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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Y FOR DISTRICT 
ATHLETICS MEET 
Stadium Sultan Suleiman 
in Klang reopens after 
18-month refurbishment 
exercis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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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many delays, Klang folk rejoice as refurbished 
Stadium Sultan Suleiman opens in stages 

HBHmS Stadium Sultan Suleiman's newly 
laid track will be a boon for 
athletes Photos: MUHAMAD 
SHAHRIL ROSilf The Star 

On track with brand-new look 

By EDWARD RAJENDRA 
edward@thestar.com.my 

KLANG'S Stadium Sultan Suleiman 
is sporting a brand-new look after 
18 months of refurbishment works. 

The popular sports venue will 
play host to the Klang District 
Schools Sports Council (MSSD) 
annual athletics meet. 

During its soft launch,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acting 
president Elya Marini Darmin said 
the council opened the stadium to 
accommodate the MSSD where the 
newly-laid eight-lane 400m syn-
thetic track would be used. 

"Our track surface is made of 
good materials and we decided 
tha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llowed 
to use it to attain the highest possi-
ble performance standards. 

"We are unable to open the grass 
pitch for football games as it still 
needs to get bedded in, cured and 
be allowed to grow st) it does not 
leave patches. 

"We will have the grass pitch 
ready for use by the first week of 
April," she said. 

School students and morning 
joggers joined in for the soft launch 
that included an exercise session. 

Elya Marini said Stadium Sultan 
Suleiman was the people's asset 
and all Klangites must use it to 
improve themselves, be it through 
sports training, better health or 
enjoying a walk with their families. 

"It is wonderful to provide a 
social space for people to come 
together. Just a few years ago, the 
stadium was falling into disrepair 
but with the Selangor govern-
ment's financial help, it can contin-
ue to be used as a hub for commu-
nity activities," she added. 

MPK had received an estimated 
RM4.56mil for the upgrading of the 
45-year-old stadium that began in 
June 2018 and was completed on 
Dec 8 last year. 

The upgrade of the stadium 
stalled when issues such as water 
ponding and metal fatigue to its 
grandstand steel structure - which 
was eventually replaced - were 
discovered. 

Repairs took an additional five 
months. Another issue that caused 
the work period to be extended 
was manpower constraints. 

Elya said the field was dug and 
later refilled with a porous mix of 
2.5 tonnes of crusher run gravel 
stones, porous mix of sand and 3.5 
tonnes of soil that caused it to be 
raised by 60.9cm. 

Youngsters enjoying a kickabout at the launch. The grass pitch for football will be ready in April. 

Upgrades included a network of 
2km subsoil collector drains, 980m 
outer drains and geotextile cover-
ing. 

MPK has also upgraded the mini 
grandstand that has an estimated 
1,000 seating capacity. 

SJK(C) Perempuan teacher 
Henny Kong Kai Siang, 27, said the 
running track met standards. 

"As a teacher, I see it as a good 
sports facility for the students to 
train at. But, I hope the council will 
speed up the provision of ameni-
ties for sports like the discus, jave-
lin and long jump sand pit," he 
said. 

Former sportsman T 
Kanniappan, 64, said he was glad 
that the stadium had been complet-
ed. 

"I believe it will provide students 
an opportunity to showcase their 
sporting talents and cultivate team 
spirit. 

"Booking fees for school students 
wanting to use the facilities must 
be kept nominal. 

"The stadium's refurbishment 
should help to bring forth new 
sports talents," he added. 

Mohd Zakri Mohd Jaapar said 
with the stadium reopened, he 
would bring his family for Sunday 

morning walks to enjoy quality 
time with his wife Rahiazaurah 
Salehuddin and children. 

Elya said the stadium refurbish-
ment, which was one of the urban 
rejuvenation projects, would be 
open to the public from 6.30am to 
10am and from 4pm to 7pm, daily. 

MPK is also offering a 30% dis-
count on booking fees for the use 
of the stadium from now until 
April. Schools get a special rebate. 

She added that the council 
would place only uniformed 
enforcement personnel at the sta-
dium for better security and the 
place would be monitored with 

Kanniappan said the refurbished 
facilities should help to bring about 
new sporting talents. 

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 cameras. 
Malaysi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president Ihsan Zainal Mokhtar 
said urban public spaces were cru-
cial for people and the value of 
public sports venues to local 
authorities and their communities 
extends beyond sport. 

"Stadium Sultan Suleiman has 
played and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role in bringing communities 
together. 

"It has a social and cultural 
impact," he added. 

Elya added that the council 
would begin the second phase of 
upgrades for the stadium, where 
an estimated RM300,000 would be 
spent to improve the drainage out-
side the perimeter fence closer to 
Dewan Melayu Klang along Jalan 
Kota Raja, to ensure no back flow 
of water into drains around the 
running track area. 

Elya Marini (second from left, wi th cap) taking part in the Senam Robik 
with the public at the stadium. 

Mohd Zakri, Rahiazaurah and daughters Alysha Aufazahraa (left) and 
Alysha Adhwadhania enjoying a walk around the new synthetic 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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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DWARD RAJENDRA 
edward@thestar.com.my 

ILLEGAL dumping of industrial 
waste has been fought hard but 
local councils in Selangor still have 
not been able to stop it. 

State local authorities and illegal 
dumping of industrial waste spe-
cial committee chairman Dr 
Daroyah Alwi said the problem 
continued to plague various parts 
of Selangor and enforcement 
remained a challenge due to the 
wide area. 

"Among the places where indus-
trial waste have been dumped are 
in Port Klang, Teluk Gong, Meru 
and Sementa in Kapar. 

"Most of the time, rubbish is 
dumped on private land that is not 
fenced but this also happens on 
government land.. 

"Such irresponsible acts are 
done in the wee hours of the morn-
ing," she said after a closed door 

Selangor vows to stamp out illegal 
dumping of industrial waste 

local councils for more suggestions 
to tackle the illegal dumping issue. 

"Our overarching goal is to 
ensure all companies comply with 
the local authorities in disposing 
their industrial waste at the land-
fill," she said, adding that getting to 
that goal was tough as it involved 
compliance. 

MPK acting president Elya 
Marini Darmin, who attended the 
meeting, told StarMetro, the chal-
lenge for them was being depend-
ent on public tip-off to nab the 
culprits red-handed as well as get-
ting supported evidence, such as 
police reports based on eyewit-
ness account, videos and photo-
graphs. 

Elya added that Kuala Langat 
District Council was working with 
KDEB Waste Management on the 
matter. 

"If Kuala Langat is successful in 
curbing the illegal dumping men-
ace than MPK will replicate their 
strategy and improve on it. In this 
meeting, we discuss ideas and find 
better approaches for a solution," 
she said. 

Dr Daroyah said she would visit 
other local councils to discuss the 
issue and get further input. 

"We need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where the waste is gener-
ated and getting it into the proper 
waste stream, that is to the landfill 
in Jeram," she said. 

Dr 
Daroyah 
says most 
illegal 
dumping 
is done 
on private 
land that 
are not 
fenced. 

meeting at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Dr Daroyah said the meeting was 
to get input from MPK and other 
authorities, adding that similar 
meetings would be held at other 

Headline Selangor vows to stamp out illegal dumping of industrial waste
MediaTitle The Star
Date 13 Feb 2020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Metro Circulation 175,986
Page No 4 Readership 527,958
Language English ArticleSize 206 cm²
Journalist EDWARD RAJENDRA AdValue RM 10,407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31,221



5
 NEWS WITHOUT BORDERS 

theSUN ON THURSDAY | FEBRUARY 13, 2020  

Changing Semenyih’s image
SEMENYIH appears to be known for all the 
wrong reasons, or so it seems for many 
Malaysians who regularly flip through the 
newspapers and surf the internet. 

Stories of water cuts in the Klang Valley due 
to pollution in Sungai Semenyih and the 
shutting down of its water treatment plant 
seem to make the news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in the 
constituency. 

As such, it is 
understandable that its 
assemblyman, Zakaria 
Hanafi, has made it one of 
his priorities to change 
this perception. 

“To me Semenyih is 
already well-known 
among many Malaysians, but for reasons 
nobody likes.  

“Whenever there is a water cut, Semenyih 
seems to be the talk of the town.  

“We don’t want that anymore,” he told 
theSun in an interview. 

The 59-year-old Umno man, who only 
became an assemblyman after winning the                 
by-election on March 2 last year, said he wants 
the town to be an education and recreational 
hub. 

“Over the years,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development here, but it seems like there is 
inconsistency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schools and parks being built. 

“School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Many parents have to send their children 

to schools so far away from home. 
“The same can be said about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here.  

“We also need more parks for recreational 
purposes.” 

Zakaria, however, acknowledged that this 
would not come easy as he is part of the 
opposition in a state where Pakatan Harapan  
holds 50 of the 56 seats – Umno has five seats 
while PAS has one. 

He cited the lack of funding from the state 
government as the biggest hurdle to him 
implementing his vision for the 
constituency. 

Sharing his 
experience in the 
11 months since 
taking office, 
Zakaria said he 
has also been 
forced to turn 
a w a y  
constituents 
who come 
to him for 
f i n a n c i a l  
help. 

“I find 
pleasure in 
helping others.  

“So it is 
disheartening when I 
can’t help my voters.  

“Many of them 

have come to my office seeking some money, 
but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Fortunately, they are quite understanding 
when I explain my situation being an 
opposition member.” 

He said most of the funds allocated to him 
were spent to help NGOs, residential 
associations and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s 
carry out their activities and programmes. 

Zakaria has allocated every Friday morning 
as a “Meet My Constituents Day” where the 
people are able to hold discussions with him, 
seek advice and assistance, and provide 
feedback. 

On his victory in the Semenyih                                
by-election by a 1,914 majority last year, 
Zakaria said he did not even think he would 
be picked to represent his party, what more 

win the polls. 
“I remember the day I was told that I 

would be Umno’s pick for the                              
by-election. 

“Someone called me and 
asked me to head over to 
Umno’s headquarters in 
PWTC to meet the then 
acting president Datuk Seri 
Mohamad Hasan two days 
before nomination. 

“I thought he just 
wanted to meet all the 
shortlisted candidates. 

“It turned out I was 
the only one there, and 

it was then Mohamad 
informed me I was picked,” 
he said. 

Zakaria, who has three 
children and two 
grandchildren, lives with 
his wife and youngest son. 

Zakaria 
meets his 
constituents 
every Friday 
morning.  

█ BY AMAR SHAH MOHSEN 
newsdesk@thesundaily.com

GEORGE TOWN: Penang is looking to  
international experts to come up with a 
winning design for its planned waterfront 
project through a competition launched at 
the 10th World Urban Forum in Abu Dhabi 
recently. 

Through the Penang Bay Ideas 
Competition, the state hopes to see architects 
and other professionals from around the 
world present ideas for the redevelopment of 
the waterfronts in Weld Quay on the island 
and in Butterworth on the mainland. 

Penang Chief Minister Chow Kon Yeow 
will pick the winners.  

The best design will fetch a prize of 

US$20,000, followed by US$8,000 for the 
second prize and US$4,000 for the third prize. 

The development project, called Penang 
Bay, will se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ate 
into a hub for innovation. 

The project is undertaken jointly by 
government-linked companies George Town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and Think City Sdn Bhd as well as global 
conservation movement Aga Khan Trust for 
Culture. 

In a statement, Think City managing 
director Hamdan Abdul Majeed said the two 
waterfronts must complement each other. 

“George Town can leverage on its assets to 

become a centre where culture, creativity and 
technology intersect, while Butterworth can 
be a regional hub for innovation for 
industries of the future.” 

Both waterfronts, separated by the Penang 
Channel and about 2.7km apart, hav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However, other ports have overtaken 
Penang in importance as a centre for trade in 
the region.   

That led to the neglect of the waterfronts 
until 2008, when the state government  
decided to redevelop the areas to boost 
economic activities.

From the portals

SUBSTANDARD WORKERS’        
ACCOMMODATION  
MANY employers continue to violate the 
Labour Department’s regulations on 
workers’ accommodation, according to its 
Peninsular Malaysia director Datuk Mohd 
Jeffrey Joakim.  

