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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rajaya

Kementerian Wilayah
Persekutuan (KWP)
akan menyelesaikan

isu persempadanan antara
Wilayah Persekutuan Kuala
Lumpur dan Selangor yang
berlanjutan sejak 1974 bagi
membolehkan pelbagai isu
berkaitan dapat ditangani.

Menterinya, Khalid Abdul
Samad berkata, ketika ini
Pejabat Tanah dan Galian
Kuala Lumpur (PTGKL) su-
dah mengadakan perbinca-
nganbersamaPTGSelangor
untukmencari jalanmenye-
lesaikan secara rasmi me-
ngenai isu itu, walaupun
Kuala Lumpur diisytiharkan
Wilayah Persekutuan sejak
46 tahun lalu.
Beliau berkata, sejak itu ia

belum diselesaikan secara
tuntas dan masih ada 18
masalah persempadanan

belum selesai dan menjadi
antara fokus utama kemen-
teriannya pada tahun ini.
“Cadangan mengenai per-

kara ini sudah dibuat oleh
Selangor, cara untuk sele-
saikan dan akhirnya kita da-
pat memuktamadkan secara
rasmi sempadan di antara
Selangor dan Kuala Lumpur.
“Jadi PTGWPKL akan beri

maklum balas dan hari itu
dia sudah beri pandangan-
nya, insya-Allah kita harap
pada tahun ini persoalan
persempadanan itu dapat
kita selesaikan dan perjan-
jian persefahaman mukta-
mad dapat ditandatangani,”
katanya pada sidang media
Sambutan Hari Wilayah
Persekutuan dan Hala Tuju

KWP 2020 di pejabatnya di
sini, semalam.
Beliau berkata, antara da-

pat diselesaikan menerusi
pelaksanaan itu adalah ma-
salah pembayaran cukai
pintu sama ada kepada Wi-
layah Persekutuan atau Se-
langor seperti berlaku ke-
tika ini.
Menurutnya, selain itu, pi-

haknya akan menumpukan
kepada kemiskinan bandar,
konsep Wilayah Persekutu-
an sebagai Wilayah Pintar,
konsep Wilayah Persekutu-
an sebagai Negara Taman
dan pembangunan Kam-
pung Baru yang akan di-
laksanakan pada tahun ini.
Katanya, KWP ingin me-

numpukan untuk menjadi-
kan Wilayah Persekutuan
sebagai wilayah pintar dan
mewujudkan rangkaian 5G,
sekali gus menjadikan ia
berada di garisan pertama
dalam pelaksanaan bandar
pintar di negara ini.
“Putrajaya kita nak jadi-

kan sebagai bandar ‘vi-
brant’, ada 256 program
tempatan dan antarabangsa
sepanjang tahun ini dankita
nak jadikan ia sebagai pusat
penganjuran program ber-
taraf dunia.
“Tahun ini, kita nak lak-

sanakan projek monorel
yang akan dibantu oleh
KWP dan diketuai oleh Ke-
menterian Pengangkutan.
“Di bawah Jabatan Lands-

kap Negara, KWP akan lak-
sanakan konsep ini mene-
rusi Majlis Negara Taman
yang dipengerusikan saya
sendiri selaku Menteri Wi-
layah Persekutuan,” katanya.

Tangani isu persempadanan
berlarutan sejak 1974

KHALID
pada

sidang
media

Sambutan
Hari

Wilayah
Persekutuan

dan Hala
Tuju KWP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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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tingkat kerjasama 
dengan Kementerian Kesihatan

SHAH ALAM - Kerajaan 
Selangor sentiasa bekerja-
sama dengan Kementerian 
Kesihatan bagi mendapat-
kan maklumat terkini me-
ngenai status koronavirus memandangkan Selangor 
merupakan pintu masuk utama negara menerusi 
Lapangan Terbang Antarabangsa Kuala Lumpur 
(KLIA) dan KLIA2.

Menteri Besa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berkata, kerjasama antara kerajaan negeri dan 
Kementerian Kesihatan sentiasa dipertingkat dalam 
usaha membendung wabak virus itu daripada 
menular di negara ini. 

“KLIA dan KLIA2 merupakan pintu masuk uta-
ma negara dan menerima kedatangan pelancong di 
negeri ini. Dengan kemampuan dari segi peralatan 
yang ada, wabak berkenaan akan dapat dikesan. 

“Saya percaya dengan langkah-langkah yang di-
ambil dapat memastikan kita mampu menangani soal 
ini (koronavirus),” katanya kepada pemberita di sini 
semalam.

ANCAMAN 
KORONAVIRUS 

DI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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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haman Syiah semakin menular
MAIS kenal pasti 

pertambahan lokasi 
tempat ibadat ajaran itu 

di Selangor

Pengaruh ajaran Syiah 
semakin menular sejak 
akhir-akhir ini dengan 
pertambahan hauzah 

(tempat ibadat) di beberapa 
lokasi sekitar Selangor.

Pengerusi Majlis Agama Is-
lam Selangor (MAIS), Datuk 
Mohamed Khusrin Munawi ber-
kata, perkembangan itu membe-
ri cabaran besar buat agensi-
agensi agama di negeri ini bagi 
menangani penularan ajaran 

Mohamed Khusrin (tujuh dari kanan) bergambar bersama sewaktu Majlis Penyampaian Sijil Peguam Syarie Negeri Selangor di 
Bangunan Mahkamah Syariah Sultan Idris Shah, Shah Alam semalam.

Oleh ASYRAF MUHAMMAD

SHAH ALAM 

sesat tersebut dalam kalangan 
masyarakat.

Menurutnya, menerusi pe-
merhatian yang dijalankan, di-
anggarkan terdapat berbelas 
hauzah telah ditubuhkan oleh 
pengikut ajaran tersebut di seki-
tar negeri itu.

“Dulu hanya ada dua tiga 
hauzah sekitar Gombak, Puc-
hong, Klang dan lain-lain namun 
kini ia semakin bertambah.

“Kalau pusat ibadat mereka 
dah bertambah, maksudnya jum-
lah pengikutnya juga turut ber-
tambah,” katanya pada sidang 
akhbar selepas merasmikan Maj-
lis Penyampaian Sijil Peguam 
Syarie Negeri Selangor di Ba-
ngunan Mahkamah Syariah Sul-
tan Idris Shah di sini semalam.

