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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mlah gangguan bekalan air
berlaku di Lembah KlangB

Pihak yang
terbabit dalam
menangani isu

air dilihat
tidak

mempunyai
tindakan dan

pelan
bersepadu

yang memberi
keyakinan

kepada rakyat
bahawa isu ini

mampu
diselesaikan

ISU PENCEMARAN AIR

Bila nak selesai?
agaikan mimpi ngeri! Begitulah
keperitan yang terpaksa
ditanggung warga pengguna
termasuk yang tinggal di bandar
setiap kali terputus bekalan air
yang boleh berlarutan untuk
tempoh masa yang panjang.
Episod bersengkang mata

menunggu lori membawa bekalan
air, menjinjing baldi menaiki
tangga bagi yang tinggal
di bangunan tinggi, menumpang
mandi dan mencuci kain basuhan
di rumah saudara-mara dan
pelbagai kerumitan bagaikan
tidak terdaya lagi untuk dilalui.
Bagi pengguna, apa yang

mereka mahu apabila paip dibuka
ada air bersih mengalir untuk
keperluan rutin kehidupan
termasuk memasak, bekalan air
minuman serta mencuci.
Setiap agensi pengendali air

bertanggungjawab memastikan
dapat membekal serta
menyalurkan air bersih serta
selamat berdasarkan piawaian,
sehingga sampai ke rumah
pengguna. Apabila terlalu kerap
berlaku, sudah tentu ramai yang
akan melenting dan berang.
Kawasan Lembah Klang

contohnya, pada 2019 saja, tidak
kurang sembilan kali masalah
gangguan air berlaku. Kali terakhir
pada 21 Disember 2019 apabila Loji
Rawatan Air (LRA) Semenyih
terpaksa ditutup berikutan insiden
pencemaran bau di Sungai
Semenyih yang menjadi sumber
air mentah di loji berkenaan.
Akibatnya hampir 1.5 juta orang

atau 336,930 pemilik akaun
terpaksa menanggung beban
gangguan bekalan air tidak
berjadual itu. Turut terjejas
premis komersial terutama yang
terlibat dalam sektor penyediaan
makanan yang melibatkan
Petaling, Hulu Langat, Kuala
Langat dan Sepang.
Persoalannya sampai bila

keadaan ini akan berterusan?
Apakah 2020 akan menjanjikan
situasi pembekalan air bersih
yang lebih baik tanpa sebarang
gangguan kepada pengguna?
Masalah gangguan bekalan air

berpunca daripada banyak faktor,
antaranya masalah teknikal,
penyelenggaraan loji, kebocoran
paip dan kekeruhan air sungai
terlalu tinggi. Paling
membimbangkan pencemaran
akibat pembuangan bahan kimia
secara haram, tumpahan minyak
dan sisa toksik.
Atas faktor geografi, lembangan

sungai di Malaysia sangat
terdedah dengan risiko berlaku
pencemaran sama ada menjadi
lokasi pelupusan sisa pepejal jenis
pukal seperti perabot sehinggalah
kepada sisa toksik.
MenurutMalaysian Water

Engineers Action Committee
(MyWAC), apabila berlaku

pencemaran kimia seperti
ammonia dan minyak, operasi loji
terpaksa dihentikan kerana loji
tiada keupayaan dan kemampuan
merawat bahan kimia tersebut.
Presiden Persatuan Pengguna

Air dan Tenaga Malaysia
(WECAM), T Saravanan berkata
impak paling besar sekiranya
tiada tindakan bernas dilakukan
kerajaan boleh menyebabkan
pengguna hilang keyakinan.
“Jika melihat kepada isu

pencemaran, masih banyak
kelemahan yang boleh diperbaiki
terutama penguatkuasaan
undang-undang.
“Isu ini tidak seharusnya

dilayan seperti melepaskan batuk
di tangga terutama bagi
sesetengah pihak industri yang
sering mengambil kesempatan
dengan membuang sisa industri
ke dalam sungai,” katanya.
Beliau menambah, pihak yang

terbabit dalam menangani isu air
seperti kerajaan negeri,
Kementerian Air, Tanah dan
Sumber Asli, Kementerian
Perumahan dan Kerajaan
Tempatan, Jabatan Alam Sekitar
(JAS), Indah Water Konsortium
(IWK), Suruhanjaya Perkhidmatan
Air Negara (Span) tidak
mempunyai tindakan dan pelan
bersepadu yang memberi
keyakinan kepada rakyat bahawa
isu ini mampu diselesaikan.
“Tiada pihak yang ambil

tanggungjawab terhadap isu ini
dan pihak berkuasa tidak
menunjukkan taring dan
membuat tangkapan atau
pendakwaan di mahkamah.
Undang-undang sedia ada harus
digubal segera agar denda dapat
ditingkatkan dan kuasa penguat

kuasa diperluaskan lagi,” katanya.
Pendapat sama juga turut

dikongsi Dr Mohd Yusoff Ishak,
pensyarah kanan Pengurusan
Sumber Akuatik, Kualiti Air dan
Pengurusan Tasik, Fakulti
Pengajian Alam Sekitar,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Kegagalan mengesan pelaku,

membawanya ke muka
pengadilan dan kemudian
mensabitkan kesalahan jelas
menunjukkan pihak berkuasa
perlu meningkatkan usaha
mengenal pasti kepincangan
supaya dapat membanteras
pencemaran sungai.
“Jika ini tidak dilaksanakan,

mesej yang sampai kepada umum
adalah kerajaan tidak berani
bertindak,” tegasnya.
Seiring dengan kepesatan

pembangunan di Lembah Klang,
pihak berkuasa yang
menguatkuasakan undang-undang
alam sekitar sepatutnya
menjangkakan pencemaran boleh
berlaku pada bila-bila masa
terutama peningkatan bilangan
industri dan perumahan.
“Kita memuji langkah proaktif

kerajaan Selangor dalam
menambah rizab bekalan air
mentah melalui simpanan luar
rizab sungai namun ia tidak
bertahan lama jika pencemar
sungai tidak dapat ditangkap atau
disabitkan di mahkamah.
“Kewujudan bidang kuasa yang

bertindih selain bersilang antara
agensi dalam pengurusan sumber
air menyebabkan agensi yang
terbabit dilihat tidak cekap dalam
menggembleng sumber demi
melaksanakan tugasan
masing-masing,” katanya.
Untuk itu, JAS seharusnya

diberikan kemudahan makmal
bertaraf antarabangsa atau
setanding dengan makmal
Jabatan Kimia agar sampel bahan
cemar di persekitaran dapat
dianalisa oleh agensi berkenaan
dengan lebih pantas.
Mohd Yusoff berkata,

di Malaysia masih lagi bercakap
soal paras nitrogen ammonia dan
Permintaan Oksigen Biokimia
(BOD) dalam setiap insiden
berkaitan bekalan air sedangkan
ancaman terkini yang menanti
sebenarnya adalah lebih serius.
Negara Eropah sebagai contoh

sudah dan sedang rancak
menangani bahan cemar
terbaharu seperti mikro-plastik,
endocrine disruptors dan juga
bahan kimia terkini di pasaran .
Perhatian serius perlu juga diberi

kepada bahan cemar berkenaan
kerana masyarakat di negara ini
juga bahan yang berpotensi
mencemarkan alam terutama
bahan kosmetik, farmaseutikal dan
ubat sampingan.
Selain itu pendekatan dalam

menguruskan air mentah untuk
minuman harus diubah daripada
bersifat merawat secara
end-of-pipe (merawat simptom
dan bukan merawat punca)
apabila ada pencemaran kepada
pendekatan proaktif berdasarkan
risiko yang sedang dihadapi oleh
sumber air kita iaitu sungai.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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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e package B of the Langat 2 Water Treatment Plant is completed, 
some 565MLD of water can be channelled to around 900,000 
residents in the Klang Valley. 

