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PRM masih
siasat aduan
salah laku
dalam MBPJ
Kuala Lumpur: Suruhanjaya
Pencegahan Rasuah Malaysia
(SPRM) Selangor menafikan pi-
haknya tidak mengemukakan
maklum balas kepada aduan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Bukit Gasing berhu-
bung dakwaan berlaku salah gu-
na kuasa dalam Majlis Banda-
raya Petaling Jaya (MBPJ).
Sebaliknya, Pengarah SPRM

Selangor, Datuk Alias Salim, ber-
kata dakwaan dikemukakan
ADUN Bukit Gasing, Rajiv Rish-
yakaran itu masih dalam siasa-
tan.
Katanya, maklum balas secara

bertulis bagi menjawab persoa-
lan berkaitan status kes terbabit
sudah dikemukakan kepada Ra-
jiv, selain menjelaskan siasatan
mengenainya sedang dilakukan,
pada 4 Disember 2019 dan 20 Ja-
nuari lalu.
“Persoalan beliau tidak dibiar-

kan tidak berjawab. Aduan per-
tama diterima pada 5 Ogos lalu
dan sedang disiasat pihak SPRM
Selangor. Aduan terbabit berke-
naan dakwaan terdapat konflik
berkepentingan dalam penganu-
gerahan sub kontrak.
“Saya boleh mengesahkan ba-

hawa siasatan terbabit masih di-
jalankan dan ia diteruskan me-
ngikut prosedur siasatan (biasa).
Tidak berlaku apa-apa penanggu-
han daripada pihak SPRM ber-
kenaan kes ini.
“Kami tidak boleh dedahkan

sebarang maklumat spesifik ke-
rana ia prejudis (kepada) siasa-
tan yang sedang dijalankan. Se-
lepas siasatan selesai, kami akan
serahkan kertas siasatan kepada
pihak Jabatan Peguam Negara
untuk pertimbangan,” katanya.
Sebelum ini, Rajiv dilapor

mendakwa beliau mendapat
maklumat berlaku salah guna
kuasa dalam MBPJ membabit-
kan beberapa peruntukan bagi
projek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itu dan pembayaran sudah di-
buat, namun tiada pelaksanaan
dibuat.

Saya boleh
mengesahkan

bahawa siasatan
terbabit masih
dijalankan dan ia
diteruskan mengikut
prosedur siasatan
(biasa). Tidak berlaku
apa-apa penangguhan
daripada pihak SPRM
berkenaan kes ini.
Alias Salim,
Pengarah SPRM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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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oran ‘jijik’ diarah tutup
Shah Alam: Kotor dan
menjijikkan. Itulah keadaan
dua premis makanan yang
diarahkan tutup serta mer-
ta oleh Majlis Bandaraya
Shah Alam (MBSA) dalam
Operasi Pemeriksaan Ke-
bersihan Premis Makanan,
Selasa lalu.
Operasi MBSA membabit-

kan dua premis di Kampung
BaruSubang, SeksyenU5dan

Seksyen U16, Shah Alam.
Keadaan tempat penye-

diaan makanan, tempat
menyimpan makanan, da-
pur memasak serta tempat
membasuh pinggan mang-
kuk sangat kotor.
KetuaBahagianKorporat

dan Perhubungan Awam
MBSA, Shahrin Ahmad
berkata, ketika pemeriksa-
an, premis makanan itu

beroperasi.
“Ketika pemeriksaan, kita

dapati keadaan premis ti-
dak terurus khususnya ba-
hagian dapur.
“Ada juga makanan yang

disediakan (berada dalam
kuali di lantai dapur) untuk
dibungkus kepada pelang-
gan yang membuat tem-
pahan,”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kelm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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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Rakyat Selang-
or yang menghidapi penya-
kit tuberkulosis atau tibi
berpeluang mendapatkan
insentif sebanyak RM800
mulai Mac depan.
Menteri Besa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berkata,
pemberian insentif itu adalah
untuk meringankan beban

kos rawatan yang ditanggung
selain memastikan pesakit
melengkapkansemuasesi ra-
watan di hospital.
“Sebanyak 5,303 kes dire-

kodkan di Selangor dan da-
ripada jumlah ini seramai
533 pesakit tidak meleng-
kapkan sesi rawatan. Jus-
teru, pada tahun ini kera-

jaan negeri memperuntuk-
kanRM2 juta bagimencegah
penularan kes tibi.
“Pesakit boleh mendapat-

kan borang permohonan in-
sentif ini di hospital dan
klinik kerajaan atau pusat
khidmat masyarakat di dae-
rah masing-masing,” kata-
nya di sini, semalam.

Pesakit tibi dapat RM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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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rudin bertindak pantas memper-
kenalkan Inisiatif Kemahiran Teknikal 
dan Ikhtisas Smart Selangor (Iktisass), 
selain memperkasa Smart Selangor. 

Penulis dijemput untuk melontar 
idea bernas dan terkini dalam Iktisass. 
Penulis percaya Smart Selangor sudah 
diterima baik khususnya oleh pakar 
industri dan kejuruteraan pengkompu-
teran berpengalaman. Namun, Selangor 
mesti menyelesaikan isu sosial komu-
niti rentetan impak pelaksanaan IR4.0. 

Sebagai permulaan, penulis men-
cadangkan konsep IR4.0 diubah suai 
mengikut konsep IRS 4.0 iaitu singkat-
an Fourth Industry Revolution Society. 

Jika perkara itu tidak diambil kira, 
fenomena tragik akan melanda masya-
rakat kerana mereka takut apabila 
memikirkan soal manusia robot seba-
gaimana pesanan ALLAH SWT dalam 
surah al-Baqarah:“Dan bila dikatakan 
kepada mereka: Janganlah kamu mem-
buat kerosakan di muka bumi, mereka 
menjawab: Sesungguhnya kami orang-
orang yang mengadakan perbaikan; 
Ingatlah, sesungguhnya mereka itulah 
orang-orang yang membuat kerosakan 
tetapi mereka tidak sedar.” 

Selangor mesti menangani dan me-
nguasai pembangunan kepakaran AI 

yang dianggap komponen paling pen-
ting dalam IR4.0 atau menurut istilah 
terkini ialah robot manusia atau human 
robot sebagaimana ia berjaya dalam 
era Perindustrian Kedua (I2.0) dan 
Perindustrian Ketiga (I3.0). Menguasai 
robot manusia berorientasi AI amatlah 
perlu kerana ia mampu mengembara 
jauh memajukan sektor perindustrian 
melebihi kemampuan akal pemikiran 
manusia itu sendiri.

Pembangunan
Penulis percaya pembangunan dan 

kesediaan minda masyarakat dalam 
menerima AI pada semua peringkat 
mesti diberi keutamaan jika Selangor 
mahu merealisasikan IR4.0. 

Iktisass juga mesti menjadi meka-
nisme kerajaan Selangor bagi mena-
ngani isu pembangunan latihan kema-
hiran teknikal dan ikhtisas demi 
memastikan negeri tersebut menjadi 
pusat kecemerlangan bertaraf dunia un-
tuk pembelajaran sepanjang hayat seka-
li gus membangunkan modal insan dan 
kemahiran tinggi profesional menerusi 
sinergi syarikat, pendidikan dan latihan 
profesional teknikal dan vokasional.

Menyediakan kepimpinan pendi-
dikan dan latihan teknikal dan vokasi-

Selangor perlu juarai sektor AI

Selangor bertahun lamanya di-
kenali sebagai hab perindustri-
an Malaysia. Banyak syarikat 
ternama dan multinasional 

antarabangsa memajukan sektor per-
industrian Selangor sekali gus menja-
dikan negeri itu paling kaya di negara 
ini. Namun secara perlahan, Selangor 
mula disaingi Pulau Pinang dan Johor. 

Menyedari hakikat itu,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percaya hanya teknologi terkini 
dan kemajuan ilmu kemahiran profe-
sional bagi setiap disiplin kejuruteraan 
yang relevan berorientasikan sistem 
siber-fizikal atau Cyber-Physical Sys-
tems (CPS) dan mesin pintar diguna-
kan sebagai alat meningkatkan kece-
kapan rantaian pengeluaran. 

Kecerdasan buatan atau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menjadi pemangkin 
teras teknologi pelaksanaan Revolusi 
Industri Keempat (IR4.0).

onal (TVET) dengan amalan terbaik, 
inovatif, jaminan kualiti dan latihan 
kemahiran yang mampu menjalankan 
pendidikan dan latihan kemahiran de-
ngan bidang penyelidikan terapan se-
cara sistematik ke arah pembangunan 
modal insan mampan sebagai pemang-
kin kepada peningkatan pelaburan do-
mestik dan antarabangsa di Selangor.

Kepantasan dan kerumitan peralih-
an dalam era digitalisasi baru amatlah 
menakutkan. Selangor perlu menen-
tukan garis panduan dan piawaian 
pembangunan serta kesan tindakan 
mengikut wilayah atau daerah itu. 

Antara faktor penting dalam peran-
cangan itu ialah cross-country compa-
rison (CCC) untuk menyediakan pan-
orama jangka panjang polisi awam, 
matlamat sesuatu program, pembiaya-
an mencukupi, area of action, sektor 
industri dan teknologi utama. 

Kesimpulannya, penulis yakin 
Amirudin bijak memilih ‘kapten in-
dustri’ yang berakhlak tinggi, berpeng-
alaman dan tegas menjuarai pemba-
ngunan AI di Selangor.

ILMU 
KEJURUTERAAN 

DARIPADA 
AL-QURAN

DR MUHIDIN ARIFIN

* Ir Dr Muhidin Arifin ialah Pengarah Institut 
Kejuruteran Sukan, Pusat Kecemerlangan 

Universiti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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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s libatkan MBPJ masih dalam siasatan SPRM
PETALING JAYA - Suruhanjaya Pen-
cegahan Rasuah Malaysia (SPRM) masih 
menjalankan siasatan kes melibatkan Maj-
lis Bandaraya Petaling Jaya (MBPJ) yang 
dibangkitkan Ahli Dewan Undangan Ne-
geri (ADUN) Bukit Gasing, R Rajiv.

Pengarah SPRM Selangor, Datuk 
Alias Salim berkata, tiada penangguhan 
daripada pihak SPRM berhubung penyi-
asatan kes tersebut.

Menurutnya, pihaknya juga sudah 
memberi maklum balas kepada Rajiv 
secara bertulis memaklumkan siasatan 

masih dijalankan.
“Kami merujuk kepada laporan me-

dia berkenaan isu MBPJ yang dibang-
kitkan ADUN Bukit Gasing dalam satu 
sidang media baru-baru ini. 

