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hah Alam: Empat individu
termasuk dua wanita dita-
han selepas disyaki menja-
lankan kegiatan judi dalam
talian di sebuah premis di
Setia Alam kelmarin.
Ketua Polis Daerah Shah

Alam Asisten Komisioner

BaharudinMat Taib berkata,
mereka ditahan sepasukan
pegawai dan anggota Baha-
gian Siasatan Jenayah Ibu
Pejabat Polis Daerah (IPD)
Shah Alam dalam Op JOL
pada jam 5 petang.
Menurutnya, pihaknya

melakukan serbuan selepas
melakukan pemerhatian se-
lama 20 minit di lokasi se-
belum mengesan dan me-
nahan dua wanita yang ke-
luar dari premis berkenaan.
Katanya, pihaknya berjaya

masuk ke dalam premis ber-

kenaan hasil kerjasama ke-
dua-dua wanita itu dan
mendapati dua lelaki berada
di situ.
“Semua yang ditahan ter-

diri daripada tiga warga In-
donesia dan seorang lelaki
tempatan berusia antara 22

hingga 29 tahun,” katanya
dalam kenyataan semalam.
Baharudin berkata, pihak-

nya turut merampas pelba-
gai barangan digunakan un-
tuk kegiatan judi dalam ta-
lian serta senjata.
“Antara barangan yang di-

rampas adalah 16 pempro-
sesan komputer (CPU), dua
komputer riba, 19 monitor,

31 telefon bimbit, dua mo-
dem, 14 papan kekunci dan
23 kad SIM.
“Selain itu, kami juga me-

rampaswang tunai sebanyak
RM1,000 dan lapan parang
yang ditemui dalam premis
berkenaan,” katanya.
Beliau berkata, ketiga-tiga

suspek dari Indonesia itu di-
dapati tidak mempunyai
pasport ketika diperiksa.
“Semakan mendapati sus-

pek warga tempatan berke-
naan mempunyai rekod je-
nayah berkaitan judi.
“Semua suspek kemudi-

an dibawa ke IPD Shah
Alam untuk siasatan lanjut
mengikut Akta Rumah Judi
Terbuka 1953 dan Seksyen
6(1) Akta Bahan-Bahan Ka-
kisan Dan Letupan Dan
Senjata Berbahaya 1958,”
katanya.

‘‘Kami juga merampaswang tunai sebanyak
RM1,000 dan lapan
parang yang ditemui
dalam premis
berkenaan”

Baharudin Mat Taib

Polis gempur premis
judi dalam talian

Headline Polis gempur premis judi dalam talian
MediaTitle Harian Metro
Date 20 Jan 2020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Setempat Circulation 112,705
Page No 10 Readership 338,115
Language Malay ArticleSize 374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14,733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44,200



Tengku Amir Shah (empat dari kanan) berkenan menyempurnakan Majlis 
Pelancaran Logo dan Slogan sempena ulang tahun ke-20 Bandar Raya Shah 
Alam di Stadium Shah Alam kelmarin.

MBSA lancar logo dan slogan baharu
SHAH ALAM - Majlis Bandaraya Shah Alam (MBSA) 
melancarkan logo dan slogan baharu sempena ulang tahun ke-20 
bandar raya berkenaan, kelmarin.

Slogan Dua Dekad Makmur dan Sejahtera sesuai dengan logo 
berwarna menarik yang melambangkan elemen baharu, segar,  
efisien dan seimbang dalam sistem tadbir urus agensi itu.

Datuk Bandar Shah Alam, Datuk Haris Kasim berkata, MBSA 
sentiasa komited menyediakan perkhidmatan yang cekap, tepat 
dan mesra kepada warganya.

“Shah Alam sentiasa melalui proses transformasi seiring 
dengan matlamat kerajaan negeri untuk menjadi negeri pintar.

“Sejak 20 tahun lalu, bandar raya ini melalui banyak peru-
bahan namun tidak pernah mengabaikan aspek kehidupan ma-
syarakat,” katanya.

Majlis pelancaran slogan berkenaan disempurnakan Raja 
Muda Selangor, Tengku Amir Shah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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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gku Permaisuri Selangor lancar Program MySeragam
SHAH ALAM - Tengku 
Permaisuri Selangor,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kin berkenan 
hadir ke Program Prihatin 
Kembali Ke Sekolah (Program 
MySeragam) anjuran Yayasan 
MyPrihatin semalam.

Pada program berkenaan,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kin 
turut berkenan menyampaikan 
sumbangan dua pasang keleng-
kapan baju sekolah kepada 
2,000 pelajar daripada lima 
buah sekolah rendah di seluruh 
Selangor.

Pengerusi Yayasan MyPri-
hatin, Profesor Datuk Dr Hali-
maton Hamdan berkata, Yaya-
san MyPrihatin membuat 
tempahan pakaian seragam se-
kolah tersebut melalui peserta 
Program Jana Ekonomi Prihatin 
(Projek Prihatin) yang bertuju-
an membantu golongan ibu 
tunggal dan suri rumah kurang 
berkemampuan.

“Buat masa ini, pihak kami 
menyediakan dua Pusat Latihan 
Projek Prihatin bertempat di 
Bandar Baru Bangi, Selangor 
dan Permatang Pauh, Pulau Pi-
nang.

“Pusat latihan ini bagi me-
latih peserta dan seterusnya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kin berkenan memakaikan pakaian sekolah kepada 
salah seorang penerima di Shah Alam semalam.

memacu pengeluaran produk-
produk jahitan, tekstil dan 
fesyen,” katanya.

Turut hadir ister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in Seri 
Masdiana Muhamad.

Halimaton berkata, program 

yang dianjurkan itu dapat men-
cerminkan komitmen, kerjasa-
ma serta keprihatinan badan-
badan amal dan syarikat 
korporat dalam membantu 
membangunkan sosioekonomi 
masyarakat di negara 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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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U5 ItMSS 

Datuk Mohd Sharif Yusof 
(1999-2003) 

Who will be new chief? 
Ratepayers are hoping they will not have too long to wait for 
the new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president to be appointed. 
In 2010, the post was left vacant for more than three years. 

Datuk Abdul Bakir Zin 
(2005-2007) 

Datuk Mislan Tugiu (2007-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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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BRENDACH'NG 
brenda@thestar.com.my 

WITH the Klang Muncipal Council 
(MPK) president's seat still vacant 
after former president Datuk 
Mohamad Yasid Bidin was trans-
ferred in November last year, the 
town is waiting in anticipation for 
the person who will be taking over. 

Seeing as how MPK covers a 
very large area, many are hoping 
that the future president will be 
someone equipped with experi-
ence and efficiency in handling 
council matters along with com-
munity issues. 

These include rubbish, cleanli-
ness, basic infrastructure, safety 
and the town's overall image. 

Some even voiced expectations 
that the next president will 
improve services and get Klang 
upgraded to a city. 

Talk of the town becoming a city 
has long been discussed, even 
before the former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SJ) showed 
interest in upgrading with the lat-
ter getting confirmation of its city 
status just before 2019 ended. 

When StarMetro spoke to people 
on the ground, most of them said 
they want the incoming council 
chief to be more people-friendly 
and efficient in tackling daily 
grouses, especially regarding clean-
liness, rubbish collection and con-
tractors appointed for infrastruc-
ture upgrades or repairs. 

Many Klangites were not too 
happy over the shoddy work of 
contractor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nd although cleanliness had 
improved around town, they said 
it was not consistent. 

Currently, the council is headed 
by acting president and MPK secre-
tary Elya Marini Darmin who has 
hit the ground running ever since 
stepping up to the role. 

According to officers in the coun-
cil, she is always on the go and 
"fast and furious, like a monorail." 

Ever since taking over the helm 
in November, Elya who was previ-
ously Selangor Land and Mines 
Office deputy director, already has 
a few plans in mind while working 
hard to implement initiatives that 
can help improve the town. 

One of them is the illegal dump-
ing whistleblower programme that 
she implemented recently. 

Her idea is for the public to help 
MPK officers nab irresponsible 
culprits who dump waste, includ-
ing domestic and bulk waste, by 
the road side or anywhere illegal-
ly. 

A hotline has also been set up 
for the public to call in with infor-
mation so that officers can take 
action against offenders. 

Video footage or photographs 
are also encouraged so that 

High expectations 
of incoming chief 
Klang ratepayers say incoming council president 
needs to uplift town's image, among many tasks 

Elya and MPK enforcement officers checking an illegal dumpsite in Jalan Kebun Nenas, Klang at 
the newly renovated Sultan Suleiman Stadium does not get waterlogged again. - Filepics 

these culprits can be nabbed 
by authorities and effectively 
brought to book. 

When StarMetro asked council-
lors and a few assemblymen about 
who they thought would likely be 
the perfect fit, they declined to give 
specific names but some noted that 
the current acting president looks 
promising. 

Elya is liked by many in Klang 
and is active in residents' 
WhatsApp chat group. She also has 
the advantage of being able to 
speak Mandarin. 

If the state government does 
appoint Elya as MPK president, she 
will be the fourth woman heading 
a local council in Selangor. 

The first was Datin Paduka 
Alinah Ahmad who became 
Petaling Jaya mayor in 2013, which 
simultaneously made her the first 
woman mayor in Malaysia. 

Current MPSJ president Noraini 
Roslan, who was sworn-in in early 
2018, was next to be chief of a local 
council and Kuala Selangor 
District Council president Rahilah 
Rahmat followed shortly after. 

When contacted, Selangor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transport and 
new village development commit-
tee chairman Ng Sze Han said no 
candidates had been shortlisted yet 
for the vacancy at MPK. 

"It is too early to know at this 
point in time, but we do have a few 
qualified candidates from various 
departments who can take over 
the post," he said. 

Ng added that no deadline had 
been set for when the next presi-
dent should be sworn in. 

There is no telling how long the 
seat will be left vacant. It was once 
unfilled for three-and-a-half years 
in 2010. 

That was when former president 
Datuk Mislan Tugiu's term ended 
and the vacancy was temporarily 
filled by council secretary Ikhsan 
Mukri who became acting presi-
dent. 

In October 2013, Datuk 
Mohammad Yacob was finally 
appointed MPK president. 

During his two-year stint, 
Mohammad was considered a 
strict president who was known 

Elya has shown her determination 
to stop illegal dumping in Klang 
during her tenure as acting chief. 

night. (Right) The council chief will have to make sure 

among council staff as a no-non-
sense disciplinarian. 

Whoever the new MPK presi-
dent is, the individual will have 
their work cut out for them as rate-
payers' expectations are high with 

ongoing projects such as the 
Padang Chetty re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LRT line to be 
monitored until fruition and 
long-standing problems like flood-
ing to be resolved. 

