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KM jelajah 20 lokasi
jayakan program
turun padang
Petaling Jaya: Institut Koperasi
Malaysia (IKM) mulai tahun ini,
akan menyediakan program la-
tihan bersasar dan lebih fokus,
dengan mengenal pasti, hasil di-
harapkan daripada setiap pengan-
juran program latihan yang di-
rancang institut itu.
Seiring dengan matlamat itu,

IKM mengadakan Program Tu-
run Padang Ke Arah Kemakmu-
ran Bersama (KKB 2020) sebagai
inisiatif baharu untuk menyam-
paikan dasar kerajaan kepada Ge-
rakan Koperasi di lapangan.
Ketua Pengarah IKM, Ariffin

Mamat, berkata selain itu, IKB
2020 turut menawarkan perkhid-
matan latihan dan bimbingan ke-
pada koperasi.
“Selain informasi berkenaan

program latihan 2020, perkongsi-
an pengalaman bersama usaha-
wan berjaya turut menjadi pengi-
sian dalam program ini.
“Programkeusahawananseper-

ti ini amat relevan dan memberi
kesedaran kepadamasyarakat, te-
rutama golongan berpendapatan
rendah B40 yang mana pernia-
gaan serta keusahawananmampu
menjadi sumber pendapatan dan
pekerjaan utama kepada masya-

rakat,” katanya.
KKB 2020 dilancarkan oleh

Menteri Pembangunan Usaha-
wan, Datuk Seri Mohd Redzuan
Yusof, baru-baru ini, di sini.
Ariffin berkata, bagi memasti-

kan program yang dirancang oleh
IKM berjalan dengan sempurna,
lima Teras Strategik IKM 2020 di-
tetapkan sebagai asas utama un-
tuk melaksanakan agenda tran-
sformasi koperasi pada tahun
ini.
Lima teras itumerangkumi, an-

jakan pendapatan koperasi me-
lalui program Million Ringgit
Coop League (MiRiCLe), keusaha-
wanan koperasi, pembudayaan
aplikasi IR 4.0; mempromosikan
keusahawanan sosial dan SD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melalui koperasi serta rejuvenasi
koperasi.
Katanya, KKB 2020 menyasar-

kan 20 lokasi di seluruh Malaysia
dan pada masa sama, ia juga ada-
lah pendekatan baharu Kemen-
terian Pembangunan Usahawan
(MED) untuk turun padang dan

mendekati kumpulan sasar.
Antara objektif utama KKB

2020 adalah memberi hebahan
dan maklumat berkaitan Dasar
Keusahawanan Nasional (DKN)
2030 danWawasan Kemakmuran
Bersama (WKB) 2030 kepada ko-
perator, mempromosikan prog-
ram latihan dan bimbingan yang
ditawarkan agensiMED, khusus-
nya IKM secara terus kepada ko-
perasi serta usahawan di lapa-
ngan dan memberi maklumat
terkini berkaitan isu, cabaran
serta peluang perniagaan serta

keusahawanan.
Selain itu, ia juga membuka

ruang penjanaan ekonomi dan ja-
ringan perniagaan melalui akti-
viti ekspo jualan yang memba-
bitkan koperasi dan usahawan in-
dividu serta menyediakan pla-
tform padanan perniagaan untuk
memasarkan produk koperasi
dan usahawan.
Maklumat lanjut mengenai ja-

dual program ini di seluruh ne-
gara dan maklumat lain boleh di-
capai melalui laman web IKM,
iaitu www.ikkm.edu.my.

Program
keusahawanan

seperti ini amat
relevan dan memberi
kesedaran kepada
masyarakat,
terutama golongan
berpendapatan
rendah B40.
Ariffin Mamat,
Ketua Pengarah IKM

Mohd Redzuan berucap pada majlis pelancaran Program Turun Padang Ke Arah Kemakmuran Bersama anjuran
IKM, di Petaling Jaya, baru-baru 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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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Wasiat MAIS permudah urusan 
SHAH ALAM - Majlis Agama Islam 
Selangor (MAIS) melancarkan e-Wa-
siat bagi memudahkan orang Islam di 
negeri itu menulis wasiat dengan lebih 
mudah, pantas dan efektif mengguna-
kan kaedah dalam talian.

Setiausaha MAIS, Dr Ahmad Sha-
hir Makhtar berkata, selepas diperkenal 
pada April 2018, perkhidmatan e-Wa-
siat menerima sambutan menggalakkan 
daripada masyarakat Islam di negeri 
itu.

Menurutnya, sehingga kini lebih 
2,000 pengguna sudah menggunakan 
perkhidmatan e-Wasiat tersebut.

“Melalui perkhidmatan e-Wa siat 
ini, MAIS berharap umat Islam khu-
susnya di Selangor akan mengguna-
kan kemudahan ini bagi 
pengurusan wasiat mere-
ka.

“MAIS juga akan me-
laksanakan pengurusan, 
pembahagian wasiat 
dan harta pusaka de-
ngan telus, adil serta 
profesional mengikut 

hukum syarak kepada benefisiari dan 
ahli waris. Keperluan ini selaras bidang 
kuasa di bawah Subseksyen 5 (4), 
Enakmen Pentadbiran Agama Islam 
(Negeri Selangor) 2003," katanya da-
lam satu kenyataan di sini semalam.

Ahmad Shahir berkata, umat Islam 
digalakkan membuat pendaftaran awal 
menerusi e-Wasiat supaya dapat mena-
ngani masalah pembahagian harta pu-
saka apabila seseorang itu meninggal 

dunia.
Menurutnya, orang ramai 

yang ingin mendapatkan per-
khidmatan e-Wasiat berkenaan 
boleh melayari laman sesa-
wang www.mais.gov.my atau 
www.wasiat.com.my.

“Sebarang pertanyaan lan-
jut, boleh dibuat dengan 

menghubungi pegawai 
di Bahagian Harta Bai-
tulmal, MAIS di talian 
03-5514 3773/3772 
atau e-mel terus ke 
pro@mais.gov.my.,” 
katanya.

AHMAD SHAH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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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TU POWER 
Eighth edition of South-East Asia's only 
women's marathon returns in March 
at Padang Timur, PJ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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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laysian Rare Disorders Society (MRDS) president Datuk Hatijah Ayob (fourth f rom left) standing alongside Maria, Loh, 
Prasheem an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respective sponsors at the launch of MCIS Life Malaysia Women Maratho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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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 11 -

Loh (left) and Prasheem showing of f the tutu that wil l be 
used during the marathon. 

Women-only marathon returns 
Eighth edition of event to 
be held at Padang Timur, PJ 
By HANIS SOFEA ZULKIFLI 
metro@thestar.com.my 

PUT on your sports shoes and of course, 
your tutu, for this year's MCIS Life Malaysia 
Women Marathon 2020. 

The eighth edition of the marathon, to 
mark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IWD), will 
take place at Padang Timur, Petaling Jaya 
from March 6 to 8. 

The only women's marathon in South-East 
Asia is also welcoming a new title sponsor 
for the next three years in MCIS Insurance 
Bhd (MCIS Life) with its new name, MCIS 
Life Malaysia Women Marathon (MWM) 
2020. 

"We are extremely excited to be a part of 
this one-of-a-kind event for women," said 
MCIS Lif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and manag-
ing director Prasheem Seebran. 

"To empower women to their fullest is 
something that runs deep into the relevance 
of our brand promise of Teople Helping 
People'. 

"Beyond the event sponsorship, we view 
this collaboration as one that will spread a 
key message among all women and men 
alike, that today, we all live amid a genera-
tion that truly believes in equality and that 
everything that we do, should be aligned 
with this in mind. 

"This is definitely a cause that we believe 
in for we see all the women out there as 
heroes," he said. 

MCIS Life Malaysia Women Marathon 

2020 race director Karen Loh said the spon-
sorship marked a beneficial synergy 
between the two bodies that believe in 
self-empowerment and personal develop-
ment in the industry or community. 

"As of now, we already have 3,500 women 
participating but we are hoping to increase 
the numbers," she said. 

Loh also mentioned that this year, the 
event will touch on more issues central to 
women which stands with this year's United 
Nation's IWD theme, "Generation Equality". 

MCIS Life MWM2020 will have four dis-
tance categories for runners to choose from, 
namely Full Marathon, Half Marathon, 10km 
and 5km Fun Run. 

Other than cash prizes, the Full Marathon 
category winner will win a guaranteed slot 
to represent MCIS Life MWM in the Nagoya 
Women Marathon. 

The winner of the Half Marathon category 
will stand a chance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men Run Taipei 2020. 

Other than the anticipated marathon, 
there will also be talks, interesting games 
and a parade of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ven-
dors to look out for. 

Several dialogue series will be held follow-
ing the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Beijing 
Platform for Action that focuses on how to 
remove systematic barriers that hold women 
back from equal participation by 
Girl2Leader, an NGO that offers training for 
female youths. 

Organised by Petaling Jaya MP Maria Chin 

Some of the 
participants who 
took part in the 
sixth edit ion of 
Malaysia 
Women's 
Marathon. 
— Filepic 

Abdullah, there will be talks on violence and 
sexual harassment affecting women. 

"We really encourage everyone, young 
girls particularly, to come forward and join 
the MCIS Life MWM2020 because it makes 
women feel that they have the power to 
determine what they want," she said. 

Tourism Selangor general manager Azrul 
Mohd Shah was also proud to include MCIS 
Life MWM2020 in Selangor's tourism calendar. 

"The state government will always give 

our support to this prestigious event as it 
fights for generation equality," said Azrul, 
adding that it offered participants the oppor-
tunity to visit more tourist destinations in 
Selangor. 

Also available in this year's marathon is a 
slot for charity runners to raise funds for 
Malaysian Rare Disorders Society (MRDS). 
Although the marathon focuses on women, 
men can also join in the fun as personal 
pa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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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s 
taking part 
in the 'kolam' 
design 
competition. 

State-level Ponggal 
celebration draws 
multiracial crowd 
THE colours and sounds of Ponggal 
reverberated in Kajang, Selangor, 
at the state-level event to mark the 
harvest festival celebrated by 
Tamils. 

It was organised by Malaysia 
Hindu Sangam (MHS) with support 
from Kajang Municipal Council 
and other local NGOs. 

More than 700 people attended 
the event held at Ponnambalam 
Hall, Sri Subramaniam Temple at 
Jalan Reko. 

Present was Bangi MP and 
Deputy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nister Dr Ong Kian 
Ming, Selangor socioeconomic 
empowerment, development and 
caring government committee 
chairman V. Ganabatirau and MHS 

president Datuk RS Mohan Shan. 
Organising committee chairman 

Muralitharan Paramasua who is 
also MHS Kajang chairman, said 
many government agencies, NGOs 
and temples came together to 
organise the festival in line with 
the theme, "Unity Ponggal". 

