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ZS hulur bantuan
Kuala Selangor: Kisah ka-
nak-kanak lelaki, Muham-
mad Adam Rayyan Rosma-
di berusia tujuh tahun di-
lahirkan tanpa telinga ka-
nan danmemerlukan lebih
RM20,000 bagi memasang
implan mendapat perhati-
anLembagaZakat Selangor
(LZS) yang menghulurkan
bantuan.
LZS dalam satu kenya-

taan semalammemaklum-
kan, bantuan itu akan di-
salurkan selepas pihaknya
mendapat pengesahan
hospital.
Menurut kenyataan itu,

hasil siasatan mendapati
keluarga kanak-kanak ber-

kenaan layak didaftarkan
sebagai asnaf miskin.
“Untuk permulaan, kami

akan menyantuni keluarga
ini dengan bantuan kewa-
ngan bulanan.
“Kami juga akan mem-

bantu pembelian bantuan
alat pendengaran yang ke-
tika ini dipinjam dari Hos-
pital Sungai Buloh (HSB)
bernilai RM8,000,” kata-
nya.
Dalampada itu, kenyataan

itu turut memaklumkan
bantuan lain akan disalur-
kan berdasarkan keperluan
keluarga itu dari semasa ke
semasa bergantung kepada
syarat dan kelayakan.

Headline LZS hulur bantuan
MediaTitle Harian Metro
Date 04 Feb 2020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Setempat Circulation 112,705
Page No 8 Readership 338,115
Language Malay ArticleSize 76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2,994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8,982



Lebih 600 penduduk mohon kad pintar khas
SHAH ALAM - Seramai 621 
penduduk telah membuat per-
mohonan untuk menggunakan 
kad pintar khas pertama negara 
yang diperkenalkan di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Batu 
Tiga bermula awal tahun ini.

Ahli Dewan Undangan Ne-
geri (ADUN) Batu Tiga, Rod-
ziah Ismail berkata, pihaknya 
masih membuka pendaftaran 
bagi memudahkan rakyat beru-
rusan dengan Pusat Khidmat 
DUN tersebut tanpa perlu mem-
bawa sebarang dokumen.

“Melalui kad pintar tersebut, 
semua data peribadi seseorang 
individu akan diketahui dengan 
membuat imbasan QR Code di 

kad pintar masing-masing.
“Menerusi aplikasi itu, kami 

tidak perlu lagi mencari dan 
membuka fail. Kaedah itu cara 
lama sekarang sudah tahun 
2020, kita sudah semakin ke 
hadapan,” katanya di sini 
semalam.

Katanya, inovasi tersebut 
secara tidak langsung memban-
tu pihaknya memantau data 
penduduk dengan lebih mudah.

“Kad edisi khas itu turut 
menawarkan pelan insurans dan 
saya menyeru supaya lebih ra-
mai mendaftar kerana mereka 
juga boleh mendapat pelbagai 
maklumat dengan mudah,” 
katanya.

Kad pintar 
edisi khas bagi 
memudahkan 
urusan 
masyarakat di 
Pejabat Pusat 
Khidmat DUN 
Batu Ti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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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DING THE WALK 
Pedestrians brave 
dark, waterlogged 
underpass in Klang 
to avoid making 
dangerous dash 
across busy ro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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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ing nightmare in Klang 
Waterlogged and unlit underpass below 
Persiaran Sultan Ibrahim puts pedestrians at risk 

Ahmad says Klang JKR has failed 
to address the issue, causing 
difficulties to the people. 

By EDWARD RAJENDRA 
edward@thestar.com.my 

A MAJOR pedestrian underpass in 
Klang town has been practically 
inaccessible for over a month as a 
faulty water pump and damaged 
lights have left it waterlogged and 
in darkness, posing a real danger 
to the public. 

The underpass from Jalan Pos 
Baharu behind Plaza MPK to Jalan 
Melayu, outside Shaw Centre 
Point, is below the flyover of 
Persiaran Sultan Ibrahim. 

It replaced a pedestrian bridge 
and was built in December 2010 to 
enable the public to safely cross 
the busy road. 

However, the public has been 
inconvenienced of late due to the 
poor condition of the underpass. 

Those wishing to cross the road 
have two choices: make a danger-
ous dash across busy Persiaran 
Sultan Ibrahim, or use the under-
pass and make their way precari-
ously on bricks and wooden pallets 
placed in the ankle-deep water. 

According to Supriono Sutino, 
46, the waterlog situation has per-
sisted for more than a month. 

"Most of us are forced to walk 
on bricks and wooden pallets in 
the underpass. 

"As the water is above ankle 
level, the pallets float. Even the 
bricks are not steady, resulting in 
some pedestrians missing their 
step and falling into the stagnant 
water," he said. 

Supriono added that there was 
an alternative route but it meant a 
long walk as part of Jalan Raja 
Hassan, outside the old Emporium 
Makan at the end of Jalan Melayu, 
had been closed off to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LRT 3. 

Ahmad Janius, 47, said the Klang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JKR) 
had failed to address the issue 
which was causing difficulties to 
the people, besides endangering 
them. 

"Ordinary folk who use public 
transport and walk along this 
route are not only angry with 
Klang JKR's inaction but have also 
hit out at the department for fail-

ing to fix the lights in the under-
pass,"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underpass was pitch dark at night. 

"Cases of mugging have 
occurred and we need the South 
Klang Police Department to patrol 
the underpass. People have been 
beaten and robbed even in broad 
daylight and in the evenings," said 
Ahmad. 

Driver Ah Seng, 40, said many 
avoid using the underpass due to 
fear of mugging and safety con-
cerns, resulting in them dicing 
with death trying to cross the road. 

Student Muhd Najwan Nor 
Hisham, 17, agreed, saying the 
poor condition of the underpass 
had forced many people to avoid it 
and instead resort to walking 
across Persiaran Sultan Ibrahim. 

Electrician Ande Saleh, 40, said 
Persiaran Sultan Ibrahim was a 
busy road and with vehicles speed-

Pedestrians 
using the 
waterlogged 
underpass 
have to step 
carefully on 
wooden 
pallets and 
bricks to 
make it 
across. 
- Photos: 
AZLINA 
ABDULLAH/ 
The Star 

ing down the slope, so people were 
likely to panic as they run across. 

When contacted, IQ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acting 
president Elya Marini Darmin said 
they had informed Klang JKR on 
the matter in mid-January follow-
ing a barrage of complaints. 

"Our council is concerned for 
the people's safely and we will fol-
low up with Klang JKR as some-
thing needs to be done fast 
because it is creating unnecessary 
danger. 

"MPK has a closed-circuit televi-
sion camera in the underpass and 
it is in working order. We will use 
it to monitor the path for people's 
safety," she said. 

