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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 pelajar di Selangor 
dijangkiti influenza A

Petaling Perdana catat jumlah 
tertinggi iaitu 231 pelajar 

daripada 71 buah sekolah

Oleh MOHD IZZATUL IZUAN TAHIR

Jabatan Pendidikan Negeri (JPN) 
Selangor merekodkan pelajar yang 
dijangkiti wabak influenza A me-
ningkat kepada seramai 863 pela-

jar daripada 278 sekolah di negeri ini. 
Pengarahnya, Dr Mahanom Mat Sam 

berkata, sehingga jam 9 pagi semalam, 
Petaling Perdana mencatatkan jumlah 
yang tertinggi iaitu seramai 231 pelajar 
daripada 71 buah sekolah.

Menurutnya, Klang pula adalah dae-
rah kedua tertinggi yang merekodkan 
seramai 154 pelajar melibatkan 55 buah 
sekolah, diikuti Petaling Utama mem-
babitkan seramai 113 pelajar daripada 
34 buah sekolah.

“Seramai 102 pelajar daripada 21 
buah sekolah lagi di daerah Sepang, ma-
nakala Gombak merekodkan seramai 88 
pelajar daripada 33 buah sekolah dan 
Hulu Langat melibatkan seramai 85 pel-
ajar daripada 36 buah sekolah,” katanya 
kepada Sinar Harian di sini semalam. 

SHAH ALAM

Pihak sekolah dinasihatkan untuk sentiasa mengambil berat dan mengingatkan murid supaya senti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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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au berkata, daerah lain yang ter-
libat ialah Kuala Langat (27 pelajar da-
ripada 11 buah sekolah), Hulu Selangor 
(20 pelajar daripada tujuh sekolah), Sa-
bak Bernam (sembilan pelajar daripada 
empat buah sekolah) dan Kuala Selangor 
(lapan pelajar daripada enam sekolah).

Namun, katanya, sehingga kini tiada 
kelas atau sekolah yang ditutup.

 “Pihak sekolah dinasihatkan untuk 
sentiasa mengambil berat dan mengi-
ngatkan pelajar supaya sentiasa menjaga 

kesihatan masing-masing,” katanya. 
Mahanom berkata, semua kes berke-

naan telah menerima rawatan di klinik 
dan hospital berhampiran dan dilaporkan 
stabil. 

“Mereka diberi cuti rehat dan dina-
sihatkan untuk dikuarantin di rumah 
dalam tempoh tiga hingga tujuh hari. 

“Malah, pesakit yang menerima rawa-
tan di wad dan dipantau di hospital juga 
ada yang telah dibenarkan pulang,” kata-
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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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i subsidi CRS 
kepada B40

Bagi meringankan 
beban golongan terbabit

Oleh MOHD IZZATUL IZUAN

Kerajaan negeri dica-
dang memberi sub-
sidi untuk pembelian 
kerusi keselamatan 

kanak-kanak (CRS) mudah 
alih bagi meringankan beban 
ibu bapa dalam kalangan kum-
pulan B40.

Exco Alam Sekitar, Teknolo-
gi Hijau, Sains, Teknologi dan 
Inovasi (STI) dan Hal Ehwal 
Pengguna Selangor, Hee Loy Sian 

berkata, perkara itu 
masih dalam pering-
kat cadangan dan 
belum diputuskan. 

“(Subsidi pem-
belian CRS) ini 
hanya dalam (pe-
ringkat) cadangan 
peribadi saya, na-
mun belum ada 
(sebarang) kepu-
tusan,” katanya ke-
pada Sinar Harian 
semalam.

Beliau dalam sebuah portal 
berita dilaporkan berkata, 
perkara itu akan dibincang pada 
peringkat Majlis Mesyuarat 
Kerajaan Negeri yang mungkin 
membolehkan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m e n g g u n a k a n 
peruntukan masing-
masing.

Beliau berkata, 
pelaksanaan peng-
gunaan CRS perlu 
dipatuhi semua pi-
hak. 

T i m b a l a n 
Perdana Menteri, 
Datuk Seri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pada Oktober lalu 
mengumumkan 

kerajaan menetapkan CRS 
diwajibkan dalam kenderaan 
bagi penggunaan semua kanak-
kanak bawah ketinggian 135 
sentimeter bagi memastikan 
keselamatan mereka jika 
terbabit kemalangan.

SHAH ALAM

LOY 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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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et Calligraphy jernihkan salah 
faham terhadap tulisan jawi

KUALA LANGAT - Street 
Calligraphy yang dianjurkan 
Pemuda Pas Kuala Langat di 
Pantai Morib Banting sema-
lam bertujuan menjernihkan 
salah faham dan ketakutan 
bukan Islam terhadap tulisan 
jawi.

Ketua Pemuda Pas Negeri 
Selangor, Hanafi Zulkapli 
berkata, program dengan ker-
jasama Muslimat Muda Pas 
(Ameerah) Kuala Langat turut 
memberi pendedahan menge-
nai seni kaligrafi kaum lain di 
negara ini.

Menurutnya, pengunjung 
turut teruja melihat bagaima-
na nama mereka ditulis de-
ngan empat jenis tulisan iaitu 
rumi, jawi, Tamil dan Cina.

“Lebih 50 nama yang sem-
pat ditulis di atas kertas yang 
disediakan oleh tiga penulis 
jemputan iaitu  Nik Nur Mu-
hammad Alif (jawi) Safua Ain 
(Cina) dan Venothraj Gengat-
haran (Tamil).

“Antara objektif program 
ini adalah untuk menjernihkan 
salah faham dan ketaku tan 
non-Muslim terhadap tulisan 
jawi. 

“Ia juga bertujuan untuk 
merapatkan jurang dan kehar-
monian antara kaum yang 
berbilang bangsa dan diharap-
kan dapat memupuk rasa kasih 

sayang dan kefahaman terha-
dap seni kaligrafi kaum lain 
di Malaysia yang unik,” kata-
nya di sini kelmarin.

Hanafi berkata, kehadiran 
pengunjung dalam kalangan 
bangsa lain pada program ber-
mula jam 5 petang sehingga 
7 malam itu membuktikan 
masyarakat tidak terpengaruh 
dengan momokan negatif ter-
hadap tulisan jawi.

“Buktinya, pengunjung 
berasa teruja untuk melihat 
nama mereka ditulis dengan 
empat jenis tulisan iaitu tuli-
san rumi, jawi, Tamil dan 
Cina,” katanya. 

Dalam pada itu,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Sijangkang, Datuk 
Dr Ahmad Yunus Hairi yang 
turut hadir ke program itu 
menegaskan jawi bukanlah 
sebab berlakunya perpecahan 
seperti didakwa segelintir 
pihak.

Menurutnya, penguasaan 
tulisan jawi dan tulisan bang-
sa lain adalah antara usaha 
yang dapat merapatkan serta 
mengukuhkan perpaduan an-
tara kaum di Malaysia. 

“Semua kaum digesa sa-
ling mengenali dan mema-
hami serta menghormati bu-
daya di antara satu sama lain,” 
katanya.

Antara pengunjung yang hadir pada program Street Calligraphy anjuran 
Pemuda Pas Kuala Langat di Pantai Morib Banting kelmarin.

Pengunjung tidak melepaskan peluang melihat bagaimana nama mereka 
ditulis dengan empat jenis tulisan iaitu rumi, jawi, Tamil dan Cina kelm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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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milik kilang di Selangor diberi taklimat sebelum tindakan diambil
SUBANG JAYA - Kerajaan 
Selangor dan Majlis Perbanda-
ran Subang Jaya (MPSJ) 
mengambi l  in i s ia t i f 
menganjurkan sesi taklimat 
kepada pemain industri di 
negeri ini bagi menggalakkan 
mereka melakukan pemutihan 
terhadap premis masing-
masing.

Exco Kerajaan Tempatan, 
Pengangkutan Awan dan 
Pembangunan Kampung Baru 
Selangor, Ng Sze Han berkata, 
melalui Program Pemutihan 
Kilang Tanpa Kebenaran 
(KTK) Selangor, pemilik serta 
pengusaha kilang diberi 
hebahan serta penerangan 
tentang inisiatif yang 
ditawarkan sepanjang program 
berlangsung.

Difahamkan, program 
tersebut telah bermula sejak 1 
Oktober tahun lalu sehingga 30 
September tahun ini.

“Dalam tempoh program 
tersebut, lot tanah kilang tanpa 
kebenaran yang terletak di 
dalam zon guna tanah 
perindustrian mengikut 
Rancangan Tempatan MPSJ 
(Pengubahan 2) 2020 perlu 
menukar syarat guna tanah 
kepada perindustrian dan 
seterusnya mengemukakan 
permohonan kebenaran 
merancang, pelan bangunan 
dan infrastruktur secara 
serentak.

“Bagi lot tanah yang berada 
di luar zon guna tanah 
perindustrian, pemilik perlu 
memulihkan tanah dengan 
mengembalikan mengikut 
kategori tanah dalam hak 
milik,” katanya selepas 
Taklimat Program Pematuhan 
Syarat dan Penguatkuasaan 
Kilang Tanpa Kebenaran di sini 
semalam.

Sze Han berkata, selepas 
tempoh program KTK tamat, 
MPSJ akan mengambil tinda-
kan penguatkuasaan mengikut 
Akta Kerajaan Tempatan 1976 
(Akta 171), Akta Perancangan 
Bandar dan Desa 1976 (Akta 
172) dan Akta Jalan, Parit dan 
Bangunan 1974 (Akta 133) 
kepada pemilik dan pengusaha 
kilang terlibat.

“Pejabat Tanah Daerah 
Petaling pula akan mengambil 
tindakan penguatkuasaan 

mengikut Kanun Tanah Negara 
1965 (KTN),” katanya.

Dalam pada itu, katanya, 
antara inisiatif yang disediakan 
buat pemilik kilang yang 
mengikuti program tersebut 
adalah dengan mendapat 
potongan sehingga 30 peratus 
bagi baya ran premium 
tambahan yang dijelaskan 
dalam tempoh dua bulan.

Selain itu, beliau berkata, 
sekiranya pemilik tidak mampu 
membayar premium secara 
sekali gus, bayaran 10 peratus 
nominal dikenakan daripada 
jumlah premium tambahan 
yang diluluskan serta 
didaftarkan Kaveat Pendaftar.

“Malah, pemilik yang 
mengi kuti program ini juga 
akan mendapat pengecualian 
bayaran premium khas tanah di 
bawah Perkara 11 Kaedah 
Tanah Selangor 2003,” katanya.

Antara pemilik dan pengusaha kilang yang hadir pada Taklimat Program 
Pematuhan Syarat dan Penguatkuasaan Kilang Tanpa Kebenaran yang 
berlangsung di Subang Jaya se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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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et colours 
A dinosaur seems to have crashed 
through this building in Jalan Dato 
Hamzah, Klang. The royal town 
has a series of fresh paintings 
decorating the walls of its 
buildings. The murals make up the 
second part of Klang Municipal 
Council's Heritage Walk project 
which includes constructing a 
bicycle lane, upgrading drains and 
adding streetlights in the alleys. 
>See story on pag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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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ing first-hand look at projects 
MPK acting president checks on progress of Stadium Sultan Suleiman and Heritage Walk 

(From left) Zamri, Elya, Azman and Ahmad F ahim checking out the field at Stadium Sultan Suleiman. 
- Photos: KK SHAM/The Star 

By SQISTYNA IZZAATIE ZAMARI 
metro@thestar.com.my 

STADIUM Sultan Suleiman will be 
opened to the public by next 
month,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acting president Elya Marini 
Darmin said. 

The 45-year-old stadium had 
been closed since September 2018 
for major upgrades ahd work was 
completed on Dec 8 last year. 

"Upgrades included a network of 
subsoil collector drains and geotex-
tile covering. 

"The field was raised by 60.9cm 
with a porous mix of sand, gravel 
and soil. 

"The total cost of this upgrading 
work was RM4,566,622.20," said 
Elya. 

The stadium, a popular venue 
among sporting enthusiasts, was 
Elya's first stop on her site visits to 
check on the progress of several 
projects in town. 

After the stadium, she went to 
Heritage Walk. The project was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 the first 
phase was from Sept 25,2018 to 
Jan 14,2019. The second phase 
took place from Sept 9,2019 to Jan 
14 this year. 

The phases cost RM879.500 and 
RM1,083,736 respectively and 

Social media users have been uploading pictures of the murals along 
Heritage Walk in Klang. 

involved building a pedestrian 
walkway, providing a 2.3km bicy-
cle lane, upgrading drains, paint-
ing murals and adding street-
lights at the back lanes of Jalan 
Stesen, Jalan Istana, Jalan Dato 
Hamzah, Jalan Tengku Diauddin 
and Jalan Besar. 

Elya said the safari-themed 

murals at Heritage Walk would 
attract families and tourists to the 
area. 

"We are overwhelmed by the 
many beautiful pictures that peo-
ple have taken of these murals 
here and uploaded on social 
media. 

'This is what we were aiming 

Artist Jane Koluga (left) and Elya putting the finishing touches on a mural 
entitled 'Unity Through Paint' in Jalan Dato Hamzah, Klang. 

for, that families would come here 
to enjoy the artwork," she said. 

Mural painter Dhiyaul Mohamad 
Ashraf, 29, said he and his 10 col-
laborators spent almost a month 
designing the murals. 

"This is a great initiative that 
other local authorities should emu-
late to revitalise an area. Such pro-
jects also recognise artists like us," 
he said. 

Also present during the visit 
were MPK Engineering 
Department director Zamri 
Othman, council engineer Azman 
Wahid, MPK Community 
Department deputy director 
Ahmad Fahim Rosli and Malaysian 

Historical Society researcher Faisal 
Surani. 

Meanwhile, MPK assistant secre-
tary Ahmad Khairi Md Yusof pro-
vided an update on the construc-
tion of the Bukit Jawa roundabout, 
which was carried out from Aug 19 
to Dec 9 last year. 

"It included building a rounda-
bout, safety fence and street furni-
ture, painting markers plus lines 
on the roads, installing high-mast 
lighting as well as upgrading 
drains. 

"MPK also refurbished the 
Tanjung Harapan area by improv-
ing and painting road dividers and 
barriers," he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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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SAPP COMPLAINTS 
Complaints to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can now be 
lodged via WhatsApp to 011-
12017914. Complainants must 
give their full name, IC number, 
telephone number, address, loca-
tion of complaint and the com-
plaint itself. The WhatsApp line is 
only available during office hours 
from 8am to 5pm daily except on 
weekends and public holidays. 
For details, call 03-7956 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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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UND DISCOUNT 
Shah Alam City Council is offer-
ing discounts of up to 50% for 
various compounds until Jan 31. 
Parking compounds are discount-
ed to RM10 for those issued 
between 2002 to 2009 and 
RM30 for fines from 2010 to 
2020. For details, call 03-5522 
2882/ 03-5510 5133 ext 1477 / 
1656 / 1657 / 1658 or visit eps. 
mbsa.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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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 WASTE COLLECTION 
> Shah Alam City Council will be 
placing 237 three-tonne roll-on-
roll-off (RoRo) bins around the 
city, from Section 2 to Section 36 
and from Section U1 to Section 
U20. The bins will be available 
from now until Jan 24 for resi-
dents to throw unwanted items 
during spring cleaning and got-
ong-royong activities in prepara-
tion for the upcoming festive sea-
son. For details, call 03-5510 
5133 ext: 1643/1316. ' 
>SubangJaya Municipal Council 
is offering free bulk waste collec-
tion services for landed proper-
ties until Jan 24 in preparation for 
Chinese New Year. Call 03-8026 
7433/7430 to arrange for collec-
tion and place bulk waste in front 
of the house. Bulk waste such as 
furniture and electrical items will 
be collected, but not renovation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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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townhouse owners still waiting for strata titles 

Lai (centre, facing crowd) at the townhall session with residents from the 
townhouses in Taman Saga, Ampang Jaya. 

