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elia Selangor nikmati Dasar 
Kelulusan 100 Hari

SHAH ALAM - Go-
longan belia di Sela-
ngor akan menerima 
banyak manfaat daripa-
da Dasar Kelulusan 
100 Hari yang diperke-
nalkan kerajaan negeri. 

Exco Pembangunan 
Generasi Muda Sukan 
dan Pembangunan Mo-
dal Insan Selangor, 
Mohd Khairuddin Oth-
man berkata, dasar itu 
akan memberi manfaat 
terutamanya daripada 
segi peluang perniagaan dan pekerjaan kepada be-
lia di Selangor.

“Kerajaan Selangor sentiasa mengutamakan 
golongan muda dan setiap dasar yang dilaksana 
pasti memberi manfaat kepada mereka.

“Dasar Kelulusan 100 Hari lebih kepada usaha 
untuk menarik pelabur dari dalam dan luar negara. 
Dasar ini akan mempercepatkan proses pemba-
ngunan di Selangor,” katanya dipetik menerusi 
laporan sebuah portal berita se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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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s air empangan 
di Selangor dalam keadaan baik

SHAH ALAM - Lembaga Urus Air Selangor 
(LUAS) melaporkan kapasiti air di beberapa empang-
an di negeri itu masih berada dalam keadaan baik.

LUAS menerusi laman sesawangnya semalam 
menyatakan takungan air di empangan Sungai Sela-
ngor mencatatkan 98.67 peratus atau 226.95 meter 
padu manakala Langat 99.83 peratus (34.04 meter 
padu).

“Bagi empangan Semenyih, kadar takungan me-
rekodkan 99.58 peratus atau 58.82 meter padu dan 
Klang Gates mencatat paras 96.05 peratus (24.33 
meter padu),” menurut kenyataan itu.

Kadar takungan air di empangan Tasik Subang 
mencatatkan 100 peratus atau 4.21 meter padu dan 
Kolam Takungan Sungai Labu (ORS) pula sebanyak 
99.62 peratus (9.26 meter pa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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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gan sebar berita palsu
Mampu cetus 

panik dan kerisauan 
kepada masyarakat

Oleh NUR FARHANA 
ABDUL MANAN

Rakyat di Sela-
ngor dinasihat-
kan supaya tidak 
menyeba rkan 

berita palsu mengenai 
penyebaran koronavirus 
kerana boleh mengaki-
batkan keadaan panik dan 
kerisauan berlebihan ke-
pada rakyat.

Exco Kesihatan, Keba-
jikan, Pemberdayaan Wa-
nita dan Keluarga Selangor, 
Dr Siti Mariah Mahmud 
berkata, masyarakat perlu 
mendapatkan laporan sa-

SHAH ALAM

hih daripada 
Kementerian 
Kesihatan dan 
pihak berkua-
sa sahaja.

“Saya mohon jika men-
dapat maklumat berkaitan 
wabak koronavirus yang 
tular di media sosial ter-
masuk aplikasi WhatsApp 
tidak dipanjangkan kepada 
kumpulan lain jika sumber 
maklumat itu tidak diketa-
hui,”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di sini semalam.

Menurutnya, orang ra-
mai juga disaran menge-
lakkan perjalanan ke Chi-
na jika tiada keperluan 
selain tidak mengunjungi 
tempat sesak.

“Sentiasa amalkan ke-
bersihan diri dengan mem-
basuh tangan mengguna-
kan sabun atau antiseptik 
terutama jika ke tempat 
awam atau mengunjungi 
hospital.

“ J i k a 
menga lami 
batuk dan se-
lesema, pakai-
lah topeng 

muka dengan betul. Surgi-
cal mask tidak boleh 
menghalang virus di uda-
ra daripada tersedut ke 
saluran pernafasan tetapi 
boleh menghalang 
semburan ceca-
ir dari mulut 
dan hidung 
kita tersem-
bur ke uda-
ra,” katanya.

Katanya, 
amalan itu 
untuk men-
cegah se-
b a r a n 
s e -

pada
mber 
keta-
satu 

alam.
g ra-
nge-
Chi-
luan 
ungi 

n ke-
mem-
una-
eptik 
mpat 
ungi 

boleh menghalang 
semburan ceca-
ir dari mulut 
dan hidung 
kita tersem-
bur ke uda-
ra,” katanya.

Katanya, 
amalan itu 
untuk men-
cegah se-
b a r a n 
s e -

gala kuman dan virus dari 
saluran pernafasan.

Kementerian Kesiha-
tan semalam mengesahkan 
menerima laporan berhu-
bung seorang warga China 
yang bekerja di Bintulu, 
Sarawak disyaki dijangkiti 
koronavirus menjadikan 
jumlah dirawat di hospital 

dalam negara adalah 
lima orang.

Menterinya, 
Datuk Seri Dr 
Dzulkefly Ahmad 
berkata, individu 
tersebut sedang 

dikuarantin di 
Hospital Bin-

tulu.

ANCAMAN 
KORONAVIRUS 

DI CHINA

DR SITI MARI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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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duduk resah babi hutan rosakkan tanaman
SUNGAI BESAR - Pen-
duduk Kampung Parit 1 
Barat dan Sungai Lias di 
sini resah berikutan 
kumpulan babi hutan 
yang memasuki kawasan 
kampung sejak tiga ta-
hun lalu dan merosak-
kan tanaman. 

Seorang penduduk, 
Rahim Hassan, 61, ber-
kata, tanaman seperti 
ubi, pisang, anak pokok 
kelapa dan tebu dirosak-
kan sehingga mengaki-
batkan kerugian. 

Menurutnya, haiwan 
itu juga boleh mengan-
cam keselamatan pendu-
duk jika keadaan itu di-
biarkan berterusan.

“Penduduk buntu 
memikirkan kerugian 
yang terpaksa mereka 
tanggung. Mereka ta-
nam pokok hari ini teta-
pi musnah keesokan-
nya,” katanya ketika 
ditemui di sini semalam. 

Pengerusi Majlis 
Pengurusan Komuniti 
Kampung (MPKK) 
Kampung Parit 1 Barat, 
Mohamad Baharin 
Hamid berkata, kumpul-
an babi hutan itu kerap 
dilihat keluar dari kawa-

Ancaman babi hutan yang merosakkan tanaman penduduk Kampung Parit 1 Barat dan Sungai Lias.

san hutan pada lewat 
petang. 

Katanya, sebahagian 
penduduk terpaksa me-
ngeluarkan kos mema-
sang pagar bagi mena-
ngani masalah tersebut.

“Kami juga mema-
sang perangkap untuk 
menghalang haiwan da-
ripada menceroboh ma-
suk ke kampung namun 

usaha itu kurang berha-
sil,” katanya. 

Mohamad Baharin 
berkata, aduan turut di-
buat kepada Jabatan Per-
lindungan Hidupan Liar 
dan Taman Negara (Per-
hilitan) dan operasi yang 
dilakukan dibantu pen-
duduk dapat mengu-
rangkan masalah ini. 

Sementara itu, Perhi-

litan Selangor dalam 
kenyataannya berkata, 
pihaknya telah berjumpa 
dengan penduduk kam-
pung untuk tindakan 
lanjut. 

“Kawasan tersebut 
memang kawasan kon-
flik manusia dan hidu-
pan liar. Kami sudah 
memasang perangkap 
sebelum ini,” katanya.