“Kami telah pun membalas kepada 
beliau secara bertulis seawal 4 Disember 
2019 dan 20 Januari 2020 serta menja-
wab kepada persoalan-persoalan beliau 
berkenaan status kes tersebut. Kami juga 
telah memaklumkan kepada beliau ba-
hawa siasatan masih dijalankan,”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di sini se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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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 Starmetro 
w watch 

CUSTOMER SERVICE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will 
hold a 'Meet the Customers Day' 
tomorrow from 8am to noon at Bilik 
Seminar 1 and 2, First Floor, MBPJ 
Headquarters, Jalan Yong Shook Lin. 
For details, call 03-7956 3544 ext 
118 / 203 /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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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embering 
the sick 
Pertubuhan Kebajikan dan Amal 
Wanita Negri Selangor (Pekawanis) 
governor Datin Masdiana 
Muhamad (third from left), who is 
also Selangor Mentri Besar Datuk 
Amirudin Shari's wife, visiting the 
Sau Seng Lum Puchong Dialysis 
and Stroke Rehabilitation Centre. 
She and members of the organisa-
tion brought some cheer 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by presenting ang pow and goodie 
bags to 91 haemodialysis patients 
seeking treatment at the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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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大臣：疫情仍受控

不取消或展延大型活動
(沙亚南6日讯）雪州大臣拿督斯里 

阿米鲁丁强调，鉴于雪州的新冠肺炎病 

例仍在受控范围，雪州目前无意仿效柔 

州，取消或展延州内举行的大型或群众 

活动。

他指出，尽管大马的首名感染病患来 
自雪州，但卫生部已做好防疫措施，所 

有病例都在掌控及追踪范围。

他说，大马的防疫措施获得世界卫生 

组织的认可，既然疫情未出现扩散感 

染，因此雪州暂时无意取消或展延州内 

的大型活动。

“然而，州政府还是会依据时事动态 

和局势，尤其是卫生部的指示再作检讨 

和决定。”

阿米鲁丁今午出席雪州经济行动理事 
会会议后在新闻发布会表示，州政府现 

阶段虽不会取消或展延大型群众活动， 

但若有民众身体不适，例如出现流感或

发烧等症状，应该 

即刻就医。

他说，大马日前 

一名确诊新冠肺炎 

的病患已经康复，

证明了感染这种病 

毒是可医治，而提 

早治疗显然很最重 
要。

外，关于雪州 

政府是否有意管制 

商船或邮轮进驻雪 

州的港□，阿米鲁 

丁表示，州政府会持续留意此事，毕竟 
还未出现货物感染人事件。

他说，州政府还在等待相关报告来证 

明新冠肺炎的病毒，若不寄生在人类身 
体，例如人体以外或空气中到底可存活 

多久?(TTE)

■阿米鲁丁：雪 

州政府暂时不仿 

效柔州，取消或 

展延州内的大型 

或群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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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市廳官員涉挪用公款

反貪會：沒拖延調查
(八打灵再也6日讯）雪州反贪会主 

席拿督阿里亚斯强调，八打灵再也市政 

厅官员被指挪用公款与滥权仍在调查 

中，当局并未刻意拖延调查工作。

武吉加星区州议员拉吉夫日前召开记 

者会，促反贪会加速调查他于去年投 

报，涉及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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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指责反贪会调 

查毫无结果，恐导致举报人对反贪会失 

去信心。

阿里亚斯今日针对此事发表文告回应 

并重申，有关的调查工作并没有中断，

而且一直按程序进行着，当局绝对没有
台1吾有年:宏

1为免影响°调查工作，我们目前无 

法透露任何具体讯息；等调查工作完 

成，一定会提呈书面报告给总检察署定 

夺〇 ”

他在文告中说，反贪会先后于去年 
12月4曰及今年1月20曰，向拉吉夫汇 

报调查进展，并保证调查工作仍持续进 

行，当局没有无视对方的投报。

他补充，当局是在去年8月5日接获 

第一次投报，指在相关的遴选承包商过 
程中，存在利益冲突。(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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紆解無牌小販問題

靈市將推微企准證

(八打灵再也6日讯）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将落 

实快速发出临时限时微 

型企业准证，以便减少 

灵市无执照小贩课题。

灵市政厅文告指出， 

市政厅在向无执照小贩 

进行调查后，掌握到灵 
市从去年3月至7月期间, 

共有1 176名无执照小 

.贩0

“为减少无执照小贩 

课题、提升微型企业经 

济、以及确保持有执照 

的小贩在获允许的范围 

营业，灵市政厅将落实 

上述准证。”

文告表示，市政厅已 

在灵市精明城市仪表板 
的组别做出位置标示， 

其中可鉴定获允许的营 

业地点、贩卖品性质及 
营业时间、物流及预先' 

对小贩发出批准等的事 

宜。

有关微型企业准证的 

营业时限为4小时，更 

新准证时限为一个月， 

视市政厅所定的条规为

准。

文告补充，市政厅去 

年对无执照小贩开出 

3374张罚单、798张通知 

以及1565宗取缔。

欲知更多详情，可联 

络市政厅执照组（03- 

79609026 )，或浏览市 

政厅官网（www.mbpj. 

gov. my)获取详情。

(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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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月起開放申請

雪政府津贴患肺癆州民
(沙亚南6日讯）雪州大臣拿督斯里 

阿米鲁丁宣布，为了更有效让罹患肺结 

核病（肺痨）的雪州子民获得持续性治 
疗，州政府将拨款200万令吉津贴病患 

者，病患者从3月份开始就可申领。

据悉，雪州去年共累计5303宗肺结 

核病例，其中553名病患者因各种原因 

而中断洽疗。•

阿米鲁丁今早主持雪州经济行动理事 
会议后在记者会表示，肺结核病不仅会 

致命，还会感染给其他人，雪州出现逾 

5000多宗病例，不可忽视。

“肺结核病是可医治的病，不过需要 
服药6个月才能全面康复，而一些病患 

者因交通费问题、难以取得病假、扣薪 

风险及没有高度治病意识，•导致许多病 

患者中途放弃治疗，无法痊愈。”

他续说，为了降低雪州的肺结核病病 

例，州政府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拨出 
200万令吉充作病患者津贴。州政府希

■阿米鲁丁周四主持雪州经济行动 

理事会会议后，作出几项重大宣布。

望这项津贴政策能协助病患者持续治 

疗，直到康复为止。

“州政府将分成三阶段发放津贴给 

符合资格的病患者，即首两个月获200 

令吉，接下来两个月获200令吉，康复 

后可再获400令吉，全额800令吉。” 

(TTE)

政府地或公眾捐獻 

清真寺及學校可扣排水税

H米鲁丁宣布从今年1 
月1日起，凡在州政 

府地段或公众捐献兴建 
的清真寺和学校，可豁 

免缴付50%的排水系统 

税。有关优惠不包括房

屋发展商兴建的清真寺 

或学校。

他说，州政府基于接 
获不少申请，才在州经 

济行动理事会会议上决 
定给予50%的折扣。

“根据目前，每1英 

亩地段排水系统税是1 

万令吉；换言之，只要 

是在州政府地段兴建的 

清真寺、学校或教育机 

构（包括民众捐献兴 

建），每1英亩地段只 
需缴付5000令吉。” 

(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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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洞烏魯新村換街燈
(士拉央6曰 

讯）甲洞乌鲁新 
村共134盏街灯更 

换为崭新的LED 
灯！

甲洞乌鲁新村 

村长黎丁财指 

出，该村获得州 

政府拨款将村内 

所有街灯更换为 
LED灯，并于大 

年初七开始动 

工，花了3天时间 

完成。

他说，全鹅唛 

县的新村都将获 

得州政府协助更 
换LED灯，甲洞

乌鲁新村为第一 
站。

“其实附近的 

住宅区包括达雅 

花园及帝沙再也 

花园都已经更换 
为LED街灯，我 

也曾申请更换村 

内的街灯，惟当 

时被官员告知新 

村还未有更换的 

打算。”
他说，鹅唛县 

乡村协调官潘佩 

玲较后在早前召 

开的鹅唛县村长 

会议上捎来好消 

息，指州政府将

会协助所有新村 
更换LED街灯。

他也说，村民 

也要求州政府能 

为该村数条环境 

较为幽暗的道路 

增设几盏街灯， 

因此他接下来将 

会申请为该村增 
设76盏新街灯。

他补充，这些 

路段环境幽暗， 
不时会发生村民 

鞋子被偷的事 

件，假如增设街 

灯照明或可阻止 

偷窃案的发生， 

也能保障驾驶人

士的安全。

另一方面，黎 

丁财表示，雪州 

水供公司将会协 

助该村更换新水 

表，呼吁村民给 
予配合。

他说，目前已 

有部分住家获更 

换新水表，而新 

水奉将会安置在 
屋夕[^。

"旧水表都是 

安置在屋子里， 

因为旧水表是铜 

制成，若放在屋 

外会担心被偷。 

新水表是塑胶制 

成，没有这个忧 

虑。”（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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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數單位查3區

隆市局取締非法擴建
■■■■■■■■■■■■■■■■■■■■■■■■■

(吉隆坡6日讯）吉隆坡市 

政局执法组昨午兵分三蹲 

联合警方、国能和雪州水供 

公司等单位，前往十五碑和 

蕉赖美和家花园展开不同类 

型的执法行动，除了拆除非 

法扩建建筑、充公作业工 

具，也取缔夕卜籍人士经营的 

非法食肆。 ■隆市政局执法组拆除蕉赖美和家花园巴隆路6家由印尼人士经营的食 

肆。（图取自市政局脸书专页）

其中霸占十五碑淡比必拉路后 
巷的12间店铺非法扩建建筑结 

构，遭市政局执法队拆除，参与 

单位包括市政局电子与机械工程 

组、公共工程和排水组及小贩执 
:照组。

上述12间非法扩建的建筑，相 

信是食肆业者用作存放各种营业 

用品。

此次行动是依据标准作业程序 
(SOP )展开，当局基于确保后 

巷安全、卫生和排水系统考量以 

及计划将后巷提升成行人道，展 

开这项行动。

执法组在行动前已根据1974年 

道路、水沟和建筑法令预先发通 

知，指示违例业者在14天限期内 

自行拆除违例建筑。市政局不忘 

提醒所有业主，勿在未经当局批 

准下违例扩建。

切13店铺电供

与此同时，吉隆坡市政局也拉 

大队拆除蕉赖美和家花园巴隆路6 

间由印尼籍人士非法经营的食肆

或摊位。除了拆除6家食肆，国能 

也切断了共13间店铺的电供。

这项“严厉扫荡行动”是联合 

警方、国能和雪州水供公司展 

开0
在行动前，已根据1960年地方 

政府法令及1974年道路、水沟和 

建筑法令预先发出执法通知。
除了拆除非法扩建，取缔非法 

业者，吉隆坡市政局也联合雪州 

水供公司及国能，对付违反发展 
法令的熟食业者，充公12桶煤气 

桶、一"t-供制Roti Naan的窜缸和 

7个摊位。

当局于去年1,0月29日发出执法 

通知予违例业者，今年1月29日发 

出最后通牒，提醒业者尽快申请 

发展许可，惟业者却冥顽不灵； 

当局只好根据1 982年联邦直辖 

区规划法令，对违例业者采取行 

动。 .

