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eberapa negeri catat
peningkatan kes influenza A
KualaLumpur:Beberapane-
geri mencatat peningkatan
kes positif Influenza A, na-
mun keadaan secara kese-
luruhannyamasih terkawal.
Di Johor Bahru, tujuh

kanak-kanak termasuk dua
bayi masing-masing beru-
sia sembilan bulan disah-
kan positif influenza A dan
dirawat di Hospital
Sultanah Aminah
(HSA).
Pengerusi Jawa-

tankuasa Pendidi-
kan, Kesihatan dan
Sumber Manusia
Johor, Aminolhuda
Hassan, berkata ke-
dua-duanya bayi berkenaan
masing-masing dirawat di
HSA sejak lima dan tiga
hari lalu.
“Keadaan mereka dila-

porkan stabil dan berada di
bawah pemantauan pakar.
“Tujuh lagi kanak-kanak

berusia antara setahun se-
hingga lima tahun yang di-
sahkan positif Influenza A
turut dirawat di hospital ini.
“Lapan pesakit dewasa

kebanyakannya warga
emas dan pesakit kronik tu-
rut positif Influenza A dan
dirawat di kawasanyang di-
khaskan untuk mereka.
“Jumlah pesakit positif

Influenza A dirawat di hos-
pital ini adalah 17 orang,”
katanya pada sidang media
di HSA, semalam.
Yang turut hadir, Penga-

rah Kesihatan Johor, Dr
Aman Rabu dan Pengarah
HSA, Dr Mohtar Pungut @
Ahmad.
Aminolhuda berkata, se-

kolah di Johor turut
diarah mengambil
langkah berjaga-ja-
ga dengan menga-
singkanmuridatau
pelajar yang keliha-
tan tidak sihat.
Di Shah Alam,

tiada kematian dise-
babkan influenza direkod-
kan di Selangor setakat ini.
EXCO Kesihatan, Kebaji-

kan, Pemberdayaan Wanita
dan Keluarga Selangor, Dr
Siti Mariah Mahmud, ber-
kata hanya Kementerian
Kesihatan akan mengesah-
kan mana-mana kes kema-
tian disebabkan influenza.
“Sehingga kini, seramai

330 individu disyaki dijang-
kiti virus influenza dan
menjalani ujian saringan
awal serta ujianmakmal se-
belum 237 daripadanya po-
sitif menghidap Influenza
A,” katanya pada sidang
media selepas Mesyuarat

Penyelarasan Pengurusan
dan Kawalan Virus Influen-
za A, di sini, semalam.
Di Alor Setar, kes jang-

kitan influenza terus me-
ningkat dengan 45 pesakit
setakat semalam.
Pengerusi Jawatankuasa

Kesihatan, Pembangunan
Luar Bandar dan Agama
negeri, DatukDr Ismail Sal-
leh, berkatakebanyakanpe-
sakit adalah pelajar di 29
sekolah.
Katanya, pesakit paling

ramai dijangkiti Influenza
ialah di Kuala Muda mem-
babitkan 13 pesakit, Ku-
bang Pasu (11), Kulim (11),
Kota Setar (enam), Pendang
(tiga) dan Sik (satu).
“Semua pesakit dijangkiti

virus influenza sejak 1 Ja-
nuari lalu danmenerima ra-
watan di klinik kesihatan
berhampiran, selain ada
yang dikuarantin di rumah.
“Setakat ini tiada sekolah

ditutup dan orang ramai ti-
dak perlu panik dengan ke-
adaan yang berlaku,” ka-
tanya dalam kenyataan, se-
malam.
Di Ipoh, pelajar yang di-

jangkiti wabak influenza A
meningkatkepada79pelajar
berbanding 37 orang yang
dilaporkan sebelum ini.

Headline Beberapa negeri catat peningkatan kes influenza A
MediaTitle Berita Harian
Date 17 Jan 2020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Nasional Circulation 82,252
Page No 8 Readership 246,756
Language Malay ArticleSize 214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7,086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21,258



Shah Alam: Tiada ke-
matian akibat influen-
za direkodkan di Se-
langor setakat ini ma-
lah jumlah yang disyaki
terkena wabak penyakit
seperti influenza (ILI) le-
bih rendah berbanding

minggu sama ta-
hun lalu.
Exco Kesihatan,

Kebajikan, Pem-
berdayaanWanita

dan Keluarga Selangor, Dr
Siti Mariah Mahmud ber-
kata, orang awam diingat-
kan hanya Kementerian Ke-
sihatan Malaysia (KKM)
yang akan mengesahkan
mana-mana kes kematian
disebabkan influenza.
“Hingga kini (semalam),

330 individu disyaki dijang-
kiti virus influenza menja-
lani ujian saringan awal Ra-
pid Test dan ujian makmal

sebelum 237 daripada me-
reka positif menghidap In-
fluenza A.
“Saya ingin memaklum-

kan tiada kematian dicatat-
kan akibat virus berkenaan
setakat ini seperti yang di-
laporkan,” katanya pada si-
dang media selepas Me-
syuarat Penyelarasan Pe-
ngurusan dan Kawalan Vi-
rus Influenza A di sini, se-
malam.

Tiada kematian di Selangor

DR Siti Mari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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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ZA CASES

MALAYSIA FREE OF
WUHAN CORONAVIRUS
Travellers will
be screened at
borders, says
Health D-G

KUALA LUMPUR

ALTHOUGH Malaysia is
free from the new coro-
navirus that is traced to
Wuhan, China, the au-

thorities will pull out all the stops
to prevent the virus from spread-
ing into the country.
Health director-general Datuk
Dr Noor Hisham Abdullah said
the influenza infections reported
in the country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strain of virus being re-
ferred to as a novel coronavirus in
Wuhan.
He said despite this, the min-
istry had informed its staff, in-
cluding those at the borders, to
carry out checks.
“Travellers found with fever
symptoms will be checked and
they will be re-checked at health
quarantine centres or health fa-
cilities at the border,” he said on
Wednesday.
Coronaviruses are a large fam-
ily of viruses that cause illnesses
ranging from the common cold to
severe diseases, such as the Mid-
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and the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A novel coronavirus is a new
strain not identified in humans.
Dr Noor Hisham said screen-
ings of patients at health clinics
and emergency departments at
hospitals had been intensified so
that suspected influenza cases
could be referred for treatment.
He said people who developed
acute respiratory illness symp-
toms within 14 days of returning
from Wuhan should go for a
check-up.
“If there are suspected cases
detected in any health facility,
the case must be reported to
the district health office, state
HealthDepartment andNational
Crisis Preparedness and Re-
sponse Centre.”
On Dec 21, Chinese authorities
had reported a cluster of pneu-
monia of unknown origin among
residents inWuhan.

The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later confirmed that the outbreak
in Wuhan was caused by a new
coronavirus.
The virus has spread to Thai-
land when doctors diagnosed a
Chinese travellerwithmild pneu-
monia on Jan 8.
In Ipoh, the number of students
infected with Influenza A in the
state continued to rise, with 79
students down with the disease,
compared with 59 on Wednes-
day.
State Education, Technology,
Science and Environmental
Committee chairman Dr Abdul
Aziz Bari said 47 schools in five
districts, namely Manjung; Kin-
ta; Larut, Matang and Selama;
Bagan Datuk; and, Perak Tengah
were affected.
“Kinta recorded the highest
number of cases with 34, fol-
lowed by Bagan Datuk (17) and
Larut, Matang and Selama (12),”
he said.
Aziz said only SMS Teluk Intan
was ordered shut until Sunday.
In Seremban, 12 new cases of
Influenza A infection in the state
were recorded yesterday, bring-
ing the number of cases to 34.
State deputy health director Dr
Mohd Faid Rashid said the new
cases involved preschool pupils
in Nilai and Seremban, with five
and seven cases reported, respec-
tively.

He added that 41 new cases of
influenza-like illnesses (ILI) were
also recorded, which saw an in-
crease from 112 cases to 153.
“However, the influenza and
ILI situation in the state is under
control. No schools have been
closed and no deaths have been
reported,” he said yesterday.
In Shah Alam, state Health,
Welfare, Women Empowerment
and Family Committee chairman
Dr Siti Mariah Mahmud denied a
report that a 12-year-old boy with
special needs from Subang Jaya
had died of Influenza A several
days ago.
She said 237 people had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flu this year based
on samples obtained from 330
people. Out of the number, 67 per
cent were students from 46 clus-
ters, who were suspected to have
ILI symptoms.
In Johor Baru, 17 confirmed
cases of Influenza A had been
reported at Sultanah Aminah
Hospital.
State Education, Health and
Human Resources Committee
chairman Aminolhuda Hassan
said the cases involved eight
adults and nine children, includ-
ing two 9-month-old babies.
“The patients are receiving
treatment from specialists here
and are in stable condition.”
He said the two babies were in
stable condition.

Johor Education, Health and Human Resources Committee chairman
Aminolhuda Hassan (right) visiting Influenza A patients at Sultanah
Aminah Hospital in Johor Baru yesterday. BERNAMA PIC

Headline MALAYSIA FREE OF WUHAN CORONAVIRUS
MediaTitle New Straits Times
Date 17 Jan 2020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Local News Circulation 36,278
Page No 2 Readership 108,834
Language English ArticleSize 479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16,448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49,344



Bersatu Youth suspends Selangor
chief, assistant secretary
KUALA LUMPUR: Selangor Parti
Pribumi Bersatu Malaysia’s
Youth chiefAdhif SyanAbdullah
has been suspended from the
party.
Also suspended is the national
youth wing’s assistant secretary,
Ahmad Redzuan Mohamed
Shafi.
Bersatu Youth chief Syed Sad-
diq Syed Abdul Rahman said
the decision to suspend the two
was made at a Bersatu national
youth leaders’ council meeting.
“These suspensions are effective imme-

diately, until the police conclude
their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ase,”
he said yesterday.
It is believed that Syed Saddiq
was referring to police investi-
gations into the arrest of 17 peo-
ple during a raid on a condomini-
um in Petaling Jaya last Sunday.
Syed Saddiq added that the du-
ties of the Selangor Bersatu
Youth chief would be carried out
by its deputy, Anas Akashah
Nazri, while Danial Syahiran Ho

Imran would carry out Redzuan’s duties.
Bernama

Adhif Syan
Abdul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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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satu tentukan nasib ADUN Dengkil hari ini
PUTRAJAYA - Nasib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Dengkil, Adhif Syan 
Abdullah yang ditahan 
polis dalam parti 
persendirian Ahad lalu 
akan dibincangkan 
dalam Mesyuarat 
Majlis Tertinggi 
Bersatu hari ini.

Presiden Bersatu, 
Tan Sri Muhyiddin 
Yassin berkata, mesyuarat yang 
akan dipengerusikan oleh Perdana 
Menteri,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tersebut dijangka 
membincangkan keputusan 
berhubung isu imej dan disiplin.

“Walau apa pun, kita mesti 
berlaku adil kerana seseorang di-
anggap tidak bersalah sehingga 
dijatuhkan hukuman (oleh mah-
kamah),” katanya pada sidang 
media selepas Majlis Perhimpun-
an Bulanan Kementerian Dalam 

Negeri di sini 
semalam.

Muhyiddin yang 
juga Menteri Dalam 
Negeri berkata, 
p i h a k n y a 
menyerahkan perkara 
itu kepada pihak 
berkuasa sepenuhnya.

“Adalah perkara 
biasa jika menjalani 
ujian saringan air 
kencing untuk kali 

kedua dan saya serah kepada mereka 
untuk ambil tindakan,” katanya.

Pada Isnin lalu, Muhyiddin 
mengesahkan Adhif Syan yang 
juga Pengerusi Armada Selangor 
ditahan polis awal pagi Ahad lalu.

Turut ditahan ialah 16 individu 
lain termasuk pegawai khas 
menteri.

Ketua Polis Negara, Tan Sri 
Abdul Hamid Bador berkata, 16 
daripada suspek yang ditahan 
didapati positif methaphetamine.

ADHIF S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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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kyat jangan panik, kata Exco
Kebanyakan kes murid 

dijangkiti ILI, bukannya 
influenza A

Rakyat di Selangor 
tidak perlu panik 
atau hidup dalam 
ketaku tan dengan 

laporan sejumlah 548 pesakit 
daripada 909,443 murid telah 
dijangkiti influenza. 