Headline Penduduk resah babi hutan rosakkan tanaman
MediaTitle Sinar Harian
Date 28 Jan 2020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Nasional Circulation 140,000
Page No 29 Readership 420,000
Language Malay ArticleSize 296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6,275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18,826



与ii■州议长黄瑞林举办2020新春媒体 

3宴，吸引约150名媒体工作者出 

席，借此答谢媒体人员在过去一年的辛 

劳付出。

黄瑞林也是适耕庄区州议员，上述媒 

体宴位於莎阿南雪州议长官邸举办，仅 

开放给中文媒体参加，现场供有各项适 

耕庄的道地美食，让媒体工作者欢庆新

年佳节。

图为中黄瑞林（前排左2)与《中国 

报》同仁，恭祝读者农历新年快乐，前 

排左起为《中国报》雪州滨海区经理关 

金芝、副新闻编辑谢美燕、高级记者郭 

贞黎，後排左起为局纟及记者局志彖、局 

级摄影记者李文源、记者蔡琦淮及高级 

记者刘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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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加影区2020年新春团拜 一

07/02/2020 6.00pm-
(周五，年十四）1〇.3〇pm

BDR SUNGAI LONG (Depan Hong Leong Bank)
双？奚龙（丰降银行前而）

I Mcr i »rn *

■加影区新春团拜将在年十四举办，左6是林金瑛。

(加影27日讯）雪州 
行政议员兼加影区州议 
员许来贤将于2月T曰晚 

上7时，在双溪龙第1区 
商业中心举办新春团 
拜，欢迎加影区居民参 
与。

加影市议员林金瑛 
说，州议员举办新春团 
拜活动，主要希望能増 
添金鼠年吉祥的佳节氛 
围，大会邀请各居民协 
会代表与社团代表参 
与，共度佳节。

她相信，每年的新春 
团拜可加强各社团间的 
关系，主办单位当天为 
出席者准备精彩的表演 
助兴以及各种佳节美 
食，让民众尽兴。

她说，当晚的团拜以 
街头美食为主，大会获 
得当地居民和商家的配

合，为团拜庆典献力，这 
也是团拜的意义。

“当天活动从傍晚6时开 

始，包括由赞助商负责的 
吉祥文化坊，当天也有财 
神爷在现场贺岁。”

她透露，街头美食会在 
晚上T时30分开始，接著 

有迎春联欢晚会表演，拉 
曼大学学生呈献廿四节令 
鼓、Jenzstyle学生热舞、 

双溪龙华小合唱、传统舞

蹈、Astro歌手演唱新年经 
血等。

^她预计团拜将吸引约 
2000人参与，也对商家为 

幸运抽奖环节赞助丰厚礼 
物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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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许多住宅花园的路 
边，总会出现一些有顶泊车位，有些地面 

甚至铺上洋灰，被打造成私人车库的模样。
这些“私人车库”一般是建在平地的沟渠 

上，或者草场边，通常公众看到这种违例建 
筑，都不敢把车泊过去，免得引起口角。

其实，这些都是霸占政府地的行为，无论霸 
占多少年，该地段都不会自动被私人化，地方 
政府或土地局绝对有权限将之拆除。

曰前，士拉央市议会也就上述问题，拉大队 
到万挠公主湖城展开拆除行动，将未获批准建 
造的小型车库拆除。

这是一个警惕的举动，也许有些公众会认为地方政府太 
严厉，连没有阻碍交通的违例建筑都不给予通融，但是我 
国是法治社会，遵守法律是每个人基本责任。

现在不是远古时代，不是霸回来的东西就属于自己，如 
果每个人看到有空地，都霸占这里、霸占那里，那么土地 
权限的规划还有什么意义？

希望涉及霸占土地做私人车库或违例建筑的人士，当接 
到有关当局的拆除指示，请乖乖遵守，免得负上更大的法 
律责任。

目
無
法
紀
得
付
代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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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干名网咖业者申诉地方政百般刁难；难以获得7營业 

执照的无奈r更怀疑执法组有本身的关键绩效指标需达' 
标，因此频密取缔及发出1000令吉的罚单。S

雪150網咖禁更爾SH
500員工恐失業

(吉隆坡27曰讯）雪隆网络工商会主席王膺豪披露， 

受到地方政府对网咖实施苛政及诸多习难，雪兰莪州内 

估计有约150间网咖会于今年内无法更新执照，料将造成 

500名网咖员工失业。

他指出，从2018年12月至今，已经 

有超过50家分布在加影、八打灵县和 

雪邦地方政府管辖下的网咖，因在更 

新营业执照期间接获超过3张罚单，被 

拒绝更新2019年度执照。

“网咖营业执照期限是一年，申请 

者必须经过警方和消防局的审批才能 

更新执照，各别地方政府每年还会实 
施不同处理程序，让人难以适从。” 

雪隆网络工商会及雪隆电竞企业协 

会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指出，加影市议 
会于去年开始，把一年的执照期改为6

个月，同时要求业者签署保证协议才 

能更新营业执照；尽管有些业者符合 

全部条件，可是提呈申请至今超过9个 

月仍未获批执照。

接逾3次罚单没收抵押金

“在申请期间，我们依然必须支付 

店租与日常营运开销，但却因‘无 

牌’营业，无时无刻面对被取缔、封 

店及接罚单的风险，每天饱受精神折 
庭 ’，PS 〇

王膺豪表示，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和

雪邦市议会更分别于去年10月及11月 
通知业者，若接获超过3次罚单，网咖 

业者将被撤销执照及没收高达5000令 

吉的抵押金，一旦地方政府严格执行 

这些新令，网咖业者恐怕未等到执照 

更新就已关门大吉。

联合声明中也提及，雪隆一带近两 

年来已有超过100间网咖先后倒闭， 

只因业者除了面对手机游戏的竞争， 
而马帀汇率下跌促使他们必须投资更 

多金钱来提升电脑器材，以应对5G网 

速及电竞时代。

“我们也得面对嘛嘛档和咖啡店无 

限量免费高网速给顾客的竞争，造成 

网咖生意雪上加霜。”

随着全球经济受中美贸易战冲击， 

整体经济成长料放缓，国人消费力也 

因随之衰退，国内多家霸市也纷纷宣 

布关闭或撤资之际，雪隆网络工商会 

盼望新政府，能突破“以债养债”困 

境，加速推行《2030年共享繁荣愿 

景》协助小商家，避免市场消费情绪 
持续恶化。（LMY)

■王志强（雪隆 

网络工商会服务 
中心主任）： 

如今地方政府所 

制订的条规已不 

符合现代社会需 

求，盼望政府能 
重新检讨。

■吴国强（雪 

隆电竞企业协 

会理事）：电 

竞游戏是健康 

活动，政府不 

应把网咖营业 

执照列为娱乐 
级别及打压。

■达勿斯（加影网 

咖业者）：我们经 

营的^健康的网 

咖，不卖烟酒、没 

黑镜、没赌博、自 

费主办比赛及赞助 

电竞选手参加国际 
赛事，不应被当成 

罪犯。

網咖支持發展電競業

盼大臣部長援手
■吴嘉辉 

(蒲种 
网咖业 

者）：在 
梳邦市议 

会申请网 

咖执照需 

先呈建议 

计划书， 
执照部门 

需50至100天或以上审批，
1但在申请期间却必须支付店 

租与日常营运开销，更因 

“无牌”营业面对被取缔、 

封店及接罚单的风险，饱受 
精神折磨。

隆电竞企业协会财政 

€陈松俊指出，财政部 
每年都拨款千万令吉，联 

合青年及体育部大力支持 
电竞行业发展，甚至推出 

电竞大蓝图，可是，不卖 

烟酒、没黑镜、没赌博， 

甚至还自费主办比赛与赞 

助电竞选手参加国际赛事 
的网咖，却一再被地方政 

府刁难，让人深感无奈。

"把网咖列为需要符合 

苛刻条件的娱乐级别行

业，并向网咖业者展开取 

消营业执照行动，使得甚 

至已经营超过10年的业主 

大受影响。”