Mohamed Khusrin berkata, 
pengembangan ajaran tersebut 
di negeri ini sememangnya 
didalangi oleh gerakan-gerakan 

pihak tertentu yang cuba 
menimbulkan kekeliruan dalam 
kalangan masyarakat Islam.

Katanya, MAIS dan Jabatan 
Agama Islam Selangor (JAIS) 
sentiasa melakukan pemantauan 
dan serbuan berhubung ajaran 

tersebut khususnya pada hari-
hari sambutan tertentu yang di-
raikan oleh pengikut aliran ber-
kenaan.

“Kita memang ada pasukan 
khas di peringkat JAIS dan 
MAIS yang pergi ke masjid dan 

surau bagi memberi penerangan 
kepada masyarakat tentang 
bahayanya ajaran Syiah ini.

“Syiah bila ramai dan kuat 
akan datangkan masalah kepada 
kita. Sebab itu kita kena cegah 
dari sekarang,” ujarnya.

Headline Fahaman Syiah semakin menular
MediaTitle Sinar Harian
Date 29 Jan 2020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Nasional Circulation 140,000
Page No 29 Readership 420,000
Language Malay ArticleSize 327 cm²
Journalist ASYRAF MUHAMMAD AdValue RM 6,932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20,796



JAIS perlu teruskan tugas tegakkan perkara benar
SHAH ALAM - Jabatan Agama 
Islam Selangor (JAIS) perlu me-
laksanakan tugas menegakkan per-
kara yang benar dan melarang per-
buatan salah secara profesional.

Menteri Besa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berkata, agensi 
Islam itu juga perlu memainkan 
peranan serampang dua mata supa-
ya umat Islam dilihat konsisten 
dengan prinsip dan tunggak utama 
Islam sebagai suatu cara hidup.

Menurutnya, agensi Islam juga 
antara sebab masyarakat bukan Is-
lam mengakui pentadbiran berte-
raskan Islam lebih berintegriti, 
telus dan berwibawa.

“Agensi Islam perlu bertindak 
dalam semua sektor yang diceburi 
sebagai orang yang sentiasa bertin-
dak mengikut lunas-lunas keislam-
an yang betul dan tepat,” katanya 
ketika berucap merasmikan Majlis 

Kakitangan 
agensi agama 
Islam di 
Selangor yang 
hadir di Dewan 
Syarahan dan 
Muzakarah 
Islam Masjid 
Sultan 
Salahuddin 
Abdul Aziz Shah 
semalam.

Perhimpunan Agensi Agama Islam 
Selangor di Dewan Syarahan dan 
Muzakarah Islam Masjid Sultan 
Salahuddin Abdul Aziz Shah di sini 
semalam.

Hadir sama, Pengarah JAIS, 
Mohd Shahzihan Ahmad.

Amirudin berkata, pihaknya 
juga mahu semua agensi berkaitan 

Islam di Selangor mengekalkan dan 
memberi nilai tambah kepada ke-
percayaan masyarakat terhadap 
konsep Rahmah Islam.

“Ini dapat dilaksanakan melalui 
peranan masing-masing bagi me-
lahirkan organisasi yang dicontohi 
oleh individu dan organisasi lain,” 
ujar beliau.

Perhimpunan Agensi Agama Islam 
Selangor di Dewan Syarahan dan 
Muzakarah Islam Masjid Sultan 
Salahuddin Abdul Aziz Shah di sini 
semalam.

Hadir sama, Pengarah JAIS, 
Mohd Shahzihan Ahmad.

Amirudin berkata, pihaknya 
juga mahu semua agensi berkaitan 

Islam di Selangor mengekalkan dan 
memberi nilai tambah kepada ke-
percayaan masyarakat terhadap 
konsep Rahmah Islam.

“Ini dapat dilaksanakan melalui 
peranan masing-masing bagi me-
lahirkan organisasi yang dicontohi 
oleh individu dan organisasi lain,” 
ujar beli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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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ty users advised to switch to e-billing 
By SQISTYNA IZZAATIE ZAMARI 
metro@thestar.com.my 

PENGURUSAN Air Selangor Sdn 
Bhd (Air Selangor) is ramping up 
efforts to encourage people to 
register for its e-billing through 
the "Jom e-Bil Air Selangor" 
carnival. 

Account holders are advised to 
switch from paper bills to e-billing 
as it is fast and easy and they can 
pay their water bills seamlessly 
online. 

Air Selangor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Suhaimi Kamaralzaman 
said there were 2.4 million 
account holders registered under 
Air Selangor. 

They are targeting about 
600,000 account holders to register 
as e-billing users until April 30. 

. "Our e-billing service was intro-
duced in January 2018 and we are 
now reaching 400,000 registered 
e-billing users. 

"We are hoping to get 200,000 
more customers to increase 
awareness on the convenience of 
e-billing," he said during the cam-
paign held at The Curve in 
Mutiara Damansara, Petaling Jaya. 

Suhaimi added that the Inland 
Revenue Board was in charge of 
the 200,000 registered applications 
for Skim Air Darul Ehsan. 

"Those who earn a monthly 
income below RM4.000 were eligi-
ble to register for this benefit 
before Dec 31 last year. 

"We may not be able to guaran-
tee the number of eligible families 
but we are optimistic that those 
who registered can enjoy the free 
water scheme starting March 1," 
he said. 

Suhaimi said the proposal for 
Air Selangor to merge with Indah 
Water Konsortium Sdn Bhd (IWK) 
was expected to be finalised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However, he said, it would take 

at least five years to implement 
this proposal if it is accepted. 

Activities carried out during the 
carnival included balloon making 
with clowns, a virtual reality chair 
Tru Viu experience and special 
appearance by local celebrities 
Alif Satar and Nana Mahazan. 

Alif said he was proud to be a 
part of Air Selangor to encourage 
the public to practice a greener 
lifestyle. 

"This is a good initiative carried 
out by Air Selangor as e-billing 
was not only convenient for users 
but also good for the environ-
ment," he said. 

Air Selangor had organised the 
"Find, Register and Win" contest 
where account holders were 
encouraged to persuade other cus-
tomers to register for e-billing and 
those who succeeded could stand 
a chance to win a grand prize holi-
day trip to London or Paris and 30 
other prizes including Samsung 

S10 smartphones and Aeon vouch-
ers worth RM500. 