Exco Kesihatan Selangor, 
Dr Siti Mariah Mahmud ber-
kata, ini kerana kes yang dila-
porkan itu kebanyakkanya 
adalah penyakit serupa influ-
enza (ILI) dan bukannya influ-
enza A seperti dilaporkan da-
lam media.

“Statistik Jabatan Pendidi-
kan Negeri melaporkan kes 

Dr Siti Mariah (tengah) pada sidang akhbar di Bangunan Sultan Salahuddin Abdul Aziz Shah, Shah Alam semalam.

disyaki influeza hanya menca-
tatkan 0.06 peratus iaitu mem-
babitkan 548 kes berbanding 
909,443 keseluruhan murid di 
Selangor.

“Bagaimanapun, ia adalah 
ILI, bukan influenza A. Itu 
masyarakat perlu faham. Jadi, 
nasihat saya jangan panik ke-
rana Selangor tidak ada men-

catatkan kematian akibat in-
fluenza A,”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kepada pemberita selepas 
Mesyua rat Penyelarasan 

Pengurus-
an Dan Ka-
w a l a n 
Jangkitan 
Virus In-

fluenza A Peringkat Negeri 
Selangor Bilangan 1 Tahun 
2020 di di sini semalam.

Dr Siti Mariah berkata, se-
takat epid ketiga tahun ini, 
sebanyak 237 kes disahkan 
positif penyakit influenza. 

Katanya, bagaimanapun, 
Jabatan Kesihatan Negeri Se-
langor mengenal pasti 46 klus-
ter yang mempunyai penyakit 
seperti influenza.

“Hasil pemeriksaan men-
dapati sejumlah 330 kes 
disyaki manakala 237 adalah 
positif influeza A selepas ujian 
darah dan makmal dilakukan.

“Peratusan ini adalah 
kurang dan tidak menular se-
bagaimana yang digambarkan 
oleh sesetengah pihak sehing-
ga menimbulkan panik dalam 
kalangan masyarakat,” 
katanya.

Oleh MUHAMMAD AMINNURALIFF 
MOHD ZOKI

SHAH ALAM

WABAK 
INFLUENZA 
SEMAKIN 
MEN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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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ts of PJ flats unsettled by soil movement 
By HANIS SOFEA ZULKIFLI 
metro@thestar.com.my 

PANGSAPURI Petaling Perdana 
residents in Petaling Jaya have 
been living in fear for more than 
10 years because of soil settlement. 

The earth underneath the build-
ing is slowing shifting, causing 
cracks to appear on the ground 
level and walls of the units. 

"This apartment is 15 years old 
and for the last 10 years, the land 
under our feet is slowly moving," 
said one of the residents, Mohsin 
Abdullah, 66. 

Another resident, Ramathas 
Alagan, 65, claimed that the resi-
dents complained years ago, but 
nothing was done to solve the 
problem. 

"The cracks surrounding the 
apartment are getting worse, we 
are afraid for our family. 

"Children play around this area, 
and looking at the condition of the 
floor, we fear for their safety. 

"Not to mention that there are 
many incidents of snakes and 
lizards entering homes through the 
cracks," said Ramathas. 

Petaling Jaya MP Maria Chin 
Abdullah recently visited Block J of 
Pangsapuri Petaling Perdana, 
which is the most seriously affect-
ed, to see for herself the extent of 
damage to the building. 

She had earlier given out pong-
gal pots and milk bottles to the resi-
dents and noticed that the situation 
has reached a critical point. 

"The cracks have grown bigger 
and deeper, and residents have to 
deal with snakes and floods. 

"Our main concern is the safety 
of the residents, especially the 

Pangsapuri Petaling Perdana residents have been living with cracked floors for more than 10 years. (Below) Maria 
(second from right) checking out the soil movement that the residents of Block J say is resulting in cracks on the 
walls of the building. - Photos: AZHAR MAHFOF/The Star 

children," she said, adding that the 
authorities must look for ways to 
stabilise the situation. 

"This five-storey building has 
about 100 units and an overall 
count of more than 1,000 residents. 

"Even the small crack in front of 
the resident's door is about 20cm 
deep. Which is why I really hope 
this visit will be able to attract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authorities," she 
said. 

Maria added that she would try 
to find a solution with help from 
Housing and Local Government 
Ministry (KPKT), Petaling Land 
Office and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MBPJ councillor Ahmad Akhir 
Pawan Chik claimed the flats were 
built on former mining land. 

Taman Medan assemblyman 
Syamsul Firdaus Mohamed Supri 
added that the district land office 

would also look into appointing 
consultants to study the severity of 
the problem and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The situation is quite bad and 
that is why we are trying our very 
best to find a solution. The resi-
dents' safety comes first,"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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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日讯）雪州 
水供管理有限公司（Air 
Selangor)'宇本月18日，举办 

“电子账单嘉年华”，欢迎 
大家出席前往响应！

活动即将将在The Curve 
Piazza Mutiara Damansara举 

行，时间是早上10时至晚上10 
时。

主办单位也呼吁众人携带

Air Selangor

__1 |

各自的水单前往柜台，以登 
记采用更环保和便捷的电子 
账单，同时也备有丰富的奖 
项让出席者抽奖。

主办单位也准备了丰富的 
活动，包括脸部绘画、电子 
游戏、小测验，以及有小丑 
在现场増加乐趣，同时也邀 
请了Alif Satar现场演唱。

©15300 0 © 0

电子账单嘉年华”欢迎大家出席响应。

雪州水供管理公司

明辦電子賬單嘉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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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唛is曰讯）轿车 
和摩哆发生擦撞，摩哆 
骑士因索取500令吉维修 

费不遂，竟跟踪轿车司 
机返家，事后纠众上门 
讨钱，双方更发生肢体 
冲突！

警方接获投报后，逮 
捕3名年龄介于22岁至39岁的巫裔男子。

鹅唛警区主任阿里菲助理总监说，31 
岁的事主于本月10日下午5时10分，从位 

于士拉央新镇市议会旁的路口驾车驶出 
时，与有关摩哆发生擦撞。

“摩哆骑士向司机索取500令吉维修 

费，但遭司机拒绝，并坚持报警处理， 
结果惹怒对方，险些大打出手。”

他说，事主当时顾虑车上载有年仅3岁 

的孩子，因而选择先回家，对方却一路 
跟踪事主，且查清事主的住家地点后， 
招来15至20人上门讨钱。

他说，事主因感害怕，要求弟弟前 
来，兄弟俩因拒绝赔钱，与对方发生肢 
体冲关。

“对方扬言，如不交出500令吉，接下 

来不知会发生什么事！”
他说，涉案的3名男子已被延扣6天，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85 (勒索）条文调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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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巷卫生是活化 

计@中要提升的位 

置之_。

••小蹶邐通_麵”
公寓居民怨市會事前沒對話
(双溪毛糯16日訊）逸 

福园迪沙2公寓居民不满士 

拉央市议会，把当地大路 

的小贩，迁移至公寓出入 

口对面，担忧会因此影响 

当地交通造成堵塞。

士拉央市议会今日针对逸福 

园商业区活化计划，与当地业 

者及居民讲解及对话。
迪沙2公寓居民庄秋明指出， 

他不满意市议会在迁移小贩 

前，没有徵询居民意见。

要求市會提供資料

“今日他们就只是知会我 

们，而不是对话。”
他说，迪沙2公寓有920个单 

位，旁边的迪沙1有1900单位， 

若再有小贩在该处营业，恐怕 

会令交通更加堵塞。

士拉央市议员黄伟强说，他 

会把居民的忧虑反映给市议 

会，但他也会尊重官员们的专 

业判断。

他指出，他个人不支持在商 

圈内有街边小贩，但既然市议 

会有迁移小贩的决定，他会尊 

重。

^°“我会要求市议会提供详细 

的资料，如何规划小贩摊位等 

专业的报告。”

國9H
市化

议计
划

瞭解市議會要求
♦邓世亿（茶室业者）

日对话让我更清楚市议会的要求，我 

—7会配合。

我茶室的摊位、桌椅等，已根据市议会 

的要求摆放。

当地许多小贩也在配合市议会的计划。 

之前一知半解，也曾收到市议会的罚 

亭〇

""i也指出，部分小贩因不负责任的态度， 

令环境肮脏且发出臭味。

“这种行为只会加重垃圾承包商的工 

作。”

伟强说，逸福园是个 

人潮很旺的商业区， 

但过去给人老旧、卫生差 

的形象。

他指出，社区活化计划 

就是要改变这一形象，在 

去年起已开始到当地执 

法。

“过去执法力度不大， 

因此许多业者也不怕，一 

直没有改善，后巷卫生糟 

糕。”

^他说，周四对话是要让 

业者明白市议会的计划， 

希望业者配合，以便能在 
未来3至6个月完成活化计 

划。

“这些包括后巷卫生， 

摊位不要摆出路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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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城I6日讯）妇女、家庭 

与社会发展部将与各机构合 
作，并成立一个指导委员会， 
以推动“解决童婚原因的国家 
策略计划”。

也是副首相的妇女社会部长 
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强调，政府 
在童婚事件拥有更宏远看法， 
不仅是专注于修改政策或法 

旺阿茲莎：與各機構合作

設指導委會解決童婚
她说，童婚的6个原因包括 

贫穷与收入低、缺乏接触性与 

康服务、为辍学者提供职 
业技术教育与培训计划， 
和改善18岁以下的结婚与 

离婚数据等。
此外，她感谢雪州苏丹 

与政府采取积极行动，修 
改该州法律，将穆斯林的 

法。 致力将女性最低结婚年龄最低结婚年龄从16岁提高
她举例，这些活动包括提高至18岁、提供生殖健至18岁。

傳芝雅：已準備指南
讓伊斯蘭法庭聆審申請
i相署副部长傅芝雅说，关 
目于穆斯林的童婚事宜， 

该部已经准备一个指南，或严 
格的标准作业程序，让伊斯兰 
高庭去聆审，是否接受这项申 
请。

她说，据标准作业程序，法 
官在批准童婚的申请前，必须 
评估否因为贫穷等原因、结婚 
者的生殖健康情况、是否已准 
备承担责任及心理因素等。

“在各州的结婚年龄提高 
前，我们会采取过渡期行动， 
以确保孩子不会轻易被家人

*椎丰，幺士婚 ，’

她也强ll，°要结婚者除了需 
提呈生殖健康报告、身体健康 
报告等等，同时也会接受法官 
面试。

询及有者因贫困无法做健康 
检查，她回应，福利局会给予

协助。
针对此案所耗时长，她说， 

这依个案与父母的合作而定。
“在过渡期间，（所有）州 

属都会采用这个标准做作业程 
序。”

涵蓋4種不同群體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 
部长杨巧双强调，其实我国涵 
盖4种不同群体的童婚法律， 

包括州政府权限下的穆斯林法 
律、非穆斯林法律、沙巴和砂 
拉越法律与原住民法律。

“其实沙巴砂拉越的（童 
婚）非常高，包括非穆斯 
林。”

她说，推动解决童婚原因的 
全国策略计划，是为了 4个不 

同群体法律所设立，让各方朝 
向相同目标前进。

律，也专注于如何解决童婚发 
生的原因。

“如今，相关内阁部长备忘 
录已在今年1月8日的内阁会议 

被提呈，也已获批。”
她说，该计划是由该部与政 

府机构、非政府组织、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儿童专家和儿童 
代表共同推动。

旺阿兹莎今日出席解决童婚 
原因的国家策略计画推介礼后 
说，该计划为期5年，由61个 

执行机构组成指导委员会，涵 
盖7个目标、17个策略和58个 

活动，以找出并解决童婚的原 
因。

生殖器官健康与父母技能、缺 
乏接触教育及很少上学、拥有 
对童是解决事情的最好方法的 
既定印象、宽松的法律让民众 
可申请18岁以下结婚，以及整 

理未成年结婚与离婚数据。

改變政策加強法律

“政府将透过改变政策、 
加强法律，以及举办各种觉 
醒活动和计划，以解决相关问 
题。”

旺阿兹莎也说，上述涉及机 
构将会执行短期、中期与长期 
计划，旨在提升民众的觉醒， 
并改变他们对童婚的既定想

p_wimJb::r

■旺阿茲莎（中）推介解决童婚原因的国家策略计划，左起 

为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儿童成员理事会代表古汉妮达、莫 
哈末法力茲与杨巧双。