他认为，如果地方政府 

强行落实种种新条例，许 

多业者将因走投无路而选 

择关门大吉，雪隆约500 

名网咖职员届时将面对失 

业风险，低阶职员将面对 

失业及重新寻找工作的挑 

战，对他们困苦的家庭无 

疑是雪上加霜，对国家经

济收益造成影响。

雪隆电竞企业协会希望 

雪州大臣、财政部长、青 
年及体育部长和通讯及多 

媒体部长等能协助他们， 

共同为我国的电竞行业做 

出长远及有利的规划。

另外，雪隆网络公工商 

会法律顾问陈建升说，我 

国目前并未对通讯应用程 

式、手机游戏，以及在公 

共场所提供免费无线网络 

服务的业者做出管制，但 
却对网咖实施苛政；尽管 

良心网咖业者用心经营， 

遵守种种条规，却依然遭 

到地方政府的诸多习难甚 

至撤销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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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百乐镇区州议员到荅吉里区国会议员，再擢升为能源科艺 

、及环境部长，杨美盈一直都是一颗亮眼的政治明星，而 
随著她在去年3月“嫁入豪门"，成为我国房地产及种植业财团 

——丨0丨集团的媳妇后，许多人更对她‘‘豪门媳妇”的生活充满好 

奇，但杨美盈却以平淡的语气告诉大家，这个大家庭的生活并不 

如大家所想像的“庭院深深”，他们如一般的家庭，生活很简单， 

也没有多多规矩。

今年首度以“新媳妇”身份过农历新年的杨美盈说，虽然是新媳 

妇，但因为其家翁丹斯里李深静去年刚离世，家里今年也不会庆祝 

舂节，而是平淡的度过。

杨美盈向《光明日报》拜年时如此披露。她说，因为如此，她今 
年也不会派发红包和收红包。

按照一般华裔的风俗，新媳妇入门的第一个新年必须派双红包。
“我今年过年不会派红包，不过，在出席官方或公众活动，我 

还是会派的，只是亲属之间的红包今年就从缺，但明年我一定会 

派〇 ”

对于嫁入豪门的生活，杨美盈笑说，其实夫家的家庭生活非常简 

单，与她身的原生家庭差不多。“我感觉就与我自己的家庭差不 

多，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她说，夫家的人都很好，而她是与家婆一起住，家婆也是非常好 

相处的人，所以问题不大。”

需时间适应大家庭

‘‘当然，为人媳妇，要融入一个大家庭，还是要时间适应。”

不过，杨美盈强调，她其实是因为之前单身太久了，所以现在要 

在一个大家庭生活，确实要一点时间去适应，但她会慢慢习惯的。

怀有7个月身孕的杨美盈，体态丰盈却不拥肿，而且气色非常 

好。她说，这主要是因为怀孕以来，她都没有太多的孕状，就连孕 
妇怀孕首3个月会出现的孕吐，她也幸运的没有经历过。

"只是现在迈入后期才比较辛苦，因为血压偏低，而且随著肚子 

日益膨胀，现在睡觉也比较困难。n
对于有计划生多少个孩子，杨美盈笑说："一切随缘吧！我已经 

37岁了呀。”

询及鼠宝宝性别，杨美盈始终不透露一丁点的口风，她说，不管 

是男是女，都是开心的事。

杨美盈去年结婚后，因为夫婿李耀升家族身世显赫，一度传出杨 

美盈因为有了 "大靠山”，将辞职不干的消息，对此，杨美盈 

打哈哈的说，她也有听到过类似的传言，但这一切也仅止于 

传言。 0
不过，她也表示，在政治上，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即便是下星期会发生什么事也没有人知道，所以她也 

无法告诉大家下一步会怎样。 %

她说，重要的是，现在在这个职位上就全力以 

赴，尽力兑现承诺。

“希盟的确许下了很多承诺，而不少承诺也经兑 

现。在内阁中，我看到大家都有诚意要兑现这些承诺，但因为资 

源和时间的问题，有些承诺现阶段无法兑现，但大家都在尽力达 

成〇 ”

对于身为部长，如何与身在企业界的丈夫

门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且重要的 

是，她对任何的投诉都秉公处理，

污染问题，有人投诉与其夫家有关，她则依 

法交由执法当局去调查，而调查结果证明一

m 从反对党议员到执政党议员，并且出任政府高官，希盟政府 

的4位女正副部长，包括单身贵族郭素沁、第一年在夫家过年的新

嫁娘杨美盈；和印畓丈夫相守12年的杨巧双，以及育有3名孩子的张念 

群，会以怎样的形式迎接2020金鼠年，且看她们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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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名女儿的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 

杨巧双，过年最头痛的就是排队买肉干。

她说，这是因为自参政，成为国、州议员以来，她 

每年过年前夕都非常忙碌，活动一箩箩，等到她要张 

罗新年事务时，却处处是办年货的人龙。.
“我每年新年其实没有办什么年货，主要是送些肉 

干给我的舅舅、阿姨等，但那个时刻，肉干档前都是 

长长的人龙。”

看到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龙，没有耐心也没有时间 

的杨巧双绕道就走。“我每次新年前，就是在肉干档 

间穿梭，驾车在住家附近兜圈，看哪一家的肉干档行 

的人龙最短，就选择在哪家买。”

在家吃团圆饭更有意义

杨巧双是印裔家庭媳妇经众所周知，而过去家公家 

婆尚在世时，农历新年她也一般不用为夫家张罗年 

货，都是为娘家这一边忙。

“我母亲的家庭蛮大的，很多舅舅、姨姨，所以我 

都得给他们送礼，肉干就是我每年的送礼佳品。’’

谈及新年团圆饭，杨巧双说，他们过去都是在外面 

吃团圆饭，可是去年开始，改回家里吃。“我们亲朋 

戚友，大家一人煮一样菜，以‘potluck’的方式带到 

妈妈家团圆。”

她说，这种团圆方式比外出用餐更有意义。"你知 

道啦，餐馆吃团圆饭都是限定2个小时，每次大家都 

是匆匆忙忙的吃饱就要离开，连想好好谈话的机会都 

没有，更说不上团圆。”

她说，妈妈的家庭大且传统，除了年初一吃素之 
外，初二、初三等都会以这个方式过年，大家可以好 

好吃，好好聊天。

至于她在团圆餐桌上的贡献，她哈哈大笑的说，她 

最拿手的就是买现成的肯德基家乡鸡和沙爹。

煮这一道莱吧？”在感叹英雄无 

用武之地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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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未嫁的原产业部长郭素沁在 

听到记者询问她如何过年时，马上打 
哈哈的回问：“怎样，你是不是认为我没有 

嫁人，所以会孤孤单单过年？”

向来给人大笑姑婆形象的郭素沁接著说， 

不用担心，新年假期她还是有去处的。"我 

会回家和家人吃团圆饭，我也会趁著新年好 

好去伸展和运动，_样可以过得很充实。”

她还透露，父亲是厨艺高超的"煮手”。 

每年过年都会为家人煮上非常丰盛的团圆饭 

庆新年。

她说，也因为有一位高手在家中，厨艺一 

般的她只是"坐享美食”。
"过年的厨房主要是我爸妈的天下，他们 

两人一手一脚就可以煮出满足全家人味蕾的 
‘九大簋’，我只是偶尔从旁协助而已。”

推介家人用红棕油煮菜

积极提倡民众喝红棕榈油的郭素沁说，她 
也推介家人饮用及使用红棕榈油煮菜，并且 

也带了不少的红棕榈油回家，但不确定父母 

是否所有的烹煮都以红棕榈油为主。
农历新年对于郭素沁而言也是难得的休假 

曰，所以向来有跑步习惯的她更会趁机去多 

跑几个圈。
“农历新年期间，吉隆坡难得宁静，武吉 

加里尔公园也是人少少，跑起来也心广神 

怡，所以新年期间我还是会起个大早去跑 

步，然后梳洗后再去父母家，以及到亲友家 

去拜年。”