Lucky draw prizes are up for 
grabs for all registered customers 
such as up to RM10 water bill 

rebate for 100 lucky e-bill custom-
ers for 10 consecutive months as 
well as a Perodua Myvi 1.5 Auto. 

To register for e-billing, visit 
https://update.airselangor.com/ 

Suhaimi (third from right) with Alif (second from right) at 'Jom e-Bil Air 
Selangor' carnival in Petaling Jaya. — SAMUEL ONG/The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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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8日讯）尽管新型冠状病毒 
(俗称武汉肺炎）肆虐，雪州政府在获得 

外交部的劝告后，将如常展开国外考察行 
程。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指出，已计 
划好的行程将照跑，都是例行公事。

“国外考察行程国外考察行程，尤其是 
前往低风险的地区，但如果有进|步的行 
动，我们也会重新检讨，包括咨询外交部 
的意见。”
i出席雪州伊斯兰机构集会后，在记者 

会上这么>指出。
阿米鲁丁说°，外交部掌握最新的资讯， 

因此他深信大家有能力解决及面对风险。
他说，州政府也经常和卫生部保持合 

作，以便获得疾病的最新资讯，因为雪州 
国际来到大马的主要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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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PBlt届 鋼回
阿茲敏=疫情未影響經濟

(吉隆坡28日讯）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指出，截至目前，新型冠状 

病毒疫情没有对国内经济带来任何影响， 

惟若疫情持续蔓延，则将影响国家 

经济增长。

他说，我国政府仍没必要暂停一切从 
中国，尤其武汉入口的产品，同时指政 
府已采取各个行动应对有关疾病。

“正如此前发生的其他疾病一样，若 
持续蔓延，肯定将对国家经济带来影 
响。

“然而，我不要作出任何揣测，因这 
是严重的事，需由有关机构和部门监 

督，我们会就要采取什么下一步行动，
向他们取得资料和劝告。”

指投資者已恢復信心

“马新社”报导，阿兹敏是在今曰出 
席见证马石油和农业银行签署展开策略 
合作的仪式后，向媒体发表上述谈话。

询及在本区域内，我国令吉和股市的 
表现较为低迷的情况，阿兹敏回应指我 
国的经济基础仍是稳固，投资者依然对

选择大马为具策略性的投资地点有信心。
他说，政府在一年前就已采取各措施，以恢复 

投资者信心，利用大马进入东协市场的入口。
“根据数据，投资者已恢复信心，以前来大马

(投资），而最近由国 
际透明组织公布的2019 

年全球贪污印象指数 
(CPI)，肯定有助于 

恢复投资者信心。
“我们的基础保持稳 

固，而如今投资者对大 
马恢复信心，我们认为 
2020年是比较好的一 

年，可看到我国经济的 
成功。”

国际透明组织本月23日公布2019年全球贪污印 

象指数，在希盟政府的严厉打贪下，马来西亚的 
排名跃升10级，在全球180个国家中，从2018年 
的61名，升至2019年的51名。

■沙拉胡丁（后排右3起）与阿茲敏，见证马石油与农业银行签署合作协议。

Page 1 of 1

29 Jan 2020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A3
Printed Size: 519.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0,238.00 • Item ID: MY0038566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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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蒂哈丝玛（左5)

来贤及黄丽婷，左为珊茜达。

首相部長夫人

訪老婦院
(吉隆坡28日讯）配合 

农历新年，首相夫人敦西 
蒂哈丝玛和部长夫人前往 
雪兰莪英皇乔治五世银禧 
老妇院，与老人家们一起 
同庆佳节。

西蒂哈丝玛在致辞时也 

赞扬银禧老妇院成立了曰 
间护理中心，认为这解决 
了老人家无聊的问题，为 
他们提供了休闲和交流的 
地点。
$坦言，老人家也需要 

人陪伴，但多数人白天把 
孩子送往托儿所，却把父 
母遗留在家中。

另外，西蒂哈丝玛也透 
露自己很喜欢农历新年， 
因为该节曰不仅可以欣赏 
舞狮表演，还可以一同捞 
生。

°以上拜访活动，是由 
西蒂哈丝玛成立的希盟

人民代议士夫人福利机 
构（KASIH)主办，并集 
合食物银行基金会、99 
Speedmart连锁超市及莫 

哈末陈餐馆的赞助，赠送 
了约70个礼篮给有需要人 

土。

左4起为邓章钦、瓦哈龙、杨星耀、许

出席者还有经济事务部 
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夫人兼KAS] H副:逢：席拿汀 

斯里珊茜达、首相对华 
特使陈国伟、雪州高级行 
政议员拿督邓章钦、行政 

议员许来贤、奮5莪英皇 
乔治五世银禧老妇院基金 
信托人兼执行委员主席拿 
督斯里杨星耀、食物银行 
基金会总执行长瓦哈龙g 

99Speedmart连锁超市执f了 

董事黄丽婷。

■西蒂哈丝玛（站者右）在进场后获得老人家们的热 

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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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敏：政府積極防控

若疫情蔓延衝擊經濟
(吉隆坡28日讯）经济事务部长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说，尽管武汉肺炎疫 

情对我国经济的即时影响目前仍未显 

现，可是，若疫情没有受到控制而持续 
蔓延，长期而言，肯定会冲击我国经 

济。

他坦言，武汉肺炎疫情不容小觑，希 

盟政府已积极地采取主动性积极措来 

以控制，但目前还没有必要停止我国与 

中国的进出口活动，包括从武汉进□产 

品。

“倘若疫情像之前的其他疫情一样持 

续下去，我国的经济肯定会影响，但 

我不要揣测，因为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必须通过相关部门及机构严密监督发 

展o "

他说，经济事务部将从相关部门及机

构获取下一步行动的讯息与建议。

阿兹敏于今日和农业及农基工业部长 
沙拉胡丁，在吉隆坡会展中心见证国家 

石油公司和农业银行签署“农业低收入 
群B40的微型贷款计划”策略伙伴的协 

议后说，卫生部及相关机构一直在对疫 

情进行监督，经过卫生部于昨日向首相 

敦马哈迪汇报情况后，政府已决定限制 
武汉和湖北的中国人入境我国。

“为确保人民的安全，政府将专注于 

监督中国游客的流动以及从中国进□的 

粮食。”

