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ima motosikal, 51 tayar disita
RAWANG - Majlis Perbandaran Sela-
yang (MPS) menyita lima motosikal 
dalam Operasi Halangan yang dijalan-
kan di premis perniagaan di Rawang 
Mutiara di sini kelmarin. 

Pengarah Jabatan Korporat MPS, 
Mohamad Zin Masoad berkata, tinda-
kan tersebut diambil selepas pemilik 
premis menggunakan dua petak parkir 
di depan kedainya sebagai ruang pame-
ran jualan. 

Menurutnya, tindakan sitaan itu ada-
lah di bawah Seksyen  46(1) d Akta 
Jalan, Parit dan Bangunan 1974 (Ha-
langan Tred Perniagaan). 

“Operasi dijalankan berdasarkan 
pemantauan MPS dan mendapati pre-
mis terbabit telah meletakkan barangan 
di kawasan awam di hadapan premis 
masing-masing sehingga menimbulkan 
halangan dan kacau ganggu.

“Kesemua motosikal tersebut disita 
selama 14 hari di stor simpanan MPS 
Bandar Baru Selayang sebelum boleh 
dituntut dengan menjelaskan kompaun 
di bawah halangan sebanyak RM250 
bagi setiap inventori,”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di sini semalam.

Mohamad Zin berkata, dalam ope-
rasi sama, sebuah restoran dan kedai 
tayar di Bandar Baru Rawang turut di-
kenakan tindakan sita barangan selepas 
dikesan melakukan kesalahan sama. 

“MPS menyita 51 biji tayar dan rim 
terpakai serta dua jek kereta yang dile-
takkan di empat petak parkir di hadap-
an kedai tayar itu. 

“Sementara sitaan meja dan kerusi 
turut dikenakan ke atas sebuah restoran. 
Operasi berjalan dalam keadaan baik 
dan terkawal mengambil masa hampir 
dua jam bermula jam 10 pagi,”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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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jang childcare centres briefed on operation guidelines 
OPERATORS and owners of kinder-
gartens, nurseries and children cen-
tres in Kajang have been briefed on 
the proper procedures to run their 
establishments. 

Kaj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j) 
deputy president Najmuddin 
Jemain said the town hall session 
was held following complaints by 
some pertaining to licence approv-
als. 

"A kindergarten operator said he 
faced problems when renewing his 
business licence as he had failed to 
settle some summonses. 

"Through this session, we hope to 
provide clearer guidelines to opera-
tors and owners of kindergartens, 
childcare centres and daycare cen-
tres under MPKj's administration," 
he said. 

Between 2018 and 2019, he said 
MPKj recorded 712 submissions by 
kindergartens and nurseries for 
procedure applications, change in 
building use, building plan approval 
and business licence approval. 

Of that number, 459 were from 
kindergartens and children centres, 
250 from nurseries and three from 
homes for orphans or the under-
privileged. 

"For a business institution to 
license its operations, in this case 

Najmuddin says some operators 
who received planning approval 
were later found to have deviated 
from the original plan. 

kindergartens, nurseries and chil-
dren centres, the operators or own-
ers have to submit applications for 
change in building use, undergo the 
necessary processes and procedures 
to get the building plan approval as 
well as apply for a business licence," 
said Najmuddin. 

"Some kindergartens and 
nurseries received conditional 
licence approval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extensions or 
modifications to their building, 
such as the interior, front awning, 

side or backyard. 
"There are cases of kindergartens 

and nurseries receiving building 
plan approval, but upon inspection 
by MPKj officers later, found to 
have deviated from the original 
plan," he said. 

Only 335 of 623 applications 
submitted by kindergartens and 
nurseries for change in building use 
were approved by the Development 
Planning Department last year, as 

the rest did not adhere to the 
council's requirements. 

"We hope all attendees today will 
review the guidelines and revise 
their applications, if necessary in 
order to get the necessary approvals 
from us," said Najmuddin. 