Ganabatirau said the festival 
showed the spirit of unity among 
the multiracial population of 
Kajang. 

A total of 21 clay pots of ponggal 
were cooked by the participating 
organisations. 

Among the activities organised 
were a colouring contest, garland 
making and kolam design competi-
tion. — By KALATVANI 
MURUGA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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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耕莊海□漁村獲撥款

採新技術提升籃球場
(适耕庄22日讯）适耕 

庄海口渔村篮球场获得雪 

州政府拨款11万令吉，以 

聚氨酯胶粘合剂油漆球场 

地板并按压木纹，是全马 

首个新村采用此技术提升 

的篮球场。

沙白安南县新村协调官 

谢享存指出，采用聚氨酯 

胶粘合剂的地板，在许多 

私人经营的球馆并不罕 

见，但在户外而且是政府 

管理的新村公共球场，可 

说是全国首创先河。

鼓勵參與籃球運動

“此技术不但采用环保 
材质，来回油漆8层的厚 

度，让球场的地板弹性适 

中，跳起落地後膝盖也不 

会承受太大压力，有效保 

护球员的脚踝，最後压上 

木纹，也让整个球场变得

Mm，，
他补°充，新材质的维修 

费用低，而且能有效保护 

球员，因此特意向雪州政 

府提出申请，最终获得雪 

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拨款11 

万令吉。

他曰前连同适耕庄州议 

员黄瑞林、沙白安南县议 
员黄亚详、梁建弗，与海 

口村长谢耀亮，巡视正在 

提升中的海口渔村篮球场 

时，这麽指出。

身为雪州议长的黄瑞 

林，除了感谢雪州政府拨 

款提升篮球场，让村内年 

轻人能在更安全且舒适的 

环境运动，也希望藉此鼓 

励更多人参与篮球运动， 

远离不良的生活习惯。

“篮球运动在新村非常 

流行，每到下午各新村篮 

球场都挤满大大小小的球 

员，在人人都习惯低头玩 

手机的科技时代，是非常 

难得的，希望藉著篮球场 

的再次提升，也能鼓励更 

多人加入篮球运动。”
■黄瑞林（左4)与众人讨论采用新技术铺设的篮球场地板，如何降 

低球员受伤的机率，右起为谢享存、谢耀亮、黄亚详与梁建弗。

■使用聚氨酯胶粘合剂来回涂上8层，最后再压上木纹的地板，让换上新装的海口渔村篮 

球场变得更吸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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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2日讯）

公正党46名党领袖及 

国州议员，包括副主 

席兼房屋及地方政府 

部长祖莱达本身，发 

布联合声明声援袓莱 

达，并指责强逼党开除袓莱达存有恶意， 

皆因妒忌后者办事能力佳。

声援者包括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 

兹敏阿里、副主席蔡添强、砂州主席巴鲁 

比安、妇女组主席哈妮查、公青团署理团 

长希尔曼、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 

梳邦区国会议员西华拉沙、交通部副部长 

拿督卡马鲁丁、雪州行政议员兼最高理事 

许来贤、最高理事黄洁冰、颜贝倪、地不 

佬区国会议员锺少云和八打灵再也区国会 

议员玛丽亚陈等人。

他们今日发文告指出，党领袖在今年1 
月8日出席政治局会议后，关系已逐渐改 

善，唯此次发生强迫党开除袓莱达事件， 

继而纪律局发出信函要袓莱达做出解释

指責強逼黨開除具惡意

公正黨46領袖挺祖萊達
后，已加剧党内不和。

“我们一致认为，强迫开除袓莱达的举 

动存有恶意，皆因妒忌她的才能，尤其袓 

莱达在房政部展示出傲人的佳绩，包括改 

革房屋政策与强化地方政府角色。

“身为党领导，袓莱达在强化女权与基 

层权益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他们促请有关人士停止任何对付袓莱达 

的行动，并希望此事得以妥善解决，以维 

护党内和谐。

“否则，我们将商讨采取下一步行动， 
捍卫公正党的原则。”

他们也点名公正党主席拿斯里安华与其 

他领导层理应专注於党内团结，同时他们 

相信，^旦党内团结与和谐，该党改革之 

路将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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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耕莊潮州會館揮春賽

60人參與

(适耕庄22日讯）6〇多名中 
小学生及成人上周日热闹参加 
由适耕庄潮州会馆主办的2020 

庚子年挥春比赛，比赛成绩揭 
晓，参赛者与在场的嘉宾和大 
会成员齐齐分享喜悦。

上述挥春比赛分成3个组别 

进行，即是小学组、中学组和 
公开组。

公开°组特优奖得主是王木 
坚、蔡佩仪、李冠庆、蔡佩 
琪、吴为恒；中学组特优奖得 
主是杨颖恩、谢仪洁、潘彦

方、尤翠莹、陈衍升；小学组 
得奖者为锺胤彬、王韵晶、 
潘彦学、刘永森、陈衍聪。

除了特优奖以外，大会也 
増设优秀奖，即每一组都有5 

个。
^港区国会议员慕斯里敏及 

适耕庄区州议员兼雪州议长黄

瑞林受邀出席，以上2人分别 
拨款2000令吉充作大会活动基 

金。
大会主席谢存佑致词时说， 

不应该让挥春只局限於华人的 
文化活动，应该大力推广给各 
族同胞。

他说，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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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萊妮：設專區變相鼓勵抽煙
莱妮指出，为免设立吸烟专区，变 
相鼓励烟民随处抽烟，梳邦再也市 

议会并不会特为烟民设立吸烟专区。

“设立吸烟专区像在鼓励吸烟，所以我 

们不会多做考虑，但会考虑在适当的地点 

设立烟灰锅，避免烟民乱丟烟蒂，制造卫 

生问题与影响市容。”

她被询及，梳邦再也市议会会否动用房 

屋与地方政府部，耗资100万令吉以分发 
给全国共155个地方政府，设立吸烟专区 

一事，作出上述回应。

她认为，房地部的下放到拨款并非是作 

为吸烟专区用途，反而是解决烟民乱丟烟 

蒂而造成的卫生问题。

“其实，政府禁止在食肆内吸烟，但

建筑物外3尺 

度的范围和其 

他地方都可吸 
烟，但烟民在外吸烟都会留下一堆烟蒂， 

因此市议会将从这方面著手。"

针对有人质疑梳邦再也市议会不够格升 

市一事，诺莱妮称当局过去多年已做好准 

备，但必须获得市民的配合，才能让市议 

会达到满意的表现。

“我们在过去多年，积极举办各项醒觉 

运动，致力在素质上做出改变，如不时向 

乱丢垃圾堆市民罚款10令吉，但问题却不 

鮮女#〇，，

' 义会只有1000名职员，却要应付

100万人口的市民，难以让市民做出改 

变；如果市民的态度、行为及文化都没有 

好转，即使市议会再努力也只是徒劳。”

狗主拒絶為家犬結紮

^次註冊須彳flQQ令吉
(梳邦再也25日讯）拒 

绝为家犬结扎？先缴100令 

吉首次注册费，再来谈养 

狗执照！

梳邦再也市议会主席诺 
来妮指出，从7月1曰起， 

凡是没为家犬进行结扎手 

术的狗主，欲向市议会申 

请养狗执照时，必须缴付 
100令吉作为首次注册费， 

而往后的更新执照费用则 
维持每月20令吉。

“任何人欲饲养宠物如 

家犬，必须向市议会申请 

执照，又称狗牌，以往已 

结扎的养狗执照费为10 
令吉，未结扎则是20令
士”

Q °她解释，基于一般诊所 
徵收的结扎手术费为150至 
200令吉，因此，任何已结 

扎的狗狗，其执照费将维 

持10令吉，希望能藉此鼓 

励狗主自行为宠物进行结 

扎手术。

诺来妮今日主持梳邦再 
也市议会2020年首次常月 

会议时，提出以上建议并 

获得绝大部分市议员的认 

同后，宣布确定推行调

涨养狗执照费（未结扎狗 

只）的措施。

獲大部分市議員認同

^根据市议会的数据显 
示，2019年共发出了 252T 

张养狗执照，当中1441张 

的执照为结扎狗只，另 
1086张则是未结扎狗只。

“此前，我们已向非政 

府组织如雪兰莪动物防虐 
协会（SPCA)徵收意见，

他们都赞同应该要让 

宠物结扎。”
“市议会将在现阶 

段收集民意，观察民 

众对这项措施的反 

应，但并非毫无婉转 
余地，一些饲养纯种 

犬的狗主，也可要求市议 

会以个案处理。”

她提及，动物如猫狗繁 

殖迅速，经当局向博大研 

究机构了解，倘若一对猫 

咪交配产下小猫，其后代 

每年产两胎，且每胎达到 
2.8只猫的生存率，未来1 

至9的繁殖率将从12只大幅 

攀升至1160万只。

■祖长
诺古约
莱纳会
妮因议
^步。
左人
起会
^议
及室

邦准 
再备 
也召 
市开 
议M 
会年
副第 
主一 
席次

Page 1 of 1

23 Jan 2020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4
Printed Size: 478.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9,429.00 • Item ID: MY0038525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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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t慕斯里敏发放红包给受惠妇女并表示 
关怀。

—慕斯里敏向民众解释去年因健康问 

题，未能参与华人新春庆典活动而深感

抱歉。

(大港22日讯）大港国会议 

员慕斯里敏在大港港口仙法师 

公古庙篮球场，进行施赠贫老 
活动，50名来自贫苦家庭和单 

亲家庭的村民，获得1封红包 

及1箱年柑。

其他出席者包括大港港口村 

长佘克顺、沙白县议员郑依 

薇、行动党双溪班占支部主席 

谢美成、双溪班占选区协调官 

再努斯、公正党大港区部主席

慕斯里敏施贈貧老
50村民領紅包年柑
阿扎哈及行动党，及公正党党

斯里敏致词时，感谢双溪 

班占州选区协调官及希望联盟 

大港国会选区领袖们陪同进

行活动，村民如有需要帮助， 

例如申请福利部手续、马来西 

亚政府福利政策、雪州政府政 

策，欢迎呈交资料给领袖们， 

他会尽力帮助。

他透露，去年因健康问题， 

未能参与所有华人新春庆典活 

动而深感抱歉，今年特主办施 

赠贫老，希望能帮助需要的人 

民
i也邀请大家于2月8曰下午2 

时半至5时，在大港港口第六 

路民众礼堂举行的新春大团 

拜，并与他共同欢庆农历新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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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 