他透露，包括部分中国籍员工，国油 

有约400名员工在中国工作，但他们都 

不是在武汉，而国油也一直在密切监督 

当地的疫If。（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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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8日讯）舞狮、捞鱼生是华人农 
历新年必不可少的活动，更是首相夫人敦茜蒂 

哈斯玛喜爱农历新年的“原因”。
大年初四，首相夫人茜蒂哈斯玛特拜访隆 

市银禧老妇院，为院内老人送暖和献上新春祝 

福0

茜蒂哈斯玛是于周二下午到英皇乔治五世 

基金银禧老妇院，除了送上新春祝福，更自曝 

她爱华人农历新年的“原因”。

她说，在农历新年期间，她不仅可以观赏 

热闹欢腾的舞狮表演，更可以捞鱼生。

“其实，农历新年是其中一个我最爱的节 

曰，不仅可以看舞狮表演，还可以吃鱼生。”

茜蒂哈斯玛也赞扬银禧老妇院成立曰间护 

理中心，因该中心让孤苦伶仃的老人有休闲和 

娱乐的场所。

“一些家庭白天会把孩童送到托儿所，却 

让自己的父母一个人在家。其实，老人也需要 

陪伴，曰间护理中心就解决了老人孤苦伶仃的 

问题。”

配合春节，由茜蒂哈斯玛成立的希望联盟 

人民代议士夫人福利机构（KASIH Malaysia) 

特到银禧老妇院送暖，而99超市、大马食物 

银行基金会等也赠送食品礼篮予院内老人。

出席者包括雪兰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 
及许来贤、马来西亚对华特使陈国伟、经济事 

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夫人拿汀斯里珊茜 

达等。#

茜蒂哈斯玛（前排左）在春节期间走访老人院，为老人们献上 

新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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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油农业银行签署战略合作

阿兹敏:解决未来粮食荒

大马计划将聚焦粮食课题
(吉隆坡28日讯）我国未 

来可能出现“食物荒”？经济 

事务部8月呈《第12大马计 

划》，聚焦粮食课题。

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 

兹敏阿里披露，随着我国人口 

不断增加，对于粮食的需求更 
是与曰倶增，粮食进口按年增 

加 6.5%。

他说，尽管我国有自产蔬 

菜与水果，但我国每年仍从国 

外进口 85亿令吉的蔬果。

“201◦年，进口至我国的 

粮食仅300亿令吉。然而，到 

了 2018年，粮食进口额就达 

到了 500亿令吉。如果我们不 

断提高对外国粮食的进口额， 

我国未来将可能面对粮食危 

机。”

阿兹敏阿里周二在吉隆坡

会展中心见证国油（Petronas) 

与农业银行签署战略合作时， 

如是指出。

他说，该部负责的《第12 

大马计划》，将聚焦粮食课 

题，试图解决未来可能发生的 

“粮食荒”。
另一方面，阿兹敏也宣 

布，随着国油与农业银行签署 

战略合作后，国油将拨出1亿 

令吉，通过农业银行（Argo 
Bank)提供微型贷款予那些有 

益投入农业领域的低收入群体 

(B40)。

出席者包括农业及农基工 
业部长拿督斯里沙拉胡丁阿 

育、农业银行首席商业主管阿 

末沙里尔、国油首席财务主管 

兼副执行主席东姑莫哈末道菲 

等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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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值3.62亿

创建集团发展雪可负担屋
(吉隆坡28日讯）创建集I才丨 

(MGB，7595，主板建筑股） 

参与发展总值3亿6200万令 

吉的 Rumah Selang'orku 可负担

房屋计划。

该该公司昨日向交易所报 

备，属于雪州可负担屋计划 

的Idaman，位于龙溪，占地

4.882公顷，属租赁地契，通 

往南北大道等高速公路便 

捷。

创建集团间接独资的 

Waman Living私人有限公R]、 

雪州投资有限公司（简称 

PNSB)，与MCT财团有限公 

司子公S]签约携手发展项 

S °

PNSB是雪州政府的投资 

膀臂，主要涉及发展和房地 

产；MCT财N1涉及的子公S] 

包括Solid Benefit私人有限公 

司和Eco Green City私人有限 

公司。

创建集闭表示，发展涉及 

的资金，会用内部资金和贷款 

来解决。

Page 1 of 1

29 Jan 2020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al • Audience : 27,667 • Page: A6
Printed Size: 167.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1,265.15 • Item ID: MY0038567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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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武汉肺炎疫情扩散

雪政府或检讨赴♦卜国招商
(莎阿南28日讯）随着武汉新型冠状 

病毒疫情越来越严峻，雪兰莪州政府 

或检讨到外国招商或进行商务访问的 

活动。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表示，鉴于 

2019-nCOV病毒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持续 

扩散及夺走高达100多条人命后，州政 

府有必要重新评估，不过，一切会依据 

外交部对相关国家在该病毒的最新进展 

后，再作下一步决定。

不过，他强调，州政府将持续在病 

毒扩散风险低的国家进行招商引资活 

动，同时也会继续向外交部跟进病毒扩 

撒的进展，因为该部将是最先掌握最新 

资讯的部门。

他今日出席雪州回教事务机构集会

后，向媒体这么说。出席者包括雪州宗 

教局（JAIS)局长莫哈末沙兹汉。

遏制病毒国内传播

阿米鲁丁也相信联邦政府有能力根 

据经验和专业知识，按照标准操作程 

序，采取适当措施，以便遏制该病毒在 

国内传播Q

“政府将有能力根据过往经验来解 

决此问题，为此，我们无需过度慌张， 

毕竟确诊者已受到控制及被隔離起来 

了。”

截至昨天，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 

已突破2014人，包括1985人来自中 

国，世界卫生组织也将全球风险从“中 

度”提高至“高度”，

V
阿米鲁丁（左二）及莫哈末沙兹汉（左）为雪州回教事务机构集会主持推介礼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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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恐冲击旅游业

msmm
(槟城28日讯）中国旅社全面暂停作业，全球旅 

游业恐每月面临上百亿令吉的损失！

为更有效控制武汉肺炎疫情的扩散，中国当 

局下令旅游业者暂停营业，这间中除了包括限制 

中国人出境的正规团外，更影响了入境团的作 

业。

然而，适逢中国今年与多个国家举办双边文 

化旅游年，此举无疑让全球旅游业顿时蒙上阴 

影，面临巨额损失。

文转►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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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封面没中国客全球失百亿