By FARID WAHAB 
f a rid wa ha b@thesta r.com. my 

DESPITE having bought then-
units over 20 years ago, the 
majority of townhouse owners of 
Jalan Saga 26,27 and 28 in Taman 
Saga, Ampang Jaya, have yet 
to receive strata titles for their 
properties. 

Of some 200 units here, only 80 
owners have managed to get their 
property titles while the rest are 
still waiting for the developer to 
expedite the process. 

Teratai assemblyman Bryan 
Lai Wai Chong said the onus was 
on the developer to arrange for 
the transfer of the master title to 
individual strata titles for unit 
owners. 

"By right, after the key hando-
ver to buyers, a developer should 

consult with the property owners 
to form a Joint Management Body 
(JMB). 

"The developer and the JMB 
should then work together to 
apply for strata titles for the unit 
owners from the state govern-
ment," he explained. 

He said a JMB would be able 
to assist the individual owners 
to liaise with the developer and 
relevant authorities. 

"However, the townhouse resi-
dents have not set up a JMB until 
today 20 years on," he noted. 

A townhall session organised 
to discuss the matter with unit 
owners was attended by some 60 
residents. 

"We hope the matter can be 
resolved this year after we collect 
all the necessary documents from 
unit owners," said Lai. 

His aide, Mohammad Firdaus 
Babh said the matter had been 
forwarded to Selangor Land and 
Mines Office (PTG). 

"Selangor PTG had instructed 
the developer to expedite the 
transfer of strata titles to the 
remaining owners," he said. 

Amp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lor for Zone 23, Mohamad 
Samat, who moderated the 
townhall session, reminded unit 
owners to settle any maintenance 
fee arrears owed to the developer 
so that the strata title application 
process would go smoothly. 

After the townhall, Lai distribut-
ed Mandarin oranges to the 
attendees in conjunction with 
Chinese New Year. 

Also present was Taman Saga 
Neighbourhood Watch Committee 
chairman Mash Sura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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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SJ launches its first Touris

recycling drop-off centre arr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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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ang Jaya council to have 15 facilities to encourage green habit 
By ALIA IZZATI 
metro@thestar.com.my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SJ) showed its commitment in 
caring for the environment when it 
launched its very first Recycling 
Drop-Off Centre. 

The initiative, in collaboration 
with Tetra Park and KPT Recycle, 
allows residents to recycle items 
such as magazines and papers, 
plastic bottles, aluminium tins and 
juice boxes at their convenience. 

An MPSJ statistic revealed that 
over 684 tonnes of rubbish was 
disposed of in a day in 2019. 

"Some residents expressed 
interest in recycling but there 
were not enough facilities for the 
community to recycle," said Tetra 
Pak environment (cluster South-
Asia, East Asia Oceania) director 
Terrynz Tan. 

Tan said the concept would be 
adopted in 15 locations in the 
municipality. 

MPSJ president Noraini Roslan 
said the objective was to encourage 
the community to recycle. 

"There is so much trash being 
collected every day. 

"One household produces about 
1.9kg of trash a day," said Noraini 
at the event. 

She added that the spirit of car-
ing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loving 
it, was still low among people as 
many were still prone to throwing 
rubbish everywhere, even along 
the roadside. 

"Take Surabaya for example. It 
has become a cleaner city than 
what it was years ago," she said. 

Noraini also gave Japan as an 
example, adding that it had the 
reputation for being tidy and clean. 

"Cleanliness and caring for the 
environment should be made a cul-
ture," she said. 

Environmental pilot projects 

organised by the council, however, 
have been fruitful as 77,000kg of 
recyclable items were collected last 
year, an increase from 60,000kg the 
previous year. 

The percentage of recycling 
among the community has been on 
the increase from 13.2% in 2018 to 
18.2% in the same period. 

"Despite the number,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that can be done to 
support the'environment. 

"This collaboration with Tetra 
Pak will ensure that the items we 
recycle can be made into some-
thing else," Noraini said. 

Also featured at the event were a 
cabin and furniture made out of 
recyclable items. 

Tan added, "It is hoped that the 
community is able to see the out-
come of their recycling habits and 
that they will act as agents of 
change for the environment," said 
Tan. 

Noraini said children would 
emulate the habit of recycling 
when parents set the example. 

"Make it a resolution to spend an 
hour or two to be with children 
and do some productive activities," 
she said. 

At the event, MPSJ with the 
support of Genesis Apex Sdn Bhd, 
also launched a mini library at Seri 
Mutiara Apartment located in 
Putra Heights. 

The aim, Noraini said was to 
empower the B40 group through 
educational, socio-economic, health 
and safety programmes. 

'Today's young generation 
explore knowledge through 
technology. 

"It is disseminated in a fast-
paced manner," said Noraini after 
the launch event. 

Two other mini libraries will be 
made available at Seri Sentosa 
Apartment and Seri Tanjung 
Apartment. 

Tan (in blue shirt) explaining to Noraini (second from left) the process of 
converting waste material to new items during the event. 

MPSJ's first Recycling Drop-Off Centre located at the Seri Mutiara 
Apartment-in Putra Heights is made of recyclable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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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owners urged to secure property before leaving 
received less forms under Ops 
Selamat informing them of vacant 
homes while owners went on holi-
day, it did not mean awareness on 
crime prevention was low. 

"Instead, we have seen commu-
nities collaborating with police to 
ensure safety in their neighbour-
hood through the Volunteer 
Smartphone Patrol app which 
allows them to channel informa-
tion to the police. 

"In smaller neighbourhoods, the 
community has forged strong ties 
with the police and inform them 
directly whenever they leave for 
their holidays," he said. 

ACP Ahmad Dzaffir said Kajang 
police received more than 200 
forms during Chinese New Year last 
year and more than 400 forms in 
2018. 

No break-ins were reported dur-
ing both periods. 

He said the forms could be 
obtained online from the Royal 
Malaysian Police portal or from 
nearby police stations. 

First things first: Hee helping a motocyclist to fasten his helmet at the 
Sungai Balak Toll Plaza along the Silk Highway. With him are Balakong 
state assemblyman Wong Siew Ki (right) and Hulu Langat district officer 
Yusri Zakariah (left). 

By JOTIMBUONG 
jo.timbuong@thestar.com.my 

KAJANG: House owners are 
reminded to properly secure their 
homes before leaving for the 
Chinese New Year holidays. 

While police will be patrolling 
neighbourhoods to prevent crime 
during the holidays, it is not a 
responsibility they need to bear 
alone, said Kajang assemblyman 
Hee Loy Sian. 

"Please take preventive measures 
of your own. Ensure your home is 
securely locked or install a burglar 
alarm," he said at the launch of the 
special programme on road safety 
advocacy and Ops Bersepadu in 
conjunction with Chinese New Year 
at the Sungai Balak Toll 
Plaza. 

Separately, Hee said 
close to 10,000 enforce-
ment personnel would 
be on duty nationwide 
du r ing Ops 
B e r s e p a d u 
including 6,040 

police 

personnel, 1,800 personnel from 
the Road Transport Department 
and 150 from the Road Safety 
Department. 

Hee, in his speech, said over 
560,000 road accidents were record-
ed throughout 2019 with 5,764 of 
them being fatal. 

"We hope these efforts will drive 
home the importance of road safety 
among travellers," said the Selangor 
Environment, Green Technology,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nd Consumer Affairs committee 
chairman. 

Kajang OCPD Asst Comm Ahmad 
Dzaffir Mohd Yussof said the com-
munity played a big part in crime 
prevention during the holidays. 

He said although pol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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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航策略夥伴？

阿茲敏：還沒著落
(吉隆坡2〇日讯）国库控股（Khazanah)还 

在寻找策略夥伴，以打救陷入困境的马航。
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指出，国 

库控股目前还在考虑几家感兴趣的公司献议，
这些献议已被带到董事局会议讨论。

“但是我们仍然认为有必要考虑其他观点及 
提议，毕竟现在收到的献议并不怎么样，应该 
先进行研究。“

他透露，国库控股无意出售马航，而是寻找 
策略夥伴以改善马航的地位，目前有几家国际 
公司已经表明有兴趣提供帮助。

阿兹敏阿里是在今日出席Ramly Food 

Industries私人有限公司的活动后，对记者发 

表上述谈话。
根据马航重振计划，马航原定在2018年达致 

收支平衡，并在2019年获得盈利及重新上市。 

但基于经营环境充满挑战，该公司一直未能达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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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與你普天同

(莎阿南20日訊）为庆祝华人新年，雪州政府于大 

年初八（2月1日）傍晚6时至晚上10时3〇分，在八打 

灵再也广场举办“2020年雪兰莪州新春大团拜”，料 

吸引1万2000名各族人民参与，普天同庆新春佳节。

雪州新春大团拜活动由雪州投资、工 
商业及中小型企业常务事务及_兰莪投 
资促进机构（Invest Selangor)联合 
承办，—州秘书、雪州旅游局、Hijrah 

Selangor、八打灵再也市政厅等单位配合 

协办。
掌管雪州投资、工商业及中小型企业事 

务的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指出，当晚，雪 
州王储将莅临主持开幕仪式，与民同欢共

庆。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夫妇、行 
政议员、各部门长官、使节等也将受邀出 
席盛会。

派紅包年柑

“这项庆典活动旨在促进我国多元文化 
和宗教信仰的族群，得以相互了解他族文 
化，同时，让执政领导人与社区之间建立 
紧密关系。”

他今日在记者会上，如是指出。
他也指出，雪州新春大团拜是雪州政府 

年度大型活动之一，当晚也将备有多项精 
彩节目和活动，包括华乐表演、民族文化 
舞蹈、谬鼓表演、舞狮等专业文化表演， 
现场也会派发红包和年柑给12岁以下的孩 

〇

出席记者会的有投资雪州机构总执行长 
拿督哈山、企业公关主任阿末凯鲁、八打 
灵再也市政厅执法组高级肋理官员莫哈末 
利查。

受促乘搭公交到場
g:众受促乘搭公共交通，包括轻快铁 
K及免费巴士前往团拜现场，主办单 

位也在活动地点附近准备T个停车场或达 
3709个停车位，其中5个为免费停车场， 

以方便民众停车。
莫哈末利查表示，届时，进入会场的 

路线为东路（Jalan Timur)和加星路 
(Jalan Gasing)，为此，市政厅将从 

下午4时开始，在柏昔兰西路（Jalan

Persiaran Barat)进彳了小部分的封路 

措施。
“为方便民众询问路线，市政厅将上 

午9时开始，派出3名执法人员驻守当 
地，较后，再于下午4时至凌晨12时派 
出30名执法人员驻守会场一带，希望民 

众可遵循执法人员指示进入会场。”

20免費巴士穿梭
#哈末利查说，该区将备有20辆免费巴 

士穿梭，当晚公共交通服务时段也将 
延长至午夜12时，利便民众前往和离开会 

场。
“巴士次数为每趟15至30分钟之间，主 

要取决于当时的交通流畅度。”

■位哈鲁 
1 邓召末^ 

章开利右 
胃B钦记查4

中会哈° 
一，山 
联左及 
合3阿 
各起末 
单莫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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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夫丁勸祖萊達

“專心回信勿太多偏見”
(吉隆坡2〇日讯）公正党总秘书拿督斯里赛夫丁 

纳苏迪安敦促副主席袓莱达，专注回应纪律信，而 
非抱持过多偏见。

“我给袓莱达的建议是，请专心回答党纪律局发 
给她的信件中提及的指控。

“最好不要抱持偏见，当时机到了，她就会出面
解释...........让我们以正当程序来处理事情，不必感
觉到处有人在左右（纪律局的裁决）。”

“当今大马”报导，赛夫丁纳苏迪安今曰接受媒 
体访问时指出，若袓莱达提出的解释合理，纪律局

必会纳入考量，并向党中央理事会提出适当的建
议。

“公正党中央理事会将作出最终决定，党会给
予袓莱达解释的时间。我建议她冷静面对这样的
情况。”
不过，赛夫丁纳苏迪安受询及党署理主席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有否接获纪律信时，宣称不知情。
他说，他只是被要求向媒体转告公正党纪律局主 

席拿督阿末卡欣两天前发出的信。
袓莱达昨天坚称，她在吉隆坡万丽酒店 

(Renaissance Hotel)的论述都是事实，并且有 

信心党纪律局在不受到党领导层干预下，她将获得 
公正的裁判。

当时，袓莱达说，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企图 
说服她，性爱短片内的人物就是阿兹敏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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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合农历新年到来，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茲莎与数名正副部长，以及我国羽球传奇一哥拿 
督李宗伟，一同恭祝各界新年快乐。

旺阿茲莎在新春祝福视频中指出，我国是一个多元种族国家，国人应珍惜和守护这珍贵的 

多元。

交通部长陆兆福、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材，以及李 

宗伟，也透过视频为全马华裔同胞献上新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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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〇日讯）社交媒 
体流传一组照片，显示公正 
党副主席袓莱达填写的土著 
团结党入党表格，引起争 
议，不过公正党领袖相继辟 
谣，指这些照片都是伪造。

该党安邦区部主席凯鲁诺 
指出，他与总部查证后，发 
现这是伪造照片，签名也是 
f的，而且没有附上身分证 
副本。

“有人试图离间公正党 
主席拿督斯里安华和袓莱
达。，’

另一方面，公正党妇女组 
宣传主任西雅鲁接受“当今 
大马”访问时也说，袓莱达 
毫无去意。

“我昨天才见到她，她说 
会尝试留下，她无意加入其 
他政党，如果被开除党籍， 
也没有任何后备计划。”

西雅鲁说，所谓入党表格上 
的签名，并非袓莱达的签名。

袓莱达日前表明，将回应 
纪律委员会发出的纪律信， 
惟拒绝透露接获纪律信的原 
因。

不过，她暗示这与去年12 

月在出席署理主席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举办的晚宴时， 
发表的激烈言论有关。

公
正
黨
■
■

照
片
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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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I

■官员在沿户叫门时，很多单位都没有人回应。

不是擺空城就是不合作

卡南：居民拒絶開門

窗署麥也難辦事

(蒲种2〇日讯）八丁灵县卫生局官员 

沿户检查积水，屡吃闭门羹！

由:于出外J2作无人在家、居民不愿合 

作、质疑上门者身分不愿意开门等，导 

致卫生局官员在沿户检讨时不得要领。

八丁灵县卫生局今日出动近10位官 
员，早上9时至下午4时，在蒲种乌达马 

花园一带，沿户进行检查。

在蒲种乌达马花园的第9区一条路 

段，当地共有15间单双层排屋单位，只 

有3间开门让官员进入检查。

同时，由于后巷已设有铁门，询问的 

居民声称没有锁匙，让官员无法进入后 

巷检杳。

全目5卩雪州医院巡察员主席拿督卡南 

说，在今早检查行动中，官员面对很多 

单位都没有人回应的情况。

他说，当卫生局官员上门进行检查 

时，都会穿著制服，表明身分和出示证 

件，并说明来意。
他指出，当官员沿户进行时，在一个 

住宅区至少超过90°。是没有回应。

他说，据了解，没有人回应的情况，

主要是居民已外出工作、有人在家但不 

愿意开门，或质疑上门者的真正身分，

而不敢开门。

“现在治安不好，又有抢劫案、掠夺 

案的发生，即使官员已在篱笆门外大声 

表明身分，也穿有制服，但有部分居民 

还是不敢开门让官员进入。

卡南是在接受询问时，发表上述的谈 

话。马华梳邦区会主席兼马华雪州公共 
服务投诉局主任赵启兴皆有出席。 ■其中一间位于角落的单位，放置了不少物品，官员在这单位共拿到5处孑孓

的样本。

+南指出，即使官员发

卜现住家范围内有积水 

情况，以及有孑孓的踪迹 

时，因为无法进入住家范 

围取样本，也是无法开出 

罚单给居民。

他说，官员只有发出通 

告予居民，表明将在下次 

再来检查。

他指出，在官员沿户检 

查时，在检查旁边或角落 
的单位时，有90%是有孑孓 

的踪影。

“旁边单位空间大，但 

居民又没有照顾，有些还 

丢了许多水桶、容器、花 

盆等，以致成为孑孓滋生 

的地方。”