將會馬來統治者討論

旺
阿兹莎说，调整结婚年龄 

•的权力，并非只是在联邦 
政府手上，还包括州政府，因 
此该部之后会与马来统治者会 
面，以更深入讨论此事。

“这件事（结婚年龄）是 
各州宗教司的管辖范围，因 
此我们必须有良好与深入的讨 
i仑。”

° “以伊斯兰条规来说，并没 
有（结婚的）最低年龄，不过 
如果（童婚）这件事会对女生 
和母亲造成伤害，就不应该继 
I卖。”

此外，她强调，（宽松的） 
法律是一个导致童婚的因素， 
唯在解决法律问题前，需要先

解决其他原因。
“若女生在18岁前怀孕但被 

男生抛下，她要如何捍卫自 
己，这也是必须思考的。”

“我们要捍卫儿童，而不 
只是（用）法律（捍卫）而 E。’，

及要如何教育民众关于结 
婚不是唯一的出路，她回应， 
这并不简单，包括弃婴、女子 
自杀事件都有发生，唯该部会 
提供庇护所和其他支援给所需 
者〇
^ ° “我们想告诉他们，除了结 
婚，他们有其他选择，强迫结 
婚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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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翬諷

byj /bn^aimsJTff

1@

配合金鼠年到来，宗教学 

校行政事务高级助理教师莫哈末沙菲宜阿 
末（小图），以笔名“依鲁阿末”，特别 

画了穿上唐装的卡通人物米奇老鼠、《猫 
和老鼠》（Tom & Jerry)的杰瑞，以及 

电影《料理鼠王》（Ratatoullle)的雷 
米（Remy)，向大家拜早年！

他向《中国报》说，此次在面子书分享 
的画作特别献绐所有喜爱团结的国人，强调不同种族的文字 

不会阻挡大家团结及融洽生活，节庆会让人民更团结。
莫哈末沙菲宜阿末去年画了国际影星成龙，向大家拜年。

(截图取自依鲁阿末面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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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阳洋 
众、捍、 
嘉郭华黎 
宜富、汉 
马广梁辉 

娌、德、 
体谢志甘 
!f秀、纳

起李羹蓮
拐 美诗否

□□

(巴生16日讯） 

把班达马兰新村百 
年的历史挖掘出 
来、流传下去！

班村是雪州最大 
的华人新村之一， 
蕴藏许多华裔先贤 

的拚斗足迹，当地班达马兰区州议 
员梁德志为了把该村值得回忆、参 
考、有意义的事迹挖掘出来，正式 
委任3名博士级学者和一名民间学 
者，计划利用2年时间，撰写一本 

“班达马兰新村历史志”。
这3名博士为马大大马华人研究 

中心主任兼中国研究所高级讲师林 
德顺、马大历史系高级讲师陈妙 
恩、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董事 
郑名烈，另一人则是民间学者刘崇 
汉。

梁德志周三晚（1S日）与其服务 
中心同仁新春聚餐宴上，在众人 
见证下，正式与4人交换合作协议 

书，惟刘崇汉当晚未克出席。
梁德志指出，今天与4人正式 

“签约”，是要给他们信心，通过 
正式委任，一起来撰写这本班村历 
史志。

他说，班村历史志的记录年份， 
橫跨1900年至2000年共100年，深 

入挖掘当地的历史、地理、风俗、 
食物、人物等。

需時2年完成

“博士们早于半年前，便已开始 
筹备和寻找资料，目前还在进行 
中，希望村民们未来也可以与他们 
合作，提供更多资料。”

生i令、及

丄、吕吴
I关精I 
起金择民
为芝、。 
柄、谢 
金欧仲

他指出，有关班村历史志，估计 
需时2年才能完成，届时将分派给 

学校、民间组织等，成为非常有参 
考价值的“历史书”。

“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知道班 
村的由来、如何取名、第一间学校 
是哪间、第一间神庙是哪间等，通 
过这些资料收集，把班村的历史挖 
掘出来，并保留下来。”

出席者还有巴生港务局主席欧阳 
捍华、雪州行政议员甘纳荅迪劳、 
梳邦再也区州议员黄美诗、班达马 
S新村乡村管理委员会主席柯金 
胜、巴生市议员谢秀、吕精伟、梁 
德志肋理吴国民、《中国报》雪州 
滨海区经理关金芝、《星洲曰报》 
中马区副总经理郭富广、中马区业 
务经理李美玲等。

報韜守SG報導翻

梁德志指出，如今网上很多假新闻和标 
题党，非常容易误导民众，所幸还有 

报章主流媒体坚守岗位，坚持为民众报导 
真相。

他说，民众和党员，不要只看标题或误 
信网上新闻，一定要详细阅读新闻内容， 
才能清楚知道事件的真相。

“虽然，新政府一些政策会有争议，但 
希望党员深思远虑，若有不确定，可以向 
领袖求证，不要闻歌起舞，人骂、你也 
胃。，，

?也说，党员也可阅读主流报章，可正确 
得知政策内容，而不是只相信网上所言： 

“只有报纸可以相信，因此我一直以来， 
很尊重主流媒体”。

■梁德志（右）与林德顺（左起） 
署合作协议书；右2为柯金胜。

陈妙恩及郑名烈交换签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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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城16日讯）副首相兼妇 

女及家庭发展部长拿督斯里旺 

阿兹莎表示，童婚是一个值得 

探讨的社会议题，而政府已放 

眼于5年内，通过与各州政府 

及各单位的合作，共同推动国 

家策略计划来解决童婚问题。

6原因造成童婚

她透露，政府已成立一"指 
导委员会，监督这项涵盖7项 

目标、17个策略及58项活动的 

计划，并由61个政府机构作为 

执行机构，以找出童婚的根本 
原因，.并于5年内解决。

她今日在部门推介“解决未 

成年结婚（童婚）原因的全国 

策略计划”推介礼后召开记者

副揆：推動7目標17策略

5年内解決童婚問題
会说，造成童婚的6大原因是 

收入低与贫穷、缺乏接触性教 

育或了解生殖卫生方面的知 

识、教育程度低包括綴学、社 

会既定印象、对童婚的规范认 
为解决事情的最好方法就是结 

婚、法律松懈允许18岁以下的 

孩子申请结婚；结婚数据及未 

成年离婚方面不协调。

“除了联邦政府，州政府也 

有调低童婚年龄的权力，妇女 

部之后将与各州的马来统治者 

会面深入讨论此事。”

•“这也是各州宗教司的管辖 

范围，我们之间必须保持良好 

的沟通与丨寸论。”

旺阿兹莎说，根据伊斯兰教 

义，没有所谓的结婚最低年 

龄，可是，如果（童婚）会造 

成女生和母亲的伤害，就不应 

该继续。

她坦言，松懈的法律是导致 

童婚的其中一"Is因素。
她说，如果女生在18岁前因 

为不慎怀孕而被男友抛弃，必 

须懂得学会保护_己，而这也

是大社会各阶层必须思考的问 

题。

“我们要捍卫儿童被伤害， 

但这不只是单靠法律（的捍 

卫）〇，’（LMY)

■旺阿兹莎（左 

)在妇女部推介 

国家策略计划，以 

解决国内的童婚问 

题；左为杨巧双， 

右起是张念群和傅 

芝雅。

伊司法局制定嚴格程序
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傅芝雅说， 
伊斯兰司法局已制定更严格的未成年结 

婚申请标准作业程序，并规定需由伊斯兰高庭 

审理申请。

“这是因为我们发现（伊斯兰高庭）的法官 
在审理这些申请方面，有更丰富的经验。”

“根据标准作业程序，法官将评估有关申请 

是基于贫穷吗？有关儿童的生殖健康如何？这 

些儿童是否准备挑起责任？”

另外，妇女及家庭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指 
出，我国现有4种不同群体的童婚法律，包括 

州政府权限下的穆斯林婚姻法、非穆斯林婚姻 

法、沙巴砂拉越习俗婚姻法及原住民婚姻法。

"根据调查，发现沙巴和砂拉越的童婚案例 

也非常高，非穆斯林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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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駁動用特別撥款購官車

‘有心人惡意指控”
萬元購馬賽地充大臣官

(哥打峑鲁16日讯）针对被指州政 

府动用4亿令吉特别拨款购买马赛地充 
官车一事，吉兰丹州务大臣办公室发 

文告澄清，强调这是有心人的恶意指 

控。

分阶段更换官车

文告指出，根据记录，丹副州务大 
臣拿督莫哈未阿玛曾于2018年9月12 

曰发出声明，说明州政府基于旧官车 
已使用了 10至12年，所以决定更换官 

车。

“州政府更换官车的决定，是包 

括分阶段更换州务大臣及州行政议 

员的官车。”

文告也说，州务大臣使用的马赛 
地DV1的官车注册号，是已故州务 

大臣拿督斯里聂阿兹领导时所使 

用，并且是由丹州苏丹赠送的。

昨日，州政府的消息证实，州政府 

去年购入一辆价值逾60万令吉的马赛 

地（Mercedes-Benz S450 L AMG 
Line)，作为州务大臣拿督阿末耶谷 

的官用车。

(哥打岑魯15B讯丨来自吉兰丹州

价值逾60万令吉的马赛地(Mercedes- 

Benz S450 LAMG Line),作为州务大 

g拿督两末耶谷的官用车。

不應具名的消患人士接受嬅体访问时 

称，有关注册号DV1的官用车是在去年 

购入的。

此前就有媒体报道，丹州伊斯兰党领 

袖购入了一辆黑色的新款马赛地。

,希盟吉兰丹州主席拿S胡桑慕 

，他促请大臣解释，沙上说员表示质疑: 

州政府是否使用了军 

石油税来购实新车a

I丹州政府购入马赛地作为州务大 

臣的官用车。

资源购买一辆新的马赛地，是石油收入

较早时，希盟吉兰丹州主席拿督胡 

桑慕沙上议员表示质疑，并促请大臣 

解释，州政府是否使用了联邦政府先 

前提供的石油税来购买新车。

“我们想知道，州政府从哪儿来的 
资源购买一辆新的马赛地，是石油收 
入吗？” _ (_L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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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流感確診237人

雪沒出現 
死亡病例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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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流感確診237人

雪無死亡病例
(沙亚南16日讯）全国一再发生疑似A型流感的案例，网上 

更流传有小孩病患罹患A型流感逝世，引起许多家长不安， 

雪州行政议员西蒂玛丽亚今日辟谣，指雪州目前无死亡病 

例，而确诊感染A型流感只有237人，无需恐慌。 ■西蒂玛丽亚指今年A型流感病例相比前两年 

同时期减少。

她说，全雪州共有90万9443名中小学 

生，截至15日，只有548人感染“类流感疾 

病”（influenza like illness, ILI )(疑似流

发生，一些国家甚至还有季节型爆发，而马 

来西亚一般上流感病例的季节通常是1月到 

3月、6月至怕月以及11月到12月。

前線人員高風險群

應預先注射疫苗
感病症），比例不到1%。

她强调，相比去年和前年同时期，今年感 
染A型流感的人数更少，何况感染A型流感 

是能痊愈的。

"由于社交网络有各种新闻与资讯，为免 

引起大众的混淆和恐慌，我因此召开记者会 

讲述现有状况，希望可以安抚民众的焦虑， 

同时呼吁大众作好防范措施，就能避免感染 
A型流感。”

西蒂玛丽亚表示，A型流感在全世界都会

她说，民众若发现自己或小孩发烧（38 

度或以上）、感冒（流鼻涕）和咳嗽，就需 
要去医院检查，以确诊是否感染A型流感。

她续说，反之若是一般的感冒或发烧，可 

留在家中休息，经常洗手，有咳嗽或打喷嚏 
时要戴□罩，避免传染给身边人。

"只要有充分休息，罹患流感会痊愈，而 
且A型流感并不致命，除非抵抗力弱，才会 

感染其他病菌而难以痊愈。”

I蒂玛丽亚指出，州政府建议前线人员或 

U高风险族群可预先打流感疫苗，尤其是 

经常需要服务或接触民众的职业、孕妇、经 

常生病的小孩以及年长者。

“我们并不是不鼓励民众打流感疫苗，但 

应优先让高风险的人注射疫苗。"

她说，一般大众只要作好防范措施，如避 
免到人挤人的地方，就能避免感染流感。

陪同出席者包括雪州卫生局副局长威努和 

雪州教育局代表阿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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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娶亲》于锡米山华文小学首演。前排右起陈忠德、张伟来、黄炳 