她说，对她而言，过年可以让她放慢脚 

步，休闲过数天假期的好时机。

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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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家庭事业
德>@廖佩盈 

杨初猛
W头忙幡W部副部长 

张念群，跨入鼠年如何应付工作与生活 

压力，尤其许多争议性教育课题，过年 

期间该如何应对亲友的“灵魂拷问"？ 

张念群吐出六字真言：“既来之，则安 

之” 〇
“这已经是日常的一部分，无论出去 

见到谁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问题， 

关于工作上或政治上的；但如果可以的 

话，我希望私人的时间不要谈太多工作 

上的事情。“
不过，她理解，亲朋戚友肯定会问， 

毕竟大家一年才见几次，无论是国家课 

题或政治课题都会拿出来问，这是没有 

办法避免的，抱持平常心回应就好，幸 

而亲友们都是理性派的，大家都和气讨 

论，不会有针锋相对的情况出现。

张念群私下是个“佛系”妈妈？！张 

念群笑言，她在农历新年没有办年货和 

送礼的习惯，都城的家中没有装饰、年

饼，今年更是忙得没有时间为三个孩子 

置办新衣，她随即指了指自己，再晃一 

晃朴素的十指，表示她连一套新衣都没 

有买，遑论抽空上发廊理发和做美甲。

春节休假时间留给家人

不过，“孑然一身”过年的她丝毫不 

感委屈，反而语带潇洒说，只要把自己 

带回家乡过年就好。

张念群接受《光明日报》访问时指 

出，她与先生都是荅株巴辖人，因此每 
年的新年都在家乡度过，她坚持把这几 

天春节休假的时间都留给家人，尽量推 
辞工作上的邀约应酬。

“我基本上（过年）没有什么准备 

的，因为我们都在家乡过年，所以隆市 
的住处什么都没买，家里连一箱柑都没 

有；至于在家乡，家婆都已经提前办好 
了所有年货，我们一般不送礼，而是选 

择包红包给家中长辈。”

她说，自己忙得没时间带孩子去置办 
新衣和理发，不过去年杪与家人到台湾

旅游时，已为老大和老二各买了一套新 

衣，至于老三的新衣则从缺，幸好暖心 

的家婆也为三个孩子各添购了一套衣 

服，让他们不至于穿旧衣过年。

“孩子的爸爸负责带他们到理发店剪 

发，我没有参与到。”
张念群也是柔佛州古来区国会议员； 

她表示，她在年二十九结束古来选区的 

活动后才正式收工回乡，若时间允许的 

话再带孩子们到商场添购新衣，有看见 

锺意的就顺便为自己买套衣服应节，语 

气间充满了 "一切随缘”的佛系态度， 

让人莞尔。

她的佛系可不仅此而已，相较起其他 
对家中小孩饮食严格控管，甚至在过年 

期间罗列种种条规禁止亲友们随意喂食 

的妈妈，张念群却是采取放养政策，认 

为一年一次应该让孩子尽兴，吃年饼、 

喝汽水都不会特别阻止或限制。

“当然，平常的话肯定会控制他们的 

饮食，只是新年的时候就让他们尽情 

玩，让大家开心。” (LMY)

家婆開明可謂最幸福媳婦
+人媳妇，春节回到夫家帮忙 

打扫、烧饭是标准作业程 
序，但这些都不必张念群操心，因 

为家婆新年前已经完成大扫除的工 

作，她回家只需要帮忙挂点新舂装 
饰和春联，至于团圆饭则是到餐馆 

吃，可谓是最幸福的媳釣。

她透露，家婆是个很开明、摩登 

的人，除夕夜的团圆饭都不会选择

新教長方向明確 
提升英文數理
A相敦马哈迪如今成为代教育部长，对于自 

目己的新上司，张念群披露，敦马毕竟是首 

相，很难预期他能每天抽空坐下和自己开会或商 

讨问题，不过在他上任的一个星期里，双方就见 

了三次面。

她说，敦马的方向很明确，就是希望看到英 

文和数理这方面得到提升，因为这才能确保 

我们的小孩有竞争力。
她表示，2020年的工作方向和展望主要 

是著重在提高教师的英语水平，部门将 
要求中小学英文老师参与英文水准鉴定 

考试，他们必须在欧洲语言共同参考 

框架（CEFR )下达到至少C1水平。

“我们要了解我们英文老师的 

水平，看看有多少人达标，不 
达标的老师我们就会安排他 

们进行培训，确保学校的 
教学水平能够提升。”

另外，张念群说，取 

代考试的课堂评估制度 

也要改善，去年是著 

重在语文科的教学评 
估，今年将会针对数 

理科教学，部门会 

安排相关课程给老 

师，让老师们能 

够与时并进。

在家里折腾，而是直接到餐馆解 

决，反观自己娘家则还保留著在家 

里吃团圆饭的传统，而每年都是由 

她的大嫂一手操持煮出一桌子菜 

肴，同为媳妇却是两幅不同的光 

景，套一句时下年轻人的潮语"没 

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样的天降 

福分让张念群也略感不好意思的笑 

了笑。

询及她心中最能代表"年 

味”的一道美食，张念群认为是 
妈妈煎的年糕，这是只有在过年 

期间妈妈才会动手做的一道好滋 

味。

“因为现在很多年饼其实也不 

一定要过年才能吃到，平时也 

能买到，唯有年糕，真的很难 
在平时吃到，要找到好吃的更 

难，我妈妈会在过年的时候买 
年糕回来煎，非常好吃。”

任副部長表現由人民打分
念群坦言，她不会为自己打分数，交由人民去为自己打分，纵观 

过去一年半担任副部长的表现，当中有挫折也有成就感，但整体 

而言，正面的收获比较多。

她说，去年开始，师资更制度化和系统性的处理，即在师范学院增加 
给华小的名额，同时在聘请临教提供“福利配套”，让受训三年的临教 

能够转为正式教员，把师资空缺填满，不再像以往采取头痛医头、脚痛 

医脚的应对措施，长远解决华小师资不足的问题。

此外，教育部也采取制度化的增建华小，今年和明年都各别有三所新 

的华小启用，增建华小不再只是大选才能听到的“好消息”，这些都是 
过去一年半的努力。

不过，她也面对著种种的挑战，太多有心人士企图操作种族情绪，很 

多课题从种族角度延伸引发恶意和中伤，这是新政府接下来需要慎重处 

理的挑战。

张念群表示，自己偶尔会去看网上的负面留言，脱下官服回归生活的 

她一般选择运动缓解压力，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坚持每天走一万步不 
仅减压，也解决去年一直困扰她的肠胃问题，劳逸结合让身体更健康。

擁抱多元才能走得長遠
A及与华社的关系是否陷入僵局，张念群回应，在爪夷文的课题上 

的确还没有办法皆大欢喜，但政府没有回避，且一直在尝试解释 

为何它（爪夷字）不会是一个缺口，希望作为马来西亚一份子的大家可 

以去了解国语的这一部分，这不应该成为一个大课题。

“我永远带著开放的态度去与大家做交流和沟通，当然很多时候我们 

有不同的意见和立场，但是至少保持一个互相开放对话的空间。”

她语重心长指出，马来西亚在过去的日子面对很多的挑战，尤其在种 

族关系方面，为此她希望大家能够做到拥抱多元。

“作为马来西亚_份子，要走的更远不在于门关的多紧，而是在于我 

们在外面能够交到更多的朋友，唯有拥抱多元才能确保未来的路走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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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更新執照徵手續費
„ (八打灵再也27日讯）持有 