StarMetro highlighted the issue 
to Klang JKR district engineer 
Syaharidanisman Mohd Johanis, 
who said the faulty water pump 
would be repaired 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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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no light issue 
The absence of sufficient lighting at the Shah Alam KTM Komuter Station 
carpark has commuters concerned about their safety and that of their 
vehicles parked there, especially at dawn and dusk. Shah Alam City Council, 
which operates the carpark, has promised to look into the matter so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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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r factor: Commuters, who leave their cars daily at the Shah Alam KTM Komuter Station carpark, say the street lights are dim and there are also no security guards patrolling the place. 
- CHAN TAK KONG/The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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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park's dimness leaves 
commuters uneasy 
Snatch theft and stolen tyres among problems 
encountered outside Shah Alam KTM Komuter station 

Poor lighting at the Shah Alam KTM Komuter station makes visitors there feel unsafe. - Photos: MUHAMAD SHAHRIL ROSLI/The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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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ose travelling from Shah I B W f r . 
Alam to Kuala Lumpur, it is a 
scramble to get to the railway sta-
tions en route to work and secure 
a parking bay. 

Having to leave their cars for 
hours, vehicle owners are con-
cerned about the safety of their 
vehicles when left at poorly lit 
parking lots. 

Some KTM commuters are wor-
ried about the lack of security and 
poor lighting at the Shah Alam 
KTM station carpark. 

Frequent KTM passenger W 
Lingam, 67, who works in Kuala 
Lumpur, said he had complained 
about the carpark's poor condi-
tions to KTM for the past three 
months. 

Lingam said he used KTM's ser-
vices to get to work and would 
return to his car between 10pm 
and 11pm. 

"It is frustrating to pay for park-
ing but not get proper service and 
my complaints on the lack of secu-
rity have not been attended to," he 
added. 

Mohamad Sapri Yusuf, 60, chair-
man of an association for taxi 
drivers, said the Shah Alam KTM 
station was unsafe, especially at 
night. 

"The lack of street lights caused 
one of our taxi drivers to be bitten 
by a snake while waiting for pas-
sengers. 

"Some of the commuters have 
also complained that their vehicle 
tyres were stolen when they left 
their cars for long hours at the 
carpark. 

"Even snatch thefts have 
occurred. 

"The dim lighting in the area 
provides an ideal setting for such 
incidents," he said. 

Mohamad Sapri added that no 
surveillance or patrols was carried 
out by the security personnel at 
the KTM station. 

College student Arishah Ainol 
Shahrir, 24, said she frequented 
the station thrice a week to fetch 
her brother. 

"I will look for a parking bay 
that is nearest to the station or 
park under a lamp post as I feel 
unsafe here. 

Vehicle 
owner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safety of 
-their vehicles 
when left at 
poorly lit 
parking lots. 

"I cannot put my safety at risk 
and depend on the 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 camera (CCTV) as I do 
not see any security personnel 
monitoring the area," she said. 

Ros Safura Adnan, 48, who 
works in Kuala Lumpur, parks her 
car at the station every day. 

"The carpark has street lights 
but the lamps are dim. 

"I am forced to walk really fast 
to get to my car if I park far away 
from the street lights. 

"I get worried if I arrive at the 
station after 8pm as it is too dark 
and there are no security guards 
patrolling the area. 

'There are parking bays for 
women but usually these are 
taken since they are limited, so I 
rarely get a chance to park there," 
she said. 

Keretapi Tanah Melayu Bhd 
(KTMB) corporate communica-
tions head Ahmad Asri Khalbi said 
the carpark at the Shah Alam sta-
tion was not under its manage-
ment. 

Having parked at the carpark to 
interview commuters, StarMetro 
observed that the parking ticket 
showed that the carpark was 
under the purview of Shah Alam 
City Council (MBSA). 

When asked about the station 
carpark's poor lighting, MBSA cor-
porate communications head 
Shahrin Ahmad said the city coun-
cil's Engineering Department 
would look into the matter. 

The lights at the KTM Shah Alam station carpark have been out of order 
for three months. 

Arishah looks for a spot nearest to 
the station or next to a lamp post 
when she picks up her brother. 

Mohamad Sapri says commuters 
often complain that their vehicles' 
tyres are stolen at the car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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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J begins offering services online

PETALING JAYA: There’s no 
stopping the move to online services. 

The Amp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AJ) has joined the list of 
local authorities that have set up base 
in cyberspace. 

In an announcement on Jan 25, 
the local authority said residents in 

the district could now pay their 
assessment rates and traffic fines 
online, apart from applying for 
permits and licences. 

This is to save ratepayers the need 
to queue up at the counter. 

Other local authorities in the 
Klang Valley that have already been 
providing services online are the 
Kuala Lumpur City Hall,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Shah Alam City Council 

and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Apart from making payments and 

applying for licences, members of the 
public could lodge complaints, rent 
public facilities and check on 
payments to contractors. 

Residents of Subang Jaya can even 
apply for a dog licence from their 
local council. 

theSun found that the move by 
MPAJ is well-received. 

Aiezat Fadzell, 28, who lives in 
Ukay Heights, Ampang, said he can 
now dispense with the need to rush 
to the local council office to make 
payments.  

“This can all be done on my 
smartphone now,” he said. 

Aiezat said he only learned abou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services last 
week when he dropped in to pay a 
traffic compound fine. 

“Now it’s easy. I just have to go to 
the portal and register.” 

For Subang Jaya resident Azizan 
Hamid, 27, applying for a business 
permit as well as paying quit rent and 
bills are now a breeze. 

“My father is a hawker and I help 
him handle issues such as applying 
for business licence and paying fees.  

“At least I do not have to queue up 
now.”

IAN MCINTYRE

KONG SEE HOH

� BY SSYED DANIAL SYED AZAHAR 
newsdesk@thesun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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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層有硬物

竣工
(吉隆坡3日訊）原定去年尾竣工的文良港区改善 

排污系统，因部分施工地段的地质层技术问题有待

解决，导致工程又再度展延，预料至今年下半年才 

能完工。

热水湖新村村长林晋伙指出，文良港区数个施工地段，包 
括热水湖路（Jalan Air Panas)和艾克罗路（Jalan Air 

Keroh)路，地质层的硬度影响了工程进度。

他说，工程承包商挖掘这些路段时，发现地质层内有硬物 

影响施工，承包商团队设法解决技术问题，这也导致工程无 
法顺利在去年尾竣工。

“一般上，承包商挖掘施工的深度，从3公尺至14公尺不 

等。”

延至下半年才完工

林晋伙在上月17日，陪同能源、绿色工艺与水务部副部长 

东姑袓布里巡视施工地点，与雪州水供管理公司、英达丽水 

排污公司及主要的工程承包商商业高峰讨论，得悉原定去年 

尾竣工的工程，因面对技术问题而被迫再展延数个月。

“商业高峰已提呈报告，解释工程拖延的原因，团队正在 

处理地质层的技术问题，文良港区工程预料须延至今年下半 

年才可完工。”
他说，文良港区改善排污系统进行至今超过4年，他过去 

担任士拉央市议员期间，已开始监督这项工程，多年来的施 

工期间屡发生掘坏水管的事故，导致污水溢出，甚至造成文 

良港区多处制水，居民投诉不断。

他希望吉隆坡市政局、雪州水供管理公司、英达丽水排污 

公司和商业高峰互相配合，共同解决技术问题，以便让这项 

工程顺利竣工。

■林晋伙（左3)与政府部门及施工公司代表，巡视 
施工地段，左5穿荧光背心者为东姑祖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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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州联要会 