市政局还强调，未来仍将持续 

监督市内种种情况，并提醒所有 

业者需遵守条例和法令，避免遭 
到对付。（TTE)

■吉隆坡市政局动用铲泥机拆除十五碑淡 
比必拉路后巷的违例扩建结构。（图取自 

市政局脸书专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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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反贪会驳拉吉夫说法

否认拖延舞弊案调查
(莎阿南6日讯）雪兰莪反贪

污委员会今天反驳武吉加星 

区州议员拉吉夫的说法，否 

认该委会在他举报八打灵再 

也市政厅工程组官员涉嫌舞 

弊案后，迟迟未有动作。

雪州反贪会主任拿督阿里 

亚斯说，该委会已分别于 

2019年12月4日和今年1月 

20日发函，知会拉吉夫该案 

件的进展。

“我们已通知他正在展开

调查。

“我们于去年8月5日接 

获的第一次投诉是关于颁发 

承包合约存在利益冲突问题， 

目前正在依照程序展开调 

查。”

阿里亚斯也否认反贪会拖 

延此案的调查进度

他说，反贪会不宜透露案 

件洋情，以免影响调查工作。

“一旦完成调查，我们会 

提呈总检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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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市厅确保遵守执照条例

小贩米分数制度
(八打灵再也6日讯）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将于今年起，针对辖内微型商贩（小贩） 

采用分数制度，以确保所有业者遵守执照条例。

灵市政厅发表文说，当局已在去年8月，通知持有执照者这项新制度的执 

行，在这项制度下，一旦小贩违例就会被扣分；而触犯条例种类分为严重，即为 

利益相关者带来干扰；或不严重的错误，即没有干扰到利益相关者。

当
局足援引07年灵市政厅小贩小法令 

执行这分数制度；在这制度下，被 

扣至20分者将接首次警告，被扣40分将第2 

次接警告，被扣至50分者将发出执照取消通

知；而相关分数制只限本年，不会延伸至下 

—^年〇

详情联络执照，电话03-7960 9026或 

03-7960 4667

/T'O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于今年起，针对辖内微型商贩采用分数制度。（档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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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虽出现新冠肺炎病例

雪大型活动如常举行
(莎阿南6日讯）虽然国内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但在雪 |

州举行的所有大型民众活动不会暂停，将如常举行。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说，这是因为州内出现确诊病 

例的情况，不至于需要暂停所有民众活动。

阿
米鲁丁指出，虽然有一名 

雪州子民证实感染新型冠 

状病毒，但此人拥有前往新加坡出 

席会议的记录，来自多个国家包括 

中国的代表出席该会议。

“我们已与卫生部在昨天针对此 

课题召开特别行动会议。我们没接 

获指示暂停（涉及民众的活动）， 

W为卫生部有效地遏制疫情散播。

出现症状应速求诊

“无论如何，若人民出现发烧、 

咳嗽及伤风的症状，需尽旱寻求治 

疗，以便政府能控制此疾病（散 

播）。”

他今天出席雪州经济行动会议 

后，召开丨己者会时这么说。

提到载有外籍船员的船只进人 

巴生港口，阿米鲁丁说，州政府时 

时监督及更谨慎监控来自散播新型 

冠状病毒高风险区的船只进出。

柔佛州政府昨天决定展延在本 

月举行的所有官方大型公众活动， 

并劝请州内所有主办单位展延大型 

聚会和庆典活动。

阿米鲁丁：雪州现 

阶段仍可举办集体 

活动。

雪政府拨200万消除肺结核
为了打造安全、健康及和 

谐的雪州，雪州政府拨款200 

万令吉推行消除肺结核（Tibi) 

计划。

这项计划从3月起开跑， 

以让肺结核患者申请800令吉

医疗援助金。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 

丁说，雪州在2019年，共有 

5303宗肺结核确诊病例，其中 

553宗患者没有接受治疗。 

阿米鲁丁今R在主持雪州

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后，在记 

者会上作出上述宣布。

“近几年，雪州已有300 

宗肺结核死亡病例，所以州政 

府非常关注没有接受治疗的肺 

结核病人。”

肺结核病患可申请800医疗援金
阿米鲁丁说，肺结核病人 

没有接受治疗的原W，包括必 

须重复来回医院和诊所、重复 

接受直接观察疗法（DOT)、 

难以向雇主频密请假、遭雇主 

削减薪酬、对肺结核不了解 

等。

他说，一般上，肺结核的 

治疗期约6个月，为了解决和

非发展商兴建政府地建校地价减半
政府地段上建设的学 

校、回教堂和教育机构今年 

将享有50%地价折扣。

阿米鲁丁指出，雪州经 

济行动理事会在1月30 R 

的会议上决定，从1月1

闩，对上述建筑的地价给予 

50%折扣。

他说，根据市价，每英 

亩的地价为1万令吉，50% 

折扣后只需5000令吉。

他强调，这个优惠仅限

于政府拨款或公众筹款募 

捐，并且建设在政府地上的 

学校、回教堂和教育机构。

“若是由发展商建设，就 

无法享有地价50%折扣优 

患。

处理肺结核病人不接受治疗的 

问题，州政府开放让肺结核病 

人申请800令吉医疗援助金。

“州政府会分3个阶段发 

放援助金，分別是首2个月 

25% (200令吉）、接下来2 

个月25% (200令吉），其余

50%则在治疗期间发放”

他说，这个医疗援助金3 

月开始开放给雪州肺结核病人 

申请，鼓励病人要及时求医。

“申请详情会稍后发布在 

诊所、医院和州议员服务中 

心。”

解决泥炭地燃烧现象

佐汉瑟迪亚6地装探测器
为解决佐汉瑟迪亚泥炭地 

燃烧现象，能源、丁艺、科 

技、气候变化和环境部耗资 

102万8840令吉，在佐汉瑟迪 

亚6个策略性地点安装探测设 

备0

阿米鲁丁指出，分别安装

了 6个测压器、2个地底井水 

水管和5个节制坝。

他说，这是K期的应对方 

案，而行政议员依兹汉哈欣将 

领导佐汉瑟迪亚泥炭露天燃烧 

处理特別小组，对4569.6亩的 

地段提出合适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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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庆典

主办：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日期：2月8日 

时间：晚上8时 

地点：再也公园 

联络：03-7654 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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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人要小I、’该船贝被新加坡及巴生港口

市政厅官员被指挪用公款滥权

雪反贪会：依程序调查
(吉隆坡6曰讯）针对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官员被 

指挪用公款与滥权事件， 

雪州反贪会周四表态，一 

切调查工作都依据程序进 

行，反贪会不会顾此失 

彼，仅处理大案。

雪州反贪会周四通过

文告指出，调查工作仍在 

进行中，并不是如武吉加 

星州议员拉吉夫所指责 

般，雪州反贪会仅处理重 

大案件，他们都一视同 

仁。

“我们无法公开调查进 

展，因为此举或会造成仍

在进行中的调查工作受到 

影响，一旦调查程序完 

成，报告将会交予总检察 

署，以作进一步考量。” 
文告说，雪州反贪会 

曾在2019年12日4日及 

今年的1月20日，以书信 

回应拉吉夫的询问，并且 

表明案件仍在调查中，但 

是，该名州议员仍然于本 

月初召开记者会，置疑反 

贪会在处理此案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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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洗手液不可少

(吉隆坡6日讯）尽管武汉肺 
炎持续扩散，惟本周六在雪隆 
地区举办的年度元宵节抛柑活 
动将如期举行，一些主办当局 
也会准备口罩及洗手液，并呼 
吁出席民众自备防范物品，一 

同度过农历新年的最后一天！
本周六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 

节，也是中国的情人节，过去 
几年在马来西亚盛行抛柑寻良 
缘的习俗，协助单身男女“脱 
单”。

虽k今年遇上流感爆发，包 
括A型流感及最近疫情紧张的 

武汉肺炎，但据《中国报》了 
解，雪隆地区每年都举办的元 
宵节抛柑活动并未因此受影 
响，如期进行。

市议员王友泰接受本报电访 
时说，截至最新，市政厅没有 
发出取消活动的通告。

“但我们呼吁出席活动的民 
众注意个人卫生和健康状况， 
如果有需要，要做好个人的防 
范措施。”

此外，由皇冠城居民协会主 
办举办的“元宵抛柑闹新春” 
活动，也如期在8日下午5时， 

在蕉赖皇冠城公园湖畔引爆。

■王友泰

文轉C2 ♦

2月8曰農曆十五元宵節拋柑活動
地点 时间

八打灵再也湖泊公园 7 pm

蕉赖皇冠城公园湖畔 5pm

吉隆坡成功时代广中央底 
层楼

4pm—7 pm

黃智榮吁民衆做好防範
pq生市议员黄智荣呼吁出席抛柑活动的民众做好防范措 
匚二施，包括戴口罩。

他说，过去几年，巴生北港八号桥是巴生区唯一举办抛柑觅 
良缘的地点。
~ “据了E这项抛坩活动都是自主性的，没有特定的主办单 
位，但每年吸引数以千计的单身男女凑热闹抛柑。”

他说，今年因为受到武汉肺炎冲击，他呼吁一些坚持到八号 
娇抛柑的民众，要做好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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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C1 筹委会主席王和顺 
说，元宵节活动已举 
办超过5年，今年开 

幕还特备一粒超级大柑，约高2.5尺，宽 

3尺，格外吸睛，还邀请尊贵嘉宾们出 
席，与大家共襄盛事。

“每年人潮流量大概3000人至5000 

人，今年适逢有流感爆发，但我们准备

了许多活动，花了很多心思，虽然没有 
取消，但会设立柜台准备口罩和洗手 
液，提供给有需要的出席者。”

他也呼吁民众可自备口罩、免洗手 

液，做好预防的工作。
“我温馨提醒大家身穿唐装出席，一 

起开心度过农历新年的最后一晚。”