贸易执照(lesen tred )、微 

型企业执照 (lesen usahawan 

mikro )的人士，若没有于 

2019年12月31日前更新2020年 

执照，而是迟至今年3月31日 

更新，将会被八打灵再也 

希政厅额外征收50令吉的手续 

费，而6月30日之前更新者则 

会被征收300令吉手续费。 ■在沙尤迪的见证下，佐哈里（左起）移交职权给新任副市长哈嘉 

阿兹林达；右为莎丽巴。•

八打灵再也市长拿督沙尤迪日前在 
Ia打灵再也市政厅常月会议时说，执 

照持有者若6月3〇日之后荜没有更新 

执照，有关执照将会被撤销。

他说，户外广告活动执照拥有者， 
于4月至6月更新执照时，将会额外征 

收执照费的1 %做为处理费，而7月至 

9月期间更新的处理费则是征收执照费 

的2%，若到了 10月之后还不更新执 

照，便将面对法律行动。

‘‘市政厅从去年10月1日至12月31

日，在4万零924个执照活动中，已处 

了理3万8058张执照，更新商业执照 

的商业还有4407个。•”

“在已更新的2020年执照中，商业 

活动占93%，小贩则占83.3%。"

灵北最多人没更新

沙尤迪说，纪录显示，八打灵再 

也北区（PJU )是最多商家没有更 

新执照的地区，占46.7% ; SS区占 

24.2% ;而八打灵再也南区（PJS )

则占12.8%。他强调，市政厅将会确 

保精明与廉洁使用财政预算案的拨 

款，只需为市民提供全面的服务。

他透露，市政厅的2020年财政预算 

案将优先著重提升设施，以及仍未完 

成的项目。

另外，在沙尤迪和副秘书莎丽巴见 

证下，1月2日获调任为八打灵县土地 

局官员的八打灵再也副市长佐哈里， 

曰前正式移交职权给新任副市长哈嘉 

阿兹林达。（LM丫）

打灵再也市政厅及雪兰莪投资促进机构， 

7 \将于2月1日（周六）下午6时30分，在第 

52区东路的八打灵再也广场（Dataran Petaling 
Jaya )主办雪兰莪州农历新年开放门户，借以 

促进多元种族之间的团结与互相了解各族的文 

化0
联办单位呼吁民众善用公共交通工具到会场 

参与活动，包括轻快铁、免费乘搭的八打灵再 

也城市巴士（ PJ City Bus )，4条川行的路线 

分别为PJ01 (美丹花园一马大医疗中心）、 

PJ02 (再也花园轻快铁站一SS2 )、PJ03 (幸 

福花园轻快铁站一SS古一Kelana Park View )及 

PJ04 (幸福花园轻快铁站一双溪威一SS2 )。

市政厅执法组和警方届时将会站岗维持交通 

秩序。
另外，市政厅将于2月8日（周六）在第10区 

的再也花园湖泊主办元宵节活动，2月10日（周 

—■)主办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农历新年开放门 

户，届时也将为SS2有盖巴刹举行开幕仪式。

民眾可通過WhatsApp投訴
+方便民众投诉，八打 

灵再也市政厅子1月3 

曰推出利用手机通讯软件 
WhatsApp进行的投诉管道， 

投诉电话号码为011-1201 

7914°

八打灵再也市长沙尤迪 

说，市民可以向市政厅反映 

发生在八打灵再也区的相关 

问题，如设施损坏、垃圾、 

流浪狗。

投诉者必须提供完整资 

料，包括全名、身分证号 

码、电话号码、投诉者地 

址、详细投诉内容与投诉问 

题的地点。投诉者在发送投 

诉后，将会接获自动发送的

信息。

市政厅将于周一至周五 
(公共假期除外）上午8 

时至下午5时，处理来自 

WhatsApp的投诉。

任何缺乏详细资料的投 
诉，都会导致无法更进一步 
处理c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的 

其它投诉管道包括电邮 
(aduan@mbpj.gov.my) ' 

热线（03-7954 2020) ' 传 

真(03-7955 1804) 脸书 

(mbpjaduan ) '线上网 

站（https://embpj.mbpj. 

gov.my )或手机应用程式 

(eAduan MBPJ )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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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祥：國陣不能承認統考 張秀芬

1PM不允相文單科
(吉隆坡27日讯）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家祥透露，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SPM) 

不允许只考国文单科，以致华文独中统考在国阵执政时期迟迟不能获得政府承认。

针

請果題交4黨黨魁敦馬化解劣勢
对首相交棒课题，魏家祥说，马哈迪将"球”踢给希盟4党的党魁，把本身 

的处境从劣势转为优势，不愧是老练的政治人物。
早前，马哈迪说，如果希盟4党的最高领导人要他交棒，他马上就可以退下，不 

用等到5月。

維護憲法精神大原則可與任何黨合作
家祥说，维护《联邦宪法》精神 

劣％及捍卫多元的价值，是马华的大 

原则，只要不违反这个底线，任何反对 

党，包括伊斯兰党和东马的政党，要跟 
国阵合作都不成问题。

他说，自创党以来，无论是在朝或在 
野，马华都坚持维护《联邦宪法》精神 

及捍卫多元的价值的政治路线。

“只要没有破坏这个大原则，任何人 

民的议题，我们都可以合作。”
他指出，马华已经告诉巫统和伊斯兰 

党，只要他们的合作是付诸于单一宗教 

或种族，对宪政体制带来威胁，马华就 

必须保护这个底线，并且会毫不犹豫的 

作坚定的表态。

对于国阵现在只剩下3个成员党，即 
巫统、马华和国大党，而不再是过去的 

14个成员党，魏家祥认为，过去的成员 

党阵容过于臃肿，现在的阵容商讨议题 

时，更能直截了当。

他强调，现在的国阵已不再是巫统说 

了就算，而是需要注入多元和推崇中

庸。
此外，魏家祥认为，国阵不单是3大 

种族的政党联盟，东马也应该有一些伙 

伴，一起并肩作战。

他说，在现有的国阵框架下，马华跟 
巫统和国大党可无所不谈，他希望国阵 

可以吸取过去的教训，并以谦虚的态度 

重新出发。
他认为，马华、巫统和国大党都必须 

自我检讨，包括需要制止党领袖和党员 

发表敏感的言论。

针对囯阵会否接受其他政党加入国 

阵，包括伊斯兰党这问题，魏家祥斩钉 

截铁说，伊斯兰党是不会加入巫统，外 
界可以放心。

他说，今天巫统跟伊斯兰党的合作， 

就好像以前民联3党的合作，没有注册 

为联盟或政党，只是对一些议题达成共 

识。

他称，现在马华的任务是要扮演好制 

衡和监督的角色，未来会不会跟其他政 

党合作的问题，就留到以后才谈。

他是在接受中文媒体联访时，针对前 

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廖中莱曾说过，如 

果不是改朝换代，国阵政府早就已经承 

认统考；而前教育部副部长兼马华总秘 

书拿督张盛闻也曾透露，承认统考在第 
14届大选前只剩"最后一里路”，所 

指的“最后一里路”是什么时候，如此 

回应。

他指出，除非希盟政府允许统考生在 
SPM考试中只考国文单科就可以拿到 

SPM文凭，并以其作为进入本地国立 
大学的条件之一，否则在现有的体制

下，希盟政府是根本做不到承认统考。

修改体制恐引马来社会反弹
"如果希盟政府愿意修改现有的体 

制，就会引发马来社会反弹的问题，再 

说，又有哪所中学可以允许SPM考试 
只考国文单科呢？”

他说，独中生如今若要进入本地国立 

大学，除了 SPM国文科必须优等，历 

史科也必须及格。

对于雪兰莪州政府承认统考一事，魏 

家祥直言，这就好像私立大学承认统考

—样，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根本不算 

是承认统考。

“只要凭著统考文凭就能进入本地国 

立大学深造以及到政府部门工作，这才 

算是承认统考。”

魏家祥曾担任教育部副部长；他说， 
他从2000年就代表马华在第二国家经 

济理事会讨论教育议题，所以他知道官 

员的思路。

他说，承认统考对华社来说是情感上 

的需要，华社不能接受政府以特别考试 

来作为承认统考的条件。（LMY)