Elya (front right) admiring murals on buildings in Jalan Dato Hamzah, 
Klang. — Filepic 

The incoming MPK president will have their hands full with numerous projects, including Klang is undergoing major changes with a few big projects such as the LRT line that will be 
the transformation of Padang Chetty. - Filepic built over Emporium Makan, Jalan Pasar. - File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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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柏朗商委新主席
(吉隆坡日讯）雪州柏朗商（KPS，5843，主要板工业） 

宣布，委任拿督诺阿兹米为新任主席，上周五（17日）开始生 
交女。

雪州柏朗商向马证交所报备，今年51岁的诺阿兹米将取代任 

期终止的前主席拉惹依德利斯，成为新任主席。
报备文件指出，诺阿兹米在公共服务领域拥有超过25年的金 

融和经济相关经验，同时曾在国民企业公司（PXS)和柔佛投资 

有限公司任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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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挫退民兴党。

■祖莱达（前排左2起）和阿茲敏阿里向选民派发福袋，并祝福选民“恭喜发 

财”。

阿茲敏：前朝遺留問題太多

民興黨支持率
(吉隆坡19日讯）经济事务部长拿督国会议员袓莱达，到选区市集派柑时， 

斯里阿兹敏阿里说，民兴党在沙巴金马如是简短回应记者的询问。

尼士国席的支持率并没下滑，此次补选 “我们可以看到，（民兴党）在金马

失利是基于之前遗留的问题太多，民兴尼士的支持并没有多大变化，民兴党同 

党需时让沙巴子民对他们的领导有信一个候选人（拿督卡林布章），在上一

届全国大选的得票（与此次补选的得票心。

他强调，沙巴首长拿督斯里沙菲益阿）相近，选票没减少。”
达和其团队过去20个月已作出最好的努 他指出，基于金马尼:士是郊区选区，

力。 希盟需要时间建立他们的信心；在民兴

“但基于（前朝）遗留的课题太大，党和中央政府的合作下，他们将会继续 

他们（民兴党）还需要时间让沙巴子努力拉近城乡差距。

民，对沙巴未来在民兴党的领导下，感 阿兹敏阿里和袓莱达连跑选区中的两

到有信心。” 个市集，向选民派福袋和年坩拜个早

阿兹敏阿里也是国际山庄区州议员。年，包括安邦镇菜市集和瓜拉安邦菜市 

他今日与房屋与地方政府部长兼安邦区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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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19日訊）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强调，人民对希 

盟有很高的期望，从过去几场补选，反映人民要希盟政 

府展现执政后的成果。

“政府必须经常聆听民声，人民代议士也须更努力的工作，以 

兑现希盟在竞选宣言许下的承诺，满足人民的需求。”他为此忠 

告所有人民代议士要更努力工作。
文轉A4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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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期望高希盟會努力

♦文接封面 矢改善經濟
林冠英也是财政部长。他必须更努力工作，专注人民需 

今曰出席威北警方配合农历要，尤其在经济方面，这个才 
新年举办的安全行动16后，最重要。”

在记者会上针对体制改革委员 国阵候选人莫哈末阿拉敏在
会（IRC)成员安碧嘉昨天限昨天投票日中，获得1万2T06 

希盟政府在6月前兑现关键承张得票，以2029张多数票击败 

诺，否则将上街施压一事，作得票1万零67T张的民兴党候选 

出回应。 人卡林布章，保住国阵选品。

他表示尊重安碧嘉的声明，
并指对方擁利这么做。 政刀推仃K蚁

^岧了^璺，、,艾2^兴5!!$ 林冠英说，他相信今年经济
马尼士国席补选失利，林越央会比去年好，4十改变人良 

指出，哗们接受选民的决定，观感，希盟^致力推行良政， 
希盟和行动党也会继续支持沙并相信今年会看到一此执政后 

巴州首长沙菲益阿达领导沙的成果，除了推出人盲电子现 

巴~金、降过路费减轻人民生活成 
、询及布舉在取近忒场补选败本，也为失业毕业生提供就业 

选，是否怠味选民已开始拒绝彳卜||纟。

希盟；他反问为何不提希盟在 “k府今年会为获得就业机
一些补选胜出的例子，如山打会的失业毕业生（超过12个 

根国席，希盟是以绝大多数票月），发放每月5〇〇令吉的补

胜巧二八_贴，为期两年；为了鼓励雇主 
#这个要平丨t S疋有人俩聘用这些失业毕业生，雇主毎

|耳溫步不imS鹋可，获■令吉补贴，长达

接受國陣勝選
♦农业及农基工业部长兼 

诚信党署理主席拿督沙拉胡丁阿育

#们接受国阵在金马尼士区补选中胜出 

A的事实，但希盟在拉票的过程中已尽 

力而为。

希盟此次补选中可说面对艰难的挑战，

仍与国阵进行良性竞争，成绩尚算不错。

金马尼士是他们的堡垒区，我们满意诚 

信党的拉票工作。

續落實改革議程
♦卫生部长兼诚信党策略局主任 

拿督斯里祖基菲里阿末

.巴民兴党虽然在金马尼士补选中落 

败，希盟政府将继续落实已展开的改 

革议程和计划。

此举是执政党在补选落败后，为了向前 

迈进所需要做的事情。

聆聽民聲再改變
♦吉打州务大臣兼 

土团党署理总裁拿督斯里慕克里茲叫兀节丨土心似扣丨土观兀土取 希
i盟将与民兴党检讨败选因素，包括龄补

#听人民心声，检讨国家政策等，再作

(询及-些部长实行增名其妙，，政选

策，引起人民反感）希盟政府会深入检么
S，3过，^陵“国1政H发重
3越来越糟 持

在民主的。国家，希盟政府只能选择执行

惠民计划，而非实行受欢迎的政策，否则重

未来年轻人负债更重。

坦言对补选败阵感到失望，但接受人民 

的选择。

給希盟一點時間
♦国会下议院副议长、安顺区国会议员 

兼后廊州议员倪可敏

自不曾听取
讨败选，并加〗虫改革^伐，努力改进。

希望人民给希盟更多时间，收拾前朝时 

fISSfiS?，把国家带上正轨，并继续朝向进步繁荣。

国

人民白勺#音，反而s继续以各种 

人再一次通过手中的选亭，传达对

希盟政府的不满：这次題于人民再一次 的胜利。

選民厭倦希盟謊言
♦马青总团长王哓庭

阵胜出证明全马人民都已对希盟的谎 

言感到厌倦，而对希盟唾弃。

国阵胜出绝对不是巧合，是因为人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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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物色地點■料最快下半年

小蹶
(沙登19日訊）沙登巴刹重建工程添进 

展！极邦再也市议会已物色地点，充作巴 

刹临时营业地点，预料最快可在下半年开 

始，让小贩逐步迁往临时地点开档营业。

史里肯邦安区州议员欧阳捍华指出，他和市议 
会在上周召开会议会，当局已鉴定数个邻近沙登 
巴刹的地点，作为小贩的临时营业地点，并且将 
在农历新年结束后，再次调查与鉴定现有巴刹的 
小贩数量。

“临时地点的所在位置仍有待宣布，但巴刹重 
建计划预料会耗资600万令吉施工，估计会耗时一 

年半至两年完成工程，以便为小贩和沙登居民， 
提供乾净又舒适的巴刹环境。”

料耗資600萬重建

他说，沙登巴刹至今已有将近50年历史，不仅 

建筑残旧，基本建设已达到饱和状态而衍生各种 
卫生问题，必须尽早展开重建计划。

“现有巴刹的小贩数量众多，约有300多名摊 

贩，当中包括非法或出租摊位的小贩，因此市议 
会必须先确认所有小贩的身份，方可展开后续工

作。

区防范罪案及社区主 
任彭兴泉。

他说，政府当局希 
望透过重建计划，漂 
白非法小贩，至于一 
些拥有营业执照，却 
将摊位出租给第三者 
的小贩将被充公。

此外，欧阳捍华 
说，该服务中心共派 
发4250份限量版红包

i也是今日雛沙登新村巴麵发隨臟蝴 
给民众后，这么指出。陪同出席者还包括沙登警争相索取’如力已全^派兀。

■封回 
影，乡 
兴以资 

泉及料 
回，

ill
及II
欧

阳

登

苠洹

捍众_ 

呼况 
獲盱。

1众 
星尽 

版快 
红填 
包妥

彭興泉：速呈警局回鄕表格
M兴泉呼吁沙登民众，尽早 
^提交回乡表格给邻近警 
局，以便警方能尽快完成巡逻行 
动的规划工作。

他指出，农历新年“安全活 
动”是从本月18日开始至2月1 

曰，警方不仅透过手机应用程 
序，收集各区居民的回乡情况， 
同时也透过各居民协会代表分发 
表格，以便民众填上回乡时段。

“在农历新年期间，除了华裔 
警员，所有警员一律冻结假期， 
仅有10%的警员获允放假，确保 

逻行动，包括高风险地区如银 
行、油站与提款机所在地点。”

他说，以往农历新年期间，警 
方皆频密展开巡逻行动，因此沙 
登治安情况向来稳定，但民众仍 
受促今早提交回乡表格，以便警 
方鉴定高风险地区和巡逻次数， 
至於尚未索取表格的民众，可 
到各警局或手机应用程序填上资 
料。

i：阳捍华也呼吁民众与警方配 
合，上网填妥回乡资料以维持沙 
登区的治安情况。

巴
刹
营
业
，
以
便
展
开
沙
登
巴
刹
重
建
工
程
。

■
梳
邦
再
也
市
议
会
已
物
色
临
时
地
点
供
沙
登
小
贩

■
城
事

_

■欧阳捍华（站者）派发限量版红包封绐沙登民众，并与选民道贺新年。
佳节期间有足够的人力，展开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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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雪蘭莪房屋”發展商破產

■逾100名购屋 
者在王诗棋（前 
排左7)的陪同 

下，高举字报促 
请新发展商汇报 

房屋计划的最新 
进展。

(无拉港19日訊）

“我的雪兰莪房屋”

承接兴建工程的发展 

商，向逾200名购屋者 

收取1%至10%不等的抵 

押金后，宣告破产；

眼见原定在2年前施 

工的家园，至今仍不 

见一砖一瓦，购屋者 

担心抵押金将石沉大 

海■，怒r火中烧i

构屋者投诉，有关“我的雪 
兰莪房屋”计划，是在2017年推 

介，两栋房屋共有11层楼；各购屋 
者是在2018年至2019年间，透过网 

站提交购屋申请得直后，各别签 
署买卖合约与缴付或1〇°。的抵押

“粗略统计，该房屋计划共有 
394个单位，当中已有207个单位已 
卖出，共计190名购屋者已缴付107。 
抵押金，S卩2万5000令吉，剩余的 

则已缴付1°。抵押金。”
购屋者皆称，自缴付抵押金后， 

有关工地却不见任何施工迹象，经 
过调查才惊觉承包工程的发展商已 
寘告破产，目前已交由新的发展商 
接手，惟后者却对购屋者的诉求不 
闻不问，即使要求会面也遭拒。

购屋者代表海米指出， 
许多购屋者皆为公务员， 

尽管他们已两度会见霄州房屋与土 
地局（LPHS)、房地部与雪州行政 

议员哈妮查，后者也指示接手的发 
展商，必须在这两天内，会见购屋 
者以汇报最新情况，但发展商却取 
消会面并延期至2月。

“其实有许多购屋者都是公务 
员，希望政府能负起责任，为我们 
解决问题并确保工程继续进行。” 

他说，尽管给房屋计划因发展商 
宣告破产而停滞不前，却见该计划 
的宣传广告，甚有银行业者在发展 
商执照失效前，要求购屋者签署合 
约，令人费解。

“倘若该房屋计划宣告取消， 
有关单位必须告知我们之前缴付的 
抵押金去向，如寻获其去向理应归 
还，好让我们能将之投放在健康的 
房屋计划。”

=商，

■蕃I

買賣合约未兒成
♦方伟文（38岁、购屋者）

我
是在2019年7月提交 

申请，不久后便获得
回函告知申请成功，随后 
便签署买卖合约和缴付2 
万5000令吉抵押金，因为 

工地一直没有动工迹象，
加入购屋者的What sApp群 

组和调查后，才发现发展 
商已经倒闭，而买卖合约 
也尚未完成。

这是我购买的第一间房屋，因为我的雪兰 
莪房屋是政府旗下的工程，在申请时并不担 
心会出现问题，如今却面对发展商破产，新 
的发展商却以专注在卖地事宜，诸多推塘， 
眼见第t间房屋竣工无期，我们也不知该何 
去何从。