去年1.6亿中国客出游

据了解，除了大马，中国今年也 

分別与汶莱、缅甸和意大利联办文化 

旅游年，和日本则举办“ 2020年中 

日文化体育交流促进年”。

此外，尼泊尔、葡萄牙、荷兰等 

国家旱前也先后为各自的旅游业，大 

手笔及大动作地向中国市场做造势活 

动，借此希望今年能吸引中国游客到 

访，惟按0前武汉肺炎疫情看来，现 

阶段已无法在首个月取得收益…

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中国 

出境旅游年度报告2019》显示，中 

国于2018年的出境旅游市场规模达 

1亿4900万人次，而境外消费更超 

过1300亿美元，即约5500亿令吉。

尽管2019年全年数据尚未出 

炉，但去年上半年出境旅游人数就已 

高达8129万人次，预计全年达1亿 

6800万人次，整体境外消费估计超 

过6000亿令吉。

就此，若以每个月500亿令吉境 

外消费计算，中国正规团若继续停止 

作业，将进一步令全球面临每月上百 

亿令吉的损失，这还不包括境内消费 

数额|

中国游客人均消费3千元
以大马为例，原木估计，今年马中文化旅游 

年将吸引超过300万人次的中国游客人境，而根 

据马来两亚中小塑M店公会主席暨槟城旅游业公 

会主席拿督林民利计算，若以一名休闲游客来我 

国旅游一趟平均消费3000令吉来袓略推算，那 

么要达到90亿令吉的消费，将可能是一项严峻 

的挑战。

“每个中国游客在我国的消费，一趟3000令 

吉是有可能的，也是比较平均的价位。”

林民利接受《南洋商报》访问时指出，有关 

数额只是在我国境内的膳食、住宿、交通、门 

票、导游费，以及手信等开销，还不包拈国际航 

班机票。

林民利只是以休闲旅客的平均消费来预估， 

并不包括文化旅客和商务旅客。

根据旅游业者的数据，一般文化旅客和商务 

旅客的每趟旅游消费，介于约5000至8000令吉。

林民利指出，大马300万 

中国游客人次的目标将面 

临挑战。

影响双边收益
询及实际全球旅游业的损失，林 

民利直言，这恐怕是一个天文数 

字，因为大马能预估的，只是中国 

入境我国游客带来的经济效益，还 

不包括大马人到中国旅游的消费， 

以及各个旅游年国如意大利、緬甸 

及汶莱的双边收益等。

不仅如此，他提醒，今次涉及的 

不仅是马中两国之间的双边旅游， 

更可能影响到全球的旅游气氛。

另外，一名不愿具名的华人旅游 

公会代表则直言，若以衣食住行等 

其他相关领域的最低消费来计算， 

全球旅业的损失可能高达上百亿令 

吉。

“除了膳食、住宿、交通，还有 

景区门票、演出、服务人员等开销 

呢？这些都是成本。而且这不是单 

向的损失，而是双向，甚至多面向 

的。”

中国游客最爰亚洲
据了解，中国是各个国家的主要 

游客来源，若中国人无法出境，势必 

对各国旅游业带来重大冲击。

中国人川境旅游，主要0的地集 

中在亚洲和少数的欧洲国家。

根据汶莱政府数据，中国是汶莱 

最大的游客来源地之一，其中2018 

年汶莱接待中国游客6万5600人 

次，按年增长21.1%。

2019年首7个月，汶莱接待的中 

国游客达4万3000人次，创历史同 

期新高。

意大利方面，中国游客也是该国 

主要客源之一，单是在2018年创下 

320万人次的入境率。

在人境中国的游客方面，俄罗 

斯、马来西亚、韩国、泰国、印尼及 

英国人，是中国主要的外国客源。

阿兹敏：不禁中国产品进口
(吉隆坡28日讯）经济事务部长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说，0前武汉新型冠 

状病毒没有影响我国经济，不过若疫 

情继续扩散，将对我国经济带来冲 

击°

他说，0前还没必要暂停进口中 

国产品，特别是来自武汉，而政府已 

采取各种防疫措施及密切监测疫情。 

“武汉肺炎跟其他疫情一样，若持续 

肯定冲击国家经济。”

惟他无意预测冲击程度，并指这 

个重大的问题，交由卫生部和相关机 

构去监督，听取他们的忠告，以采取 

下一个步骤。

阿兹敏阿里今R和农业及农基丁 

业部氏拿督斯里沙拉胡丁一起见证农 

业银行和国家石油公司为壮大B40低 

收入群进行策略合作的签约仪式后， 

向记者发表谈话Q

阿兹敏阿里说，政府也将关注食 

物进出口，保障国人的安全。

他说，非疫情时期，政府也在关 

注进出口食品的安全和卫生。

另一方面，针对我国货币及股市 

表现比区域市场低迷，阿兹敏阿里 

说，我国的经济基础仍然强稳，投资 

者有信心并选择到我国投资。

他说，政府过去一年通过各种措 

施恢复投资者的信心，吸引他们来我 

国投资，通过马来两亚踏足东盟市 

场。他指出，数据显示，投资者恢复 

对我国信心，加上国际透明组织近期 

公布的清廉印象指数，我国在180个 

国家中排名上升10位至第51，打击 

贪污有显著进步。

“国家经济巩固，投资者信心加 

强，所以我们认为2020年，国家经 

济会更好。”

独家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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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舞狮与捞生