&马华万宜区会 

2020庚子年新春团拜 

联欢晚奥

■黄祚信（右2)赠送新春礼篮给魏家祥（中），左起黄阻锟和梁国 

伟，右为何启利。

魏家祥：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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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祚信：設委會監督雪政府
@祚信指出，雪州马华今年会成立监满。
M督委员会，由22个区会带领团队， “雪州马华会通过媒体，施压及监督

共同监督希盟执政的雪州政府，这也符当年的雪州政府。”
合人民的期待，让雪州马华成为强势的 他指出，雪州土团议员涉毒被捕，
反对党。 事情过了近2个月，案情似乎已不了了

(加影3日讯）马华总会长拿督 

斯里魏家祥指出，马来西亚实行多 

源流教育政策，在华小阶段用母语 

教数理是最有效的，这也是基本原 

则，政府可以用英文本科，加强学 

生的英文程度。

他说，华社认同到了中学可用英文教 
数理，皆因小学属多源流教学，政府必 
须尊重学生学习母语的权力，这是华小 
多年来的坚持，也是华社上下一条心， 
没有不同的意见。

他指出，民主行动党讲过反对华小用 
英语教数理及243方案，他们必须记得 

当年曾说过什么，华社在这个课题的立 
场是非明确的。

魏家祥昨晚在加影帝豪鱼翅大酒家， 
出席雪州马华联委会暨马华万宜区会庚 

子年新春联欢晚会，致词这么指出。

民行議員勿“靜靜”

他说，如果首相敦马哈迪欲强行实施 
华小用英文教数理的政策，他呼吁民 
主行动党的42名国会议员，不能再一贯 

“静静”，该党秘书长林冠英应该把华 
社的声音带入国会。

他指出，马华如今非执政党，但在过 
去执政岗位时强调在华小用母语教数理 
政策，这是受到华社的支持，希望民主 
行动党无再重蹈覆彻，把用母语或英语 
教数理的争议，搞到像爪夷文课题一样 
乱七八糟。

“作为反对党，马华会继续加油，坚 
持制衡政府，在未来会注入更多士气， 
提出更多有建设性的政策。”

出席嘉宾包括马华署理总会长拿督马 
汉顺、总秘书拿督张盛闻、副总会长拿 
督斯里姚长禄、副组织秘书长廖国赈、 
副财政刘亚强、雪州联委会主席拿督 
黄祚信和副主席拿督刘祥义、雪州联委 
会顾问拿督林祥才、雪州联委会署理主 
席陈锦传、雪州联委会副主席拿督吕贵 
添、雪州联委会组织秘书简民发、雪州 
妇女组主席郑慧玲、雪州青年团团长陈 
运鸿、万宜区会主席黄阻锟和署理主席 
拿督何启利、梳邦区会主席赵启兴、蒲 
种区会主席拿督廖润强、乌冷区会主席 
拿督李万行、马华班丹区会主席拿督梁 
国伟等等。

他说，从希盟政府执政至今，人民是 
从希望变成了绝望，竞选承诺屡屡跳 
票，这根本就是欺诈，在过去多场补选 
当中，人民已经通过选票反映强硬的不

之，然而雪州大臣却表示希望警方展开 
第二度尿液检验程序，试问以后人民醉 
酒驾车超速，是否同样可以要求警方执 
行第二度尿液检验？

何啓利：馬華強大華社才有尊嚴
启利指出，马华基层认同，只有马 

14华才能制衡政府，他要求基层与党 
领袖配合，只有马华强大，华人的民族 
利益才受到保护。

他也是晚宴筹委会主席，他指出，只 
要马华强大，华社才会有尊严，近两年 
来华社已经看清楚，哪个政党才真正会 
捍卫华人族群的权利与地位。

他说，在509之前，民主行动党领袖 

被当作英雄，展现敢怒敢言的形象，但 
希盟执政中央后不及两年，华人都看清

楚了行动党的真面目。
他指出，如今民主行动党什么都不敢 

讲，沦为了“静静党”，根本就是出卖 
了华社对该党的期待。

黄阻锟说，509至今，希盟政府并没 

有实行竞选宣言，尽管马华在野，但仍 
扮演著重要角色，在过去1年的改革与 
表现，全国人民是有目共睹的。

他指出，马华万宜区会将全力配合党 
的指示，希望党领袖给予该区会更多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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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耕庄3日讯）雪州议长兼适耕庄州 

议员黄瑞林呼吁华团组织，未来主办文化 
活动时，也可邀请友族同胞参与，展现我 
国多元文化共处共荣的珍贵资产。

他指出，许多华团组织声称要延续优良 
的传统文化，却时常停留在纸上谈兵的空 
谈阶段，适耕庄区内则有许多华团组织， 
每年风雨不改主办文化活动，值得各方学 
习。

“我也希望华团组织可以走出种族的舒 
适圈，不只是邀请华裔子弟，也鼓励友族 
同胞一起参与，例如在挥春比赛増设公开 
组予友族同胞，甚至邀请不同族群的书法 
家一起交流。”

他认为，此举除了促进各族间文化交 
流，也能透过更多的集体活动，拉近各族 
间的关系，加强社会和谐，毕竟多元文化

是我国的珍贵遗产，也是我国能在世界各 
国脱颖而出的关键竞争力。

他曰前出席适耕庄潮州会馆主办的挥春 
比赛时，如此表示，出席者包括大港国会 
议员慕斯利敏、沙白县议员黄亚详与海口 
村长谢耀亮等。

黄瑞林补充，挥春比赛不只是在红纸 
上，练习文字的笔划顺序，而是锻炼自身 
的精气神和心智，与蕴藏在每一笔毛笔书 
写背后的习俗文化，是值得传承一代又一 
代的传统艺术文化。

慕斯敏也在致词时指出，各族间都有 
自己的书法艺术，因为书法不只是代表文 
字的表面意思，也蕴藏了各族的文化精 
神，因此未来也会考虑，和不同的华团组 
织联办书法交流活动。

■黄瑞林（左起）与慕斯利敏，为《鼠鼠生威，富贵满堂》墨 

画，完成画中老鼠的点睛仪式。

黃瑞林零，響V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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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市廳70萬工程舞弊案