Free Malaysia Today quoted Jeffrey as 
saying that the department has been 
monitoring these companies and is 
considering taking legal action against 
them.  

“We see many employers who have 
met these criteria but still, there are many 
who need to improve the amenities of 
their workers’ accommodation.” 

Jeffrey said the department is in the 
midst of updating the Minimum Standard 
of Housing for Foreign Workers in line 
with The Workers’ Minimum Standard of 
Housing and Amenities (Amendment) Bill 
2019, which was passed in Parliament last 
July 15.  

 
INCREASE SPENDING TO SPUR 
ECONOMY, GOVT URGED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increase its 
spending this year if it wishes to spur the 
economy, Bank Islam chief economist Dr 
Mohd Afzanizam Abdul Rashid said.  

The analyst was quoted by The 
Malaysian Insight as saying that this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s the private 
sector is expected to take a back seat in 
light of global economic uncertainties 
brought by multiple factors.  

Mohd Afzanizam said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particular is expected to  
seriously affect China’s economy. 

“The shock caused by this could 
undermine production activities in 
Malaysia, due to China being so 
entrenched in the global economy.  

“It will have a ripple effect for 
companies that rely on China’s markets 
for exports, as well as a source of raw 
material such as imports from the 
country.  

“Therefore, there is a strong case for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to craft a 
timely and targeted fiscal stimulus.”  

 
MANY SEE AGE AS BARRIER  
TO WORK OPPORTUNITIES  
MANY Malaysians view age as a barrier to 
work opportunities in the current 
economic climate, a study by 
employment networking site LinkedIn 
found.  

LinkedIn Opportunity Index 2020 
revealed that 40% of Gen Z (those aged 
between 18 and 22) and 21% of 
millennials (aged 23 to 38) feel held back 
by their lack of work experience, Malay 
Mail reported.  

Many among the older generation, 
(aged 39 to 65) also claim to be 
struggling to keep up with new 
technological and automation changes.  

LinkedIn Asia Pacific managing 
director Olivier Legrand said it is high 
time businesses set aside hiring biases 
against age and embrace a                           
multi-generational workforce.  

 
ZURAIDA GIVEN UNTIL FEB 20 
TO ATTEND HEARING 
PKR vice-president Zuraida Kamaruddin’s 
appeal to her party for a reprieve on her 
disciplinary hearing has been rejected.  

Malaysiakini quoted PKR disciplinary 
board chairman Datuk Ahmad Kasim as 
saying that Zuraida would be given until 
Feb 20 to attend the hearing.  

Ahmad revealed that the reasons 
provided by Zuraida, who requested for 
the postponement, was due to legal 
notices against her by PKR                   
secretary-general Datuk Se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and Perak PKR chief 
Farhash Wafa Salvador Rizal Mubarak. 

“She claimed that the legal notices 
supposedly have the same content as the 
show-cause letter issued by the 
disciplinary board.  

“However, there is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wo processes,” he said. 

Penang seeks ideas for waterfront project

My constituency

Semenyih is already 
well-known among 

many Malaysians, but for 
reasons nobody likes.”

–  Zaka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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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双顺（左起）、林余哲、叶苇治、阿都拉音、阿都拉、蔡全 

智及卡马鲁查曼，一起接过醒狮团的福品。

吉膽島團拜

逾ioo人同樂
(巴生12日讯）吉胆岛与你共庆庚 

子年大团拜活动，曰前在吉胆岛乡村 
管理委员会礼堂举行，吸引逾400名 

村民与嘉宾同欢共庆。

村民一同参与挥春比赛、观赏舞狮 

贺岁、财神爷派红包、精彩文化表演 

等，场面热闹，主办单位为也发扬孝 

亲敬老理念，施赠贫老。

吉胆岛乡管会主席蔡全智指出，希 

望该村每年都能举办新春活动，向地 

方上的贫苦老人献上关怀，让长者亦 

感受到人间温情，同时帮助减轻他们

的家庭经济负担。

另外，埔区国会议员拿督阿都拉沙 

尼保证，国家取得任何发展，一定要 

不分彼此，由全民共享。

由于他不克出席，其讲稿由特别事 

务官阿都拉代读，并当场宣布拨款1 
万5000令吉给乡管会充作大会经费。

另外，大会也配合由雪州新村发展 

常务委员会主办的《团圆新年》雪州 

新村家居装饰比赛，颁奖给获得吉胆 

岛级别冠军荣衔的吉胆岛陈氏公会。

出席嘉宾有雪州行政议员兼巴生海 
峡区州议员拿督阿都拉昔、房地部八 

打灵县及巴生具新村发展官谢 

双顺、巴生市议员卡马鲁查曼、加埔 

区国会议员华人事务官叶苇治及雪州 

新村家居装饰比赛八打灵县及巴生县 

协调员林余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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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排水管破裂，厕所的水直接排到泊车场。

管理機構向市議會救助
b马花园店寓联合管理机构 

1=1职员阿里菲受询时指出， 

底楼泊车场的地下排水管系统 

去年4月已阻塞，导致泊车场严 

重积水，但基于该机构没能力 
处理，唯有向市议会救助。

他说，泊车场地势非常低， 

大雨时容易积水，再加上垃圾 

和沙石已塞在这条长约100公尺 

的排水管内，才会形成今曰积

水情况。

“我们已要求加影市议会协 

助，市议会尚在设法中，我们 
没能力维修，因为只有18%的单 

位有缴交管理费。”

至于迷你市场和非法肥皂厂 

在店寓经营的情况，他说，市 
议会曾到来执法，开罚单给违 

例商家，但他们缴交罚款后继 

续营业，居民又能怎样？

迷你市場店里宰雞牛
$ U这里不是巴刹，为何允许迷你市场业

SJb 者在店里宰杀鸡和牛？”

5® 曾家顺说，他曾向联合管理机构提出上述

if居疑问，但没有获得正面回应。

民 他说，该店寓有几家迷你市场，主要客户

谁？都是外劳，业者竟然在店里售卖活鸡，或应 

客户要求现场宰杀。

“我在家里常常听到鸡只的哀嚎，很可 

怕，但平时路过迷你市场又看不到鸡只，只看到鸡笼，直到昨 

晚，我才发现原来业者把鸡只收在单位后面。”

他指出，业者都在店寓五脚基宰鸡，甚至是宰牛。

“有次我走过，突然看到一个大牛头放在五脚基的砧板上， 

吓死人。”

除了宰杀牲畜的迷你市场，该店寓也有许多相信是非法经营 

的小型工厂，这些工厂都没有招牌。

由于店寓卫生极差，加影市议会去年1月曾对店寓采取行

尤其是卫生差的餐饮店，无奈

(加影12日訊）无拉港白 

马花园(Taman Cheras Prima 
)店寓底楼泊车场，从早前 

的大型垃圾场变为臭水池， 

卫生情况没有最糟糕，只有 

更糟糕！

该店寓底楼泊车场过去堆积满 

垃圾，加上灯光昏暗，使到住户 

从来都没使用过有关泊车场，不 

料底楼泊车场的情况近期随著店 

寓单位排水管破裂而雪上加霜， 

泊车场严重积水，还发出恶臭。

该店寓居民曾家顺向《中国 

报》投诉说，底楼泊车场积水情 
况已有3星期，而且一整天都发出 

尿味，尤其住在店寓的工厂外劳 

回来冲凉的时段，臭味更难以忍

受。

k说，该店寓大多数住户为外 

劳，外劳常常在晚上高空抛垃圾 

和饭盒，本地居民除了无奈和不 

断向联合管理机构投诉，也无其 

他办法。

大部分住戶拒繳管理費

他说，五、六年前联合管理机 

构成立后，曾举办大扫除，该机 

构也多次清理过底楼泊车场的垃 

圾，不料最近因为多个单位排水 

管破裂，以及泊车场底地排水管 

也可能阻塞，导致泊车场严重积 

水，甚至成了蚊虫温床。
据了解，该店寓共有4座单位， 

联合管理机构向每户住宅单位收 
取每月40令吉管理费，商业单位 

则85令吉，不过大多数住户拒绝 

缴交管理费。

动，取缔当地无牌营业的业者， 

情况未见改善。

Page 1 of 1

13 Feb 2020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1
Printed Size: 1544.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30,456.00 • Item ID: MY0038712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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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打灵再也〗2日讯）斯里 
白沙罗居民投诉，SD1/2路后 

方衔接电动火车甲洞中环站 
(Kepong Sentral)的道路， 

问题一箩筐，多次投诉却不受 
理。

当地居民指出，该路是电动 
火车乘客进出火车站的其中一 
个进口处，可是却疏于管理， 
导致杂草丛生、没有路灯，导 
致进出的车辆经常面临阻塞问 
题，且也引起不少治安隐忧。

他们今日在甲洞社区服务中 
心主任余保凭的带领下，向媒 
体申诉，他们就当地的问题向 
多个单位投诉了近一年，至今

沒路燈麵草•驗車佔道路

道路問題投訴沒下文
f衣狀!^有■下■交

i民说，该路原本就狭窄， 
且进出火车站的泊车场通路却 
仅有一条，如今该路旁杂草丛 
生，且废弃车辆也霸占部分道 
路，让道路更狭窄，导致在繁 
忙的时间，进出的双方向车辆 
频频被卡住，动弹不得。

他们指出，该路也没路灯， 
晚上较幽暗，白天的寂静则引

来宵小偷窃轿车电箱、轮胎、 
掠夺等，而当地民宅也不时遭 
遇爆窃。

民宅常遇爆竊

此外，余保凭也说，当地居 
民曾分别向吉隆坡市政局、士 
拉央市议会、八打灵再也市政 
厅和电动火车公司做出投诉，

却全都无下文，各单位皆推说 
该区并不在他们的管辖区内。

他指出，社区内的问题加上 
居民多次的投诉，理应得到 
国、州议员的关注，这是他们 
该有的责任。

他认为，国、州议员应定期 
到选区内的每个地方巡视，并 
了解问题，而非只出席节庆活 
动，毕竟中央和州政府都有支 
付他们薪水来服务人民。

为此，他促请当地的国、州 
议员尽快前往了解并解决问 
题。

麵:

没路燈黑漆漆♦覃明祥 (居民)

•里的问题存在很久了，没路灯的情况 
4导致晚上黑漆漆，让匪徒有机会犯 
案。

° 即使在光天化日下，我曾目睹宵小在明 
目张胆的偷取轿车电箱，更质问我“看什 
么？！ ”。

除了治安问题，这狭窄的道路也引起交 
通问题，进去和出来的车辆常常因为道路 
狭窄而进退两难，引起双方向道路的车辆 
无法动弹。

■废弃车辆霸占 

了原本就窄小的 
道路，加剧当地 

交通阻塞问题， 
左为余保凭。

投訴也没下文
♦辛佩菁（居民）

在半年前开始向吉 
隆坡市政局、士拉 

央市议会、八打灵再也 
市政厅和电动火车公司 

投诉，几乎每个月都 
投诉，可是，每一 
方却推说该区不 
是他们的管辖范 
围。

这里没有路 
灯，导致晚上的时候都很暗，环境也幽 
静，我们常担心会有匪徒趁机犯案，危害 
我们和火车乘客的安全。

而且，这里不但杂草丛生，路旁也有不 
少废弃车辆霸占原本就狭窄的道路，导致 
在繁忙时期，进出的车辆都被卡住。

切气

論1

_
.夂）■■境
^道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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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
g

丛
生

til
堆
'/两 
垃 
圾

Page 1 of 1

13 Feb 2020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6
Printed Size: 612.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2,072.04 • Item ID: MY003871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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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長鋒選擇當大馬公民

安華：沒必要謂公民權
(莎阿南I2日讯）公 

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 
认为，行动党埔奕区前 
州议员陈长锋已拥有大 
马公民权，政府没必要 
褫夺其公民权。

联邦法院昨日判决砂 
州议长拿督阿玛阿斯菲 
雅等人上诉得直，被指 
拥有澳洲公民身分的陈 
长锋，丧失州议员资 
格。

安华指出，联邦法院 
法官在判决中未提及褫 
夺陈长锋公民权问题， 
且陈长锋已经选择为大

马公民，大家就应该接 
受。

°安华今早出席“和平 
文化共存”区域大会 
后，在记者会上指出， 
他昨日在现场聆听法官 
判决，并认为联邦法院 
大法官及沙巴砂拉越大 
法官提出了一个严正的 
劝告，这必须得到国会 
的关注，而他会把相关 
课题带到国会讨论。