首相夫人爱过农历年

的问题，为他们提供了休闲和 

交流的地点。

拜访老妇院

(吉隆坡28日讯）首相夫人敦

茜蒂哈丝玛医生说，自己很喜 

欢农历新年，因为不仅可以欣

赏舞狮表演，还可以一同捞 

生。

她和部长夫人今日前往雪

兰莪英皇乔治五世银禧老妇 

院，与老人家们一■起问丨火农历 

新年，送上新春祝福。

茜蒂哈丝玛在致辞时也赞 

扬银禧老妇院成立了 R间护理 

中心，认为这解决老人家无聊

■I
茜蒂哈丝玛（左二）由邓章钦（左）、珊茜达（左三起）及陈 

国伟陪同，从醒狮手中接过吉祥拼盘。

她坦言，老人家也需要人 

陪伴，但多数人白天把孩子送 

往托儿所，却把父母遗留在家

中。

以上拜汸活动，是由茜蒂 

哈丝玛成立的希盟人民代议士 

夫人福利机构（KASIH)主 

办，并集合惜食库基金会、99 

Speedmarl连锁超市及莫哈末陈 

餐馆的赞助，赠送了约70个 

礼篮给有需要人十|

出席者还有经济事务部长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夫人兼 

KASIH副主席拿汀斯里珊茜 

达、大马对华特使陈国伟、雪 

州高级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 

行政议员许来贤、雪兰莪英皇 

乔治五世银禧老妇院基金信托 

人兼执行委员主席拿督斯里杨 

星耀、惜食库基金会总执行长 

瓦哈龙，以及99 Speedmart连 

锁超市执行董事黄丽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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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油农行合作推动

1亿农业微贷惠B40
(吉隆坡28日讯）国家石油公司和农业银行建立策略 农业及农基工业部长拿督斯里沙拉胡丁说，最低 

伙伴关系，推出总额1亿令吉的微型贷款供B40低借贷发放1万令吉，最高10万令吉，预计来自B40 

收入群申请发展农业及农基工业。 低收入群的9万人将受惠。

AGRO
BANK

东姑莫哈末道菲（左）和阿末沙里夫交换文件，后排左起旺祖基菲里、阿末尼桑、阿兹敏阿里、沙 

拉胡丁、拉兹莫哈末及卡蒂嘉。

Ah拉胡丁说，农业银行

人+管理这笔贷款，将确 

保不会出现疏漏。

经济事务部K：拿督斯里阿 

兹敏和沙拉胡丁，见证国油和 

农业银行签署合作协议。

国油执行副总裁兼集I才丨首 

席财务员东姑莫哈末道菲与农 

业银行首席业务员阿末沙里夫 

签署文件。出席者包括经济事 

务部副部tC：拉兹莫哈末博士、 

国油主席拿督阿末尼占、总裁 

兼集[才丨总执行K：丹斯里旺祖基 

菲里、农业银行代主席兼总执 

行长_蒂嘉等。

年进口 500亿元粮食

阿兹敏说，我国从外国进 

口食品每年增K: 6.5%，从 

2010年的300亿增至2018年 

的500亿令吉，其中85亿令

吉是蔬菜和水果等其他食品。

他指出，这种侵浊外汇和 

造成物价上涨的现象不能持续

下去，因此加速粮食生产的新 

农业革命，将是第12大马计 

划的核心之^。

“第12大马计划在草拟 

中，预计在今年8月提呈给国

致力发展可持续经济

国油：5年内女付

严查中国进口食品

旺祖基菲里说，国油和农 

业银行这项合作，与国油的 

“成为进步的能源和解决方案 

合作伙伴，持续性的更好人类 

生活，并致力于支持联合国关 

于尊严工作和经济增长的八个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宗旨声明 

是一"致的。

他说，国油提供的1亿令 

吉将在5年内支付，并由农业 

银行通过“农业低收入群B40 

的微型贷款计划”发放。

“农业和农基工业是国家 

发展的重要催化剂，因此，大 

马政府将重点放在可持续发展 

上，以增强这领域的能力和技 

能，尤其是对经常被忽视的低

农业及农基丁业部指示大 

马检验及检疫局（MAQIS)在 

所有关卡严格检查，以检查从 

中国进口的食品。

农业部长沙拉胡丁指出， 

尽管我国没有从中国武汉进口 

任何食品，也没有证据显示病 

毒通过食物传播，不过必须采 

取安全管制及检查措施，以防

收人群B40。

“我们认为，通过这项计 

划的全面融资和技能提升，有 

助强化B40中农业群体的能 

力，进而培养出一批有技能的 

企业家。

每年利息仅2%

“它将间接促进农业领域 

中的人力资源能力、技术创新 

和增加生产力，进而推高国家 

的整体经济和发展。”

卡蒂嘉说，农业银行目前 

在全国推出11项微型贷款计 

划，与国油合作，最高融资可 

达总运作费的100%，视条件 

而定，利息仅是每年2%。

万一。

“我所知，这病毒是人类 

传播，没有涉及食物，但我已 

指示检疫局检查所有关卡。他 

们最快今天可以随机检查，先 

选择特定食物如肉类或水 

果。”

沙拉胡丁指出，该部将继 

续监督疫情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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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业者未转型迎工业4.0
蒲种28日讯i雪州行政议员 

黄思汉指出，雪州境内尚有许多 

中小型工业，未达到信息化提升 

制造过程，而未能真正迎接工业 

4.0的竞争。

他说，雪州有许多中小型工 

业，仍然停留在基本电脑运作， 

距离以数据系统完成会计帐目的 

工业环境需穷追直上，许多工厂 

并未转型，仅达到软硬体科技设 

备基本运用，少数工厂以电脑操 

作工厂的运作与帐目管理，未全 

面应对竞争，这对要朝向智慧州 

目标的雪州增加了难度，如今仅 

是大厂做好准备，而小工厂则尚 

未。

无论如何，他说，州政府给 

予非法工厂业者主动参与漂白计 

划的申请将于今年9月杪截止，用

意是协助业者应对未来大环境挑 

战0

「雪州政府早期推行工厂漂 

白计划，惟各种原因依然相当多 

的工厂尚未参与漂白，州政府是 

要协助厂家合法经营，以及协助 

业者在未来面对工业4.0挑战。」

他提到，现有非法工厂没 

入伙准证、土地未转换用途，而 

无法获得合法准证。工厂业者需 

主动参与漂白，工厂才能领获准 

证，申请出口准证，以及办理雇 

用外劳申请合法聘请外劳。

黄思汉指出，州政府自2019 

年9月给予非法工厂业者一年期限 

主动参与漂白计划申请，将于今 

年9月杪截止，之后就不会再有税 

务优惠，同时地方政府也将开始 

严厉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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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精明傳车Ap| 
88万次下載诏