反貪會受促加速調查
(八打灵再也3日讯）武吉加 

星区州议员拉吉夫揭露，八打 

灵再也市政厅工程组官员涉及 

两项T0万令吉工程的舞弊案， 
惟反贪会开案调查6个月还未完 

成，促请当局加快调查速度。
他说，两项工程都是在2018 

年颁布给同一个承包商，分别 

是位于斯里白沙罗镇，涉及30 
万4000令吉铺路工程，以及位 

于旧区，涉及此万令吉的装修 

工程。

“惟工程并没做好，或者是 

没有达标，但市政厅却已经支 

付了费用给承包商。”

拉吉夫今日召开记者会时， 
这I指/±1〇

si质疑°，一般支出费用的程 

序，是必须确保工程完工且符 

合规格后才发出，为何有关两 
项工程丝毫不达标，却支出了 

工程费？

“上述资料是来自一名市政 

厅官员的爆料，但因为我必须 

保护其身分，因此由我代替举 
报者，在去年8月6曰向反贪会 

投报。，’
他说，至今已过了 6个月，反 

贪会在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回函 

尚在调查中。

“只要官员到两项工程的工 

地展开调查，相信结果马上就 

呼之欲出，为何花了半年还没 

有任何进度？”

拉吉夫说，反贪会必须加速 

调查，如果有关承包商没犯错 

魷关闭案件，如果有犯错魷米 

取行动。

“虽然我们现在执政中央， 

但我们不允许任何贪污的行 

为，反贪会也可借此机会提好 

市民对该局的信心，同时，人 

民也要相信我们，就算提供情 

报，我们也会保密。”

■拉吉夫促请反贪会尽快完成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工程组官员 
涉及两项涉及70万令吉工程的舞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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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_
■纪祥国（右5)带领慕斯里敏（右4)及颜健荣（左5)向阁友拜年。左起为刘家 

耀、王和儒、杨美玉、王盛潮、陈有良（右起）、谢顺城及谢细力。

紫沛閣人曰團圓晚宴
筵開20席好溫馨

(适耕庄3日讯）适耕庄德教会紫沛阁 
举办“人日团圆晚宴”，筵开20席，场面 

热闹又温馨。
适耕庄德教会紫沛阁阁长纪祥国指出， 

每年人日紫沛阁都会主办庆祝人日晚宴， 
目的就是要与各位阁友一同欢庆生曰。

他指出，今年到来新春补运的人数高达 
890人，比去年的725人超出百余人，他希 
望明年补运的人数能突破1000人。

他说，每年新春期间，他们都会进行多 
项活动，其中包括新春送暖关怀，守岁迎 
春参师，及人日团圆晚宴等活动。

出席者包括大港国会议员慕斯里敏、雪

州议长兼适耕庄区州议员黄瑞林的代表颜 
健荣、筹委会主席谢细力、多名顾问及众 
阁友们。

财神爷也到现场分派红包给出席来宾。
慕斯里敏说，希盟政府计划中的生活援 

助金，从2月1曰至3月15曰公开申请，已 
在1月20日拿到生活援助金就不需要再次 

申请，没有的民众可以透过网页做出申 
请，或到他的服务中心申请。

他指出，有意申请的民众请携带申请者 
和继承者的身分证复印本、银行簿子复印 
本前来

他宣°布拨款2000令吉给适耕庄德教会紫 

沛阁，由该会阁长纪祥国接领。
颜健荣说，希盟政府非常坚持多元种 

族，多元文化的社会体系，相信这样才能 
让各族共同享有国家财富。

他代表黄瑞林宣布拨款2000令吉做为活 
动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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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水港新村
■hn影鮮Lb仙水麵ITB 
刀U村周五举办年初七

团拜慈善晚宴，邀请上百 
位贫老共同欢庆，当晚出 

席者有雪州行政议员黄思 
汉、无拉港州议员王诗琪 

及村长方添桦，分派红包 
绐70岁以上的贫老和礼
iiA- ^

~黄思汉指武汉肺炎目前 

处于低危险时期，鼓励大 
家少去多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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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吉：非聽我命令批貸

無權推翻KWAP決定

(吉隆坡3日讯）前首相拿 

督斯里纳吉告诉法庭，尽管 

身兼首相及财政部长职，但 

他无法推翻公务员退休基金 

局（KWAP)投资小组的决 

定，因为他并不拥有凌驾该
■纳吉（右）在庭外与他的辩护律师沙菲宜商讨有关审讯的问题

局的权力

他于今日在SRC国际公司4200万令 

吉洗钱案第16天自辩时说，公务员退 

休基金局于2011年只批准20亿令吉 

贷款，而不是SRC公司所申请的39亿 

5000万令吉，已证明该局并未听命令 

于他。

针对辩方律师法汉在交叉盘问，询 

及他之前接受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盘 

问时称“SRC公司致函他，而不是向

公务员退休基金局申请贷款39万5000 

令吉，是因为SRC公司可能想走捷 

径，以便公务员退休基金局能批准此 

申请”是什么意思时，纳吉说，他的 

意思是，此举将会开始考虑SRC公司 

申请贷款的过程。

只能要求KWAP考虑申请

“我只能要求公务员退休基金局考 
虑SRC公司的申请，可是，这不代表 

我的权力凌驾于公务员退休基金局投

资小组之上。”

纳吉声称，他心知肚明，公务员退 

休基金局投资小组在法律上有作出决 

定的绝对权力，而他期望公务员退休 

基金局根据SRC公司的自身条件作出 

判断。

“如果我没有记错，财政部前秘书 

长兼公务员退休基金局前主席丹斯里 

旺阿都阿兹说，公务员退休基金局是 

根据这一点来做决定，同时是在没有 
承受任何压力下批准贷款。”（LMY)

^■关SRC公司为第一笔贷款而于 

q 2011年8月12日向财政部申请的 

政府担保，财政部于8月15日就备妥 

内阁建议书及提呈给内阁寻求批准， 

纳吉说，他在SRC公司向公务员退休 

基金局申请贷款时，不曾发出具体的 

指示及具体指示任何人以加速批准贷 

款〇

“我只发出一般指示，而这是正常 

的程序。”

他说，内阁建议书在很多情况下都 

是于很短的时间内准备好，重要是内 

容是否足以让内阁作出决定，在SRC

沒指示加速批貸
公司个案，他相信有关内容足以让内 

阁做出决定。

没事先预定批准担保

针对纳吉之前供证时曾提到，在提 

供政府担保前，必须先提呈内阁寻 

求批准的问题，纳吉阐明，在提供 

政府担保方面，政府的意愿是在决 

策上提高透明度，以便内阁可以掌 

握政府可能要承担$ “或有负债”
(Contingent liability )情况。

“政府认为，让全部内阁成员参与 

决策是比较明智的，以便他们可以自 

由发表意见。”
辩方律师法汉在进行交叉盘问时， 

要求纳吉对控方的主张，即内阁在开 

会之前已事先预定要批准为SRC公司 

的40亿令吉贷款提供政府担保，作出 

回应。

纳吉表示，内阁并未事先预定要 
批准为SRC公司贷款提供政府担保，

“内阁部长可以自由对内阁建议书提 

出意见，甚至反对由首相提呈的建议 

书。”