■魏家祥：除了有亲和力、接地气和获得人民青睐，语言的掌握是马华未 

来遴选候选人的主要考量。

對敦馬承認統考持保留態度
■首相敦马哈迪暂代教育部长职务，是否有助于希盟政府承认统考？魏家祥秉 

持谨慎保留的态度。

魏家祥指出，时任教育部长马哈迪曾于1975年拒绝统考，45年后的今天，马哈 

迪成为暂代教育部长，又要再度面对同样的组织，即董教总。此时此刻，马哈迪 

对承认统考的课题会不会改变当年的立场，这是非常关键。
"从马哈迪这2年来的谈话，我似乎看不到，也感觉不到他（马哈迪）会有180 

度的转变。”
他说，虽然希盟的竞选宣言清楚列明会承认统考，但马哈迪却说，解决国内各 

族贫富鸿沟重要于承认统考，而且马哈迪还说，承认统考要顾及马来人的感受。

在魏家祥眼中，马哈迪是独揽大权的人，不是三言两语就可轻易打动的，因 

此，他认为，在承认统考的课题上，马哈迪跟华教人士的对话空间不会太大。

他也提到，马哈迪早前对董总的指责，依然言犹在耳，以马哈迪的思维和做 

法，看不到他对华教表露善意，所以华教人士在承认统考课题上，必须做好心理 

准备。

要臝回民心

巫統須推出中庸領袖

魏

■魏家祥在新年前接受中文媒体联访。

询

未協商國陣大選議席分配
及国阵3党是否已经对来届大选议席分配进行协商时，魏家祥说 

还没，但是他已经跟党数名中央领袖做全面的布局。

他说，对国阵来说，最重要的是赢回政权或赢得更多的议席，这 

是国阵在来届大选的目标。
他强调，国阵3党会坦诚布公来谈议席分配的事，避免发生争地盘 

伤感情的事，导致输掉议席。

民政党在未退出国阵之前，曾经跟马华推出“团结势更强”的口 

号，如今人事已非，民政党在丹绒比艾国席补选派出候选人，跟马 

华希盟候选人上演三角战。魏家祥说，马华在丹绒比艾补选的目标 

是对准希盟政府，可是民政党却把枪□对准马华，让他无法理解。

他透露，他跟民政党主席拿督刘华才是好朋友，每次遇到对方， 

对方都会问他一样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坐下来喝茶”，他 
都会回答说"任何时候都可以”。

他说，马华和民政党不是世仇，很难说有一天两党会坐下来讨论 

选区的事宜。

2021年砂州選

有需要可助選GPS
年砂拉越州选举，马华会扮演什 
I么角色？魏家祥说，如果砂拉越 

政党联盟（GPS)认为马华可以帮上忙，马华 
会义不容辞帮忙助选。

他指出，在很多议题上，马华在国会跟砂拉 
越政党联盟持有相同的立场，因此站在反对党 

的角度来说，马华是可以给予砂拉越政党联盟 

配合。
他说，马华也可以到砂拉越州学习和交换意 

见，究竟希盟会在来届大选会使用怎样的选 

战。
有关马华中央代表大会顺利修改党章，正式 

接纳16岁或以上的非华裔申请成为附属党员。

对此，魏家祥披露，目前已有各领域的非华裔 
要加入马华，党正在著手处理这项工作。

他说，党要注入多元的声咅，以便在看待议 
题上可以更加全面。

家祥认为，巫统当务之急要推出令人期待、中 

>庸及高瞻远瞩的领袖，才能赢回民心，这是马 

华对巫统的期许。

他说，不仅是中央，州属也需要，这是巫统的最 

大挑战。

"巫统知道自己不是执政党，所以他们也非常珍 
惜马华和国大党。”

他指出，过去在一年多在国会，巫统的议员给予 

他很大的尊重。他自嘲可能是物以稀为贵，大家更 

加珍惜，认为应该让更多多元的声音在国会发声。

“我们要给人感觉马华不仅在华人区有影响，马 

来区也一样有影响力。”魏家祥说，除了有亲和 

力、接地气和获得人民青睐之外，语言的掌握是马 

华未来遴选候选人的主要考量。
他表示，马华不能要再背著“提拔后就除掉”的 

组织文化，而是需要更多有识之士的人做事。

他坦言，这可能会有_波阵痛，但是在所难免， 

党要确保万古长青，就需要这样做。

數■未甫iHKd匕

不認爲希盟淪一屆政府 

针
对希盟被指没有兑现所有竞选宣言，因而在过

去的数场补选吃败仗，恐怕会成为一届政府的 

民间看法，魏家祥却不这么认为，并以国民党候选 

人韩国瑜在刚落幕的台湾总统选举败选为例子。 
他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韩国瑜在14个月前 

当选高雄市长，士气高 

昂，可是M个月后的总 

统选举却败选。

他形容国民党很像马 

华，都是党龄很高的政 

党，所以不要太过相 

信，希盟输掉丹绒比艾 

国席补选，就会沦为一 

届政府。

“人民的记忆是有限 

的，往往影响选情的是 

大选前政府的施政表 

现，不要把它看成，今 
天就是3年后的政府。’’

■魏家祥说：国阵成 

员党从过去的14个减 

至3个，如今马华、巫 

统和国大党协商问题 

时，更能直截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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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视警告信士拉央市会拆非法停车棚
(吉隆坡27日讯）无视市议会

警告信，士拉央市议会执法组 

决定拉大队拆除非法筑起的有 

盖停车位。

据了解，在万挠公主湖城 

(Bandar Tasik Puleri)的 

Lemhali Hijau，有者在未获得 

市议会的批准下建造小型车 

库，现场有约16个停车位。

十拉央市议会公关小组副 

主任阿末弗兹指出，市议会在 

去年12月已发出警告信给业 

者，而市议会执法组也在木月

23 R出动27名执法官员展开 

拆除行动。

他指出，基于接到居民的

投诉，指有者擅自建起停车 

位，更筑起屋顶市议会将继 

续监督，并会采取严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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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7日讯|隆雪百网咖