另外，安华坚持，将 
继续挑战2016年国家安 

全理事会法令违宪，并 
指该法令不能剥削国家

兀首权碰。

“我尊重联邦法院出 
的判决，但我也会将认 
同违宪的法官的建议将 
带至国会。”

联邦法°院在本月11曰 
裁定，安华挑战2016年 

国家安全理事会法令违 
宪的案件，将退回高庭 
审理。

不过，联邦法院首席 
大法官丹斯里东姑麦蒙 
和东马大法官丹斯里黄 
达华在昨晚裁决中持相 
反立场，认为法庭有必 
要回答安华的疑问。

两人都认同国家安全 
理事会法令并没有遵照
联邦宪法第149条款，因 

此属于违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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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华 動安

挺里 
敦T
/W：

(莎阿南I2日讯）人 
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 
安华针对“砂拉越报 
告”报导指称一些政党 
计划拟定法定声明，以 
支持首相敦马哈迪任期 
至届满一事，表明不知 
情

° “我还没接获正式的 
通矢口。”
~他°也认为，伊斯兰党提出支 
持马哈迪任相至届满的动议， 
仅是该党搞出来的花招。

他指出，伊党在大选中败 
选，才意图寻找其他出路。

安华也是波德申区国会议 
员，他今早出席“和平文化共 
存”区域大会后，在记者会 
上，这么指出。

“砂拉越报告”报导，过去

篇不
響知
滿情

48小时，来自巫统、 

伊党、土团党以及亲 
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派系 
的一群国会议员纷纷 
到吉隆坡，签署一份 
法定声明，表明支持 
马哈迪做满5年的首相 
任期。
y《星报》则报导， 

根据国会议程，一 
切必须以政府事务为 
主，有关私人动议则 
必须等至政府事务通 
过或完毕后，才有机 
会带上国会议会厅讨 
论，而伊党或再次如 
2016年般，无法如愿 

《2〇16年伊斯兰法庭 

(刑事权限）法令修正案》
(355法案）私人动议。
对此，安华强调，目前，执 

政者最该专注的就是搞好经 
济

“这也是早前我与马哈迪私 
下会面时，对方所认同的，即 
专注搞好大马经济。”

伊斯兰党于本月8曰宣布将向 

国会下议院提呈支持动议，支 
持马哈迪继续任相至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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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薛

朝野議員聯署 
挺馬哈迪任滿

(吉隆坡I2日讯）揭弊网站 
“砂拉越报告”披露，一批朝 

野国会议员正在私下策划联署 
法定声明，以支持首相马哈迪 
就任至届满。

报导指出，来自巫统、伊斯 
兰党、土团党和亲公正党署理 
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的一群国 
会议员纷纷赴吉隆坡，签署一 
份法定声明，以表明支持马哈 
迪任相满5年期限。

无独有偶，伊党也在上周六 
(8曰〉宣布将在3月国会复会 

时，提呈“信任动议”，支持 
马哈迪完成5年任期。

“砂拉越报告”也引述消息 
说，若获取足够的国会议员署 
名，联署行动推手也会寻求觐 
见国家元首，以清除向国会提 
呈有关动议的“绊脚石”。

报导说，如此马哈迪将被迫 
公开承认支持这项由在野党和 
希盟部分异议者提出的行动， 
唯这项动议也基于双方都声称

获多数议员支持，而有失败的 
风险

€°了解，该法定声明，是为 
了锁定支持这项动议的议员人 
数。

S隹报导也说，若动议成真， 
马哈迪将承担难以预料的后 
果，包括选民以及希盟成员党 
的不满。

消息说，参与联署的公正党 
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将在新的政治联盟里成为小人 
物，而法定声明行动幕后策划 
者的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和夫 
人拿汀斯里罗丝玛、巫统主席 
拿督斯里阿末扎希和前副主席 
拿督斯里希山慕丁，以及伊党 
主席拿督斯里哈迪阿旺和其政 
党最终将得利。

然而，目前告假的公正党副 
主席袓莱达受询时，否认阿兹 
敏派系的公正党国会议员有参 
与联署。

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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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福山（前排左5起）一行人与阿茲敏阿里（左6)交流前合照；前排左起为郑福成、林玉唐、陈康 

益、林伟才、吴添泉、马吉德、吴德芳、陈友信及林福源。

M

川'I

(布城I2日讯）福联会总会长丹 

斯里林福山认为，目前国家重中之 
重，是要如何挽救被重挫的经济。

他促请政府关注我国的经济，应 
以加强国家发展作为首要条件，这 
也是人民希望看到欣欣向荣的蓬勃 
社会。
1他°指出，华裔企业家非常关注政 
府推行的振兴经济政策，人民亦关

心国家经济动向。
林福山是出席华社企业家与经济 

事务部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共 
进午餐活动时，这么指出。

阿兹敏阿里也在餐会上提到，武 
汉肺炎导致我国经济受挫，尤其对 
旅游业和酒店业冲击最大。

他说，人民因为疫情不敢出门和 
旅游，政府会在短期内推出刺激经

济的配套，以应对疫情迅速散播所 
带来的外围挑战。

出席者包括福联会署理总会长陈 
康益、华总会长丹斯里吴添泉、永 
久名誉会长丹斯里林玉唐、永久荣 
誉会长丹斯里吴德芳、永久荣誉顾 
问丹斯里郑福成，马中总商会会长 
拿督陈友信、丹斯里林伟才、拿督 
马吉德，以及拿督林福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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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報告》揭支持敦馬法定聲明

安華：不知情
(沙亚南1 2日讯）对《砂拉越报 

告》指有一些政党计划拟定法定声明， 

支持敦马哈迪担任首相至届满的报导， 

人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表示不知 

情。
他于今日出席“2020年和平共处大 

会”后受询时说，他还没接获任何通 

知。

至于伊斯兰党建议对首相提呈信任动 

议，安华说，他不会太在意，因为这是 

政治伎俩，如何稳定国家经济，以造福 

人群，才是他关注的焦点。

“这是伊党在大选惨败后的政治伎 

俩，他们现在更换方式，但主要目的是 

在希盟内制造混乱。我与领导层保持联 

系，我们都很好。”

安华说，政治有各种面貌，包括有教 

养素质或腐败交易等，而担心本身地位 

的就会试图试玩弄各种手段及拉拢等手 

法。

他表示，他关注的焦点为稳定国家经 

济，因为人民面对各种问题，努力过 

更好的生活等，这都必须成为政府的焦 

点。

“我私底下告诉首相这看法，我很感 
激他接受，而国家经济将会是希盟执政 

的首要焦点。”

安华也是国会改革及行政管理跨党派 

核心小组主席，他认为，既然原任埔奕

区州议员陈长锋已选择马来西亚国籍， 

就应该接受其选择。

询及是否应该褫夺陈长锋公民权时， 

他说，联邦法院法官在裁决时并没有提 

及国籍问题；陈长锋需要选择要哪一个 

国籍，既然选择了马来西亚，就接受他 

是马来西亚公民。

“我当时在现场聆听联邦法院的判 

决，虽然对判决觉得遗憾，但依然接 

受〇 ”

“我对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和东马大 
法官的看法感到有兴趣，他们给予反对 

意见，并提出非常有力的论据。我认为 

国会应该给予相关意见更多关注，以展 

开一些法令修改。”

昨天，联邦法院9司以7票对2票，裁 

决原任埔奕区州议员陈长锋不是合法的 

州议员，因此丧失州议员资格。

另外，安华说，由于《2016年国家 
司法法令》剥夺国家元首的权力，然后 

被赋予首相，因此他从2017年开始要 

求联邦法院审理这法令，以削弱首相在 

国家安全理事会的权力，由国家元首的 

权利制衡。 ，

他说，既然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和 
东马大法官已经质疑国安会法令不合 

宪法，也就必须交给国会重新检讨。 
(LMY)

Page 1 of 1

13 Feb 2020
Guang Ming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49,712 • Page: A8
Printed Size: 215.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3,257.58 • Item ID: MY0038714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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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撤马动议

伊党搞_头找出路
(莎阿南12日讯）人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 

安华指出，伊斯兰党欲向国会提呈支持首相敦 

马哈迪动议，只是该党搞的噱头，试图为政治版 

图找出路。

他说，伊斯兰党在过去的大选中落败，若欲向国会 

提呈支持马哈迪动议，只是为自己在政治上寻找其他的 

出路。

但他认为，目前执政党应该更专注于搞好国家经

济。

安华今曰（12曰）出席和平共存峰会后，接受媒体访问 

时’如是指出。

他说，本身曾与马哈迪私下会面，马哈迪也认同，

现在最主要的着重经济发展。

《星报)〉分析指，伊斯兰党要提呈这项动议必须经过 

重重难关，即使成功提呈，投票结果也不一定如他们所

愿0

报道指出，根据国会议程，动议必须以政府事务为 

主，私人动议在后，就如伊斯兰党多次向国会提呈 

《2016年伊斯兰法庭（刑事权限）法令修正案》一样。# 安华（左）与出席峰会者交流|

陈长锋已选择大马 
没必要褫夺公民权

|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 
yv里安华认为，既然行 

动党埔奕前州议员陈长锋 

已经选择了大马公民权， 

就没必要褫夺其公民权。

安华指出，虽然联邦 

法院法官在昨曰的判决 

中，没有提及褫夺陈长锋

公民权的问题，但陈长锋 

本身已经选择了大马公 

民，大家就应该接受。

“他应该要选择，他既 

然选择了马来西亚，我们就 

接受马来西亚(公民）吧！” 

安华周三出席和平共 

存峰会后，接受媒体访问

时，如是表示。

联邦法院昨曰（11曰） 

针对陈长锋双重国籍身份 

案件作出判决，裁定陈长 

锋失去州议员资格，尽管 

陈长锋在州选时已经宣布 

放弃其双重国籍。
安华指出，他昨曰也 

在现场听了判决，他认为 

联邦法院大法官及沙巴砂 

拉越大法官作出了一个严 

正的劝告，这必须得到国 

会的关注。#

参政者用种族课题 
捞取贫困人士支持

x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 
华指出，种族课题如此热 

烈，主要是因为一些政治人物 

以种族课题，捞取贫困人士的 

支持。

他说，一些政治人物在有权 

有势时，只会炫富却忽略了一些 

贫困人士，而这些贫困人士多数 

都是马来人，一些住在园丘的印

裔及城市边界的华人。

安华周三出席和平共存 

峰会后说：“这些政治人 

物，现在才透过种族课题来 

捞取选票！”

他指出，只有公平公正 

才是照顾全民的方式，无论 

贫富，所有人都可以在公平 

公正的施政中获益。#

旺阿兹莎指出，希 

盟比伊党更早支持 

马哈迪。

g斯兰党欲在国会提呈支持
首相敦马哈迪动议，副首 

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笑说，希 

盟比伊斯兰党更早支持马哈 

迪0

她说，希盟比伊斯兰党更 

早支持马哈迪，一般上反对党 

是不会支持首相。

“我们早就支持马哈迪了， 

比伊斯兰党更早。我没有听说 

啦（伊斯兰党要提呈支持首相 

动议），一般上反对党不会支 

持。”旺阿兹莎今曰（12曰）为和 

平共存峰会主持闭幕礼后，接

副首相:希盟比伊党更早支持敦马
受媒体访问时，如是指出。

她在致词时说，我国拥有 

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及多元文 

化，全世界的宗教几乎都可以 

在我国找到，我们应该为我们 

的多元感到骄傲，而不是让他 

成为分裂我们的因素。

她承认，要达到和平共存 

肯定会面对一些挑战，她希望 

所有人、社会及国家能够携手

让这个区域的和平共存，成为 

世界的榜样。

她指出，雪兰莪州政府智 

库达鲁益山研究所（IDE)将 

在国内进行和平共存指数研 

究，从社会学及心理学探讨马 

来西亚社会对和平共存的看法 

及接受度。

她说，这个研究课鉴定马 

来西亚人对和平共存概念的接

受程度、让人们认识到和平共 

存的必要性及发展马来西亚的 

和平共处指数。

她补充，该研究所已经在 

去年12月进行了试点研究， 

并预计在今年5月至6月扩展 

到全国。

“这是一项很好的研究，让 

相关单位在制定相关政策时， 

可以参考这项研究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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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撤马动议