保險费保障什廣
♦谭雪丽（55岁、购屋者家属）

4的孩子是大学生，2018年成功申请并 

A获得推荐信，以便购买“我的雪兰莪 
房屋”，事后也缴付了房价的10?。，即2万 
5000令吉作为抵押金，以及6000令吉律师 

费，还需每个月缴付40多令吉保险费，如今 
房子还没建好，付的保险费是在保障什么？ 

该项工程原定在2018年动工，并在2021年 

交屋，但如今却不见|砖|瓦，希望房地部 
能介入此事，聆听我们的心声，协助我们解 
决问题。

發展商面對會司
♦汪佩玲（44岁、购屋者家属）

#的两名孩子在2017年透过网站提出申 

A请，随后便成功申请到我的雪兰莪房 
屋，并且已经缴付共5万令吉抵押金，因为 

_直没有动工，经过调查才发现发展商有官 
司和宣告破产，我曾透过电邮致函询问雪州 
房屋与土地局，但对方并没回函。

雪州行政议员哈妮查曾协肋我们，与新的 
发展商会面，并指示对方必须在过去两天会 
见我们，但对方却拖延至2月。

王 诗棋指出，她将要求雪州行 
政议员哈妮查，向接手上述 

搁置工程的发展商施压，尽快出 
面作出汇报，以便购物者掌握工 
程计划的最新情况。

她是在去年11月接获居民的投 
诉，直指他们购买我的雪兰莪一 
间房屋时，即面对工程停工与发 
展商破产等问题，并抨击发展商 
在面临破产，仍承接工程并向购

王詩棋：以掌握工程進度

要求雪行政議員施壓
屋者征收抵押金的行经，形同欺 
骗。

“我的雪兰莪房屋是雪州政府 
旗下的计划，政府理应监督工程 
进度，因此发生此事，州政府责

无旁贷，我将继续向哈妮查跟 
进事宜，也会要求对方向发展商 
施压，促请对方给购屋者一个交 
代。”

°她指出，所幸购屋者及早发现

问题，才能遏制银行批准房贷， 
她呼吁公众，若发现该房屋计划 
的广告宣传，切勿提交申请及购 
屋，必须确保情况明朗化后，才 
考虑是否购买。

她也抨击，发展商工作怠慢， 
曾在去年11月向所有购屋者收集 
资料，惟至今却毫无下文，促请 
对方尽快向购屋者交代事情的最 
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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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19日訊）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指出，关税永安镇出f颁发选区“2〇2〇年回到学校补 

局欲执行沉睡多时的“啤酒屋执照，，条例前，应事先宣助金”后受询时，如是指出。

予业者至少3个月的申请期限，否则该局领导应从‘黯釋题温蠢！局12^履誌

法令，应事先倉导，让业者先做好申请执

■邓章钦（左3)也颁发3台轮椅给有需要的家庭，左起为黄智荣、陈如坚及严玉梅 

(右2)。

都章欽：若執行睥酒屋執照條例

n

應事先宣導
他说，根据业者 

向媒体投诉，关税局援引1976年国产税法 
令第35条文，对付没有申请“啤酒屋执 

照”的业者。
^他指出，据报道，投诉者坦承理解关税 
局所援引的1976年国产税法令第35条文一 

早存在，惟问题是国阵执政时期却没获得 
执法，换言之，时任执政政府也因此让国

家面对一项税收的损失。”

法令一早存在

他说，既然法令拟定多年没执行，如今 
若要开始执法，有关单位就有义务事先宣 
导，而非贸然开出罚单，让接获罚单者大 
喊不公平及不满。

邓章钦也是巴生新城区州议员。今曰在

g准备，而避免执法期间引旧相关业者立各种法令，却没有真正去执行，以致让丨川」

的?^。人…丁地田〜一一 a法令无法有效达至管制的作用，祖‘啤乃1 
针对个人疋否同蒽履f了有关法々时，邓酒屋执照，也不应只是在某个县属推行而JPJj

从S被已，相对应该更全面，不只是在_，而似 
执fT，也不代表任后不目纟犾得执f了，惟，是全国同涉•推行。”
执行方式要得当，特别是先做好宣导工该局贸然履行°旧法而给业者开罚单，实

际非新政府执政作风，为此，有关单位应
个人认力，国阵执政期间，P、iT直接取消已开出的罚单。

艾代章钦指出，雪州政 
P府截至目前仍未 

接获“啤酒屋执照”投 
诉，因此也没有带入行 
政议会讨论，惟，促请 
相关单位若要执法，则 
须在全国全面执行和大肆宣 
传。

他说，他只是从报章上获悉 
“啤酒屋执照”的风波，而报 

道主要引述一名资深在野政党 
党员的投诉，因此相信对方非 
常熟悉政府单位运作，也清楚 
了解正确的投诉管道。

“然而，州政府至今也只是 
遭媒体质问，而从未从正轨管 
道获得相关投诉，包括来自个

報章獲悉風波_ 
暫未接獲投訴

人或工商业界及公会的投诉， 
因此行政议会也就没有对此作 
出讨论。”

1他说°，州政府不可能就媒体 
投诉个案，就把问题带入会议 
上讨论的，毕竟其未必反映整 
个事实

他解释，一般从正轨管道作 
出的投诉，将通过相关部门提 
呈至州行政议员商讨，不过， 
有关问题也可能在部门商讨中 
已获得解决。

子
^錢

■邓章钦与团队出席颁发“回到学校补助金”给有需要的家庭。

章钦指出，电子钱包是落实雪 
P兰莪精明州的其中一个项目， 

州政府甚至探讨自行推出新的电子 
钱包或采用市面现用电子钱包，作 
为推广用途。

“电子钱°包拥有多项便利，包括 
方便携带，更为安全保障财务、减 
少触碰纸钞，更为卫生、财务管理 
一目了然等。”

他说r实际上，在推广工作上， 
重点在于电子钱包所提供的便利， 
只要能够达至广泛推行，让人民觉 
得好用，就自然能够提升其使用的 
层面。

“当然，有一些方面仍需要大力 
去推广，比如对于年长、乡区或缺 
乏教育的人群，就有必要加强鼓励 
和指导其使用电子钱包。而且，有 
者仍抱持手握现金更有安全感的想 
法及担心电子钱包遭骇而损失，为 
此，这些都是需要克服的问题。”

巴生新镇州选区颁发“回到学 
校补助金”，让300名中小学生受 

惠，受惠家庭主要以印裔学生占多 
数。会上颁发3台轮椅给有需要的 

家庭。出席者市议员黄智荣、陈如 
坚及严玉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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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敏：支持率沒顯著下滑
(吉隆坡19日讯）经济事务部长兼 

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说，民兴党金马利补选候选人卡林布章 

在补选所获得的支持与2018年全国大 

选相比并没显著的下滑，只是以民兴党 

为首的沙巴政府还需时间赢得沙巴子民 
的信心。

作为国际山庄州议员的阿兹敏今早与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兼公正党安邦国会 

议员祖莱达，配合春节的到来，前往安 

邦镇巴刹派发年柑时，如是指出。

针对民兴党在金马利补选的失利，他 

表示，沙巴首长拿督斯里沙菲益及其州 

政府行政团队'，在执政的这20个月来 

已尽全力做到最好。 _

他认为，由于（国阵）留下来的问题 

太大了，他们还需时间令沙巴子民取得 

信心，沙巴及沙巴子民的未来掌握在民 

兴党州政府手中。

“我们看到在金马利（对民兴党）的 

支持，比起之前的全国大选没太大的变 

化，民兴党候选人是同一个人，得票也

■阿兹敏（左）在派送年柑时，许 

多民众都主动要求合照，阿兹敏也 

来者不拒。

几乎一样，B此不存在支持率下跌的说 

法。”

“金马利国席属郊外选区，政府还需 

时间让当地选民有信心，政府正朝向进 

_步缩小城乡差距的目标前进。”

“民兴党领导的沙巴州政府将在联邦 

政府的良好合作下，继续实行相关措 
施。”（T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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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斷水噴湧
(八打灵再也19日 

讯）首邦市USJ 2/1 

的出口，今午发生了 

2辆轿车碰撞意外，
其中一辆车子疑因失 

控冲向路旁，继而撞 

断输水管，导致大量 

自来水如喷泉般喷涌 

而出，而自来水如喷 

泉般喷涌的照片，也 

在社交媒体广传。

相关贴文是脸书专 

页“SJ Echo”所上 

载。此意外也令首邦 

市多地区水供暂时中 

断。

此外，雪州水 

务管理公司（A i r 
Selangor)在获知此 

事后已派员抢修，根 

据水供公司发给居民

的通知，当局于今午2时30分开始进行抢修工 

作，预计在今晚8时30分可完工；受影响地区 

包括USJ 2、USJ 3、USJ 4、USJ 5、USJ 
6、USJ9、USJ10及USJ11。

民众若有任何疑问，可透过手机即时通讯 
软件\^113{5八卩卩至019-281 6793或019-280 

0919查询。（丁1<(^)

■ 2辆轿车发 

生碰撞后， 

其中一辆轿 

车冲撞路旁 

的输水管， 

导致自来水 

严重喷射。

■车祸后，大量自来水从被撞断的主要输 

水管喷涌而出，许多途经经的车辆都纷纷 

闪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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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盟領航，邁向輝煌2.0”籌款宴

■黄瑞林（前排右五）协同多名嘉宾及捐献者为筹款晚宴开暮。左四起 

为杨蔚讳、慕斯里敏和阿米鲁丁；右三起为黄思汉和邓章钦。

雪大臣：確實有弱點

希盟執政制度獲改善
(适耕庄19日讯）雪州大臣拿督斯 

里阿米鲁丁说，联邦政府确实在执政 

上存有“弱点”，但不能否认希盟执 

政后，一些制度已获改善，包括现有 

的希盟政府全面落实廉洁及透明化， 

相信民众都有看在眼里。

■■ 他昨晚出席行动党适耕庄州议员服
:务中心举行的“希盟领航，迈向辉煌 

2.0”筹款宴时提到，雪州在12年前 

改朝换代时，有不少民众质疑希盟的 

能力，尤其一开始还不熟悉相关事 

务，但很快人民的疑虑便已消除，开 

始看到雪州有许多成绩，希盟才能继 

续执政至今。他相信，联邦政府逐步 

改善问题后，经济会开始复苏，就可 

吸引大量外资前来。

强调州政府是全民政府

他强调，州政府是全民政府，无论 

哪一种族，只要是符合资格者，州政 

府都会援助。州政府调整惠民政策， 

就是为了要确保能妥善照顾到所需人 

士。大臣说，州政府不仅照顾城市地

极争取下，联邦政府之 
前已拨款20万令吉，过 

后还争取到州政府拨款 

10万令吉，甚至在其他 

人牵线下，争取到李氏 
基金会捐献80万令吉给 

该中学。
他遗憾马华只帮拉 

曼，却忘了育群中学才 
真正需要帮助。

"我并不是说不可帮 
拉曼'而是拉曼如今已 
获拨款，且也没面对 

经费不足问题，但他 
们却只帮拉曼，难不成 

我们自己的育群中学 
不够钱，不应该先帮忙 
吗？”

此外，黄瑞林提到， 
本地稻农一直要求政府 
将目前的20%扣税率 
降至1 7%，他将在农 

历新年后会见农业及农 
基工业部长商讨此事。 

至于政府要落实禁止拖 

网政策一事，他也会与 
部长见面，要求部长尽 

快作出有智慧的议决。
(TKM )