2 2日訊） 

尽管近月 

天气炎 

热，雪^+丨 

大臣拿督 

斯里阿米 

鲁丁大派定心丸，雪州现有储 

水量可应付至少3个月，公众 

无需担心水供问题。

他指出，早前的雨季对雪州储水 
带来正面的效应，水位都处於良好 

状态。

他说，雪州除了有水坝和蓄水 

池，还有河流混合动力増强系统 
(H0RAS)和结合储存河水系统 

(0RS)，储水量相当充足。

“即使未来三四个月没有下雨， 

储备水仍能应付乾旱季节。”
阿米鲁丁今曰到冷岳2滤水站巡 

视时，接受媒体访问时指出，冷岳 
2滤水站已经完成80%，虽然比原定

预期的84%稍微落後，但预计今年 

内能竣工。
他说，当冷岳2滤水站竣工，除 

了分担其他滤水站的输水量，亦能 

提升储备水储存量。
“8〇°。竣工的滤水站其实有能力 

输送500百万公升净水，不过因接 

驳水管工作尚未完成，故现今暂时 
输送325百万公升净水，供应给乌 

鲁冷岳和吉隆坡用户。”

冷岳2濾水站完成80%

此外，他提及，现在的後备净水 
量（储备水）约37。至3.4%，当冷岳2 

滤水站竣工，将提升至97。至10°。。

询及“达鲁益山水供福利”
(Skim Air Darul Ehsan)申请反 

应，阿米鲁丁指出，在截止日期前 

几天，系统接获大量的申请，惟他 

暂时没有确实数据，估计此次有数 

十万个水供户头申请。

“我们目前还在处理这些申请， 

迟些会再度开放第二阶段申请，让 

尚未申请的人士提出申请。”

%

m,

■阿米鲁丁周三到冷岳2滤水站巡视，目前工程进度已达80%。

大臣大派定心丸

“_7ic 量命iMMmr城

事

IBi

Page 1 of 1

23 Jan 2020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4
Printed Size: 513.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0,119.21 • Item ID: MY003852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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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總咖和

'■«n,
-*〇a.i

后，才把自己摊位的垃圾搬到巴刹 
垃圾堆一起被回收。”

他曾经租摊格做生意，虽然不至 
于亏本，但是利润单薄，故今年就没 
有继续租年货摊格。

“去年我曾经租摊格卖肉乾，扣 
除缴交给安邦再也市议会的各 
种费用、成本，一个月的 
利润才1000多令吉。”

他坦言，做年货生 
意原本是打算多挣 
一些钱应付新年 
开销，但是去年 
的经历让他 
对年货摊位 
却步

暴涨至2730令吉，令不少年货小贩却步。
他说，1130令吉是2个摊格的租金、抵 

押金和执照费，然后2019年开始的费用则 

调涨摊格租金、増加垃圾清洁费等。
“除了交2730令吉给市议会，还要搭帐 

篷和跟别人借电，还没做生意就要先花至 
少4000令吉。”

垃圾承包商沒收垃圾

他说，如果市议会要调涨年货摊费用， 
涨至1500令吉尚可以被接受，但是涨到 
2T30令吉就太离谱。

“小贩一般在农历新年前一个月提出申 
请，然后就会到市议会开会，但是2019年 

就没有被号召去开会，只是通知涨价。
其中让他觉得不合理的是，市议会计算 

年货摊每日20令吉清洁费，但是垃圾承包 

商没有直接到摊位回收垃圾。
“小贩必须待巴刹小贩下午一两时收摊

生意作逾20°丨。(安邦泣日訊）年货摊位申请费用 

自2年前涨幅超过1倍，以致今年安 

邦太子园布雅玛华路（Jalan Bunga 
Mawar )年货摊少了 一半。

据悉，布雅玛华路靠近巴刹位置过往都 
有^个年货摊位，不过随著去年年货摊位 
费用涨价，今年只剩下半数年货摊位做生

#摆卖年柑年货已七、八年，自从年 
%货摊位费用暴涨，利润削减不少。

加上现在行情不好，今年生意比去年 
同期下降20。。至307。。

我和妻子连续30天营业又要全天候顾 
摊位，扣除各种成本和开销，利润不到1 
万令吉。

99

当地小贩林福安指出，年货摊位的申请 
费从2019年开始调涨，从原本1130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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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接罰單還拿垃圾桶丟執法員

肇餐顔業舂_成_11
(加影22日讯）一名餐款7〇〇〇令吉。

馆业者因涉及挑衅及向执 这起民众与市议会执法员起

法员丟垃圾桶，结果遭提争执事件，于1月17曰在万宜 
' 新镇发生，当时该名餐馆业者

把车辆泊在摩哆泊车位，又不
控，被法庭裁定罪成，罚

听执法员劝告移走，结果双方 
起争执。

涉及挑釁執法員

加影市议会主席拿督罗斯里 
说，当天执法员在进行泊车执 
法行动时，餐馆业者把其车辆 
泊在摩哆泊车位上，执法人员 
开出罚单，引起业者不满，对 
方十分生气，还拿起垃圾桶丟 
向执法人员。

他说，由于事件涉及挑衅执

法员，加影市议会较后只好报 
警处理，警方在当天下午6时 

30分逮捕该业者，在延扣4天 

后，最终将该名业者提控上 

庭〇

i也今日主持市议会常月会议 

后说，法庭已对此案下判，判 
处被告罪成，罚款7000令吉，

<他透i^°执法人员开出的违 

规泊车罚款，只是罚款1〇〇令 

吉，但对方很不满，结果案件 

带上庭，被告得不偿失。

擅自拆封3次

市會提控陪月中心
g封3次，擅自獅次，M

■加影市议会正寻求合适时机调整门牌税。

羅斯里：今年不調高門牌稅
tgl斯里说，加影市议会 
^7今年不会调高门牌 

税，但会寻求最合适的时 
机调高门牌税。

他认为，市议会应该调 
高门牌税，但必须等候与 
州政府进一步商量，这件

事情市议会必须与州政府 
的立场一致。

“州政府还未决定何时 
要调整，但加影市议会最 
后一次调整门牌税，是在 
1985年，2020年市议会还 

未准备好调高门牌税。”

他认为，市议会调整门 
牌税，也是为了回馈居 
民，因为付多得多，市议 
会可以进行更多发展计 
划。

他透露，加影市议会管 
辖区内目前有超过30万户 

住家，去年市议会的门牌 
税收入，有1〇亿119万4004
入士 
々口 〇

.冠城一家非法陪月中心忽 
视加影市议会执法行动，市议 
会决定提控业者。

加影市议会两天前对这家陪 
月中心采取第3次执法行动，当 

时执法员查封了该中心，并充 
公中心摆放在后巷的煤气炉、 
煤气桶及蒸炉等等。

加影市议会主席拿督罗斯里 
说，这间非法陪月中心已有两 
宗警方投报案，包括当地居民 
对它的投报，以及市议会本身 
的投报。

他说，市议会执法员两天前 
到现场封查该中心时，用锁头 
锁住中心的大门，但有保留一 
个侧门让中心的人出入，结果 
中心业者在下午4时许竟然剪锁

头，这涉嫌破坏市议会的财物 
及违反指令。

他说，业者的行为也有挑衅 
的意味，于是市议会报警处 
理，他强调，市议会只是在进 
行权限范围内的工作。

“市议会会持续监督区内的 
陪月中心，目前这行业的运作 
情况受控。”

他透露，这家中心早去年遭 
市议会取缔及查封时，曾向市 
议会提出上诉，但基于有民众 
反对该中心营业，市议会已拒 
绝业者的上诉，要求业者搬出 
该住宅区。

他说，由于业者一次又一次 
违反市议会指令，已抵触地方 
政府法令第83条文，提控文件 

已在准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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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章欽撥款助巡邏隊

_家利居協獲5千元
'(巴生22日讯）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日前拨款 

5000令吉予巴生百家利花园居民协会，作为该会巡逻队 

(U.R.T.)购置制服和外套及帽子的用途。

该居协主席严居雄、署理主席杨舒敏及巡逻队队长郑景 

星，日前在巴生区居民协会联合会总会长梅英权及署理总 
会长拿督刘金棠见证下，接领上述制服外套及帽子，同时 

感激也是巴生新镇州议员邓章钦对该巡逻队的重视，代表 

居协颁发感谢状予每一位成员。

严居雄指出，拿督邓章钦的上述拨款是于去年批下，并 

获得该会积极处理，今年初即获得并移交给巡逻队成员， 

以便今后巡逻队在执行工作时，都有统一制服、外套及帽 

子。之前巡逻队成员在执行工作时，只穿上反光衣，该巡 

逻队成立至今已3年。

此外，居民协会联合会会长梅英权指出，由于各花园巡 

逻队成员都是义务执行工作，且对于改善地方上治安取得 

一定的功效，联合会决定继续为每名巡逻队成员购置保 

险，以便他们在执行工作时，有一个保障。（TTE )

■巴生百家利花园居民协会巡逻队（U.R.T.)获得邓 
章钦拨款，得以购置制服、外套及帽子。前左起刘金 

裳、梅英权、邓章钦、严居雄及郑景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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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州政府定奪

加影市會促調門牌税

(力D影2 2日 

讯）加影市议会 
最近一次调整门 

牌税是在1 985 

年，有关门牌税 

沿用至今不曾再 

调整，市议会主 

席罗斯里今天主 

持常月会议后对 

媒体表示，市议 

会是时候调整门 

牌税’有关决定 

将取决于州政 

府。

他指出，目前 

加影辖区里共有 

3 0万门牌税户 

头，如果州政府 

同意调整门牌 

税，意味著市议 

会收入增加，那 

么服务也要更 

好。

他说，去年市

议会在门牌税收 

方面达到1亿11 9 

万4004令吉， 

而调整门牌税是 

州政府的权限， 

何时会有相关决 

定，必须等待州 
政府的回应。

房屋及地方政 

府部长祖莱达去

年1 2月曾经透 

露，地方政府将 
从明年起，每5 

年检讨一次门牌 

税，以确保地方 

政府在不加重人 

民负担的前提 

下，增加收入。 
(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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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丘小獲大紅包
大臣撥3萬作校舍金

(芙蓉22日讯）农历 

新年脚步近，亚沙国会 

议员谢琪清为芙蓉丘晒 

园华小梢来一封“大红 

包”，即森美兰州务大 

臣拿督斯里阿敏努丁拨 

出3万令吉作为该校新 

校舍的基金。

谢琪清坦言，芙蓉丘 

晒园华小正如火如荼兴 

建中，进度将近50%， 

相信在数月后便能竣 

工，申请完工及落成 
准证（CCC )后便能启 

用0

然而，丘小在拥有新 

校舍之余，设备和其他 

需求也应该继续，更应 

该获得政府的关注，让 

学生在完善和优质的环 

境下求学。

“去年杪，除了教育 
部和亚沙国会的拨款 

外，我也通知森大臣丘 

小正在兴建新校舍，希 

望大臣可以资助，因此 

大臣答应拨款3万令吉 

予丘哂园新校舍建委 

会，作为对该会的支持 
和鼓励。”