伊党搞_头找出路
(莎阿南12日讯）人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 

安华指出，伊斯兰党欲向国会提呈支持首相敦 

马哈迪动议，只是该党搞的噱头，试图为政治版 

图找出路。

他说，伊斯兰党在过去的大选中落败，若欲向国会 

提呈支持马哈迪动议，只是为自己在政治上寻找其他的 

出路。

但他认为，目前执政党应该更专注于搞好国家经

济。

安华今曰（12曰）出席和平共存峰会后，接受媒体访问 

时’如是指出。

他说，本身曾与马哈迪私下会面，马哈迪也认同，

现在最主要的着重经济发展。

《星报)〉分析指，伊斯兰党要提呈这项动议必须经过 

重重难关，即使成功提呈，投票结果也不一定如他们所

愿0

报道指出，根据国会议程，动议必须以政府事务为 

主，私人动议在后，就如伊斯兰党多次向国会提呈 

《2016年伊斯兰法庭（刑事权限）法令修正案》一样。# 安华（左）与出席峰会者交流|

陈长锋已选择大马 
没必要褫夺公民权

|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 
yv里安华认为，既然行 

动党埔奕前州议员陈长锋 

已经选择了大马公民权， 

就没必要褫夺其公民权。

安华指出，虽然联邦 

法院法官在昨曰的判决 

中，没有提及褫夺陈长锋

公民权的问题，但陈长锋 

本身已经选择了大马公 

民，大家就应该接受。

“他应该要选择，他既 

然选择了马来西亚，我们就 

接受马来西亚(公民）吧！” 

安华周三出席和平共 

存峰会后，接受媒体访问

时，如是表示。

联邦法院昨曰（11曰） 

针对陈长锋双重国籍身份 

案件作出判决，裁定陈长 

锋失去州议员资格，尽管 

陈长锋在州选时已经宣布 

放弃其双重国籍。
安华指出，他昨曰也 

在现场听了判决，他认为 

联邦法院大法官及沙巴砂 

拉越大法官作出了一个严 

正的劝告，这必须得到国 

会的关注。#

参政者用种族课题 
捞取贫困人士支持

x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 
华指出，种族课题如此热 

烈，主要是因为一些政治人物 

以种族课题，捞取贫困人士的 

支持。

他说，一些政治人物在有权 

有势时，只会炫富却忽略了一些 

贫困人士，而这些贫困人士多数 

都是马来人，一些住在园丘的印

裔及城市边界的华人。

安华周三出席和平共存 

峰会后说：“这些政治人 

物，现在才透过种族课题来 

捞取选票！”

他指出，只有公平公正 

才是照顾全民的方式，无论 

贫富，所有人都可以在公平 

公正的施政中获益。#

旺阿兹莎指出，希 

盟比伊党更早支持 

马哈迪。

g斯兰党欲在国会提呈支持
首相敦马哈迪动议，副首 

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笑说，希 

盟比伊斯兰党更早支持马哈 

迪0

她说，希盟比伊斯兰党更 

早支持马哈迪，一般上反对党 

是不会支持首相。

“我们早就支持马哈迪了， 

比伊斯兰党更早。我没有听说 

啦（伊斯兰党要提呈支持首相 

动议），一般上反对党不会支 

持。”旺阿兹莎今曰（12曰）为和 

平共存峰会主持闭幕礼后，接

副首相:希盟比伊党更早支持敦马
受媒体访问时，如是指出。

她在致词时说，我国拥有 

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及多元文 

化，全世界的宗教几乎都可以 

在我国找到，我们应该为我们 

的多元感到骄傲，而不是让他 

成为分裂我们的因素。

她承认，要达到和平共存 

肯定会面对一些挑战，她希望 

所有人、社会及国家能够携手

让这个区域的和平共存，成为 

世界的榜样。

她指出，雪兰莪州政府智 

库达鲁益山研究所（IDE)将 

在国内进行和平共存指数研 

究，从社会学及心理学探讨马 

来西亚社会对和平共存的看法 

及接受度。

她说，这个研究课鉴定马 

来西亚人对和平共存概念的接

受程度、让人们认识到和平共 

存的必要性及发展马来西亚的 

和平共处指数。

她补充，该研究所已经在 

去年12月进行了试点研究， 

并预计在今年5月至6月扩展 

到全国。

“这是一项很好的研究，让 

相关单位在制定相关政策时， 

可以参考这项研究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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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五尊神明车队出游

柔古庙游«•嫌小规僕
(新山12日讯）因新型冠状肺炎病例持续攀升，柔 

州政府宣布不支持柔佛古庙众神夜游盛典，并劝请主 

办方取消周五晚的夜游活动。

柔州务大臣办公室周三下 

午发文告作出有关宣布。

文告说，尽管众神夜游取 

消，不过，本月13曰的众神出 

銮及15曰的回銮可维持进行， 

惟，有关方面必须提供详细的 

参与者的资料予州政府。

文告指出，截至周三早上7 

时30分，在25个国家共4万4787 

人确诊患上新冠肺炎，并造成 

1112人死亡。根据卫生部资料， 

我国也有18宗确诊病例。

文告说，随着新冠肺炎情 

况恶化，新加坡也把警戒从黄 

色提高到橙色。马新两国也成

立合作委员会，一起抗疫。

文告也说，州政府致力对抗 

有关疫情，若无法得到大家的合 

作和支持，将无法成功抗疫。

“因此，州政府不支持并劝 

请主办方，取消于本月14曰晚 

举办的柔佛古庙夜游盛典。”

文告说，柔州政府对柔州 

卫生局无法对庞大人群提供足 

够防范措施作出评估后，才作 

出有关决定。

文告劝请，那些与柔佛古 

庙游神没有直接关系的民众， 

不要出席相关的活动，以降低 

风险。#

何朝东：尊重柔政府决定 柔佛古庙众神夜游活动将取消，惟，众神出銮及回銮仪式可继续进行

新;月14曰晚的柔佛古庙众神夜游节目将取消，只以五尊 

神明的车队出游。

较早前，新山中华公会及柔佛古庙管委会及五帮会馆领导在 

听从州政府的建议后，以把柔佛古庙众神夜游的仪式从简，龙狮 

队、花车队和五尊神明都以车队方式进行。

随着新冠肺炎的疫情持续攀升，柔州政府周三再向主办单位 

提出劝告，要求取消夜游的活动。

何朝东周三在紧急记者会上说，为考量到无法一一为每名参 

与者进行体温检测 

以及尊重柔州政府 

的决定，今年的柔 

佛古庙众神夜游从 

简。

“但是，我们求 

其次的要求州政府，

批准让五尊神明请 

上罗里，以车队的方 

式进行夜游，至于其 

他原本参与的队伍 

包括龙狮队和花车 

等，将一律取消。”

他对于花费百 

万令吉为参与夜游 

花车进行布置的人 

们表示歉意。#

不一样的洗街

参与者先消毒才撒“圣水
年柔佛古庙众神巡游的洗街仪式 

与往年不一样，参与者在仪式开 

始前，先进行消毒，较后才撒“圣水”驱 

邪和除却晦气，准备就绪让五尊神明圣驾 

出銮的当儿，也 

防范新冠肺炎病 

毒来袭。

新山五帮会 

馆的领导、柔佛 

古管委会成员、 

善信和参与游神 

的各单位代表， 

在新山中华公会 

会长何朝东和柔 

佛古庙管委会主 

席李富新带领 

下，周三早上11

时，从柔佛古庙出发，沿着游神路线一路 

进行洗街。

队伍持着“肃静、回避”牌板，并将 

盛了茶叶、米、盐、柚子叶和神符的“圣 

水”沿途挥洒，促妖魔鬼怪回避，以让众 

圣驾出巡。

今年洗街仪式有别于往年，今年适逢 

遇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来袭，在洗街仪式 

开始前，参与者都先为双手消毒，主宾们 

更戴上口罩，做好防范措施，除驱邪除却 

晦气，同时也抗病毒。

何朝东较后告诉记者说，今年出席洗 

街的人数与往年没有太大差别，因出席者 

大部分是参与者，而非一般民众。

他说，尽管现场的人戴口罩的不多， 

但都有进行消毒，至于防疫措施则主要设 

在行宫。#

洗街队伍从柔佛古庙出发 

5起为何朝东及李富新。

沿途撒“圣水”驱邪和除却晦气。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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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中美贸易战对马来西亚带 

来的冲击。”

出席的华社企业家包括

陈康益、丹斯里吴添泉、丹 

斯里林伟才、丹斯里林玉 

唐、丹斯里郑福成、丹斯里

吴德方、旱督陈友1自、旱督 

马吉德、拿督林鸿泰、拿督 

黄振兴、林振华、林进利、

拿督威拉林福源、拿督林立 

杰、拿督郑今智、颜祖耀及 

王文海等。#

林福山：国家重中之重

挽救经济加强发展
(布城12日讯）LBS董 

事经理兼福联会总会长丹斯 

里林福山认为，目前国家重 

中之重是要如何挽救被重挫 

的经济。

全国各华社企业家与我 

国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 

兹敏阿里共进午餐时，林福

山当面促请政府关注我国的 

经济，应以加强国家发展作 

为首要条件，这也是人民所 

希望看到欣欣向荣的蓬勃社 

会0

林福山说，华裔企业家 

非常关注政府所推行的振兴 

经济政策，人民亦关心国家

经济动向。

大家也在交流会中，与 

部长就国内经济各种课题作 

出探讨和建议。

阿兹敏阿里也在餐会上 

表示，因新冠肺炎导致我国 

的经济受挫，尤其是对旅游 

和酒店也冲击最大。

“人民因为疫情不敢出门 

和旅游，政府会在短期内推 

出刺激经济的配套，以应对 

疫情迅速散播所带来的外围 

挑战。同时，政府也非常关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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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钦：构思清晰

雪企i接好评

雪州商务团访美国矽谷

邓章钦（右）赠送纪念品予The Hive董事经理拉维。

5年培训575电商

(美国•三藩市12日讯）我国

雪州6家新创企业在路演中皆 

获矽谷创投业界的好评，掌管 

雪州投资、工商及中小型企业 

事务的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 

赞扬这6家企业不论在生意模 

式或满足顾客需求的构思皆清 

晰0

他说，有关新创企业甚至 

已经超越矽谷一些只强调科技 

运用，却没有扎实落地方案的

The Hive董事经理拉维表 

ZK，The Hive致力于协助企业 

开拓业务，并为企业的经营 

和成长提供相关咨询，自 

2012年成立以来已通过举办 

培训活动，设立咨询柜台等 

方式，为超过1万1000个企 

业或个人提供咨询与支援。

美国新创企业I

邓章钦日前带领雪州商务 

代表[才丨前往美国砂谷（Silicon 

Valley)，拜访当地的新创企 

业和创业投资公R]，并考察科 

技产业的生态系统。

他说，矽谷创投也非常欣 

赏这批以女性创业者居多的雪

“企业也正积极进行与数 

字化转型、新科技和与科技 

管理相关的事项。”

Tuas Capital Parlners M ft 

机构创办人拿督赛益海占 

说，本身相信精明雪州传递 

单位（SSDU)和雪兰莪资讯 

科技与电子商务理事会

州新创团队，尤其两支社会企 

业仓1J 投(social enlerprise) 

——关注东马农民福利的 

Langit，以及致力永续发展教 

育的 Biji-Biji Initiative，当场 

还为他们安排下一场与矽谷社 

企圈有影响力领袖的会面

“原来如今矽谷最在意的

(SITEC)的成立和宗旨有助 

于协助更多新创企业家进入 

精明雪州的生态系统，而雪 

州政府的矽谷考察之行将有 

助于探讨如何实践“数位化 

雪州”的目标。

在交流环节中，The Hive 

的新创企业分享者表示，自 

动化并不会丨丨:企业变得不够 

人性，反而能协助员工有更 

充裕的时间去做那些必须优 

先处理的事情

是，新创必须为社会创造正面 

的影响如永续发展，女性创业 

者更是受到力捧。砂谷创投业 

者告诉雪州新创团队，闪为矽 

谷风投太多，资金不过是普通 

的商品，拥有核心价值观与愿 

意分享的风范才是矽谷最重视 

的素质。”