渝、蔡依霖、林天赐、王俊伟、谢伟贤和方添桦。

新村•新春劇場《老鼠娶親》
2華小掀序幕

(加影1 6日讯）新村.新春剧场 

——《老鼠娶亲》鼓剧15及16日在锡 
米山华文小学和吉隆坡沙叻秀华文小学 

拉开序幕，为新村节庆增添不一样的气 

氛，让师生们共聚一堂。

这场由新村发展部主催、结合各新村 

管理委员会联办、人人人鼓剧场呈献的 

《老鼠娶亲》演出故事简单，却带出大 

道理及鼓励。此剧运用肢体、面具和道 

具，打开大人与小朋友的想象。

改编后的《老鼠娶亲》有马来西亚民 

谣和旋律，亦使用三语，互动性极强。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代表王俊伟、房 

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特别事务官蔡依霖、 

乌冷县新村发展官黄炳渝、锡米山新村 

管委会主席谢伟贤、锡米山华小董事长

李仁英、副董事长方添桦、校友会主席 

陈忠德、家教协会主席郭宝毅等出席。

蔡依霖认为，新村不应只注重硬体设 

备发展，更须加强软体发展，才能推动 

社区活化的目标。希望此活动能播下艺 

术种子，让新村的孩子在童年时期接触 

到艺术美感教育。未来也会以“新.新 
村'’的理念持续推动新村社区发展活 

动。《老鼠娶亲》新村巡演，是由房屋 

及地方政府部长祖莱达和雪州行政议员 

黄思汉赞助与推动。希望透过活动推动 

社区赋权、教育和艺术教育发展，培养 

新村孩子的文化底蕴。
上述鼓剧将在本月轮流上演，剩下3 

场将在安邦新村华小、叻思华小及霹 

雳州十八丁大街。有兴趣观赏民众可 

至新新村Village Vision脸书查询详情。

(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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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CSC (KW4S200117B103)

政府联盟乌烟瘴气7
民政党全国总财政暨槟州联委会秘书

令方志伟
f

方直搞私人派对，5 

名被捕的政治人物 

或助理，包括土团党雪州龙 

溪州议员阿迪夫与特别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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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各一名特别事务官，皆来 

自土团党，足见希盟的内部 

问题多么严重，国家被掌握 

在这班人手中，难以想象马 

来西亚岂能有更好的前景？

希盟的问题一箩箩，多 

名高层领袖一年来被曝涉及 

性爱短片、州议员疑涉嫌强 

奸女佣，州议员疑涉嫌支持 

淡米尔之虎等等，早前国防 
部长莫哈末沙布儿子阿末赛 

夫，也因为涉吸毒案被法庭 

判表罪成立。

上述涉罪事件都是非常 
严重的事情，不能忽视，我 

国人民已经几乎对希盟完全 

丧失心，不要以为赢了大 

选，赢了政权就可以为所欲 

为！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表示 

除此之外，希盟其他的 

荒唐想法和行为，以及案件 

的处理方式也引起民间非 

议，包括总检察长汤米托马 

斯早前也声称无法鉴定男男 

性爱视频中的人物，所以决 

定不予提控，我国的司法公 

正已经引起争议。

这次的政治人物与官员 

涉毒丑闻，总检察署如果再 

不秉公处理，大马的司法名 

声和精神将进一步受到破 
坏。

希盟政府做出了种种令 

老百姓瞠目结舌的荒唐事 

件，严肃的政策却一事无 

成0

马哈迪当了代教育部长 

后，毫无意外，承认统考这 

件事又被一拖再拖，成为永 

远走不完的最后一哩路。

特委会花费了 20个月 

时间研究的统考课题，看来 

已前功尽废，因为马哈迪完 

全缺乏诚意。他的一句“需 

要再研究”，就可以继续拖 

曳下去。

另一方面，在政治恶斗 

方面，他却又精神奕奕，放 

话只有希盟4大巨头可以决 

定他是否可以继续担任首 

相。

这句充满威胁性的呛 

声，表明他根本不想在今年 

5月交棒。可惜拥有50个国 

会议席的人民公正党，以及 

拥有42个国会议席的民主行 

动党，都完全屈服于马哈迪 

和他小小的土团党。试问有 

哪一位希盟巨头敢呼吁他下 

台？
^ A型流感从去年杪爆发 

至今，迅速蔓延，学校停课 

和夺命事件，引起家长担 

心，希盟政府却连疫苗和药 

物不足的问题也无法解决。
这个情况就与柔佛金金 

河污染事件一模一样，政府无 

法处理，甚至无动于衷，任由 

人民慌张气愤，彷徨不安。

无助和担忧的人民，已 

经对希盟政府失去信心，人民 

眼中的希盟，尽是谎言、倒行 

逆施、昏聩无能！#

将在下个月初召开雪州希盟 

会议讨论此事，同时尽快安 

排让涉及者进行第二轮尿液 

检验。但是，验尿是警方的 

权限，换了政府，连程序也 

换了？我国的政府就是一 

切！就连希盟和雪州大臣竟 

然有权插手！

早前首相署部长刘伟强 

要重新定义吸毒者不是罪犯 

而是病人，让毒瘾问题成为 

公共医疗问题，而不是刑事 
罪案。如果希盟真的将吸毒 

者除罪化，就会造成我国 

“吸毒是病无罪，吸烟有害有 

罪”的荒谬社会，人民根本 

无法接受！

滥用毒品是社会道德沉 

沦的罪恶根源，难道希盟政 

府为了私利，可以吸毒除罪 

化，弃人民安全不顾，把大 

马变成毒品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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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16日讯）尽管蕉赖皇 
冠城早市小贩以新巴刹租金 

高及生意差为由而拒绝迁入 

新巴刹，但加影市议会却指 

搬迁势在必行，小贩们前有 

险滩，后有追兵。

据《南洋商报》记者了 

解，加影市议会将在农历 
新年后，安排皇冠城早市 

小贩迁往新巴刹营业，首 

阶段迁入新巴刹的小贩，

是以湿巴刹小贩为主。

新闻特区

蕉赖皇冠城

周志华

市会指示须新巴刹营业
皇冠城早市小贩以新巴刹租金高及生意差为由，拒绝迁入新巴刹。

租金水电开销500元

0皇冠城早市小贩副主席籲陈文正

若起价怎能敌霸市
早市小贩拒搬，执照被市议会吊销。 

我们也是无可奈何，年前，我们的生意 

额受霸市影响，这次却因搬迁担心生意额再 

受影响。

新巴刹租金高，这成本自然转嫁予消费 

者，若调高物价，又如何敌得过霸市？

林金瑛：400多人申请

小贩拒迁X雕将出让

2020年1月17日鲁星期五

影市议会在去年10 

月24日为皇冠城和 

双溪龙早市的湿摊档小贩进行 

面试，但有些小贩却没前往面 

试。

皇冠城早市有70多档， 

鱼、肉和菜贩有10多档，新 

巴刹坐落皇冠城第9区商业 

区。

皇冠城早市小贩公会主席 

周志华今日说，新巴刹租金 

高，一个8尺乘6尺的摊位， 

每月租金包括维修费是300令 

吉，但未包括水电费，水电费 

开销预算是200令吉。

他指出，现有早市，以一 

个摊位计算，每月的租金包括 

垃圾费是96令吉，每年的执 

照费仅20令吉。

他说，租金高，生意难 

做，而且在新巴刹百公尺之外 

就设有霸市。他指霸市在年前 

进驻皇冠城时，早市小贩的生 

意下滑30%.至50%.。

“我们在11月已向州议员

加影市议会将在农历新年后安 

排把早市小贩迁入新巴刹。

和市议员反映，要求继续原地 

摆卖，不过，对方指既然新巴 

刹已建成，小贩必须迁人，否 

则新巴刹将沦为白象计划。

“据知，我们若拒绝搬 

迁，有关的摊档将由新人接 

顶，而新巴刹营业后，市议会 

将关闭早市，但迁人新巴刹 

后，我们又担心没生意做。”

小贩鲁黄运来

料流失不少顾客
新巴刹坐落皇冠城第9区商业区，市 

民泊车需付费，住在早市附近但不会驾车 

的皇冠城第8区居民，相信不会光顾新巴 

刹，届时会流失不少顾客。

霸市与巴刹的距离太靠近，对小贩和小商造成极大冲击，建 

议重新规划把新巴刹改为小贩中心。

加影市议员林 

金琪表示，市议会 

将在农历新年后安 

排皇冠城早市小贩 

迁入新巴刹，拒绝 

迁入新巴刹者，其 

摊位会让新人申 

请。

她说，目前，

欲进人新巴刹营业 

的新申请者有400 

多人，新巴刹只有120个摊 

位。

小贩应转型

她指出，皇冠城早市小 

贩10年前在路边摆卖时就提 

出要求兴建新巴刹，新巴刹

建成并重新安顿小 

贩后，他们却拒绝 

搬迁，小贩应考虑 

新地点的设施，比 

路边理想。

“既然该地段 

已规划为巴刹用 

途，市议会不能随 

便更改用途。” 

她说，小贩投 

诉称霸市对他们构 

成大的冲击，问题出现后， 

小贩在生意上应转型。

“小贩迁入新巴刹后，市 

议会将关闭现有在皇冠城第 

8区泊车位的早市，若小贩 

非法摆卖，市议会将采取执 

法行动。”

林金琪：小贩在 

生意上应转型。

M 报道：林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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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阿兹莎（中）推介解决童婚原因的国家策略计划，左起为教 

育部副部长张念群及儿童成员理事会代表古汉妮达，右起杨巧 

双及莫哈末法力兹。

旺姐：7目标17策略58行动

5年解决童婚6原_
(布城16日讯）政府已鉴定未 

成年结婚的6大原因，为此， 

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将与 

各机构合作，并成立一个指导 

委员会，以推动“解决童婚原 

因的国家策略计划”。

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 

医生指出，上述计划涵盖7项 

目标、17项策略及58项计划 

及行动，以在今年至2025 

年，应对未成年结婚的课题。

她指出，政府将通过修改 

政策、改善法律及执行醒觉计 

划，应对上述课题。

此外，共有61个机构成 

为执行机构，以执行短期、中 

期及K期计划。

旺阿兹莎也是妇女、家庭 

及社会发展部长，她今天推介 

国家未成年结婚应对策略计划 

后，在记者会上这么说。

她说，这包括社会经济支

援计划、推广计划、将女性最 

低结婚年龄提高至18岁、提 

供以儿童及青少年为对象的生 

殖健康服务、为綴学者提供职 

业技术教育与培训计划，以及 

改善18岁以下结婚与离婚数 

据等。

她说，该计划是由该部与 

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儿童专家和儿 

童代表共同推动。

指导委会负责监督

“上述指导委员会将负责 

监督执行工作及进展。该委员 

会也是相义执行机构的平台， 

以报告进展、问题和挑战，以 

及建议如何改善。”

出席推介仪式者包括妇女 

部副部K杨巧双、首相署副部 

K傅芝雅和教育部副部长张念 

群°

与马来统治者商调整婚龄

国内童婚6大原因
•贫穷

•缺乏受教育机会 

•认为结婚是解决问题良策 

• 18岁以下者结婚须申请的执法不严格 

•缺乏性教育

•缺乏未成年结婚和离婚的统计数据

旺阿兹莎说，

调整结婚年龄的权 

力并非只在联邦政 

府手上，还包括州 

政府，因此该部之 

后会与马来统治者 

会面，以更深入讨 

论此事。

“这件事（结婚年龄）是 

各州宗教司的管辖范围，因此 

我们必须有良好与深人的讨 

论。”

“以回教条规来说，并没 

有（结婚的）最低年龄，不过 

如果（童婚）这件事会造成女 

生和母亲的伤害，就不应该继 

续。”

此外，她强调，（宽松 

的）法律是一向导致童婚的因 

素，惟在解决法律问题前，需 

要先解决其他原因。

“若女生在18岁前怀孕但

被男生抛下，她要如何捍卫自 

己，这也是必须思考的。”

“我们要捍卫儿童，而不 

只是（用）法律（捍卫）而 

已。”

询及要如何教育民众义于 

结婚不是唯一的出路，她回 

应，这并不简单，包括弃婴、 

女子自杀事件都有发生，惟该 

部会提供庇护所和其他支援给 

所需者。

“我们想告诉他们，除了 

结婚，他们有其他选择，强迫 

结婚是不正确的”