他指出，在今年一月， 

全国尤其是雪州的骨痛热 

症数据相当的高。

他说，賃州骨痛热症最 

多的地方是八打灵县。

“居民应提高警惕，也 

要常检查住家内外，以免 

有孑孓的滋生。”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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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林金瑛（中）与市议会执法员上门时，中心内的人不愿开

门(

(加影20日讯） 

去年以瓦煲伊面作 

为月子餐的非法陪 

月中心，遭加影市 
议会查封后竟然擅自拆封，市议会今午3 

度上门，再次查封该中心。

加影市议会执法组联同贸消部今午突击 
这家位于皇冠城】'1^ Vantage的陪月中心， 

不料中心内的员工拒绝合作，不愿开门， 

执法员最终充公业者摆放在后巷的物品， 

包括液化天然气（媒气）桶、媒气炉和蒸 
炉。

^见场可见一些炊具摆放在后巷，令人吃 

惊的是，地上还摆著一盘正在晒太阳的白 

米，相信业者在后巷烹煮月子餐。

随行的公正党加影市议员林金瑛说，加 
影市议会去年11月查封这家陪月中心两 
次，并发出3张罚款给业者，但业者竟然

擅自拆封。

繼續營業就提控業者

她说，市议会接获10多宗关于这家陪月 

中心的投诉，因此才对它采取行动，民众 

对这家中心的投诉包括货不对办、价格与

服务不符等。
她说，市议会曾 

劝告业者停止无牌 
经营，而业者也答 

应会先安顿好现有 

的产妇与婴儿，不 

料业者之后继续招 

收产妇。

“这次查封后， 
若业者再继续营 

业，市议会将提控 

业者。”

她说，加影市议 
会区内目前仅有4所 

合法陪月中心，分 
别位于加影Country 

Height、双溪龙 

镇、士毛月以及流 

古仙特拉。

■加影市议会查封这家陪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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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娜iMHi
(八打灵再也2〇日訊）远景 

研究中心（CENBET)针对1000 

名受访者进行的民调显示，虽 

然有58%受访者希望能恢复地 

方选举，但有67%认为此举只 

会增加行政上的繁文缛节。

远景研究中心联合主席颜炳寿今 

曰召开记者会公布上述民调结果时 

指出，有关结果显示民众对于是否 

恢复地方选举一事存在矛盾，主要 

是因为他们对于当前的政局存在无 

力感。

民众一年前欲恢复地方选举的 

意愿比较高，但他们发现我国在各 

方面，无论是经济还是政局没有太 

大的改变，所以他们认为处理其他 

课题比恢复地方选举重要。

應先處理其他課題

“我们也发现，只有197。受访者 

了解各级政府的职责和权限，政府 

若要恢复地方选举，就必须提高民

■颜炳寿（中）和远景研究中心董事发布民调结果，左起为许淑 
敏、马利慕都、黄颖欣和梁圆融。

众的行政知识，而且是越早越好， 

特别是在当局将合法投票年龄降低 
至18岁后。”

他指出，许多民众若发现道路损 

坏，并不晓得要联络谁，因此市议 

员有必要向他们说明本身的权益， 

以让民众透过地方选举机制中获
N /-

H- O

这项在去年1 1月期间进行的民调 
显示，只有43%受访者对各自地方 

政府的表现感到满意，当中华裔受 
访者的满意度只有31%，巫裔和印 
裔各占47%和45%0 

出席者包括远景研究中心董事黄 

颖欣、许淑敏、梁圆融和丹斯里马 

利慕都。

顏炳壽：須讓民衆有心理準備
炳寿说，政府在恢复地方选举前，需采取必要措 

施以让民众有心理准备。

“政府不能认为只要实施地方选举，就能解决所有 

问题，行政知识低迷的现象不只出现在成年人身上， 

也包括青少年，只有提高民众的行政知识，当局才能 

获得地方选举所带来的好处。”
此外，民调也显示，多达617。受访者认为地方选举 

能提高城市管理效率，提高互动性和良好施政同为

55?。，认为能提高市议员责任者则为4W。。

不过，有657。受访者认为恢复地方选举将出现的 

多重投票制度会引起不便，而认为无法改善国家问 
题、威胁种族和谐以及分裂社群者分别是59°。、43°。和 

42%。

颜炳寿也说，远景研究中心会在近期内将这项民调 

结果交给首相署和房政部做参考。

据了解，房政部长袓莱达正和选举委员会、选举改 

革委员会及一些非政府组织探讨地方选举事项，以争 
取在2021年提呈相关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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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要求宣判非穆斯林

法院發出上訴准令
(布城2〇日讯）联邦法院今 

天发出上诉准令给一名亲生 

父亲是穆斯林，但被信奉佛教 

的母亲抚养并成为佛教徒的女 

子，以要求法院宣判本身不是 

穆斯林的上诉。

以联邦法院首席大法丹斯里 

东姑麦蒙为首的法院三司一致 

裁决，发出上诉准令给上诉人 

罗丝丽查（38岁），以针对高 

庭及上诉庭驳回其要求倉判自 

己是名佛教徒，不是穆斯林的 

上诉。

另二司是法院法官拿督娜丽 

妮及拿督哈山纳莫哈末。三司 
也允许上诉人提出2项法律课 

题，以要求法院鉴定。

罗丝丽查的代表律师拿督斯 

里哥巴斯里南在庭上陈词时 

说，不应该否决其当事人的申 

请，因为她不是一名穆斯林， 

高庭有权审理此案。

他说，罗丝丽查的母亲去世 

前，曾发表法定声明，证明从 

未与女儿的父亲结婚，即女儿

从未以穆斯林身分长大。

代表雪州政府的国家法律顾 

问拿督马斯利及代表雪州伊斯 
3:理事会（MA1S)的拿督苏莱 

曼，皆反对上诉申请，他们皆 

认为此案件应交由伊斯兰法庭 
审理；雪州伊斯兰理事会以介 

入方参与此案。

罗丝丽查首次入禀高庭时， 

高庭以她无法出示父母不曾 

在其他州属缔结伊斯兰婚姻为 
由，驳回其请求。2016年10 

月，上诉庭批准罗丝丽查的上 

诉，并谕令高庭重新审理案 

件。
2017年6月，莎阿南高庭法 

官拿督斯里韩沙裁决，由于罗 

丝丽查提出的证据，未能证明 

她出生时不是穆斯林，即她出 

生时是名穆斯林的身分，因此 

宣判案件应交由伊斯兰法庭审 

理，并非是民事高庭研审。
上诉庭于2018年，驳回罗丝 

丽查的上诉，她向法院，求最 

后上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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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SKC娛樂福利會派食品紅包
« ■老纬 

雪活界 
隆动、SKC，佳
娱左1 
乐起吾 
福为i 
利叶5
么士 fe'I i f
赠、 
贫郭

(安邦2〇日讯）安邦阳光 
花园雪隆SKC娱乐福利会昨曰 

举行施赠贫老活动。该会总 
共派发150份食品及红包予安 
邦地区一带的60岁及以上各 

族乐龄人士，单亲妈妈及残 
障人士。

这个由庄使贵担任主席职 
位的福利会，于2014年才创 

建，每年都举行类似施赠活 
动，至今已是第6年，可说难

能可贵。
该福利会邀请数名贵宾， 

包括前雪州行政议员拿督依 
斯干达、莲花苑区州议员黎 
潍福，由安邦再也市议员郭 
纬界代表出席，及其他贵宾 
出席施赠仪式。

出席施赠活动的雪隆SKC娱 

乐福利会理事包括副主席覃 
家祥、秘书余德新、财政叶 
运森及理事叶志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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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城2〇日讯）

联邦法院今日发出 

上诉准令，让一名 

由穆斯林父亲和佛 

教徒母亲婚外生下 

的女子，针对高庭 

和上诉庭驳回她要 

求法庭宣判她为非 

穆斯林的申请提出 

上诉。

以联邦法院首席 
大法官丹斯里东姑 

麦蒙为首的联邦法 

院二司，一致裁定 

批准上诉人罗丝丽 

扎的上述申请。

东姑麦蒙是基于 

联邦法院应该鉴定 
的2项法律问题，

发出上诉准令，同 

时谕令此案诉讼文 

件需交到总检察署。

其中一项法律问题是需 
要鉴定一个人在法律之下 

是否为穆斯林的原因，而 

不是一人已不再是穆斯林 

的原因及高庭是否具备专 

属审判权，以聆审和鉴定 
联邦宪法第121条款及州 

事务表第一事项的恰当诠 

释。

另一项法律问题则是， 
根据1990年国民登记条例 

第24 (1)条文，任何未经 

實誓书或审讯证明的身分

证登记书面申请内 

容真实性或身分证 

内容的情况，是否 
隶属1950年特定救 

济法令第41条文之 

下。
法院另2司为联 

邦法院法官拿督 

娜丽妮和拿督哈丝 

娜。

较早前，罗丝丽 

扎的代表律师拿督 
斯里哥巴斯里南 

在陈词时争辩，此 

案并非脱离伊斯兰 

的案件，其当事人 
从未曾是一名穆斯 

林，且高庭有聆审 

此案的司法权。

他指出，罗丝丽 

扎的母亲在去世前 

曾作出法定声明，阐明她 

和罗丝丽扎的父亲从未结 

婚，罗丝丽扎从未以穆斯 

林身分被抚养长大。

雪州政府及雪州伊斯兰 

理事会分别为此案答辩方 

和介入方。

雪州政府法律顾问拿督 

马斯里和雪州伊斯兰理事 

会代表律师拿督苏莱曼阿 
都拉，皆对罗丝丽扎的上 

诉准令申请提出反对，争 

辩指此事是隶属伊斯兰法 

庭的权限下裁定。

|聯

_法
囊院
灣批

m
斯上
林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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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鄕前先向警局報備

■骑士获新的全安萤光外套，右为许来贤，右3起为王诗棋及阿末查菲尔(

备回乡过年的民 
众，受促向邻近警 

局报备，填写回乡过年乡。 
卡。

加影警区主任阿末查 
菲尔助理总监说，去年 
有182名回乡过节民众向 

警区填写回乡卡报备，
这182间住家在农历新 

年期间都没有发生破门 
行窃罪案；2018年则有 
410间住家报备，统统安 

全过节。
他说，民众可以到大 

马皇家警察部队官网下 
载表格，并将表格交到 
邻近警局。

“去年向警局提交的 
回乡表格比2018年少，

是因为一些乡区警局接

受居民以短讯或手机应 
用程序W h a t s App报备回

他周一出席2020年农 

历新年雪州道路安全运 
动时，这样指出。

他说，蕉赖加影大道 
去年在农历新年期间共 
发生645宗车祸，较2018 
年的550宗増加95宗或 
17Y

“去年共有10宗死亡 
车祸，2018年则有4宗死 

亡车祸。”
他说，去年警区共发 

出5334张交通传票， 
2018年则发出4776张。

他说，加影警区今年 
会加强执法，包括在车 
祸黑区监督与执法。

政
府规定今年1月1日起所有幼 
儿乘车必须坐儿童安全椅， 

却有商家推出不符合规格的廉价安 
全椅。

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说，州政府 
发现有商家向家长推荐廉价儿童安 
全椅，他促请民众选购符合标准的

安全椅，以确保他们孩子安全。
他周一主持农历新年雪州道路安 

全运动后，在记者会上这样指出。
他说，有民众投诉安全椅太贵， 

民众无法负担，尤其是低收入群体

(B40)，也有人认为安装了安全 

椅车上空间变小，政府会研究如何 
协助他们。

“州政府暂时没计划做这方面的

补贴，但每个州选区都有拨款，我 
建议州议员也可以动用州选区拨款 
来协助有需要的选民。”

他强调，政府要求民众安裝儿童 
安全椅并非为了为难民众，而是为 
了儿童安全，因为有太多交通意外 
涉及儿童。

(加影2〇日讯）农历新 

年雪州道路安全运动从1月 

18日至2月1日进行，各单 

位今年加强执法，驾驶人 

士受促遵守交通规则，小 

心驾驶、安全回家。

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说，今 
年各单位总共安排1万名执法人 
员在全国各地执法，其中参与 
运动的警员有6040人、陆路交 
通局执法员有1800人、道路安 
全局150人等，以确保今年农历 

新年期间，驾驶人士都可安全 
回家。

他说，今年道路安全运动 
主题为“小心驾驶，安全抵

达”，活动包括教育、执法、 
防范与评估4项主要活动，让驾 

驶人士都可在佳节长假安全回 
家。

他今日为2020年农历新年雪 

州道路安全运动主持推介礼 
时，这样指出。

將減低公路時速

许来贤说，去年全国发生56 
万7516宗车祸，其中死亡车祸 
有6167宗，较2018年的6284宗 
死亡车祸，减少117宗。

“根据过去数据，大多数车 
祸发生在联邦公路、城市道路 
及郊区道路，希望交警及陆路 
交通局执法人员关注这些道

■农历新年雪州道路安全运动正式启动， 
诗棋及苏里茲。

左起为尤斯里、阿末查菲尔、许来贤、王

路。，，

~ 5也说，在这期间，联邦公路时速将 
减低至80公里，州际公路则减至70公 

里里。

出席推介礼者包括加影警区主任阿 
末查菲尔肋理总监、无拉港州议员王 
诗棋、乌冷县县长尤斯里及大马道路 

安全研究院代表苏里兹等。

雪州道路安全運動開跑

心篇醮安全B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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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板屋民最好的新年禮物

等了 29 年 gHHI
(蒲种2〇日讯）华人新 

年“大红包”，蒲种甘且 
苔鲁花园(Taman Kandan 
Baru)的一户板屋居民等 
了 29年，终于在华人新年 

前获得地契！
居住了数十年的袓屋， 

是陈国生（76岁）母亲名 
下，逝世后留给陈国生两 
兄弟。

陈°国生的妻子叶素菊 
(64岁）指出，当她代表 

去开会申请地契时，因此 
她不是屋主而无效，必须 
要两兄弟一起去申请。

她说，他们居住在袓屋 
数十年来，一直苦无对策

申请不到地契，如今在黄 
思汉的协助下，终于获颁 
99年地契，地契也在其名 

下。

開心過年

她今曰与丈夫和女儿陈 
晓君从金銮州议员黄思汉 
手中接过地契时，如是 
指出。她今早煮了丰盛的 
家常菜感谢黄思汉及其团 
队，洋溢新村淳朴的乡土 
人情味。

她感谢州政府及黄思汉 
的帮忙，而煮了简单的家 
常便饭感谢他和团队，否 
则以为他们已经没有希望

获得地契，以前屋子也不 
知要交给谁。

陈国生指出，这间袓屋 
是之前土崩时获得的赔 
偿，早在38年前的原址因 

发生废矿湖土崩，而获得 
政府赔偿蒲种甘旦花园的 
木屋。

“当时有数十户一起搬 
迁到该区，只有我们一家 
申请不到地契，但我们 
数十年来一直都是住在 
这里，弟弟则没有住在
N-V >>

这。
他希望，希盟政府继续 

保持执政的效率下去，为 
民众争取更多权益。

陈晓君补充，父母都年 
事已高，这么多年来一直 
担心地契问题，如今终 
于在新年前圆了父母的心 
愿，让他们一家都很开 
心。

黃
思
漢

.-忘.