不获地方政府更新执照，加上手 

机游戏冲击，500名员工恐失业！ 

雪隆电竞企业协会和雪隆网 

络工商会日前发表联合声明，指这 

两年来雪隆一带已有超过100间网 

咖先后倒闭，此行业时刻面对手机 

游戏的竞争，而马币汇率下跌也使 

他们需投资更多金钱来提升电脑器 

材，以应对5G网速及电竞时代。

「我们也需面对嘛嘛档和咖 

啡店无限量免费高网速给顾客的竞 

争，造成网咖生意雪上加霜。」 

「随著全球经济受中美贸易 

战冲击，整体经济成长料放缓，国

网咖不获更if执照500员工恐失业
人消费力也因随之衰退，国内多家 

霸市也纷纷宣布关闭或撤资之际， 

本会盼望新政府能突破『以债养 

债I困境，加速推行《2030年共享 

繁荣愿景》协助小商家，避免市场 

消费情绪持续恶化。」

雪隆网络公工商会陈建升法 

律顾问则指出，目前我国并未对 

通讯应用程式、手机游戏，以及在 

公共场所提供免费无线网络服务的 

业者做出管制，但却对网咖实施苛 

政。良心网咖业者用心经营，遵守

条规，但依然遭到地方政府的诸多 

刁难甚至撤销营业执照。

该会主席王膺豪表示，从 

2018年12月至今，已经有超过50 

家分布在加影、八打灵和雪邦地 

方政府管辖下的网咖在更新营业 

执照期间接获超过3张罚单，被拒 

绝更新2019年度的执照。估计雪 

州内约150间网咖会在今年内因无 

法更新执照而大受影响，甚至造 

成500名网咖员工失业。

「网咖营业执照期是一年，

申请者必须经过警方和消防局的审 

批才能更新执照；而加影市议会在 

去年开始，便把一年的执照期改为 

6个月，并且要求业者签署保证协 

议才能更新营业执照。尽管有些业 

者符合全部条件，可是提呈申请至 

今超过9个月仍未获执照，让业者 

每天饱受精神折磨。」

此外，他指出，八打灵再也 

市政厅和雪邦市议会更在去年10 

月和11月通知业者，若接获超过 

3次罚单则将被撤销执照和没收高

达5000令吉的抵押金。若地方政 

府严格执行这些新令，网咖业者 

恐怕未等到执照就已关门大吉。

雪隆电竞企业协会财政陈松 

俊则指财政部每年拨款千万令吉， 

联同青体部大力支持电竞行业发 

展，甚至推出电竞大蓝图，但不卖 

烟酒、没黑镜、没赌博、自费举办 

比赛和赞助电竞选手参加国际赛事 

的网咖，却一再面对地方政府的刁 

难，让人深感无奈。

该会希望雪州大臣、财政部 

长、青年及体育部长和通讯部长 

等，能协助他们，共同为我国的电 

竞行业做出长远及有利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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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廉屋新村屋续免门牌税
答都急27日讯|雪州州务

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捎来「农 

历新年礼物」，宣布雪州政府在 

2020年，持续豁免廉价屋及新村 

房屋的门牌税，同时豁免小贩的 

商业执照费，以协助中低阶层人 

民和贩商应对经济不景气挑战！ 

雪州政府是从2016年的财政

预算案开始，首度豁免雪州超过 

数十万间廉价屋、华人新村、马 

来甘榜、渔村及重组村单位的门 

牌税，同时数万张的小贩执照费 

也同样获得豁免。

阿米鲁丁表示，为了推动上 

述福利政策，雪州政府总计承担 

了7060万令吉的费用。

阿米鲁丁是在除夕下午，召 

开一项记者会并发布文告，宣布

州内的最新措施时，如是表示。

此外，阿米鲁丁也指出，雪 

州政府为持续改进，也同意落实 

「100天批准」政策，并从即日起 

正式生效。

他说，这包括土地发展的 

相关申请程序，例如申请发展准 

证（KM )、建筑蓝图和基设蓝图

等；在这之前，这些申请需要耗 

时270天时间，但如今会缩减至 

100天之内完成。「我们相信，此 

举有助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驻雪 

州，成为有利经商的环境。J

「雪兰莪这些年来，致力于 

追求创新的解决方案，以利于州 

内经济获得提升。」

社险机构劝失业者务实找工
麻坡27日讯|社会保险机构 

麻坡分局经理巴迪直言，有一些 

失业者没兴趣工作，即使社险人 

员帮忙他们找工，找到了他们还 

是有借口不要工作。

他希望，求职者要以务实的 

态度来找新工作，不要怀念在被 

裁退之前的职位。

巴迪今日出席社险机构麻 

坡分局主办的农历新年庆祝活动 

上，这么透露。会上约有10名受 

惠者获赠礼篮和各类护理椅子。 

巴迪透露，该机构将派员

到购物场所，向自雇人士解释购 

买社险的重要性，除了金钱的保 

障，还有医药护理器材的援助。

他说，今年该局的主要 

目标是在麻坡和东甲推广自雇

人士社险计划。这些社险计划 

可上网登记和购买，https:// 

matrix.perkeso.gov.my °

「自雇人士保障分4计划， 

每月最低费13令吉10仙，也有每 

月19令吉40仙，36令吉90仙和49 

令吉40仙等，可自由选择。j

巴迪也提到，去年麻坡有

一间霸市停业，因为有失业金措 

施，缓和失业员工的经济困境， 

员工们也很快找到新工作。

上述活动是由民主行动党 

文打烟州议员黄益豪主持开幕， 

他促请自雇人士向社险登记购买 

各类保障计划，以便在发生意外 

后，无法工作时，能获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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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对新闻头条、时势课题有什 

么看法和意见吗？欢迎SMS至 

019 — 8191616, _般收费。

大部份的华裔正副部长（包括下议院副议长倪可敏） 

在电视输流用马来文向华社贺年，最后两三句才用中文。

就算杨巧双中文不标准，大可用自身籍贯的语言，配上中 

文字幕贺年。至於那些马来正、副部长（包括正副首相） 

的马来文贺词，也没有配上中文字幕，导致很多马来文不 
好的华裔长辈都认为，像是在向马来社群贺年多一些。最 

好笑的是，马新社的中文新闻，竟然也没中文字幕。难怪 

人民开始怀疑，政府是否限制官方媒体使用中文发言及安 
排中文字幕。

016-885xxx9、

寓居民极大的折磨与干扰。除了其煤气炉及抽风机极大的 

“轰轰”鸣响与炒煮时锅铲与锅子的碰击声产生的噪音 
外，工作人员的大嗓门谈笑、喊叫，还不时飙脏话，邻近 

居民非关门关窗难以度日。即便如此，并未能将噪音隔 

绝，只能稍微降低而已。希望业主能自制，为他人著想或 

另觅其他较适合的地点营业，还邻近居民安宁，结束对他 

们的折磨。
016-869xxxl <

E■■示涵■憂白勺T 
客不在规定的饮食区吸烟呢？执法单位，你们不知道你们 
办公时间过后，有多少吸烟者在触法吗？二手烟绝对危害 

更广更大，为什么不加快步伐严厉取请？

_ — _ _ ^p-858m3'

有体温检测器！老马居然没打算禁止中国人入境！难道1 

定要等到有大马人民“挂单”，火烧到屁股后，希盟政府 

才懂得紧张？那就只好寄望老马或任何希盟部长能亲身体 

验“不算十分紧急”的武汉肺炎的威力。奉劝你近期别到 

中国，并且停止吃野味！
016-885xxx9

除夕吃完团圆饭，四处悠逛，发现很多咖啡店的店n 
“似关非关”。原来里头还有3、4个顾客已用餐完毕，在 

低头滑手机。店主不好意思赶客，唯有清理好店面，剩下 

旁门未关，暗示顾客“可随时离开”，可惜几个低头族根 

本没离开的意思。新年思想要进步！滑手机可到别处，别 

妨碍店主回家吃团圆饭。
016-8857xxx

(本栏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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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精武華小新舂慶典

友族共慶和樂融融

邻近的淡小 

师生受邀参与新 
春庆典，促进各 

族交流。

(八打灵再也27日讯）八打灵 

精武华小全体师生参与新春庆典活 

动，并邀请邻近的国小及淡小参与 

其盛，使欢腾的场面多了份和谐的 

气息。

'°配合该项迎春活动，校方安排 

-至=年级的学生参加填色、制作 

贺卡及吹梅比赛，而四至六年级的 

学生则参加挥春比赛。

此外，全校教师，包括友族 

教师和行政人员也热烈响应挥春比 

赛，-起体现中华艺术；比赛同时 

也设有家长组、友族家长的参与， 

现场…片和乐融融。

该校也邀请两名书法家张凯 

森及张凯彬到现场挥毫，以行书和 
隶书分别写下“喜辞旧岁，笑迎新 

春”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赢得在场热烈的掌声。

2名书法家张凯森（右）及张凯彬现场 

挥毫。左为校长杨丽珠。

杨丽珠：比赛勿太在乎输赢

该校甫上任的校长杨丽珠在致词 

时叙述了“年兽”的传说，“年兽”长 

年深居海底，每到除夕才爬上岸伤害人 

命；聪明的人们就敲锣打鼓和贴大红纸 

赶走“年兽”，因此才有了贴春联和舞 

狮的传统文化。

与此同时，她也勉励学生参加比赛 

不要太在乎成绩，志在参与的心态最难 

能可贵

吴世峰：把握机会努力学习

另外，新任家协主席吴世峰则在致 

词中表示，他非常高兴能与精武同仁欢 

庆迎春活动，大家仿佛一家人，-起送 

走金猪，迎来灵鼠。

他呼吁学生在新的一年要有新的开

始，把握机会和珍惜时间并努力学习。

家协也赠送红包和年柑给每一个同 

学，以表达关爱与祝福。

该校以醒狮采青表演为团拜掀开序 

幕，同时还有精彩的变脸表演，以及友 

族老师法力司扮演的米奇老鼠吉祥物助 

兴。他同时也为高唱新年歌曲的学生伴 

舞，喜气洋洋的歌舞令现场充满热闹的 

气氛。

捞生环节掀高潮

活动也在新春捞生的环节下把现场 

气氛推至高潮。

出席嘉宾包括八打灵再也区国会 

议员玛丽亚陈、市议员陈德胜、精武华 

小董事长潘斯里孔美群、家协副主席许 

程嘉、家协理事江永安、方丽娟和吴绍 

弘、校友会代表许汉雄及徐雪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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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27日讯）八打灵再 