The session which was held at 
Dewan Seri Cempaka MPKj in 
Taman Saujana Impian, included a 
briefing on change in building use 
by Development Planning 

About 350 
operators and 
owners of 
kindergartens, 
nurseries and 
childcare 
centres in 
Kajang 
attended the 
town hall by 
MPKj. 

Department director Datuk Nizam 
Sahari, building plan procedure and 
approval process by Building 
Control Department director Dr 
Ahmad Sairi as well as licence 
application procedure and approval 
process by Licensing and Hawkers 
Department senior administrative 
officer Siti Wahayu Abd Wahab. 

The event ended with a question 
-and-answer session. — By JADE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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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honest in 
assessing 
city-readiness 
Municipalities must deliver effectively on 
basics before applying to upgrade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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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MPS J ready 
for city status? 
Many issues, including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and cleanliness, must be resolved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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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tter 
to StarMetro 
on MPSJ's 
bid for 
cityhood. 

"IS MPSJ ready for city status?" was a 
well spelled-out letter by Kamal Gehi 
published on Janl8 in StarMetro. 

Why is there this urgency for our 
state capitals and growing townships 
to be labelled as cities? 

Is city status only just about the pop-
ulace count, its territory area, concrete 
growth and perhaps age and duration 
of its existence? 

If that be the case, we are ready for 
a good line-up of Malaysian cities. 

As already mentioned, environmen-
tal care and concern is a missing ele-
ment among all of our local councils 
and city board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clogged 
drains. It is there, wherever we walk. 

Almost all commercial and industri-
al locations have choked drains and 
they are more than an eyesore. The 
stench that fills the air is a stinking 
reminder. 

A downpour is enough for these 
drains to empty themselves out and 
remind us of what we have made of 
them. 

Cleaning regimen seems to be last 
on local councils' priority list, because 
we frequently see big rubbish bins 
overflowing in housing schemes, 
morning markets and common areas 
of heavy populace. 

Neither is rubbish collection in 
housing schemes prompt. There is so 
much of both lack and slack in the 
many departments that make up the 
municipal and city councils. 

Enforcement units are not up to the 
expected standard and they are often 
not visible. 

Talking about enforcement, authori-
ties have failed to come down hard on 
all the illegal advertisement banners, 
bunting, boards and cards hung any-
where and everywhere. 

I would say efforts to create more 
green lungs have been neglected for 
decades now. To add insult, existing 
trees in some areas have been 
chopped down without replacement. 

The numerous parks and play-
grounds in Petaling Jaya are a pitiful 
sight. 

S t a r M e t r o 
M a 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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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while, overgrown bushes 
along streets and tree branches 
obscuring road signage are proof of 
neglect. 

Public transport within townships 
is still not addressed properly and 
with forward planning. Townships 
grow helter-skelter with housing 
projects everywhere, without 
sufficient attention given for the need 
for public transport. 

Morning markets and stalls of all 
kinds spring up everywhere 
regardless if the location's suitability. 

There is no urgency among local 
councils to act on all these problems 
and there is no promptness to remedy 
their shortcomings. 

Existing infrastructure and ameni-
ties are not maintained either - roads 
are littered with potholes and street-
lights are malfunctioned. 

Operationally, the day-to-day service 
delivery by local councils is not 
encouraging. They have to get the 
basics right and be effective. 

In these times when townships and 
municipalities are eager to get city 
status, they have to honestly consider 
if they are ready or are they just 
changing the label of a not-up-to-date 
locality. 

K. TfflRUSELVAM, 
Petaling J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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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DWARD RAJENDRA 
ed wa rd @thesta r.com. my 

SHAH Alam City Council (MBSA) 
presented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 report at 
the World Urban Forum (WUF10) in 
Abu Dhabi, United Arab Emirates. 