國家體系傷痕累累
黄瑞林：很大漏洞需填補

州议会议长兼适耕 

庄区州议员黄瑞 

林声称，希盟当初执政 

联邦政府时，没想到整 

个体系或财务“伤痕累 

累”，很大的漏洞需填 

补，所以现在宛如在重 
建国家，非常艰钜。尽 

管政府改朝换代，但一 

些官员没换“脑袋”， 

没有很好的配合，造成

希盟推行一些政策时有 

些制肘。

他促请首相敦马哈迪 

换掉乱说话的部长，就 

让这些部长回家种番 

薯，换一个好部长上来 

解决人民的问题。

他披露，育群中学正 

在筹建校舍，总经费为 

1200万令吉，目前尚不 
敷250万令吉；在他积

■大会为育群中学筹获1万8220令吉，并由黄 

瑞林（左）移交给潘有礼（右三）。左二为见 
证人慕斯里敏。

区发展，也非常关注郊区发展，所以 

州政府在今年成立特别委员会，著重 

及专注发展丹绒加弄、大港、适耕庄 

和沙白安南。

此外，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则希望 

大众给予希盟一些时间，虽然希盟有 

不足之处，但如今所做的事远比国阵 

多，就以教育拨款为例，希盟政府制 

度化拨款给华文独中，而且钱在年初 

就已汇入独中户头。

他也提到，州政府也关注沙白县议 

会发展，包括他掌管新村事务后，便 

批准了沙白县20项提升工程，总共 

60万令吉拨款。他表示，精明巴士方 

面，州政府今年也会拨出120万令吉 

维持沙白县的3条精明巴士路线，让 

当地人继续受惠。

出席嘉宾包括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 

章钦、国会下议院副议长倪可敏、大 

港区国会议员慕斯里敏、朋岭区州 

议员杨蔚讳、育群中学副董事长潘有 

礼、李氏基金会董事拿督李成全及筹 

委会主席颜健荣。（T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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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莱达（第一排站者左六）、阿兹敏（左七）与各族党工携带年柑向民 
众拜年，华裔党工还一起高唱贺岁歌曲，气氛热闹。

稱酒店爆料内容千真萬確

祖萊達盼獲公平裁決
(吉隆坡19日讯）被公正党纪律 

委员会发函要求解释信，并有可能 

面对纪律行动对付的公正党副主席 

祖莱达坚称，她早前在吉隆坡万丽 

(Renaissance )酒店爆料的内容，都 
是千真万确的。

她当时曾声称，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 

安华企图要说服她，指男男性爱短片内 

的人物就是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
里O

z虽然她不愿披露纪律委员会要求解释 
信列出了什么理由认为她违反党纪，但 

她上述的回应，似乎间接的默认她在去 

年12月初对安华的指控，是遭纪律委 

员会发函的原因之一。

祖莱达也是安邦区国会议员，她今早 

与国际山庄区州议员阿兹敏配合农历新

年的到来，前往安邦镇巴刹派发年柑。

她希望纪律委员会能免于“公正党领 

导层”影响下，给予她公平裁决。

对纪委会有信心

祖莱达祈求上苍保佑，并指对纪律委 

员会有信心，很肯定他们会给她一个公 

平的裁决。
她同时证实，她已收到纪律委员会志 

期1月15日的信函，但对党纪律委员会 

是基于什么理由认为她涉及违反党章则 

三缄其口。

“我现在还不能透露是什么事（理 

由），但我将针对所挑起的问题解 

释。”

“我也将依据事态发展，才决定是否 

要出席党的会议。”

諷刺佐哈里10州主席没水準

m
莱达讽剌昨天要求公正党开除 
她，以公正党国会党鞭兼吉打 

州主席拿督佐哈里为首的10名州主席 
“没水准”。
佐哈里昨天在公正党中央理事会会议 

后，与另外9名公正党州主席召开记者 

会表明，祖莱达留在党内不仅无法辅助 

安华，甚至还会造成党的内斗恶化， 

恐对党的未来带来不利影响，要求开除

她0
他也指控，祖莱达违反党纪的行为包 

括侮辱党领袖、频频缺席党会议及随意 
发表公开声明，因此才会接获纪律委员 

会的要求解释信。
对于佐哈里等10名州主席的要求， 

她表明，"这不重要，就让其他人去 

理会，只是这（对）我来说是没水准 
的。，，（T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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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钦 

(中灰衣 

者）在“回 
到校园”活 

动上，派发 

州政府发放 

的100令吉现 

金予受惠的 
300名中小学 

生后，与出 

席的嘉宾及 

受惠小朋友 

合影。

鄧章欽了啤酒屋執照缺宣導

5000元罰單應取消
(巴生19日讯）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说，关税局在 

没对商家展开充足宣导下，于上月展开1976年国产税法令 

规定的“啤酒屋执照”（俗称喝啤酒执照）执法行动，已 

引起争议和一片混乱，比如巴生县署及土地局就没发出喝 

啤酒执照机制，令外界怨声四起，商家欲申请相关执照 

也无从下手。因此，他认为，关税局理应取消早前发出的 

5000令吉罚单，总监也需负起全责，甚至应引咎辞职。

他说明，关税局的这项执法，是为国 

家增进税收；但这是一道旧法令很少执 

行，故关税局理应在执法前给予商家至 

少3个月的宣导期，以向各地县署及土 

地局申请相关执照。

也是巴生新城区州议员的他，今早在 

选区内永安镇民众会堂举办“回到校 

园”活动，派发州政府发放100令吉现 

金予受惠的300名中小学生后，就引起 

议论的关税局执行1976年国产税法令

第35条文，即法律规定餐饮业者提供 

客人在店里喝啤酒便利，需申请“啤酒 

屋执照”一事，如是回应。

他声称，雪州行政议会目前未对该课 

题展开讨论，受影响的商家也未循正式 

管道提出投诉，他个人只是通过报章报 

道得悉此事，现阶段也没酒商或相关商 

会的领导，向他做出申诉或要求对话， 

因此尚未被带入行政议会会议内。

行政议会未讨论

询及他会否以行政议员的身份，把此 

事带入雪州行政议会讨论，尤其是针 

对县署土地局与关税局在发放喝啤酒执 

照和执法方面的不协调问题，邓章钦表 

明，此事应交由相关单位的负责人在行 

政议会提出。

他促请商家若面对关税局的执法而感 

不满，理应循正式管道投诉，而非如一 

些有政党背景的人士，刻意召开记者会 
炒作。（TKM )

舊法令過去少執行
对关税局的执法惹起民怨，有 

网民质问希盟执政什么税都要 
收取时，邓章钦解释说，虽然这是 

一道国阵时期通过的44年法令，但 

国阵时期并没严加执法，令国家损 

失许多税收。

他表明，可理解关税局对国产税 

法令展开的执法行动，但前提是一 

定要给足商家申请相关执照的缓冲 

期，例如有至少3个月时间，之后才 

来执法，这样才说得过去。

询及是否会鼓励商家，积极申请 

喝啤酒执照以免被取缔时，他则回 

应说，这不是他的立场和职责，既 

然涉及相关单位，理应由涉及的政 

府机构向民众展开宣导运动，灌输 
醒觉意识。（TKM)

州行政议员邓章钦声称，雪州政府 

@并不会效仿联邦政府，派发一次性 
数码红包予州内电子钱包用户，因为雪 

州没4亿5000万令吉派这项红包的财力， 

但会继续专注在现有的惠民计划。
也是巴生新城区州议员的他，在巴生 

永安镇民众会堂主持"回到校园”活动 

后表示，电子钱包确实是大势所趋，重 

要是让民众觉得方便使用，相关单位应 

展开醒觉运动，提升人民的意识。

他不讳言，一些人会觉得电子钱包会 
让人产生“缺乏安全感"的顾虑，毕竟 

人们还是觉得手中握有现金最实在，担 

心电子钱包款项会被骇走，因此官方需 

展开措施，帮助民众克服心理的障碍。

他声称，电子钱包的落实，是雪兰莪 

迈向2025年精明州目标的其一领域，州 

政府正探讨是否推出新的电子钱包、或 

加强使用目前的电子钱包，以方便州民

鄧章欽：不效仿聯邦

雪没財力派數碼紅包
使用。

"电子钱包涉及网络保安，所有交易 
通过系统转账一目了然。’’ .

此外，雪州政府今日派发100令吉现 
金予巴生新城州选区内的7所中小学共 

300名学生，包括光华国民型华中、兰花 
园小学、共和小学、卫星市国中、国小 
和淡小等，帮助家长减轻孩子的开学负 
担。

邓章钦说明，虽然选区内以华裔选民 
居占72%，印裔选民不到10%，但此次 

受惠学生以印裔居多，证明了州政府不 

以肤色来对待受惠族群，而是对有需要 
援助者一视同仁。

出席活动者尚包括巴生市议员严玉 
梅、黄智荣和陈如坚等。（T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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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祖
(吉隆坡19日讯）虽然接获纪 

- 律委员会的要求解释信函，人民 

@ ^公正党副主席祖莱达坚持其争议 

乂、$性地说法。

^ 52 她也认为，党的纪律委员会

I丨|又会公正行事，不会受任何党派领 

■导人的影响。
^ “我有14天的时间。尽管我无

2法透露我的回应，但我将针对问 
^■题做出回应。最重要的是，我所说

释 q、以的是事实。”

X 祖莱达是周日在她的安邦选

性

法

区出席活动时，如是告诉记者。 

SXT 祖莱达是该党署理主席拿督

W斯里阿兹敏阿里的坚定盟友，她 
被指控侮辱党主席及公开与党主 

席拿督斯里安华的私人谈话。

祖莱达还声称，安华当时是 

要说服她，阿兹敏就是6月份开始传播的“男 

男性爱短片”的男主角。
她声称，安华的判断能力好像受到党内 

“新手”和“黑手党”的影响，这被视为是在影 

射该党通讯主任法米和霹雳州主席法哈斯。

祖莱达也不理会大多数公正党州主席 

的看法，即要求她被开除。这些州主席当中 

少了砂拉越州主席巴鲁比安、沙巴州主席 

刘静芝和雪州主席拿督斯里阿米鲁丁。

“这不是我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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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9日讯）经济事 

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认 

为，沙巴州民兴党在金马利国 

席补选落败，不能归咎于希盟 
支持率下滑事件有关。

他说，虽然国阵以高票数 

但民兴党候选人取 

与第14届全国大

阿兹敏：得票与大选相近

败选无关支持率下滑

取得胜利 

得的票数 

选时相若C 

“因此 

并不存在I

支持率降低的问题 

’他周曰随同安邦 

国会议员兼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长祖莱达走访安邦区的早市，

接受媒体询问有关金马利补选 

失利一事时，发表以上谈话。

阿兹敏表示，金马利是个 

乡郊选区，希盟需要花费更多 

的时间，才能取得人民的信 

服，并缩短城乡差距。

他也说，今后，民兴党政 

府会继续与希盟中央政府，保

持密切合作关系。他相信民兴 

党政府能扮演好州政府角色， 

在面对各种挑战时，依然能尽 

力做到最好。

“不过，过去政府所留下的 

烂摊子，民兴党政府需要更多 

时间去说服沙巴人，赢得他们 

的支持。” #

阿兹敏阿里（左）派发新年礼品给街边售卖年饼的小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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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色沙登临时巴刹
最快下半年迁入

(沙登19日讯）沙登巴刹重建工程有进营业地点，料最快可在下半年起，让小 

展了！梳邦再也市议会已物色巴刹临时贩逐步迁往开档营业。

彭兴泉（右二起）与欧阳捍华派发限量版红包封及回乡表格给 

沙登民众，呼吁民众尽快填妥回乡资料，共同维持沙登治安情 

况。

rf!里肯邦安州议员欧阳 

捍华表示，当局已鉴 

定数个邻近沙登巴刹的地点， 

il:小贩临时营业，并将在农历 

新年结束后，再次调查与鉴定 

现有巴刹小贩数量…

“上周已与市议会召开会 

议，惟临时地点位置仍有待宣 

布。”