杨巧双：拥涉各族4童婚法律
杨巧双强调，其实我国涵 

盖不同群体的4种童婚法律， 

包括州政府权限下的回教法 

律、非回教法律、沙巴和砂拉 

越法律与原住民法律。

“其实沙巴砂拉越的（童

婚）非常高，包括非回教 

徒。”

她说，推动解决童婚原因 

的全国策略计划，是为了不同 

群体的法律所设立，让各方朝 

向相同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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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9日前付门牌税 

莎阿南市政厅赠雨伞
(莎阿南16日讯）为鼓励莎阿 

南市民提早缴交2020年门牌 

税，凡在2月29 R如付丨两一■ 

年门牌税及没拖欠税务者，将 

在先到先得原则下，获市政厅 

赠送雨伞一把。

有关拖欠税务将以每年不 

超过100令吉为条件。

为方便缴付门牌税，莎阿 

南市政厅提供多个管道，包括 

可前往莎阿南市政厅总部大厦

柜台、双溪毛糯分局、哥打肯 

文宁分局及实达阿南分局等， 

缴付门牌税。

民众也可以在所有雪州地 

方政府柜台、县土地局柜台 

等，以现金缴付有关门牌税， 

抑或在雪州、吉隆坡或布城的 

邮政局，以现金或支票抬头“ 

Pos Malaysia Bei.had” 缴付有关 

门牌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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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津德理玛花园

免费收大件垃圾
(万津16日讯）万津州议员刘

永山说，雪兰莪州政府子公司 

达鲁益善集团（KDEB)开始 

在每个月3日，在万津德理玛 

花园提供免费收集大件垃圾的 

服务…

他指出，居民可在当天早 

上把家中的大件垃圾放在家门 

前，方便垃圾车载走。

他说，万津德理玛花园住

宅区仍发现有2宗骨痛热症病 

例，希望居民警惕及保持屋内 

外的清洁卫生。

办新春大扫除

刘永山日前出席新春大扫 

除，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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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0

居协主席黄两感谢洪俪容 

参与联办，同时安排县议会派 

出泥机和罗里。当天，垃圾承 

包商也派多名员丁参与，瓜冷 

县议会公共卫生组官员尤斯尼 

也率领多人检查周围卫生情况 

与蚊虫问题。

黄两欣慰居民响应该活 

动，把家里的大件垃圾，包括 

床褥、橱柜、洗衣机、电视 

机、电器等放在门前路旁或十 

字路口；不少居民也响应环 

保，把家里可供循环的物资， 

自动送到凉亭前面的环保资源 

回收站，交由慈济处理。

万津德理玛花园2020年度新春大扫除活动，第二排右六起为李文川、杨克勤、刘永山、黄两、洪 

"111容及许福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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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央市议会今日向当 

地商民讲解逸福园商 

业区活化计划时，居民反映上 

述心声。

庄秋明：没征询民意

迪沙2公寓居民庄秋明 

说，居民不满意市议会在迁移 

小贩前没征询民意。

“今日他们就只是知会我 

们，而不是对话。”

针对此事，士拉央市议员 

黄伟强表示会向市议会反映居 

民的忧虑，但他同时也会尊重 

官员们的专业判断>

他个人不支持在商圈内设 

街边小贩，但既然市议会有迁 

移小贩的决定，他会尊重。

“我会要求市议会提供详 

细的资料，如何规划小贩摊位 

等专业的报告。”

黄伟强谴责不负责任小贩， 

把环境卫生弄得糟糕。

(双溪毛糯16日讯）士拉央市议会将大路旁摆卖的小 

贩迁至逸福园迪沙2公寓出入口对面，招惹居民不 

满，居民担心会引发交通堵塞问题。

迪沙2公寓有920个单位，旁边的迪沙1有1900 

个单位，居民忧虑若再有小贩营业，恐加剧当地交通 

堵塞。

迁至逸福园迪沙2公寓出入口对面

居■摆档加醜车
庄
秋
明

市议会召集商民讲解活化计划

黄伟强：盼业者配合

社区活化图改变逸福园
黄伟强说，逸福园是个商 

业旺区，人潮多，过去，逸福 

园给人老旧、卫生差的形象， 

而社区活化计划就是要改变这

现象…

他说，市议会去年起已多 

次到当地执法，不过力度不 

大，许多业者也不理会，后巷

后巷卫生是活化计划的其中一环

的环境卫生没改善，摊位摆出 

路边等。

“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讲 

解和对话，让业者明白市议会 

的计划，也希望业者配合，以 

在未来3至6个月完成活化计 

划。

茶室业者•邓世亿

配合市会计划
茶室的摊位和桌椅等， 

已根据市议会的要求摆放， 

许多小贩也配合市议会的计 

划。

之前对该计划一知半 

解，曾收到市议会的罚单， 

对话让我更清楚市议会的要 

求。

部分不负责任的小贩， 

导致环境肮脏且发出臭味， 

此举只会加重垃圾承包商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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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门街头挥春比赛2020

主办：美门残障关怀基金会 

联办：八打灵再也市议员王 

绥生、SS2B睦邻中心、SS2 

南区居民协会、雪州八打灵 

再也夜市小贩公会、大马针 

灸骨伤中医学院、兰亭书艺 

坊

日期：2只16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8时 

地点：SS2/61篮球场 

联络：美门残障关怀基金会

03 -7873 6579、03 -7875

8609、019-384 9921 

上网报名：littps :/ / forms, gle/ 

U Gej rq WyCCAne AR1A 

报名截止：2月7日（星期 

五）下午5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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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以便调查清楚事件。

他说，担任市议员多年并没听过啤 

酒屋业者需要申请执照，所以对上述情 

况感到错愕。

“虽
然据悉关税局的 

啤酒屋执照’条 

例存在已久，但巴生县市议会 

指并没有开放让业者申请相关 

执照，为何关税局会突然开始 

执法？到底‘啤酒屋执照’是 

属于关税局还是土地局的权 

限？这些需要厘清。”

他在班达马兰服务中心同 

仁新春慰劳宴兼媒体聚餐会这 

样说。

他说，上述风波引起啤酒 

业者和酒客恐慌，除了要求关 

税局暂缓执法，各相关单位也 

应协调，并在巴生县土地局的 

酒牌执照会议提出讨论。

梁德志（右起）与马大博士林德顺（左起）、陈妙恩、郑名烈 

进行签约仪式，出版“班达马兰新村历史志”。右二为柯金 

胜。

欧阳捍华（左六起） 

广、谢秀、李美玲、

、梁德志、黄美诗、吕精伟与媒体一起“捞生”聚餐 

关金芝；右起为吴国民、甘纳峑迪劳。

左起为柯金胜、郭富

盼5人小组 

会议传达心声
梁德志说，酒牌执照会议失调 

或是问题的主因，希望随着一批“5 

人小组”成员将于今年3月上任 

后，可以妥善把商家和华社的声音 

带人会议，避免再生事端。

他说，该小组5名成员中，巴 

生苘艮和巴生县长为当然代表，另 

有3名政党委任，3名新成员为行 

动党曾志强、李锡稳及公正党谢双 

顺。

“巴生区有关酒牌的问题，都是 

带上这个会议讨论，当中关税局、 

警方、市议会代表也出席会议提供 

意见，例如关于某名商家是否有缴 

付酒税、是否批川酒牌等。”

联合出版《班村历史志》

梁德志服务中心将联同马大博士一起出版《班达马兰 

新村历史志》，并已于今天签约，正式委任3人撰写这本 

历史志。

他说，这3名博士为马大大马华人研究中心主任兼中 

国研究所高级讲师林德顺、马大历史系高级讲师陈妙恩、 

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董事郑名烈，另一人则是民间学者 

刘崇汉。

“历史志是根据班达马M 1900年至2000年的历史，该 

历史志将世世代代在班达马兰流传下去，也让村民知道班 

达马兰历史的由来。”

出席者还有巴生港务局主席欧阳捍华、雪州行政议员 

甘纳崙迪劳、梳邦再也区州议员黄美诗、班达马兰新村乡 

村管理委员会主席柯金胜、巴生市议员谢秀、吕精伟、梁 

德志助理吴国民、《中国报》雪州滨海区经理关金芝、 

《星洲R报》中马区副总经理郭富广、中马区业务经理李美 

玲等人。

啤酒屋执照风波
梁德志l市会没开放申请执照

志
酒
局
缓
 

德
啤
税
暂
 

梁
“
关
求
 

员
请
到
要
 

议
申
遭
也
 

州
放
却
时
 

兰
开
者
同
 

马
有
业
， 

达
没
县
涉
 

班
会
生
交
 

丨
议
巴
局
 

讯
市
而
当
 

日
生
，和
 

6
巴
”
事

t
对昭川

 
-

M
针
执
缔
 

( e
将
屋
取

Page 1 of 1

17 Jan 2020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KL/Selangor • Audience : 27,667 • Page: B5
Printed Size: 881.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1,081.76 • Item ID: MY003846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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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黄祚信为首

马华监委会监督雪州课题
(八打灵再也16日讯）马华雪

州联委会将成立一个以州联会 

委主席拿督黄祚信为首的监督 

委员会，t?注在州内一些地区 

的课题。

黄祚信说，希盟已执政中 

央第二年，但经济方面却没有 

多大改变，甚至有许多种族或 

宗教课题在延烧，据我国一个 

独立机构的调查也显示，有 

61%的人民对政府感到失望。

“希盟政府除了无法妥善 

处理一些州的民生课题，最主 

要还是过去两年经济毫无起 

色，而现在选民都有智慧，不 

能再以问题是前朝政府留下的 

烂摊子之说来唬弄，只要做不 

好，就有可能会被换掉。”

因此，他相信马华整体以

及马华古州联委会继续努力耕 

耘，总会让人民看到诚意。

他今早率领|才丨队到访《南 

洋商报》时这么说，在场者有 

该联委会副主席拿督刘祥义、 

组织秘书简民发、宣传局主任 

林钊盈、教育咨询委员会主席

李锡锐、妇女组主席郑慧玲、 

乌鲁冷岳区会署理主席拿督余 

富华、哥打拉惹区会妇女组主 

席柯素春及执行秘书谭振毅。

一行人的到访获得本报数 

码新闻主任兼雪隆组主任邓丽 

华接待。

他说，目前，监督委员会 

正在遴选成员，一旦完成筹组 

工作将展开系列活动，继续做 

好政治工作。

马华雪州联委会同仁向大家拜早年，左起谭振毅、余富华、简 

民发、刘祥义、黄祚信、邓丽华、郑慧玲、柯素春、林钊盈及 

李锡锐。

善用媒体社媒提高曝光率

黄祚信说，配合时代的转 

变，马华会一改过去的处事方 

式，包括善用平面媒体、电 

视、收音机以及时下流行的社

交媒体管道如面簿、Inslagram 

提高曝光率。

“早前我们组W到台湾考 

察当地竞选情况，发现立委候

选人大多数会在社交网以直播 

方式来增加曝光率，也通过这 

方式来吸引年轻人的关注。” 

他说，透过向他人取经， 

马华雪州联委会将扮演监督制 

衡的角色，针对雪州政府施政 

的弊端为民请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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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

老

官

哥打答鲁16日讯

吉兰丹州务大臣办公室解 

释，州政府更换官车是基 

于原有的旧官车已使用了 

超过10年之久。

|>-| 丹州大臣办公室今日 

Itl发表文告指出，那些指责 

丹州政府滥用拨给州政府 

r 的4亿令吉特别拨款来购 

买州政府领导人官车，是 

诽谤和恶意指控。

51 文告指，丹州副州务

7T大臣早在2018年9月12日 

H[已发表声明，州政府已同 
乂 _丨意替换州领导人的官车。

「州政府决定分阶段 

更换州务大臣和州行政议 

员的官车，是在经过检查 

Mg后发现，这些旧车都使用 

卜砸12年之久。」

文告提到，车牌号码

m为「DV 1」的大臣官车， 

自前大臣拿督聂阿兹开始 

一直沿用至今。将原有的 

「DV 1』车牌号码沿用到 

新的大臣官车上*因这是 

吉兰丹苏丹的礼物。

社交媒体近来开始广传，一 

辆车牌为「DV 1」的豪华轿车照 

片，并指这是吉兰丹州务大臣拿 

督阿末耶谷的新官车。

新官车为黑色马赛地S450L 

AMG型，据称售价超过70万令吉。

而更早前，有报道称，吉兰 

丹政府获得中央政府的一次性4亿 

令吉的拨款。而随著网络流传丹 

州政府更换新官车后，也被质疑 

更换官车的钱来自哪里。

1

滥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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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缺乏受教育未成年结婚6原因
布城16日讯|副首相拿督斯 