他说，The Hive为以人工 

智慧为主的企业提供合作共创 

的平台，通过了解该企业的共 

创模式和探讨进行合作，将有 

助于雪州政府栽培更多初创企 

业家和协助他们扩展业务。与 

此同时，鼓吹州内的创业精 

神，并协助雪州在2025年达 

致智慧州的目标。”

随I才丨的包括雪州行政议员 

许来贤、雪州投资促进局总执 

行长拿督哈山、精明雪州传递 

单位董事经理法米、电子商务 

理事会总经理卢传文。

其他随丨才丨的雪州新创丨才丨队 

包括为中小企业提供供应链服 

务的“马来两亚阿里巴巴”- 

Dropee、云端会计软件 

Bizstray、提供宠物住宿订房系 

统的Petotum，以及提供电子 

化停车场服务的JomPakir。

雪兰莪资讯科技与电子商 

务理事会执行长杨凯斌表 

示，雪州政府在去年举办 

“2019雪州综述技巧”竞赛， 

也丨丨:这些获胜的优秀队伍有 

机会到国外考察和与当地企

业交流，这有助于这些新创 

公司提高商业模式经营|

“自2015年成立以来，我 

们已经成功培训575位电商 

和60位初创企业家，也累积 

2亿令吉的成交金额。”

提供逾1.1万咨询 

助企业开拓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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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忆当年。

妇女抢凳爆笑连连

随“弹涂鱼的记忆”获 

得热烈回响后，该村也趁元 

宵节活动上玩一些儿时游 

戏，包括木头人AEIOU、跳 

飞机、大风吹、抢红包等， 

村里的孩子玩得不亦乐乎， 

在旁的大人看了也加人，尤 

其是妇女参与大风吹游戏， 

互抢凳子爆笑连连。

各种传统游戏带动了热 

闹的气氛，村民不忘利用手 

机记录这曾经熟悉的画面，

还聊起多年前本身小时候过 

年的情况。

村K：也特別请来村里的 

几位“厨娘”煮出本身拿手 

好菜，包括海南鸡饭、海南 

糕（A Bua)、薄饼、芋头 

糕、炸枣等，大会一宣布 

“开动”，大伙儿即向前领取

美食 口 口熟悉的家乡

味，刺激了味蕾，那种对家 

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

会上有歌手弹唱，有小 

孩欢笑声、III有大人话当年 

的闲聊声，让海南村村民过 

了一个温馨热闹的元宵节。

时光走廊拼凑历史记忆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自从 

去年通过新村发展事务拨款推 

动“海南村•新呼吸”计划 

后，当地卫生情况稍有改善， 

如今再通过“交换新村”计 

划，丨丨:来自蕉赖11里新村的

长颈鹿故事馆馆长李顺荣率领 

该村民进行社区营造。

“弹涂鱼的记忆”时光走 

廊是其中一个项目，一点一滴 

把海南村的历史和记忆拼凑起 

来，让该村重现生命力。

_村长•吕清文 村民觉得新鲜
海南村每年过年都会在 

神庙前举行新年团拜，今年 

W为“弹涂鱼的记忆”时光 

走廊设立了，所以改在这里 

举行，村民都觉得很有新鲜 

感，话题不断。

无论是时光走廊还是元 

宵活动我都得到村里9位年

轻伙子的积极帮忙，他们有 

很多好的点子，我们老少合 

作才能把活动办好。

感谢黄思汉选在木村推 

动“海南村。新呼吸”计 

划，还有长颈鹿故事馆馆长 

李顺荣的协助下，丨丨:村子注 

人新元素，重现光芒。

村民玩游戏享美食 

海南村怀旧庆元宵
(巴生12日讯）跳飞机、大

风吹、抢红包、猜灯继.......童

年的游戏勾起海南村村民想 

当年过年的共同记忆，年十 

五欢乐团聚齐庆元宵！

海南村村委在“弹涂鱼 

的记忆”时光走廊前举办 

“元宵多回忆，十五齐团聚” 

活动，除了全村人响应参 

与，还有许多游子回乡一起

玩游戏、享用家乡美食。

展出数百张旧照片

村K：吕清文联合该村一 

批年轻人旱在过年前把废置 

了约9年的务德华小旧校舍 

打造成“弹涂鱼的记忆”共 

享空间，展出数百张旧照片 

后成为村民的新聚点，也吸 

引不少校友、师K：们到来打

吕清文（中）率领村里的年轻人一起设立“弹涂鱼的记忆 

时光走廊，制造不一样的新年气氛。

你
还
记
得
怎
样
跳
飞
机
吗
？

在
大
风
吹
游
戏
中
，妇
女
抢
凳
子
，
玩
的
不
亦
乐
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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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特区

斯里白沙罗马何加尼SD1/6路
树草遮视线街灯不足 居民投诉问题没改善

通火车站路幽暗危险
(八打灵再也12日讯）斯里白沙罗马何加尼SD1/6路往甲洞中环电动火车站路段 

过去半年没保养，乘客投诉大树及野草长出路面，遮掩视线，担心治安再亮红灯！

过
去，该路段不时有乘 

,客被抢劫包包的传 

闻，更发生轿车的电箱、轮胎 

被橇走等事件；W此，有民众 

针对此事多次向负责单位投 

诉，惟不见问题改善。

民众今日针对此事，通过 

甲洞社区服务中心主任余保凭 

携同记者前往视察该路。

据观察，该路段从住宅区 

横巷进人，路面两旁K：有杂 

草、垃圾堆及废弃车等停放，

非常寂静，鲜少有人路过，不 

过，在上午11时左右，有巡 

警车到来巡视。

攀，::

...4?"-

通往甲洞中环站的路段长有大树及杂草 

非常偏僻。

..霸

加上使用率不高

余保凭说，甲洞中环车站有 

两路口，一条从帝沙再也进人， 

另一条则是从马何加尼 

(Mahogani) SD1/6 路后巷进入’ 

惟这路偏僻及停车位不多，大多 

数选用帝沙再也的川人口。

他说，不少热心居民有针对 

该路的野草、废车、街灯等问题 

向各政府单位投诉，直至最后确 

认为灵市政厅管辖区，但问题没 

有改善。

他叮当地国会议员及州议员 

应该抽空到选区走走，了解道 

路、水沟、垃圾是否有冋题发 

生，而非只在佳节期间亮相。

听说有乘客遇劫 -居民♦辛佩菁 曾见2人撬电箱 -居民•覃明祥

该路有不少废弃车。左为余保凭。右起为覃明祥、辛佩菁母子

半年前开始频密使用这路 

送孩子乘搭电动火车去读书， 

惟上午6时许路段非常幽暗， 

街灯不足，左右两边大树更无 

修剪，还有杂草往路中生长， 

听说过去不时有乘客在这条路 

段遇劫，令人心生不安。

狭窄道路两旁停有数辆废 

弃车，或是有乘客为了省钱， 

把车停在路边，往来路段只能

勉强让一车川行，繁忙时段非 

常阻塞。

过去半年以来，至少有 

5、6次针对此事向吉隆坡市政 

厅、十拉央市议会及电动火车 

管理层投诉，最终确认这区由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管辖，官员 

在接投诉指会与电动火车公司 

商讨，但问题依旧不见解决。

我住在电动火车站附近， 

常在路边种菜，这后路较偏 

僻，不时听到有行人被打抢。

旱年民众大多数把车停在 

停车场内，转用电动火车外 

出，但该停车场不时有车电箱 

或轮胎被撬走事件发生，许多 

车主不敢来停车，改由家人接 

送。我曾目睹过两年轻人撬电 

箱，对方还瞪骂我看什么。

晚上7时至7时30分有两 

电动火车抵达，接送人群多， 

从电动火车出口会塞到大路 

口，车龙很长。

最近没听闻发生罪案，但 

大家还是小心为上。

我听说配合捷运工程展 

开，或会靠近大路另设新路口 

衔接电动火车及捷运，无需从 

住宅路口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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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华商 

经济交流
我国华社企业家们 

曰前与经济事务部长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交流 

及共进午餐，与部长就 

国内经济各种课题作出 

j米讨和建议。

图为阿兹敏和与会 

企业家们相见欢。

右起林福山、林伟 

才、阿兹敏及林玉唐； 

左二起吴德芳及陈康 

益。

报道►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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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疫情影响经济

膽酒店业首当其冲
(布城12日讯）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指出，新型冠 

状肺炎爆发，导致国家经济受挫，其中旅游和酒店业首当其 

冲。

他说，由于肺炎疫情，人们不敢出门和旅游。

■兹敏表示，政府短期内将 

推出经济刺务配套，以应 

对疫情迅速散播所带来的外围挑 

战；政府也会密切关注中美贸易战 

对我国造成冲击。

阿兹敏今天与约20名企业家共 

进午餐时表示，政府将聆听民意， 

致力改善国家经济发展。

阿兹敏也在交流会上聆听企业 

家的心声，他们反映的问题包括旅 

游业困境、劳工短缺、政府效率欠 

佳等，部K承诺会整理相义问题， 

过后带人内阁讨论。

此外，林木生集团董事经理兼 

福联会总会长丹斯里林福山说，目 

前国家重中之重是如何挽救重挫的

经济。

他促请政府关注国家经济，加 

强国家发展，这也是人民期待看到 

的欣欣向荣的社会。

“华裔企业家非常关注政府即将 

推出振兴经济配套，人民亦关心国 

家经济动向”

出席午宴企业家包拈丹斯里吴 

添泉、丹斯里林伟才、丹斯里林玉 

唐、丹斯里郑福成、丹斯里吴德 

芳，拿督陈友信、拿督马吉德、拿 

督林鸿泰、拿督黄振兴、林振华、 

林进利、拿督林福源、拿督林立 

杰、拿督郑今智、陈康益、颜祖 

耀，以及王文海等。

阿兹敏（左）对林福山的红手套深感兴趣。

阿兹敏（坐者左六）在交流会前与企业家合照，左起为郑福成、林玉唐、陈康益、林伟才、林福山；右起林福源、陈友信、吴德 

芳、马吉德及吴添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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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特点旺姐：可成榜样
莎阿南12讯|副首相拿督斯 

里旺阿兹莎表示，我国的多元种 

族及文化是大马的特点，各种族 

和宗教和平共存，应该成为其他 

国家效仿的榜样。

「我们应以书籍和纪录片 

的形式推销我国在处理种族及宗 

教上的宝贵经验，以造福届际社 

会°」

她说，我国拥有许多资产， 

可以构成这个多元化社会中团结、 

相互尊重和和平共处的基础。

「这些资产包括历史经 

验、联邦宪法的规定、国家原则

(Rukun Negara )等等，为我国 

的多元社会打开了对话的空间， 

来承认我国的多元性及团结。」 

她表示，如今在大马能够找 

到几乎所有的主要宗教，如伊斯 

兰教、佛教、基督教、兴都教等 

等。

「从伟大文明的历史及讲述 

多元化社会的著作中，我们可以 

总结出*我们具有在多元种族和 

宗教社会生活的知识、传统和经

验0」

「此外，联邦宪法第3条中 

也阐明，伊斯兰教是联邦宗教； 

但其它宗教依然可在联邦境内 

任何地区以和平与和谐的方式实 

践，这反映了伊斯兰教宽容的性 

质，即给予其他宗教的信仰自 

由°」

她认为，我国的所有人、社 

会及国家都必须共同努力，是我 

国的多元种族及宗教共处，可以

成为其他国家的榜样。

旺阿兹莎今曰为和平文化共 

存区域会议闭幕时，如此表示。

她指出，雪兰莪州政府智库 

「达鲁益山机构」（IDE )将与各 

大学合作，在国内开展「和平共 

处指数研究」。

「达鲁益山机构希望通过这 

项研究，以从大马多元化社会的 

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来评估公 

众对和平共处的看法。」

「这项研究将使我们能够 

理解社会中出现的种族主义问 

题0」

「有关研究还将设法找到可 

能的解决方案•以满足人民的需 

求，以建设一个和平与和谐的国 

家0 j

另外，旺阿兹莎在会后受询 

及伊斯兰党将提呈支持首相敦马 

哈迪任相至届满的信任动议时表 

示，从没有听过反对党动议支持 

首相。

她强调，希盟早在伊党支持 

之前就已支持首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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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咖啡店卖啤酒无须申请执照
八打炅再也12日讯丨白沙罗