沒指示SRC資金轉私人賬戶在iSISgr
纳吉以上苍之名起誓， 

他不曾指示SRC公司前董事经理 

兼首席执行员聂法依沙，通过 

通过SRC公司子公司Gandingan 
Mentari及Ihsan Perdana,把属 

于SRC公司的4200万令吉资金， 

转账进入他的私人账户。

他表示，没有证据显示他曾指 

示聂法依沙这么做，也没有证人 

出面证实有此事。

询及为何反对控方指聂法依沙 

依据指示将款项转账至他的银行 

账户的主张时，纳吉说：“因为 

我不曾向聂法依沙发出这样的指 

示，没有证据显示，也没有证人 

出面证实有此事，若我能说，作 

为穆斯林，我以上苍之名起誓， 

我不曾指示聂法依沙这么做。n

以上苍之名起誓

■控方在每次的审讯都准备大量的文件与证 
物。

对纳吉早前同意，置SRC公司 

于财政部长机构之下是自上而下 

的决定是"自然考量” （natural

Consideration ),法汉问纳吉 

"何谓S然考量？”

纳吉解释说，对我国所欲落实 

的国家能源政策目标来说，SRC 
公司是非常重要的一间公司，让 

该公司脱离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 
司（1MDB )为独立公司，意味 

着可以受到财长机构更好的关注 

与监督。

针对有人指置SRC公司于财长 

机构管辖的建议信没有经过第二 

财长（阿末胡斯尼），而是直接 

呈给财长，是否已违反程序的问 

题，纳吉不认为如此，“阿末胡 

斯尼没有反对的理由，因SRC公 

司由财长机构管理，阿末胡斯尼 

就是监督财长机构的部长，没有 

什么邪恶。”

至于建议信在呈给部长前先呈 

给副部长，纳吉坦言是“正常 

的”，但却不是每次都会经过同 

样的程序。

“这一次，没有涉及国际 

事务，因此只是呈给我签 
名。”（LMY)

納吉：不會蠢到偷錢匯入戶頭
吉表示，尽管他不是 

土門最聪明的人，但也不 

至于愚蠢到将钱汇入银行账 

户。
他在进入第16天自辩的 

SRC国际公司4200万令吉 

洗钱案接受辩方律师法汉交 

叉盘问时说，对他而言，从 
财长机构旗下的公司收取汇

款，再以某种方式汇入个人 

银行账户的行为，是非常的 

荒谬。

“若为了行骗，我将钱汇 

入我个人账户，那我是愚蠢 

之人。”

“我不是最聪明的，但我 

也不至于愚蠢到将偷窃的钱 
汇入个人账户。”

他表示，没有证人指证是 

他下达指示，也没有证据指 
4200万令吉是给予他批准 

政府担保的贿赂，因此，完 

全没有理由指他得知有关 
4200万令吉的事。

纳吉说，他当时与时任财 

政部秘书长丹斯里依尔旺， 

以及时任公务员退休基金局

(KWAP )投资小组主席丹 

斯里旺阿都阿兹进行的会 

议，并不是为了要下达指

不。

"我会形容当时的会议为 

讨论会及协商。”

他重申，他不是SRC公司 

向公务员退休基金局贷款的 

幕后决策者，公务员退休基 

金局投资小组才是最终决策 

者。

谈及提前发贷款给SRC

否认指示排除程序
吉说，他曾向时 

任公务员退休基 

金局投资小组主席丹 
斯里旺阿都阿兹谈及 

提前发放贷款给SRC 
公司，但没说过要排 

除必要条件或程序。

他声称，他无法想 

象曾向旺阿都阿兹发 

出这么明确的指示。

在受到辩方律师针 

对旺阿都阿兹（本案

第45名控方证人）此 

前的供词进行交叉盘 

问时，纳吉表示，作 
为_名首相，他负责 

很多事务。

旺阿都阿兹在这之 

前供证时说，他曾接 

获纳吉来电，要求公 

务员退休基金局提前 
向SRC公司发放第二 

笔20亿令吉贷款，也 

就是在政府担保信发

出之前就发放贷款， 

并指这个作法并非一 

般的惯例。

法汉是就纳吉此前 

的供词，指SRC公司 

董事会或管理层有责 

任向他汇报该公司的 

事务。

纳吉说，这是正常 

的（汇报）作业程 

序，如果有事务是需 

要他关注的，SRC公 

司首席执行员会向他 
汇报，这与其他财政 

部长机构旗下公司的 

做法没两样。

撤因纳
換違 
慕背 
尤就 
丁職 
沙宣 
菲誓A

吉说，前副首相丹斯里慕 

尤丁和前乡村及区域发展 
部长拿督斯里莫哈末沙菲益遭撤 

换，是因为他们议论在官方机密 

法令下的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 

及SRC公司，而这已违背就职宣 
誓与集体责任原则。

“当你背弃该（就职）宣誓， 

你就已经违反集体责任原则。” 

他表示，他当时并非第一次撤 

换部长，并指现任首相敦马哈迪 
过去曾撤换更多部长。

他说，身为首相，他不能给予 

内阁成员不团结的印象。

“内阁成员受集体责任原则约 

束，然而这不代表他们不能不同 

意首相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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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祚信：22区会带队

成立委员会监督政府
(万宜3日讯）马华雪州联委

会主席拿督黄祚信说，该联委 

会今年会成立监督委员会，由 

22个区会带领团队，共同监督 

希盟执政的K州政府，这也符 

合人民的期待，让雪州马华成 

为强势的反对党。

他说，希盟政府执政至 

今，竞选承诺屡M跳票，人民 

从希望变成绝望，过去多场补 

选，人民也通过选票强烈反映 

不满。

“这根本就足欺诈，雪州 

马华会通过媒体，施压及监督 

当年的雪州政府。”