tl

跟 
進

■苦等了 29年，蒲种甘旦答鲁花园的居民终于获得州政府颁发的“新年礼 

J 物”。

願

/|\,\ _^思汉指出，在他担任金銮州议
%员的数年来，经常走访该区巴 
刹，屋主都会向他提出多年来的心 
愿，就是希望获得袓屋的地契。 

黄思汉也是雪州行政议员。他 
说，他们等了数十年，曾申请过但一直无 
法获得，他在接获求助后，一直积极跟 
进，终于在新年前夕，成功帮他获得99年 
地契，直到2090年，并且在无需任何台底 

钱交易就能拿到地契。
他说，周一早上特别到来把喜讯带给他

们，与他们分享喜悦，这可说是新春前夕 
希盟政府给予的大礼物，屋子一家也以 

“大鱼大肉” 一起分享喜悦，让他感受到 
社区的温暖与温情。

他指出，这是一间木屋，可说是重组 
村，他们从蒲种区的另一个地点搬迁过 
来，屋主能证明他们居住了数十年，政府 
在审核后就批准及颁给他们地契，因此在 
苦等了 29年后的今天终于达成了心愿。

其他出席者包括金銮区州议员黄思汉助 
理李佩 PRINTED AND DISTRIBUTED BY PRESSREADER

PressReader.com +1 604 278 4604

家

，
右
起
为
李
佩
芸
、
陈
哓
君
及
叶
素
菊
。

■
黄
思
汉

(

左

2
)

移
交
地
契
给
陈
国
生

(

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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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新年的新春统制占 

雪州贸消局局长莫哈 

肉部分，列入新春统制 

猪肉，熟的猪肉包括烧 

新春统制品中。

他说，在生猪肉方面 

入统制品价当中，

肉、猪肚内脏等。

他指出，

价，没有公布生猪农场 

价只是当局通知养猪场

難有定

輕便機器當場印罰單

t消部采用轻便式机器， 

让执法人员在执法时， 

只需要插入商家的身分证或资 

料，就可当场列印出罚单或告 

示予商家。

莫哈末兹基里说，当局是于 

今年的华人农历新年，才首次 

使用这类的轻式的机器，主要 

是列印罚单和告示。

他说，但该机器可列印的罚 

单只是属于一般小数客额的罚 

款，但如果涉及大数额罚款的

罚单，尤其是超过1万令吉以 

上的，他们就不能当场列印。

“我们可当场列印的可能口 
只是涉及200、300今吉等的罚 

款的罚单，开出罚单就直接交 

给商家和小贩。”
他说，从1月20日至2月2 

日，将会有196位执法人员参 

兴行动，另外还有位监督价 

格的官员，将会在巴刹、农业 
市场和超级市场。

許來賢：16食材列統制品比去年多

雪
州行政议员许来贤说， 

在今年的华人农历新 
年，总共有16样食材被列入新 

春统制品，在去年，只有13样 

食材被列入统制品中，而在今 
年的华人农历新年则是16样， 

比去年多了 3样。

他说，3样新加入的分别是 

红辣椒、番茄和由中国入口的 
马铃薯（UBI KEXTANG IMPORT 

CHINA)。

他指出，被列入统制品的16 

样食材，的执行期是由20曰至 
2月2日，为期14天。

他说，相关的食材在华人农 

历新年之时，其需求量也相当 

的高，希望能列入统制的价 

格，控制相关食材价格的稳定 

1生。

k说，他们比较关注的是鸡 

蛋、中国大蒜、大虾、生猪肉

等。

u “当局把相关食材列入统制 

品，主要是确保在华人历新年 

自u后时期，相关食材不会因为 
新春佳节而出现价格飆涨的情 

况，低过于当局所列出最高价 

格。”

他说，如果消费者发现有商 

家的售价是超过所规定的价 

格，可以向当局提出投报，分 
别是E-ADUAXOPKDNHEP. G0Y • MY

网址、
180088 6 800, 

E-ADUAX®PKDXHEP.G0V. 

MY、EZ ADL'、联络中心03- 

88826245/6088、中央政府 

联络中心0 3- 80008000、 

WhatsApp 019-2794317 

州消局03-5 5181810和雪州七 

个贸消局分局。

些也没有被列入统制品当中，有关焦附和 

芦柑因为大小和种类各有不同，当局也因 

此没有把蕉坩和芦柑列入统制品。

“至于年饼，虽然同款年饼，但使用的 

原料和重量也有不同，因此没有把年饼列 

入统制品，限制其价格。”

■许来贤（左3)展示如何使用轻便的罚单列印机，左起为阿茲占阿都拉、莫哈末 
茲基里、TESC0分行总经理马修斯■约瑟夫和阿茲查拉曼。

17天檢查5042商店
哈末兹基里说，2020年1月1日至1月 

1T曰，当局共检查了 5042间商店，位 

于城市的是4761间和城市外的是281间。

他说，当局在2011年价格控制法令下遭 

采取行动的总共有29个、违反各种方法的 

则是有54个，以及在21条文下发出的告示 
共有3个。

他指i，在2011年价格控制法令下，涉 
及的罚款是3500令吉、各种法令下的罚款 

是6350令吉，另外在违反各种条令被充公 

的物品价格是80令吉。

2019年華人農曆新年
案件 60件

罚款 8600令吉

被充公的货品价格 6678.30 令吉

開齋節

案件 48件

罚款 8350令吉

被充公的货品价格 1万4414令吉35仙

屠妖節

案件 2件

罚款 300令吉

檢查的單位

批发 231间

烹料或不同+非曰常食材

不列新春統MB
(八打灵再也 

2 0日讯）由于 

使用的烹饪原料 

可能有所不同， 

加上不是曰常食 

材，贸消部因此 

没有将烧猪列华

末兹基里说，在猪 

品部分，是属于生 

是没有被列入

，只是有部分被列 

)1J是生猪肉、肥猪

公布上述部位零售 

因此生猪农场

时的整的牛，我们一样没有列入佳节统制 

品中。
莫哈末兹基里今日前往白沙罗TESC0检 

查物价后，如是指出。其他出席者计有副 

局长阿兹占阿都拉、雪州行政议员许来 

贤、贸消局八打灵县主任阿兹查曼等。

针对有关被列入统制品的生猪肉是否要 

列出零售价时，他说，小贩必须要展示价 

格列表，同时这不是当局首次把生猪肉的 

部分部位列入统制品中，早在数年前开 

始，当局已在华人农历新年之时做出此行 

动。

针对蕉坩和芦柑，以及各类年饼的价格 

出现相当大差距时，莫哈末兹基里说，这

種類 重量 批發價 零售價
生鸡 一公斤 5.30 5.80

超级鸡肉 —公斤 7.30 8.10

标准鸡肉（已切块、去除脚、 

头、心等。）

一公斤 6.60 7.30

A级鸡蛋 每粒 0.36 0.38

B级鸡蛋 每粒 0.35 0.37

C级鸡蛋 每粒 0.34 0.36

KUBIS BULAT IMPORT (只

限来自于印尼和中国）

一公斤 2 3

红辣椒 一•公斤 11 13

番茄 一公斤 3.30 4.30

中国白蒜 —公斤 7.50 9

白鲳（200克至400克之间） 一公斤 39 42

白虾（一公斤限于每公斤41 

只至60只）
一公斤 34 39

生猪肉（猪肚） 一公斤 21 23

生猪肉（猪肉和肥猪肉） —公斤 1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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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雪州，所接获的投诉共有1086宗， 

涉及价格的投诉是220宗。”
零售 1万6285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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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新年气
一些地区也配合商家、社团举行活 

也让公众携老带小的参与活动的举
时，影到电流供应。

由于我们也是担心课题的发生，因此我 

们一向来都不鼓励悬挂到国能的电柱。

我相信

我还是甘 

当时获知

在华人农 

灯笼的活 

点，除了 

主子和电

“我们另外拉的电线，没用国能电柱上的电 

供，也没接到国能指不能悬挂到他们的电柱处

a®%。M ■在沙登大街已悬挂了灯笼，晚上时分看去也非常漂亮。

■在万律大街也悬挂了许多新年灯笼，都是由县议会负责悬挂。

大街小巷紅彤彤很美麗…

投燈籠Ml#侧

■在万挠会馆街一带的新春灯笼，已于日前悬挂。 選擇較遲張掛

fcm郭貞黎j

(吉隆坡2〇日訊）新年来罗，雪州大 

街小巷红灯笼高高挂，洋溢浓浓的新年 

气氛。

雪隆区许多主要道路、商业区、花园区主要 

道路，上星期已陆续挂上各式各样的灯笼，也 

进行亮灯仪式，让新年气氛渐浓。

据悉，国能日前发布文告，劝告公众不要把 

新年装饰张挂在国能的电供措施，以免发生触 

电问题。

文告指，把新年装饰品安装或悬挂在电线或 

电力设施，可能会引发触电风险，也可能导致 
闪络（flashover)，因为干扰电力设施，违反 

1990年电供法令第3T条文（447法令）。

国能代表接受《中国报》记者询问时指出， 

有关电供措施是包括电柱在内，希望不要把灯 

笼悬挂在电柱上。

未接獲觸電意外投報

此外，记者电访雪州州议员和县市议员时， 

大部分已于上星期开始在各区悬挂灯笼。

一般上，灯笼主要是悬挂在街灯的柱子，有 

关路灯柱子主要属于地方政府和工程局，通常 

都是整串的灯笼交叉悬挂在道路上，还有部分 

则是悬挂在国能的电供柱子上，也有部分地区 

的灯笼则是从电柱拉到另外一根电柱，也是沿 

著电缆。

他Vn兑，由于他们所悬挂的灯笼主要是在路 
灯柱子，及工程局的路灯柱子，鲜少有悬挂到 

国能的电柱。

部分地区是由各县市议会的电供单位负责悬 

挂灯笼，还有部分则是由承包商所悬挂。

他们说，由于灯笼是由技术人员及承包商悬 

挂，一般上都相当安全，暂时没接获触电意外 

的投报。

■在巴生市议会，主要是由市议会的电供单位负责悬挂灯笼。

料掛1000燈籠

今;

- ^

♦史里肯邦安区州议员欧阳捍华

.年的农历新年之前预 
计挂1000个灯笼，

是来自于我的选区拨 

款

' °有关灯笼主要是在沙 

登大街和和平村路挂，

其他的则是在大学 

岭、顺达山庄、沙登 

埠、杨桃岭等地区的 

主要道路挂上灯笼。

主要是挂在梳邦再也市 
议会和公共工程局的路灯的灯柱，鲜少 

是有挂在国能的电柱。

有关电线等也是由承包商处理，在过 

去多年都没有遇过问题，我们也没有接 

到公众或国能的申诉，也未接获有触电 

的问题发生。

在丨
♦新古毛区州议员李继香

‘新古毛州选区一带，

.部分地区已张挂了灯 

笼，但这里风比较大，也 

避免在灯笼挂了之后，出 

现损坏的情况，因此我们都 

选择较迟张挂灯笼。

目前，已张挂灯笼的 
新村计有乌鲁音南马、新 

古毛新村、吉粦、叻思新 

村等。

有关张挂灯笼的工作则交予1 

行，包括鉴定挂灯笼的地点。

新古毛大街和荅东加里新村也: 

笼，新古毛大街一带的灯笼是由: 

会联合张挂，挂灯笼的工作将会 I 

负责。
目前，我们是没有接到国能声5 

到其电柱，一般上拉灯笼和张挂I 

是由承商进行，我们暂时是没有1 

题。

rtrv

沒接國能通知

在]

♦万津区州议员刘永山

•万津一带，灯笼主要是张 

-挂万津大街、直落昆仑、 

仁嘉隆新村一带。

在万津大街，主要由县议会 

张挂，但灯笼都是挂在县议会 

的灯街处，鲜少会挂在国能的

电柱。

没°有接获国能[ 

但在几年前，当: 

榜东姑区州议员时，： 

不能挂在国能的措施。

据知，全国各地区^ 

历新年之前都有张挂; 

动，一般上所挂的地, 

建筑物，就是街灯丰 : 

柱。

技術部門負責 配合市會懸掛

在丨

♦巴生市议员黄智荣

•我的领养区，灯笼主 

要是悬挂在巴生卫星 
市_业区的Jalan Sungai 

puluh 和Lorong Sungai 

Puluh 13d〇

巴生地区，是由巴生 

市议会工程组的电供单 

位负责悬挂，我们只负 

责买灯笼和买灯泡。

由于是市议会的技术部门负责悬挂，因 

此在安全上是有一定的保障。

有关灯笼主要是悬挂在市议会的街灯柱 

子，另外再拉电线以供电流，并没有使用 

到国能的电供柱子。

我相信国能的劝告，主要也是担心有灯
签的由姊衔接孙可邰东m踫至丨丨由灶成由姊

♦万挠区州议员蔡伟杰

|=q前，已悬挂灯笼的地 

1=1点分别是在煤炭山、

万挠会馆和珍珠街一带。
在珍珠珠一带的灯笼，

则是配合市议会悬挂。 《£沒

至于灯笼悬殊的情况，

则是因地区的情况而 

不同，阅店一带，部 

份则是挂在商店的墙 

壁，有部分则是在路灯 

的柱子，还有很少部分是 

挂在国能的电柱。

由于灯笼都是技术人员所悬挂， 

在安全程度上也不是很大的问题。 

随著灯笼的悬挂，除了将会増)
9

 
9

 
0

氛
动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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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旦苔魯花園6路

住户苦等29年獲地契
(蒲种20日讯） 

来自蒲种甘旦峑鲁花 
园（Taman Kandan 
Ba「u ) 6路的_户板 

屋居民，在苦等29 

年后终于在农历新年 

前夕喜获雪州政府派 

发地契的“新年礼 

物”，圆了一家人的 

心愿0

这对76岁及64岁的

夫妇陈国生及叶素菊 

与女儿陈晓君今早获 

得金銮州议员黄思汉 

移交祖屋地契，他们 

也特别煮了丰盛的家 

常菜感谢黄思汉及其 
团队。.

叶素菊说，祖屋当 

年是其家婆名下，留 

给丈夫和弟弟，但两 

兄弟当年因为不合，

而且在外地工作没有 

回来，当她代表去开 

会申请地契时，因为 
她不是屋主而无效， 

必须要两兄弟一起去 

申请。

“我们居住在祖屋 
数十年来》_直苦无 

对策申请不到地契， 

如今在黄思汉的协助 
下，终于获颁99年

_顯
■居住在蒲种甘旦答鲁花园的陈国生（左）苦等29年，终于从黄 
思汉（左二）手中获得州政府颁发的地契“新年礼物”右起为李 

佩芸、陈晓君及叶素菊。

地契，地契也在其名 

下，因此感谢州政府 

及黄思汉的帮忙。”

陈国生说，这间祖 

屋是之前土崩时获得 

的赔偿，早在38年前 

的原址因发生废矿湖 

土崩，而获得政府赔 

偿蒲种甘旦花园的木 

屋。当时有数十户一 

起搬迁到该区，只有 

他们一家申请不到地 

契，但家人数十年来 

一直都是住在这里， 

弟弟则没有住在这。

盼希盟续执政

他希盟政府继续保 

持执政的效率下去， 

为民众争取更多权 
益。

陈晓君补充，父母 

都年事已高，这么多 

年来一直担心地契问 

题，如今终于在新年 

前圆了父母的心愿， 

让他们一家都很开 
心。

也是雪州行政议员 

的黄思汉说，在他担 

任金銮州议员的数年

来，经常走访该区巴 

刹，屋主都会向他提 
出多年来的心愿，就 

是希望获得祖屋的地 

契，结果在他接获求

助后 直积极跟

进，终于在新年前 

夕，成功帮他获得99 

年地契，直到2090 

年，并且在无需任何 

台底钱父易就能旱到 

地契。

他说，他今早也特 

别到来把喜讯带给他 

们，与他们分享喜 

悦，这可说是新春前 

夕希盟政府给予的大 

礼物。

黄思汉说，这是一 

间木屋，可说是重组 

村，他们从蒲种区的 

另一个地点搬迁过 

来，屋主能证明他们 

居住了数十年，政府 

在审核后就批准及颁 

给他们地契，因此在 

苦等了 29年后的今天 

终于达成了心愿。

其他出席者包括金 

銮区州议员黄思汉助 

理李佩芸。（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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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章欽“站台”激起買氣

衛星市市集引人潮
(巴生20日讯）巴生 

卫星市年货市集無位于 

双溪柯拉末14及20路， 
惟今年却‘‘搬家”到双 

溪布鲁13D巷，兴许受经 

济不景气影响，尽管大 

红灯笼高高挂，并且做 
好新年布置，但巴生卫 

星市年货市集却被指无 

法带动买气和人潮。不 

过，雪州行政议员兼巴 
生新城区州议员拿督邓 

章钦.，于昨晚首次“大 
驾光临”巴生卫星市年 

货市集，激起市集“买 

气”，顿时让市集人潮 

络泽不绝，水泄不通， 

一片闹供供。

新春佳节进入倒数阶 

段，巴生市议员黄智荣 

为力挽狂澜带“热”市 
集，邀请了邓章钦前来 

“站台”，同时他也在 

晚间8时，在活动开始之 

际准时在脸书开直播， 

借此吸引更多的人潮前 
来光顾。

为此，在进入8时左 

右时，就渐渐聚集了不 

少人潮观看舞蹈及舞狮 

踩青表演，后来财神爷 
的出现更将年货市集的

气氛推到最高点，男女 

老少亦纷纷向财神爷讨 

“红包”。值得一提的 

是，许多民众也趁著难 

得时机，与邓章钦合照 

留念，亦让现场瞬间变 

成了 “粉丝见面会”场. 