■吉隆坡成功时代广场举办的拋柑活动将如期举办。

時代廣場拋柑活動願魑
外元宵活动照跑，室 
P内的也不受影响。

由吉隆坡成功时代广举 
办的抛柑活动如期在8曰， 
下午4时至晚上7时举办。

吉隆坡成功时代广趁此 
浪漫节日，再次举办抛柑

活动，让各单身男女前来 
到广场中央底层楼的桃花 
园抛柑结良缘。

就算不是单身，但想尝 
试抛柑乐趣也可参与，可 
写上祝福语，祈求平安健 
康。

此外，一些非抛柑活 
动，如會隆海南会馆于8 
曰，晚上T时在天后宫举办 

的“万民同欢庆，元宵乐 
满天”元宵晚会与花灯制 
作比赛，也会如期进行。

该会将派发口罩给出席 
的公众，并鼓励民众使用 
该会提供的消毒洗手液， 
一同抵抗病毒。

■想拋柑，先裝備-

特備2.5呎高超級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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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6日讯）雪州 
反贪污委员会尚在调查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官员 
涉及舞弊一案，并未有 
任何的耽误。

该会局长拿督阿里亚 
斯今日发表文告指出， 
有关舞弊案由雪州武吉 
加星区州议员拉吉夫在 
曰前一场记者会提起， 
目前还在调查中。

他说，该会已在2019 
年12月4日及2020年1月 
20日回覆拉吉夫有关调 

查的进展。
“我们是在2019年8月 

5曰接获第一项投诉，是 

有关颁布给承包商的工 
程涉及利益冲突，目前 
由雪州反贪会调查。” 

阿里亚斯强调，该会 
将继续进行调查工作， 
且确保符合程序。

“此案也未有任何的耽误。”
他说，一旦完成调查，将交给总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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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摩哆駕照計畫

下月起開放申
(莎阿南6日讯）掌管青 

年、体育及人文发展的雪州 
行政议员凯鲁丁指出，“雪 
州摩哆驾照” （RiDE)计 
划，将从3月1日起开放申 

请，符合条件的青年将获得 
350令吉津贴，报考摩哆驾 

，照。
^他指出，此津贴的申请表 
格将分派到各州议员办公 
室，筛选工作则由交由雪州 
青年、体育及人文常务委员 
会负责。

他接受《当今雪州》采访 
时说，州政府也将安排活动 
宣传是项计划，目前正在策 
划活动的举办地点。

凯鲁丁指出，这项津贴将 
优先给来自贫穷家庭或来自 
贫穷社区的青年申请。

据报导，雪州政府在2020 

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拨款 
100万令吉作这项项目拨 
款，估计将惠及3000名来自 

贫穷社区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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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政府地非發展商建設

3類建築地價折半
政-府地段上建设的学校、清 

.真寺和教育机构今年将拿 
有50%地价折扣。

阿米鲁丁指出，雪州经济行 
动理事会在1月30日的会议上决 

定，从1月1日，对上述建筑的 
地价给予50%折扣。

他说，根据市价，每英亩的

地价为1万令吉，50%折扣后只
雪令士

他强调，°这个优惠仅限于政 
府拨款或公众筹款募捐，并且 
建设在政府地上的学校、清真 
寺和教育机构。

“若是由发展商建设，就无 
法享有地价50%折扣优惠。”

+解决佐汉斯迪亚泥炭 
地燃烧现象，能源、 

工艺、科技、气候变化和 
环境部耗资102万8840令 
吉，在佐汉斯迪亚6个策 

略性地点安装探测设备。
阿米鲁丁指出，分 

别安装了 6个测压器
(Piezometer) 、 2个 

地底井水水管（Telaga 
T i u b )和5个节制坝 
(Sekatan Saliran) 0

他说，这是长期的应对 
方案，而行政议员依兹汉

阻倥漢斯迪亞泥炭地燃燒
耗逾百萬裝探測設備
哈欣将领导佐汉斯迪亚泥 
炭露天燃烧处理特别小 
组，对4569.6英亩的地段 

提出合适的发展方向。
至于短期方案，他说， 

雪州天灾管理及援助委员 
会（UPBN)向雪州经济行 

动理事会提出建议，要求 
拨款为泥炭度做基本设 
施，防止每年的3月、7

月到9月（西南季候风季 

节）发生火灾。
“警方和移民局官员会 

监督佐汉斯迪亚存有非法 
焚烧和非法外劳问题。” 

他说，这3个月里面， 

土地局会分阶段与佐汉斯 
迪亚23T3个地主会面，宣 

导禁止露天焚烧。

阿米魯丁：患者可申請援助金

1]雪摄2〇〇莫
(莎阿南6日訊） 

为了打造安全、健 

康及和谐的雪州， 

雪州政府拨款200万 

令吉推行消除肺结 

核（Tibi)计划，

并从3月起开放让肺结核患者申请800令 

吉医疗援助金。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指出，雪州在 
2019年，共有5303宗肺结核确诊病例，其中 
553宗患者没有接受治疗。

“近几年，靉州已有300宗肺结核死亡病 

例，所以州政府非常关注没有接受治疗的肺 
结核病人。”

他说，病人没有接受治疗的原因，包括必 
须重复来回医院和诊所、重复接受直接观察

疗法（DOT)、难以向雇主频密请假、遭雇主 

削减薪酬、对肺结核不了解等。
他说，一般上，肺结核的治疗期约6个月， 

为了解决和处理肺结核病人不接受治疗的问 
题，州政府开放让肺结核病人申请800令吉医 

疗援助金。

分3階段發放

“州政府会分3个阶段发放援助金，分别 
是首2个月25% (2〇0令吉）、接下来2个月 
25°。（2〇〇令吉），其余5〇°。则在治疗期间发 

方夂。”
°阿米鲁丁今日在主持雪州经济行动理事会 

会议后，在记者会上作出上述宣布。
他说，这个医疗援助金3月开始开放给雪州 

肺结核病人申请，鼓励病人要及时求医。
“申请详情会稍后发布在诊所、医院和州 

议员服务中心。”

阿
米
鲁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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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衛生部末指示

雪集體活動沒暫停
(沙阿南6日讯）尽管首宗武汉肺炎确 

诊病例病患来自雪州柏特拉高原，但卫生 

部没有指示雪州取消或暂停集体活动。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说，他昨曰已就武汉 

肺炎课题，与卫生部官员举行一项特别行 

动会议。
他指出，80%至90°。新型冠状肺炎者疑 

病，病情已经受控制，故卫生部没有指示 

雪州需取消或暂停集体活动。

他今日主持雪州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后 

指出，州政府会继续监督武汉肺炎疫情发 

展，同时鼓励公众做好防疫工作。

“首宗大马人确诊病例的病患是在新加

■阿米鲁丁： 
雪州现阶段仍 
可举办集体活 
动。

坡受传染，而不是从 

中国回马，所以不仅 
是关注中国人。”

他提醒公众，一旦 

发现身体有感冒、

发烧症状就要立刻求 

医。

他提及，曰前我国 

已有确诊病患康复出院，是一个成功的例 

子。

“现在必须确认的是武汉病毒在体外， 

或空气中可以存活多久，这一切都有待卫 

生部的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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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福山=栽培青年生力軍^^

福聯會企業家協會
(吉隆坡6日讯）大马福联会总会长丹 

斯里林福山说，该会於去年8月25日的代 

表大会中，提呈议案成立马来西亚福建社 
团联合会企业家协会一事，已获得社团注 
册局批准。

他指出，企业家协会成立的其中一个目 
的是寻找生力军、提供交流平台和栽培青 
年。

°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多主办有关经济和 
创业的活动，包括分享会等。”

他昨午在“福联会与雲州大臣拿督斯里 
阿米鲁丁交流”午宴上致词时指出，午宴 
的目的是希望能藉机会拉近福联会和各界 
企业家与.雪州政府，特别是州务大臣之间 
的关系，希望通过今次聚会，福建籍的企

业家们能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交流。
他指出，根据2019年大马富豪榜，福建 

人在前13名内的富豪人数占了38%，可见 

福建人在马来西亚有很强的影响力，为我 
国经济发展做出许多贡献，希望这些成功 
企业家能成为年轻一代的榜样。

他说，脅州在2018年为国内生产总值贡 
献了23.7?。，并在同年创下189亿5000万令 

吉投资额，证明及巩固了雪州作为我国经 
济火车头的地位。

出席午宴嘉宾有福联会永久名誉总会长 
丹斯里林玉唐、名誉总会长拿督黄美才和 
林振华、署理总会长陈康益、雪州行政议 
员拿督邓章钦、黄思汉、许来贤和拿督阿 
都拉昔等。

■林福山（左5起）与阿米鲁丁，带领众人拐生。左起黄美才、许来贤、林玉唐、 

阿都拉昔、陈康益，邓章钦、黄思汉、林振华。

大臣：百曰批准政策鼓勵投資
…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说，雪州政 
府最近推出的“百日批准政策”，是 

一项能够鼓励更多投资者到来，及刺激雪 
州经济的利商政策。

他指出，这政策旨在加快土地发展的审 
批，包括规划准证、发展蓝图、基设蓝 
图，让更多投资者受惠。

“我相信这能够吸引更多投资者，让雪

州实现2025精明州的愿景。”

他说，企业家动向一直是州政府关注的 
议程。

“我相信在社团领袖或企业家的支持 
下，雪州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城市，拥有 
更稳固的经济环境，为子民提供宜居的生 
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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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ANSARA-SEMANTAN HIGHWAY

NGO: PROJECT WILL CAUSE GRIDLOCK
Selamatkan KL
head queries how
City Hall plans to
mitigate congestion