国会议员潘俭伟再次向餐饮业者 

派定心丸，强调维持现有政策， 

即可售卖啤酒的咖啡店，无须向 

关税局申请任何准证！

针对早前有巴生餐馆和咖 

啡厅被指没有申请「啤酒屋执 

照」，而接连遭到关税局取缔， 

八打灵咖啡酒餐商公会主席谢宝 

光直指有关事件引起同行疑虑， 

并对相关条文细节感到混淆。

他说，虽然虽然雪州多位县 

市议员都异口同声指出没有这回 

事，但前车可鉴，不少业者都无 

法放下心头大石。

「过去这么多年，我们众多 

餐饮业同行都只是持有地方营业 

执照，就售卖啤酒，从没向地方 

政府申请喝啤酒执照。除非是有 

售卖酒精含量超过6%以上。」 

他也希望潘俭伟能扮演商家 

与政府的桥梁，并协助讲解餐饮 

业者关心有关政府管制条例等政 

策，好让业者们能安心做生意。

除此之外，谢宝光指出，新 

冠肺炎疫情延烧，导致国内人心 

惶惶，连带餐饮业也遭受冲击，

生意大受影响。

「我们唯一能做就是做好 

分内之事，确保工作环境清洁打 

扫1保持整洁通风，也确保员 

工们戴口罩。同时提供消毒洁手 

液，让顾客用餐前清洁双手等基 

本卫生措施。」

他呼吁外界勿过度恐慌，同 

时互相打气，让疫情尽快过去。

潘俭伟周二晚出席八打灵咖 

啡酒餐商公会团拜活动时重申， 

售卖啤酒的茶餐室业者，将一如

既往地，不必申请啤酒屋执照。

他说，上周遨来关税局与马 

新咖啡茶叶联合总会进行会， 

期间针对本地茶餐室、餐厅和咖 

啡馆销售啤酒一事进行解话。 

「政府没有意愿，也没有打算改 

变这项政策。」

修整模糊地带

他强调，经沟通后，财政部 

会修整政策及条文的模糊地带，

以免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与此同时，他指出，理解本 

地市场因前后受到全球经济不景 

以及疫情冲击，有关当局正积极 

商议并拟定「附加振兴经济预算 

案」，以减轻并助本地商家度过 

难关。

出席者还包括了甘榜东姑州 

议员林怡威、八打灵再也国会议 

员玛利亚陈、武吉加星州议员拉 

吉夫、大会贵宾敦林良实携夫人 

王维娜、八打灵咖啡酒餐商公会 

永久名誉顾问拿督林祥才、执行 

顾问陈耀龙和马新咖啡茶叶联合 

总会署理总会长郑有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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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华：无需搋夺陈长锋公民权
莎阿南12日讯|公正党主席

拿督斯里安华表示，民主行动党 

前埔奕州议员陈长锋已经对双重 

国籍做出选择，那就没有需要褫 

夺他的大马公民资格。

「如果陈长锋已经选择了 

大马的公民权，我们就应该接 

受0」

安华今日出席和平文化共存 

区域会议开幕后，受询及一些反 

对党成员呼吁政府褫夺陈长锋的 

大马公民资格时，如此表示。

他说，承审法官并没有挑起 

这个课题。

联邦法院9司昨日以7对2裁 

决，砂州议会有权对行动党埔奕 

州议员陈长锋因持有双重国籍的 

问题，撤销其州议员资格。

安华对此判决表示遗憾，但 

希盟的领袖还是会以开明的心来 

接受这个判决。

「我昨天也在法庭上听取 

了联邦法院的判决，虽然我感到 

很遗憾，但是我们接受了这一判 

决。」

翼希盟议员关注

另外，安华也希望希盟国会 

议员关注联邦法院法官在昨天的 

诉讼中所作出的提点。

「我被联邦法院和沙巴砂拉 

越的首席大法官的立场吸引了， 

他们属于少数拥有不同观点的， 

但观点非常强烈。j

「我希望国会下议院能够关 

注这些提点，对此做出相对的修 

正°」

联邦法院昨曰裁决，砂州宪 

法第19条款及第72条款，已分别 

阐明州议会对这类事项有著最终 

决定权，以及州议会的程序不可

在任何法庭受到挑战。

黄顺舸在201,7年5月12日， 

基于陈长锋拥有马来西亚和澳洲国 

籍，而动议撤销后者的议员资格。 

当时州议会是以70比10票通过撤 

销陈长锋州议员资格的动议。

陈长锋在2017年6月7日，透 

过其代表律师张守江、陈其兴、 

黄庆伟和江峰年入禀古晋高庭挑 

战砂州立法议会的决定。

上诉庭在2018年7月13日以 

2票对1票，维持古晋高庭裁决| 

并指州议会撤销陈长锋的州议员 

资格属越权之举。

砂州议长拿督阿玛阿斯菲 

亚、砂州议会及黄顺舸过后就上 

诉庭的裁决，向联邦法院提出上 

诉，结果联邦法皖昨日裁决砂 

州议会撤销陈长锋的州议员资格 

是合法的，使陈长锋丧失议员资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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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出现 

社区感染
JJ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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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福山：关注如何救经济
布城12日讯丨LBS董事经理兼 

福联会总会长丹斯里林福山认为， 

目前国家重中之重是要如何挽救被 

重挫的经济。

林福山在全国华社企业家与我 

国经济事务部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

阿里在午餐交流会上，促请政府关 

注我国的经济，应以加强国家发展 

作为首要条件，这也是人民所希望 

看到悻悻向荣的蓬勃社会。

「华裔企业家非常关注政府所 

推行的振兴经济政策，人民亦关心

国家经济动向。」

出席的华社企业家包括陈康 

益、丹斯里吴添泉、丹斯里林伟 

才、丹斯里林玉唐、丹斯里郑福 

成、丹斯里吴德芳，拿督陈友信、 

拿督马吉德、拿督林鸿泰、拿督黄 

振兴，林振华，林进利，拿督威 

拉林福源，拿督林立杰，拿督郑今 

智，颜祖耀，王文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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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12讯| 
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 

兹莎表示，我国的多 

元种族及文化是大马 

■的特点，各种族和宗 

教和平共存，应该成 

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

「我们应以书籍 

和纪录片的形式推销 

我国在处理种族及宗 

教上的宝贵经验，以E造福国际社会。」

她说，我国拥有 

许多资产，可以构成 

这个多元化社会中团 

结、相互尊重和和平 

• 共处的基础。

—T 「这些资产包

括历史经验、联邦宪 

法的规定、国家原则 
(Rukun Negara)等 

等，为我国的多元社 

会打开了对话的空 

间，来承认我国的多 

元性及团结。」

她表示，如今在 

大马能够找到几乎所有的主要 

宗教，如伊斯兰教、佛教、基 

督教、兴都教等等。

「从伟大文明的历史及讲 

述多元化社会的著作中，我们 

可以总结出，我们具有在多元 

种族和宗教社会生活的知识、 

传统和经验。」
「此外，联邦宪法第3条 

中也阐明，伊斯兰教是联邦宗 

教；但其它宗教依然可在联邦 

境内任何地区以和平与和谐的 

方式实践，这反映了伊斯兰教 

宽容的性质，即给予其他宗教 

的信仰自由。」

她认为，我国的所有人、 

社会及国家都必须共同努力， 

是我国的多元种族及宗教共 

处，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榜 

样。

旺阿兹莎今日为和平文化 

f存区域会议闭幕时，如此表

°她指出，雪兰莪州政府智 
库「达鲁益山机构」（IDE〉 

将与各大学合作，在国内开展 

「和平共处指数研究」。

「达鲁益山机构希望通 

过这项研究，以从大马多元化 

社会的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 

来评估公众对和平共处的看 

法。」

「这项研究将使我们能够 

理解社会中出现的种族主义问 

题。」

「有关研究还将设法找到 

可能的解决方案，以满足人民 

的需求，以建设一个和平与和 

谐的国家。」

另外，旺阿兹莎在会后受 

询及伊斯兰党将提呈支持首相 

敦马哈迪任相至届满的信任动 

议时表示，从没有听过反对党 

动议支持首相。

她强调，希盟早在伊党支 

持之前就已支持首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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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12讯| 

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 
兹莎表示，我国的多 
元种族及文化是大马 
t的特点，各种族和宗 

教和平共存，应该成 

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

「我们应以书籍 

和纪录片的形式推销 
我国在处理种族及宗 
教上的宝贵经验，以

E造福国际社会。」
她说，我国拥有 

许多资产，可以构成 
这个多元化社会中团 
结、相互尊重和和平 

： 共处的基础。
—T 「这些资产包
LJj括历史经验、联邦宪 

法的规定、国家原则 
(Rukun Negara ) 

等等，为我国的多元 
社会打开了对话的空 
间，来承认我国的多 
元性及团结。」

她表示，如今在 
大马能够找到几乎所有的主要 
宗教，如伊斯兰教、佛教、基 
督教、兴都教等等。

「从伟大文明的历史及讲 
述多元化社会的著作中，我们 
可以总结出，我们具有在多元 

种族和宗教社会生活的知识、 
传统和经验。」

「此外，联邦宪法第3条 

中也阐明，伊斯兰教是联邦宗 

教；但其它宗教依然可在联邦 
境内任何地区以和平与和谐的 
方式实践，这反映了伊斯兰教 
宽容的性质，即给予其他宗教 

的信仰自由。」
她认为，我国的所有人、 

社会及国家都必须共同努力， 

是我国的多元种族及宗教共 
处，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榜 

样。
旺阿兹莎今曰为和平文化 

f存区域会议闭幕时，如此表

°她指出，雪兰莪州政府智 
库「达鲁益山机构」（IDE〉 

将与各大学合作，在国内开展 
「和平共处指数研究」。

「达鲁益山机构希望通 
过这项研究，以从大马多元化 
社会的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 
来评估公众对和平共处的看 
法。」

「这项研究将使我们能够 
理解社会中出现的种族主义问 
题。」

「有关研究还将设法找到 
可能的解决方案，以满足人民 
的需求，以建设一个和平与和 
谐的国家。」

另外，旺阿兹莎在会后受 

询及伊斯兰党将提呈支持首相 
敦马哈迪任相至届满的信任动 
议时表示，从没有听过反对党 
动议支持首相。

她强调，希盟早在伊党支 

持之前就已支持首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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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希盟議員關注

安华今日出席和平文化 

共存区域会议开幕后，受询 

及一些反对党成员呼吁政府 

褫夺陈长锋的大马公民资格 

时，如此表示。他说，承审 

法官并没有挑起这个课题。
联邦法院9司昨日以7对 

2裁决，砂州议会有权对行动 

党埔奕州议员陈长锋因持有 

双重国籍的问题，撤销其州 

议员资格。安华对此判决表 

示遗憾，但希盟的领袖还是 

会以开明的心来接受这个判 

决。

「我昨天也在法庭上听 

取了联邦法院的判决，虽然 

我感到很遗憾，但是我们接 

受了这一判决。」

莎阿南12日讯|公正党 

主席拿督斯里安华表示，民主 

行动党前埔奕州议员陈长锋已 

经对双重国籍做出选择，那就 

没有需要褫夺他的大马公民资 

格。「如果陈长锋已经选择了 

大马的公民权，我们就应该接 

受〇 J

吸引了，他们属于少数拥有 

不同观点的，但观点非常强 

烈〇 J

「我希望国会下议院能 

够关注这些提点，对此做出 

相对的修正。」联邦法院昨 
曰裁决，砂州宪法第19条款 

及第72条款，已分别阐明州 

议会对这类事项有著最终决 

定权，以及州议会的程序不 

可在任何法庭受到挑战。
黄顺舸在2017年5月12 

曰，基于陈长锋拥有马来西 

亚和澳洲国籍，而动议撤销 

后者的议员资格。当时州议 
会是以70比10票通过撤销陈 

长锋州议员资格的动议。
陈长锋在2017年6月7 

曰，透过其代表律师张守 

江、陈其兴、黄庆伟和江峰 

年入禀古晋高庭挑战砂州立 

法议会的决定。
上诉庭在2018年7月13 

曰以2票对1票，维持古晋高 

庭裁决，并指州议会撤销陈 

长锋的州议员资格属越权之 

举。砂州议长拿督阿玛阿斯 

菲亚、砂州议会及黄顺舸过 

后就上诉庭的裁决，向联邦 

法院提出上诉，结果联邦法 

院昨日裁决砂州议会撤销陈 

长锋的州议员资格是合法 

的，使陈长锋丧失议员资 

格。

安華：無需褫奪陳長鋒公民權

盟官提

 
巴场 

希
法
的
沙
立
 

望院出和的
 

希法作院官
 

也邦所法法
 

华联中邦大
 

安注讼联席
 

，关诉被首
 

外员的我的
 

另议天卩越
 

会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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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居 