Water margin up by 
10% since Langat 2 
began operations 

(GAC) system. 
The system is able to absorb 

odour that is produced by organic 
substance in the raw water. 

The system is also able to pro-
duce high water quality of 0.2 
Nephelometric Turbidity Units 
(NTU). 

Pengurusan Aset Air Bhd (PAAB)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Abdul Hadi 
Ali said PAAB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the testing and commissioning 
(C&T) process in December. 

The process consisted of channe-
ling raw water from Kelau Dam in 
Pahang to the Langat 2 outlet por-
tal in Hulu Langat, Selangor. 

The raw water also passes 
through a 44.6km tunnel across the 
Titiwangsa range. 

Upon the completion of the C&T, 
the Langat 2 Water Treatment 
Plant started distributing treated 
water to Air Selangor beginning 
Dec 21, 2019 in stages. 

Households in areas such as 
Hulu Langat, Cheras, Pudu and 
Semenyih are among those receiv-
ing water from the plant. 

Construction works of Langat 2 
Water Treatment Plant began in 
March 2014 and is estimated to be 
fully completed by 2023. 

This plant, by far the largest in 
South-East Asia, is able to provide 
1,130 MLD to residents in the Klang 
Valley. 

By SHEILA SRI PRIYA 
sheilasripriy@thestar.com.my 

THE water reserve margin has 
now increased to 10% since opera-
tions at the Langat 2 Water 
Treatment Plant began. 

Selangor Mentri Besar Datuk 
Amirudin said the project was 80% 
completed and was producing 325 
million litres per day (MLD). 

He said when package B of the 
project was fully completed, some 
565MLD of water could be chan-
neled to some 900,000 residents in 
a day. 

"The new treatment plant will 
help reduce reliance on existing 
plants. 

"In the past some of the older 
plants were operating at 100% full 
-capacity. 

"With the new plant, we will also 
be able to better control the treat-
ment quality, sustainability as well 
as the work flow at the plant. 

"We had very low water margins 
in the past. 

"It was as low as 3%. 
"We are confident that our mar-

gin will increase further. It now 
shows about 10%," said Amirudin 
after his visit to Langat 2. 

The new treatment plant is 
equipped with a modern water 

treatment facility based on the 
Granular Activated 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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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te 
dumping 
at Putrajaya's expense 

The illegal activity has sneaked into the 
federal administrative capital as a way 
for contractors to save cost, with 
hotspots in remote areas and close 
to the Selangor border.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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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ed RM13,000 for 
dumping waste in Putrajaya 
PPj contractor finds easy way out to dispose of garden and drain refuse 

This piece of land near a mining pool in Precinct 20, Putrajaya is not a hotbed for illegal dumping. 

Stories by BAVANI M 
and FARID WAHAB 
metro@thestar.com.my 

WASTE contractors have now 
identified Putrajaya as an ideal 
place to dump waste to avoid pay-
ing tipping fees at landfills. 

An old mining land near in the 
federal administrative capital near 
the Selangor border has been used 
by waste contractors to dispose of 
waste. 

Solid Waste Management and 
Public Cleanliness Corporation 
(SWCorp) Federal Territories direc-
tor Mohd Zahir Shari, who prose-
cuted the first case of illegal dump-
ing in Putrajaya on Jan 20, said the 
culprits pleaded guilty and were 
fined RM13,000 for dumping waste. 

They were charged under 
Section 71(1) of the Solid Waste 
and Public Cleansing Management 
Act 2007 (Act 672) that carries a 
minimum fine of RM10.000 and 
maximum of RM100,000 or a jail 

term of six months to five years. 
"The contractor was hired by 

Putrajaya Corporation (PPj). 
"I was "informed that the contrac-

tor's contract expired last 
December. It was then renewed 
until May this year. 

"As usual the culprits did it to 
save the dumping cost but it was a 
stupid move as my enforcement 
team was watching them for 
weeks," he said. 

Mohd Zahir said the culprits 
were caught dumping waste from 
gardens drains collected around 
Putrajaya. 

"The waste was dumped onto 
government land located nearby 
the Dengkil border," he said. 

"But my team's investigation 
showed that the waste was from 
Putrajaya." 

Mohd Zahir also added that 
investigations showed that the con-
tractor was not licensed by the 
National Solid Waste Management 
Department (JPSPN). 

JPSPN is the department that 
issues licences to waste contrac-
tors. 

Mohd Zahir added that Precinct 
20 was becoming a waste dumping 
hotspot due to its proximity to the 
Selangor border. 

He said it was a remote area and 
the dumping was usually carried 
out in the wee hours of the morn-
ing. 

When contacted, Putrajaya 
Corporation (PPj) said stern warn-
ing had been given to contractors 
caught dumping waste in 
Putrajaya. 

PPj engineering and mainte-
nance department (road division) 
director Marzuki Abdullah said PPj 
was not aware that the contractor 
was dumping waste in Putrajaya. 

"We made a site visit to the area 
to investigate when informed by 
SWCorp last year. We also extend-
ed our cooperation to SWCorp 
when initial 
investigations 

were underway in October up 
until the court hearing. 

"The contractor has been 
warned to dispose of waste at a 
proper landfill. 

"We will not hesitate to take 
action against the contractors for 
dumping waste illegally," said 
Marzuki. 

This was the first illegal dump-
ing case to be prosecuted in 
Putrajaya. 

Since Act 672 came into force in 
2011,34 private companies and 37 
individuals have been prosecuted 
for illegal dumping in seven 
Malaysian states to date. 

The Act governs Kuala Lumpur, 
Putrajaya, Johor, Melaka, Negri 
Sembilan, Pahang, Kedah and 
Perlis. 

So far, five other illegal dump-
sites have been found in 
Putraj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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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ing area 
in front of PICC 

Jalan Ekuestrian, 
Precinct 5 

Persiaran Selatan, 
Precinct 5 

Jalan KDVT, Precinct 11 
(Behind PPAM Melinjau) 

Persiaran Persekutuan, 
Precinct 1 

Persiaran Utara 

ILLEGAL DUMPING 
HOTSP0TS 

IN PUTRAJAYA 

Headline Fined RM13,000 for dumping waste in Putrajaya
MediaTitle The Star
Date 30 Jan 2020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Metro Circulation 175,986
Page No 1TO3 Readership 527,958
Language English ArticleSize 1139 cm²
Journalist BAVANI M and FARID WAHAB AdValue RM 57,542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172,626



ties found an excavator which 
was believed to have been used to 
flatten the ground. 

The machine was partially hid-
den behind the oil palm trees. 

However, no rubbish trucks 
were seen and no one was caught 
in the act of dumping waste. 

Mohd Zahir said the site had 
been operating for three days 
prior to the enforcement opera-
tion based on the evidence 
found. 

"The worry is that contami-
nants from the site will seep 
underground and can contribute 
to water pollution,"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site was barely a 
kilometre away from the 
Putrajaya Wetlands Park. 

"The site can also emit danger-
ous chemical fumes due to the 
decomposition of waste materials 
over time," he added. 

Partially hidden excavator 
proof of illegal activity at site 

By FARID WAHAB 
faridwahab@thestar.com.my 

Shari said site operators would be 
nabbed and brought to book. 

"We will continue to monitor 
the site for any activity. 

"We are confident that the oper-
ator will resume its operation," he 
said. 

SWCorp carried out an opera-
tion just before Chinese New Year, 
involving 19 of its enforcement 
officers, to uncover the illegal 
dumpsite in Putrajaya. 

The site, which was located 
deep within an oil palm planta-
tion was used to discard construc-
tion and domestic wastes. 

During the operation, authori-

SOLID Waste 
Management and Public 

Cleanliness Corporation 
(SWCorp) will go in 

pursuit of culprits 
behind an illegal 

dumpsite that was 
discovered in 

Presint 11, 
Putrajaya. 