陈慧芸

州精明停车手机应用程式使用率

用户人数

;Jm：

N3〇

蒲种28日讯|雪州精明 

停车（SSP)手机应用程式推 

广迄今，已有88万次下载记 

录，放眼雪州2025年迈入智 

慧城市的目标，雪州精明停车系统未来将通过数据 

化鉴定可停放车位，以达到更有效的交通管理。

雪州2020年财政预算案著重 系统将通过数据化鉴定可停放车 

位的事项。

m '̂m

►达91万3005人 

(截至今年1月第3周

每日交易次数（缴付停车费)

►有8万5000至9万次交易

公共假期每日交易次数

m

a

►下滑至4万4000次 

(例如：除夕日）

黄思汉指为了跟上数码 

趋势，雪州冀望打造更 

友善的经商环境，地方 

政府的执照组要跟上时 

代步伐，惟业者也需主 

动参与。 -徐慧美-

智慧城市和经济发展，掌管雪州 

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和新村发展 

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指出，雪 

州精明停车系统预料会循序做出 

提升。

「雪州精明停车手机应用程 

式至今年1月首周已达88万个下 

载记录'证明此系统获民众广)之 

使用。」

「雪州精明停车应用程式是 

迈向精明付费的其中一种方式， 

不仅仅是以应用程式支付停车 

费，未来也将有助于鉴定可停放 

车位，即驾驶者未抵达停车场地 

时，程式数据会提供相关地点有 

没车位可停放车的资讯，这是雪 

州未来朝向智慧城市发展的其中 

一个目标。」

黄思汉是在接受《东方曰 

报》专访时，如是指出。去年， 

雪州2020年财政预算案公布拨出 

1500万令吉给雪州精明传递单位 

(SS叫），当中包括了精明停车

位的事项。

黄思汉表示，该应用程式 

的运用在日后不会只限街道车位 

停车用途，也会扩大到更多非街 

道（off-street)的停车场，就 

如八打灵再也轻快铁站已有非街 

道车位提供停放车，只是当局目 

前还在探讨该如何提供相关的便 

利9例如是以小时计算或以单次 

驶入收取停车费。

发展智慧城市

雪州精明停车应用程式自 

2018年7月推介以来，目前已涵 

盖10个地方政府，包括莎阿南市 

政厅、安邦再也市议会、雪邦市 

议会、加影市议会、士拉央市议 

会、瓜冷县议会、梳邦再也市议 

会、八打灵再也市政厅、瓜雪县 

议会以及巴生市议会，皆有提供 

街道车位付费停车服务，后期支 

付便利也包括了吉隆坡市政局，

如今只剩下沙白安南县，因涵盖 

地区条件未成熟而没纳入程式付 

费便利。

雪州2020年财政预算案随著 

州政府拨出3亿令吉推动「精明雪 

兰莪」计划，未来6年内会每年拨 

出5000万令吉发展智慧城市，州 

政府将增加有智能功能的闭路电 

视，以收集和分析州内交通和治 

安情况，并与相关政府部门连接 

分享数据。

为了跟上数码趋势，雪州拟 

打造更友善的经商环境，例如地 

方政府的执照组也要跟上时代步 

伐。

黄思汉指出，地方政府早 

前已探讨简化电子竞技执照的申 

请，其中由梳邦再也市议会拟定 

电子竞技指南、协助执照申请、 

合法化及管制相关场所，有关的 

电子竞技指南据悉于去年已呈给 

青年体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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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政府检讨国外招资行程
莎阿南28日讯|雪州大臣拿

督斯里阿米鲁丁宣布，基于中国 

和世界各国面对著武汉肺炎疫情 

的威胁，州政府将重新检讨今年 

内所有到国外招商引资的工作行 

程。

他透露，州政府会依据外交 

部所接收到的资讯及现况，来作 

出检讨及进一步决定。

先征询外交部意见

「外交部通常都会收到国外 

最新资讯，因此，州政府会先征 

询外交部的意见和建议，才作进 

一步打算。」

他指出，对于风险较低的招 

商出访行程，一般预料会照常进

行，不过，州政府还是会根据实 

况，作出最合理的行动。

他表示，政府有能力处理此 

等棘手问题，所以，民众表现其 

实无需太过恐慌，尤其确诊病例 

一般都已被隔离及受控。

阿米鲁丁于今午出席雪州伊 

斯兰宗教事务集会后，被记者询 

及武汉肺炎一事时表示，州政府 

相信联邦政府会依据专业及经验 

作出判断，并采取适当措施及标 

准作业程序，阻挡武汉肺炎病毒 

在大马传播。

此外，阿米鲁丁也鼓励全雪 

州的穆斯林，在清真寺和祈祷室 

进行礼拜时，都能祈祷祝愿大马 

能成功躲过武汉肺炎的感染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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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左4)和沙拉胡丁（左5)见证囯油和农业银行签署「囯油与农业银行推行微型贷款」 

合作备忘录。左2为囯油集团执行副总裁东姑莫哈末道菲、右3为农业银行商业经理沙里尔。

国油拨1亿与农业银行推微型贷款
吉隆坡2 8日讯|国油

(Petronas )拨出1亿令吉与农业 

银行（ArgoBank )合作，以协助 

低收入群体（B40 )中的农业企业 

家发展。

农业银行首席执行员卡蒂嘉表 

示，农业银行将会把1亿令吉资金 

通过核心公司（Anchor Company ) 

进行各项微型贷款计划。

她补充，目前农业银行在全 

马有超过11个微型贷款计划，包 

括种植水稻、辣椒、棕油、黄梨

和畜牧业等。

「通过这项合作，农业银行 

可给予运营成本的100%贷款，且 

享最低利息，即每年2%利息。」 

不过，申请贷款者需符合数 

个条件，包括年满18岁以及有至 

少6个月的经商经验。「我们希 

望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响应政府号 

召，投身于农业。」

卡蒂嘉是在吉隆坡会展中心 

出席「国油与农业银行合作推行 

微信贷款」的备忘录签署仪式上

如是说。出席者包括经济事务部 

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农业 

及农基业部长拿督斯基沙拉胡丁 

阿育和国油集团首席执行员丹斯 

里旺祖基菲里。

这份备忘录分别有国油集团 

执行副总裁东姑莫哈末道菲和农 

业银行商业经理沙里尔为国油和 

农业银行代表签署。

有意申请的低收入群体可以 

联络任何农业银行分行，或致电 

1300882476询问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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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耕莊人民慈善團