里旺阿兹莎指出，政府已鉴定6个 

未成年结婚的原因，其中包括贫 

穷、缺乏受教育机会及部分人士 

认为结婚是解决问题的良策。

她指出，其余原因包括18 

岁以下者结婚需申请的执法不严 

格、缺乏性教育，以及缺乏未成 

年结婚和离婚的统计数据。

旺阿兹莎也是妇女、家庭及 

社会发展部长，她今天推介国家 

未成年结婚应对策略计划后，在 

记者会上这么说。

上述计划涵盖7项目标、17 

项策略及58项计划及行动，以在 

今年至2025年，应对未成年结婚 

的课题。

她指出，政府将通过修改政 

策、改善法律及执行醒觉计划， 

应对上述课题，此外，共有61

个机构成为执行机构，以执行短 

期、中期及长期计划。

她说，这包括社会经济支 

援计划、推广计划、将女性最低 

结婚年龄提局至18岁、提供以儿 

童及青少年为对象的生殖健康服 

务。

此外，她指出，政府也计划 

为失学的儿童或青少年提供职业 

技术教育培训（TVET )，以及改 

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结婚和离婚 

数据收集，包括18岁以下者。

旺阿兹莎说，政府将成立 

以相关执行机构组成的指导委员 

会，以监督执行工作及进展。上 

述委员会也是相关执行机构的平 

台，以报告进展、问题和挑战， 

以及建议如何改善。

她说，政府需以全面的方式 

解决未成年结婚课题，而在等待

修改相关法令之际，需要执行全 

国未成年结婚应对策略计划。

「我们相信如果应对这些原 

因，未来可解决未成年结婚的问 

题。如果儿童接受教育及发展潜 

能，他们将有更光明的未来。」 

出席推介仪式者包括妇女部 

副部长杨巧双、首相署副部长傅 

芝雅和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

另一方面，傅芝雅说，伊斯 

兰教司法局已制定更严格的未成 

年结婚申请标准作业程序，并规 

定需由回教高庭审理申请。

「这是因为我们发现（伊斯 

兰教高庭）的法官在审理这些申 

请方面，有更丰富的经验。」

「根据标准作业程序，法官 

将评估有关申请是基于贫穷吗？ 

有关儿童的生殖健康如何？这些 

儿童是否准备挑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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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103种设施

林木生BSP21公寓列纪录大全

瓜拉冷岳16日讯|林木生

集团（LBS )于太子城（Bandar 

Saujana Putra )发展的BSP21 服 

务式公寓，备有103种完善的基 

础和生活设施，被列入《马来西 

亚纪录大全》，成为马来西亚拥 

有最多设施的住宅发展项目。

林木生集团董事经理丹斯里 

林福山日肖|」从马来西亚纪录大全 

首席运营员黄枫伟手中，接过此 

证书，并由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 

米鲁丁、雪州秘书拿督莫哈末阿 

敏阿曼、马来西亚纪录大全创办 

人丹斯里黄罕荣、雪州投资有限 

公司（PNSB )总财务长莫哈末希

勒米、瓜冷县长莫哈末祖斯尼及 

林木生集团执行董事林福源，一 

同见证。

林福山表示，很开心BSP21 

项目能够列入《马来西亚纪录大 

全》并获得肯定，该集团承诺将 

继续秉承以社区为核心，努力建 

设可持续发展房屋，创造更多完 

善的社区，以满足居民对生活的 

需求。

他说，该项目也提前竣工， 

发展总值（GDV )达14亿令吉。 

BSP21共2602个单位，由10栋18层 

至27层楼高的服务式公寓组成， 

区分为3个公共区域，并以空中桥 

梁及绿植地带连接，提供多种主 

题乐园、游乐场及长达2.3公里的 

慢跑和脚踏车道等，同时配备三 

重安全系统、监控闭路电视的电 

梯及停车场内紧急按钮等功能。

費§29^

莫哈末希勒米（左起）、莫哈末祖斯尼、黄枫伟、林福山、 

阿米鲁丁、莫哈末阿敏阿曼、黃罕荣及林福源，见证BSP21服 

务式公寓列入《马来西亚纪录大全》。

Page 1 of 1

17 Jan 2020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85,616 • Page: A8
Printed Size: 320.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5,612.31 • Item ID: MY0038468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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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阿南16日讯|雪

州政府驳斥谣言，指一名 

来自梳邦再也、身患残疾 

的12岁男童，因患上A型 

流感而病逝，掌管卫生、 

福利、妇女与家庭事务的 

雪州行政议员西蒂玛丽亚 

澄清，雪州目前尚无任何 

A型流感的死亡病例。

「我要郑重的强 

调，截至目前为止，（在 

雪州）没有任何A型流感 

的死亡病例，这是得到 

卫生部官方确认的，没有 

死亡病例，那数据就是个 

〇 ! j

「我们遗憾接获， 

有人捏造雪州梳邦再也一名12岁 

残疾男童（法依斯，Faiz Fauzan 

Pauzul Kamil )及柔佛新山一名 

7岁女童（诺迪妮，Nur Dinie 

Damia Muhammad Noor Ain)，因 

患A型流感病逝的谣言。j

西蒂5马丽亚是于今日召开记 

者会时，如是表示。随行包括雪 

州政府助理秘书（天灾与援助管 

理委员会）阿末法鲁兹、雪州教 

育局（学生发展事务）副局长阿 

兹米米斯罗，及雪州卫生局副局 

长维鲁。

根据周二（14日）的报导， 

先前被怀疑受流感病毒感染的诺 

迪妮，其流感病毒检测的结果呈 

阴性反应，即无受到A型流感感 

染。

237人确诊患A型流感

西蒂理丽亚表示，今年本月 

初，截至昨日（15日），雪州已 

有237人被确诊患上了 A型流感。

她说，州卫生局已经提取了 

330人的样本并进行了检测，其中 

占数67%、来自46个群体中的学 

生，出现了类流感（ILI )症状。

「330人中，共237人，即72% 

检测出阳性反应结果，被证实患 

上了A型流感，惟雪州的总人口高 

达650万人，因此我要再次重申， 

这仅仅是民众对于类流感的过度 

反应。」

「我可以向全民保证，通过 

我们今日释出的统计数据表明， 

这根本是不足以引起恐慌的事 

态，所有情况仍在控制中，A型流 

感祗是季节性的流感，只要保持 

良好个人卫生，流感便是一个可 

自我抵御和可防范的疾病。」

她也敦促人们，这段时期要 

勤洗手，以避免病毒的传播、穿 

戴口罩，以及避免到人潮众多的

A

无
流

死
亡
病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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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政府承認印裔領袖地位
吉隆坡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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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t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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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米鲁丁昨日配合彭哥 

节发表献词时表示，彭哥节象 

徵丰收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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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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掉老舊官車丹州澄清非濫用撥款
哥打答鲁16日讯I吉兰丹州

务大臣办公室解释，州政府更换 

官车是基于原有的旧官车已使用 
了超过1〇年之久。

丹州大臣办公室今曰发表文 

告指出，那些指责丹州政府滥用 
拨给州政府的4亿令吉特别拨款来 

购买州政府领导人官车，是诽谤 

和恶意指控。

文告指，丹州副州务大臣早 
在2018年9月12日已发表声明，

州政府已同意替换州领导人的官 

车。「州政府决定分阶段更换州 

务大臣和州行政议员的官车，是 

在经过检査后发现，这些旧车都 
使用10至12年之久。」

文告提到，车牌号码为「DV 

1」的大臣官车，自前大臣拿督聂 

阿兹开始一直沿用至今。将原有 
的『DV 1』车牌号码沿用到新的 

大臣官车上，因这是吉兰丹苏丹 

的礼物。

社交媒体近来开始广传，一 
辆车牌为「DV 1」的豪华轿车照 

片，并指这是吉兰丹州务大臣拿 

督阿末耶谷的新官车。
新官车为黑色马赛地S450L 

AMG型，据称售价超过70万令吉。

而更早前，有报道称，吉兰 
丹政府获得中央政府的一次性4亿 

令吉的拨款。而随著网络流传丹 

州政府更换新官车后，也被质疑 
更换官车的钱来自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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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缺乏受教育未成年結婚6原因

布城16日讯|副首相拿督斯 

里旺阿兹莎指出，政府已鉴定6个 

未成年结婚的原因，其中包括贫 

穷、缺乏受教育机会及部分人士 

认为结婚是解决问题的良策。

她指出，其余原因包括18 

岁以下者结婚需申请的执法不严 

格、缺乏性教育，以及缺乏未成 

年结婚和离婚的统计数据。

旺阿兹莎也是妇女、家庭及 

社会发展部长，她今天推介国家 

未成年结婚应对策略计划后，在 

记者会上这麽说。上述计划涵盖 
7项目标、17项策略及58项计划及 

行动，以在今年至2025年，应对 

未成年结婚的课题。

她指出，政府将通过修改政 

策、改善法律及执行醒觉计划，应对 

上述课题，此外，共有61个机构成为

执行机构，以执行短期、中期及长期 

计划。她说，这包括社会经济支援计 

划、推广计划、将女性最低结婚年龄 

提高至18岁、提供以儿童及青少年为 

对象的生殖健康服务。

此外，她指出，政府也计划 
为失学的儿童或青少年提供职业 

技术教育培训（TVET)，以及改 

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结婚和离婚 

数据收集，包括18岁以下者。

旺阿兹莎说，政府将成立 

以相关执行机构组成的指导委员 

会，以监督执行工作及进展。上 

述委员会也是相关执行机构的平 

台，以报告进展、问题和挑战， 

以及建议如何改善。

她说，政府需以全面的方式 

解决未成年结婚课题，而在等待 

修改相关法令之际，需要执行全

国未成年结婚应对策略计划。

「我fl相信如果应对这些原 

因，未来可解决未成年结婚的问 

题。如果儿童接受教育及发展潜 

能，他们将有更光明的未来。」 

出席推介仪式者包括妇女部 

副部长杨巧双、首相署副部长傅 

芝雅和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

另一方面，傳芝雅说，伊斯 

兰教司法局已制定更严格的未成 

年结婚申请标准作业程序，并规 

定需由回教高庭审理申请。

「这是因为我们发现（伊斯 

兰教高庭）的法官在审理这些申 

请方面，有更丰富的经验。」

「根据标准作业程序，法官 

将评估有关申请是基于贫穷吗？ 

有关儿童的生殖健康如何？这些 

儿童是否准备挑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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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莎

17. 1. 2020

旺阿兹莎 

(左二）_:政府 

将落实5年计划解 

决国内的童婚问 

题。左一是杨巧 

双；右一起是教 
育部副部长张念 

群和傅芝雅。

推動7目標17策略^

被由5年
(布城16曰讯）副首相兼妇女 

及家庭发展部长拿督斯里旺阿兹 

莎披露，政府放眼5年之内，通过 

与各州政府和各单位的合作，共 

同推动国家策略计划解决童婚案 

问题。

她今日在部门主持“解决未成年 

结婚(童婚）原因的全国策略计划”推 

介礼后，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童婚是 

-个值得探讨的社会议题。

成立指导委会监督计划

她说，政府已成立…个指导委员

会监督这项计划，61个政府机构将作为 

执行机构，计划同时涵盖7项目标，17 

个策略和58项活动，以找出童婚的根本 

原因，并放眼在5年内解决这个问题。

她表示，造成童婚的6大原因为收 

人低与贫穷，缺乏接触性教育或了解生 

殖卫生方面的知识、教育程度低包括辕 

学、社会既定印象、对童婚之规范认为 

解决事情的最好方法就是结婚、法律松 
懈允许18岁以下的孩子申请结婚；结婚 

数据及未成年离婚方面不协调。

旺阿兹莎说，除了联邦政府，州 

政府也有权力调低童婚年龄，因此该部 

之后会与各州的马来统治者会面深人讨

论此事。

“这也是各州宗教司的管辖范 

围，因此我们之间必须保持良好的沟通 

和讨论。

“根据伊斯兰教义，没有所谓的 

结婚最低年龄，但如果（童婚）会造成 

女生和母亲的伤害，就f应该继续。” 