谢琪清今早为芙蓉丘 
哂园华小挥春比赛致闭 

幕词，如是指出。

另外，谢琪清也为 
该校设下于2025年晋 

升为A型华小的“目 

标”，认为逐年学生人 
数上升的丘小，若每 

年维持介于130至150 

人的新生人数，相信在 

2025年全校学生人数 

达到超过800人，并不

■谢琪清（右三）为芙蓉丘晒园华小捎来一 

封来自森大臣办公室3万令吉“红包”，作 

为该校新校舍的兴建基金，并由叶国文（左 

二）代表接领。左为林文亮；右为李顺发和 
校长李治木强。

是问题。
他说，许多华小都面 

对新生人数下滑的情 

况，然而丘小却是少数 

人数增加的华小，根据 

该校人数明显的上升幅 

度，相信在新校舍在今 

年成功启用，人数将会 
倍增，明年小一新生应 

该会超过3班。

他也说，他与丘哂园 

华小的关系“匪浅”， 

在他还是反对党州议员 

时也受到该校邀请见证 
礼堂开幕，而学校这么 

多年来在董事长拿督叶 

国文的带领下，逐渐迈 

向更好的前途，从一所 

园丘小学变身成为如今 

的B型华小。（LSL)

葉國文：新一年應踏實學習
事长拿督叶国文指出

里：2020年又是新的开始和希 
望，一年的初始，应该踏踏实实 

的学习和认真实行计划，才能迈 

向更光辉的明天，相信在明年的 

今曰，学生一定有所收获和改 
变。

_他说，2019年写满了精彩的 

画面，也是丘小收获的一年，因 
为学校学生人数逐年增加，这证 

明了家长对学校的信任与支持， 

希望继续得到家长支持和肯定。

家教协会主席李顺发则叮嘱小 

朋友，在新年期间饮食要注意，

每天早上起来喝一杯水。

他也建议小朋友在新年期间， 

除了收取父母和长辈的红包，也 

不妨封红包予父母，不论内容多 

少，相信父母一定会很高兴。

出席嘉宾包括副董事长林文 

亮、家教财政庄灿轩、家教理事 

谢景辉、书法家郑桂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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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修吉膽島破路

謝瓊利讚雪政府效率
(巴生2 2日 

讯）吉胆岛居民 

协会主席拿督谢 

琼利赞扬雪州政 
府果断的拨款150 

万令吉，作为启 

动建造吉胆岛头 

条港长40米宽4米 

的水泥道路’ 一 

劳永逸地解决了

该处长久以来所 

面对破烂不堪的 

道路问题。

谢琼利表示， 

他在担任吉胆岛 

村长的时候，已 

经开始积极地向 

州政府争取拨款 

来维修头条港的 
烂路，经过长达

7年的争取与协 

商，终于在他任 

期结束后成功获 

得雪州政府落 

实，并在日前开 

始进行打粧工 

程。

谢琼利指出， 

这个工程是他担 

任村长期间为村

民所争取的最后 

一个项目，如今 

能够落实，算是 

对得起村民，而 

他自己也没有任 

何遗憾了。针对 

目前载满地桩而 

停留在头条港边 

的驳载班顿，谢 

氏同时促请村民 

暂时忍耐船只出 

入所造成的不 

便，毕竟打粧造 

路是需要时间去 
完成的。（TTE)

造
工
程
。

■
谢
琼
利

(

左
二

)
巡
视
吉
胆
岛
的
道
路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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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豪车却无法付公仆薪水

拉马沙米：丹政府管理不善
(槟城22日讯）槟州民主行动

党副主席拉马沙米指出，伊斯 

兰党领导的吉兰丹州政府可以 

购买14辆德国豪华轿车，却 

因为管理不善，而无法支付州 

内公务员薪水。

也是槟州第二副首席部长 

的他指出，他同意财政部长林 

冠英的看法，即吉兰丹有些不 

对劲，利用中央政府的贷款， 

为州务大臣和州行政会议员购 

买豪华官车。

他补充，林冠英曾在2018 

年在国会下议院揭露，丹州政 

府无法支付薪水给州内公务 

员，因此向中央政府申请9700 

万令吉贷款，中央政府去年11 

月批准1亿令吉贷款给丹州政 

府，以确保丹州公务员准时获 

得薪水。

“我想这1亿令吉贷款， 

很大一部分是用来购买这些豪 

华轿车。”

拉马沙米今日在一份声明 

中说：“我不确定丹州政府是 

否向中央政府如实披露了财政 

需求。”

用特别拨款购官车

随着社交媒体流传一张价 

值约70万令吉的丹州大臣阿 

末耶谷的马赛地豪华官车后， 

丹州副大臣莫哈末阿马证实， 

丹州政府购买了 14辆马赛 

地，作为大臣、州行政议员及 

州秘书的官车。

丹州大臣办公室指出，州 

政府是使用4亿令吉特别拨款 

来购买新的官车，同时解释指

州政府在2018年取代分阶段 

换新官车，因现有官车的车龄 

已有10至12年之久。

拉马沙米质疑，吉兰丹是 

否需要购买外国制造的汽车。 

同时指槟城、雪兰莪州和霹雳 

州购买了相对便宜的汽车。

“由于伊党一直鼓吹购买 

马来两亚或回教徒产品，他们 

可以通过购买本地制造的汽 

车，来树立良好榜样。”

他说：“伊党对民众表里 

不一，有点虚伪和愚弄人民的 

味道。

“如果伊党无法管好州内 

财务，甚至从联邦政府处借 

钱，那么谈论的崇高理想，不 

过是徒劳的练习。”

他还抨击，伊党领导的州 

政府需要联邦政府资助，这就 

是该党支持马哈迪的一个原 

因。

“并不是伊党爱首相敦马 

哈迪医生，而是基于维持吉兰 

丹经济运行的需要，以至于在 

权力移交课题上，偏袒一 

方。”

财政部长林冠英日前指 

出，尽管无法支付州内公务员 

薪水，惟丹州政府却购买14 

辆马赛地豪华官车，这引发了 

“重要”问题：“怎么你有能 

力购买马赛地，但却不能支付 

薪水给公务员？这有些不对 

劲。”

林冠英也指不排除丹州政 

府或会向中央政府提出另一项 

贷款申请，以协助支付薪水给 

州内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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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22日讯）年货摊位申请

费涨幅逾一倍，今年安邦太子 

园布雅玛华路（Jalan Bunga 
Mawar)年货摊少一半！

据了解，布雅玛华路靠近 

巴刹位置，以往都有7个年货 

摊位，不过2年前开始年货摊 

位费用涨价，今年只剩下半数 

年货摊位做生意。

小贩林福安说，年货摊位 

的申请费从2019年开始调 

涨，从原本1130令吉暴涨至 

2730令吉；1130令吉是2个 

摊格的租金、抵押金和执照 

费，2019年开始的费用则调涨

摊格租金、增加垃圾清洁费 

等。

“除了交2730令吉给市议 

会，还要搭帐篷和跟别人借 

电，还没做生意就要先花至少

4000令吉。”

他说，市议会若调涨年货 

摊位1500令吉仍可接受，涨 

到2730令吉就太离谱。

“小贩一般在农历新年前 

一个月提出申请，然后就会到 

市议会开会，但2019年就没 

有被号召去开会，只是通知涨 

价。”

林福安也反映，垃圾承包

年货摊费用太高，令林福安却 

步。

商没有直接到摊位回收垃圾， 

小贩必须在巴刹小贩下午一两 

时收摊后，才把自己摊位的垃 

圾搬到巴刹垃圾堆一起被回 

收，但市议会却按日计算年货 

摊20令吉清洁费，这对小贩 

不公。

太
子
园
布
雅
玛
华
路
年
货
摊
比
往

他曾经租摊格做生意，虽 

然不至于亏木，但是利润单 

薄，故今年就没有继续租年货 

摊格。

“去年我曾经租摊格卖肉 

干，扣除缴交给安邦再也市议 

会的各种费用、成木，一个月 

的利润才1000多令吉。”

他坦言，做年货生意原木 

是打算多挣一些钱应付新年开 

销，但是去年的经历丨丨:他对年 

货摊位却步。

林秀真（年货摊小贩）

利润削减不少
我摆卖年柑年货已七、八年， 

自从年货摊位费用暴涨，利润削减 

不少。

加上现在行情不好，今年生意 

比去年同期下降20%至30%。

我和妻子连续30天营业又要 

全天候顾摊位，扣除各种成木和开 

销，利润不到1万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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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邦再也22日讯）梳 

邦再也市议会将从7月 

起，调高未结扎狗的养 

狗执照费至100令吉， 

以制止野狗引发的各种 

社会问题。

g
前，梳邦再也市议会 

0前养狗执照费为已 

结扎10令吉，未结扎20令 

吉。

不过，为免加重狗主负 

担，上述100令吉费用只限初 

次申请，隔年更新执照费为20 

令吉，至于已结扎的养狗执照 

维持不变，一律10令吉。

梳邦再也市议会去年在辖 

区内共发出2527张养狗执 

照，其中已结扎的养狗执照占 

1441 张。

梳邦再也市议会主席诺莱 

妮今旱主持常月会议时说，基 

于有人会闪为动物年老或生病 

等素弃养，导致很多流浪动 

物，引起各种民生问题，W此 

拟出上诉建议，通过结扎来制 

止繁殖。

此建议引起众市议员的关 

注及提出意见，并认为狗的课 

题敏感，务必要细心处理及执

梳邦市议会：制止野狗问题

养狗未结扎馳照费
行新条例，部分议员不否认弃 

养动物会为社区制造麻烦，有 

者则认为未结扎的执照费太 

高，担心狗主反弹。

无论如何，诺莱妮强调，

雪州动物协会及兽医局皆支持 

为动物结扎，也有研究现有动 

物法令，探讨把结扎列为申请 

执照的参考，会否抵触法令。

她也说，一些狗主不愿为 

狗只结扎是因为所养的是名种 

狗，需要繁殖，有者则W为外 

面结扎费介于150至200令 

吉，狗主不太愿意支付-

她说，无论如何，若有结 

扎和无结扎的执照费对比太 

大，相信会鼓励狗主考虑为狗 

只结扎。

最后，这面建议获得市议 

员同意，并将于今年7月起生 

效：

有人会因为狗年老或生病等因素弃养，导致很多流浪狗。（档 

案B2 1/i%\ )