The city council's bold initiative 
to present a voluntary local review 
is an effort to start off the SDG. This 
will give the city an opportunity to 
showcase its good practices to the 
people of Shah Alam while ensur-
ing transparency, accountability 
and progress. 

Organised and conven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Settlements 
Programme, the WUF10, is a pre-
mier international gathering for 
exchanging views and experiences 
on urban challenges. 

MBSA participated in the forum 
from Feb 8 to 13. 

Mayor Datuk Haris Kasim said 
MBSA was committed to move for-
ward with the SDG that was in line 
with its vision to come out with the 
voluntary local review. 

"MBSA is also steadfast in other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 through 
the low-carbon model town with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together with the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Japan," he said. 

He added that MBSA's commit-
ment in the SDG and new urban 
agenda was implemented through 
the low-carbon practical initiatives 
that involved owners of commer-
cial lots in Shah Alam. 

"Our efforts involve four ele-
ments which are the city's environ-
ment,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MBSA presents report 
at World Urban Forum 
Review details city council'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buildings. 

"Since it was launched in 2017, 
Shah Alam has targeted a 45% 
reduction of carbon footprint until 
2030," he added. 

WUF10, allows involvement due 
to the forum's inclusive nature 
combined with high-level participa-
tion, that makes it a uniqu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and premier 
international gathering on urban 
issues. 

With the theme, "Cities of 
Opportunities: Connecting Culture 
and Innovation", WUF10 aims to 
raise awareness on sustainable 
urbanisation among stakeholders, 
including the general public, 
improve the collective knowledge 
on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through inclusive open debates, 
sharing of lessons learned and the 
exchange of best practices and good 
policies. 

Haris added that WUF10 would 
increas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
tion between different stakeholders 
for the advancement and imple-
mentation of sustainable urbanisa-
tion. 

Haris (third from left) at the 10th Session of the World Urban Forum in Abu Dhabi, United Arab Emirates, with 
Selangor Mentri Besa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fifth from le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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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钦（左7)与商务代表团和The Hive与会者们合照。

(美国三藩市13曰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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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带领雪州商务代表团前往美国矽谷 
(Silicon Valle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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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章钦欣慰，随团的6家雪州新创企业在路演中皆获矽谷创投业 

界的好评，认为他们不管是在生意模式，或满足顾客需求上构思清 
晰，甚至已经超越矽谷一些只强调科技运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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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东马农民福利的 
Langit，及致力永续发展教育的以#- 
Biji Initiative，当场就为他们安排 

下一场与矽谷社企圈有影响力领袖的会 
面。”

着兰莪资讯科技与电子商务理事会执 
行长杨凯斌说，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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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和与当地企业进行交流，这有助于 

■邓章钦（右）赠送纪念品绐The Hive 
董事经理拉维。

这些新创公司提升商业模式经营。

提升商業模式經營

“自2015年成立以来，已培训5T5位电 
商和60位初创企业家，也累积了两亿令 

吉的成交金额。”
随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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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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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团的雪州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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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Dropee，云端会计软件 
Biz sto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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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mPaki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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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4部5,督‘里 衛長吁民衆勿過度恐慌
袓基菲里呼吁民众 
不必对武汉肺炎 
(2〇19冠状病毒疾 

病）过度恐慌，或
照顧衛生別散播謠言

发布未经证实的谣 
言，最重要是照顾个人卫生。

他指出，现阶段政府积极防堵武汉肺 
炎，除了跟进疑似患者的身体状况，也 
依据各国病例调整现有的防疫措施，因 
此民众不必过分优虑，最重要是培养正 
确的T牛观令

“除了在人 °多或密闭空间戴口罩，更 
重要是勤洗手，避免病毒更容易进入体 
内。”