此外，她表示，松弛的法律是-- 

个导致章婚的因素。
“若女生18岁前因为不慎怀孕而 

被男友抛弃，她应懂得学会保护自己， 

这也是大社会各阶层必须思考的问题。

“我们要桿卫儿童被伤害，不只 
是单靠法律（捍卫）而已。”

杨巧双：砂沙童婚案例也高

另外，妇女及家庭发展部副部长杨 
巧双说，n前共有4种不同群体的童婚 

法律，包括州政府权限下的穆斯林婚姻 

法、非穆斯林婚姻法、沙巴砂拉越习俗 

婚姻法及原住民婚姻法。

她指出，其实沙巴和砂拉越的童婚 

案例也非常高，非穆斯林也-样。

傅芝雅：首相署已制指南

強制伊庭審童婚申請
#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副部长 

¥傅芝雅指出，首相署已经制 

定了一套指南或严格的标准作业程序处 

理童婚案，并强制要求伊斯兰高庭龄审 

童婚案，以鉴定是否批准有关孩童父母 

的申请。

“我们发现审理这方面案件的法 
官具有丰富的经验，到时候法官就要审 

核申请人所提呈的各种文件，以及鉴定 

是否要批准有关申请。根据一些州的法 

律，女生的最低结婚年龄是16岁，男生 

则是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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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就总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感動主席親回信 
附1000美兀支票
t来只是抱着微弱希望的吴圣 

在收到世界宣明会的H 

信时，几乎不能相信己的眼睛。

“当时世界宣明会国际主席恩 

斯特罗姆亲自写了这封信，还附上 

-张1000美元的支票，这简i£就是奇 

迹！”

完成博士学位后，吴圣1不敢 

懈怠，先后到首尔建国大学任教、教 

育研究生院和松岛高中任职教授、院 

长和校长，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偿还款 

项。
“受到圣经中常提到的数字‘7’ 

启发，我决定还7000美元给世界宣明 

会。当时，7000美元几乎是韩国-栋 

房屋的租金。”

他把这笔钱归还给世界宣明会 

后，整个人如释重负，并立志能够延 

续宣明会的爱心，帮助世界上更多不 

幸的儿童。

助養各國68兒童
妇女及家庭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左三）为图片展担任开幕嘉宾, 

希望所有孩童都能获得关爱和保护。右三为梅福才 S前，吴圣三助养68个来自世 

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孩子， 

就像以前帮助他的赞助人…样

有需要的人施予援手。

他坦言，自己不是富有的人，也 

没有很高的收人，但还是每个月抽取 

2000美元给世界宣明会，木着回报的 

初衷帮助这些孩童。

“我会常常给他们写信，豉励他 

们不要放弃，努力不懈。”

不时参与世界宣明会活动的他， 

有次到坦桑尼亚参访，看到当地的小 

孩都喜欢音乐，随即给两所学校捐赠 

乐器，希望他们能够学以致用。

“我会把自己的部分薪资拿出 

来，尽我的绵薄之力，解他们的燃眉 

之急：

_^圣三原本拥有无忧无虑的 

i童年，但在父亲去世后 

家里的支柱就仿佛崩了-角。年仅11 

岁的他，不得不与家人搬到位于首尔 

以北的东豆川市的收容机构。

由于失去经济支柱，吴家在财务 

上捉襟见肘，f餐不继，幸而后来获 

得世界宣明会的儿童助养计划帮助， 

圣三才得以继续上学。

自此，他与世界宣明会展开了- 

段漫漫的缘分旅途。

吴圣g接受星洲日报的专访时表 

示，那段艰难的求学日子让他不堪回 

谈起这段梦想破灭的经历，他神 

色黯然，百般滋味涌上心头。

我没有时间抱怨，惟有再努 

力工作赚钱，以便能够到国外念大 
学 ”

好不容易存够了钱，拿到奖学金 

到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来到最后■个学期时，吴圣三却收到 

-个晴天霹雳的消息。

“由于紧缩货币政策，我的奖学 

金被取消了。我感到震惊和痛苦，但 

我拒绝放弃，因而决定向世界宣明会 

#求帮助。”

5

21報道

塵攝影

首，但同时也很感恩世界宣明会的及 

时相助。
“上学的时候，我无时无刻都 

为没有食物果腹而苦恼，有一餐没- 

餐的，就这样咬牙挺了过来。庆幸的 

是，世界宣明会总是在我最艰难的时 

候，听到我的呼喊。”

高中毕业后，他曾加入大学预备 

军官团（ROTC),希望借此摆脱贫 

困的生活，但彼时他却不幸患上胸膜 

炎，不得不早早退学。

他写信给世界宣明会，希望可以 

获得学费上的资助，并承诺宣明会若 

能在此时施恩，他日必当涌泉相报。 +善最乐，吴圣二对慈善的热 

忱，感染了松岛高中所有学 

生和老师，甚至自己的妻子和儿女。

“我的家人十分支持我的决定， 

并跟我一起行善。玍韩国，很多人都会 

资助发展屮国家的小孩。

他感慨，如见没有世界宣明会， 

他的人生就不会像现下般完整。

“我小时候曾接受资助，长大后 

我就成了-个资助人。在求学的过程 

中，我一直为学费感到担忧，现在为人 

师表后，我告诉学生，我们在面对困境 

时，会觉得困难永无止境，但没有什么 

困难是解决不了的。”

他衷心希望人们能够帮助有困难 

的儿童和#少年，让这些为生活努力奋 

斗的孩子美梦成真。

我期望在亚洲，非洲、拉丁美 

洲和韩国看到下一个吴圣三。”

患胸膜炎住院2年

“那时候我已经为未来最初美好 

的打算，准备在大学预备军官团待上 
3年，出来后赚钱养家。然而，我却 

发现自己患上胸膜炎，一住院就是2 

年之久。”

配合世界宣明会欢庆70周年，马来西亚世 
界$明会在万达广场的The Ledge美术馆举办名 

为“70年的希望”的图片展3
吴圣三在图片展推介礼上与出席者分享被助养和助养的故事

攜手讓受苦孩童看見希望

胃P合世界宣明会欢庆70周年，马来西亚

归G世界宣明会特别策划名为“70年的希 

望”（70 Years of Hope)图片展，展现世界宣明 

会从成立至今不同时期的工作。

大马世界宣明会执行总裁梅福才说，这场 

图片展展示一项巨大的爱心工程，非一朝一夕就 

能完成。

“我们需要各方的支援，众志成城才能带 

来重大的改变。”

他也透露，大马世界宣明会成立马来西亚 

援助基金，支援沙巴土立和塔拉岸有需要的孩童 

和推动孩童的发展项目，目前已有545名孩童及 

其家庭受惠，在儿童保护、教育、经济发展、干 

净水源和卫生计划方面均获得改善。

“我们或许不能改变世界，但我们能改变 

-个孩童的世界，而获得帮助的孩童将来也会为 

更多人的生命带来改变。”

+{_^界宣明会儿童助养计 

划旨在汇集所有富有 

爱心的民众和企业机构，_ -起 

携手帮助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 

孩童，为他们的家庭和社区带 

来生活上的改变：
只要每月捐献65令吉（助 

养亚洲区孩童）或8〇令吉（助 

养非亚洲区孩童），助养人就 

可以改写孩童生命的故事 

透过儿章助养计划所筹募得善 

款，助养童就能获得干净水 

源、医疗保健和教育。

截至目前，我国善心人士 

透过世界宣明会助养超过5万 

9000名来自柬埔寨、中PI,刚 

泯民主共和国、印度、印尼、

黎巴嫩、莱索托，蒙古，緬 

甸、南非、泰国、越南、斯里 
兰卡和菲律宾的孩童。

儿童助养计划不仅注重在 

资金援助方面，同吋也鼓励助 

养人通过书信和助养童建立友 

谊，或通过由世界宣明会主办 

的探访团与助养童见面6

有兴趣获取更多详情或助 
养孩童者，可浏览wwklvision. 

com.my或拨电（603 ) 7800 

0899 :助养人可通过“My 

World Vision网络平台”掌握 

助养童的最新消总或电邮给对 

方，另外也可透过助养人简 

报、年度进展报告和年度汇报 

获得有关助养童的最新消息。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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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陳詩蕙 

攝影►羅彩霞

八打灵再也1 6

黃梓信：聯邦蜜月期已過 g——|

丨雪馬擊設E督團_注@瘍讯）马华雪州联委会主 

拿督黄祚信表示，希盟执 

政近两年，“变天”的 

月期已经结束，雪州马华 

将成立一个以他为首的监 

督团队，关注各个地区的 

民生或大课题！

他说，随着“网红”盛 

行，希望有兴趣当候选人的党 

员与时并进，除了召开新闻发 

布会，也自行拍摄视频或照片 

上传网络，做好准备0

他提及.他与马华雪州 

联委会副主席拿督刘祥义等-- 

行逾10人日前往台湾考察，除 

了开阔视野，也获益不少；其 

中，本届的台湾选举也有不少 

可借镜之处。

“台湾此次竞选期间没有 

旗海、海报，巨型海报也少， 

靠的是网络战，候选人们都有 

自己的网页和团队录影，群众 

大会也只是把焦点放在最后两 

天。”

黄祚信（左六起）带领马华雪州联委会多名领袖拜访星洲日报总社，并获星洲日报执行编 

辑冯嘉麒与大都会主任陈鼎翰（左五）盛情接待。左起为李锡锐、林钊盈、郑慧玲和简民发； 

右起为余富华、刘祥义、梁国伟和柯素春。

鄭慧玲：雪希盟不應推卸責任

慧玲表示，希盟执政雪州 

已经超过10年，很多课题 

其实不能再赖前朝政府，尤其这么 

多年来，州内基本建设没有做好， 

连水供都还是大课题。

“雪州早在2005年已宣布为 

先进州，那时还是国阵执政时期； 
但直至2020年，基本的水供都有问 

题，还怎么是先进州？”

她强调，雪州的发展事宜必须

以宏观的角度探讨，很多时候是基 

本建设没有做好，才致使整个问题 

的形成；但遗憾的是，大马政府却 

-直围绕在种族和宗教课题上，让 

国家…直在倒退。
“本来2020年要成为先进国， 

但现在却一直在倒退，从政者必须 
跳出框框，否则我们到了2030年也 

不可能有任何发展。”

簡民發：流感疫苗課題誤導民衆

民发则举例，近来的流感事 

件，卫生部长和副部长在疫 

苗课题上就有两种版本的言论；前者 

甫声称药物充足，后者日前又证实疫 

苗在春节前短缺。

“雪州大臣日前也呼吁雪州子民 

不用担心，声称州内药物充足，这与

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材的说法就很有出 

人，希望大臣能与联邦政府谈谈，确 

保言论属实。”

他提醒，雪隆人口密集，游客也 

多，上述事件会牵引连带问题，毕竟 

大家若不敢出门消费，雪州经济就会 

连带受到影响。

勝選須獲年輕人支持

@祚信认为，台湾国民党是马华的一个借镜，而未来 

^«要得天下，就必须得到年轻人的支持；因此，他呼 

吁年轻人，尤其是有潜质当候选人者必须迎合时代，塑造自己 

的形象。

他也披露，该党在大部分选区已有潜在的候选人，部分资 

深或曾经当官的领袖未来也会退居后方给予协助，毕竟马华需 

要“新陈代谢”，让人民知道该党改革的决心。
“经济这一块很重要，61%的国人对希盟政府不满，主要

就是经济发展层面，所以除了民生，在经济这块，我们也会 

提拔更多专才上来，可能会做一些分享会，分享关于未来的股 

市、外汇和大马经济等。”

黄祚信今日率领马华雪州联委会多名领袖拜访星洲日报总 

社拜早年，并由执行编辑冯嘉麒和大都会主任陈鼎翰接待。

出席者包括马华雪州联委会副主席拿督刘祥义、秘书拿督 

梁国伟、组织秘书简民发、宣传局主任林钊盈、教育咨询委员 

会主席李锡锐、执行秘书谭振毅、州妇女组主席郑慧玲、马华 

哥打垃惹区会妇女组主席柯素春和乌鲁冷岳区会署理主席拿督 

余富华。

梁國偉：雪政府管理弊病多

国伟则抨击雪州政府执政 

逾10年，管理明显失当， 

甚至怀疑其中有很多弊病问题，造成 

骨痛热症和闪电水灾率高居不下^ 

他指出，各个地方议会每年都 

将大笔预算案放在清洁方面，•惟除了 

定期收取垃圾，人民也只看到清洁工

人扫街，却少见清理和挖掘沟渠。

“市议会拨那么多款项给清洁 

承包商，后者主要的责任就是清理沟 

渠，但多个地区的沟渠逾10年来，简 

直没有维修和清理，造成水流不通、 

积水和沟堤崩塌，继而导致水灾和蚊 

症等问题，可谓失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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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议会举 