面热闹欢腾。

民众争相合照

邓章钦说，这是多年 

以来，他第一次为年货 

市集宣传，希望日后能 

将该年货市集办得有声 

有色。

他指出，今年巴生市 

议会将卫星市的年货市 

集安排到这一个新的地 

点，以整体而言，是一 

个相当大的年夜市集， 

迄今为止他仍还没有在 

巴生见过这么大的一个 

年夜货市集，依据现场 

观察，市集还是有一定 

的人潮，也没有发生交 

通阻塞的情况。

"极有可能是因为卫 
星市市集，第一次搬到 

这里，因此造成很多人 

不知情，而这也是小贩 

们所担心的一个隐忧之 

一，但经过这一晚的大

■邓章钦（左）在黄智荣的陪同下到场巡视巴生 

卫星市年货市集，发现人潮络绎不绝非常热闹。

肆宣传后，相信很快的 

就会将消息传到各个坊 

间去，人潮也就会接踵 

而来。”

他说，年货市集更换 

到这里后，环境与空间 

更整齐与宽敞，而且还 

有一个蛮大的停车场， 

绝对可以被充分利用， 

曰后可不排除也会吸引 

外来的民众。同时，很 

多小贩也向他反映搬到 

这里后业绩不如以往， 

但之所以会“搬迁”至 

13D巷’亦是因为避免 

交通出现乱象，因原有 
的市集为卫星市主要要 

道，而且发生阻塞的话 

就会接到很多的投诉。
邓章钦说，小贩向他 

反映的各种问题，他也 

会传达给市议会官员 

聆听、研究及做参考， 

再交由市议会做定夺。

“年货市集民众购买欲 

低，不排除是市场慢热 

所致，而且他相信其他 

地方同样的也是面对这 

样的问题。”

另一方面，他指出， 

今年也是他们第一次， 

在永安镇巴士亭披上春 

节的“衣裳”，以作为 

民众新年打卡的地点， 

加强农历新年的气氛。 

除了增进佳节的气氛之 

外，这也间接帮助了小 

贩与商家做“促销”， 

希望卫星市及永安镇， 

能成为民众在巴生庆祝 

农历新年时的一处打卡 

地点。
他也呼吁民众，在回 

家乡过年或是出国旅游 

之前，民众亦必须到邻 

近的警察局填写返乡表 

格，好让警方定期上门 

巡视；而，邻居之间 

也要相互照看周围的动 
静。（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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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ff.A

■邓章钦（中）、莫哈末利查（左三）、哈山（左四）及阿末凯鲁（右 

四）邀请市民一同参与雪州新春开放门户庆典。

邀民衆同慶新春

雪政府下月1開放門户
(沙亚南2 0日讯） 

2020年雪兰莪州新春开 

放门户庆典将于2月1曰 

(周六）傍晚6时30分至 

10时30分，在八打灵再 

也广场举办。雪州王储 

将莅临主持开幕仪式， 

与民同欢共庆，而雪州 

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 

夫妇、行政议员、各部 

门长官及使节等也受邀 

出席盛会。

这场活动是由雪州投 

资、工商及中小型企业 

事务和雪兰莪投资促 

进机构联办，同时也获 

得雪州秘书、雪州旅游

局、雪州微型贷款计划 

(Hijrah Selangor)及八 

打灵再也市政厅等单位 

协办，雪州政府欢迎人 

民踊跃参与其盛。

促进相互了解他族文化

掌管雪州投资、工商 
及中小型企业事务的行 

政议员拿督邓章钦今天 

在投资雪州机构总执行 
长拿督哈山、企业公关 

主任阿末凯鲁、'八打灵 

再也市政厅执法组高级 

助理官员莫哈末利查陪 

同下，在记者会上透露 

新春开放门户详情时，

这么表示。

他透露，此活动旨在 

促进我国多元文化和宗 

教信仰的族群，得以 

相互了解他族文化，同 

时，让执政领导人与社 

区之间建立紧密关系。

他指出，在当天大会 

将备有多项精彩节目和 

活动，如华乐表演、 

民族文化舞蹈、锣鼓表 

演、舞狮等专业文化表 

演，现场也会派发红包 

和年柑给12岁以下的孩 

童，现场设有美食招待 

大家。

邓章钦说，雪州政府 

邀请民众一起来参加这 

场新春门户开放活动， 

并预计这场新春盛会将 

吸引1万2000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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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信仰自由5年

羅斯麗扎獲准脫離穆斯林身分
(布城20日讯）5年前争取信仰自由 

的罗斯丽扎，今白获联邦法院裁定获准 

脱离穆斯林身分。
虽然38岁的罗斯丽扎的父亲是一名 

穆斯林，但她从小由佛教徒母亲抚养长 

大。她于201 5年以父母未以伊斯兰法 

律缔结婚约的理据，入禀高庭争取成为 

非穆斯林的权利。
以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丹斯里东姑麦 

润为首的三司，一致裁决罗斯丽扎胜 

诉，其余两司为拿督纳利尼和拿督哈斯 

纳。

根据马新社报道，联邦法院主要以高 

庭是否有权审理及罗斯丽扎根据法律是 

否为穆斯林的事宜争辩。

罗斯丽扎的代表律师拿督斯里哥巴斯 

里南在庭上争辩时说，高庭有权审理此 

案，因为这并不是放弃成为穆斯林的案 

件。

他说，罗斯丽扎的母亲曾在去世前发 

表法定声明，证明从未与女儿的父亲结 

婚，即女儿从未以穆斯林身分长大。

代表雪兰莪州政府的国家法律顾问拿 

督玛斯利句代表雪兰莪伊斯兰理事会 
(MAIS )的拿督苏莱曼分别提出反对 

上诉的申请；雪兰莪伊斯兰理事会为本 

案的介入方。

玛斯利和苏莱曼认为，本案应交由伊 

斯兰法法庭聆审。

®庭在罗斯扎首次入票局庭时，基 

于她无法出示父母不曾在其他州属缔结 

伊斯兰婚姻为由，驳回她请求。

上诉庭于2016年10月批准罗斯丽扎 

提出的上诉申请，并谕令高庭法官重新 

审理。
2017年6月，沙亚南高庭法官拿督斯 

里韩沙裁决，罗斯丽扎提供的证据未能 
证明她出生时不是穆斯林，即她出生时 

是穆斯林的身分，因此裁定此案属伊斯 

兰法庭审理范围，而不是民事高庭。

虽然其他10个州伊斯兰理事会回应 

罗斯丽扎，证明其母亲未曾改信伊斯 

兰，但其申请仍于2018年被上诉庭驳 

回 〇 (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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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來賢：嚴守交通規則

家長應裝兒童安全椅
(加影20日讯）雪州行政 

议员兼加影州议员许来贤呼 

吁回乡过年的游子，必须严 

守交通规则及小心驾驶，有 

孩童陪同的家长务必响应政 

府推动儿童安全座椅措施， 

安全回家。由于安全椅有不 

同体重或年龄的设计，价格 

偏高，因此他建议各州议员 

可在拨款里为B40群体提供 

补贴。

许来贤今早与无拉港区州 
议员王诗棋、加影警区主任 

扎菲及大马道路安全研究局 
主席拿督苏列星，为雪州返 

乡道路安全行动主持推介礼 

后说，安装儿童安全座椅的 

目是要确保孩童在车上的安 

全，只是不少家长投诉儿童

安全座椅价格偏高 
B40群体。

尤其是

建议州议员补贴B40群体

•“如果_个已40群体的家 

长有2个孩子，有关开支很 

大，因此我个人建议可在拨 
款里，为B40群体购买儿童 

安全椅提供补贴。”

他说，政府推动儿童安全 

椅的醒觉运动，让民众了解 

儿童安全椅的重要性，同时 

促请家长勿购买品质较差的 

儿童安全椅，毕竟是为了孩 

子的安全。

另一方面，许来贤说，为 

了减少农历新年期间交通事 

故，各执法单位包括警方、 

‘陆路交通局都展开安全行

■许来贤（左四）为雪州返乡道路安全行动主持推介 

礼，呼吁市民回乡小心驾驶。右为苏列星，左二起王 

诗棋及扎菲。

动，尤其是1月23及24日的 

回乡的高峰期，因此呼吁民 

众开车回乡要小心驾驶，切 

勿超速及违规，要安全抵达 
目的地。

他说，大马道路安全研究 

局推介返乡道路安全行动的 

目的，盼民众在回乡途中使

用各高速大道时遵守规则， 

减低车祸风险。
除了轿车外，陆路交通局 

官员也会突击检查巴士业 

者，包括国家反毒机构雪州 

分局也会对司机进行尿检， 

以免司机吸毒后驾驶长途巴 
士。（ 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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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政府年初八团拜
放眼1.2万各族民众参与

(莎阿南13日讯）雪兰莪州政府将于2月1日（星 

期六，农历初八），傍晚6时至晚上10时30分， 

在八打灵再也广场举办“2020年雪兰莪州新春大团 

拜”，放眼吸引1万2000名各族人民参与，普天同 

庆新春佳节。

雪州新春大团拜活动由雪州投资、工商业及中小 

型企业常务事务及雪兰莪投资促进机构联合承办， 

雪州秘书、雪州旅游局、Hijrah Selangor、八打灵再 

也市政厅等单位配合协办。

@管投资、工商业及中小型企业事务的行政 

■议员拿督邓章钦今日召开记者会指出，当 

晚，雪州王储将莅临主持开幕仪式，雪州大臣拿督斯 

里阿米鲁丁夫妇、行政议员、各部门长官及使节等也 

将受邀出席盛会-

“这项庆典活动旨在促进我国多元文化和宗教信 

仰的族群，得以相互了解他族文化，同时，让执政领 

导人与社区之间建立紧密义系。”

他也指出，雪州新春大团拜是雪州政府年度大型 

活动之一，当晚也将备有多项精彩节目和活动，包括 

华乐表演、民族文化舞蹈、锣鼓表演及舞狮等专业文 

化表演，现场也派发红包和年柑给12岁以下孩童。

出席记者会的有投资雪州机构总执行长拿督哈 

山、企业公义主任阿末凯鲁及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执法 

组高级助理官员莫哈末利查。

20免费巴士载送
莫哈末利查说，该区将备有20辆免费巴士穿梭， 

当晚公共交通服务时段也将延长至午夜12时，利便民 

众前往和离开会场。

“巴士次数为每趟15至30分钟之间，主要取决于 

当时的交通路况。”

再也花园

1〇〇个停车格

A综合楼

422个停车格

C停车场

B停车场

2020年雪州新春大团拜路线图及停车场
PJX
个停车格

A
停车场

iws-nTUSi-iNSTirusi

第10区公共停车场

310个停车格

c综合楼 

398个停车格

52区路边停车格

735个停车格

民众受促乘搭公交
民众受促乘搭公共交通， 

包括轻快铁及免费巴士前往团 

拜现场，主办单位也在活动地 

点附近准备7个停车场或达

3709个停车位，其中5个为免 

费停车场，以方便民众停车。

莫哈末利查表示，届时， 

进人会场的路线为东路（Jalan

Timur)和力U 星路（Jalan 

Gasing)，为此，市政厅将从 

下午4时开始，在柏昔兰两路 

(Jalan Persiaran Barat)局部封 

路。

“为方便民众询问路线，

市政厅将上午9时开始，派出 

3名执法人员驻守当地，较 

后，再于下午4时至凌晨12 

时派出30名执法人员驻守会 

场一带，希望民众可遵循执法 

人员指示进人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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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兆福上载视频偕副揆李宗伟贺年
(布城20日讯）交通部长陆兆

福今天面簿上载了 =*个联同希 

盟领袖向大家祝贺欢庆新年视 

频短片，希望大家在回乡路途 

上小心行驶，注意安全，您的

家人正在等您回家 起团

圆，欢庆新年。

这个长约1分37秒视频 

贺岁短片，参与演出包括副首 

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医生、妇 

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 

杨巧双、卫生部副部艮李文材 

医生以及我国羽球男单传奇拿 

督李宗伟。

旺阿兹莎先以恭喜发财， 

祝贺国人新年快乐，杨巧双祝 

贺大家幸福美满、身体健康；

一起回家闭圆、孝亲敬老。” 

参与演出的领袖与民众， 

身穿红彤彤及手拿对联向大家

接着李文材也希望人们注意保 

持身体的健康及快乐安康：李

宗伟也献上间短祝福语。

陆兆福最后说：“让大家

说声

乐！”

恭喜发财、新年快

希盟领袖拍摄贺岁短片，后排右起李宗伟、陆兆福、旺阿兹莎、杨巧双及李文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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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南说，即使官员发现住 

家范围内有积水及滋生孑孓， 

惟因无法进入住家范围采取样 

本，无法向居民开出罚单，只 

能发出通告给居民，表明下次 

再来检查。

他说，官员沿户检查时， 

发现有90%旁边或角落单位滋 

生孑孓，主要是这些单位空间

大，但居民没有妥善照顾，有 

些还丢了许多水桶、容器、花 

盆等。

他说，今年1刀，全国尤 

其是雪州的骨痛热症数据相当 

高，其中八打灵县骨痛热症病 

例排榜首，因此提醒居民提高 

警惕，经常检查住家内外积水 

的问题以免滋生蚊虫。”

90%角头屋藏蚊虫

居民冷待检查蚊虫
(蒲种20日讯）居民外出工作无人在家、不愿合作、质疑上门者身分不愿意开 
门等等，使八打灵县卫生局官员沿户检查积水是否滋生孑孓，屡吃闭门羹。

八丁灵县卫生局今日出动约10位官员，于上午9时至下午4时，在蒲种乌 
达马花园一带展开沿户检查。

■中，在蒲种乌达马花 

园的第9区一条路段 

共有15间单双层排屋单位， 

但只有3间开门比官员进人检

此外，由于后巷设了铁 

但居民受询时表示没有锁 

官员也无法进入后#检

官员沿户叫门，惟很多单位没人回应

查 

门 

匙 
查，

全国和雪州医院巡察员主 

席拿督卡南受询时说，当官员 

沿户检查时，在一个住宅区至 

少超过90%是没有回应，今旱 

的行动也不例外，很多单位都 

没有人回应。

他说，卫生局官员上门检 

查时都会穿着制服，表明身分 

和出示证件，并说明来意，只 

是因治安不好，时有发生抢劫 

案、掠夺案，部分居民还是不 

敢开门让官员进人。

他说，据了解，没有人回 

应的情况，主要是居民已外出 

工作、有人在家但不愿意开 

门，或质疑上门者的真正身 

分，而不敢开门。

马华梳邦区会主席兼马华 

雪州公共服务投诉局主任赵启 

兴也出席沿户检查活动。

不愿合作质疑官员

启
兴
。

卡
南
检
查
积
水
是
否
滋
生
蚊
虫
，左
为
赵

带
回
化
验
室
检
验
。

卫
生
局
官
员
检
查
后
，把
一
些
孑
孓
样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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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时速减低
配合农历新年到来，雪州 