民在附近河流 

和空地发现大 

片微塑料废弃 

物品。

(2)微塑 

料废弃物品数 

量庞大，几乎 

完全覆盖整个 

沼泽地，甚至 

让河流变成了 

“海绵地”。

©©©@__

直落昂與英達島

(巴生_12日讯）来自 

直落昂与英达岛的居民申 

诉，当地至少有50间洋垃 

圾工厂偷偷运作，严重影 

响该区的环境卫生和居民 

健康！

当地居民怀疑，这些商 

家在巴生市议会取缔期间， 

偷偷“转移”阵地继续营 

业，企图避人耳目，不过却 

因大规模运作，渐引起居民 

的高度关注。
居民代表汪顺裕（41 

岁）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时 

指出，他们于去年3月开始发 

现，多辆罗里进出该区，而 

且还有货柜堆积在工厂外的 

大路旁，甚至闻到阵阵恶臭 

味，怀疑是否为洋垃圾r偷 

偷运作。

汪顺裕：去年3月 

进出罗里变多
他说，洋垃圾厂不仅造 

成空气污染，有些业者还将 

废料倒人河流和附近空地， 

导致河流受污染，进而污染 

更大的范围。

“我们不排除洋垃圾厂

业者是在市议会取缔期 

间，将工厂‘转移’阵地 

开业，例如市议会取缔直 

落昂T.厂时，业者就搬到 

英达岛7：业区去；-旦市议 

会到英达岛时，他们又转移 

到直落昂，两地跑3 ”

他说，洋垃圾厂根本 

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 

生，就算被取缔了，事隔没 

多久又重新开业:有些业主 

更将规模越做越大，开设数 

家洋垃圾厂，颇为嚣张6

指请愿投诉皆不果

“我们也曾到其中…家 

洋垃圾厂请愿，当时曾和工 

厂一名员工交涉，不过最终 

情况也没任何改变。”

他说，不仅如此，居民 

也曾向市议会作出投诉，不 

过迄今也未见有任何改善， 

十分澳恼。

汪顺裕也披露，洋垃圾 

厂为了掩人耳目，主要充作 

货仓用途，为此不少类似厂 

房皆堆满货品，并以电板废 

料为主要商品：

“我们怀疑 '个业者或 

持有多个货仓，并只利用其 

中一个丨 '房运作，其他则是 

挂着‘货仓’名誉，收藏这 

些废弃物品，部分有悬挂招 

聘，部分则没有。”

居民曾到疑似洋垃圾厂的外面拉布条。

较早前，居民曾到其中一家疑似洋垃圾厂的外面请愿，并和 

一名员工交涉。

莫達：工業區飄燒焦味
pp住在甘榜双溪槟榔的 
W居民莫达（59岁）披 

露，距离甘榜5公里处设有不少 

T.厂，当中包括洋垃圾厂。

住在当地约15年的他说，居 

民都是到工业区的商店买东西， 

不时都会闻到阵阵烧焦味，有时 

连住家都会闻到。

“同时，这里出人的罗里从 
去年3月起就突然变多了，不得 

不让居民怀疑洋垃圾厂又开始活 

跃。”

他说，他于去年11月向市议 

会投诉此事，惟至今没获任何冋 

应或改善

受影响居民希望，巴生市议会可以更有效地取缔洋垃圾厂；左四起 

为汪顺裕和莫达。

阿茲米占：不排除充公土地工廠

&卜对此事.巴生港口区州 

议员阿兹米占受询时指 

出，他将会和巴生市议会相关小 

组召开会议，并要求执法人员采 

取更有效的监管措施，来应对这 

些非法洋垃圾厂。

他说，他也会向掌管地方政 

府和环境的雪州行政议员探讨法 

律上的问题，若洋垃圾厂的厂主 

或地主是惯犯，州政府不排除直 

接充公土地和工厂:,

“其实，市议会在展开取缔 

时，确实发现许多工厂都是作为 

闱积洋垃圾货仓用途，也依照条 

规向厂家或厂主开罚单，充公这 
些原料并拿去销毁，并且规定厂 

主不能随便出租工厂。”

他说，巴生港口无论是英达 

岛或直落昂丁业区，范围都非常 

广阔，而州政府严正看待洋垃圾 

厂问题，他会继续跟进此事。

Page 1 of 1

13 Feb 2020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3
Printed Size: 866.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6,242.42 • Item ID: MY003871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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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章钦（左 

七）与商务代表 
团和The Hive与 

会者合照，左六 

为许来贤。

(美国矽谷12日讯）掌管 

雪州投资、工商及中小型企业 

事务的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 

曰前带领雪州商务代表团前往 

美国矽谷，拜访当地的新创企 

业和创业投资公司，并考察科 

技产业的生态系统。

邓章钦：
雪6新创企业获好评
邓章钦欣慰，随团的6家雪州 

新创企业江路演中皆获矽谷创投业 

界的好评，认为它们不管是在生意 

模式或满足顾客需求上构思清晰， 

甚至已经超越矽谷•些只强调科技 

运用，却没有扎实落地方案的美国 

新创。

“矽谷创投也非常欣赏这批 

以女性创业者居多的雪州新创团 

队，尤其两支社会企业创投（social 

enterprise ) 一关注东马农民福利的 

Langit及致力永续发展教育的Biji - 

Bijilnitiative ,当场就为他们安排下 

-场与砂谷社企圈有影响力领袖的 

会面

邓章钦（右）赠送纪念品给TheHive董事经理拉维。

楊凱斌：已培訓575電商60企業家

原来如今矽谷最在意的是，

新创必须为社会创造正面的影响如 

永续发展，女性创业者更是受到力 

捧。矽谷创投业者告诉雪州新创团 

队，因为矽谷风投太多，资金不过 

是普通的商品，拥有核心价值观与 

愿意分享的风范才是矽谷最重视的 

素质：
他说，TheHive为以人工智慧 

为主的企业提供合作共创的平台，

通过了解该企业的共创模式和探讨 

进行合作，将有助于雪州政府栽培 

更多初创企业家和协助他们扩展业 

务。与此同时，鼓吹州内的创业精 
神，并协助雪州在2025年达致智慧 

州的目标。

时，雪兰莪资讯科技与电了•商务 

I 理事会执行长杨凯斌表示，州政

府在去年成功举办了 “2019雪州综述技巧” 

竞赛，也让这些获胜的优秀队伍有机会到国 

外进行考察和与当地企I进行交流，这有助 
于这些新创公M]提升商业模式经营。

“向2015年成立以来，我们已经成功培 

训575位电商和60位初创企业家，也累积了 

两亿令吉的成交金额。”

随W者包括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雪州 

投资促进局总执行长拿督哈山、精明雪州传 
递单位董事经理法米和电子商务理事会总经 

理卢传文。

其他随团的雪州新创团队包括为中小型 

提供供应链服务的“马来西亚阿里巴巴”- 
Dropee、A端会计软件Bizstory、提供宠物住 

宿订房系统的Petotum以及提供电子化停车场 

服务的JomPak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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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賊只偷廢車零件

丢棄車架0 “垃圾槽”

丁后巷 

及小巷弃置的 
废车，车内堆 

积不少垃圾， 

车外的垃圾也 

多，变成蚊虫 
温床。

—废车 
长时间没有拖 
走，被民众当 

成了垃圾桶。

布特拉布迪曼商業

(加影12日讯）无拉港布特拉 

布迪曼商业区废车问题，在近几 

个月越趋恶化，多辆长时间被弃 

置废车，内外零件被窃贼拆解， 

偷剩的车架丢弃后巷及小巷，成 

了“垃圾槽”，卫生环境恶劣。

该商业区只有3排商店，而后巷及 

小巷弃置的废车，车内堆积不少垃圾， 

车外的垃圾也多，变成蚊虫温床，加影 

市议员神建华接获当地商户投诉后，日 
前已处理其中4辆废车，另有4辆废车将 

在明午被拖走。
神建华指出，商家及居民已强烈反 

映当地废车问题需要关注，半年内出现 

8辆废车，他前往了解后，也即时通知 

加影市议会执法组处理，另外也寻求私 

人拖车员协助。

他表示，他了解市议会拖车队人手 

不足，加上万宜新镇的废车库网积太多 

废车，须以车叠车的方式堆积，要处理 

加影辖区的废车不易，但是民众作出投 

诉，他会设法解决。

乱丢垃圾问题严重

他不否认当地乱丢垃圾问题令人头 

痛，清理了不久，垃圾很快再出现，弃 

置废车成了丢垃圾的地方，惹来蚊虫。

他强调，寻求私人拖车员协助是 

没有付费或收费，他只是要解决废车问 

题，拖车员拖了废车后，也会向警方投

报。

“处理了布特拉布迪曼商业区废 

车问题，接下来就会解决陈明再也花 

园的废车，无拉港区废车问题也多， 

但会逐步处理。”

他认为，如果要有效减少废车问 

题，交通部必须严厉对付车主，例如 

不让废车车主更新驾照等，要车主负 

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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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皇冠城居协主办元宵抛柑闹新春于 

W日前在皇冠城湖畔公园满完举行，当 

晚吸引千计男女老少参与，场面热闹。

与往年一样，抛柑环节是当晚活动压轴戏， 

不少单身男女在主办单位提供的蕉柑，写上联络

号码，透过参与抛柑活动觅良缘。

主办单位在当晚安排一系列丰富节目，现场 

设有打卡景点，另外少不了的舞狮及歌舞演出。 

出席活动包括万宜国会议员王建民、无拉港州议 

员王诗棋、加影市议员丘钦瀚及林金瑛等。

鬧
元
宵
好
熱
鬧

皇
冠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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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食小贩租下住 