VEENA BABULAL
KUALA LUMPUR
news@nst.com.my

THOSE using the Petaling
Jaya-bound route of
Jalan Semantan can ex-
pect delays and diver-

sions as around 1kmof the crucial
artery feeding traffic out of the
citywill be closed to vehicles for a
year startingMonday.
City Hall’s announcement on
the closure of the stretch on Jalan
Semantan and Jalan Beringin,
heading to Bangsar and Petaling
Jaya yesterday, sent shock waves
among residents.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

tion Selamatkan KL acting
chairman Datuk M. Ali asked
the authorities how it planned
to mitigate the expected grid-
lock.
“It’s going to be hellish as the
road feeds thousands of vehicles
daily on peak and off-peak hours
into numerous areas connected
by the Sprint, LDP (Damansara-
Puchong Expressway) and NKVE
(New Klang Valley Expressway)
highways.
“This covers housing areas,
such as Taman Tun Dr Ismail,
Mont Kiara, Sri Hartamas, Ke-
pong and Sungai Buloh, aswell as
Kelana Jaya, Sunway and Pu-
chong,” Ali told the New Straits
Times.
City Hall Corporate Planning
Department director Khairul
Azmir Ahmad said the closure
was to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M211.75 million Daman-
sara-SemantanHighway.
The route to Pusat Bandar
Damansara is to be diverted

through Jalan Beringin, while
Jalan Damansuria’s access to
Jalan Semantan will be blocked
off due to the closure.
Ali said residents were espe-
cially disappointed as they were
told during a briefing on May 1
last year by Kuala Lumpur Mayor
Datuk Seri Nor Hisham Ahmad
Dahlan that the project was to be
put on hold until the detailed
Traffic and Social impact assess-
ment reports were submitted to
residents.
“However, there was only si-
lence after that. In the middle of
last year, they (City Hall) started
putting up hoarding and clearing
the roads affected.
“This was followed by road clo-
sures and diversions for con-
struction vehicles and materi-
als.”
He said that on Jan 15 a groupof
residentsmetNorHisham to sub-
mit a memorandum on their ob-
jection to the project.
“His officers were directed to

get back to us, but we’ve heard
nothing since thenbefore this an-
nouncement.”
The three-lane roadwill stretch
1.34km from the Sprint Highway-
Jalan Maarof interchange to the
Sprint Highway-Jalan Semantan
interchange as a means to ad-
dress the congestion in Jalan Jo-
har and Jalan Beringin.
Last year, residents questioned
the credibility of the traffic
impact assessment (TIA) report
on the Jalan Damansara-Seman-
tan Highway project after City
Hall held a briefing with them
over it.
They objected to the project on
grounds that the 2018 TIA report
was too narrow and that it had
faile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impact on the greater Damansara
area.
However, at the briefing, Pavil-
ion Damansara Heights project
traffic consultant Dr Tai Tuck
Leong said the study concluded
that the highwaywould ease con-

gestion in the area.
He said the percentage of traf-
fic on Jalan Beringin and Jalan
Joharwould be reduced by 47 per
cent upon the project’s comple-
tion.
WCT Sdn Bhd, which was
awarded the contract, is under-
taking the project while the con-
struction cost is being shared by
City Hall, Pavilion and UKAS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Unit).
According to previous reports,
City Hall is to contribute RM130
million to the cost.
Segambut member of parlia-
ment Hannah Yeoh, who attend-
ed the dialogue, said City Hall
had failed to clarify the cost
and the traffic impact of the el-
evated highway project in its
briefing.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road closure, contact the Civi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at 03-
2617 9000 or SPRINT at 03-7424
7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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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6日讯| 「圆梦

工厂创业大赛」兼众筹平台 

Mystartr发起人吴文彬表示， 

创业仅凭的是一股傻劲，而他 

称之为「无知的力量」，但只 

有掌握专业才是持续的首要。

「无知就是启动的力量， 

专业才是持续的力量。」

迈入第四届的「圆梦工 

厂创业大赛j，回首2017年创 

办首届至今的点滴，他说，创 

办首届赛事时，他其实战战兢 

兢，因为不知大马市场是否需 

要中文为媒介语的培训及众筹 

创业项目，然而当届178队伍 

参与的成功，令他受到鼓舞。

他说，之后再接再厉举 

办了第二届，亦有近200队参 

与，于是去年第三届，其团队 

便开始深思愿景，并立下举办 

未来20至30届的壮举，因此今 

年把赛事提早，并将未来每届 

总决选日期定在6月6曰。

吴文彬是于今日中午，在 

雪兰莪资讯科技与电子商务理 

事会（SITEC )举办的第四届 

「圆梦工厂创业大赛」发布会 

上，如是表示。

他说，创业本无明确的定

义，但就是个过程，并且没有 

终点，需要的是不断解决迎面 

而来的问题，同时持续灌入创 

新和创意的元素。

他指，电子商务 

(E-Commerce ) E只是一个 

字，但commerce却是_组词， 

所以本题还是商务为主，商业 

本质不变，变的是通路，因此 

赛事力邀多位创业导师，给予 

参赛者们专业课程分享，导师 

阵容包括Nesh生命水董事经理 

苏意琴、大马鹿角巷首席执行

员黄贞伟、BuyNow.com.my总执 

行长陈东霖，及ClickAsla首席 

执行员黄振发等人。

除此之外，他也特别鸣 

谢，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 

及SITEC的鼎力支持，以及该 

赛事的常驻大赛顾问台湾群联 

电子董事长潘伟成，及台湾网 

络教父詹宏志的贡献。

发布会出席者还包括本届 

和历届的参赛者及导师，和协 

办夥伴艾芬银行总监林其雍、 

场地赞助双威大学设计部主 

任黄俊豪，及赞助商华为云马 

来西亚行业拓展部总监管锡乐 

等。

掌握专业才能走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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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特委会探泥潭地露天焚烧
莎阿南6日讯|雪州大臣阿

米鲁丁表示，雪州政府已成立特 

别委员会探讨解决佐汉斯迪亚泥 

谭地露天焚烧的课题。

他说，这个特别委员会将 

由雪州行政议员依兹汉领导，并 

会向雪州政府建议佐汉斯蒂亚土 

地的发展用途。他说，这片土地 

面积达4569.6英亩，潜在的发展 

用途包括现代化发展农业、住宅

区及商业区等。

他也说，科学工艺环境部 

已同意拨出逾100万令吉，在 

佐汉斯迪亚泥潭地兴建相关设 

施来解决泥潭地焚烧的问题， 

包括在数个策略地点设立6部测 

压管（piezometer )、2部管井 

(telaga tiub )及5个拦水现

(Check Dam ) 6

阿米鲁丁是于今日召开新

闻发布会，向媒体汇报雪州政府 

及科学工艺环境部周三举行的联 

席会议上所达致的决定。

大臣也说，作为短期解决 

方案，雪州天灾管理单位将会负 

责协调各个机构’在fe下来干旱 

季节期间落实防止泥谭地露天焚 

烧活动。政府也指示警方及移民 

局加强在佐汉斯迪亚的巡逻工 

作，取缔露天焚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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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成IB结核治I? 
雪病想可获RM800

莎阿南6日讯为鼓励肺结核（TB)病患完成治 

疗，雪州政府宣布推出「肺结核治疗津贴计划」，接 

受治疗的病患将可获得800令吉的津贴。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 

鲁丁表示，雪州2019年共出现 

5303宗肺结核病例，其中553人 

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完成治疗。

「根据有关当局的汇报， 

雪州过去3至4年里就有逾300名 

肺结核病患死亡，其情况比起如 

今的新冠肺炎更为危险。有鉴于 

此，配合雪州2020年财政预算案 

第3策略，即打造安全、健康及 

和谐的雪州，雪州行政议会同意 

拨款200万令吉来解决肺结核的 

问题。」

阿米鲁丁是于今日主持雪 

州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后，召开 

新闻发布会时向媒体作出上述宣 

布。

阿米鲁丁说，按照以往的 

肺结核病例，病患其实只需要接 
受长达半年的疗程，同时每一天 

到诊疗所领取所需的药物，即可 

完全康复。

「不过，碍于多种原因，

很多病患都没有完成疗程，导 

致病情恶化进而死亡。例如病患 

每天来回医院或诊疗所的费用极 

高、接受直接观察治疗（DOT ) 

的次数过于频密、难以获得雇主 

批准每天到医院接受治疗、面对 

扣薪的风险及民间对肺结核的醒 

觉不高。」

分3次发放

他说，雪州政府推出这项 

津贴后，希望可提高民间对肺结 

核的醒觉，同时鼓励所有病患完 

成疗程。

「800令吉的津贴将分3次 

发放，首2个月将会发放25%，即 

200令吉，接下来2个月再发放另 

外的25%或200令吉。剩余的50% 

或400令吉，将等到病患完成疗 

程后再发放。」

他表不’当局将于3月起将 

在雪州的诊疗所及医院张贴这项

阿米鲁丁® 雪大臣

津贴的详情，只要是肺结核确诊 

病患都可以提出申请。

此外，雪州政府也将为州 

议员举办汇报会，以便各州选区 

的服务中心能协助有需要的病患 

申请。

另外，阿米鲁丁说，雪州 

政府暂时未接获卫生部指示，暂 

停或取消州内大型活动或集会。 

他说，截至目前国内的新冠肺炎 

依然受控，不过他提醒民众必须 

做好防范措施，若出现症状就必 

须到医院求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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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 
也6日讯)八打灵 

再也市政厅将在 

灵市落实快速发 

出临时限时微型 

企业准证(Permit 

Sementara Serta 

Merta Usahawan 

Mikro(penjaja) 

Bermasa)，以减少 

灵市无执照小贩 

课题。

市政厅发文 

告指出，市政厅 

在向无执照小贩 

进行调查后，掌 

握到灵市从去年3 

至7月，共有多达 

1176名无执照小 

贩。

“有鉴于 

此，为减少无执

照小贩课题、提升微型企业经 

济，以及确保持有执照的小贩 

在获允许的范围营业，市政厅 

为此落实上述准证。”

在灵仪表板做位置标示

文告表示，市政厅已在灵 

市精明城市仪表板（PJ Smart 

City Dashboard ) i-hawkers 的组 

别k做出位置标示，其中可鉴 

定获允许的营业地点、贩卖品 

性质及营业时间、物流及预先 

对小贩发出批准等的事宜。

'M'A -SXS
宮更

if
4扭

小時

時娘

告表示

，有关微 

型企业准证的营 

业时限为4小时， 

更新准证时限则 

为1个月，并视市 

政厅所定下的条 

规为准。

文告补充， 

市政厅在去年对 

无执照小贩开出 

3374张罚单、798 

张通知，以及采 
取1565项取缔行 

动，并希望凭借 

微型企业准证的落实，可减 

少灵市无执照小贩的课题。

欲知更多详情，可联络 
联络市政厅执照组（03-7960 

9026)，以及浏览市政厅官 

网（www.mbpj.gov.my)获取详 

情。

f

靈
市
快
速
發
微
企
准
證

減
少
無
執
照
小
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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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鲁丁指出，雪州政府为了全面解决巴生 

佐汉斯迪亚泥炭地露天焚烧问题，将提出 

几项短期方案及长期方案。

他说，州政府目前实施的短期方案是雪州天灾 

管理委员会（UPBN)将负责制定防范巴生佐汉斯迪 

亚泥炭地露天焚烧的作业程序及行动，同时还会负 

责统筹各单位，包括州政府与联邦政府部门之间的 

阿米鲁丁于周四主持雪州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后召 
开新闻发布会，作出好几项重大宣布。

(沙亚南6日讯）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 

宣布，为了更有效让罹患肺结核病（或称肺痨） 

的雪州公民获得持续治疗，州政府将发放200万令 

吉拨款津贴肺痨患者，而患者从3月起就可申请领 

取津贴。

他说，雪州于去年共累积5303宗肺结核病例，但其 

中553名病患者因各种因素而中断接受治疗。

他披露，肺结核病不仅会致命，且还会感染给其他 
人，雪州出现逾5000病例，非同小可

肺结核病可医治

“肺结核病是可医治的病，不过需要服药长达6个月 

才能全面康复，但一些病患者因交通费问题、难以取得病 

假、扣薪风险及没有高度治病意识，导致许多病患者中途 

就放弃治疗，无法疫愈。”