道路安全运动将从1月18 R 

起至2月1日展开，在这期 

间，联邦公路时速将减低至 

80公里，州际公路则减至70 

公里里。

许来贤披露，今年各单位

农历新年期间住家摆“空 

城”的居民，可到邻近警局填 

写表格要求警员巡逻。

加影警区主任阿末沙菲 

说，警方在上星期已开始发放

共安排了1万名执法人员在全 

国各地执法，其中警员是 

6040人、陆路交通局执法员 

1800人、道路安全局150人。

他说，2019年，国内共发 

生56万7516宗交通意外，其 

中6167宗是死亡车祸，较

安全回乡巡逻表格给民众申 

请，

他说，民众可到附近警局 

填写报表和使用手机程式登 

人，然后输入资料。

2018年的6284宗死亡车祸减 

少117宗。

今年道路安全运动主题为 

“小心驾驶，安全抵达”，活 

动包括教育、执法、防范与 

评估4项主要活动。各单位今 

年也加强执法，驾驶人士受促 

遵守交通规则，小心驾驶、安 

全回家。

他说，2019年，警方共接 

获410份安全回乡巡逻表格， 

警方巡逻后没有发生没破门行 

窃案-

许来贤也提醒，除了警方 

巡逻外，回乡过年或是在佳节 

期间外出的他族同胞，应把住 

家锁好或安装警铃系统。

住家摆“空城”可要求巡逻

许来贤建议州议员

补贴B40装兀童安全椅
(加影20日讯）掌管雪州自

然环境、绿色科技及消费人 

事务的行政议员许来贤认 

为，虽然儿童安全椅的价格 

高，一些家长无法负担，不 

过父母应基于安全考量，在 

车内安装儿童安全椅。

他说，政府不会给予安 

装儿童安全椅的补贴，但他 

建议州议员应给予有需要的

B40群体补贴，并表示会联络 

其他州议员商议此事。

他也说，政府从1月起 

强制在私家车安装儿童安全 

椅，但有商家推出不符合规 

格的廉价安全椅，他促请民 

众为了保障孩子的究全，应 

选购有思灵（SIRIM)标签， 

符合标准的儿单童安全椅。

许来贤今日在加影外环

大道双溪巴勒收费站，推介 

雪州农历新年道路安全和执 

法行动仪式后，在记者会这 

么说。

出席者包拈无拉港州议 

员王诗棋、加影警区主任阿 

末沙菲、乌鲁冷岳县长尤斯 

里、大马道路安全研究局主 

席拿督苏烈星、加影市议会 

副主席纳斯姆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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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特区 ■膽 ■膽

沒水过年怕怕■
(巴生20日讯）水压问题又再不稳定！ 

吉胆岛港尾区居民再次担惊受怕，尤其 

害怕无水过年。

该区属于吉胆岛较远地段，居民常

年来一直备受水压低的困扰，年关将近 

之际，该区的水供从上周起至今日皆出 

现不稳定的情况，百多户居民对“时而 

有水，时而制水”大感困扰。

db胆岛新村管理委员会 

主席蔡全智受询时 

说，港尾区去年曾出现长达20 

天断水的苦R子，如今年关即 

将到来之际，乂出现同样问 

题，叫该区居民大感不满。

依靠水槽存水过活

“我接到不少居民的投 

诉，也尝试致电雪州水供管理 

机构，惟至今都没有下文。” 

他说，现在，整个港尾几 

乎断水，当地居民只能依靠住 

家大水槽的存水过生活，惟存 

水M最多只能够耐用一'周。

“倘若运气好，平时有下 

雨或比较节省用水的话，水槽 

的水量则可以多用几天。” 

他说，尤其时值年关将 

近，大家都需要大量用水，以 

便大扫除、准备新年食材和做 

年饼等，用水量并非说要省就

翳翳鼸
.,I I 4 • I ■ II ............ .... ..............—

居民相信架设大桥的水管，是导致水流出现水压偏低的问题之

能省。

“虽然可先以海水冲洗家 

具或地板，然后简单以干净水 

源再清洗一轮，但食材可就不 

能用海水了”

他说，此外，港尾还有数 

间民宿，新年期间若都无法恢 

复稳定水供，必对业者造成不 

便，也让游客留下坏印象。

居民住家都装上大水槽，以应付水供不稳定情况

民宿业者：半夜起床装水

蔡全智：希望雪州水 

供管理机构助改善问 

题。

蔡佩君：水管架设桥 

上，以致水压受影 

响。

居民蔡佩冇（44岁，民宿业者）投诉， 

港尾区水供不稳定，居民也只能“看水”过 

日子，就算水供半夜来，也要爬起床来装 

水。

她指丨丨丨，港尾区水管从大街接驳过来，部 

分或因架设第一桥上，以致水管离地平线太 

高，导致流向港尾区的水压受影响。

“有关当局曾在港头设立一个大蓄水池， 

让水供顺利输送到港尾区，惟蓄水池较后川 

现问题，我们这一带的居民就从此面对水压 

偏低的问题。”

她说，居民也都安装水槽，惟始终受局 

限，毕竟水槽存水只能维持一周使用量，W 

此大家都希望水供能尽速恢复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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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景民调67%认为

地方选举增繁文缛节
(八打灵再也20日讯）远景研

究中心（CENBET)针对1000 

名受访者进行的民调显示，虽 

然有58%人希望恢复地方选 

举，但也有67%认为此举只会 

增加行政上的繁文缛节。

远景研究中心联合主席颜 

炳寿今日在记者会公布该民调 

结果。他指民众一年前欲恢复 

地方选举的意愿较高，但他们 

发现大马在各方面，无论是经 

济或政局没太大改变，所以他

且越早越好，特別是在当局将 

合法投票年龄降低至18岁 

后。

颜炳寿举例，许多民众若 

发现道路损坏，却小i晓得要联 

络淮，W此市议员有必要向他 

们说明木身权益，丨丨:民众通过 

地方选举机制中获益

这项于去年11月期间进 

行的民调，只有43%受访者满 

意各自地方政府的表现，华裔 

受访者的满意度只有31%，巫

裔和印裔各占47%和45%®

出席者包括远景研究中心 

董事黄颖欣、许淑敏、梁圆融 

和丹斯里马利慕都。

远景研究中心发布民调结果， 

左起为许淑敏、马利慕都、颜 

炳寿、黄颖欣和梁圆融。

们认为处理其他课题比恢复地 

方选举重要。

对当前政局有无力感

61 %看好地方选举提高城市管理效率

他也说，结果显示如今民 

众对是否恢复地方选举一事存 

在矛盾，主要是他们对当前政 

局存在无力感。

“我们发现只有19 %受访 

者了解各级政府的职责和权 

限，政府若要恢复地方选举， 

就需提高民众的行政知识，而

远景研究中心民调显示， 

61%受访者认为地方选举能提 

高城市管理效率，至于认为嫩 

提高互动性和良好施政的比率 

同为55%，认为能提局市议员 

责任者则有49%。

不过，有65%受访者认为 

恢复地方选举将出现的多重投 

票制度会引起不便：而认为无

法改善国家问题、会威胁种族 

和谐及分裂社群者分别是 

59%、43%和 42%

颜炳寿说，该中心会在近 

期内将这民调结果交给首相署 

和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参考。

据了解，房政部长祖莱达 

正和选举委员会、选举改革委 

员会及一些非政府组织探讨地

方选举事项，以争取在2021 

年提呈相关法案。

颜炳寿说：“政府不能认 

为只要实施地方选举，就能解 

决所有问题，行政知识低迷的 

现象不只出现在成年人身上， 

也包括青少年。只有提高民众 

的行政知识，当局才能得到地 

方选举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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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轻便列印机打印罚单
贸消部采用轻便式罚单列 

印机，执法人员执法时只需插 

人商家的身分证或资料，就可 

当场列印罚单或告示绘商家。

莫哈末兹基里说，当局是 

于今年的华人农历新年首次使

用这类轻式机器，主要是列印 

罚单和告示，但该机器可列印 

的罚单，只是属于一般小数额 

罚款。

“我们可当场列印的可能 

口只是涉及200、300今吉等

的罚款的罚单，开出罚单就直 

接交给商家和小贩，若罚款额 

太大，尤其是超过1万令吉以 

上的，则无法当场列印。”

他说，从1月20日至2月 

2日，将会有196位执法人员 

参兴行动，另外还有71位监 

督价格的官员，将会在巴刹、 

农业市场和超级市场。

雪贸消局17天查5042商店
莫哈末兹基里说，今年1

月1 R至1月17日，当局共 

检查了 5042间商店，4761间 

在城市，281间在城外。

他说，当局在2011年价

格控制法令下向29个商家采 

取行动，违反各种方法有54 

人，3人在21条文下被发出告 

7K 0

他说，在2011年价格控

制法令下，涉及的罚款是3500 

令吉、各种法令下的罚款是 

6350令吉，另外在违反各种条 

令被充公的物品价格是80令 

吉。

“在雪州，所接获的投诉 

共有1086宗，涉及价格的投 

诉是220宗。”

雪贸消局：烹饪原料不同难定价

烧猪本应列统制品
(八打灵再也20日讯）烧猪应

列新春统制品！

雪州贸消局局长莫哈末兹 

基里说，贸消部没有把烧猪列 

为华人新年的新春统制品，因 

为烧猪使用的烹饪原料可能有 

所不同，而且不是R常食材。

“列人新春统制品的只有 

部分生猪肉，分别是生猪肉、 

肥猪肉、猪肚内脏等，熟的猪 

肉包括烧猪，因不是日常食 

材，而且熟肉和所使用的烹饪 

的食材和调味料也各有不同， 

因此很难有个定价，所以没被 

列人。”

他说，该局只是公布上述 

部位零售价，没有公布生猪农 

场价，生猪农场价只是当局通 

知养猪场而已。

他也说，除了烧猪，即使 

是整只羊及哈芝节时的整只 

牛，同样未被列为佳节统制 

品。

莫哈末兹基里今日前往白 

沙罗特易购检查物价后这么 

说。

其他出席者有副局K阿兹 

占阿都拉、雪州行政议员许来 

贤、贸消局八打灵县主任阿兹 

查曼等人。

针对被列人统制品的生猪 

肉是否要列出零售价时，他说 

小贩必须展示价格列表。

他也说，当局并非首次把 

生猪肉的部分部位列人统制品 

中，反之数年前开始当局已这 

么做。

另外，提到蕉柑和芦柑， 

以及各类年饼的价格出现相当 

大差距时，莫哈末兹基里说， 

这些食品没被列为统制品，蕉 

柑和芦柑W为大小和种类各有 

不同，至于年饼，即使同款但 

使用的原料和重量也有不同， 

所以均没列为统制品。

特
易
购
分
行
总
经
理
马
修
约
瑟
和
阿
兹
查
拉
曼
。

机
，左
是
阿
兹
占
阿
都
拉
与
莫
哈
末
兹
基
里
；
右
起
 

许
来
贤

{

左
三

)
展
示
如
何
使
用
轻
便
的
罚
单
列
印

Page 1 of 1

21 Jan 2020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al • Audience : 27,667 • Page: A4
Printed Size: 715.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8,994.00 • Item ID: MY003850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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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城20日讯|联邦法院今曰 

发出准令，将审理男穆斯林的非 

婚生女儿要求脱离穆斯林身份的 

上诉案。

以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丹斯 

里东姑麦慕为首的法院三司，批 

准罗斯丽扎的上诉准令申请。高 

庭和上诉庭之前皆驳回罗斯丽扎 

要求法庭宣判她是一名佛教徒， 

而非穆斯林的诉讼。

法院三司今日一致批准罗斯 

丽扎的准令申请，以审理她针对 

两项法课题提出的上诉。

有关的两项法律课题包括" 

如果一个事情需鉴定「一个人根 

据法律是否是穆斯林」，而不是

「一个人是否不再是穆斯林j ， 

高庭是否具有管辖权来审理并根 

据联邦宪法第121条文和州名单 

第1项，正确地诠释有关事项？

第_项课题是’根据1990年 

国民登记条例第24条第（1 )条 

文，以及未通过宣誓或审判证明 

任何书面身份证登记内容或任何 

身份证内容真实性的情况，究竟 

有关的身份内容是根据1950年特 

定法令第41条规定的？

罗斯丽扎的代表律师拿督斯 

里哥巴斯里南争论，其当事人的 

问题不是放弃，因为她从来都不 

是穆斯林，并补充高庭有权审理 

此事。

他说，罗斯丽扎的母亲在生 

前已做出法定声明，指她与罗斯 

丽扎的父亲不曾结婚，因此罗斯 

刚扎从未当过穆斯林。

代表雪州政府的雪州法律顾 

问拿督玛斯里和雪州伊斯兰教理事 

会代表律师拿督苏莱曼，皆反对这 

项上诉准令申请，他们皆认为此事 

应属于伊斯兰法庭的权限。

现年38岁的罗斯丽扎是于 

2015年入禀法庭，要求宣判她是 

由穆斯林父亲与已故佛教徒母亲 

非婚所生的。

她出示证据证明，联邦直辖 

区和雪兰莪伊斯兰教局没有记录 

显示，她的亲生父母根据伊斯兰

法律缔结婚约，惟高庭以罗斯丽 

扎无法证明她的父母不曾在其他 

州属缔结伊斯兰婚约为由，驳回 

了她的要求。

2016年10月，上诉庭批准她 

提出的上诉申请，并谕令由不同 

的高庭法官重审其案。罗斯丽扎 

过后获得10个州属伊斯兰教局的 

回覆，证明这些州伊斯兰局都没 

其母亲曾改信伊斯兰教的记录。

不过，高庭法官敦阿都玛吉 

以罗斯昍扎的父母尽管未向当局 

注册结婚，却不代表他们未曾结 

婚的理由，驳回其诉讼。同时， 

高庭表示此案属于伊斯兰法庭的 

权限，而非民事高庭。

尽管罗斯丽扎向上诉庭提出 

上诉，但上诉庭于2018年4月25 

曰驳回其上诉。

联邦法院审理穆斯林女子申请脱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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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胜之家椒物色地点设老人院
蒲种20日讯|地方社区日益城市化，老人以及儿 

童照护服务需求高，马来西亚得胜之家慈善机构拟 

在今年内，再物色一地点设老人之家。

马来西亚得胜之家慈善机构 

主席王家富指出，该组织位于蒲 

种区的总社已有2间中心，今年内 

冀能够在毗邻蒲种地带物色适合 

地点。

「得胜之家的老人提倡家的 

观念，而地区老人需求的服务非 

常高，现有的2间中心，其中1间 

是善心人士捐出，而另一间则是 

借用。」

打造爱心社会

得胜之家机构全国有10间分 

会，包括生命塑造（戒毒）中心 

协助成功戒毒者回归社会。

得胜之家昨晚（19日）在蒲 

种总社举办新年团圆饭聚餐，宴 

请90位老人以及儿童，原产业部

长郭素沁以及雪州行政议员兼金 

銮州议员黄思汉则陪同齐庆新年 

的到来。

郭素沁表示，政府遗憾没有 

更多财库协助民间成立更多收容 

中心，不过政府会探讨能提供的 

协助；这些慈善机构凭借民众力 

量茁壮成长，并把关爱传递给需 

要的人士，打造爱心社会。

此外，黄思汉则指出，随著 

地区日益城市化，老人以及儿童 

照顾服务的需求，甚至是妇女生 

产后陪月中心的服务需求也曰渐 

重要。

他补充，地方政府并没有陪 

月中心项目分类，让业者能够申 

请营业执照，不过地方政府以及 

雪州政府已探讨合法化新兴行业 

的方式。

黃思汉（右起）与郭素沁在新年前夕拜访得胜之家蒲种总 

社，向60位长者派发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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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
吉隆坡20日讯