诺莱妮：改进市会服务
不会设吸烟区

梳邦再也市议会不会特为 

烟民设吸烟区，但会在策略地 

点设置烟灰缸，避免烟民制造 

卫生问题。

针对房屋地方政府部将拨 

款给各地方政府设吸烟区一 

事，诺莱妮澄清，相关费用并 

非供设吸烟区用途，反之有关 

拨款是为了解决烟民的烟蒂及 

烟灰问题。

“政府只是禁止在食肆内 

吸烟，以及建筑物外3尺范 

围，其他地方还是可吸烟；只 

是烟民在外吸烟，难免会留下 

一堆烟蒂，我们会从这方面探 

讨，以免影响市容。”

她强调，绝不会考虑建有 

椅子或室内空间的吸烟区，也 

不鼓励吸烟，只会考虑在特定 

地方设烟灰缸。

诺莱妮说，梳邦再也市议 

会已为升市做好数年准备，也 

积极改善服务素质，但若市民 

不愿改变态度、行为及文化， 

即使市议会再努力也难达到令 

人满意的表现。

她举例垃圾问题说，英国 

也是一星期收3次垃圾，民众 

会按表拎出垃圾，但梳邦再也 

区的市民却是随意丟垃圾，即 

使天天清也无济于事。

她是受询及有人质疑梳邦

再也市议会不足资格升市一事 

这么回应。

她说，市议会只有1000 

位职员，很难去影响达100万 

的市民，过去虽不时有推川各 

种醒觉运动，但都失败。

无论如何，她坦言对即将 

升格一事感到压力，因为这不 

单只是名字上改变，也代表着 

各方面要丨丨:市民感受到不一 

样，因此已要求职员配合加强 

素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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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鲁丁周三巡视冷岳2滤水站，该滤水站目前工程进度 

已达80%。

大臣：无需担心水供

雪储水量可应付3个月
(加影22日讯）雪兰莪州

务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 

说，雪州现有储水量可应付 

至少3个月，吁民众无需担 

心水供问题<3

他大派定心丸说，早前 

的雨季让雪州储水状态良 

好，除了有水坝和蓄水池， 

还有河流混合动力增强系统 

(H0RAS)和结合储存河水 

系统（0RS)，所以储水量 

相当充足。即使未来三四个 

月没有下雨，储备水仍能应 

付干旱季节。

阿米鲁丁今午巡视冷岳 

2滤水站时这么说。

他说，冷岳2滤水站已 

经完成80%，虽然比原定预 

期的84%稍微落后，但预计 

今年内能竣工。一旦完工就 

能分担其他滤水站的输水 

量，也能提升储备水储存

量。

“ 80%竣工的滤水站其 

实有能力输送500百万公升 

净水，不过因接驳水管工作 

尚未完成，故现今暂时输送 

325百万公升净水，供应给 

乌鲁冷岳和吉隆坡用户。”

他也说，目前后备净水 

量（储备水）约3%至 

3.4%，当冷岳2滤水站竣 

丁，将提升至9%至10%。

询及“达鲁益山水供福 

利” (Skim Air Darul Ehsan) 

申请反应，阿米鲁丁表示在 

截止日期前几天，系统接获 

大量申请，惟他暂时没有确 

实数据，估计此次有数十万 

个水供户头申请。

“我们0前还在处理这 

些申请，迟些会再度开放第 

二阶段申请，让尚未申请的 

人十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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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加影市议会常月会议

罗斯里：将与雪政府讨论

加影市会拟涨師雜_ 截至星期三下午，加影外环大道双溪龙收费站后的U转还未

(加影22日讯）过去35年不曾调整门牌 

税，加影市议会认为已是时候调整辖区内 

的门牌税了！

加影市议会主席拿督罗斯里说，当局

认为有必要调整门牌税，基于相关调整需 

和州的立场一致，因此会和雪州政府讨论 

此事。

论如何，他表示目前 

仍未确定何时才要调

整。

罗斯里今日主持市议会常月 

会议后，受媒体询问时这么说。

他说，加影市议会收入有 

限，所征收的税收足回馈给市 

民，w此一旦调整门牌税，收人

增加后，可为市民提供更多服

务。.

多次要求调整不批

加影市议会有逾30万个门 

牌税户头，2019年的门牌税收 

人足1亿119万4004令吉。 

过去，加影市议会虽多次向

州政府要求以便调整辖区的门牌 

税，但不被批准。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祖莱达 

日前指出，随着人口每年都在增 

加，她已向各地方政府下达指 

示，每5年重新检讨门牌税制 

度，并从2020起实施，如象征 

式微涨1或2令吉。

开放。

居民不满U转须付过路费

丘钦瀚：将搜集民意
加影市议员丘钦瀚表示理 

解居民不满在加影外环大道蕉 

赖双溪龙收费站后设U转，并 

表示尊重居民要号召抗议行动 

的意愿。

“针对此事，本区国会议 

员也保持开放态度，居民有权 

讲丨丨丨心声，我们也将搜集民

音0 ”•/111、

他今日受询及居民将在农 

历新年后进行抗议行动时如此 

回应《

居民号召抗议

居民昨天声称，双溪龙收 

费站U转事与愿违，得付1令 

吉80仙过路费后才能U转，

不符早前在收费站前U转及避 

开过路费的要求，IM此，或在 

农历新年后抗议。

丘钦瀚说，双溪龙收费站 

U转拖延，是之前有建议若高 

尔夫球场发展时，将兴建天桥 

连贯大道，惟该计划无法落实 

后，U转计划重启。

他说，去年，除了要求开 

通收费站前U转的工委会有丨丨丨 

席会议，居协代表也出席会 

议，当天的出席者都听到大道 

公R]在会议上提出在收费站后 

设I)转的建议。

他也希望无论如何，收费 

站后的U转路口尽快开放让民 

众使用。

罗斯里

丘钦瀚

不满被幵罚单业者垃圾桶掷执法员
食肆业者把罗里泊在摩 

托车位，执法人员开出罚单 

却引起业者不满，除了向执 

法人员出示不雅手势外，也 

怒掷垃圾桶发泄。

执法员报案

此事于1月17日上午约 

11时在万宜新镇发生。事发 

时，执法人员向该名业者兼 

车主发罚单，后者和执法人

员理论，并丢掷垃圾桶宣泄 

不满。

执法人员过后向警方投 

报，警方接获投报后，当R 

傍晚6时30分逮捕业者扣留 

4天调查，之后于昨天被控 

上庭，面对7000令吉的罚 

单，或监禁14天取代。

加影市议会主席拿督罗 

斯里说，民众挑衅执法人员 

和触犯法律的事不时发生，

但情况受控。

他说，业者原木的罚款 

是10令吉，惟闪以垃圾桶掷 

向执法人员，后者报案。

另外，他说市议会执法 

组人员也在1刀20日下午4 

时30分，在接获投报后再次 

查封皇冠城的一间月子中 

心，当时以锁头锁住大门， 

惟过后发现锁头被人剪破， 

市议会针对此事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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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政府年初八门户开放
莎阿南22日讯|雪州政府

将于2月1日（周六）年初八晚 

上7时，在八打灵再也广场举办 

「2020年雪州华人新年门户开 

放」，放眼吸引1万2000名各族民 

众踊跃参与，和谐共庆华人新年 

佳节！

这项门户开放活动，是 

由雪州投资及工商常务委员会 

及雪州投资促进机构（Invest 

Selangor )联合一起承办，并 

由雪州秘书处、八打灵再也 

市政厅、雪州旅游局，以及雪 

州综合微型贷款计划（Hljrah 

Selangor )配合协办。

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透 

露，这项年度的华人新年庆典活 

动已连续办了好几届，目的在于

促进我国多元民族之间的团结， 

让彼此相互了解他族文化，促进 

社会各阶层的团结精神。

他透露，届时，雪州王储 

东姑阿米尔沙将位临会场与民同 

欢共庆。其他出席的嘉宾，还包 

括雪州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 

丁、雪州行政议员、各部门长 

官、外国使节以及非政府组织社 

团代表等。

他指出，这项门户开放活动 

是州政府年度的大型活动之一， 

当晚将备有多项精彩节目，包括 

华乐、合唱、舞蹈、鼓艺、舞狮 

等文化表演，现场还会派发红包 

给12岁以下的孩童。

邓草钦是在日如召开新闻 

发布会时，如是表示。陪同出席

「2020年雪州华人新年门户开放」活动现场附近停车场

停车场 停车位 备注A 第10区公共停车场 310 免费B 再也花园 100 免费

C 阿5马广场露天有盖偉车场 1110 收费D PJX建筑 634 收费E 停车场大厦（C ) 398 免费F 第52区街头停车位 735 免费

G 停车场大厦（A ) 422 免费

者，还包括雪兰莪投资促进机构 

总执行长拿督哈山阿兹哈里、企 

业公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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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鉴于群众来自 

雪州各地，民众受促乘搭公共交 

通，包括轻快铁及免费巴士前来 

会场，活动地点附近将准备7个停 

车场，至少有3709个停车位，供 

民众停放车辆。

莫哈末利查指出，由于轻快

铁站距离活动地点只有50公尺， 

因此鼓励民众搭乘轻快铁。当天 

八打灵再也广场与阿玛广场前的 

西咅P大道（Persiaran Barat)， 

靠近草场的路段会实施封路。

此外，莫哈末利查透露，共 

有4条免费巴士路线，合共20辆免 

费巴士会经过活动现场，每趟间 

隔15至30分钟之间，最后一班的 

巴士服务至凌晨12时。民众可下 

载PJ City Bus的手机应用程式， 

以检查免费巴士的时间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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珥庳付4个月需求
加影22□讯|国内进入干旱季节，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表示， 