Its Federal 
Territories 
director 
Mohd Zah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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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hd Zahir said SWCorp had 
staked out the site and witnessed 
rubbish trucks plying the area 
from 10am to late evening over a 
few weeks. 

"On average, there were around 
15 to 20 rubbish trucks entering 
and leaving the site every half an 
hour," he said. 

He explained that the truck 
drivers would find secluded areas 
to dump waste, to avoid paying 
tipping fees at landfills. 

The easy way out was dumping 
rubbish at an open space instead. 

"The tipping fee charged is usu-
ally between RM20 and RM35 per 
truck. 

"By disposing of rubbish else-
where, these truck drivers think 
they are saving money," said 
Mohd Zahir, adding that they 
were scarring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illegal dumping. 

^ 

An excavator at the illegal dumpsite is belfeved to have been used to 
flatten the area to accommodate more waste. 

SWCorp enforcement officers will not rest until the culprits are 
brought to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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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Y OPEN HOUSE 
Selangor government will hold its 
Chinese New Year open house cel-
ebration at Dataran Petaling Jaya, 
Jalan Timur in Petaling Jaya at 
6.30pm on Feb 1. For details, call 
03-5510 2005 (Invest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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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NGGAL FESTIVAL 
Sepang Municipal Council 
(MPSepang) will hold a ponggal 
festival celebration at the field 
near Jalan Murni 10, Taman Murni, 
Sepang from 9am to 2.45pm on 
Feb 1. The public can look forward 
to slippery pole climbs, silambam, 
uri adithal, kolam drawing, thoran-
am-making and kabadi competi-
tions. For details, 019-664 7418 
(Sivaku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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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名适耕庄的民众在这次施赠贫老中受惠。前排左7为慕斯里敏，右7黄瑞林。

(适耕庄29日讯）大港国会议员 
慕斯里敏举行新春施赠贫老活动， 
no名来自适耕庄的乐龄长者、残 
障人士及单亲妈妈，获得新春红包 
一封及新春年柑一箱。

雪州议长兼适耕庄区州议员黄瑞 
林也受邀出席，其他出席者包括A 
村村长刘裕捷、B村村长叶国民、C 

村代表黄秀凤、海口村长谢耀亮、 
各村村委们及国会议员肋理们。

慕斯里敏致词时说，他将与适 
耕庄区州议员黄瑞林有更密切的 
配合，合力将适耕庄推向更好的未 
来，共同解决适耕庄民众所面对的 
问题，让适耕庄有著一个更繁荣及

慕斯里敏辦新春施贈

110弱勢群獲紅包年柑
安定的未来。

黄瑞林希望联盟坚持走中庸施政 
路线，继续维护大马的多元文化、 
语文和种族的背景，当个开明的政 
府。

他说，在509的政党轮替后，希 

盟首次执政确实经历了一连串的不 
如意，庆幸如今已开始步入正确的 
轨道，渐入佳境。

“许多希盟领袖，包括行动党领 
袖当了60年的反对党，从来没当过 

官，执政经验不足。一些领袖首次 
当官后，在言行封面不够谨慎，令 
人民听了觉得心里不舒服。” 

他坦承，执政党目前仍在学习阶 
段，希望华社和各界多担待包容， 
并承诺会越做越好，以不负选民的 
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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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条主要道路积水，车位比较低的车辆，都不敢冒然川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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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家后巷在这场豪雨后，变成一条“河流”

(巴生29日讯）约5小时不间断 

的长命大雨，导致巴生圣淘沙花园 

和莎阿南武吉哥文宁一雨成灾，居 

民一早醒来，便在水中过大年初 

五，过节心情大受影响！

巴生于去年尾沦为水灾黑区，各地一 
再传出灾情，惟今日截至早上11时，除 
了圣淘沙花园一带外，巴生其它地点暂 
时未传出灾情。

据了解，巴生地区是于凌晨3时开始响 
起巨雷，约凌晨4时开始下雨，惟雨势是 
于约清晨6时开始转大。

溝渠阻塞排不及

直至早上11时后，大雨才慢慢转小， 
惟圣淘沙花园宣告“沦陷”，其中瑟嘉 
迪花园（Taman Sejati )和NSK霸级市场 

f带严重，多条道路积水、住家和商店 
进水。

巴生市议员黄智荣受询时指出，根据

1

市议会 
快捷队的 
汇报，截至 
早上11时，暂 
时只有圣淘沙花园 
传出水灾。

他说，其中罗布 
本达哈里4E路（Lebuh 

Bendahara 4E)和罗弄胡鲁 
巴朗9B路（Lorong Hulubalan 
9B)，最为严重。

“快捷队接获投报后，马上前往瑟 
嘉迪花园查探，发现沟渠已经溢满，并 
溢出马路，导致当地的道路淹水，
其中罗布本达哈里4E路附近的全 

部住家都进水。”
他说，根据初步调查，

相信是沟渠没有定时清 
理，导致沟渠阻塞，
结果雨水来不及
排出，因此造_ ^ _
成今次的水■打开豕

■古纳拉茲（左2)下场巡视，并听取3 

官员的汇报。

X淘沙区州议员古纳拉兹 
二^指出，涨潮遇上超负荷@ 
的雨量，是导致圣淘沙一带^ 
今早水灾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说，周三早上的雨量高 
达135毫米。

“发生水灾後，我已马上 
要求巴生市议会官员和水利 
灌溉局官员，一起下场巡 t 

视，并指示各单位展开疏通 
雨水工作，以便当地的水位 

尽快消退。” ^
他说，当局已派人清理瑟胃

鲁令59路（Jalan seruling .L_L_ 

59)的沟渠，让积水流通，@ 
同时在一些退水太慢的沟胃 
渠，置放抽水泵，把积水抽 
入河流。

T1

_祕

灾。

a^f

门，道路全是积 

水，居民申诉无 

法出人。

INI

居民過年/ILV|青屬議_

II

+T

V：

1 V

来;

如:

■沟渠没定时清理，导致阻塞，相信是瑟嘉迪花园水灾的主要肇因。

自武吉哥文宁（Bukit 

-Kemuning) 7哩^的苏 

女士（65岁）投诉，其住家 
一带逢雨成灾，周三早上10 
时许又淹水，而且水位高达1 
尺半，让她的过年心情大受 
影响，过后还得费神、费力 
清理善后。

^她i，°这场大雨导致一些 
家具和厨柜都浸坏。

“这一带很多外劳，他们

II
',

经常乱丟垃圾，导致沟渠阻 
塞，我相信这是水灾的肇 
因，因此希望市政厅关注， 
并派人定时清理沟渠。” 

她指出，当地是水灾黑 
区，从前朝时期便一直淹

水，没想到换了政府这么多 
年，依然摆脱不了水灾恶 
梦，1年淹水多次，让她和 
居民们都感到非常无奈，希 
望水灾问题可以获得关注和 
改善。

洪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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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車場
排水構造欠佳水倒流

他说，该公寓共有6 

座，其中在最前方的4座 
首当其冲，泊车场一定淹 
水。

公寓地勢比溝渠低

“因为公寓地势比沟渠 
低，所以积水根本无法排 
出，唯有让水持续停滞到 
干，去年这里一度成为骨 
痛热症的热点区。”

莫根说，住在低楼楼居 
民甚至投诉，一下大雨， 
家里的厕所根本无法使 
用，因为一冲水，水就会 
倒流，搞得一团糟。

他说，他出任当地市议 
员后，经过与州议员和市 
议会讨论，决定提升公寓 
旁的排水沟，解决困扰居 
民许久的梦魇。

“之前的构造是V型，提 
升后的将是u型，可直通大 

水沟，且更大更深，我们 
也把沟渠提升至与公寓地 
面平行，解决现在所面对 
的问题。”

mm i
(吉隆坡29日訊）排 

水设计构造欠佳，导致 

班丹柏兰岭班丹湖景公 

寓(Pandan Lake View 

Apartment)逢雨必 

灾，整个泊车场如同池 

塘，更一度成为骨痛热 

症的热点区。

安邦再也市议员莫根指 
出，有关公寓的位置以前 
是采矿场，因此公寓的地 
势很低且比沟渠低，加上 
沟渠的设计构造欠佳，雨 
水并没有排到大沟渠，而 
是流入更小的沟渠。