黄祚信昨晚出席该联委会 

暨马华万宜区会，在加影帝豪 

鱼翅大M家举行的庚子年新春 

联欢晚会时这么说。

另外，他表示雪州土团 

议员涉毒被捕，事情过了近 

2个刀，案情似乎已不了了 

之，然而雪州大臣却表示希 

望警方展开第二度尿液检验

程序，试问以后人民醉洒驾车 

超速，足否同样可以要求警方 

执行第二度尿液检验？

出席嘉宾包括马华总会K： 

拿督魏家祥博十、署理总会LC： 

拿督马汉顺、总秘书拿督张盛 

闻、副总会长拿督斯里姚长 

禄、副组织秘书K：廖国赈、副 

财政刘亚强、雪州联委会主席 

拿督黄祚信和副主席拿督刘祥 

义、3州联委会顾问拿督林祥

才、雪州联委会署理主席陈锦 

传、雪州联委会副主席拿督吕 

贵添、雪州联委会组织秘15简 

民发、雪州妇女组主席郑慧 

玲、雪州青年团团长陈运鸿、 

万宜区会主席黄日E锟、梳邦区 

会主席赵启兴、蒲种区会主席 

拿督廖润强、乌冷区会主席拿 

督李万行及马华班丹区会主席 

拿督梁国伟等等。

黄祚信（右二 

为何启利。

赠送新春礼篮予魏家祥，左起黄昍锟和梁国伟

何启利：基层认同才能制衡政府
马华万宜区会署理主席兼晚 

宴筹委会主席拿督何启利说，马 

华基层认同只有马华才能制衡政 

府，他要求基层与党领袖配合， 

只有马华强大，华人的民族利益 

才受到保护。

他说，近两年来华社已经看 

清楚，哪个政党才真正会捍卫华 

人族群的权利与地位，只要马华

强大，华社才会有尊严。

他说，在5*09之前，民主 

行动党领袖被当作英雄，但希盟 

执政中央后不及两年，华人都看 

清楚了行动党的真面目。

他指出，如今民主行动党什 

么都不敢讲，沦为了 “静静 

党”，根本就是出卖了华社对该 

党的期待。

黄阻锟：希盟没兑现竞选宣言

黄日E锟说，5*09至今，希盟 

政府并没有实行竞选宣言，尽管 

马华在野，但仍扮演着重要角 

色，在过去一年的改革与表现，

全国人民是有0共睹的。

他说，马华万宜区会将全力 

配合党的指示，希望党领袖给予 

该区会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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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业主申请分层地契不果

揭律师卷走12万
(加影3日讯）申请分层

地契不果，加影丽都花园 

组屋至少30名业主声称 

被女律师卷走多达12万 

令吉！

这些业主是于2018 

年7至8月间，通过有关 

女律师申请分层地契，他 

们缴交介于1800至3800 

令吉不等的费用，但至去 

年12月抄仍是空等无结 

果，直到1月中才揭发此

事，而且也联络女律师不 

果。

业主知悉被骗后，已 

集体向警方投报，并于今 

日通过雪州行政议员兼加 

影州议员许来贤召开丨己者 

披露此事。

丽都花园有整30年 

历史，共有2座组屋， 

200个单位。

业主透露，女律师和 

其助理是在组屋范围向业

律师楼大门深锁
其中一名业者杨克文 

说，据他所知，至少30 

名业主先后于2018年7至 

8月间，通过该名律师申 

请分层地契。

他说，业主把买卖合 

约、身分证复印木和相关 

资料交给女律师以申请分 

层地契，有者甚至把总地 

契和买卖合约正木都交给 

对方，如今最担心的是地 

契被转入他人名下。

“有者缴交全部费用，

有者只交了一半，而我木 

身是缴付了一半即1700多 

令吉。”

杨克文也说，他于1 

月中通过社交平台获悉女 

律师涉嫌欺骗，除了加影 

区，雪隆其他地区也有人 

“中招”。

他说，事发后，他到律 

师楼查询，但律师楼大门深 

锁，他还发现大门上张贴不 

少的“回电”字眼，惟对方 

的电话无法拨通。

主讲解她有帮忙处理分层 

地契的申请，而且也在组 

屋范围挂上横幅和分派函 

件。

业主也得悉，2018年 

初有一名业主通过该名律

师，在3、4个月时间内 

就成功申请到分层地契， 

因此不疑有他，把资料交 

给对方处理《

出席者包括服务中心 

的律师黄毅敏等。

向乐龄人士下手
许来贤限期女律师在 

一个月内出面解决问题， 

否则协助业主采取法律途 

径。

他说，若对方无法处 

理，应把款项和资料全部 

退还给业主。

“据了解，对方于 

2019年没申请更新律师 

牌，在组屋地带向乐龄和 

贫穷业主下手，相信是乐 

龄人士较易上当，毕竟， 

业主申请多年仍无法成功

申请到分层地契”

他说，业主交钱后不 

但没取得分层地契，反而 

有的业主连总地契正本也 

交给对方，而最严重的是 

业主联络不上对方，因此 

若对方期限后仍未现身， 

他们会向律师公会投报， 

并要求采取纪律行动对付 

她。

另外，黄毅敏说，律 

师是不能上门招生意的， 

这已违反律师的守则。

盼对方退回资料
——业主參郭金华

我于2018年8月把1间店屋和2间 

组屋的分层地契交给对方处理，前后交 

了 1万3400令吉和2800令吉。后来发 

现对方再拖延就觉得事有蹊跷，于是紧 

追下才成功拿回钱。

我花了整年时间到律师楼追讨，最 

终对方退回1万6200令吉的费用给我。 

不过，店屋和组屋的买卖合约等资料还 

在对方手上，希望对方退回所有的资 

料。

未将款项交卖方
——事主•杨先生

去年10月通过女律师办理买卖合约 

手续，支付4万6600令吉给卖方，但她 

未把款项交出。

卖方至今未获得款项，因而还没交 

钥匙给我们，买卖合约等文件也在她手

加影区一些屋主向许来贤（坐者左三） 

投诉通过女律师申请分层地契但被卷款 

逃，坐者左四是黄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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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妇女福利与慈善联合会