他今R前往沙登新村巴刹 

派发限量版红包封给民众后披 

露，巴刹重建计划预料耗资 

600万令吉与一年半至两年时 

间完成，以提供干净舒适的巴 

刹环境以给小贩与沙登居民。

他指出，已有近50年历 

史的沙登巴刹不仅建筑残旧， 

基木建设也已达饱和状态，衍 

生各种卫生问题，须尽早展开 

重建计划。

“现有巴刹约有300多名 

摊贩，小贩数量众多，当中包 

括非法或出租摊位的小贩。

他说，市议会必须先确认 

所有小贩身分，方可展开后续 

丁作。政府希望透过重建计 

划，漂白非法小贩。

“一些拥有营业执照，却 

将摊位出租给第二者的小贩将 

被充公。”

欧阳捍华服务中心共派发 

4250份限量版红包封给民众。 

由于精致美观的红包封设计获 

民众争相索取，如今已全数派 

完0

出席者包括沙登警区防范 

罪案及社区主任彭兴泉。

速交回乡表格规划巡逻

彭兴泉呼吁沙登民众，尽 

旱提交回乡表格给邻近警局， 

il:警方尽快完成巡逻行动规 

划0

他表示，农历新年“安全 

活动”从本月18 R开始至2 

月1 FI。除了透过手机应用程 

式收集各区居民的回乡情况， 

警方也通过各居民协会代表分 

发表格，丨丨：民众填上回乡时

段。

新年期间频密巡逻

“未索取表格的民众，可 

到各警局或手机应用程式填上 

资料。民众受促尽早提交回乡 

表格，以便警方鉴定高风险地 

区和巡逻次数。”

他说，以往农历新年期 

间，警方皆频密展开巡逻行

动，W此沙登治安情况向来稳 

定。

彭兴泉指出，农历新年期 

间，除了华裔警员，所有警员 

一律冻结假期。

“仅有10%警员获允放 

假，以确保佳节期间有足够人 

力展开巡逻行动，包拈高风险 

地区如银行、油站与提款机所 

在地点。”

欧阳捍华也呼吁民众配合 

警方，上网填妥回乡资料，以 

维持沙登区的治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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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金鼠送福贺新春

高峰广场为5单位筹款
(八打灵再也19日讯）高峰广

场推介2020年“金鼠送福贺 

新春”新春活动，同庆庚子鼠 

年，同时为5个单位筹款，让 

新的一年更有意义。

广场今年与“纸皮王国” 

联手以纸皮创意为新春装饰主

题，展现浓浓的新春气息。广 

场正门口展示600间以纸皮手 

砌的“新春新村”，由广场与 

梳邦市子文华小、增江北区华 

小和吉隆坡燕美律华小的学生 

合力完成。

如今，只需拨出50令吉即

可拥有一间纸皮新村老家，所 

筹到的款项将捐赠给梳邦再也 

老人与儿童残障福利家园、 

P3KU ( Persaluan Kebajikan 

Kanak -kanak Kurang Upaya 

Subang' Jaya)、梳邦市子文华 

小、增江北区华小及吉隆坡燕 

美律华小。

广场也与梳邦再也市议会 

于2月15日下午5时主办新 

春闭拜，欢迎大家齐来捞生， 

欣赏丰富节目及红包大派送 

等°

推介嘉宾包括梳邦再也州 

议员黄美诗、市议员卡马鲁、 

梳邦再也消防及拯救局局长赛 

沙里尔安努亚、梳邦再也防范 

罪案和社会安全组主任陈南成 

副警监、梳邦再也高峰广场管 

理机构主席组海礼理委员委员 

薛福祥、张康俊、鄉剑明及总 

经理辛微嬅。

洋情，请拨至03 -8023 

3493或亲临广场底层询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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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9日讯）经济事务部

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认为， 

民兴党在沙巴金马利国席的支 

持率并没下滑，惟此次在补选 

中失利是基于之fill遗留太多冋 

题，民兴党需时间让沙巴子民 

对他们的领导有信心。

阿兹敏也是人民公正党署 

理主席兼国际山庄州议员，他 

今日与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氏祖 

莱达到选区市集派柑时强调， 

沙巴首长拿督斯里沙菲益阿达

和其丨才丨队过去20个月已作出 

最好的努力<5

他提及，民兴党在金马利 

的支持并没多大变化，该党同 

一个候选人即拿督卡林布章在 

上届全国大选的得票，与此次 

补选的得票相近。

阿兹敏认为，金马利是郊 

区选区，希盟需时间建立当地 

人讨他们的信心，在民兴党和 

中央政府合作下，他们将会继 

续努力拉近城乡差距。

阿兹敏：失利问题多

民兴党支持率没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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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纪委会信函要求解释 (安邦19日讯）人民公正党副主席祖莱达说，她已 

接获该党纪委会发出要她就被指违反党纪行为作出 

解释的信函，她会一_作出回应，但也强调自己早 

前在吉隆坡万丽酒店所说的言论一切属实。

她希望该党纪委会在不受其他领袖影响下，给 

予公平评估和裁决。

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兼安邦国会议员的 

祖莱达出席一项派柑活动后 

说，该党纪委会给她14天作 

出解释。

“我会回应纪委会的问 

题，现阶段无法揭露（详 

情），但重要的是我在万丽酒 

店所说的一切都是事实。”

公正党总秘书拿督赛弗丁 

昨日证实，该党纪委会已向祖 

莱达发出信函，要求后者针对 

被指违反党纪行为作解释。他 

表明并不清楚该党纪委会主席 

拿督阿末卡欣发出信函的具体 

原因。

被指出言侮辱安华

一般相信，该党纪委会的 

行动是与有党员针对祖莱达于 

去年12月8 R在吉隆坡万丽 

M店举行的“共享繁荣宏愿” 

晚宴上的致同内容而向该会投 

诉有关，包括指她形容该党管

理不稳定，同时涉及语言攻击 

公正党通讯主任法米和公正党 

霹雳州委会主席法哈斯。

祖莱达当时也曾指公正党 

主席拿督斯里安华企图说服 

她，指“男男性爱短片”的男 

主角就是该党署理主席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祖莱达这番言 

论被党内一些领袖认为是出言 

侮辱安华。

目前支持及反对祖莱达的 

党内人士皆有，在昨日举行的 

公正党中央理事会会议场外， 

就出现两派人马互相叫嚣，支 

持者表明闪不满祖莱达在党内 

遭围攻而出面声援，反对者则 

主要是不满祖莱达言语上对安 

华不敬。

另外，公正党吉打州联委 

会主席拿督佐哈里阿都昨日在 

公正党总部召开记者会，表明 

该党10个州联委会主席一致 

要求纪委会开除祖莱达的党 

籍，

祖莱达（前排左二起）和阿兹敏向选民派发福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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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旅游思印瀆推广翬点
新德里19日讯|雪兰莪旅游局致力 

推广雪州著名景点，并在海外组织销售 

团队，该局目标希望在「2020大马旅游 

年」，达到150亿令吉旅游收入。

印度获选为首个开始执行推广相关活动的国家， 

并获得该局授权支持。其中金奈的销售团于2019年印 

度新德里国际旅游展览会（SATTE 2019))大力展示雪 

兰莪相关的旅游产品及配套，这也间接促使印度及雪 

州旅游业者的沟通桥梁。

为期3天的活动中，雪州旅游局成功吸引来自全 

球旅游业者的兴趣，期间该局委员会还提供各种与当 

地旅游局的合作机会。网址：www.tourismselangor.my

大马旅游、艺术及文化副部长答迪亚（左2)出席2019年 

印度新德里国际旅游展览会。

电脑与资訊科技学院（F0CS)院长林美婵（左2 
起）、副校长黄雪菁、黄婉冰、史蒂文赫利、李 

仕伟、林仲铭、梁德源，及研究生学习与研究中心 

(CPSR)主任李和平，与众来宾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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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酒屋执照风波邓章钦促取消罚单

巴生新城州选区服务中心周日颁发购物券给现场共300名受惠 

中小学生后，与学生一起合影留念。后排粉红衣者左起为黄 

智荣、陈如坚、邓章钦和严玉梅。

巴生19日讯|雪州行政议员 

拿督邓章钦表示，鉴于咖啡厅和 

卡拉0K业者，无法申请到啤酒屋 

执照，因此执法人员不可能要求 

业者出示有关执照，那么关税局 

应直接取消掉5000令吉的罚单！

他指出，本身是不认同贸 

然展开取缔行动，关税局若要 

执法，至少要给业者一个心理准 

备，作为政府执法单位必须做好 

宣导工作，不是贸然开出罚单， 

至少必须给业者3个月缓冲期。

他表示，关税局作为执法单 

位，在执法之前没办法作好宣导 

工作，在执法后搞到业者和其他 

政府单位不知所措，无法妥当处 

理善后工作，作为关税局领导理 

应负上责任，引咎辞职。

先做好宣导工作

他透露，州政府目前未接获 

「啤酒屋执照」的投诉，故也没 

有带入行政议会讨论。惟，他促 

请相关单位执法前务必先进行宣 

导工作，鼓励业者申请执照，以 

避免冒然执法而引发不满。

邓章钦于今早在巴生永安镇 

礼堂，被询及有关巴生区所发生

的啤酒屋执照风波，对有关事件 

的看法时指出，该法令确实早在 

1976年经已存在，只是执法单位 

迟迟未曾援引来执法。

他指出，此法令订立于1976 

年，原本就是为了增加税收，然 

而，不知何故一直没有执行。关 

税局突然展开取缔行动，理论上 

对国家增加税收是好事，不过有 

关当局必须事先做好宣导工作。

针对电子钱包的课题，邓章 

钦则表示，电子钱包在落实雪兰

莪精明州是其一领域，州政府正 

探讨是否推出新的电子钱包，或 

使用目前市面上已使用的。

邓章钦也是巴生新城州议 

员，他于今早在巴生永安镇礼堂 

主持「回校日」活动，颁发购物 

券给现场共300名中小学生，及颁 

发3台轮椅予选区内行动不便的残 

障人士时，向记者如是表示。

陪同出席者，还包括巴生市 

议员黄智荣、严玉梅，以及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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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壁
別学

壁金

款
待
師
生

获得红包的学生们与捐助者合照。后排站者左四起为余保凭、廖木火、杨巧双和黄素珠s
(吉隆坡19日 

讯）甲洞觉群别墅日 
前颁发第40届清寒子 

弟助学金，并设午宴款待学生及教 

师，共有150名学生出席6

甲洞觉群别墅每年都办这项善 

举，集合善心人士共同为甲洞区清 

寒学子提供援助，当天除了颁发助 

学金，学生也获得新年红包。

廖培富代表主席廖木火致词时 

表示，此项善举至少能帮助贫困学 

生在求学的路上走得更好•些，也 

希望学生懂得珍惜、感恩，向捐助

者学习，日后踏人社会，也要懂得 

回馈。

另外，妇女及家庭发展部副部 

长杨巧双也对觉群别墅举办是项活 

动表示赞赏。

出席颁发学生红包者有杨纪 
生、拿督黄素珠、拿督黄文正、陈 

金胜、拿督刘金泉、余保凭、刘 

胜、何观生和廖培富。受惠学生主 

要来自甲洞一校、甲洞二校、增江 
南区华小、增江北区华小、增江中 

区-•校、增江中区二校和民众华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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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大臣：執政雖存弱點 ，