“正因为如此，当地居 
民面对逢雨必灾的问题长 
达10年，因为一下大雨， 
雨水会满溢，流到公寓， 
底层的泊车场一遭殃，变 
成池塘。”

\ € _:.二々

f:
■排水设计构造欠佳，导致班丹柏兰岭班丹湖 
景公寓过去10年逢雨必灾。

提;
I升水沟工程 
:预计会在本 

月完成。
莫根说，有关工 

程原本预计在2019 
年9月完成，但因 

受到雨季和还有地 
下电缆的影响，耽 
误了完工时间。

“无论如何，我 
们成功在这项工程 
中节省一些开销， 
将把款项挪到另一 
个也面对同样问题 
的公寓。”

当地受访的居民 
也表不，工程进入 
尾声之际，当地水 
灾的问题已有所改 
善。

wmmm

■莫根（左）巡视提升排水系统的进度，预料本月完成。

地
點
：
I
®

疆

I
湖
景
公
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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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水
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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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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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Page 1 of 1

30 Jan 2020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2
Printed Size: 774.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5,268.00 • Item ID: MY0038576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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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大臣：武漢肺炎爆發

雪州遊客將受影響
(史里肯邦安29曰讯）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 

丁指出，随著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的爆发， 
到访雪州的游客人数估计也将受影响。

不过，阿米鲁丁相信，政府能够在最短时间控制 
国内的疫情。

他认为，除了雪州游客人数受影响，全国的旅游 
业也将受到波及，可是，他相信这问题能够获解 
决，因问题根源来自国外而非本地。

他指出，截止昨晚，我国暂未出现在本地受感染 
的病例，目前所有的病例皆为受感染了才入境我 
国。

他说，我国至今只有15宗至20宗的隔离病例，且 

显示了我国对这疫情守卫深严，已有十馀所医院和 
足够的人手待命。

同时，他特呼吁人民，勿因过度恐慌和传播不实 
消息来引发社会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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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院妇女与儿童病楼新職正在施工中。

■林金瑛:新病楼工程进 

度良好。
括在双溪直落一块政府保留地 
兴建全新病楼，并计划把医院 
的妇女与儿童病楼转移到这栋 
新建筑。

8層樓泊車場

据本报了解，有关新建筑共 
有3栋，除了 9层楼的病楼、还 
有1栋8层楼的泊车场及1栋5层 

楼的基本设施楼。
公正党加影市议员林金現向 

《中国报》透露，新病楼竣工 
后将増加2T2个床位、14间产 
房及6间手术房，另外也有专 

科诊所以及医护中心。
她说，根据工程局的汇报， 

这项计划耗资2亿7868万1000 
令吉，工程预计明年4月19曰 

竣工。
她说，新病楼距离加影医院 

0.8公里，其中8层楼的泊车

(加影29日讯）耗资近3亿 

令吉兴建的加影医院妇女与儿 
童病楼共有3栋新建筑，其中 
一栋9层楼的建筑将作为新病 
楼，为加影医院増加272张病 
床及14间产房。

这项加影医院提升工程自 
2018年4月展开以来，工程如 
期进行中，预计将在明年4月 

全面竣工。
拥有130年历史的加影医 

院，过去数十年一直面对爆满 
情况，许多病人被迫躺在病楼 
走廊，病楼空间也十分拥挤。

中央政府在2016年宣布拨款 
近3亿令吉提升加影医院，包

场，根据标准会有622个泊车位，但 
工程局建议628个泊车位，包括12个 

残障人士泊车位。
“工程局也建议9个救护车泊车位 

以及128个摩哆泊车位。”

她说，根据工程局的建筑计划，新 
病楼的出入口设在士毛月路加影高校 
旁边，但市议会建议为新病楼増设多 

个出入口，让这个出入口衔接到双 
溪直落路，以疏散士毛月路的交通。

渐病楼原本的出人口会改在士毛月路

Page 1 of 1

30 Jan 2020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1
Printed Size: 626.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2,348.00 • Item ID: MY0038577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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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
新

大
港

■书法老师谢顺捷为慕斯里敏墨写了他的华文名字，更逗得他开 
心不已，李立鹏（左）及佘克顺（中）马荣健（右2)。

(大港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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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沙白县郑仪薇县议员协办 
的2020庚子年新春园游会，一连两晚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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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单位在一连两晚的新春园游会，准 

备了各式各样的节目表演，包括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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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众享用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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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行动党党员们。

慕斯里敏也受邀出席为新春园游会主持 

开幕仪式，他表示，去年这个时候因为健 

康问题，未能出席活动而深感抱歉。

随后，慕斯里敏也在园游会中分发新春 
红包给现场12岁以下的小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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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热烈的掌声欢迎。

办单位也趁机邀请他上台致词，他解 

释他说刚好经过大港，并让园游会的热闹 

吸引著，因此决定下车走进来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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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
園
遊
會
反
應
熱

港
□
社
區
管
委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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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白與民共慶庚子年迎新春

吸引民衆參與好熱鬧
(沙白安南29日讯）由沙白 

安南国会议员拿督莫哈末法西 
亚、沙白区州议员阿末慕斯达 
因及安南谷福利倶乐部，联合 
主办的“沙白与民共庆庚子年 
迎新春”，吸引大批民众参与 
其盛。
〇主办单位除了预备丰富的美 
食招待到来的民众，也准备红 
包分发给乐龄人士及12罗以下 
的小朋友，还有卡拉okay及燃 

放孔明灯。
出席活动的有雪州行政议员 

甘纳巴迪劳、沙白安南区国会 
议员拿督哈芝莫哈末法西亚、 
沙白区州议员阿末慕斯达因、

沙白县议员陈妙玲、沙白州议 
员华人事务代表马荣健、安南 
谷福利俱乐部主席林振福。

马荣健说，我国三大种族向 
来共同欢庆农历新年，并没有 
种族敏感问题的存在，他呼吁 
这种良好的各族关系继续维持 
下去，才能营造和谐共处的马 
来西亚。

莫哈末法西亚指出，我们每 
个人都应该抱持著中庸之道， 
才能继续保持令社会和谐共处 
的精神。

他指出，团结是我国迈向成 
功最重要的钥匙，不管在政 
治，社会或其他领域都扮演重

■莫哈末法西亚（右4起）、马荣健、林振福（左2起）及陈 

妙玲，分发新春红包绐小朋友们。

要角色。 重以及互相包容之心才能达
阿末慕斯达因说，和谐社会成，而且需要漫长的岁月才能 

不会在两三天内培养，因为这实现。
是要建立在互相信任，互相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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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議員向村長拜年
適耕莊掀新篇