550份援助品派貧戶
(适耕庄28日讯）沙白县适 

耕庄人民慈善团新春送暖，派发 

550份生活援助品予各族贫困家 

庭，让所有人都能欢喜庆祝庚子 

年。

沙白县适耕庄人民慈善团每 

年都会在新春佳节来临之前，主 

办新春送暖活动，让贫困家庭也 

能感受社会温暖，今年除了派发

550份生活援助品，也给予10名肾 

病患者1000令吉的红包。

新春送暖共度欢乐年

筹委会主席郭瑞成指出， 

虽然赠送给受惠人士的生活援助 

品的价格不算昂贵，但礼轻情意 

重，希望让贫困家庭也能度过满 

足且欢乐的新年。

“我国的多元族群文化是立 

国之本，人民理应感到光荣，因 

此慈善团也邀请友族同胞共襄盛 

举，让他们也能感受到社会的温 

暖。”

受邀出席派发仪式的雪州议 

长兼适耕庄区州议员黄瑞林则表 

示，许多社团组织只援助自身会 

员，或相同的籍贯宗亲，鲜少有 

跨越种族和族群的慈善活动，因 

此沙白县适耕庄人民慈善团的做 

法，非常值得赞赏和鼓励。

“大家都期待在农历新年 

时，开开心心回家团圆，不过并 

非所有人都能过着满意的生活， 

有些人的人生并不如意，面对很 

多挑战，例如患上严重疾病导致 

生活陷人困境，想要开开心心过 

年，如此简单的愿望却不容易实 

现。"

“为此，我们感谢非政府 

组织伸出援手，雪州政府也透过 

各种惠民政策，如农历新年的 

‘走，一起去购物’活动，尽量 

让各阶层人民都能普天同庆。” 

除了宣布捐出2000令吉作 

为新春送暖的活动经费，黄瑞林 

也代表当天因身体不适而没有上 

台演讲的大港区国会议员慕斯利 
敏，宣布赞助2000令吉予沙白县 

适耕庄人民慈善团。

黄瑞林（第三排左五起）和慕斯利敏及多名嘉宾与10名肾病受惠者手持模拟支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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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茜蒂哈斯玛（中）颁发礼篮给银禧老妇院的老人，左一起为陈国伟 

及珊茜达；左五为邓章钦；右二起为黄丽婷、杨星耀及瓦哈。

首相夫人：提供休閒娛樂

長者也需曰護中心
(吉隆坡28日讯）首相夫人敦 

茜蒂哈斯玛认为，除了儿童之外，老 
年人也需要日间护理中心（day care 

centre)，为老年人提供一个休闲与娱 

乐的场所。

“很多家庭都会在白天，将孩子 

送去托儿所，但却让家中的老人独自 

留在家，忽略了其实老人家也需要陪 

伴，而日间护理中心便解决了老年人 

孤苦伶仃的问题。”

她也赞扬雪兰莪英皇乔治五世 

银禧老妇院所设立的银禧日间护理中 

心，因为该中心为老年人提供了日间 

护理的服务。

访银禧老妇院拜年

她今日率领希盟人民代议士夫人 
福利慈善组织（KASIH )成员，前往银 

^老妇院，为院内的老人送上新春祝 

福。

敦茜蒂哈斯玛也在活动上透露， 

农历新年是其中个她最喜爱的节 

日，因为可以观赏精彩的舞狮表演， 

以及品尝美味的鱼生。

配合农历新年，身为希盟人民代 

议士夫人福利慈善组织主席的敦茜蒂 

哈斯玛也颁发食物礼篮给银禧老妇院 

中的老人。

此活动由希盟人民代议士夫人 

福利慈善组织、马来西亚食物银行基 
金会、99超市及莫哈末陈餐厅合作举 

办，赞助了约70个食物礼篮。

出席者包括希盟人民代议士夫人 
福利慈善组织（KASIH)副主席拿汀 

斯里珊茜达、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 

钦、马来西亚对华特使陈国伟、银禧 

老妇院基金会信托人兼执行委员主席 

拿督斯里杨星耀、马来西亚食物银行 
基金会首席执行员瓦哈及99超市执行 

董事黄丽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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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8日讯）经济事务部长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指出，目前还没 

看到武汉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即时 

影响，但是如果疫情没有受到控制而 

持续蔓延，长期而言，肯定会冲击我 

国经济。

暂无需禁从武汉进口产品

他说，目前还没有必要停止我国 

与中国的进出口活动，包括从武汉进 

口产品。.

他今R在吉隆坡会展中心与农业 

及农基工业部长沙拉胡丁，-起见证 

国家石油公司和农业银行签署“农业 

低收人群B40的微型贷款计划”策略伙 

伴的协议后，受询及武汉肺炎对我国 

经济的影响问题时，如是指出。

他说，这次的疫情不容小觑，而 

希盟政府已采取了主动性积极措施加 

以控制。

“如果这次的疫情像之前的其他

疫情•样持续下去，肯定会影响我国 

的经济，但我不要

揣测，因为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须由相关部门和机构严密的监督发 

展。”

将向相关部门获取建议

他说，该部将从相关部门和机构 

获取下•步行动的讯息和建议。

阿兹敏说，卫生部及相关机构-- 

直在对疫情进行监督，经过卫生部于 
昨R向首相敦马哈迪汇报情况后，政 

府已决定限制武汉和湖北的中国人人 

境我国:

“政府将专注于监督中国游客的 

流动和从中国进口的粮食，以确保我 

国人民的安全。

他说，国油约有400名员工正在中 

国工作，当中有部分是中国公民，但 

他们都不是在武汉，该公司一直在密 

切监督当地的疫情。

有信心今年經濟表現更好

阿兹敏坦承我国股市确实稍微 

疲弱，但我国经济的基本面 

依然强稳，而政府有信心今年的经济 

表现会更好。

“在过去的•年中，我们所做的 

是恢复投资者对马来西亚的信心，并

利用马来西亚作为打人亚洲市场的门 
户。”

他说，从各项数据来看，外资已 

恢复了信心，而随着不久前公布的贪 
污印象指数（CPI)，我国排名有所上 

升，这将有助加强投资者的信心〇

阿茲敏：目前未見影響

“疫情蔓延必衝擊經濟”

编辑：石佩嘉 03
齊靡魏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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