阿米鲁丁于今早主持雪州经济行动理事会议后召开 

新闻发布会表示，州政府为了致力降低州内的肺结核病病 

例，于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上拨出200万令吉，作为病患者 

津贴。

他说，州政府希望通过这项津贴政策，能鼓励病患 

持续诊治，直到康复为止。
“州政府将分成3个阶段发放津贴给符合资格的病 

患，即首两个月获200令吉，接下来2个月获200令吉，康 

复后可再获400令吉，全额为800令吉”

^大臣：鼓勵治療至康復

嘗200萬津貼肺癆患者

协调工作。

他说，雪州天灾管理委员会将呈交申请书到雪 

州经济行动理事会，以获得相关拨款来应付可能会 

在3月、7月、8月和9月发生的泥炭地焚烧季节3

他披露，州政府也将寻求警方和移民局的合 
作，到巴生佐汉斯迪亚进行取缔丁作，包括逮捕露 

天焚烧者及非法人境的外劳。
“不仅如此，巴生县土地局也将费时3个月， 

分别段会见当地2373名地主，以寻求提出解决方
安”

阿米鲁丁表示，长期方案则会在掌管雪州基本 

建设和公共设施、农业现代化及农基工业事务的行 

政议员依兹汉主持的委员会下制定，包括可能将当 
地4569.6英亩的地段，进行适当的发展。

他说，州政府可能依据未来潜能的发展机会， 

将该区打造为现代化农业发展，同时打造更多房屋 

及商业发展s

另外，阿米鲁丁披露，为了遏止泥炭地的焚烧 
问题，州政府将拨款102万8840令吉，在当地的策略 

位置装设6个测压管、2台垂直式地下水管和5个拦阻 

河道的堤坝，以在紧急时刻可释放水源灭火。

“泥炭地的火患不仅在表面而已，泥炭地地 

底下的深土也会起火，所以确保泥炭地保持湿润是 

非常重要的事，而这些设施有助于泥炭地不会起 

设紧急灭火装置

處清
州S 

府寸

地璺

段校

阿
米鲁丁宣布， 

从今年1月1 

日起，凡在州政府地段 

或公众捐献兴建的清 

真寺、学校及教育机 

构，可豁免缴付50%的 

排水系统税（Premium

(*aruman parit)

J 非发展商兴建没优惠

水 
稅 
—
50%

不过，这项优惠并 

没有包括房屋发展商兴 

建的清真寺或学校。

他说，州政府是基 

于接获不少申请，所以 

才在雪州经济行动理事 

会会议上拍板定案，给 
予50%的折扣。

“根据目前的税制，每1英亩 

地段的排水系统税是1万令吉；换 

言之，只要是在州政府地段兴建的 
清真寺、学校或教育机构（包括民 

众捐献兴建），每1英亩地段只需 
缴付5000令吉的排水系统税。”

數
方
案
解
決
泥泥
炭
地
焚
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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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吉夫：半年查一案太慢

反貪會需加速調查打貪
(八打灵再也6日讯） 

行动党武吉加星州议员拉吉 
夫认为，反贪会利用6个月 

调查•宗简单投报案件的期 

限过长，他吁请反贪会加快 

调查速度及尽快采取行动。

他发表文告感谢雪州反 

贪会主席拿督阿里亚斯针 

1对他日前的新闻发布会做 

1出回应，并强调他并没期 

望反贪会向他透露调查内 

容，惟他认为该局的调查速 

度太慢，他希望该局能展示

他们认真打击贪污的态度， 

无论是重大案件或小案件。

没说过反贪会无回应

“我是在6个月前针对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官员挪用 

公款与滥权一案向反贪会投 

报，并附上线人提供的资 
料〇

他也强调，他不曾表示 

反贪会没有给予他回复，反 

之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展示反 

贪会回复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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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亞斯反駁拉吉夫指責

“沒拖延官員濫權案調查”
(八打灵再也6日讯）雪州反贪会主席拿 

督阿里亚斯强调，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官员挪 

用公款与滥权仍在调查中，当局没有刻意拖 
延调查T.作！

指调查工作没中断
武吉加星区州议员拉吉夫日前召开新闻 

发布会，促反贪会加速调查他于去年投报， 

涉及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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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彳、承包商 

事件；他也指责反贪会调查毫无结果，会导 

致举报人失去信心。

阿里亚斯于今日发表文告作出回应并重 

申，有关调查工作没有中断，而且也一直按

程序进行，当局绝对没有怠慢有关 
案件r.

“为免影响调查工作，我们目 

前无法透露任何具体信息，但在调查 

T.作完成后，•定会提呈书面报告给 

总检察署定夺。”

他在文告中提及，反贪会曾先后 
于去年12月4日及今年1月20日，向拉 

吉夫汇报调查进展，并保证调查工作仍 

持续进行，当局没有无视对方的投报。
他补充，当局是在去年8月5日接获 

第一次投报，指在相关的遴选承包商过 

程中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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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居社區綠意休閒公圍

Summit Park預計3月推开

Tm

马星集团预计在今年3月推 

介位于万宜Southville City综合 

城镇的首个社区绿意休闲公园 
Summit Park。这个占地9.62英 

亩的公园为“绿色庇护区”， 

符合马来西亚游乐场安全协会 

(PSAM)的国际安全标准认 

证。

马星集团创办人兼集团 

董事经理丹斯里梁海金指出， 
Summit Park将于3月对外开放， 

不仅限于Southville City居民，而 

是开放给民众，这是马星集团 

对回馈周边社区所作的承诺。

“公园的落成为附近居 

民带来便利，毗邻成熟社区包 

括万宜、加影、汝来、芙蓉、 

士毛月、龙溪和雪邦。Summit 

Park获得雪邦市议会（MPS )认

可为大马公园参考点之符 

合国际安全标准，遵守儿竜游 

乐场安全规定，让民众能在安 

全环境中休息或玩乐。”
Summit Park设有蓬盖和户 

外野餐区，让民众在公园享受 

不一样的用餐体验。游乐场区 
面积超过800平方米；另有20多

个户外健身和体育设施，以及 

供静坐冥想的区域Q

此外，在最高处的景观点 
(Summit View Point )可俯敵公 

园全景。整个公园均与约1.2公 

里的环形人行道相连，让你漫 

步、慢跑或骑自行车，尽享大 
自然的宁静。（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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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拉央拆拿督公廟風波-
市議會：OSC會議批准才執行

&±

m

指獲延後拆除說法不成立

，從二從:雖七從二

(八打灵再也6日讯）士拉央市议会公关组 

主任莫哈莫津指出，拆除士拉央比达拉花园拿 

督公庙的行动，是得到…站式小组(OSC)会议 

的批准才执行，而该庙打理人（玉虚宫）指 

“获得延后拆除行动”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他说，-站式小组(OSC)会议是在今年1月 

22日议决将于2月份采取拆除行动，并于1月23 

日发出警告信指示拿督公庙须清空地段。
“根据市议会的标准作、丨丨(程序（SOP), 

如果警告信发出的3天后，没有获得对方的回 

丨应，市议会就会采取进•步的行动，而我们 
于本月4 R展开的拆除行动是依足程序进行 

的。”

玉虚宫不满拆除行动

i拉央市议会于本月4日时到坐落在士拉 

央比达拉花园1/4路尾端的两座拥有近30年历 

史的拿督公庙进行了拆除行动，该行动引起了 

玉虚宫理事会的不满。
莫哈莫津指出，经调查后，市议会发现市 

议会官员给予延后拆除拿督公庙的决定是不正 

式的，因为这与•站式小组会议早前的决定有 

所冲突。-

他补充，市议会重申，若民众想在公共场 

所建造私人建筑物，必须获取市议会的批准， 

并表示，-切执法行动是根据现有的条规展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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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6日讯）雪州大臣拿督斯里 

阿米鲁丁指出，由于新冠肺炎在雪州仍在 

受控范围，雪州暂无意仿效柔州，取消或 

展延州内举行大型或群聚活动。

他披露，尽管首名确诊国人来自雪 

州，但卫生部已做好防疫措施，所有病例 

都在掌控及追踪范围。

依局势作检讨

他说，大马的防疫措施获得世界卫生 

组织的认可，既然疫情未出现扩散感染， 

雪州暂时无意取消或展延州内的大型或群

大臣：仍在掌控範圍

雪大型活動不展延

聚活动。

“不过，州政府接下来还是会依据时 

事动态和局势，尤其是卫生部的指示作出 

检讨和决定。”

提前治疗非常重要

阿米鲁丁今午出席雪州经济行动理事 

会会议后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若有民众

身体不适，尤其出现流感或发烧等症状， 

就应该即刻去就医。

阿米鲁丁说，大马日前出现一名确诊 

新冠肺炎的病患者成功康复，证明了感染 

新冠肺炎是可医治，所以提前治疗是非常 
重要白勺。

另外，对于雪州政府是否有意管制商 

船或邮轮，进驻雪州的港口- •事，阿米鲁 

丁表示，州政府目前会持续留意此事，毕 

竟还未出现货品感染人事件。

他说，州政府也在等相关报告来证明 

新冠肺炎的病毒，若不寄生在人类身体， 

处在空气或人体以外，到底可存活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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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应该怎么吃 
才有效？读者所 

有问题，可电邮 

至丨J: sceasily @ 

sinchew.com. 

my〇

消炎藥卩
會不會就沒效了呢f

萧文雄药师

(驻雪兰莪）

坊间常见盛传的“消炎药”-般是指抗生素（Antibiotic )、， 

类固醇（Steroids)或非类固醇类的止痛药（NSAIDs),常会把 

这2种药品混淆。更甚是有人-听到是“抗生素”或是“类齒' 

醇”，有时仅仅听到药名就惧怕或拒绝服用，这是相当错误的服 

药行为；正确的做法是询问医师为何选择这类药品作治疗及相关 

的资讯，而非瞎猜，畏惧其副作用而导致延误治疗。

-般在药局可采购到的“止痛剂”，通常是乙醯胺酚 

(Acetaminophen)或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属于“短期”且不 

会产生“耐药性”（Dmg Tolerance );但是滥用止痛药，则可能 

因为耐药性或药物耐受性变差，身体对于药物的反应不像当初那 

么敏感，因此需要增加剂量或更频繁地用药，才能达到原来的疗 

效。不过不必过虑担心，只要停止用药一段时间后，身体对该药 

物的耐受性会逐渐消失，重新恢复到原有对药物的反应水平。

如果处方开立的是“抗生素”，请依医嘱必须固定时间服 

药，并且完成整个疗程。抗生素不是万灵丹！无法对抗病毒。也 

非毎次的感冒都是需服用，临床上有90%的上呼吸道感染是病 

毒感染，抗生素无法针对性治疗。不当使用抗生素如自行停药、

剂量不足、未依指示时间服用、重复用药等，都会产生无法预期 
的“抗药性 ”（Dmg Resistance)灾难

由于皮肤在外用类固醇长期擦拭下会产生耐受性，通常指 

导病患使用时可延长擦药的间隔时间或转换其它种外用类固醇来 

缓和此现象。

只要遵照医师处方或药师建议用药，就不用担心服用药品 

出现的“耐药性”及“抗药性”