(适耕庄29日讯） 

雪州议长兼适耕庄区 

州议员黄瑞林连同大 

港国会议员慕斯里 

敏，在一众助理的陪 
同下于大年初三早 

上，国州议员一起到

家拜年，写下适耕庄 

开埠以来的新篇章。

慕斯里敏特地穿唐装

这些国州议员一行 

人一早先到大港港口 

村长佘克顺的家拜

庄C村村长黄运财、 

沙白县议员黄亚祥、 

B村村长叶国民、适 

耕庄海□村长谢耀 

亮、大港国会议员华 

人助理李立鹏、沙白 

县新村协调官谢享存

各个村长及县议员住年’随后陆续到适耕以及沙白县议员梁前

■黄瑞林（左六）和慕斯里敏（左七）在众助理陪同下，向C村 

村长拜年。左五为黄运财。

富的住家拜年。

他们一行人每到一 

家，彼此互派红包、 

赠送礼篮礼品，并录 

下使用不同语言的新 

春祝贺短片，场面温 

馨热闹。慕斯里敏更 

特地穿上唐装拜年。

除了两位国州议员 

以外，随行的还有慕 

斯里敏华人助理李立 

鹏、县议员梁茄富和 

黄亚祥、双溪班占选 

区协调官再努阿兹米 

以及一众助理。

黄瑞林表示，这就 

是雪州希盟政府不一 

样的地方，要缔造一 

个和谐、包容、中庸 

以及跨越种族和宗教 
的落鐘"。

他说，这是马来西 

亚独一无二•的文化和 

传统，所有人应继续 

把这种文化和传统发 

扬光大。

他呼吁身为领袖的

更应以身作则，把这 

种优良文化和传统继 

续传承下去。

黄瑞林吁延续优良文化

黄瑞林也呼吁村民 

们秉持这种精神，在 
各自的新年时互相拜 

访，以便能够更深一 
层的了解，减少猜疑 
和摩擦，促进国民团 

结，缔造一个和谐的 

马来西亚。

对于身为马来友族 

的慕斯里敏能够在农 
历新年期间穿唐装到 

华人家拜年，黄瑞林 

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 

的示范，是值得大家 

学习的榜样。

慕斯里敏表示，这 

是一个好的开始，希 

望接下来的每一年都 

会有这样的拜年活 

动，并且希望有更多 

时间到村民的住家拜 
年。(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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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斯里敏施贈110貧老
(适耕庄29日讯）大港国 

会议员慕斯里敏配合农历新 
年到来，日前在适耕庄B村 

港□社区管理委员会礼堂举 

行新春施赠贫老活动，110 

名来自适耕庄各个新村的乐 

龄长者、残障人士以及单亲 
妈妈，都获得红包一封及年 

柑_箱。

雪州议长兼适耕庄区州议 
员黄瑞林也受邀出席，其

他出席的包括A村村长刘裕 
捷、B村村长叶国民、C村 

代表黄秀凤、海口村长谢耀 

壳、各村村委以及国会议员

It)理。

慕斯里敏在致词时表示， 

他会与适耕庄区州议员黄瑞 

林有更密切的配合，合力将 

适耕庄推向更好的未来，共 

同解决民众所面对的问题， 

让适耕庄有更繁荣及安定的

未来。

他同时提到，去年因身体 

不适无法安排施赠贫老活 

动，对于未能出席许多华团 

新春团拜活动，他深感抱 

歉0

黄瑞林致词时表示，希望 

联盟坚持走中庸施政路线， 

继续维护大马的多元文化、 

语文和种族背景，当开明的 

政府。
他说，在509的政党轮替 

后，希盟首次执政确实经历 

了_连串的不如意，庆幸如

今开始步入正确轨道，渐入 

佳境。
“许多希盟领袖，包括行 

动党领袖当了 60年的反对 

党，从来没当过官，'执^^经 

验不足。一些领袖首次当官 

后，在言行方面不够谨慎， 
令人民听了觉得心里不舒 

服。”

他坦承，希盟各党目前仍 
在学习阶段，希望华社和各 

界多多包容，并承诺会越做 

越好，不负选民的期望。‘ 

(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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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大臣：影響旅遊業
(史里肯邦安29日讯）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预计，随著武汉肺炎的爆 

发，带来的影响颇大，包括将造成旅客减少到雪州游玩。

大臣是昨天到布特拉大学出席_场活动闭幕礼时说，目前我国仍未发生人传人 

的情况，多数病患都是抵达大马后才确诊。

他相信，联邦政府有能力控制整个疫情。可以肯定的是，到雪州或国内旅游的 

游客将减少，但相信这个问题将获解决，因为这个问题的源头来自国外，非国 

内。
“州政府将联系卫生部，提高双方合作，尤其是在吉隆坡国际机场。”

他同时促请大家不要慌张，甚至散播不实消息，以致引起他人恐慌。（T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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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眼纪委会不会受影响
安华促集会人士解散

(吉隆坡29日讯)人民公正党主席 

拿督斯里安华促请聚集在该党总部支 

持与反对革除副主席祖莱达的人士解 

散，同时强调，该党纪委会不会受到任 

何集会的影响。

他周三发表简短文告指出，纪委 

会的决定是独立的，任何场合支持与 

反对的行动，都不会影响纪委会的决 

定0

“纪委会也受促监督任何违反此 

项指令的党员。”

今早捍卫祖莱达继续出任党副主 

席的数十名支持者，聚集在公正党总 

部门前请愿;另一边厢，身穿蓝色服饰

的要求开除祖莱达的民众，形成对峙叫骂情况。反对祖莱达的人士 

约有50人，他们手持横幅，高声欢呼“开除祖莱达”。

祖莱达也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他的政治秘书希兹万也出现 

在队伍中，据了解他今早时代替祖莱达到总部呈上解释信。

2019年12月8日，公正党在马六甲举办的大会落幕后，祖莱达 

出席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派系在吉隆坡万丽酒店 

举行的晚宴，她在演讲时公开批评安华等一众党领袖。

公正党过后接到针对祖莱达的投诉，1月18日，该党召开中央理 

事会会议时，两组人马在党总部外叫阵对峙，一方要求开除祖莱达， 

另一方则力挺她。

公正党总秘书赛夫丁之后证实，党纪委会已发函给祖莱达，要 

求对方在14天内解释某些违纪情节。

祖莱达周二说明自己会在今天递交解释信，而其支持者则同步 

在全国10个州属举办声援活动。#

安华促祖莱达支持者及 

要求开除祖莱达的集会 

人士解散，不要再聚集 

在党总部门口。

Page 1 of 1

30 Jan 2020
Kwong Wah Yit Poh,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59,667 • Page: A6b
Printed Size: 130.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457.58 • Item ID: MY0038577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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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耕庄人民慈善团

援助品赠各族贫户
(适耕庄29日讯）沙白县适耕庄人民慈善I才丨新 

春送暖，派发550份生活援助品予各族贫闲家 

庭，让所有人都能欢喜度过庚子年。

沙白县适耕庄人民慈善闭每年都会在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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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筹委会主席郭瑞成指出，我国的多元族群 

文化是立国之本，人民理应感到光荣，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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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议员黄瑞林表示，许多社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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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历新年时，大家都期待开开心心回家I才丨 

圆，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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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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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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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比各阶层人民都 

能普天同丨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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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才丨。

黄瑞林（后排左五起）、慕斯利敏，各贵宾与10名肾病受惠者手持模拟支票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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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来贤年十四 
举办新年茶会

加影州议员2020农历新 

年茶会将于2月7日（星期 

五），傍晚6时至晚上10 

时，在蕉赖双溪龙商业区（丰 

隆银行前面）举行，欢迎民众 

参与。

JLIIJL 錢
ifis numan TcrtiiiKa lahun Bnru Cina

f- •飞 rcringkat DUN Kajang 2020
雪州加影区2020年新春团拜

07/02/2020
(周五.年十四1

BDR SlINGAI LONG (Depan Hong Leong Sank) 
_ 双溪龙（丰隆银行前面}

VD wet LOTjijAM] ' b 'a ^ VBNECuer

6*00pm-
10,30pm

f f ''"I—
• IMJ

团拜以街头美食为主轴，

并获得当地居民和商家携手合作为庆典献力，这也是当天团拜的重点。傍晚6时开始就有赞助商 

主导的吉祥文化坊，同时财神爷也会到场贺岁，晚上7时30分街头美食开始后即將迎来春节联 

欢晚会的表演。

加影市议员林金瑛（左六）说，雪州行政议员兼加影州议员许来贤今年在双溪龙举办加影区 

—年一度的新春团拜盛会，预计吸引2000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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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嘉地园变“水城”
(巴生29日讯）大年初五一场长命雨， 

巴生水灾黑区圣淘沙实嘉地花园 

(Taman Sejati)惨变“水城” !