宅单位，在后厅架设大 

炉煮烧腊，让邻居面临 

卫生问题与火患危机。

|隔壁家的蛆 

虫缓缓爬入翁女士 

家内，看了都感到 

非常恶心！

燒臘小販住家當廚房

圾纽B惡臭
(巴生12日讯）隔壁家成 

了熟食小贩煮烧腊的场所，除 

了垃圾堆放恶臭四溢，更有蛆 

虫爬入家内，令女主人怀疑年 

朱先生一家不满隔壁家每天都堆放 

大量厨余垃圾，蛆虫甚至爬入其屋内， 

不排除是造成年幼女儿细菌感染而呕吐 

原因d

虫爬入家内，令女主人怀疑年 

幼女儿早前因呕吐不止，细菌 

感染入院治疗，是否和住家环 

境不卫生有关。

住在巴生圣淘沙花园 

的朱先生（42岁，铁厂员 

工）和太太翁女士（ 41 

岁，书记）日前向《大都 

会》社区报记者投诉，隔 

壁家自被一名在沙亚南27区 
卖烧腊的华裔小贩，于去年 

12月初租下后，他们•家就面 

临住家环境不卫生的困扰。
“除了每天清晨5时30分开始， 

就因隔壁家开炉煮烧腊被吵醒而干 

扰睡眠，只要打开家门，便会闻到 

油腻的异味，且煮烧腊的大炉就放 

在后厅。由于之前我们住在巴生彭 

亨井的木屋曾被火魔光顾，半夜三 

更夺门逃命，所以对煮烧腊炉的大 

火感到心有余悸。”
朱先生投诉烧腊小贩没有收 

拾好，就把厨余垃圾堆在屋前， 

垃圾袋并渗出家畜肉类的血，吸 

引蛆虫和散发恶臭。

们感到费解，根据 

地方政府法令，住 

家不应该成为大规模煮食的 

场所，因此举构成了环境问 

题和火患危机，因此通过各 

项管道作出投诉，包括向当 

地州议员服务中心及彭古鲁 
村长（penghulu)反映、向 

巴生市议会做正式投报和报 

警备案等。

翁女士在向市议会投 

报后，获得一组投诉编号， 

但过了一段时日都不见当局 

采取行动，于是通过友人协 

助联系上当地彭古鲁再向市 

议会投诉，获得手机短信表 
明会在14个工作天内采取行 

动。

记者日前实地走访朱 

家，刚好遇上数名穿着白袍 

的卫生官在隔壁家前拍照取

证cf

翁
女
lb

懷
疑
女
兒
細
菌
感
染
iSi

關

&女士指出，熟食小贩刚搬来时，便在

习习住家前院开炉煮鸡鸭猪等烧腊熟食。 

她要求不要在前面煮食，对方便把东西搬人屋内 

后厅，但由于每次都把厨余垃圾堆在屋外，吸引 

了蛆虫等爬人屋内客厅，令她深感恶心，烦不胜 

烦〇
她不确定年幼大女儿早前因呕吐不止，被送 

人私人医院治疗确诊为细菌感染…事，是否和爬 

人屋内的蛆虫有关

“尽管环境如此糟糕，但隔壁家仍有…名已 
住了2年半的年轻房客继续住着。房客说，因为是 

老板租下作为员工宿舍，亦感无可奈何。”

油腻味散布受不了

她表示，小贩本身住在巴生公主城，却租 

下隔壁单位用来煮烧腊，还把在后厅安装的油烟 

排风管导向邻居单位，令油腻味散布在住宅区四 

周，给邻居制造了诸多麻烦。

住了 4年的翁女士说，对方可以在住家放东 

西，但不应该大规模煮食。她注意到对方每日清 
晨5时30分开炉煮烧腊，上午8时30分便和老婆把 

煮好的食物载上车离开，晚上11时许又来…轮放 

下食材后离开。

她希望，市议会能展开执法行动，严厉取缔 

在住家大规模煮食，作熟食贩卖的行为。

議員助理：已發通知勒令停止

隔壁家仿若成了一个煮食烧腊和清洗的“小型工场” 

的安居乐业情景不在。

让朱先生一家四口

由于小贩烹煮的都是肉 

类，使得油污都直接流入沟 

内，非常恶心。

f +都会》社 

入yV区报记者 

把此事向圣淘沙区州议员 

古纳拉加服务中心一名选 

区助理反映后，后者立即 

向巴生市议会官员跟进此 

事〇

她获悉，市议会已于

1月28日，向该名滥用住家 

为煮烧腊场所的小贩开出 

了通知单，以勒令对方马 

上停止其行为，因已对邻 

里构成干扰。

她说，官员实地勘察 

发现，业者当天没有进行 

任何煮食活动，住家也已

上锁无人在家，因此官员 

唯有把通知书置人信箱， 
指示业者必须在7天内作出 

改善。

^ “有关投诉于本周- 

同时交由市议会建筑物组 

跟进处理，原因是小贩已 

错误和滥用住家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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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案頻傳車亂停雜草叢生

gg洞社区服务中心主任余保凭接获居民 

T投诉后，今日前往该区巡视民生问题 

时说，当地是一个较为幽静的地方，甚至灯光不 

足，人夜后一片幽暗，导致安全及治安受威胁。

“该路是衔接至甲洞中央火车站停车场，而 

大部分乘客都会将车辆停放在该火车站另、个人 

口处，既是位于帝沙再也的停车场，而这个停车 

场则较少人使用，因此环境相当幽静。”

他说，当地居民投诉不果，他促请当地国州 

议员必须给予关注，采取行动解决问题，还当地 

居民一个良好居住环境。

他表示，没任何政党背景的他多年来是义务 

性地在甲洞地区为民服务，因此认为领薪的国州 

议员必须履行自身责任，服务社区和照顾区内居 

民。

他也认为，国州议员应设定时间表，每周到 

选区各角落巡视，了解区内基设、民生问题及居 

民投诉，而非在节庆时才露脸与民相聚。

投訴多單位互卸責任 (居民辛佩菁）
住在SD5路，为 

M了载送到外坡读 

书的孩子去火车站，我会使用这 

里路。此路灯光不足，而且两旁 

大树长得茂盛且杂草丛生，加上

很多废车停放路旁，难以进出a 

我曾投诉多个单位，但他们互相 

推卸责任:细算下，我半年内就 

作出5至6次投诉。”

民生問題多住不安II

©©©©

余保憑促|義員關注

.衔接至火车站停 

车场的路段面对民生•问 

+题，包括道路被废车、 

■垃圾及杂草、“霸占”，， 

.使路变得狭窄还有打■ 

光不足，威胁治安

甲洞馬和加尼SD 1/6路

余保凭（左）在居民的带领下，巡视当地所面对的问题，促当地国州议员给 

予关注。

(八打灵再也12日讯） 

来自斯里白沙罗镇居民投 

诉，指靠近甲洞中央火车站 

停车场一带的民生问题一箩 

箩，包括面对治安、灯光不 

足、交通等问题，为周边住 

区和居民带来严重影响！ 

据了解，上述问题主 
要出现在马和加尼SD 1/6路 

(Jalan Mahogani SD 1/6 ), 

该路段位于住家后方，并直 

接衔接至火车站停车场

省停车场费 

车乱停路旁
当地居民指出，该火车 

站停车场频频发生罪案，包 

括偷窃汽车电箱和轮胎，以

及打劫等，有者甚至为省停 

车场费而把车子乱停路旁。

他们说，该路同时面对 

大树茂盛和杂草丛生问题， 

也有不少废车被停放在该 

路，导致该路变得狭窄，每 

当繁忙时段都会面对交通阻 

塞。

他们也说，曾针对问题 

向不同单位投诉，包括吉隆 

坡市政局、士拉央市议会及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等，但各 

单位皆互相推卸责任，称问 

题不归自己单位所管辖。

也有居民指出，她在短 
短半年内，就曾作出5至6次 

的投诉，惟至今依然不见任 

何单位采取行动。

■■

匪大膽幹案 (居民谭明祥）

车场早期有不少 

人使用，惟频频 

发生电箱及轮胎遭窃，以及打劫 

案件，大家都不愿意继续将车辆 

停放在该停车场。匪徒通常以妇 

女为干案H标，且他们也明目张

胆地干案我在这条路一空地种 

菜，也曾亲眼目睹匪徒偷窃，惟 

他们发现我后还会大声问：‘看 
什么？ ’。此路在晚上7时至7时 

30分相气繁忙，因为恰巧这个时 

间有2班火车到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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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华认为，伊党要提呈对首相信任动议属政治伎俩。

傳有政黨擬聲明挺敦馬任滿

不知情
(沙亚南12曰讯）公正党主席拿督 

斯里安华表示，他对《砂拉越报告》 

指有一些政党计划拟定法定声明，以 

支持马哈迪至届满一事并不知情。

他今日出席“2020年和f共处大会” 

后，接受媒体询问时说，他还没接获任何相 

关通知。

“我还没接获正式的通知。”

针对伊党建议对首相提呈信仟动议-- 

亨，他认为，这是政治伎俩，不过他并不太 

在意，因为他更关注的焦点是如何稳定国家 

经济，以造福人群。

“这是伊党的政治伎俩，他们在大选中 

惨败，现江他们更换方式，但主要目的是在 

希盟内制造混乱，但我和领导层保持联系， 

我们都很好。”

他说，政治有各种面貌，包括有教养素 

质的或腐败交易等，那些担心本身地位的， 

尝试玩弄各种手段及拉拢等手法。

他强调，他所关注的焦点为如果稳定国 

家经济，因为人民面对各种问题，努力来过 

更好的生活等，因此这些必须成为政府的焦 

点、O

“我私底下告诉首相这看法，我很感激 

他接受，而国家经济将会是希盟执政的首要 

焦点。”

應接受陳長鋒已選大馬籍
D •方他，也是国会改革及行政管理 

W跨党派核心小组主席的安华认为， 

既然原任埔奕区州议员陈长锋已选择大马国 

籍，就应该接受他的选择。

“联邦法院法官在裁决时并没有提及国籍 

问题；他需要选择耍哪一 既然他已选择大

马，我们就接受他是大马公民。”

他是针对媒体提及是否应该褫夺陈长锋的 

公民权一事时，作出回应。

遗憾判决但接受

他表示，时他在现场聆听联邦法院的判 

决，虽然对判决觉得遗憾，但仍然接受。

“我对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及东马大法官

只外,安华指出，-些政治人物以种 

3族牌混淆民众，并也以不点名式抨 

击一些政治人物在掌权时炫富及抢劫等，并在 

失势后玩弄种族课题，以获取贫穷群体的支 

持。

他认为，那些被政治人物利用的群体将一 

直维持在贫穷状态，而政府必须秉持和平及公

的看法感到有兴趣，他给予反对意见，并提出 

非常有力的论据，我认为国会应该给予相关意 

见更多关注，以展开…些法令修改。”

联邦法院9司昨日以7票对2票，裁决原任 

埔奕区州议员陈长锋不是合法的州议员，因此 

丧失其州议员资格。

安华也提到，他耍求联邦法院的审理2016 
年国家司法法令违宪案，因为该法令剥夺国家 

元首的权力，然后赋予首相；他fl2017年开始 

要求审理这法令，以削弱首相在国家安全理亨 

会的权力，由国家元首的权利制衡。

他强调，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宫和东马大法 

宫已经质疑国安会法令不合宪法，因此，必须 

交给国会重新检讨。

正的原则，以保障贫穷群体的利益。

“我们要秉持公正的原则，提升他们（贫 

穷群体）的生活水平，而不是协助那些富有的 

领袖。”
针对国家両廊下架艺术家阿末弗亚4幅両 

的决定，安华仅以“我们需要更宽容”来回

应。

抨撃部分失勢政治人物“打種族牌賺窮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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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在智华小新春晚宴上合影。左一起为校长郑靖桦、董事顾问黄家兴、 
林明显、杨巧双、家协主席陈顺强、董事邱财添、董事王国民及董事叶树坚。

(吉隆坡12日讯）泗岩 

沫启智华小于上星期五举行新 

春晚宴，荣幸邀得妇女、家庭 

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出 

席，与该校三机构理事及教师 

共同庆祝华人新年。

吉隆坡启智华小今年新春 

晚宴共有300名嘉宾参与其盛，董事部、家协 

及校友会众理事踊跃出席。当然还包括正、副 

校长与教师都穿上新年服装，在启智华小大礼 

堂共同欢庆。泗岩末国会议员特别助理谢有坚 

与黄忠义也受邀为特别嘉宾。

启智华小董事长林明显在致词中表示， 

感激杨巧双一直对启智华小发展的关心，过去 
都有安排其助理谢有件协助该校发展，尤其是 

有关该校与吉隆坡市政局的协调，国会议员办 

公室都有给予行动上的帮助。

林明显希望能通过该新春晚宴，让刚为

了开学忙碌了整个月的教师和教职人员松一口 

气，轻松一起度过愉快的华人新年，然后再接 

再厉为教育工作继续努力。

杨巧双：注意卫生预防新冠肺炎

也是泗岩沫国会议员的扬巧双致词时 

说，作为泗岩末区国会议员，照顾好选区内的 

选民及相关学校和团体是她的职责，虽然她也 

身负副部长的繁忙工作，但是她有时常与选区 

的特别助理査询启智华小的发展需要，以便更 

有效的为该校服务。

杨巧双也在晚宴上提醒师生注意卫生安 

全和在校内作好各种防范工作，以应对最近的 

新冠肺炎的传染，同时她也宣布拨出2万令吉 

给该校，以提升硬体设备。

晚宴在充满新年气氛下进行，三机构理 

事和校长与教师都有上台欢唱新年歌曲。晚宴 

经费由三机构理事全数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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