Vi

梦'
iYti:请问中医里有没有真实 

医好癌症酬子？

这问题没有正确答案，只能客观作答。

什么叫真实医好癌症？身边常常会听到 

很多被治疗好的案例，但大多是个案！如何 

去证明是中医治疗好的？在现行主流的实证 

医学研究中，乃缺乏有说服力的证据！

毕竟，医疗不能像在做直销，只去卖 

弄或夸大成功的病例，相反的，也需看失败 

的案例，经客观分析统计的资料，才能被采 

信！（如何证明是你的用药还是有其它原因 

医好的？）

目前，在世界各国都以西医为主流的环 

境下（包括中国），很现实的，中医治癌至 

今仍只被认为属于辅助疗法。

但根据研究显示，癌症病人并用传统医 

药辅助疗法高达七到九成，表示民众对单独 

只有西医的治疗还不放心！

而多国的医学期刊也有不少研究证实中医可在西医化疗/电疗后所伴随 

的症状有减缓的作用，明显改善病人的生活品质！因此，中西医结合治疗应 

可以取得更好的成效，何不为之？

癌症治疗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发病时的分期，有无转移，能否手术切除， 

化疗的成效，年龄、免疫能力、营养体力状况等等，不能一概而论！

手术切除就能痊愈的，为何还要冒险寻求其它治疗？除非中医有百分百 

的把握，可以减少伤害，不然贸然为之，影响的是一条生命，-个家庭！ 

在中西医结合治疗中，中医的角色乃在“扶正祛邪”，改善病人的营养 

及免疫力；减少西医治疗的副作用，改善病人的生活品质，让病人有体力， 

没有心理负担的去接受治疗，以增加存活率及治疗率！

另外，今日西医在治疗癌症方面也有长足的进步。2018年获得诺贝尔医 

学奖的“细胞免疫疗法”，治好了美国前总统里根的黑色素瘤并肝脑转移， 

对后期癌症的治疗露出一■道曙光！

对癌症病人而言疾病能被治愈才是王道！

西医配搭合格的中医或其它有效的传统辅助医疗，在临床上已有很多研 

究证据看到效果。也许双方可以放下身段，减少对立，在许可的范围合作， 

共同造就病人的健康！

:棘|晒木医师

yw®医整S专亚車尚 
_(点主柔佛新山）

陈文恬医师
夕中1#

(驻吉隆坡）

成分的
成藥）到底屬

中藥還是西藥，J

■^1骨痛熱|

林建斌药剂师

(驻柔佛P

木瓜叶用于治疗骨痛热症的确是有 

所根据的。它既不是中药，也不算西药<3 

本地几所医药大学也曾对木瓜叶用于治疗 

骨痛热症的疗效，相信木瓜叶里含有活性 

化合物如卡帕因是让骨痛症病患血小板增 

加的原因。附属卫生部的国家医药研究所 

也曾发表如何正确的使用木瓜叶汁，也证 

实了其安全性。虽然医学证明了木瓜叶汁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但若不幸患上骨痛热 

症，我不建议自行使用木瓜叶或其他偏方 

来治疗，-定要告知主治医生，木瓜叶只 

是辅助病情的复原。

问 :四物汤及八珍汤，哪一样对 

女性月经期后喝最好？

四物汤方内含川芎、当归、熟地、白芍，川芎和当归有补血、行血的 

功效，熟地和白芍则以补血养血为主，可以说中医补血的方药都是由这张 

方药衍生而出，适宜血虚者服用。

八珍汤则是四物汤的基础上增加了四君子汤的成分，即茯苳、甘草、 

人参和白术，人参和甘草补气补脾，茯苓和内术则能健脾利湿，四物汤是 

-切补血方的基础，四君子汤则是一切补气方的基础，因此八珍汤是一张 

气血双补的方药，适合气血两虚者服用。古人又认为，“气为血之帅”， 

气能生血，因此血虚严重者，我们也会添加补气药，使气旺则血充:

血虚一般表现为面色淡白/萎黄，月经量少/色淡，容易头晕等，气 

虚者则会出现容易疲劳、说话有气无力、气短等症状。女性月经期后饮用 

四物汤或八珍汤都相当有益处，若兼有气虚症状或脾胃虚弱者服用八珍汤 

更合适，但如果体质较容易上火，又无明显气虚症状，则不宜补气过多， 

古人有云：“气有余，便是火”，建议服用四物汤调补即可6

針灸 ，到底可以起到什麼作用？

针灸是中医特有的一种“内病外治”的治疗手段，通 

过非常细的针（大约只有头发直径的两倍）穿过皮肤， 

到达身体特定部位，即“穴位”，通过人体的经络 

(经络）与气的流动来达到治疗效果。相反，西医 

把穴位视为刺激神经，肌肉和结缔组织的部位，认 

为针灸形成微损伤并刺激组织中的神经，导致局部 

血流量增加和神经肽释放，科学家也发现针灸可能 

透过增强身体内啡肽（天然止痛剂）的释放而达到 
止痛效果。世界卫生组织曾推荐43种适合针灸的疾 

病，其中包括过敏性鼻炎、鼻窦炎、支气管溃疡、 

牙痛、急，慢性胃炎、便秘、腹泻、肠麻痺、头痛、 

偏头痛、1叉神经痛、中风后瘫痪、周围性神经疾患、 

网球肘、腰痛和关节炎等。 /中西医结合J#瘤专科 
(驻雪兰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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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关问题，该

卞丨店寓联合管理机 

构的职员披露，他们不能采 

取抽水方式清理停车场的积 

水，因为抽出来的水往哪里 

放是一个大问题，需要清理 

地下排水管的垃圾沙石等堵 

住物，才能一劳永逸解决问 

题。

他表示，面对缴付管理 

费的住户不多，联合管理机 

构不够经费，现在只可以透 

过清洁工人试图清理地下排 

水管，他认为效果有限。

他说，他相信有住户及 

民众向加影市议会反映有关 

事件，暂时未见市议会派人 

前来查看。

商戶憂加劇蚊症爆發
士日据《大都会》社区报记者到场观察，除 

了B及C座的底层停车场淹水面积大，A 

及D座的停车场积水情况不会太严重，只是停车场 

的垃圾处处，异味太重，是蚊虫大温床。

商户受询时透露，他们在年初六开工时已发现 

底层停车场严重淹水，也是最严重•次，主要是无 

法排水所致，他们担忧迟迟不清理积水，或会加剧 

蚊症爆发。

商户表示，当地外劳租户占大多数，乱丢垃圾 

问题没有改善，卫生欠佳，也是蚊症热点，而且底 

层停车场现卫生环境差，有车阶级的住户及商户是 

不会把车辆停放那里的。

“现在是希望联合管理机构尽快处理积水，避 

免加剧蚊虫繁殖，这里蚊症案例很多，外劳又不顾 

卫生，是会担心未清理的积水带来卫生问题。”

据了解，该底层停车场在过去数个 

月里，已多次出现排水受堵问题造成积 

水，可是这•次情况比较严重，迟迟无法 

退水，加上外劳乱丢垃圾恶习不改，这个 

“水塘”传出垃圾异味，卫生情况恶劣。
据知，该店寓联合管理机构（JMB) 

知悉停车场积水导因，可是大部份住户对 

缴付管理费反应欠佳，经费严重缺乏，未 

能及早处理积水问题，暂时只透过一个清 

洁工人清理堵塞排水管，需耗费长时间

受到地下排水管堵塞 

影响，白马花园店寓底层停 

4•场淹水严重，变成“大水 

塘’，〇

除了日前大雨造成排水受阻，停车场的一些水管也漏水

大雨及水管爆裂漏水

停车场有一辆轿车及一些工业材料淹在水里，又有不少垃圾，传出异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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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制水逾一個月 武吉免登蘇丹依斯邁路

深夜才可儲水業者
報道►伍思薇攝影►陳啓基

(吉隆坡6日讯） 

武吉免登区苏丹依斯迈 

路某餐馆面对制水问题 

逾一个月，导致业者每 

日深夜才可储水，让他 

感到疲惫不堪。

《大都会》社区

报记者日前接获一名煤 

气业者投诉，指苏丹依 

斯迈路某餐馆面对制水 

问题许久，业者也-直 

投诉无门，因此前去现 

场走访。

只见该餐馆业者

在厨房及后巷放置了许 

多水桶，所有水桶都已 

盛满了水，而员工也都 

使用水桶里的水来进行 

所有清洗丁作，餐馆员 

T.也向记者展示，水喉 

打开后丝毫没有水流出 

来。

k = l=^

杲
務
善旨
怕
水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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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
關
水
供

据:
!_餐馆业者 

f及顾客指 

出，他们分另嘟曾向 

雪州水供公司作出投 

诉，惟该公司派员前 

去检查后，仅回复 

业者表示，由于该 

路的地下水管出现问 

题，而该公司担心会 

发生水管爆裂的情况 

而关了水供。

他们表示，雪 

州水供公司除了给予 

上述回复，再无任何 

的后续行动，让他们 

感到十分无奈及不 

满。

李明康：

協助業者跟進後續
^吉免登区

<国会议员 

方贵伦助理李明康表 

示，他们不曾接获有 

关投诉，惟他也认为 

水供是人民最基本的 

需求，尤其现在是特 

殊时刻，卫生问题更 

要正视起来，因此他 

要求受影响的业者尽 

快联系方贵伦服务中 

心，让他了解有关详

情〇

他说，他也会协助业者联系雪州水供 

公司，询问及跟进后续的处理方案，务必 

解决他们的问题。

‘f.