过去几天天气大热，惟今早巴生谷 

地区却下起连绵大雨，低洼地区多条道

路积水。适逢今天是开工吉日，不少上 

班族已回到工作岗位，上班时间下雨积 

水引发小麻烦；所幸大部分学校尚未开 

课，还有一些上班族仍在放假，才不至 

于引发严重交通阻塞。

论如何，这场从清晨 

16时开始下至上午11 

时仍未停竭的大雨，导致很多 

地区的路段积水，其中，巴生 

水灾黑区圣淘沙实嘉地花园地 

区淹水情况最严重。

该区多条大渠道的水满 

溢，路段积水颇高，居民动弹 

不得。不过，据木报记者抽样 

查探，除了该区，巴生其他地 

区并未发生水灾，隆灵区也没 

有接获任何严重的淹水投报。

渠道积水满溢，附近居民被迫 

迎接“雨神”到访。

■--------------p------ f----- i------

^ MnHa,
:编

后巷积水，居民大叹倒霉得二度大扫除。

黄智荣：水沟无法顺畅排水

巴生市议员黄智荣受询时 

向《南洋商报》说，巴生市议 

会快速行动小组今早接获上述 

花园居民的投报后，也前往现 

场视察和了解水灾情况。

“根据了解，该区因排水 

道及水沟没有疏通清理，W此 

无法顺畅排水，积水满溢流到 

路面甚至淹入一些住家，居民 

被迫迎接“雨神”进

屋“拜年”。

他说，其中罗布本达哈利 

4E路和葫卢巴朗9B路的情况 

最为严重，小组视察期间，该 

区雨仍未停，相信会加剧有关 

地段的水灾情况。

道路积水，驾驶人士涉水过

莎武吉肯文宁住家水高1尺半
莎阿南武吉肯文宁（Bukit 

Kemuning) 7里半也淹水，居 

民一大旱起床就在家里迎来1 

尺半高的水位，过年心情跌落 

谷底。

投诉者苏女十（65岁）表 

示，水灾影响了她的过年心

情，W为善后工作费神费力， 

而且家具和厨柜也几乎被水泡 

坏：

“这里一向是水灾黑区， 

前朝至今这么多年来，地方政 

府都没有办法协助解除居民的 

水灾恶梦，而且，淹水次数一

年比一年多，我和邻居们都感 

到非常无奈。”

她希望水灾问题可以得到 

关注和改善，尤其该区居住了 

很多外劳，他们经常乱丟垃 

圾，导致沟渠堵塞，相信这也 

是水灾的肇N之一。

“我希望市政厅关注，并 

派人及时清理沟渠。”

年初五长命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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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咩商教

乌冷卫生局教育民众防范

武汉肺

乌冷县卫生局启动广播车，教育民众防范武汉肺炎。

独家报道/摄影

林海霞

(加影29日讯）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扩辖区民众播报武汉肺炎的症状以及防 

散，乌鲁冷岳县卫生局为了防范不敢 范措施，教育民众注重个人卫生防 

掉以轻心，通过宣传局启动广播车向 护。

丨|^外，加影区的学校也 

大戒备，在校园和教 

室进行消毒工作，严密防备， 

以免疫情在我国爆发。

据《南洋商报》记者了 

解，新春佳节期间有不少家长 

会带着孩子到外出游，校方促 

请在新春期间到中国旅游的学 

生，必须向班主任报告或拨电 

通知校方，以防万一。

同时，际此敏感时期，当 

局也担心有学生感染伤风或咳 

嗽，或在回校后传染给其他同 

学，W此在面簿发布通告指若 

有孩子身体不舒服，家长应il: 

他们留在家里休息，避免到学 

校上课。

加影区的华小是于年初六 

(明天）才复课，惟国小和国 

中今天已复课。

加影育华小学3次消毒

据木报记者向加影育华小 

学查询时，校长黄两利表示为 

了预防，校方已先后三次即1 

月11日、18日和28 FI进行消 

毒工作。

他说，在校园和教室消毒 

是为了预防及丨上家K安心把孩 

子送来上课，并非该校有学生

重大疫情启动广播
许来贤：居民无需担心

染病，希望大家不要误会和恐 

慌。

他说，据知该校也没有学 

生在新春期间随父母到中国 

旅游，无论如何，他促请家 

长留意，若孩子身体不适或 

发烧，应立即问诊和留在家 

里休息。

“武汉肺炎的潜伏期可长 

达两周即14天，传播途径除 

了经呼吸道飞沫传播为主，也 

可通过接触传播，家长们可以 

为孩子准备M层式的口罩作为 

防范

雪州行政议员兼加影州议 

员许来贤说，乌冷卫生局通过 

宣传局，从上周起启动广播 

车，这是例常的防范措施，居 

民无需担心。

他说，一旦有任何重大 

疫情，每个县卫生局都会通 

过广播局启动广播车向民众

传达信息以及教育防范方 

法。

“广播车会到人潮多的地 

方向民众讲解，让民众了解武 

汉肺炎和防范措施；除了武汉 

肺炎，国人也应防备骨痛热症 

肆虐，因为骨痛热症夺走不少 

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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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除祖莱达？
I民公正党副主席祖莱达委派代表，赶在！ 

^ (29/i)最后一天期限，向党纪律委员1叙遂 

呈不被对付的解释信。

祖莱达的支持者，以及另一派要求党内 

除祖莱达的党M，两派人马在周三巾午聚集 

打灵再也公正党总部外，胃著雨拉布条、高 

号各自表述。图为要求党开除祖莱达的支持 ̂  

喊口号，情绪激昂。-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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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菜达星解翳憧公!E党两液S抵
八打炅再也29日讯公正党副主席兼房屋及地方政府 

部长祖莱达的政治秘书礼祖安，今日代表祖莱达前往公正 

党总部，呈交解释信给公正党纪律委员会。

现场却引发两派支持者互呛的场面， 

一派是祖莱达的支持者，另一派是要求党 

内部开除祖莱达的人马。

两派支持者今午聚集在公正党总部入口 

处，其中约300名要求党开除祖莱达的人士身 

穿「Pecat Mak Llmpahj的衣服，在下午12时 

开始，高举「开除祖莱达」的布条，不时呼 

喊「烈火莫熄」等口号，情绪高昂。

至于声援祖莱达的党员则约有80人， 

多数以妇女部党员为主，他们也拉起布 

条，高喊「祖莱达万岁」，声援祖莱达。

不确定何时获回复

现场虽下起了大雨，但仍无法淺灭 

两派的高昂情绪；双方支持者在礼祖安进 

入总部后，在门口持续叫嚣，高喊口号对 

峙。现场约有20名警员维持次序。

天期限的最后_天’如来提父解释柄。」

「在呈交解释信的过程中并没有涉及 

任何的讨论，但我有向纪律委员会表示， 

那些指控其实是有缺陷的。」

「这是因为他们的指控是根据抄本 

的，而我们也对内容有所保留。」

「虽然如此，我们依然尊重纪律委员 

会，也呈交了解释信。」

礼祖安也解释，祖莱达今日因出席内 

阁会议而无法亲自肖U来呈父解释柄’所以 

委派他前来。

祖莱达被指违反党纪律相信是与她在 

去年12月8日于吉隆坡万丽酒店一场活动 

上，炮轰多位公正党领袖的言论有关。她在 

会上指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曾试图说服 

她，相信男男性爱短片另一个主角就是署理 

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并指安华甚至为 

了说服她，还声称首相敦马哈迪曾要求公正 

mm

礼祖安（中）代表祖莱达，向公正党纪律委员会呈交解释信，支持者陪随其 

旁。 -骆憂_

祖莱达政治秘书礼祖安于12时45分抵 

达，进入总部办公室呈交信件，约莫15分 

钟后便离开。

党开除阿兹敏，但她本身最终没有接受安华 

的说法，并告诉后者，如果警方真的说是阿 

兹敏，那就让警方继续调查。

公正党纪律委员会是在1月15日发给祖莱 

达要求其呈解释信函，并要她在14天内回覆。

祖莱达的政治秘书礼祖安在提交信件 

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公正党纪律委 

员会已接收了祖莱达的解释信，但他并不 

确定何时会收到回复。

「我有询问纪律委员会何时会收到回 

复，他们表示解释信的内容是需要该委员 

会主席审核后，才能做出回复。」

他说，祖莱达在解释信中回答了纪律 

委员会的3道主要问题，还有主要问题中的 

附加问题。

「这3项问题题目蛮长的，所以我们也 

耗时比较久来认真回答这些问题，也赶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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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东;每•自由撰稿人