也市长拿督沙尤迪指出，没有在去 

年12月31日前更新2020年贸易执照 

(lesentred)、微型企业执照(lesen 
usahawan mikro )的人士，在今年3月 

31日前办理更新，将被额外征收50令 

吉的手续费！

4月起至6月额外征300
“4月起至6月30日前办理更新者则会 

被征收300令吉手续费；若6月30日之后没 

有更新执照，有关执照将被撤销。”

他日前在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常月会议 

上指出，对于户外广告活动，执照拥有者 

于今年4月至6月间更新执照，将被征收执 

照费中的1%处理费，今年7月至9月期间更 

新则征收2%处理费，10月之后若不更新执 

照，当局将采取法律行动:

灵北最多商家没更新执照
他指出，从2019年10月1日至12月31 

日，在4万零924个执照活动中，当局已处 

理3万8058张执照，另有4407个商业活动 

尚未更新商业执照在更新2020年执照 

中，商业活动占93%,小贩则占83.3%。

i己录显示，八打灵再也北区（PJU ) 

是最多商家没有更新执照的地区，占 

46.7%; SS区占24.2%; Seksyen (区） 

占16.2%;八打灵再也南区（PJS)则占 

12.8%；

市政厅将确保精明与廉洁使用财政 

预算案的拨款，只需为市民提供全面的服 

务。
沙尤迪表示，该市政厅的2020年财政 

预算案将优先着重于提升设施与尚未完成 

的项目。

副市长佐哈里调任土地局
另一方面，原任八打灵再也副市长佐 

哈里今年1月2日获调任八打灵县土地局， 

其职权日前正式移交给新任副市长哈嘉阿 

兹林达，由市长沙尤迪与 

证。

佐哈里（左起）在沙尤迪的见证下，正式移交职务予新任副市长哈嘉阿兹 

林达。右一为莎丽巴。

可WhatsApp投訴民生問題
投诉管道与时并进，八打灵再也 

市政厅今年1月3日推出手机通讯软件 

WhatsApp的投诉管道，投诉电话号码为 

011-1201 7914.，方便民众投诉。

沙尤迪指出，发生在八打灵再也区 

的相关问题，例如设施损坏、垃圾、流 

浪狗等问题，民众都可向市政厅反映。 

投诉者必须提供完整资料，包括全名、 
大马卡号码、电话号码、投诉者地址、 

详细投诉内容与投诉问题的地点；发送 

投诉后，投诉者都会接获自动发送的信

当局会在星期■至五（公共假期除 
外）早上8时至下午5时处理WhatsApp接 

获的投诉。任何缺乏详细资料的投诉， 

都会导致当局无法更进一步处理。

市政厅其它投诉管道还有电邮 
(aduan@mbpj.gov.my )、热线（03- 

7954 2020 >、j专真（03-7955 1804 )、 

脸书（mbpjarluan)、专网（littps://

2月1办雪州春节开放门户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雪州投资促进 
机构将于2月1日（星期六）下午6时30 

分，在灵市52区东路的八打灵再也广场 

(Dataran Petaling Jaya )举办雪州农历 

新年开放门户。

上述活动旨在促进多元种族之间 

的团结与互相了解各族的文化，联办单 

位呼吁出席的民众善用公共交通工具， 

包括轻快铁、八打灵再也城市巴士 :( PJ 

CityBus) , 4条川行的路线分别为PJ01 

(美丹花园一马大医疗中心）、PJ02 

(再也花园轻快铁站一SS2)、PJ03 

(幸福花园轻快铁站一SS6 —Kelana 

Park View)及PJ〇4 (幸福花园轻快铁 

站一双溪威一SS2 ) a

另外，市政厅将于2月8日（星期 

六），在第10区的再也花园湖泊举办元 

宵节活动；2月10日（星期…）则是八

靈市政廳常月會議

市長：貿易及微企執照逾期

3月3揃致職50孚續费

副秘书莎昍巴见 emDW.mDW.g〇v.my ;现卞饥胜坩■!•王九 打灵再也市政厅农历新年开放门户，届

(eAcluan MBPJ ). 时也将进行SS2有盖巴刹开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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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贝反 

不肯迁去新 
巴刹，主要 

原因是租金 

高及能否有 

新客源。

蕉 
赖

I
_城

加影市會年後商討

小覼鼉躕EM班免粗金
報道►李景志

(加影27日讯）为带动新巴刹 

人潮及考量小贩面对的顾慮，加影 

市议会将在华人新年后讨论是否免 

租金一段时间，让蕉赖皇冠城第八 

区早市巴刹小贩在不增加负担情况 

下，迁入皇冠城中环的现代化巴刹 

以适应新环境。

加影市议员林金瑛向《大都会》社 

区报记者表示，有关建议会在新年后进 

行讨论。

免租期尝试与霸市竞争

该早市巴刹小贩公会主席周志华及 

前任主席陈文正早前与行动党万宜社青 

团团长李文彬会面商讨搬迁问题后，针 

对当局将讨论免租金•事，异口同声向 

记者表示，如果市议会肯免租金一年半 

载，他们会鼓励巴刹所有小贩迁人新巴 

刹，在免租期间尝试与霸级市场竞争。

不过，他们认为即使当局愿意免 

租金方式让小贩迁人新巴刹，他们也要 

考量-•口1生意不理想，小贩可否搬回原 

址，这是接受免租金方式的附带条件。

旧顾客逐渐回流

他们说，自从霸级市场进军皇冠 

城商业区后，已直接影响当地早市巴刹 

小贩生意，新巴刹地点与霸级市场太靠 

近，可不可以吸引新客源是一个疑问， 

而小贩就是因为对新巴刹缺乏信心而坚 

持拒搬。

他们披露，经历过一段时间的顾客

皇冠城第八区早市巴刹亦吸引双溪龙镇居民光顾，贩档越来越多。

陈 文 

正（左）表 
示，如果加 

影市议会同 

意免租金一 

年半载，他 
会鼓励巴刹 

小贩迁去新 

巴刹。右起 
是李文彬及 

周志华。

他们也说，小贩公会在较早前， 

曾带领多名小贩与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 

会面，反映小贩拒搬的立场，对方也告 

诉他们必须搬走，因为巴刹地段会被收 

回〇

若搬迁问题无法解决，小贩会坚持 

到底，即使面对执法组，小贩公会与小 

贩也不会退缩。

流失，早市巴刹近期又再热闹起来，旧 

顾客已渐回流，目前要小贩搬离是非常 

困难，而且这也是皇冠城和双溪龙镇两 

地居民熟悉的传统巴刹之一，除非当局 

可以提供更佳条件，否则小贩不会搬。

“除了人流的顾虑，租金太局也是 

小贩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若生意不好又 

要负担高租金，叫小贩如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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