接管巴生1洗肾中心
(蒲种3日讯）雪州妇女福利与慈善联 

合会（Pekawanis)将于近期，全面接 

管巴生斯里安德拉期洗肾中心管理 

权，更全面监督整个运作，以及打造 

为该会的标竿。

配合农历新年，该会今早到访蒲 

种修成林洗肾及中风康复中心，为91 

位患者送上礼包及红包，参观该中心 

运作及深入了解管理模式，获得修成 

林洗贤福利基金副主席黄炳华接待。

@州妇女福利与慈善联

@合会主席拿汀斯里玛 

斯蒂雅娜在记者会说，希盟政 

府旱在2008年执政雪州时，即 

以私人公司名义在巴生成立一 

家洗肾中心，免费为病患洗肾 

以减轻他们负担，目前约有60 

位病患。

该公司目前由两位经理管 

理，玛斯蒂雅娜表示该会将在 

近期全面接管该中心管理权， 

由该会负责上至下的管理细 

节，包拈职员聘用、资金运作 

等。

她说，该会基于肾病是我 

国第二高疾病，今年将通过该 

会健康组，专注在肾病醒觉运 

动，提高防范意识。

玛斯蒂雅娜（站者左起）、诺阿芝琳、玛丽亚及林美英慰问一位 

肾病患。

雪州妇女福利与慈善联合会探询修成林洗贤病患，送上新春祝福 

英、珊茜达、玛斯蒂雅娜、诺阿兹琳、鍾绣扬、玛丽亚及沙丽花。

林美英：陆续造访洗肾中心
该会健康组主任林美英指 

出，该会今年会有数项着重在 

肾病的醒觉运动展开，也会陆 

续拜访一些洗肾中心。

询及该会是否有意扩大旗

玛斯蒂雅娜：
玛斯蒂雅娜指出，该会每 

年皆会配合各种族庆典，给予 

会员选区有需要人十金钱援 

助，如开斋节、农历新年。

她说，自成立以来，每项 

佳节庆典都获拨款18万令 

下洗肾中心，她说有计划扩 

大，惟在医疗装备及人员方面 

需要长远的计划来执行不 

过，雪州政府非常关心肾病患 

者需要，每年为符合资格病患

配合节庆援助
区内30户有需要帮助的家庭 

援助；每年也办回校计划，每 

区协助50位贫困学生。

她说，今年会员选区的病 

患慰问金拨款从1000涨至 

2000令吉，让会员在选区探访 

。左起为玛祖拉、黄炳华、林美

提供5000令吉洗肾津贴，减 

轻负担。

修成林旗下有多位病患在 

这项计划下受惠，去年共获得 

州政府拨出12万9000令吉作 

为洗肾津贴；患者在扣除津贴 

后，每次洗肾只需自付10至 

60令吉的费用。

一点金额帮助看医生。

此外，林美英指该会3月 

1日将举办上千人参与的排舞 

活动。

出席者有雪州妇女福利与 

慈善联合会会员拿汀斯里珊茜 

达、拿汀斯里诺阿琳、玛丽 
佳节庆典都获拨款18万令 

吉，由旗下40位会员选遴选

2000令吉，让会员在选区探访 

需要帮助的B40群体病，提供
亚、鍾绣扬、莎丽花及玛斯蒂 

雅娜助理玛祖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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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汉新型 

_炎疫惰

巴生3曰讯|尽管武汉肺炎阴影笼罩，不过 

雪隆华团组织及地方政府不取消元宵节庆祝活 

动，年十五照旧闹元宵！

按照往年，华团组织及数 

个地方政府都会选择在元宵节当 

天举办活动，包括让元宵抛相活 

动、新春团拜闹元宵、花灯展览 

等活动’并吸引大批民众参加。

不过随著武汉肺炎疫情严 

重，而且世界卫生组织已将武汉 

肺炎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 

急事件」后，就陆续传出多个华 

团组织宣布取消新春团拜，因此 

民间也开始猜测今年元宵节活动 

是否也会跟著取消。

黎翰辉

陈慧芸

无论如何，《东方日报》向 

数个华团组织及市议员了解后， 

元宵节当天多场大型活动皆会照 

常举行，不过当局会加强防范措 

施，因此民众无需感到担心。

料拋柑人潮减

皇冠城居民协会副主席陈寿 

昌向《东方曰报》指出，该会以 

复古主题举办的「2020元宵抛柑 

闹新春」将于元宵节当天晚上9时 

照常举行。活动自一周前在社交 

平台发布以来，已有将近2000人 

有意前来参与活动。

「抛柑活动历年迎来3000至 

5000人次，我们准备了 3000个口 

罩现场派发给公众，是为了提高 

公众公共卫生意识醒觉，而不只 

是预防武汉肺炎，也包括预防国 

内A型流感疫情，预料今年抛柑人 

潮会略微下降。」

严玉梅®巴生市议员

他说，随著时代改变，时下 

年轻男女通过社交媒体或交友软 

件结识新朋友，2019年抛柑活动 

兴起Instagram帐号记录在相橘上 

通过抛柑与捞柑交换联系，惟传 

统抛柑活动平台依然受到年轻男 

女喜爱。

另外，八打灵再也市议员陈 

德升说，灵市政厅每年都在再也 

花园举办的元宵抛柑活动，今年 

会照旧举行，料有3000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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掲官员瓛权拉宙夫不镧设下文
八打炅再也3日讯|行动党武吉加星州议员拉吉夫揭露，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工程组官员涉嫌滥 

用职杈颁发工程给予一名承包商，并不满向反贪会投报半年后，至今依然没有下文。

他说，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一 

名官员早如向他爆料’指该名涉 

及滥权的官员于2018年，将分别 

位于斯里白沙罗镇及八打灵再也 

旧区的2项工程颁给一名承包商。

「斯里白沙罗镇是涉及30万 

4000令吉的铺路工程，八打灵再 

也旧区则是涉及40万令吉的装修 

工程。这两项工程在还未完工及 

确定达标之时，即已付款给有关 

承包商。」

他说，按照现有标准作业程 

序，官员必须在工程完成或达标 

后才能付款给予承包商，因此他 

质问为何涉及的官员为何在工程 

未完成前即支付了款项。

拉吉夫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时向表ZF，他是在获线报指八打 

灵再也市政厅内部有人涉嫌滥用 

职权后，于去年向反贪会投报。

他指出，这宗涉嫌滥权的案 

件自投报至今已6个月之久，但却

还未见任何彳T动的米取。

「所有官员都知道这起案 

件，反贪会官员也曾来到八打灵 

再也市政厅开档调查，惟至今未 

见当局采取行动。」

二度致函反贪会

他说，曾二度致函给反贪委 

会，询问案件调查的进展。惟所 

fe获的回覆’都是指案件尚在调

查中。

「至今已经过去6个月了， 

我觉得必须对外揭露这宗案件， 

并不希望有任何滥权的案件试图 

被掩盖。」

他也担忧，反贪委会近期较 

倾向于调查大型案件的举动，如 

涉及前政府领导人的案件，可能 

会给人们一种错误的讯息。

「我不希望这会传递一种错 

误的讯息，即是此类小型案件可

拉吉夫®武吉加星州议员

以被掩盖’或不米取行动。」

「每一宗案件都同样重要， 

所以我希望反贪委会能够严正看 

待此事，并且立即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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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數十戶辦理分層地契鬧失蹤

女律师

(加影3日讯）女律师 

在2年前上门招揽生意， 

声称为组屋业主办理分层 

地契事务提供特价收费， 

不少公公婆婆委托她办 

理，并缴付律师费，可是 

事隔一年多，分层地契事 

项毫无进展，女律师近期 

还闹失踪，律师楼也“关 

门大吉”，因而被怀疑卷 

款逃走。

据了解，该名女律师除 

了疑诈骗加影区数十名住户， 

更被揭发在雪隆…带多个地区 

以同样手法影响数以百计的业 

王，总数额达2000万令吉。

雪州行政议员兼加影州议 

员许来贤今午在服务中心，与 
17名来自加影丽都花园的业主 

会面。有关业主均表示今年1 

月开始无法联络上女律师，她 

的助理也声称自己是受害者， 

被女律师拖欠薪水

杨克文：

担心买卖合约被做手脚

代表发n的杨克文向媒 

体指出，当地受影响的大部分

手I買遲遲未完成

楊克文（居民）

“住在丽都花园组 

屋的大部分业主是委托 

该名女律师处理分层地 

契，付了律师费，分层 

地契转移手续却迟迟未 

完成，人又失踪了，现 

在不知道该怎样做。”

来自丽都花园组屋的业主，要求下落不明的女律师能够现身解决问题，将律师费及相关文件退回给他们: 