白乱弹
民政党蓄势待发？

年的民政党新春团拜活动有点诡异， 

^不只迎来了首相马哈迪伉俪，连经济 

事务部长阿兹敏阿里也陪同出席，即便民 

政党主席刘华才说是往年惯例，却难免使 

人大感疑惑，尤其是在这微妙的关头。

先说阿兹敏，去年7月人民公正党因男 

男短片丑闻爆发倒阿兹敏潮，敏派阵营发 

表联署声明导致党争白热化，当时已有传 

闻说阿兹敏将带领部众跳槽民政党，虽说 

只是空穴来风未成真"但留者这步棋将来 

说不定可用得上。毕竟敏派在去年年底大 

会已公开和党主席安华闹翻，即使总检察 

署也因短片证据不足而不提控任何人，但

伤口再也难以愈合，等待著阿兹敏和其阵 

营的结局如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敏派若持续在党内遭到打压和侵蚀，下一 

步将是遭开除或选择跳槽。

以第三势力自居

去年就有一篇评论指出，敏派若无法 

突围，可能有3个选择：第一是留在党内等 

死；第二是加入土团党，但未必获得土团 

党欢迎，而且非马来穆斯林支持者该何去 

何从；第三是创立新党。

以目前局势看来，第一选项已站不住 

脚、第三选项太吃力不讨好，重新来过太

困苦，结局也会惨不忍睹；至于第二选项 

颇有道理，至于该如何迎刃而解，唯一办 

法是寻觅合适的平台，民政党此在野的多 

元族群政党的可能性最高。

民政党自509大选后退出国阵，并没 

有像国阵退党潮的小党欲申请加入希盟政 

府，而是以第三势力自居，向希盟和国阵 

两面开攻。相比起巫伊同盟或马华等种族 

性质，民政党能发挥的地方绰绰有余，论 

族群结构其就像是另一版本的行动党，论 

意识形态却比较靠近公正党。从国阵脱走 

后民政已无包袱，希盟对其的攻击愈不见 

凑效，该党等待的是时机。更何况若有当 

朝显贵带著谈判筹码来，简直喜出望外。

从众多迹象看来’老马的属意首相人 

选甚至接班人，很可能是阿兹敏，安华拜 

不拜得到相，也得看老马何时交棒，以及 

老马看时势见风使舵的能耐。所以，阿兹 

敏即便想加入土团党，土团党也不会轻易 

接受；有些舆论则说阿兹敏会跳槽国阵， 

此说法更是滑稽。若无公正党情势恶化， 

民政或许将成为短暂的避风港，对敏派和 

民政都有利。

只能说，老马与阿兹敏或因契合的政 

治利益，走在了同一条船上合作无间。老 

马有马来人大团结的梦，阿兹敏有阻断安 

华的梦，其余的则向著这些议程任由时空 

顺水推舟。应当佩服的是，至今人们都还 

摸不著头脑到底是在搞哪套，加入民政是 

否也是声东击西的风声，还是狡兔三窟的 

策略之一，我们姑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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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精明停車手機應用程式使用率

麵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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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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精明停車App 88萬次下載記錄
蒲种29曰讯丨雪州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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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泛使用。」

「雪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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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DU)，当中包括 

了精明停车系统将通过数据化 

鉴定可停放车位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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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八打炅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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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是以小时计算或以 

单次驶入收取停车费。

發展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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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寸代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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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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業者未轉型迎工業4.0

蒲种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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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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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是要协肋厂家合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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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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闩亂彈 陈海德

自由撰稿人 民政黨蓄勢待發？
乂、年的民政党新春团拜活动有点诡异，不只迎来了首

相马哈迪伉偭，连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阿里也陪同 

出席，即便民政党主席刘华才说是往年惯例，却难免使 

人大感疑惑，尤其是在这微妙的关头。

先说阿兹敏，去年7月人民公正党因男男短片丑 

闻爆发倒阿兹敏潮，敏派阵营发表联署声明导致党 

争白热化，当时已有传闻说阿兹敏将带领部众跳槽 

民政党，虽说只是空穴来风未成真，但留著这步棋 

将来说不定可用得上。

毕竟敏派在去年年底大会已公开和党主席安华闹 

翻，即使总检察署也因短片证据不足而不提控任何人， 

但伤口再也难以愈合，等待著阿兹敏和其阵营的结局如 

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敏派若持续在党内遭到打 

压和侵蚀，下一步将是遭开除或选择跳槽。

以第三勢力自居

去年就有一篇评论指出，敏派若无法突围，可能有 

3个选择：第一是留在党内等死；第二是加入土团党， 

但未必获得土团党欢迎，而且非马来穆斯林支持者该何 

去何从；第三是创立新党。

以目前局势看来，第一选项已站不住脚、第三选项 

太吃力不讨好，重新来过太困苦，结局也会惨不忍睹； 
至于第二选项颇有道理，至于该如何迎刃而解，唯一办 

法是寻觅合适的平台，民政党此在野的多元族群政党的

可能性最高。
民政党自509大选后退出国阵，并没有像国阵退党 

潮的小党欲申请加入希盟政府，而是以第三势力自居， 

向希盟和国阵两面开攻。

相比起巫伊同盟或马华等种族性质，民政党能 

发挥的地方绰绰有馀，论族群结构其就像是另一版 

本的行动党，论意识形态却比较靠近公正党。从国 

阵脱走后民政已无包袱，希盟对其的攻击愈不见凑 

效，该党等待的是时机。更何况若有当朝显贵带著 

谈判筹码来，简直喜出望外。

从众多迹象看来，老马的属意首相人选甚至接班 

人，很可能是阿兹敏，安华拜不拜得到相，也得看老马 

何时交棒，以及老马看时势见风使舵的能耐。所以，阿 

兹敏即便想加入土团党，土团党也不会轻易接受；有些 

舆论则说阿兹敏会跳槽国阵，此说法更是滑稽。若无公 

正党情势恶化，民政或许将成为短暂的避风港，对敏派 
和民政都有利。

只能说，老马与阿兹敏或因契合的政治利益，走在 

了同一条船上合作无间。老马有马来人大团结的梦，阿 

兹敏有阻断安华的梦，其馀的则向著这些议程任由时空 

顺水推舟。

应当佩服的是，至今人们都还摸不著头脑到底是在 

搞哪套，加入民政是否也是声东击西的风声，还是狡兔 

三窟的策略之一，我们姑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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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腿民政黨蓄勢待發？
I年的民政党新春团拜活动有点诡异， 