公正党总秘书赛 

db夫丁纳苏申促请党 

A副主席祖莱达，专 

注于回覆公正党纪 

律委员会要求解释 

事宜，而不是纪委 

会是否受到干预的 

课题。

他说，担心党 

纪委会受党高层影 

响，根据不应该成 

为问题，而更实际 

> 的是回覆给纪委会

解释信中，好好做 

^ 解释澄清，并且将 

其他程序交予纪委 

会进行。

「尊贵的（祖 

莱达)获得给予时间 

来回应所有指控， 

我建议她应该保持 

冷静，全神贯注予 

她被指控的内容做 

tn 出解释。」

JtQ 「她不应该有

偏见，应该利用纪 

委会所给予时间做 

出解释，这才是最 

好方法。」

赛夫丁今早出 

席在旧古仔路NSK霸 

级市场举行新春活动后，在 

记者会上，如此表示。

他表示，如果她所做解 

释是合理的，纪委会将会评 

估，并会把建议呈给党中央 

理事会，由中央理事会做出 

决定。

询及是否还有其他党 

员，例如署理主席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被纪委会发 

出要求解释信时，赛夫丁表 

示，他没获知这样的资讯。

「我在两天所说的（纪

促
袓
菜
达

注
回
覆
纪
委

護

委会向祖莱达发函，要求她 

在14天内针对她违反党规一 

事解释），都是根据纪委会 

主席拿督阿末卡欣的报告做 

出，而他并没有提到相关事 

件。作为总秘书，我在会议 

结束前，被要求向媒体发布 

会议有关这方面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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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作豺料不裔焼猪非鶼年统_品

许来贤（左）周一连同贸消部雪州分局官员，到珍珠白沙罗 

特易购广场，监督农历新年的统制品价格。 -骆曼-

八打炅再也20日讯

国内贸易、合作社及消费 

人事务雪州分局即日起动 

员1%官员，就农历新年统 

制品展开监督行动，尽管 

活猪（农场价）属于统制 

品，不过烧猪则不被列入 

统制品中。

国内贸易、合作社及消费人 

事务雪州分局局长莫哈末兹克里 

阿路詹解释’被列入统制品的只 

是活猪的农场价格，而且当局已 

经事前知会农场业者，并不会对 

消费者带来任何影响。

他说，然而，烧猪并不会被 

列入到统制品当中，因为不同业 

者制造烧猪的材料不同。

「活猪的农场价格今年顶价 

在8令吉30仙，而猪腩和猪肉价格 

各涨1令吉。」

莫哈末兹克里连同雪州行政 

议员许来贤及雪州分局官员，今 

曰拉大队到珍珠白沙罗特易购广 

场，就2020年农历新年16种统制 

品，巡视商家价格展示标签，这 

项行动从即日起生效持续直到2 

月2曰°

雪贸消局采IEMS系统

莫哈末兹克里也称，为了 

提高执法效率，雪州分局会率先 

采用已推出的综合执法管理系统 

(IEMS )，可当场列印罚单给违 

反条例的商家，官员无须以手抄 

书与罚单。

此外，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 

指出，佳节期间每家每户会购买 

的曰常食品，包括鸡蛋、蒜头、

中国进口马铃署、白鲳鱼、大白 

虾、猪肉等，这些食材都已纳入 

在统制品清单中。

他吁请民众，若发现有人违 

反统制价格的规定应做出投报， 

商家可在《2011年反暴利及价格 

控制法令》下被控，一旦罪成， 

可判罚款达10万令吉、或坐牢最 

高3年，或两者兼施。商家个人也 

可被罚款5万令吉，公司罚款50万 

令吉或缴付25万令吉罚单。

没粉红色标签的商家，个人 

会面对罚款1万令吉或缴付5000令 

吉的罚单，公司则可被罚款2万令 

吉或缴付1万令吉的罚单。

其他出席者，还有雪州分局 

执法组主任阿兹恩、珍珠白沙罗

特易购总经理末迪尔约瑟等。

雪州分局在2019年佳节期间 

全年共接获110宗投报，发出总值 

1万5250传票罚款，受监督物品包 

括231家批发市场以及1万6285家 

零售店铺，包括92宗个案没以粉红 

色标签，标明物品顶价的商家，以 

及14宗没展示价格的商家。

而2019年农历新年期间，当 

局向违例商家共计发出了 60张传 

票，罚款总额为8600令吉，充公 

物品总值6678令吉30仙。

雪州分局截至今年本月17 

日，在城市区展开4761次价格 

监督，郊外则展开281次价格监 

督，雪州接获1086宗投报，价格 

投报占220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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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钦 
(中）邀请市 

民一同参与 

“2020年雪兰莪 

州新春开放门 

户庆典” ^左 

三起为莫哈末 

利查及哈山； 

右四是阿末凯 

鲁。

画政府2月1矚放n戶
邀子民共慶新春^^

(沙亚南20日讯）雪州政府 

将于2月1日（星期六）傍晚6时 

30分至10时30分，在八打灵再也 

广场（Dataran Petaling Jaya )举 

办“2020年雪州新春开放门户庆 

典”，欢迎雪州子民或大众踊跃参 

与其盛。

这场活动是由雪州投资、工商及 

中小型企业事务和雪兰莪投资促进机构 
(Invest Selangor)联办，并获雪州秘书 

署、雪州旅游局、雪州微型贷款计划 

(Hijrah Selangor)及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等单位协办。
届时，雪州王储将莅临主持开幕仪 

式，与民同欢共庆，而雪州大臣拿督斯 

里阿米鲁丁夫妇、行政议员、各部门长 

官、使节等也将受邀出席盛会。

邓章钦:各族互了解促进团结

掌管雪州投资、T.商及中小型企业 

事务的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今日召开新 

闻发布会时说，此活动旨在促进我国多 

元文化和宗教信仰族群的团结，彼此相 

互了解他族文化，也让执政领导人与社 

区之间建立紧密的配合关系。

“大会将准备多项精彩节H和活 

动，包括华乐表演、民族文化舞蹈、锣 

鼓表演、舞狮等专业文化表演助兴， 

现场也会派红包和年柑给12岁以下的孩 

童，也设美食招待大家：”

他说，雪州政府邀请民众…起来参 

加这场新春门户开放活动，并预计吸引 
1万2000人出席。

出席新闻发布会者包括投资雪州机 

构总执行长拿督哈山、企业公关主任阿 

末凯鲁、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执法组高级 

助理官员莫哈末利查<*.

民众可搭公交赴会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执法组高级助理 

官员莫哈末利查指出，希望届时民众可 

乘搭公共交通，如轻快铁及免费巴士到 

达会场。
他说，该区将备有20辆免费巴士穿 

梭（每趟15至30分钟之间），当晚的公 

共交通服务时段也将延长至午夜12时， 

以方便民众前往和离开会场。

“尽管主办单位在活动地点附近准 
备7个停车场（共3709个停车位），但 

也希望民众可善用公共交通的便利。”
他说，准备的7个停车场包括灵市

第52区、第10区公共停车场、阿玛广 

场（Amcorp Mall)、PJX大厦、再也 

花园、C综合楼停车场及A综合楼停车 

场；其中5个停车场都是免费的，另外2 

个则需付费。
“进人会场的路线为东路（Jalan 

Timm’）和加星路（Jalan Casing );市 

政厅将从下午4时开始，在柏昔兰西路 

(Jalan Persiaran Barat )进行小部分封 

路。”

他说，为方便民众询问路线，市政 

厅将从上午卯寸开始，派出3名执法人员 

驻守当地，较后，再于下午4时至午夜 

12时派出30名执法人员驻守会场-带， 

希望民众可遵循执法人员指示进人会 

场。”

7個可供民衆使用的停車場
1停车场 1|停车位数量|

Amcorp Mall 1110个停车格 付费

PJX大厦 634个停车格 付费

第10区公共停车场 310个停车格 免费

再也花园 100个停车格 免费

C综合楼 398个停车格 免费

52区路边停车格 735个停车格免费

A综合楼 422个停车格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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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母未與穆斯林父結婚

法篇灌好脫離糝身分
(布城20曰讯）联邦法院 

裁定，5年前争取信仰自由的 

罗斯丽扎获准脱离穆斯林身 

分3

从小由佛教徒母亲养大

现年38岁的罗斯丽扎，K父是 

-名穆断林，从小由佛教徒母亲抚 

养长大。她以父母末以伊斯兰法律 

缔结婚约的理据，在2015年人禀高 

庭争取成为非穆斯林的权利。

根据马新社报道，以联邦法院

首席大法官丹斯里东姑麦润为首的 

1司今日-致裁决罗斯丽扎胜诉， 

其余两J为拿督纳利尼及拿督哈斯 

纳。

联邦法院主要以高庭是否有权 

审理及罗斯丽扎根据法律是否为穆 

斯林的亨宜争辩。

律师：非放弃穆斯林案件

代表罗斯丽扎的拿督斯里哥巴 

斯里南在庭上争辩说，这并不是放 

弃成为穆斯林的案件，因此髙庭有 

权审理此案。

哥巴斯里南说，罗斯丽扎的母 

亲在去世前，曾发表法定声明，证 

明从未与女儿的父亲结婚，即女儿 

从未以穆斯林身分长大：

代表雪州政府的国家法律顾问 

令督玛斯利及代表雪州伊斯兰理事 
会（MAIS )的拿督苏莱曼分别提 

出反对上诉的申请；雪州伊斯兰理 

亨会为本案的介人方。

玛斯利及苏莱曼指出，本案应 

交由伊斯兰法法庭审理。
罗斯咖扎首次入票局庭时，尚 

庭基于她无法出示父母不曾江其他 

州属缔结伊斯兰婚姻为由，驳回她

请求。
2016年10月，上诉庭批准罗斯 

丽扎提出的上诉中请，并谕令高庭 

法官重新审理。
2017年6月，沙亚南高庭法官 

拿督斯里韩沙裁决，由于罗斯丽扎 

提供的证据未能证明她出生时不是 

穆斯林，即她出生时是穆斯林的身 

分，因此裁定此案属伊斯兰法庭审 

理范围，而不是民事高庭。

尽管罗斯丽扎获得其他10个州 

伊斯兰理事会的间应，证明罗斯丽 

扎母亲未曾改信伊斯兰，但其中请 

仍在2018年被上诉庭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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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先生有話說（士拉央）

加影錫米山馬路逢雨淹

垃坂管理公
b “加影锡米山Petron油站前的马路逢雨必淹

淹水前后不到5分钟，非常夸张。

我发现该路的沟渠里都有泥沙及渠水，因此- 

旦下雨就会造成渠水满溢及路面淹水，水位最高可达7至8 

吋
我认为，达鲁益山垃圾管理公司（KDEB)有责 

任定时清理所有地区的沟渠，不要冉让雪隆区发生 

渠水满溢而造成淹水的情况。”

可致電管理公司或加影市會
《大都会》社区报建议读者，遇到上述问题可致电 

达鲁益山垃圾管理公司投诉热线（ 019-375 9592 / 019- 

375 3980 )，或透过手机即时通讯软件WhatsApp (019-274 

2824)或电邮（info@kdebwm.com)作出投诉。

此外，读者也可致电加影市议会投诉热线（1-800- 

88_6755 )，或透过电邮（aduan@mpkj.gov.my)传达投诉详 

情。

每逢下雨时，加影镇米山Petron油站前的马路就会 

出现积水《

公目應清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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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丁灵县卫生局官员在周一（20日）于蒲种乌达马花园一带的15间单双层排屋进行沿户检查积水时，因部分居民外出工作无人在家、居民不 

愿合作或质疑上门者身分者而连吃12户居民的闭门羹:3

沒人在家質疑身分拒開門

官員查穰相門長
蒲種烏達馬花園

(蒲种20日讯）因外出工作无人在家、居民 

不愿合作、质疑上门者身分不愿意开门等原因， 

导致八丁灵县卫生局官员今早在蒲种乌达马花园 

一带的15间单双层排屋进行沿户检查积水时，连 

吃12户的闭门羹！

15户仅3户让官员入屋

八丁灵县卫生局在今天早上9时至下午4时，出动近 

10名官员到蒲种乌达马花园进行沿户进行检查，其中第9 

区一条路的15间单双层排屋中，只有3间住户开门让官员 

进人检查。

由于后巷已设有铁门，但居民却声称没有锁匙，导 

致官员无法进人后巷检查。

卡南：住宅區逾90%住戶沒回应
国和雪州医院巡察员主席拿督卡南说，尽管 

卫生局官员上门进行检查时，都会穿着制全
服，表明身分和出示证件，并说明来意，但在今早的检 

查行动中，官员却面对很多单位没有人回应的情况。

他补充，其中一个住宅区至少超过90%住户没有给 

予冋应。

他说，据了解，没有人回应的情况包括居民已外出 
T作、有人在家但不愿意开门，或质疑上门者的真正身 

分，而不敢开门：

“现在治安不好，又有抢劫案、掠夺案，即使官员 

已在篱笆门外大声表明身分，也穿有制服，但有部分居 

民还是不敢开门让官员进人。”

出席者包括马华梳邦区会主席兼马华雪州公共服务 

投诉局主任赵启兴。

發現住家有孑孓難開罰單
_^南指出，即使官员发现住家范围内有 

7积水情况，以及有孑孓的踪迹时，也 

因居民拒绝开门和无法进人住家范围取样本， 

不能开出罚单给居民:、

他说，官员只有发出通告给居民，表明将 

在下次再来检查。

他指出，官员进行沿户检查时，发现90% 

位于旁边或角落的单位出现孑孓的踪影。

“旁边单位的空间大，但居民没有照顾， 

有些甚至摆放许多水桶、容器、花盆等，以致

T越启兴 

(左二）起和 

卡南观察取得 
的孑孓样本。

—其中一 

间位于角落的 
单位因放置不 
少物品而出现 

积水后，官员 

也在该处取得 
5处孑孓的样 

本。

成为孑孓滋生的地方。”

此外，卡南也说，今年1月，全国尤其是雪 

州的骨痛热症数据相当高，其中雪州的骨痛热 

症黑区就是八打灵县。

他促请居民应提高警惕，也要常检查住家 

内外，以免孑孓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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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貨不對辦投訴市會三度取締

除月中袭
(加影20日讯）早前被多名产后妇女投诉货不对 

办的陪月中心，今午遭加影市议会及多个执法单位突 

击检查时，负责人及员工因不肯合作而拒开门让执法 

组官员进入，最后再次被查封停业。

加影市议员林金瑛今午与市议会执法组、执照组、福利 

局官员及贸消部官员等，前往蕉赖皇冠城取缔•家无牌营业 

的陪月屮心；该陪月中心在之前已两度被查封，负责人无视 

当局指示在期限内安置产后妈妈，反而继续招徕新客户

员工拒开门

执法组抵达后，陪月中心的员工不肯出来开门让执法人 

员进人内，虽然早己通知警员到场协助，不过警员并没有出 

现，最后市议会执法人员再度查封。

待产妇纷纷要求退款

林金瑛指出，执法人员过去两次检举时，发现该充作陪 

月中心的双层单位，内部设备欠佳，随著多名产后妇女接受 

陪月中心提供的服务与宣传不符和作出投诉后，H前也有多 

名待产妇女发现该陪月中心问题，纷纷要求退款。
她披露，加影辖区里只有4家陪月中心持有执照，包括双 

溪龙镇、流古路及士毛月，而这家位于皇冠城的陪月中心是 

无牌经营，当局接获太多投诉该陪月中心货不对办问题，不 

符合配套费用的要求，引起当局关注。

“因为市场需求大，陪月中心越开越多，市议会之前对

多个部门官员在屋外等候，但陪月中心负责人或员工 
不肯开门让他们进去D

有关方面缺乏严厉执法；基于类似投诉太多，市议会必须采 

取执法行动对付。”