、V

-

i
苏丹依斯迈路某餐馆面临制水问题，在后巷放置许多储满了水的水桶。

餐馆的水喉 

打开后，丝毫没 

有水流出来。

等到凌晨才可儲水
沙裡普丁（ 52歲，餐館業者）

“我已面临制 

水问题逾1个月， 

并且已向雪州水供

后，只有在每日凌 
晨12时至翌日早上 

8时才恢复水供，

公司投诉了两次， 

惟该公司派员前来 

检查后给予的回应 

是，由于苏丹依斯 

迈路的水压太高， 

他们担心会发生水 

管爆裂的情况，因 

此关闭了水供。除 

此之外，该公司再 

也没有后续行动。

我在这里营 

业了逾1年，-直 

都没有面对制水问 

题，如今展开制水

我只好每日结束营 

业后，半夜再次返 

回店里储水，偶 
尔遇到凌晨12时也 

没有水供，-直等 

到凌晨4时才可储 

水〇

为了要节省用 

水，我只好另想办 

法，使用一次性塑 

料杯子，并在碟子 

上放油纸，减少了 

清洗用具，但我的 

成本相对也增加不

少。

据我所知，苏 

丹依斯迈路其他建 

筑物也面临相同的 

问题，但他们的蓄 

水箱较大，且其他 

建筑物也多为办公 

楼，用水率较少， 

因此不受影响。”

應儘快提升更換水管
張先生（50歲，顧客）

“我是-名 

煤气业者，与这家 

餐馆业者有生意来

-阵子，因此业者 

都要在半夜返回餐 

馆储水，长期下来

往，每隔两天都会 

来用餐。这里的水 

供向来很小，但至 

少还有水可用。我 

在大约•个月前发 

现，餐馆后巷放置 

了许多水桶，好奇 

之下询问业者，才 

知道餐馆面对制水

问题，•直无法解

决。

由于水供在 

凌晨12时后才恢复

精神越来越差。.

我非常同情 

业者的遭遇，在本 
月24日也协助他向 

雪州水供公司作出 

投诉，惟该公司仅 

回复表示会派员前 

来检查，但我之后 

得知，业者在此之 

前也曾投诉过，并 

且已有人前来检 

查，但再无后续解 

决行动。

若是地下水 

管老旧的问题，该 

公司应尽快展开提 

升与更换地下水管 

的计划。据我所 

知，半山芭多条道 

路的旧水管都已更 

换。”

餐馆业者在洗手台旁放置一个大水桶，方便顾客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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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洞烏魯新村更明亮
(士拉央6日讯）曱 

洞乌鲁新村共134盏街 

灯已更换为节能耐用的 

LED 灯。

甲洞乌鲁新村村长黎 

丁财指出，该村获得州政 

府拨款，将村内所有街灯 
更换为LED灯，并于大年初 

七开始动工，花了 3天时间 

完成。

他说，全鹅唛县的新 

村都将获得州政府协助更 
换LED灯，而甲洞乌鲁新村 

为第一站。

“其实，附近的住 

区包括达雅花园及帝沙再 
也花园都已经更换为LED 

街灯，我也曾申请更换村 

内的街灯，惟当时被官员 

告知新村还未有更换的打 
算〇 ’’

惟鹅唛县乡村协调官 

潘佩玲在早前所召开的鹅 

唛县村长会议上捎来好消 

息，既州政府将会协助所 
有新村更换LED街灯。

黎丁财表示，村委会 

与村民感谢州政府协助更 

换街灯，而村民也感到十 

分高兴及满意，并反映新 

街灯将住区环境照得更光 

売。

黎丁财指 
出，崭新的LED 

灯比一般的街灯 

更省电耐用，也 

更为光亮。

<一黎丁财表 

示，村民对新 
灯感到满意及西 

兴，也希望州政 

府为该村增设更 
多街灯照明。

能保障驾驶人士的安全。

雪水供将更换水表
f丁财说，除了更光亮之外，他也从技术人员得知LED 

>街灯是比一般的街灯来得更耐用及省电，因此希望能

雪州水供公司将为甲洞乌鲁新村更 

换新水表，当地村民受促给予配合。

改善该村街灯以往每逢雷雨即出现失灵的问题。

他也说，村民也要求州政府能为该村数条环境较为幽暗的 

道路增设多几盏街灯，因此他在下个阶段将会申请为该村增设 
76盏新街灯。

他补充，这些路段在环境幽暗下，常会发生村民鞋子被偷 

的问题，假如增设街灯照明，或可阻止偷窃案的发生，同时也

另一方面，黎丁财表示，雪州水供公司将会协助该村更换 

新水表，呼吁村民给予配合。

他说，目前已有部分住家获更换新水表，而新水表将会安 
置在屋子夕卜。

“旧水表都是安置在屋子里，主要是因为旧水表是铜制 

成，若放在屋子外会担心被偷走。而新水表是塑胶制成，没有 

这个忧虑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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轟埠新村水管老舊頻爆裂

通苗戶择蝙

轰埠新村的主要通道，即火车头路也可见挖过水管后再重新修补的痕迹

報道►林淑敏

(轰埠6曰讯）已有逾50年 

之久的输水管年久腐朽，频频 

爆裂，导致轰埠新村饱受制水 

之苦！

轰埤新村管委会主席翁才顺 
指出，自开埠以来，埋在村内地底 

的输水管不曾更换，早已脆化，当 
重型车辆辗过或村民在新春佳节期 
间争相用水，导致水压高升时便会 
爆裂，影响全村包括轰埠华小的水 
供，严重时制水超过24小时，使逾 

百户人家叫苦连天。

他说，该村经常面对爆水管的 
问题，而情况在去年12月开始变本 

加厉，遍布在新村火车头路底下的 

多条水管相继爆裂。
他指，虽然雪州水供管理公司 

(Syabas )也有即时派人挖开马路进 

行修补，但在动工时却必须关掉水 
闸，使得村民和华小逾600师生面对 

长达10至逾24小时的制水状况。

经过多次的爆水管事件后，新村马 
路留下大片修补的痕迹，遭村民投诉路 
面凹凸不平。

水
才顺是在联同村 

习习委李锦莹、何玉

供
不
穩

致

節

宝以及锺丽华和鹅唛县乡 

村协调官潘佩玲，巡视村 
内水管爆裂之处时，这么 
告诉《大都会》社区报记 

者。
他表示，制水不仅导 

致村民新年前的大扫除工 

作受阻，也对新春期间亲 
朋戚友的团圆造成不便， 
难以在家烹调各种家乡 

味。

頻
外
食

“新年原本是济济 

一堂，一同聚餐的最好时 
机，但因为水供不稳定， 

村民多选择外食，不仅开 
销上升也因为餐厅高朋满 
座而必须久等，使年长者 
咸至丨丨麻累

“此外，I路也因为必须破 
开修理水管，而变得凹凸不平， 

对摩哆车骑士和以脚车代步的年 

迈村民带来危险。”

锺丽华（左起）、何玉宝、潘佩 
玲、李锦莹和翁才顺巡视新村水管爆裂 
之处。

去
年
10
月
要
秉

換
tK

管
並
/w\

&才顺说，管委 

习习会曾在去年10 
月向Syahas要求更换水 

管，但迄今为止仍未获 
回应，迫于无奈之下， 

唯有转向潘佩玲求助， 
要求施压相关单位。

“村屋不如花园住 
宅区，并非家家户户有 

能力自备蓄水槽，因此 

一制水便会发生水荒。 

管委会历年来皆接获村 
民的投诉，但今年的情 
况较为严重，所以盼能 

获当局的关注，解决民 
困。”

另一方面，潘佩 
玲指在去年10月首次接

获管委会的投诉后，已 
整理文件和亲自提交至 
Syabas的乌雪分局。“鉴 
于事隔3个月后，仍未有 

任何回复，我将在短期
内再度造访Syahas,以跟进此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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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一名业者在执法队抵达后，自行 
拆除店铺后方的抽风机设备。

"■» -'T .

，吉隆坡市政局是基于安全、卫生 

的店铺非法扩建建筑物结构。 傷

，擊参f等3為
參凝f:在綱

和排水顺畅等考量，拆除阻碍后巷空间

隆市局—天3取締

昨法食攤及擴建

充公違反發展令食肆物品
遵守发展令(Perintah 

I Pembangunan )，将受对 

付！

除了拆除非法扩建，吉隆坡 

市政局昨午也与雪州水供公司及国 

能联手，对付违反发展令的熟食业 

者，并充公12桶煤气桶、-个烘制 

Roti Naan的窑缸和7个摊位。

当局曾于去年10月29日发出执 

法通知予相关违例业者，并于今年

1月29日发出最后通牒，提醒涉及

业者尽快申请发展许可，惟相关业 

者始终冥顽不灵；因此，当局只好

在1982年联邦直辖区规划法令下， 

对违例业者采取行动。

无论如何，市政局强调，未来

将持续监督辖内各区的情况，也提 

醒所有业者遵守条例和法令作业， 

避免遭到对付。

(以上图片取自吉隆坡市政局脸书专页）

吉隆坡市政局星期三下午拉大队拆除蕉赖美和家花园巴隆路一 

带6家由印尼人经营的食肆„

拆6非法攤斷13店電供
~hr*•隆坡市政局拉大队拆除 

O蕉赖美和家花园巴隆路 
alan Palong )的6间由印尼人非 

S营的食肆或摊位。

上述2020年第一期的“严厉 

寄行动”（Operasi TEGAS )是 

合警方、国能（TNB )和雪州

水供公司（SYABAS)展开，并根 

据法令和标准作业程序执行。

当局在行动前，已根据1960 

年地方政府法令及1974年道路、 

水沟和建筑法令预先发出执法通 

知。除了拆除6家食肆，国能也在 

行动中切断13间店铺的电供。

(吉隆坡6日 

讯）不同地点，一天 

3取缔！

吉隆坡市政局 

执法组昨午分头行 

事，分别联合多个 

单位包括警方、国 

t巨（TNB )禾口雪#丨水 

供公司（SYABAS ) 

等，到十五碑和蕉赖 

美和家花园（Taman 
Miharja )等地展开不 

同类型的取缔行动， 

并拆除非法扩建建筑 

结构、充公作业工 

具，以及外籍人士经 

营的非法食肆。

拆12食肆違建結構

霸¥

吉隆坡市政局出动铲泥机，拆除霸占十五碑淡比必拉路后巷 

的违例扩建结构。

:占十五碑淡比必拉路（Jalan 

Thambipillay)后巷的12间店铺非法 

扩建建筑物结构，昨午已遭吉隆坡市政局执 

法队拆除，参与单位包括市政局执法组、电 

子与机械工程组、公共工程和排水组及小贩 

执照组s

上述12间违例非法扩建的建筑，相信是 

食肆业者用以存放各种营、丨丨(用品的地点；其 

中一个单位的抽风机是由业者自行拆除。

此次行动是依据标准作业程序展开， 

当局是基于后巷安全、卫生和排水顺畅的考 

量，以及计划将后巷提升成行人道，继而展 

开拆除行动。
不过，执法组在行动前已根据1974年道 

路、水沟和建筑法令预先发出通知，指示违 
例业者在14天限期内，自行拆除违例建筑。

市政局不忘提醒隆市所有业主切勿以身 

试法，在未经当局批准下，违例扩建店铺。

者

，
充
公
煤
气
桶
和
煮
食
工
具
。

执
法
队
对
付
违
反
发
展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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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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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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