"7不只迎来了首相马哈迪伉偭，连经济 

事务部长阿兹敏阿里也陪同出席，即便民政党 
主席刘华才说是往年惯例，却难免使人大感疑 

惑，尤其是在这微妙的关头。
先说阿兹敏，去年7月人民公正党因男男短 

片丑闻爆发倒阿兹敏潮，敏派阵营发表联署声 

明导致党争白热化，当时已有传闻说阿兹敏将 
带领部众跳槽民政党，虽说只是空穴来风未成 

真，但留着这步棋将来说不定可用得上。

以第三势力自居

去年就有一篇评论指出，敏派若无法突 
围，可能有3个选择：第一是留在党内等死； 

第二是加人土团党，但未必获得土团党欢迎， 

而且非马来穆斯林支持者该何去何从；第三是 

创立新党。

以目前局势看来，第一选项已站不住脚、 

第三选项太吃力不讨好，重新来过太困苦，结 

局也会惨不忍睹；至于第二选项颇有道理，至 
于该如何迎刃而解，唯一办法是寻觅合适的平 

台，民政党此在野的多元族群政党的可能性最 

高。
民政党自509大选后退出国阵，并没有像

国阵退党潮的小党欲申请加人希盟政府，而是 

以第三势力自居，向希盟和国阵两面开攻。相 
比起巫伊同盟或马华等种族性质，民政党能 

发挥的地方绰绰有余，论族群结构其就像是另 
一版本的行动党，论意识形态却比较靠近公正 

党。从国阵脱走后民政已无包揪，希盟对其的 

攻击愈不见凑效，该党等待的是时机。更何况 

若有当朝显贵带着谈判筹码来，简直喜出望 
外。

从众多迹象看来，老马的属意首相人选甚 

至接班人，很可能是阿兹敏，安华拜不拜得到 

相，也得看老马何时交棒，以及老马看时势见 

风使舵的能耐。所以，阿兹敏即便想加人土团 
党，土团党也不会轻易接受；有些舆论则说阿 

兹敏会跳槽国阵，此说法更是滑稽。若无公正 

党情势恶化，民政或许将成为短暂的避风港， 

对敏派和民政都有利。

只能说，老马与阿兹敏或因契合的政治利 

益，走在了同一条船t合作无间。老马有马来 

人大团结的梦，阿兹敏有阻断安华的梦•其余 

的则向着这些议程任由时空顺水推舟。应当佩 

服的是，至今人们都还摸不着头脑到底是在搞 

哪套，加人民政是否也是声东击西的风声，还 

是狡兔三窟的策略之一，我们姑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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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1達霣解釋信
公正黨两15睡

礼祖安（中）代表祖莱达，向公正党纪律委员会呈交解释信，支持 
者陪随其旁。

八打灵再也29曰讯| 

公正党副主席兼房屋及地 

方政府部长袓菜达的政治 

秘书礼袓安，今日代表袓 

菜达前往公正党总部，呈 

交解释信给公正党纪律委 

员会。

现场却引发两派支持者互 

呛的场面，一派是祖莱达的支持 

者，另一派是要求党内部开除祖 

莱达的人马。

两派支持者今午聚集在公正 

党总部入口处，其中约300名要求 

党开除袓莱达的人士身穿「Pecat 

Mak Limpah」的衣服，在下午12 

时开始，高举「开除祖莱达」的 

布条，不时呼喊「烈火莫熄」等 

口号，情绪高昂。

至于声援祖莱达的党员则 
约有80人，多数以妇女部党员为 

主，他们也拉起布条，高喊「袓 

莱达万岁」，声援袓莱达。

不確定何時獲回復

现场虽下起了大雨，但仍无 

法浇灭两派的高昂情绪；双方支 

持者在礼袓安进入总部后，在门 

口持续叫嚣，高喊口号对峙。现 
场约有20名警员维持次序。

袓莱达政治秘书礼祖安于12 

时45分抵达，进入总部办公室呈 

交信件，约莫15分钟后便离开。

公正党纪律委员会是在1月 
15曰发给祖莱达要求其呈解释信 

函，并要她在14天内回覆。

袓莱达的政治秘书礼袓安在 

提交信件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表 

示，公正党纪律委员会已接收了

袓莱达的解释信，但他并不确定 

何时会收到回复。

「我有询问纪律委员会何 

时会收到回复，他们表示解释信 

的内容是需要该委员会主席审核 

后，才能做出回复。」

他说，袓莱达在解释信中回 
答了纪律委员会的3道主要问题， 

还有主要问题中的附加问题。

「这3项问题题目蛮长的，所 

以我们也耗时比较久来认真回答 
这些问题，也赶在14天期限的最 

后一天，前来提交解释信。」

「在呈交解释信的过程中并 

没有涉及任何的讨论，但我有向 

纪律委员会表示，那些指控其实 

是有缺陷的。」

「这是因为他们的指控是根 

据抄本的，而我们也对内容有所

保留。」「虽然如此，我们依然 

尊重纪律委员会，也呈交了解释 

信。」

礼袓安也解释，祖莱达今曰 

因出席内阁会议而无法亲自前来 

呈交解释信，所以委派他前来。

祖莱达被指违反党纪律相信 
是与她在去年12月8日于吉隆坡万 

丽酒店一场活动上，炮轰多位公 

正党领袖的言论有关。她在会上 

指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曾试 

图说服她，相信男男性爱短片另 

一个主角就是署理主席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并指安华甚至为了 

说服她，还声称首相敦马哈迪曾 

要求公正党开除阿兹敏，但她本 

身最终没有接受安华的说法，并 

告诉后者，如果警方真的说是阿 

兹敏，那就让警方继续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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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甲洞馬魯n

溝渠瓢臭逾2遇
4 一 工.....
一还未解决.同奢银他们尽快M埋阢中，，0.-

js 题％Lslssr:

甲洞马鲁里花园布绒迪 

^ 翁路沟渠遭大量垃圾阻塞， 

飛以致污水倒流路面，造成臭 
味四溢，卫生情况恶劣。

可向隆市局投訴

(dbkl@dbkU〇vw) 

(dbk!2u)等万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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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电邮

布絨迪翁路“撬蓋”

發臭溝
拍4苦k 17由社苗報道►陳詩蕙

(八打灵再也29日讯） 

曱洞马鲁里花园布绒迪翁路 

(Jalan Burang Tiong )的沟 

渠阻塞问题，已在吉隆坡市 

政局、固体废料管理机构 

(SWCorp )和阿南弗拉的 

配合下，获得解决。

读者吴先生日前致电《大都 

会》社区报热线申诉，布绒迪翁 

路沟渠发出臭味逾两个星期没人 

处理，污水甚至满溢到路面，还 

发出难闻的异味。

谢有坚：

沟渠封死难清理

泗岩沫国会议员杨巧双特别 

助理谢有坚受询表示，他已经接 

获小贩反映有关问题，并于日前 
(13日）安排三造联合视察，而 

相关单位也在翌日（14日）清理 

沟渠并解决有关问题t

他说，该路段附近有早市 

巴刹，且部分商店业者也将店前 
的沟渠封死，造成清洁T.人清理 

沟渠受阻，久而久之导致沟渠阻 

塞。

他形容，清洁工人撬开封死 

的“沟盖”后，发现沟渠阻塞大 

量垃圾，其中包括塑料瓶、饭盒 

等，情况颇为严重，令人皱眉。

谢

商贩将物品摆放在沟渠上方，阻碍清洁工人 

进行日常的清理工作D

促勿隨手丟垃圾

有坚说，清洁T.人较后配合清沟丁作， 

已经撬开有关“沟盖”，并清出大量垃 

圾，今后也希望商家不要再封死沟渠，同时促请小 

贩别随手将纸张等垃圾丢在路上，以免垃圾被风吹 

人沟渠，再次造成阻塞。

“我知道小贩都有聘请承包商在巴刹收档后 

清理垃圾，但一些垃圾若随手丢在地上，风•吹还 

是会飘人沟渠。所以希望小贩能无论垃圾大小，都 

直接丢人垃圾袋内。”

他也呼吁民众在面对类似问题或投诉时， 

透过市政局推出的手机应用程式“KL Cares”或 

“M0BIS”投诉，或致电市政局热线（ 1800-88- 

3255 )反映。

“若有关当局迟迟没有采取行动，也希望当 

局直接到泗岩沫国会议员服务中心投诉，好让我们 

能采取行动。”

清洁工人搶开沟盖后，发现沟渠内堆积 

大量垃圾，情况严重D

为解决沟渠阻塞问题，清洁工人动用工 

具拆除商家业者违例封死的沟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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