希B廉潔有目共矇
(适耕庄19日讯）雪州大臣拿 

督斯里阿米鲁丁坦言，联邦政府 

确实在执政上存在“弱点”，但 

不能否认希盟执政后，一些制度 

确实获得改善，包括现有的希盟 

政府全面落实廉洁及透明化，相 

信民众看在眼里。

他说，雪州于12年前改朝换代时， 

有不少民众质疑希盟的能力，尤其一开 

始还不熟悉相关事务，但很快人民的疑 

虑就消除，开始看到雪州有许多成绩， 

希盟才能继续执政到现在，已迈人第三 

届。

他相信联邦政府逐步改善问题后， 

经济开始复苏，就能吸引大量外资前 

来。

“只要我们作出成绩，我坚信下- 

届还是会获得人民的支持。”

阿米鲁丁昨晚出席行动党适耕庄州 

议员服务中心举行的“希盟领航，迈向 
辉煌2.0”筹款晚宴时表示，州政府是 

黃思漢希盟做事遠比國陣多
州行政议员黄思汉希望大众能给予希盟一些时间，虽然希盟 

有不足的地方，但如今所做的事远比国阵多，就以教育拨款 

为例，希盟政府制度化拨款给华文独中，且钱在年初就已汇人独中户 

头。

“政府最近派发数码红包，尽管给得不多，但也是政府给予人民 

的--个心意〇 ”

同时，黄思汉表示，州政府也关注沙白县议会的发展，包括他掌

管新村事务后，就批准了沙白县20项提升工程，总共60万令吉拨款。

他说，在这20项提升工程中，适耕庄将兴建•座全马新村最好的 

有盖篮球场，相信在农历新年前就能完工。
“在精明巴士方面，州政府今年也会拨出120万令吉维持沙白县的 

3条精明巴士路线，让当地人继续受惠。”

出席筹款活动的嘉宾包括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国会下议院 

副议长倪可敏、大港区国会议员慕斯里敏、朋岭区州议员杨蔚讳、育 

群中学副董事长潘有礼、李氏基金会董亨拿督李成全，以及筹委会主 

席颜健荣。

大会也在晚 

宴上为育群中学 
筹获1万8220令 

吉，升由黄瑞林 

(左一）移交给 

潘有礼（中）。 
左一■为见证人慕 

斯里敏。

全民的政府，无论哪…个种族，只要是 

符合资格的人，州政府都会给予援助。

他说，州政府调整惠民政策，就是 

为了要确保能妥善照顾到所需人士。

“同样的，州政府不仅照顾城市地 

区发展，也非常关注郊区的发展，所以 

州政府于今年成立特别委员会，着重及 

专注发展丹绒加弄、大港、适耕庄和沙 

白安南。”

黃瑞林：

希盟執政宛如重建國家
•州议会议长兼适耕庄区州议员 

黄瑞林表示，希盟当初执政联 

邦政府时，没想到整个体系或财务“伤 

痕累累”，很大的漏洞需要去填补，所 

以现在宛如在重建国家，非常艰钜且不 

易。

他披露，尽管政府已改朝换代，但 

改了朝，■些官员却没换脑“袋”，没 

有给予很好的配合，造成希盟推行一些 

政策时有些制肘。

“我呼吁首相敦马哈迪换掉那些 

乱说话的部长，就让这些部长回家种番 

薯，换…个好的部长上来解决人民的问 

题。”

育群中学缺250万建校舍

黄瑞林表示，育群中学如今在筹建 
校舍，总经费为1200万令吉，目前尚欠 

250万令吉；在他积极的争取下，联邦 

政府之前已拨款20万令吉，过后还争取 

到州政府拨款10万令吉，甚至在其他人 

牵线下，争取到李氏基金会捐献80万令 
吉给该中学。

他披露，育群中学如今还欠缺经 

费，但很遗憾马华却只帮拉曼，却忘了 

育群中学才真正需要帮助。

“我并不是说不可帮拉曼，而是拉 

曼如今已获拨款，且也没面对经费不足 

问题，但他们却只帮拉曼，难不成我们 

n己的育群中学不够钱，不应该先帮忙 
吗？”

另外，黄瑞林表不，本地稻农一 
直都有要求政府将目前的20%扣水率降 

至17%，他一直在跟进此事，并没有放 

弃，所以他将在农历新年后会见农业及 

农基工业部长商讨此事

“对于政府要落实禁止拖网政策-- 

事，许多渔民如今也提心吊胆，所以他 

会见部长时，也会要求部长尽快作出有 

智慧的议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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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蜂19日讯）配合庚 

子金鼠年的到来，士拉央市 

议会第18区市议员蔡珮颐联 

同轰埠公主镇、根登的各族 

发展商和居民特办施贫赠老 

活动，以跨越种族的精神， 

为煤炭山50名贫困的华裔家 

庭送暖。

蔡珮颐表示，虽然施贫赠老 
是华裔佳节时期的传统，但这项 

活动依然获得巫裔和印裔商民的 

支持，纷纷自掏腰包捐献米粮和 

日常用品，充份体现出马来西亚 

不分肤色， '同打造关爱社会的 
精神：

各族援助将爱心送得更远

各族商贩和赞助人在活动上合摄。

蔡珮頓：感動聯同施贈

友族送暖50華裔貧戶
年在获得各族同胞的援助下，我 

们得以将爱心送得更远在国家 

因为肤色而引起纷争的时刻，友 

族们以行动对华裔表示了认可和 

支持，让我深为感动。”

她说，今年的全部50名受惠 

者分别可获10公斤白米、1箱年 

柑、食油和包装饮料。“为免引 

起纠纷和猜疑，我们不收现金， 

因此未能向受惠者派送红包。” 

会会所，向受惠者派送物品后， 

这么告诉《大都会》社区报记 

者。

较早前，她也在致词时强 

调，此次活动的受惠者多为申请 

州政府《走，去购物》100令吉礼 

券被拒的贫困家庭。

“我了解到民间有不满的声 

浪，指礼券分派并未惠及全部贫 

困者，因此特别发动这项活动， 

过年关。”

她解释，虽然部分家庭因为 

意外痛失经济支柱、中风、患上 

绝症而陷人窘境，但在政府开销 

庞大的情况下，确实难以一-给 

予援助，盼人民体恤。

她说，由于数名受惠者因为 

行动不便而未能出席，所以她与 

赞助此项活动的商民将在较后时 

造访他们，亲自送上恩物。
“去年我独力难支，仅能为 

家境欠佳送上年柑聊表心意，今
蔡珮颐是在煤炭山新村管委 盼能略尽绵力，帮补这些家庭渡

龍溪辦新春晚會

龙溪新村R前举办新春

*晚会，提早与村民欢

庆新年

出席者包括龙溪州议员代 

表沙米、阿妮丝、雪邦市议员 

李干民、龙溪新村管委会主席李 

桂安、前任村长陈开发、雪邦 

TIMAH LANGAT区青年团团长 

林俊杰和羡喻音乐教室院长黄羡 

喻。

他们在会上派米、红包给 

龙溪新村100名乐龄人士，现场 

也备有自由餐招待村民。除了余 

兴节目，羡喻音乐教室的学生更

呈献《2020新年歌》贺岁专辑首 

唱和签名会，让小朋友们感受当 

歌手的感觉，以及分享拍摄和录 

制的过程。

图为众嘉宾向来宾拜年。 

左起为黄羡喻、林俊杰、李桂 
安和李干民；右起为希山、余志 

威、阿妮丝和沙米。

物
派
送
给
受
惠
者
。

蔡
珮
颐

(

右

)
和
巫
裔
商
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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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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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咖若倒闉5決7人惩夫蒙

盼擬策解決問題
王志強（雪隆網络工商會服務中心主任

“ &匕业即失业的现象是越来 

t越严重，财长林冠英也 

曾指失业率高企已成了社会问题。
网咖业者提供就业机会，照顾B40 

弱势群体，但却饱受地方政府的打压， 

盼新政府探讨好政策及好措施，共同解 

决网咖执照和营业时间问题。”

網咖不應列娛樂級別
吳國強（雪隆電競企業協會理事）

电
竞游戏本是健康活动，因 

此政府不应把网咖营业执

(鹅唛19日讯）雪隆电竞企业协会和 

雪隆网络工商会发表联合声明，指在全 

球受中美贸易战冲击，经济前景不乐观之 

余，雪州约150间网咖更会因为无法在今年 

更新执照，恐造成500人失业而百上加斤。

两造在文告中指出，网咖营业执照期是半年 

至一年，申请人必须经过警方和消防局的审批才 

能更新执照，各别地方政府还会奉行不同的处理 

程序，让人无所适从。

盼政府助业者规划未来

“这两年来雪隆已有超过100间网咖先后倒 

闭，我们时刻面对手机游戏的竞争，而节节败退 

的马币也使我们被迫投资更多金钱来提升电脑器 
材，以应对5G网速及电竞时代。我们也需面对 

嘛嘛档和咖啡店的竞争，造成网咖生意雪上加

相。

文告也呼吁雪州大臣、财政部长、青年体育 

部长和通讯部，协助业者为电竞行业做出长远及 

有利的规划。

逾
50
網
咖
被
拒
更
新
執
眧
✓i%\

对的怕 
难执中 

王以照。

膺获， 
蒙得而 
指地生 
网方活 
咖政在 
业府is 
者发惊 
面出受

I隆网络工商会主席 

王膺豪表东，从 
2018年12月至今，已经有超 

过50家分布在加影、八打灵 

和雪邦地方政府管辖下的网 

咖在更新营业执照期间接获 
超过3张罚单，被拒绝更新 
2019年度的执照。

“加影市议会在去年开 

始，把一年的执照期改为6个 

月，并且要求业者签署保证

协议才能更新营业执照。尽 

管有些业者符合全部条件， 
可是提呈申请至今超过9个月 

仍未获执照。”

“在申请期间，我们 

依然必须支付店租和日常营 

运开销，但却因‘无牌’营 

业，无时无刻面对被取缔、 

封店和接罚单的风险，毎天 

饱受精神折磨。”

他说，八打灵再也市政 
厅和雪邦市议会更在去年10 

月和11月通知业者，若接获 

超过3次罚单则将被撤销执照 

和没收高达5000令吉的抵押 

金。

“若地方政府严格执行 

这些新令，网咖业者恐怕未 

等到执照就已关门大吉。” 

他说，在经济学家预测 

大马整体经济在今年放缓，

陳松俊：遣憾支持電競习難網咖
隆电竞企业协会财政陈松俊则指财政部每年拨 

款千万令吉，联同青体部大力支持电竞行业 

发展，甚至推出电竞大蓝图，但不卖烟酒、没黑镜、没 

赌博、自费举办比赛和赞助电竞选手参加国际赛事的网 

咖，却一再面对地方政府的刁难，让人深感无奈。

“把网咖列为需要符合苛刻条件的娱乐级别行业， 

并向网咖业者展开取消营业执照行动，使得甚至已经营 

超过10年的业主大受影响。如果地方政府强行落实种种新 

条例，许多业者将因走投无路而选择关门大吉，将使雪 
隆约500名网咖职员面对失业的风险。”

他说，这类低阶职员，将面对失业和重新寻找工作 

的挑战，对他们困苦的家庭亦肯定是雪上加霜，对国家 

经济收益造成影响。

郭建亨：电竞游戏可培养自信
该会副主席郭建亨则鼓励家长通过电竞游戏，引导 

子女走向正确的方向。

“电竞游戏很多是5人团战，所以在面对形形色色 

的队友时，可以培养孩子的自信心、情绪管理、团队精 

神、表达能力和心里素质。”

国人消费力亦将衰退，多 

家霸级市场也纷纷宣布关闭 

或撤资之际，新政府应突破 

“以债养债”困境，加速推 
行《2030年共享繁荣愿景》 

协助小商家，避免市场消费 

情绪持续恶化。

陈建升：
政府对网咖实施苛政

该会法律顾问陈建升则 

指出，目前我国并未对通讯 

应用程式、手机游戏，以及 

在公共场所提供免费无线网 

络服务的业者做出管制，但 

却对网咖实施苛政。

“良心网咖业者用心经 

营，遵守种种条规，但依然 

遭到地方政府的诸多刁难甚 

至撤销营业执照。”