雪州的储水量稳定，预料可以应付雪隆地区未来3至4个月的需求。

他说，雪州过去一个月的降 

雨量高，对雪州蓄水池及水坝起 

到了正面影响，让雪州政府有足 

够的水源应付干旱的气候。

「此外，雪州政府推动的离 

河蓄水池（ORS )计划及抽取湖 

水行动，多少都对雪州储水有帮 

助，让雪州储水量处于稳定及安 

全水平。」

无论如何，阿米鲁丁大派定 

心丸，强调雪州并没有如北马州 

属遭遇干旱的危机，因此民众不 

必感到惊慌。

阿米鲁丁是于今日巡视冷岳 

第二滤水站后，在记者会上受询 

及时这么表不。

他说，冷岳第二滤水站目前 

已完成大约80% ^为吉隆坡及乌鲁 

冷岳地区每日提供3亿2500万公升

的水源。「根据原订的时间表， 

冷岳第二滤水站的进度目前延迟 

了大约4%。此外，在完成了BE 

的工程后，滤水站理应可以提供 

每日5亿6500万公升的水源，不过 

碍于一些水管衔接的工作还未完 

成，目前滤水站只能输送大约3亿 

2500万的水源。」

免费水审核资料

惟他有信心，冷岳第二滤水 

站能够在今年底完成，之后水务 

资产管理公司（PAAP )就会移交 

予雪州水务管理公司。

他说，一旦冷岳第二滤水站 

完全投入运作，就能够减轻士毛 

月河滤水站及雪河第三期滤水站 

的水供压力。

「士毛月河滤水站及雪河第 

三期滤水站的输水量其实已超过 

其容量，随著冷岳河第二滤水站 

开始运作，除了能够确保水供稳 

定’也能保障水质及进一步提局 

雪州储水量。J

另外，针对达鲁益山水供计 

划（免费水计划），阿米鲁丁则 

说，第一期的申请获得逾10万名 

用户的响应，当局目前正在审核 

申请者的资料。

「完成第一期的审核后，我 

们就会开放第二期申请让那些未 

符合资格的民众提出申请。」

今曰出席者包括水务资产管 

理公司主席拿督斯里聂诺兹鲁、 

首席执行员阿都哈迪、雪州水务 

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员苏海米及雪 

州行政议员依兹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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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22曰讯|年赀市场租金飙涨_倍以上，小 

贩感叹影响营收，跌得比打工薪资还不如，促请安 

邦再也市议会体恤，以争取更为合理的租金价格。

小贩代表林福安表太子 

园巴刹旁的布亚玛华路（Jalan 

Bunga Mawar )每年都会配合农历 

新年'开办年货市场’而在那則 

一个月，小贩便会呈交申请书给 

市议会审核。

他说，过去2008年至2018年 

间，长达10年内的租金是两个档 

口要价800令吉、200令吉押金、 

100令吉的杂费，及30令吉执照申 

请费用，共1130令吉，而且市议 

<4^Vd|
.^3 Til QX Sll Xl

月，因此1200令吉。

他却不能苟同，皆因所谓的 

清洁费，当局却没派员到该区清 

扫5都是摊贩自行打扫’还需把 

原先14个档口都能全数分组给7名摊贩售卖肉干、烟花和芦柑的安邦太子园年货市场，如今热 

闹不再，租金激涨一倍以上后，现摊贩人数远不及当年的半数。 -颜泉春-

会每次都会召开与小贩的会议， 

经商议后才会决定租金。

「但是2019年，市议会在毫 

无预警，不曾会晤小贩们的情况 

下，调涨了租金从两个档口800令 

吉，上涨至1200令吉，再增设了 

1200令吉的清洁费，以致瞬间激 

增至2730令吉。」

盈利比往年大减

他说，由于去年事发突然， 

而年货市场的时间点也迫在眉 

睫，小贩们唯有硬著头皮扛下调 

涨后的租金，导致盈利相比往年 

大减。

对突然出现的清洁费，林 

福安大感不解'他说曾与市议会 

人员反映，得到的回复是，清理 

费是按照夜市的规格，以每小时 

1令吉计算，而年货市场被视为 

24小时营业，所以收取每日20令 

吉，在计算2个档口和为期一个

垃圾载去特定的位置，让垃圾车 

顺势帮忙载走，根本不足以构成 

收取该费用的理由。

林福安是于今早召开记者 

会时，如是表示，他也分析，高 

昂租金加上安设摊位的帐篷桌子 

等，起码动辄4000令吉，若是在 

计算工资和进货成本，起码需要 

上万令吉，这般七除八扣下，最 

终的净赚可能才1000多令吉，还 

不如一个上班族的工资收入。

经过去年租金调涨后，今年 

的年货市场档口从14个增至16 

个，但相较起往年7个摊贩全部租 

出的情况相比，现在的摊贩人数 

还不达以往的半数，就连他本身 

今年也不再该区设摊了。

他促请安邦再也市议会，能 

够体恤年货市场的小贩们，并冀 

望当地的州议员或市议员，能为 

他们争取更加合理的租金价格， 

他认为1 500令吉尚算可接受范 

围，若超越该价位便难以负荷。

安邦太子园年货市场收费调涨前后对比

收费 2018年前收费（令吉) 2019至2020年新收费（令吉)

档口租金（2个） 800 1200

清理费 - 1200

抵押金 200 200

杂费 100 100

执照费 30 30

共计 1130 2730

一同出席记者会，在该年货 

市场售卖芦柑、甘蔗等年货的林 

秀真表示认同，他说在该区设摊 

卖年货已有七八年，夫妻俩几乎 

是没日没佼的守在摊位，只为赚 
取一些微薄的收入。「农历新年 

前15天，我们就开始摆摊，一直 

卖到正月十五，整整一个月，期 

间几乎全家出动，甚至睡在摊位 

里，不休息的做生意。」

他感叹，生意每年都会下滑 

近20%，如今租金在飙涨，去年 

的净赚就比以往硬生生的少了 2、 

3000令吉。 林福安®小贩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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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種工商倶樂部

團拜宴捐教育5萬9500
(蒲种22日讯）蒲种T.商俱乐部日前举办了 

2020第16届庚子年新春慈善大团拜联欢晚宴，主题 

为“岁岁年丰添美满、迎来金鼠庆新春”。

蒲种工商俱乐部主席覃耀宗致词时表示，晚宴 

筵开90席，场面盛况空前。他说，本着为善最乐的 

精神，跟以往一样，该工商俱乐部趁着欢庆新春大 

团拜时刻，通过清寒子弟教育基金拨出4万9500令 

吉给来自蒲种区内5所学校，即蒲种益智华小，蒲 

种哈古乐华小、蒲种竞智华小、蒲种汉民华小及蒲 
种新明华小的65名清寒子弟，毎名700令吉，以及 

4000令吉予乌鲁音葛尼华小，同时也拨出1万令吉 

活动经费给蒲种区内10所国中华文学会。

受惠的蒲种区内华文学会，包括蒲种金麥第-- 

区国中、蒲种金麥第1区国中、蒲种金麥第四区国 
中、蒲种再也国中A校、蒲种再也国中B校、蒲种市 

屮心国中1校、蒲种乌达玛国中、蒲种柏迈国中、 

蒲种14里国中及蒲种柏兰岭国中。

宴请6福利团体长者儿童

当晚大会总共拨出款项是5万9500令吉，此举 

乃是希望能达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起响应支持母 

语教育发展及关爱社会需要帮助的人。

大会派发红包给长者和小孩。

筹委会主席拿督潘添顺致词时表示，在庆祝 

新春佳节之余，也没忘了社会需要给予关怀和爱心 
的年长者和小朋友。他说，当晚大会筵开8席邀请6 

个福利团体的年长者和小朋友，并将派发红包给他 

们。

出席联欢大团拜包挂梳邦国会议员黄基全、 

雪州行政议员兼金銮州议员黄思汉、蒲种华团联合 

会会长高祥威、马华梳邦区会主席赵启兴、民政党 

蒲种区部主席赵志刚、筹委会主席拿督潘添顺、名 
誉顾问李卓伦、朱贵财、吴永泰、拿督林德强、署 

理主席拿督赖惠平、副主席梁润林、林育华、陈文 

发，以及拿督余福林、总务陈进宝、财政邓月琼、 

林锦兴法律顾问、梳邦再也市议员叶国荣、黄基全 

助理梁国华、拿督斯里黄福安、黄思汉助理彭康 

贤、教育股主任赖国华及节目策划陈维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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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22 

日讯）一元复始万象 

新，各方视频齐道喜； 

天伦之乐说不尽，展望 

鼠年犹可期。

配合农历新年到 

来，我国政治人物和企 

业品牌等纷纷打造题材 

各异的新春短片，除了 

烘托佳节气氛，更带出 

—家团聚、传统习俗、 

社会议题和国民醒觉等 

讯息，发人深思。..

此外，贺岁MV亦邀请了香港艺人 

曾志伟为大家献上祝福。
新年歌是由2020马星之星刘燕燕 

演唱，词曲则由音乐人郑国亮包办。

马星集团的职员也参与了此新春 

MV的制作，在视频中祝福大家新年快 

乐。
®: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_EbqXyk4-U8

U星集团（Mah Sing)今年以 

1新年歌和新春贺岁MV恭贺 

新春，除了让大家感受到满满的新年 

气氛，也祝福大家拥有美好家园，因 

为美好家园“鼠”于你！

马星集团创业人兼董事经理丹斯 

里拿督斯里梁海金及其夫人潘斯里林 
雪娇也参与了贺岁MV的拍摄，并透过 

贺岁MV，祝福大家鼠年行好运。

孩天空中尋獅王
在新年里带着小孩般的期待与 

好奇心进人新的世纪，让它照 

亮未来的路以达到双倍丰富、 

冒险以及喜悦的祝福。”

亚航集团品牌主管许经纬 

则说，对于一个小孩，每-段 

旅程都是…个重大的探险。

“在亚航，这正是我们 

对旅游的看法。它不但是-段 

旅程，也是一个即将展开的探 

索之旅:、我们通过旅游寻找意 

义、发掘新事物、与我们的爱 

人团圆以及建立新联系:、”

链接：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 ILCyiFI OjMs

I航今年以华人庆典最

I传统的民间习俗—— 

舞狮，作为新春广告的故事主 

题。
这则3分钟视频描述一个小 

男孩在节日假期间，怀着兴奋 

的心情坐飞机返回婆婆家，并 

幻想自己成为飞机师，在天空 

中寻找狮王。在整个故事屮 

男孩把自己融人复杂的农历新 

年传统、领悟团圆饭的重要 

性、从爸爸手中领取红包，象 

征给予男孩寻找狮王的好运。

亚航首席执行员莱阿斯末 

说：“在亚航，我们鼓励乘客

#通部长陆兆福希望人民在新的-- 

年里出人平安，一家团圆欢庆新 
年。

他与副首相兼妇女及家庭发展部长拿 

督斯里旺阿兹莎、妇女及家庭发展部副部 

长杨巧双、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材和大马羽 

球天王李宗伟合拍•则贺岁短片，祝愿各 

界新年快乐，幸福美满：

旺阿兹莎和杨巧双提醒人民回家团圆 

之余，也不忘孝亲敬老；而李文材也希望 

人民照顾身体健康，因为健康是幸福的根

陸兆福旺姐李宗偉齊壳相
，

陆兆福希望人民在冋乡路途上小心 

行驶、注意安全，因为家里有人正在等待 

我们回家，欢庆新年。链接:https://www. 