行汇报会以向 
逸福园的商民 

讲解社区整合 

计划的概念， 
希望借此在改 
善的环境卫生 

工作上获得商 

民的配合。

商家無所適從難達成效

@伟强指出，社区整 

m合激活计划有很多 

层面需执行，而市议会也在 

去年发出正式警告及通知， 

同时也曾展开拆除行动。

“单是去年一整年，市 

议会就曾4次前往发通知。但 

在商家的无所适从下，是完 

全未见任何成效。”

他也说，执法不严也是 

造成问题的因素之…，虽然 

市议会设有•定的规范及管

制，但商家因疲弱的执法力 

度下，也不自觉地触犯了很 

多条例1。

他也对该区不少商铺尤 

其是食肆，在摆放摊位及桌 

椅在五脚基或路旁都是经过 

申请及批准，同时每年也需 

缴付费用给市议会，但这笔 

收费却是远远比不少对环境 

卫生所造成的破坏，市议会 

反而必须花费更多以进行维 

护工作:、

(士拉央16日讯）鉴于甲洞逸福园过去_年的社区整合激活计划无法达到预计的成效，因此，士 

拉央市议会针对此事，于今日向当地商家及小贩讲解有关计划的概念及所要达成的成效。

这项汇报会是于今日早上10时在逸福园展开，参与的部门包括执照组、执法组、环境卫生组、工 

程组等，并获得数十名当地商家、小贩及居民的出席。

黄伟强指出，逸福园卫生问题糟糕，区内呈现老旧及 

肮脏，包括在小贩不顾卫生下导致里面积了一层厚厚的油 

污。

黃偉強：盼改善衛生問題

A责该区的市议员黄伟强指出，逸 

福园是士拉央区内其中一个很 

繁忙的社区，但却面对环境卫生问题，整 

个地区看似老旧且没有活力，因此，市议 

会于去年开始在该区推行社区整合激活计 

戈|J,希望能改善该区的卫生问题，同时也 

注人活力。

他说，虽然市议会推行该项计划长达 

-年时间，惟当地的商家小贩还是无所适 

从，往往在当局采取行动后又故态复萌，也 

导致有关计划无法达成原本所预设的成效。

因此，他希望，通过这次的汇报会， 

向当地商民讲解有关计划的概念，让商家 

了解应该遵守及执行的事项，以在3至6个 

月时间内达成改善该区环境及卫生的目 

标，将残旧及卫生情况糟糕的该区打造得 

更干净整洁。

居民不滿遷移路邊攤計劃

了向商家讲解社区整合激活计划的概念之 

夕卜，市议会也在会上汇报有关将原本设在 

商业区大路旁的路边摊迁移到毗邻的帝沙2公寓出人 

口前的路旁。

惟，这项建议也引起该公寓居民的反对，并认 

为若将小贩安顿在该公寓前，不仅影响了该公寓及 

帝沙1公寓居民的出人，同时也会引起交通阻塞问 

题。

他们也不满市议会在做决定前未寻求公寓居民

的意见及同意。

黄伟强表示，他将会同时听取居民及市议会的 

意见，以寻求最透明化的政策处理。

“我会将居民的心声记录在案，并传达给官
口 ”
贝〇

他说，以他个人立场是不赞同在商圈内允许路 

边摊，惟他也明白官员是基于人道立场，寻找适合 

的地方以安顿这些路边小贩。

无论如何，他将会要求官员必须针对迁移及安 

顿小贩…事提交详细的计划书，以让他能清楚有关 

事项的规划。

影響居民出入 莊秋明（帝沙2公寓居民）

“我反对将路边摊迁移到 

公寓前的路段，这将会影响公寓 

出人的方便，同时在有关路段较 

为窄小下，将会引起交通阻塞问

题。

这条路是帝沙1及2公寓的出 

要出人口，两栋公寓分别有1860 

及920个单位，如果安顿小贩在此

摆摊，一定会造成交通问题。

我对市议会没有事前询问居 

民意见以及收集居民反映而感到 

不满，在没有讨论空间下就决定 

实行。”

儘量配合要求 鄧世億（茶室業者）

“通过这次的汇报会，能让商家都更清楚市议 

会的社区整合激活计划是如何进行，我们又应该如

何做或不应该做什么，应该遵守什么条例或是卫生 

方面的丁作。

我们商家也会尽量配合市议会的要求，而大部 

分商家在此之前都对此一知半解，现在则有比较清 

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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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拒赔 

要骑士报警

被威胁的司机 

因担心自身安全而 

报警，警方之后逮 

捕3人助查，并以勒 

索角度调查此案。

这起因车祸而 

引起的纠纷于上周 

五下午5时10分发生 

在士拉央市议会前。

鹅唛警区主任阿里菲助理 

总监指出，-名在市议会任职技 

工的巫裔男子驾驶•辆威拉轿车 

在市议会前与一辆摩哆车发生碰 

撞，两人当场在路上发生口角。

他说，摩哆车骑士要求司机 

赔偿500令吉，而司机则拒绝赔 

偿，并要求对方报警处理，加上 

对方态度有些凶，因此司机说完 

后就上车载着3岁的儿子离开现 

场。

他指出，在轿车司机返家后 

不久，有关摩哆车骑士带着哥哥 

来到司机的家中（市议会宿舍） 

强索赔偿，而司机也叫来自己的 

弟弟帮忙，双方再度发生口角并 

推挤起来。

“在过程中，•名男子威胁 

司机说，如果他不赔500令吉， 

就不会让他好过，之后摩哆车骑 

士一行人就离开现场，而司机较 

后据情报案。”

他说，警方在接到投保后， 

先后逮捕涉案3人助查，并援引 

刑事法典第385 (勒索）条文展 

开调查工作。

“警方预料会在完成调查报 

告后，将涉案3人提控上庭。”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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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故事帶出大道理

I老鼠娶親》

||彩絶偷
《老鼠娶亲》讲述老鼠强为公主踏上寻找最强驸马的惊

险旅程。

(雪州16日讯）新村•新春剧 

场——《老鼠娶亲》鼓剧于日前在 

锡米山华文小学和吉隆坡沙叻秀华 

文小学拉开新春序幕，为新村节庆 

增添不一样的气氛。

这场由新村发展部主催、结合各新 

村管理委员会联办、人人人鼓剧场呈献 

的《老鼠娶亲》表演精彩绝伦，带动了 

全场气氛。演出故事简单，却带出大道 

理及鼓励。

此剧运用大量肢体、面具及道具， 《老鼠娶亲》于锡米山华文小学首演。前排右起为陈忠德、张伟来、黄炳

打开大人及小朋友想象。改编后的《老渝、蔡依霖、林天赐、王俊伟、谢伟贤及方添桦n 

鼠娶亲》，有熟悉的马来西亚民谣及旋 

律，亦使用小朋友熟悉的H语，互动性

极强。
锡米山华小演出现场迎来雪州行政 

议员黄思汉代表工俊伟、房屋及地方政 

府部长特别事务官蔡依霖、乌冷县新村 

发展官黄炳渝、锡米山新村管委会主席 

谢伟贤、锡米山华小董事长李仁英、仙 

水港新村管委会主席暨锡米山华小副董 

亨长方添桦、锡米山华小校友会主席陈 

忠德及锡米山华小家教协会主席郭宝毅 

等出席观赏。

王俊伟：春节多与家人交流

王俊伟强调，华人农历新年乃是华 

人重要的传统节庆，广场与街道上的布 

置，体现了我国是个和谐且多元种族的 

社会，他也呼吁大家新年与家人同聚期 

间要放下f中的电子产品，把握机会与 

家人互动交流。

蔡依霖：散播艺术种子

蔡依霖希望此活动能播下艺术的 

种子，让新村的孩子能在童年时期接触 

到艺术美感教育。未来也会以“新•新

村”的理念持续推动新村社区发展活 

动。

《老鼠娶亲》新村巡演是由房屋及 

地方政府部长祖莱达和掌管雪州华人新 

村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赞助与推动。

上述鼓剧将在本月轮番上演，剩下 

的3场演出将在安邦新村华小，叻思华小 

及霹雳州十八丁大街。欲把握机会出席 
观赏演出民众，可至新新村Village Vision 

脸书查询详情。

沙叻秀华小 

全校师生与一众 

演员合影。前排 
左二是新村发展 

官刘志光；第二 
排左四起为蔡依 

霖、沙叻秀华小 
校长卢彩岣及沙 

叻秀新村管委会 
主席曾长兴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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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德志：收集書寫百年事蹟

《班村歷史誌》
(巴生16日讯）随着巴生班达马兰区州 

议员梁德志昨晚正式与以马大马来西亚华人 

研究中心主任林德顺博士为首的学者团队交 

换合约后，意味为期两年半进行的《班达马 

兰新村历史志》正式启动！

除了也是马大中国研究所高级讲师的林 

德顺，新村志计划的另3名成员有马大历史 

系高级讲师陈妙恩博士、华社研究中心董事 

郑名烈博士和民间学者刘崇汉

他们将在梁德志和班村村长柯金胜支持 
下，收集和书写班村整个20世纪，从1900年 

至2000年的百年事迹、背景和口述历史等。

向父母收集口述文献

梁德志披露，由其服务中心委托的学者 

团队早在半年前，便开始着手收集班村历史 

的工作，还需要两年时间来完成一切，届时 

便可出版《班村历史志》，让村民世世代代 

知道新村的由来，把历史留住。

林德顺要求村民趁此新春佳节一家团圆 

之际，尽量协助向家里的老人家收集班村口

述历史和珍贵的文献文物等，并可把口述历 

史录音和其他历史物件等交予研究团队。

报纸讯息准确度高

梁德志认为，比起网络上有许多假新闻 

和标题党，论讯息准确度还是要看报纸，报 

纸扮演重要角色，他本身天天看报纸，呼吁 

党员仔细读报纸内容。

他昨晚在其服务中心慰劳宴及媒体新春 

聚餐致词时，要求党员看新闻不要只是看标 

题，而应详细读取内容，更不要闻风起舞跟 

人骂政府，毕竟有些不是真课题。

他促请火箭党员要对新政府和部长有信 

心，尽管政府政策无法100%得到人民认同， 

导致产生争议，人民会讨论和骂政府，但还 

是希望选民们深思熟虑，有问题应弄清真 

假。

他以早前引起民间反弹的政府买新官车 

丰田Vellfire豪华休旅车为例，政府在考量民 

意情况下取消了购买新官车，所以民众理应 

通过正确的新闻报道，获悉事情真相。

梁德志（右一）与林德顺（左一）交换《班达马兰新村历史志》 
计划合约。左二起陈妙恩、郑名烈和柯金胜。

感謝服務中心職員努力
德志感谢记者对他的翔实报道，以及在发生重大新闻时，具 

公信力媒体的即时报道都能取信于民。

另外，他不忘感激面对群众与选民的服务中心职员，在过去一年 

得默默承受的辛劳与闷气，就算被骂和遭无理取闹亦要忍气吞声

他说，毕竟职员是在议员的服务中心工作，•旦和公众发生争 

执，很可能就会被拍下，上传网络广传而惹议。

梁

谢秀（左一起）、吴国民、柯金胜、梁德志、欧阳捍华、黄美诗、甘纳及吕精伟一齐捞生 

贺新春。

政府會竭盡所能領導大馬

巴
生港务局主席兼史里肯邦安区州议员欧阳捍华呼吁党员，不要太相信网上许多假新闻 

和谣言，要对希盟联邦政府有信心，相信领袖竭尽所能，正把大马带向更繁荣与自由

民主国家。

出席嘉宾有雪州行政议员兼哥打哥文宁区州议员甘纳巴迪劳、首邦市区州议员黄美诗、巴生 

市议员谢秀和吕精伟、及梁德志特别助理吴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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