质考
的应

—游放
业或宽

照列为娱乐级别。”

條規不符現代需求
周順安（雪邦網咖經營者）

u_/7rt今地方政府所订的条规已
不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盼

望政府能重新检讨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 

促进地方经济的持续发展、增强经济稳定

增长的能力。”

職員首當其衝
菲達勿斯（八打靈再也網咖業者） 

“ 政府•意孤行，坚持要实
E施接获超过3次罚单则撒销 

执照和没收抵押金的政策，许多业者会被

迫结业，收人卑微的职员将首当其冲受到

重击〇

我们是健康的网咖，不应被当成罪

犯，政府的手法过于强硬不利于地方发

展。盼政府重新检讨地方政府条例，协助

小商家和弱势职员走出困境。”

者，条
指也款
健不，
康卖促
网烟进
咖酒地

无，方
赌地罕
傳方济
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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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都拉昔：沒傳播至外國

流感不影響遊客訪雪
(八打灵再也19日 

讯）掌管雪州文化和旅 

游、马来习俗及遗产事 

务的行政议员拿督阿都 
拉昔认为，A型流感案例 

不会影响游客在2020年大 

马旅游年时到访雪州的 

情况。

他日前在雪邦出席 

“2020雪邦旅游年”开幕 

礼时指出，尽管A型流感 

是个别情况，不过他不 
会看轻受A型流感影响的 

课题，并会持续做出监 

自〇

他表7K,-般上，
A型流感不涉及旅游业， 

而且多数A型流感的课题 

也没有传播至外国：

“若有游客来到本 

地和面对A型流感问题， 

多少会影响我国的旅游

阿都拉昔：不会 

看轻受A型流感影响 

的课题，并会一直监 

督。

业；然而，迄今没有显 
示游客患上A型流感的记 

录。”

出席活动者包括 

雪邦市议会主席弗兹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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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章欽：沒財力

S不逋數碼紅包
(巴生19日讯）雪州行政议员 

拿督邓章钦说，雪州政府不会效 

仿联邦政府派发一次性的数码红 

包给州内电子钱包用户，因为当 

局没有4亿5000万令吉派这项红包 

的财力，惟会继续专注在现有的 

惠民计划。

也是巴生新城区州议员的邓章钦今 

早在巴生永安镇民众会堂主持“回到校 

园”活动后受询时，认同电子钱包乃大 

势所趋，重要是让民众觉得方便使用，

相关单位应有醒觉运动提升人民意识。

“-些民众对电子钱包还不太有认 

知，因此需从加强教育人民层面着手，基本上年轻 

人和受教育阶层的接受问题不大。”

邓章钦不否认电子钱包让人产生“缺乏安全 

感”的顾虑，毕竟人们还是觉得手中握有现金最实 

在，担心电子钱包款项会被骇面临损失，因此官方 

需做些措施，帮助民众克服心理障碍。

獅

邓章钦（左三）移交3台轮椅给有需要的选民，并由受惠 

者的妻子代领。左起为黄智荣和陈如坚；右二是严玉梅。

他表示，电子钱包的落实，是雪兰莪迈向2025 

年精明州目标的其一领域，州政府正探讨是否推出 

新的电子钱包或加强使用H前的电子钱包，以方便 

州民运用。

他坦言，电子钱包涉及网络保安，好处是能照 

顾到使用卫生，因人们不再需用手接触纸钞，且所 

有交易通过系统转账一 R 了然。

RM100現金派7校300學生

►州政府今日派发100令吉现金予巴生新城州选 
区内的7所中小学共300名学生，包括光华国 

民型华中、兰花园小学、共和小学、卫星市国中、国小 

和淡小等，帮助家长减轻孩子的开学负担

邓章钦受询时指出，尽管选区内以华裔选民居多， 
占72%,印裔选民不到10%，但此次受惠学生以印裔居 

多，证明了州政府不以肤色来对待受惠族群，而是对有 

需要援助者一视同仁

另外，他在致词时促请选民多加照顾居家环境卫 

生，避免骨痛热症肆虐。出席者有巴生市议员严玉梅、 

黄智荣和陈如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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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長：人民對政府期望很多

“尊重安美嘉言論”
(北海、怡保19 R 

讯）财政部长林冠英说， 

他尊重体制改革委员会成 
员拿督安美嘉促请政府6 

月前须进行实质改革，否 

则人民或再度走上街头的 

言论，毕竟她可以选择这 

么做。

他今日出席威北警 

方主办的新春佳节道路安 

全运动后强调，人民对希

盟政府的期望很多，从过 

去数场补选成绩来看，人 

民希望看到希盟展示执政 

的成果，所以希盟必须加 

倍努力工作，更多地聆听 

人民的声音，给予人民希 

望。

针对希盟在金马利 

国会败选…事，林冠英强 

调，他尊重人民的选择， 

行动党和希盟会继续支持

沙巴首长拿督斯里沙菲益 

阿达的领导。

补选失利 

尊重人民选择

当询及希盟在最近 

几场补选都失利，是否 

显示人民已开始放弃希盟 

时，他反问记者：“为何 

不提希盟获胜的选举？例 

如山打根补选，希盟赢获 

的多数票有增加。”

“任何补选，肯定 

有人会满意，有人不满 

意，但无论如何，必须平 

衡看待。”

被1M DB案拖累無法廢過路費
冠英说，若要废除南北大道 

司属下大道的过路费，需 

耗资452亿令吉，而因•马发展公司 

(1MDB )案导致我国损失高达1500亿 

令吉，至今政府仅追讨回470亿令吉， 

若非少了那1030亿令吉，政府就能这么 

做。

他今日颁发其崙眼国会选区屮小 

学清寒学生援助金后受询时说，前朝国 

阵政府以照顾私营公司的利益为先，当 

时把大道特许经营权从2018延长至203 8

年，却没做到降低过路费，反观以民为 
先的希盟政府，却能做到降低18%过路 

费。

“希盟政府将大道公司所赚到的回 

馈给人民，所以过路费才得以降低，前 

朝国阵政府只是确保小部分群体赚钱， 

所以过路费没得降低。”
他今日共颁发6万6000令吉援助金 

给选区内22所中小学的660名学生，各 

100令吉。此活动从2011年开始，至今 

已拨出61万6000令吉。.

林冠英（左二）展示民众使用电子钱包付费。右二起是黄家和、倪可敏及 

许崇信。

200萬人已獲數碼紅包
冠英指出，目前为止已有260 

万人注册电子钱包以申请领 

取30令吉数码红包，并已有约200万人 

成功获得数码红包。

他今日联同三家政府指定的电子钱 

包服务供应商，到怡保永旺近打城购物 

广场推广使用电子钱包活动时，在新闻 

发布会指出，政府在财案中拨款发放的 

4.5亿令吉预算中，已发放了超过10%，

即5900万令吉。

他说，发放30令吉数码红包政策推 

出后，所取得的热烈反应超出预期，依 

照这个趋势，相信可以很快达到政府定 

下的超过1500万18岁以上年收入不超过 

10万令吉的国人使用电了•钱包的H标。
这项措施从1月15日展开至3月14 

日，长达两个月，最后一天注册期限是 
3月9日，最后的使用数码红包期限是3 

月14日。

电子钱包用户与商家翻倍

林冠英透露，措施推出后受到国人 
欢迎出乎意料的欢迎，3家电子钱包服

务供应商的注册用户与注册商家都翻倍 

增长，时这些供应商也给予用户奖掖， 
例如一触即通（Touch & Go )给予用户 

30令吉的现金回扣，而Boost则给予用户 

摇一■摇赢取最局8888令吉现金的优惠。

他表7K,从供应商的反馈，有者表 

示用户增加了 1万人，有者则是用户翻 

了超过3倍。

对于仍没有机会使用这服务的人 

士，他表示，生活援助金即将在明日 
(20日）发放，希望有关人士使用这笔 

款项去购买一部智能手机，以使用电子 

钱包。

出席者包括国会下议院副议长倪可 

敏、怡保东区国会议员黄家和、华都牙 

也国会议员西华古玛、霹雳州行政议员 

李存孝、巴占区州议员黄文标、克兰芝 

州议员张哲敏、也朗区州议员罗思义、 

甲峑央区州议员许崇信、桂和区州议员 

崔慈恩、阿斯达卡区州议员张宇晨及万 

里望区州议员周锦欢、-触即通电子钱 

包服务首席财务官孙宝明、Boost电子 

钱包商家与合伙人部主管Gary Yeoh,以 

及大马GrabPay副区长碧丽央卡及马来 

西亚永旺公司总经理（企业市场）唐葆 

骅。

Page 1 of 1

20 Jan 2020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6
Printed Size: 373.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1,303.03 • Item ID: MY0038492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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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人付數百萬訂金未見動工

“我的蜃紐flHKS地”
(加影19日讯）大约200名 

房屋首购族缴付总额数百万令 

吉的订金后，充满信心与期待 

“我的雪兰莪房屋”动工，不 

料发展商去年11月杪倒闭，接 

手的发展商至今也没有提供进 

展，工地至今毫无任何动工迹 

象，令购屋者焦虑不已。

发展商去年倒闭

原定于2018年开始动工，位于 

无拉港组亚拉花园（Taman Juara ) 

的“我的雪兰莪房屋”再也公寓 

(Resklensi Jaya )，工地虽然已围 

上锌板，但内部还是一片空地，至 

今不曾动工。

购屋者申诉，他们是自2017年 

开始，陆续获得批准申请再也公寓 

单位，之后缴付订金给发展商，奈 

何相关公司于2019年10月倒闭。

据了解，目前已有207名购屋者 

已经缴付房屋售价中的1%、5%或 

10%的订金给前发展商。

他们表示，接手的发展商去年 

11月收集所有购屋者的资料后，到 

现在都还没有说明接下来的行动与 

解决方案，大家都非常焦急。

逾百购屋者举大字报

大约100名购屋者与家属今午聚 

集Ti地前高举大字报，促请有关当 

局尽快采取行动。

购屋者希望州政府、掌管雪州

近100名购屋者与家人手持大字报，向有关当局表达不满，并呼吁接手搁置公寓计划的发展商能尽快制定解决方 

案，尽早启动工程。前排站者左六是王诗棋。

房屋及城市生活事务部行政议员哈妮查、雪州 

房屋与地产局等各部门能够给予交代和负责 

任，并尽快处理有关房屋计划事项。

希尔米：与房地部会面没解决方案

购屋者希尔米指出，购屋者代表曾经两次 

与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新发展商等会面，但都 

没有获得解决方案。
“大部分购屋者已缴付1%、5%或10%的 

订金，房屋计划到现在没有动静，大家都非常 

不满意。”
根据计划，再也公寓设有2座单位，每座 

11层楼高，单位分为C型（900平方尺，21万令 

吉）及D型（1000平方尺，25万令吉），总共 

有394个住宅单位及9间店铺。

无拉港组亚拉花园一块地段原定于2018年动工兴建“我的雪兰 

莪房屋”，但目前仍是一片空地。

王詩祺續跟進“施壓接手發展商”
K动党无拉港区州议员卫诗棋指出，她将继 

续向哈妮查跟进这起事件的进展，并向接 

手工程的发展商施压，促请对方尽快处理有关被搁 

置的房屋计划。
她说，前发展商公司于2019年10月杪倒闭，接 

手的发展商于同年11月杪已经要求购屋者提供齐全 

的资料，但1个多月过去了，至今都没有宣布解决 

方案。

她披露，她于10月杪与哈妮查讨论这起事件

时，后者宣称已建议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宣布有关房 

屋计划已被搁置，银行不会发出房屋贷款。

发展商料2月见购屋者

王诗棋表示，哈妮查已经指示接手的发展商于 

1月18日或19日会见购屋者，但该公司在数天前才 

表示没有任何进展，因而取消会面，估计要等到2 

月才能见面。

“新发展商不应该接手之后，才来思考接下来

该采取什么行动。”