facebook.com/lokesiewfook/videos/174467367 

1229%/? v=174467367122996

寶被”傳承祝福
g油公司每年都会制作 

3 -部内容感人、具有 

华人传统美德的贺岁广告，感 

动无数人民；今年也不例外。

他们以“百家被”为主 

题，借着华人社会的传统习俗 

带出“家”的意义，把-•代又 

-代的祝福传下去。

这支2分钟13秒的“宝被” 

(Bao Bei)短片以拟人手法， 

把众亲戚和家庭成员都集合起 

来，以成为缝制百家被的•分 

子。

在华人传统社会中，•针

-线缝制的百家被是给予出生 

满100天孩子的祝福，寓意接纳 

百家之福，蕴含着家中长辈满 

满的爱与祝福。

另外，百家被除了是新年 

的祝福外，_件件拼凑的布料 

也寓意亲朋戚友在新年期间欢 

聚一堂。

“你一块，我一块，我们 
把快乐带回家。”（A

*1 * 今年推出
Uaikin《龙凤

胎》新春广告，表达对“家庭 

和睦”和“重男轻女”传统观 

念的反思。

短片的主要演员只有两 

个人，即母亲及龙凤胎中的女 
儿，儿子“Ah boy”于3年前在 

车祸中去世，给母亲带来巨大 

打击。为了抚慰母亲的思念之 

情，女儿不惜委屈求全，把头 

发剪短，任由母亲把自己当成 
是“Ah Boy”，以填补母亲心中 

的缺口。

不过，女儿这-举动非

但没让母亲走出自我封锁的框 

框，还让自己不知不觉地失去 

自我，最后还是需要放弃代人 

角色。即使母亲对自己的爱和 

关怀不是心中所想的那么美 

好，但她还是默默地付出和承 

受，-切只因为爱。

就如片末所说的：为爱 

付出，拥抱幸福。无论发生甚 

么事情，家人永远是你的避风 

港，这个新春，让我们 '起和 

家人同庆，因为那是人生最幸 

福的事。
链接：https://www.youtube. 

com/watch?v=20BjuUotQV0

福并不是理所当然。幸福需要珍惜，更需要 

半用心去经营：”
刀标油2020新年短片“幸福加油”，讲述女儿不满母亲 

坚持每年过节时坚持煮团圆饭，却只有自己-个人帮忙，远 
在他乡的2个哥哥只是回来坐下吃饭。

视频•开始就是女儿的念念叨叨，不理解母亲辛苦煮饭 

为哪般，母亲跟她说：“-家团聚，吃到家人煮的饭菜是一 
种幸福”，但女儿已经忘了母亲口中“小时候的幸福”是什 

么模样，直到走出家门准备买食油时，在•声鞭炮响声下， 

她被带回到几十年前的旧家，-切冋忆就有了画面。

女儿终于看到了，那时候哥哥是多么地疼他们唯•的妹 
妹，拿到最喜欢的“贵夹啤”（kuihkapit)时也会第•时间 

跟妹妹分享；她也看到了，-直认为偏心两个哥哥的母亲， 

会把饭桌上最好的鸡腿留给她吃，还笑说只要看到丈夫和子 

女吃得好，就算要她七老八十都没关系。

回到现世后，女儿紧紧拥住母亲，终于心甘情愿地出去 

帮忙买食油和煮饭，因为“要维系一家人的幸福团圆，就要 
加油！ ”链接：littps://www.youtubexom/watch?v=fUgD6pmP_sk

piece oi

you. A piece of me. We bring joy to 

the family )

链接：https://www.youtube, 

com/watch? v=68RptqGIhjo

討厭新年——那麼短
“^天又又又是年初一？ ”

^7 仁敏机构有限公司（Hurix’s )的2020新春 

短片主题为“困在新年”，以“无限轮回过初•”的幽默方 

式，带出回家过年的意义。

片中的小女生“霖霖”出场即一脸厌世，站在祖父家前 

的她心里冒出的第•句话是：“我真的很讨厌新年。”她认 
为，每年的新年都一样：-样的人、-样的台词、-样没有收 

讯、-样没有逻辑、-样没有网络、•样的忌讳、-样的节 

H, -样的亲戚、一样的问题、一样的活动......

就在她以为年初一就要过去，终于可以在初二回家后 

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她竟又回到年初一，重新过回同一天e 

无限重复的一日让霖霖几近崩溃，后来妹妹一语惊醒梦中人， 

她方知自己是因为没有“过好”年初一，才会被困在新年里。

霖霖终于在年初一这天心甘情愿地穿上红衣、脸带笑容 

地跟各方亲戚说声恭喜、睡前安静地听祖父吹口琴。就这样， 

初一■终于过去了 u

年初:二这天，霖霖在离开前紧紧地拥住她的祖父，心里 

想着一样的台词：“我真的很讨厌新年”，只是这次后面加了 

-句：“那么短。”
链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H31kLbA6DM

业银行（RHB )以小 

乂、小烘培师Leah与妹妹 

的真实故事为新年短片内容 

向世人传递即使面对困难，也 

坚持不放弃的讯息a

年仅10岁的Leah在4岁时 

就开始烘焙和售卖杯子蛋糕 
以协助患有脑瘫症的妹妹Adele 

筹募医药费，虽然她们时常分 

隔两地，但彼此的心却紧紧相 

依。

“每当我面对困难时，我 

的妹妹总是在我身边陪着我前 

进。因为有了妹妹的支持，我

从未想过放弃，于是所有事情 

渐渐变得越来越好。”
每当Leah成功达成H标 

时，Adele总是第一个她想分享 

当中喜悦的人：“因为是她， 

才有了今天的我。”
如今Leah不但是颇有名气 

的小小烘焙师，Arlele情况也日 

渐好转。兴业银行希望人们可 

以像这两姐妹-•样，不要放弃 

n标地持续前进。

链接：https://www.youti.ibe. 

com/watch?v=6C303IEGXv8

t这个科技发达的时 
it代，若你因为工作忙 

无法回家庆祝佳节，那你是否 

愿意过一场虚拟的新年？

国能公司（TNB )今年推出 

别开生面的贺岁短片“真非虚 

比”，讲述常年在外的游子布 

莱恩，面对母亲来电询问何时 

归家时，以工作忙碌推搪。母 

亲似乎已经知道儿子的答复， 

把一样东西寄送到其办公室 

内——虚拟实境（VR)眼镜， 

让儿子能用虚拟的方式“回 

冢〇

“既然你那么忙，我们就 

把新年带给你。”

布莱恩戴上虚拟眼镜， 

眼前的•切似乎变成了家里的 

模样，走遍整个公司，办公室 

是家，同事是亲戚，老板是母 

亲......他利用高科技在工作的

地方过了一场看似热哄哄的新 

年。

当他摘下眼镜，-切回归 

现实后，才发现自己是多么想 

念家里。听到母亲在虚拟世界 

中的声声叮咛，他忍不住热泪 

盈眶：“对不起，其实我应该 

要回家过年的”在老板和同 

事的鼓励中，布莱恩拿着车票 

踏上了回家的路程。

就如短片带出的主题：

“庆祝是现实生活中最好的经 

历”，国能希望民众都能放下 

手头上的工作，回家和家人庆 

祝佳节a.
链接：https://www.youh.ibe. 

com/watch?v=XajBO(lMMDFE

rfMW-g傳統潮流衝突化解
[-pj-{臣氏（Watson)

“过靓年，我最 

潮！”新春短片呈现传统和潮 

流之间有冲突，最后却又达成 

和解的故事，希望借此提醒华 

人保住传统之余，也不要忘记 

追上潮流。

片中热闹的-家人在过 

新年时，长辈和后辈各成-- 

派——长辈觉得后辈穿得乱 

七八糟，整天抱着手机成何

体统；后辈则觉得长辈想法古 

董，唠唠叨叨的十分烦人。

最后在家中最小的儿子 

调解下，长辈和后辈们才敞开 

心扉说出心里话，促成彼此了 

解，并寄望怀旧和潮流的元素 

能够并存:
链接：https://

www.youtnbe.com/
watch?v=8DH70dlfl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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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耕莊潮州會館揮春賽

2020年庚子年挥春比赛圆满举行优胜者和嘉宾及大会成员合照，前排右七 

起为黄瑞林，慕斯里敏，谢泳胜，谢湖平。

謝存佑：不只局限華人

文化活動應推廣給各族
(适耕庄22日讯）60多名中小学 

生及成人上周日热闹参加由适耕庄潮 

州会馆主办的2020庚子年挥春比赛， 

比赛成绩揭晓，参赛者与在场的嘉宾 

和大会成员齐齐分享喜悦。
上述挥春比赛分成3个组别进 

行，即是小学组，中学组和公开组。

公开组特优奖得主是王木坚、蔡 

佩仪、李冠庆、蔡佩琪及吴为恒。中 

学组特优奖得主是杨颖恩、谢仪洁、 

潘彦方、尤翠莹及陈衍升。小学组得 

奖者为钟胤彬、王韵晶、潘彦学、刘 

永森及陈衍聪。..

除了特优奖以外，大会也增设优 
秀奖，即每一组都有5个。

大港区国会议员慕斯里敏及适耕

庄区州议员兼雪州议长黄瑞林受邀出 
席，以上2人分别拨款2000令吉充作 

大会活动基金。..