坐者右四为许来贤。

住户不少是退休人士，虽然办理分 

层地契的律师费是3000多令吉，但 

这笔钱对住在组M的住户并不是小 

钱，他们最意想不到的是涉及者会 

是一名专业律师《

他表示，受影响的住户会将分 

层地契事务交由该名女律师处理， 

主要是其中一名印裔住户曾经把有 

关事务交给对方办理，=四个月后 
就拿到分层地契，他们相信女律师 

的为人，没想到会遇上这样的问 

题。

他透露，当他们知道女律师的 

律师楼关门大吉后，也去过律师楼

查看，发现招牌贴了不少客户要求 

女律师回电话的字条。

他说，住户已预料律师费是 

无法索回，而他们最担心的是组屋 

买卖合约正本或副本及身分证副本 

在女律师手上，担心会被女律师做 

手脚，因而他们急着想索冋这些文 

件。

“住在丽都的住户，不少人是 

住了 30年，他们只想早日获得分层 

地契，没料到会遇上这样的律师， 

-些住户更是拿出棺材本来给律师 

贾。

“据我了解，除了加影之外，

巴生、芙蓉、蒲种及沙叻秀等地方 

也有不少人遭遇类似事件。”

许来贤：限月内现身解决

针对有关事件，许来贤限女律 

师在-个月期限内现身解决有关问 

题，否则他会通过法律途径协助受 

害者。

他指出，大部分受影响的住户 

已向警方报案，除了他接获相关投 

诉，蒲种也有不少受害者。

他也促请尚未报案的住户，立 

即向警方报案，让警方介人调查。

失蹤前索回律師費
郭金華（店主）

“当我发现女律 

师为人可疑，在她未 

失踪如的_ _个星期索 

回律师费，我曾经提 

醒邻居要注意对方， 

可是邻居相信她的为 

人，不以为意。”

—.k

rim

最重要是拿回文件
何佩芳（居民）

“3千多令吉的 

律师费是我们乐龄 

人士的棺材本，没 

想到活了…把年纪 

竟然遇上这等事， 

现在最重要是拿回 

文件，避免被做手 

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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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3日讯）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将于本 

月7日（星期五）举行会客 

日，欢迎民众出席以处理及 

跟进投诉。

市政厅发文告指出，会 

客时间是当天早上8时至中 

午12时，在位于杨旭龄路的 

灵市政厅总部一楼进行。

这项会客日活动也是市 

政厅的承诺，为人民尤其是 

居住在八打灵再也的居民提 

供与地方政府管理层会面的 

平台，以对任何投诉作出反 

映及给予回应。

欲知详情者，可拨打市 

政厅热线（03-7956 3544 ) 

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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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林（左）与慕斯里敏为《鼠鼠生威，富贵满堂》墨画，完成画中老鼠的 

点睛仪式。

黃瑞林：勿紙上談兵

華團應邀友族參與活動
(适耕庄3日讯）雪州议长兼适耕庄 

区州议员黄瑞林呼吁华团组织未来主办 

文化活动时，也邀请友族同胞参与，展 

现我国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珍贵资产。

他指出，许多华团组织号称要延续 

优良传统文化，却总是停留在纸上谈兵 

的空谈阶段，并举例适耕庄选区内有许 

多华团组织，每年风雨不改主办文化活 

动，值得各方学习。

“我希望华团组织可走出种族的舒 

适圈，不只是邀请华裔子弟，也鼓励友 

族同胞-•起参与，例如在挥春比赛增设 

公开组给友族同胞，甚至邀请不同族群 

的书法家…起跨界交流。”

黄瑞林认为，此举除了可促进各族 

文化交流，也能透过更多的集体活动， 

拉近各族之间关系，加强社会和谐。毕

竟多元文化是我国的珍贵遗产，血是我 

国能庄世界各国脱颖而出的关键竞争 

力。他日前出席适耕庄潮州会馆主办的 

挥春比赛，致词时如此表示。

出席嘉宾有大港区国会议员慕斯里 

敏、沙A安南县议员黄亚详与适耕庄海 
口渔村管委会主席（村长）谢耀亮等。

黄瑞林形容，挥春不只是书写者在 

红纸上练习文字的笔划顺序，更是锻炼 

自身的精神与心智，与蕴藏在每•笔毛 

笔书写背后的习俗文化，是值得代代传 

承的传统艺术。

慕斯里敏在致词时指出，各族间都 

有自己的书法艺术文体，书法不只是带 

出文字的表层意思，也蕴藏了各族的文 

化精神与内涵，未来他会考虑和不同的 

华团组织，联办书法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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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贪会投报，之后接获2封志期于 

同年12月4日及今年1月29日发出 

的回函，内容同样回应指反贪会 

H前仍在调查当中，目前还未逮 

捕任何涉嫌人士：

“承包商有没有完成上述 
T.程，反贪会派员直接到现场巡 

视观察就可了解。如果还没有完 

工，事实显而易见，但至今都还 

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拉吉夫认为，从他投报至今 

相隔半年时间，反贪会调查毫无 

结果，这会导致举报人对当局失 
去f言心。

“反贪会或许忙着调查大型 

案件，但同时也该关注地方政府 

涉不当行为的案件，确保地方政 

府廉洁。尽管目前由希盟政府执 

政，不过我们也不容许贪污滥权 

的事件发生，必须善用帑。”

去年投報靈市亘員濫權

拉吉夫促反貪會速查
(八打灵再也3日讯）行动 

党武吉加星州议员拉吉夫促反贪 

污委员会加速调查他于去年投 

报，涉及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官员 

挪用公款与滥权，疑缴付数十万

令吉给两项尚未完工的同一个承 

包商事件。
他补充，他是在去年8月向 

反贪污委员会投报，惟当局调查 

至今都毫无进展。

繳付2未完成工程費用

拉
吉夫指出，根据可靠 
的举报者向他所提供 

的资料显示，其中2项工程尚未 

完工，市政厅工程组官员就已签 

署审核确定为完工，并批准缴 

费。

“在缴付工程费给承包商之 

前，市政厅应该先了解工程结果 

是否符合规格、品质是否令人满 

意。”

拉吉夫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 

透露，涉及未完工的两项工程分 

别位于八打灵再也旧区的建筑物

翻新工程，费用大约40万令吉； 

另-•项则是位于斯里白沙罗镇 

的铺路工程，费用约30万4000令 

吉，总值70万4000令吉。

据他所知，上述工程理应在 

2018年完工，但2019年都还没竣 

T，市政厅被怀疑已全数缴付两 

项工程的费用给有关承包商c

回复调查中 

却未捕任何人

他说，由于举报者担心身分 
暴露，因此他于2019年8月6日向

取
得
任
何
进
展
，
该
会
必
须
加
速
调
查
行
动
。

拉
吉
夫
：
半
年
前
向
反
贪
会
投
报
至
今
都
没
有

Page 1 of 1

04 Feb 2020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2
Printed Size: 277.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8,393.94 • Item ID: MY003862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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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