她说，该陪月中心的负责人在被查封期间，还继续招收 

产后妇女提供陪月服务，很多顾客因为不知情而签下陪月配 

套，后来太多人投诉，又有人报警，因此今午再次去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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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大扫除。左起为KDEB代表益山、高兴吉、林华福、洪平进、洪 工人进行大扫除>»

友亮、颜毅靖及瓜冷县议会代i尤斯利《

迎遊客訪仁村洪友亮率隊大掃除
(仁嘉隆20日讯）随着农历新年的 

脚步逼近，仁嘉隆新村到处弥漫着浓浓 

的春意，家家户户忙着张罗年节用品， 

各行各业的商家及小贩也为即将到来观 

光的游客准备食材，忙得不亦乐乎。 

为配合仁嘉隆幸福村新景点“老厝

边”及佛光山东禅寺平安灯会，在洪友 

亮的带领下一行人为七村主要大街及仁 

村第.•巷至第三巷进行凊街运动，主要 

是在迎接游客到幸福村观光时，更注重 

提升村民及游客的卫生意识。

此活动也获得该村的管委会主席

洪平进，瓜冷县议员颜毅靖、仁嘉隆 

管委会成员、县议会及达鲁益山集团 
(KDEB )共20多名官员协助，到丨二村 

主要大街进行大扫除。

管委会也希望村民和游客•起打造 

“垃圾不落地，仁村更美丽”的口号， 

共同关注环境卫生，让所有到幸福村的 

游客可以感受到仁村的清洁卫生及幸福 

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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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伍思薇攝影►譚湘璇

(八打灵再也20日讯）为了迎 

接农历新年的来临，传统巴刹也要 

换上“新装”迎春接福！
灵市17/27路圣淘沙巴刹今年配 

合庚子金鼠年的来临，为巴刹换上 

了新年装饰，除了在人口处设置梅 

花拱门，巴刹内的墙上也挂起数个 
横幅，并写下农历新年期间的习俗 

与节日介绍，如守岁、拜天公、元 

宵节等，让民众在逛巴刹之余还可 
更了解华人的节日。

刘俊富：吸引民众拍照打卡

灵市17/27路巴刹小贩公会主席 

刘俊富接受《大都会》社区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该巴刹自2018年7月迁 

人新巴刹后，•直不曾在农历新年 

期间设置新年装置，这也是首次为 

该巴刹换上“新装”。

“我相信圣淘沙巴刹也是灵市 

的传统巴刹里，第一个这么花心思 

去做新年装饰的巴刹。”

他说，巴刹的新年装饰每一年都由八打灵再也 

市政厅负责，在巴刹内挂上红灯笼，今年他提早与 
领养17区的八打灵再也市议员依琳及市政厅官员商 

量该巴刹新年布置情况:

他表示，尽管因场地情况受限，该巴刹的新年 

装置无法做到与各大商场…样，但这番布置下来， 

依然为该巴刹增添不少新年气氛，并吸引不少民众 

前来拍照打卡，无形中增加了-些顾客。

他透露，由于巴刹属于开放的空间，在布置新 

年装置上，还需考量到装饰品不会被大风吹倒，在 

设置梅花拱门时，拱门上的两只金鼠，还因为材质 

较软，容易被大风吹至折半坏掉，因此他们临时赶 
T:制作第二个材质较硬的版本才安装。

“公会的所有理事在这次的布置新年装置的任 

务上，给予许多意见及想法，大家同心合力下才能 

够顺利完成安装，最终的效果也很不错。”

他说，今年该公会花了逾8000令吉的费用来完 

成新年装置，包括所有装置及53个LED灯笼的接驳电 

线等。

巴刹的新年装置吸引不少民众前来拍照打卡，无形中增加了一些 

顾客。

1

拉吉夫（前排左二起）与玛丽亚陈一起到灵市17/27路圣淘沙巴刹 

派发年材后，与市议员及巴刹小贩在梅花拱门前合照。前左一为刘俊 

富。

明年提早申請准證
俊富也表示，今年已提早-个 

入U月向市政厅申请准证，惟时间 
仍有点赶不及，于本月4日才去取得有关 

准证，因此明年会再提早•个月申请， 

并且继续改进及增加更多新年装置a他 

也打算与Seventeen服务公寓的商场管理 

层商量，明年一起合作完成新年装置的 

布置。
他说，该巴刹于本月25至27日（农 

历正月初-至初竺）休息，28日（农历

正月初四）恢复正常营业，但休息期 

间，仍有5%的小贩会继续营业。

拉吉夫：小贩公会功劳

此外，行动党武吉加星区州议员拉 
吉夫也表示，他于本月18 R连同八打灵 

再也区国会议员玛丽亚陈与八打灵再也 

市议员到该巴刹派发3000粒年柑时，大 

家也一起在漂亮的梅花拱门前合照。

他说，这全都是该公会的功劳，他 

也要借此鼓励其他传统巴刹，能够•-起 

把巴刹装饰得更加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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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种20日讯）得胜之家主 

席王家福指出，得胜之家将在 

今年继续努力扩展，寻找合适 

及更大的空间，以容纳更多有 

需要人士，为更多人服务。

王家福昨晚在蒲种得胜之家新 

春团圆饭聚餐会上表示，得胜之家 

已投人服务32年，但因为社会结构和 

生活需求，以致服务长者的T作供 

不应求，基于地方有限，“排队” 

进人的人也很多。

王家福：彼此当家人
“这里不像-•般的老人院，除 

了有家的感觉，我们把彼此当作家 

人。目前蒲种得胜老人之家住有60 

人，18岁以下的儿童及青少年之家有 

30人，另外在雪隆区的戒毒中心有40 

人，并且会栽培戒毒成功者成为志 
T.〇 "

他说，虽然H前蒲种区已设有 

两间中心，但还是希望可在蒲种区 

附近寻觅合适地点，方便调动人手 

以。

他表示，共有400人参与聚餐， 

有些善心人士每年都会来派红包给 

老人、青少年及儿童，当天的受惠 
人数约有90人。

郭素}'心 

(右七起）、 
黄思汉及王家 

福在蒲种得胜 

之家新春团圆 
饭聚餐会合 

影。

—郭素 
i心（站者左■ 一 

起）与黄思汉 
派发红包给蒲 

种得胜之家的 

长;

黄思汉：孤老院是社会需求
雪州行政议员兼金銮州议员黄 

思汉指出，随着生活习惯改变及城 

市化的趋势，老人院和孤儿院都成 

为了社会的一种需求，而另-项则 

是陪月中心，尤其是在城市地区越 

来越多。

“惟如今开设陪月中心，地方 

政府因没有这项类别而无法发出执 

照。虽然部分地方政府会以其他方 

式发出执照，但并不是正在经营陪

月中心的执昭„ M

他表示，这是一种需求及新兴行业， 

必须想办法让业者合法经营，因此雪州政 

府正研究合法化陪月中心，让业者安心营 

业，并让产妇能够安心坐月，这是身为地

方政府及州政府的责任。

他也说，得胜之家设有老人院、孤儿 

院及戒毒中心，多年来办得很好，这些都 

是对外筹款来进行，希望公众出钱出力帮 

助这些慈善机构。

郭素沁：鼓勵民衆多做善事

原
产业部长郭素沁指出，不管是收

、容所、孤儿院或老人院，能否得 

到支持，就要看能否维持经费，因此她鼓 

励大家•起出钱出力，尽心尽力去做，无 

论从事什么慈善事业肯定会开花结果。

她说，得胜之家不断在扩充，目前在 

全马各地已有10间，播下的种子在各地成 

长成为大树，值得赞扬。

她表示，很遗憾的是政府没有这样多 

财力成立类似的收容中心，可能将来等国 

家经济好，政府财库充裕，届时这方面的 

慈善丁作则可以做得更多。

王家福：容納更多有需要者

蒲種得勝之家霣地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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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旦峑魯木屋民“新年禮物”

苦等29年終獲地契

(蒲种20日讯）苦等29年，蒲种甘旦崙鲁花园 

(Taman Kandan Baru )的一■户板屋居民终于获颁地 

契，在农历新年前夕喜获雪州政府派发的“新年礼 

物”，圆了一家人的心愿。
来自蒲种甘.口A路的陈国生（76岁）联同妻子叶 

素菊（64岁）及女儿陈晓君，今早获得金銮区州议 

员黄思汉移交祖屋地契，让他们开心迎接新年。叶 

素菊特别在今早煮了丰盛的家常菜感谢黄思汉及其 

团队，洋溢新村淳朴的乡土人情味。

叶素菊：非屋主无法申请地契

叶素菊指出，祖屋？^年是其家婆名下，留给丈 

夫和弟弟，但两兄弟当年因为不合，而且在外地工 

作没有回来，当她代表去开会申请地契时，因为她 

不是屋主而无效，必须要两兄弟•起去申请：

她说，他们居住在祖屋数十年来，-直苦无对 
策申请不到地契；如今在黄思汉的协助下，终于获 

颁99年地契，地契也在其名下

她感谢，州政府及黄思汉的帮忙，而煮了简单 

的家常便饭感谢他和团队，否则以为他们已经没有 

希望获得地契，以前屋子也不知要交给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苦等了 29年，蒲种甘旦各鲁花园的居民终于获得州政府颁发的“新年礼物”。

陈国生：原址因土崩获赔木屋

陈国生也指出，这间祖屋是之前土崩时获得的 
赔偿，早在3 8年前的原址因发

黄思汉（左二）移交地契给陈国生（左一） 

芸、陈晓君及叶素菊。

■■家，右一起为李佩

赔偿，早在3 8年前的原址因发

生废矿湖土崩，而获得政府赔 

偿蒲种甘旦花园的木屋。

“当时有数十户一起搬迁 

到该区，只有我们-家申请不 

到地契，但我们数十年来一直 

都是住在这里，弟弟则没有住 

在这。”

他希望政府继续保持执政 

的效率下去，为民众争取更多 

权益。
叶素菊（右起）特别煮了丰盛的家常菜与黄思汉分享他们获得地 

契的喜悦，左为陈国生。

黃思漢:無須台底交易獲地契
#是雪州行政议员的黄思汉指出，在他担任 

金銮州议员的数年来，经常走访该区巴 

刹，屋主都会向他提出多年来的心愿，就是希望获 

得祖屋的地契。

他说，他们等了数十年多年，曾申请过但-- 

直无法获得，他在接获求助后，-直积极跟进，终 
于在新年前夕，成功帮他获得99年地契，直到2090 

年，并且在无须任何台底钱交易就能拿到地契。

他表示，他今早也特别到来把喜讯带给他们， 

与他们分享喜悦，这可说是新春前夕希盟政府给予 

的大礼物，屋子•家也以“大鱼大肉” •起分享喜 

悦，让他感受到社区的温暖与温情。

他指出，这是一间木屋，可说是重组村，他们 

从蒲种区的另一个地点搬迁过来，屋主能证明他们 

居住了数十年，政府在审核后就批准及颁给他们地 
契，因此在苦等了29年后的今天终于达成了心愿。 

其他出席者包括金銮区州议员黄思汉助理李佩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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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晚上8时30分，巴生卫星市年货市集里里外外都是人潮，尽显新春气氛。
邓章钦（左二）在黄智荣的陪同下，巡视年货市集。

rnrnmmsmm
報道►張淑媚

(巴生20日 

讯）雪州行政议 

员兼巴生新城区 

州议员拿督邓章 

钦昨晚首次“大 

驾光临”巴生卫 

星市年货市集， 

却出乎意料地 

激起市集“买 

气”，顿时让市 

集人潮络泽不 

绝，水泄不通， 

一片闹哄哄，春 

意农。

据了解，原本 

巴生卫星市年货市 

集坐落在双溪柯拉 

末14及20路，惟今 

年却“搬家”到双 

溪布鲁13D巷，兴 

许受经济不景气影 

响；尽管大红灯笼 

局局挂，并且做好 

新年布置，但年货 

市集却被指无法带 

动买气和人潮，更 

惹来网民在社交媒 

体上连连吐槽的窘 

境。

眼看，新春 

佳节进人倒数阶 

段，为力挽狂澜带 

“热”市集，巴生 

市议员黄智荣邀请 
巴生“招牌” YB邓 

章钦前来站台，并 
且待YB于晚间8时 

左右到来时，在脸 

书开直播，借此吸 

引更多人潮前来光 

顾。

财神爷的出现，引起众人的“追捧"，纷纷索取“红包v
邓章钦希望，在年货市集安装 

LED “大吉大利”字样，能成为巴生人 

在新年期间打卡的地点-

民众与装扮成老鼠的布偶合影r

紛向財神爺討“紅包”

+约晚上8时，该区聚集不少人潮观看舞蹈和舞狮彩青 

表演；后来财神爷的出现，更将年货市集的气氛推 

到最高点，男女老少纷纷向财神爷讨“红包”。

值得•提的是，许多民众也趁着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与邓 

章钦合照留念，亦让现场瞬间变成了“粉丝见面会”，场面热 

闹欢腾Q

鄧章欽：經宣傳料人潮陸續來

章钦向《大都会》 

社区报记者表示， 

这是多年以来，他首次为年 

货市集进行宣传，希望日后 

能将该年货市集办得更有声 

有色。

“今年，巴生市议会 

将卫星市年货市集安排到这 

-个新的地点，以整体而 

n，是-个相当大的年货夜 

市集t迄今，我还没在巴生 

见过这么大的…个年货夜市 

集。依据现场观察，市集还 

是有-•定的人潮，也没发生 

交通阻塞情况。”

他解释，不过，也极有 

可能是因为卫星市市集首次 

搬到这里，因此造成很多人 

不知情，而这也是小贩所担 

心的一个隐忧之：但经过 

今晚的大事宣传后，相信很 

快的就会将消息传到各个坊 

间去，人潮也就会接着来。 

他说，年货市集换到这

里后，环境与空间更整齐与 

宽敞，而且还有•个蛮大的 

停车场，绝对可以被充分利 

用，日后不排除也会吸引外 

来民众前来消费。

“虽然有小贩向我反 

映，搬到这里后业绩不如以 
往，但之所以会搬迁至13D 

巷，是因为避免交通出现乱 

象，因原有市集为卫星市主 

要要道，而且发生阻塞的 

话，就会接到很多投诉。”

“不过，无论如何， 

小贩向我反映的各项问题， 

我也会传达给市议会官员聆 

听、研究及参考，再交由 

市议会定夺下•步改善计 

划。”

邓章钦指出，年货市 

集买气低，不排除是市场慢 

热所致，而且他相信其他地 

方同样的也是面对这样的问 

题。

永安鎮巴士亭披“舂裝”

章钦指出，今年永安镇巴士亭再次披上春节“衣 

裳”，作为民众新年打卡的地点，加强农历新年

气氛。

“除了增进佳节气氛之外，这也间接帮助小贩与商家 

做‘促销’，希望卫星市及永安镇能成为民众在巴生庆祝 

农历新年时的一处打卡地点。”

此外，邓章钦提醒，民众在回家乡过年或是出国旅游 

之前，必须到邻近警局填写返乡表格，好让警方定期上门 

巡视；邻居之间也要相互看顾周围动静。

陪同出席者包括巴生市议员黄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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