大会主席谢存佑致词时说，我 

们不应该让挥春只局限于华人的文化 

活动，应该大力推广给各族<»他说，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友族就读华小。 

-些可以口操流利的华语。他相信以 

后会出友族的书法家。这是很好的现 

象，只要努力推广，华裔优秀的传统 

文化…定能发扬光大。

在场人土包括筹委会主席郭伟 

贤、潮州会馆会长谢泳胜、署理会长 

谢湖平、名誉会长谢如祥、谢文荣、 

i 射名峰、潮青团长纪荣合及妇女组主 

席王淑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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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飲澈

双溪龙 

收费站装置告 
示牌的工作已完 

成，暂时未能 
通车。

(加影22日讯）“居民有权发 

声，我们会以开明态度看待有关居 

民或在华人新年后，在双溪龙收费 

站展开抗议行动一事。”

加影市议员丘钦瀚今早出席常 

月会议后，针对居民不满付费U转一 

事或会举行抗议行动表示，他与国 

会议员不反对居民有关做法，这是 

居民发声的权利，而他也会继续聆

理解居民不滿起因

钦瀚指出，该短期方案出 
布后引起居民的反弹，他 

理解居民为何不满，而且这只是-- 

项短期方案。

他也说，未落实有关措施之 

前，去年与工程部长开会进行讨论 

时，出席者也包括居协代表及双皇 

工委会代表，当时加影外环大道公 

司的代表已建议在收费站后u转，出 

席者是知悉该建议的。

他说，期间有发展商有意将双 

溪龙高尔夫球场转换综合性发展计 

划，发展商在附带条件下兴建高架 

桥接驳加影外环大道，只是该计划被拒绝，当局回 

到原来u转措施的建议。

指曾谘询民意

丘钦瀚强调，他有向居民汇报当时研究U转措施 

的进度，并不是没有谘询民意，直至结果出炉，居 

民的失望是可以理解的。
此外，U转车道装置告示牌的工作已完成，只是 

暂时未能通车。

丘钦瀚表示 

会以开明态度看 

待居民展开抗议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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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颁奖典礼时，与雪兰莪州运动员合影。

雪武術隊再創高峰
向更严厉更有系统的训练方式，以提 

升武术散打运动。我也要感激雪兰莪 

武术总会及雪兰莪州体育理事会给予 

我的机会，没有雪兰莪武术总会给予 

的机会，就没有今天的机会。”

至于邓凯文则感谢马来西亚武术 

总会给予机会代表马来西亚参加菲律 

宾东运会，并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再次 

为马来西亚争光。

“我要感激我的教练谢建侨师 

傅，没有他的努力与训练，我肯定没 

有这个机会发挥我有的潜能及学会的 

散打技巧。我也要感激雪兰莪武术总 

会给予我的机会。我接下来的目标， 

是能在每-场的比赛都能把水准提升 

发挥的很好:”

5謝
雪建
得首鄧
曹凱

li
片1獎

勵
金

雪州王储东姑阿米尔沙（前排左十-

(八打灵再也20日 

讯）雪州政府连同雪州 

体育理事会为获得第30 

届菲律宾东运会奖牌的 

雪兰莪州运动员举行了 

颁发奖励金典礼，其中 

雪兰莪武术总会散打教 

练谢建侨高级教练及马 

来西亚武术队散打运动 

员邓凯文从雪州王储东姑阿米尔沙手 

中接过奖励金。

谢建侨是被马来西亚武术总会委 

派担任马来西亚东运会代表团武术队 

散打教练；也是雪兰莪散打运动员的 
邓凯文在第30届菲律宾东运会的男子 

散打56公斤级拿下武术队一面铜牌 

有关活动是在日前于雪州大厦苏 

丹阿都阿兹礼堂进行。

楊昌斌:
¥ 3莪武术总会署理会长杨昌 

斌总教练表示，非常高兴邓 
凯文能在第30届菲律宾东运会获得雪 

州有史以来第一面东运奖牌；他感激 

谢建侨，并指他训练很多武术散打的 

强手，也让雪州武术队散打项目获得 

无数总冠军的头衔。

“获得菲律宾东运会第一面奖牌 

可说为雪州武术队打了一支强心剂， 

运动员都非常积极训练，以让雪州武 

术队再创高峰。我也要感激马来西亚 

武术总会给予雪州散打教练与运动员 

-个机会参与国际赛事，希望马武总 

能给我们更多的机会来提升运动员的 

技巧。”

“接下来的武术散打训练将会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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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膽頭條港建水泥路
謝瓊利讃雪政府解決爛路

谢琼利（左 

二）巡视吉胆岛 

的道路问题。

(巴生22日讯）吉胆岛居民协会 

主席拿督谢琼利今R赞扬雪州政府， 

果断地拨款150万令吉，启动建造吉 

胆岛头条港长40公尺、宽4公尺的水 

泥道路，并一劳永逸地解决该港长久 

以来所面对破烂不堪的道路问题a

他表ZK,他在担任吉胆岛村长 

的时候，已开始积极地向州政府争取 

拨款来修头条港路，经长达7年的商 

讨与协商之后，终于获得州政府兑现 

实际行动，并在日前开始进行打桩工 

程。

他指出，此丁程是他本身任村长 

期间，为吉胆岛村民所争取的最后-- 

个项目，如今能落实，也算对得起村 

民而自己也没任何遗憾。
他促请，打桩丁程或会造成船只 

出人不便，希望村民尽量忍耐，毕竟 

打粧造路是需要一■些时间完成。

雪州政府拨款150万令吉来建造吉 

胆岛头条港长40公尺、宽4公尺的水泥 

道路，打桩工程现正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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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衆
湧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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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面
(大港22日讯）由大港港 

口社区管理委员会主办，民主 

行动党大港港口支部和双溪班 

占支部以及沙白县郑仪薇县议 
员协办的2020庚子年新春园游会，-连两晚在 

大港港口地4路篮球场粉墨登场，吸引了大批的 

大港民众踊跃到来出席。

主办单位在…连两晚的新春园游会，准备 

了各式各样的节目表演，其中包括了二十四节

令鼓，舞狮踩庄表演，传统文化服装和现代舞 

蹈，吸睛的肚皮舞蹈，新春歌曲呈献，新春挥 

春，以及各种各样的美食摊位让民众享用。

出席这项园游会包括大港国会议员慕斯里 
敏，其华人助理李立鹏，大会主席佘克顺村长， 

筹委会主席谢美成，沙白县议员郑依薇，大港 
港口社区管理委员会委员们以及行动党党员。

慕斯里敏也受邀出席为新春园游会主持 

开幕仪式时表示，他承诺会把人民心声带上国

会。随后，慕斯里敏也在园游会中分发新春红 
包给现场12岁以下的小朋友。

另外，雪州行政议员甘纳巴迪劳意外的出 

现在这场园游会，他的出现让全场的民众还以 
热烈的掌声欢迎。

主办单位也趁机邀请他上台致词，他解释 

说刚好经过大港，被园游会的热闹气氛吸引，因 

此决定走进来看看，才得知这是由大港港口社 

区管理委员会以及行动党联合主办的活动。

书法老师谢顺捷为慕斯里敏墨写了他的华文名 大批的大港民众挤满了新春园游会的现场，为了观赏大会所准备的

字，更逗得他开心不已。李立鹏（左一）及佘克顺丰富节目表演。

(左二）马荣健（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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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濰福率隊到安邦醫院探訪病人

黎潍福（前排右六）率队到访安邦医院，探访病患及派发年柑„

(安邦22日讯）行动党莲花苑州议员黎潍福趁华人 

新年前夕，率队到选区内的安邦医院，探访医院内的病 

患，并且派发年柑给他们。
黎潍福率队前往医院，主要是让正在医院疗养的患 

者，-起感受华人新年的喜气。

他在拜访医院后向媒体发出文告表示，医院内有正 

在疗养的各族病患，他希望在即将来临的华人新年，能 

够为他们带来一点点喜庆，并了解他们的病情。

黎潍福表示，住在医院内的病人，并非全都是来自 

其选区的居民，根据他现场了解后发现，有许多病人来 

自其他地区，有…些甚至来自他州。无论如何，他身为 

本区的人民代议士，多关心病人的病情，了解医院的设 

备，聆听病人的声音，是他必须做的工作，所幸在他拜 

访的病人中，都十分满意安邦医院的设备及服务人员的 

工作态度〇

陪同黎潍福出席今早拜访医院的有安邦市议员陈 

瑞雯、安邦医院巡察员、雪州莲花苑青年推动委员会 
(PeBT) 6名主席，以及雪州莲花苑妇女自我增值中心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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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市議會常月會議

加影市

议会有意调整辖

区门牌税，有关

决定将取决于

羅_里V M库耒騎#
州政府。

“加影n牌税M傾97，，
(加影22日讯）加影区已 

有35年未曾调涨门牌税，市议 

会主席拿督罗斯里说“是时候 

了……”

市议会从1985年沿用至今的门牌 

税收，迄今不曾调整，罗斯里今天主 

持常月会议后接受记者询问时表示，

市议会是时候要调整门牌税，有关决 

定将取决于州政府。.
他指出，目前加影辖区里共有30 

万门牌税户头，如果州政府同意调整 

门牌税，意味着市议会收人增加，那 

么服务也要更好。

他说，去年市议会在门牌税收方 

面达到1亿119万4004令吉，而调整门

牌税是州政府的权限，何时会有相关 

决定，等州政府回应。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祖莱达曾 
在去年12月透露，地方政府将从明年 

起，每5年检讨门牌税，以确保地方政 

府在不加重人民负担的前提下，增加 

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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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兰莪投资促进机构与马来西亚绿色科技公司，配合2020年杜拜世界博览会 

进行签署合作备忘录。左起为玛丽娜、三苏各哈、邓章钦、哈山阿兹哈里和莫哈 

末沙宜。

雪過去2年總投資超越目標

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指出， 

在杜拜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从今年10月 
20日举办至2021年4月10日，将设大 

马博览馆，而雪州预计会在明年3月 

28日至4月3日展出。

他说，大马博览馆占地1万2000 

平方尺，预计可在世博期间吸引100 

亿令吉投资，并制造1000个商业机会 
及20项签署备忘录。

他披露，大马博览馆全权将由 

马来西亚绿色科技公司（Green Tech 

Malaysia)负责及统筹，而雪兰莪投 

资促进机构除了将参与世博之余，也 

将是雪州的宣传单位^

料全球192国家参与

“2020年杜拜世界博览会主题 

为‘沟通思想，创造未来’，是世界 

博览会第…次在中东举行，预计全球 
将会有192个国家或上百万人参与其 
盛〇 ’’

邓章钦今午出席雪兰莪投资促进 
机构与马来西亚绿色科技公司签署合 

作备忘录仪式时表示，雪州将延续过 
去的目标，着重5大领域，以吸引最 

合适的投资者到雪州设厂或投资。

章钦说，雪州过去2年的总 

投资成绩非常亮眼，仅在 

2018年就已突破189亿令吉，创下历 

史新高，甚至在去年截至9月为止， 

也有164亿令吉总投资，远远超越100 

亿令吉的目标。

他披露，州政府考量到全球经济 

走势，审慎的评估后定下今年投资总 
额目标为120亿令吉。

“州政府会加大力度，通过各种 

措施来吸引投资，包括今年的雪兰莪

国际商业峰会，将会在吉隆坡国际会 

展中心盛大举行，届时无论在论坛会 

峰会的规模都会胜于去年。”

出席今午签署仪式者包括马来 

西亚绿色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员奪苏崙 

哈、大马展览馆计划总负责人玛丽 

娜、雪兰莪投资促进机构首席执行员 

哈山阿兹哈里、机构企业通讯及策略 

规划总监斯文施奈德、机构企业通讯 

及策略规划经理莫哈末沙宜。

雪將參加杜拜世博會
大馬館料吸引100億投資

(沙亚南22日讯）雪州确定 

将参与在2020年杜拜世界博览 

会，预计可让雪州进一步与世界 

经济市场接轨。

SE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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