无论如何，王诗棋认为，虽然“我的雪兰莪房 

屋”是由发展商兴建，但却是雪州政府推出的房屋 

计划，州政府有必要监督该计划各项目的进展与查 

证发展商；在这起被搁置的房屋项目中，有关当局 

必须负起责任。

“这个项目是由前无拉港州议员已故黄田志推 

介，因此我也非常关注进展，大部分购屋者都来自 

无拉港。”

王诗棋呼吁有意购买无拉港组亚拉花园被搁置 

的“我的雪兰莪房屋”单位者先别急着购买，必须 

等到新发展商有明确的计划后才来考虑。

雪政府應嚴厲監督
方偉文（38歲，購屋者）

“我2019年6月通过官网 
申请‘我的雪兰莪房屋’计 

划中，位于无拉港的再也公 

寓，售价25万令吉；同年7月 

获批后，我就前往销售厅选 

单位，并缴付2万5000令吉订 

金和签署买卖合约，较后也 
缴付了接近3000令吉的律师 

费。

不过，之后却迟迟没有 

取回买卖合约，让我觉得不 

对劲，继而猜测有关发展商 

可能面临倒闭；而在有关发 

展商倒闭后，同样的销售厅 

也变成另…个公司名字。

我们（购屋者）向雪州房屋与地产局投诉， 

当局掌握的资料也有限，因此还需要时间调查。 

这是我购买的第…间房屋，申请获得批准时非常 

高兴，这是政府推出的我的雪兰莪房屋计划，所 

以我和家人都抱持信心和放心的态度，没想到会 

演变成这样的局面，令所有首购族非常失望。
部分购屋者于2017年就已签署买卖合约，我 

们对各个单位处理这个房屋项目的方式感到不满 

意，希望接手的发展商尽快处理与兴建我的雪兰 

莪房屋，州政府也有必要严厉监督:”

理應明年竣工入伙
譚雪麗（55歲）

“我的孩子于2018年4月签署‘我的雪兰莪 

房屋’再也公寓的买卖合约，缴付了2万5000令吉 

的订金、逾6000令吉的律师费，当时我们对‘我 

的雪兰莪房屋’计划信心满满，不认为会出现问 

题。
该公寓理应在2018年动工，2021年竣工并人 

伙，惟丁地目前还是空空-片，当局至今也没有 

-个明确的方案，我们感到失望又焦虑。”

各單位互相卸責
汪佩玲（44歲）

“我两个孩子都是通过雪州房屋与地产局的 

官网申请位于无拉港的‘我的雪兰莪房屋’再也 

公寓，并于2017年10月获批。

2018年7月13日，两个孩子应有关发展商的 

要求，发送所需的资料给对方，之后也共缴付5万 

令吉的抵押金，是其中的1%和5%。

当时，我发现工地毫无动静，便发电邮向雪 

州房M与地产局投诉，可是各个单位却互相推卸 

责任a

我们在1月14日出席会议时，哈妮查还指示 

接手的发展商于1月18日或19日会晤购屋者做出交 

代，但最后却取消，再择日会面，令大家非常失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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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思漢：丨米目彳雙鼠方案

報道►莊舜婷攝影►辛柄耀

(蒲种19日讯）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指出，雪州地 

方政府正拟定电子商务的商业执照指南，探讨一个对 

业者及消费者皆双赢的方案，以有效管制及协助业者 

申请贷款，确保消费者在可信赖的电商平台购物。

他今早出席“第六届集百家米，聚百家福暨庚子年挥春比 

赛”时，向《大都会》社区报记者指出，根据最近获得的商业 
注册局数据显示，雪州有多达4万4400家网络公司通过网络平 

台做电子商务。
他表示，任何商业活动都需要申请商业执照，就如Airfmb 

民宿或陪月中心，这些都是随著社会生活改变，以及科技进步 

所转变出来的新型行业。

“我们身为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必须与时并进，根据现 

在的趋势，拟定新的条例来符合新的消费模式。”

他说，联邦政府派发的30令吉“电子红包”受到民众热烈 

反应，由此可见除了无现金交易是未来趋势，网上交易也越来 

越普遍化。

思汉透露，他开始接获电商业者 

求助，向他反映所面对困难，询 

问如何申请商业执照，惟目前并没有任何 

条例可让电商业者获得地方政府的商业执 
照。

他指出，电商业者需要商业执照来 

扩充他们的生意，当他们向银行申请贷款 

时，其中一项条件是必须有商业执照， 

而且在从事进出口生意时，也需要商业执 

民众一起进行掺米仪式，寓意接纳福气„

照'。

“这些微型电商或初创业者需要申请 

银行贷款或创业资金，他们需要有商业执 

照，我们也必须帮业者想办法来解决他们 

所面对的这些问题。”

消费者遇事投诉无门

他说，消费者也常投诉指在网购时货不对 
办，但却不知道该公司的背景，也没有这方面资 

料可查询，无法获得保障。

他指出，他已经指示雪州各地方政府开始研 

究，拟定■项电商交易的指南，探讨如何发出商 

业执照给业者，这将协助业者扩充营业，并有效 

管制电商公司，也给消费者多一份信心。

“从商业注册局所得到的数据，单是雪州就 

有如此多间，还未包括未注册者，因此这肯定是 

未来趋势，但目前地方政府并没有这个条例，因 

此我们正在研究如何让这些电商公司注册商业执 

照，以让业者及消费者都能双赢。”

他也说，从事电商交易的业者不可能没有储 

藏室，他们必须要有地点摆放货品，这些都要纳 

入考量，因此将研究该如何合法化，并将从外国 

的例子来参考如何去执行。

众人在金鋈花园第一区后巷高举春联迎新春。.左起为叶椏诚、叶宝中、叶雅允、何 

美凌、王友泰、李佩芸、阿邦祖古纳因、黄思汉、财神爷、彭康贤及梅哈纳登，右一为 

谢铭香。

5000百家米福袋贈民衆
早在金銮花园第-区 

二7巴刹后巷举办的“第 

六届集百家米，聚百家福暨庚子 

年挥春比赛”，获得民众热烈参 

与，出席的民众也•同参与掺米 

仪式接福气，成为金銮区农历新 

年前夕的重要盛会。

黄思汉指出，百家米是累 

积了百家的福气，再分享出去， 

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今年共接 
获700户的百家米，民众自动参

与施米，有些商家也特意前来施 

米以讨个吉利。

90人参与挥春赛

他说，共准备了5000份百 

家米福袋给民众，其中今天派发 
3000份，昨日在蒲种宏愿花园及 

蒲种山庄巴刹则派发了 1500份， 

并会预留500份在明日前往金銮 

花园第二区巴刹派发。

他表示，今天 
的挥春比赛吸引90人 

报名参与，分别有小 

学组、中学组及公开 

组；评审为叶椏诚、叶雅允、谢 

铭香及叶宝中。

他指出，今年也循例在后 
巷壁両绘上生肖壁両，今年将両 

第六个生肖老鼠，并会继续每年 
両下去，以集齐12个生肖。

出席活动者包括沙登警区

巡逻组组长阿邦祖古纳因助理警 

监、筹委会主席李佩芸、梳邦再 

也市议员叶国荣、梅哈纳登、八 

打灵再也市议员工友泰、金蛮州 

选区事务主任彭康贤及电子钱包 

代理何美凌等人。

黄思汉（左 

三）为庚子年挥 

春比赛挥毫主持 

开幕仪式，左起 

为彭康贤、李佩 

芸及叶椏诚，右 

一为谢铭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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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19日 

讯）2辆轿车发生碰撞，

其中一辆失控冲向路旁，

撞断输水管，导致大量自 

来水如喷泉般喷涌而出，

引发首邦市多个地区的水 

供暂时中断；受影响地区 

的水供预估可在今晚8时 

30分恢复。

据脸书专页“SJ 

Echo”的帖文显7K，事发 

地点是在首邦市USJ 2A的 

出口，2辆轿车今日中午 

发生碰撞，其中一辆撞断 

主要输水管。

雪州水务管理公司 

(Air Selangor )在获知此 

事后已派员抢修，根据水供公司发给居 
民的通知，当局于今午2时30分开始进行抢修 

T.作，预计在今晚8时30分可完工；受影响地 

区包括USJ 2、USJ 3、USJ 4、USJ 5、USJ 6、

2辆轿车发生碰撞后，其中一辆失控冲进路旁撞 

断主要输水管，导致自来水喷涌而出。（SJ Echo照 

片）

USJ9、USJ10及USJ11。

民众若有任何疑问，可透过手机即时通讯 
软件WhatsA^)至019-281 6793或019-280 0919 

查询。

车祸后，大量自来水从被撞 

断的主要输水管喷涌而出，其他 

经过的车辆纷纷闪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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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章欽：給時間商家申請

(巴生19日讯）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 

章钦认同，关税局对1976年国产税法令规 

定的

“啤酒屋执照”（俗称喝啤酒执照）执 

法，是为国家增进税收做法；但他强调，虽然 

这是•道旧法令，但毕竟很少执行，故关税局 

理应在执法前应给予商家至少3个月宣导期，以 

向各地县署及土地局申请相关执照。

他证实，雪州行政议会目前未对该课题 

进行讨论，受影响的商家也未循正式管道提出 

投诉，他个人只是通过报章报道得悉此事，现 

阶段也没有酒商或相关商会的领导，向他做出 

申诉或要求对话，因此没被带人行政议会会议 

内。

指关税局应取消罚单

他认为，关税局在没有对商家做足宣导 

情况下，于上月展开的执法行动引起争议和-- 

片混乱，比如巴生县署及土地局就没有发出喝

啤酒执照的机制，令外界 '片怨声载道，商家 

要申请相关执照也无从下手，因此关税局理应 
取消早前发出的5000令吉罚单，总监需负起全 

责，甚至引咎辞职。

也是巴生新城区州议员的邓章钦，今早在 

选区内永安镇民众会堂举办的“回到校园”活 

动，派发州政府发放100令吉现金予受惠的300 

名中小学生后，受询引起议论的关税局执行 
1976年国产税法令第35条文，即法律规定餐饮 

业者提供客人在店里喝啤酒便利，需申请“啤 

酒屋执照”时，如是回应。

询及他会否以行政议员身分，把此事带人 

雪州行政议会讨论，尤其针对县署土地局与关 

税局在发放喝啤酒执照和执法方面的不协调问 

题，他表东，此事应交由相关单位的负责人在 

行政议会提出。

他促请商家若面对关税局的执法而感到不 

满，理应循正式管道提出投诉，而非如一些有 

政党背景的人士，刻意召开新闻发布会炒作此 

事。

矚R屬81思臛先宣導

，询关税局的执法惹起民怨，有 

-网民质问希盟执政什么税都要 
收时，邓章钦解释，虽然这是一道国阵 

时期通过的44年法令，但国阵时期没有 

严加执法，使得国家损失许多税收。

他表示，可以理解关税局对国产税 

法令展开的执法行动，但前提是一定要 

给足商家申请相关执照的缓冲期，例如 
有至少3个月的时间，执法上才说得过 

去。

询及他本身会否鼓励商家，积极申 

请喝啤酒执照以免被取缔，他表示这不 

是他的立场和职责，既然事情有相关单 

位负责，理应由涉及的政府机构向民众 

展开宣导运动，灌输醒觉意识。

邓章钦 

排左三）与受惠 

学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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