费，共管委员会其实可行使权力，提控任何拖欠管理费 

的业主，按《分层管理法令》业主将可面对罚款5000令吉或 

监禁3年、或两者兼施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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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國際貿工部長

慕斯達法受委TERAW主席
(吉隆坡15日讯）前国际贸工部 

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受委为土著议程领 

导单位（TERAJU ).主席，从I2月1日生 

效，任期2年。

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今日发表文告表示，首相敦马哈迪已同 

意委任慕断达法出任土著议程领导单位

主席。

慕斯达法在经济、财政、教育以及 

贸易领域富有经验。他是前巫统资深部 

长，曾担任贸工部长（2009-2018 )、农 

业与农基部长（2〇〇8_2〇〇9 )、高教部 

长（2006-2008 )、首相署部长（2004- 

2006)、第二财长（1998-1999 )、企 

业发展部长（1995-1999 )及副财长 

( 1993-1995 ).

阿兹敏相信，慕斯达法将能引领土 

著经济议程符合2030年共享繁荣愿景。

“有了新的领导人，我相信TERAJU将会继续增强土著 

的竞争力，同时巩固土著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a ”

慕斯达法受 

委为土著议程领 

导单位主席，从 

12月1日生效，任 

期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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