他曰前出席武吉美拉华帝州选区的新 
年门户开放活动时，这么指出。

尽管举国上下笼罩在武汉肺炎阴影 
下，由武吉美拉华帝州议员袓瓦依莉雅 
举办的门户开放活动依旧挤满人潮，获 
得过百名居民共襄盛举，出席的国州议 
员也不忘提醒民众，谣言或假消息比病 
毒来得更危险。

人民公正党全国副主席蔡添强指出， 
我国卫生部的防疫措施，获得世界卫生 
组织点名称赞，因此人民除了需提防传

染性病毒，更应防范谣言引起的不必要 
恐慌。
u 从夸大的武汉肺炎病例，到造谣希 
望联盟政府即将垮台，都是比病毒更可 
怕的谣言，希望人民能仔细辨别抹黑与 
事实，因为希盟政府绝对支持言论自 
由，但更希望人民不要滥用，以致引起 
族群关系紧张。”

推動瓜雪旅遊

雪州议长兼适耕庄州议员黄瑞林则强 
调，希盟政府合作无间，各成员党关系 
和睦，例如当晚的开放门户就有来自人 
民公正党、国家诚信党和民主行动党的 
代表参与。

“希盟政府坚持多元文化，拒绝极端 
主义，强调合作精神，就像我也积极和 
瓜雪区旅游业者合作，希望推动瓜雪和 
适耕庄的2天1夜旅游配套，为当地人民 

创造更多经济活动和工作机会。”

■黄瑞林（左3起） 

庚子年幸福安康。

祖基菲里、祖瓦利雅、蔡添强与瓜雪社区领袖，恭祝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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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 ____________ _____ ___

入“2030年永续 

发展议程” IT个永续发展目标中的第11 
个（SDG11)，即打造具包容性、安全 

性、弹性力及可持续性的城市及公民社 
区。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及新村 
发展事务委员会的行政议员黄思汉昨天 
出席在阿布扎比举行的第10届世界城市 
论坛，发表主题演讲时这样指出。

他说，为了打造一个精明和永续发展 
的雪州，州政府的行政和管理以第11 .2 
及第11.6发展目标为大方向，前者是放 
眼于2030年提供安全、可负担、便利的 

交通系统、提升道路安全，尤其重要的 
是扩大公共交通系统，以同时应付妇 
女、儿童、残疾人士及乐龄人士的需 
求。

“发展目标11.6则是于2030年减少城

阿布达比13日訊）雪州政府致力于2030年落实 

联合囯的“2030年永续发展议程”中的第11.2及 

11.6目标，以著重提供更完善及安全的公共交通系 

统，以及減少城市对人均、环境的不利影响。

上述目标被列市对人均、环境的不利影响，尤其关 
注空气质量、地方政府及垃圾处理管
理。，，

^说，莎阿南市政厅是全马第一个推 
介第11永续发展目标的地方政府，致力 
于2030年达成。

減少碳量排放

他强调，作为大马发展火车头的雪州 
政府有责任推广城市区的公共交通，包 
括増加道路安全性及减少碳量排放。

他指出，在全球快速城市化的趋势 
下，要预防城市化的问题发生，就必须 
有良好的规划。

“我们所向往的城市是充满机会的城 
市，能满足人民对房屋、交通、能源等 
基本需求，所以我们能通过善用资源、 
减少污染和拉进贫富鸿沟来克服城市化 
所带来的挑战。”

■黄思汉（中）到莎阿南市政厅展览柜台，为市长拿督哈里斯卡 
欣（左2)及官员打气，以期逐步达致2030年永续发展目标，左 

为加影市议会主席罗斯里。

黃思漢：減少城市人□擁擠
-1-4^

黄
思汉指出，根据全球的发 
展趋势，有过半的人口住 

在城市区，因此城市和人民将 
是达致永续发展目标的关键。

“在2030年，全球大约有60。。 

的人口集中在城市，此外在未 
来的数十年，95%发展中国家的 

城市将进一步扩展。”
他指出，全球城市仅占了地 

球陆地面积的3%，但却消耗 
60[80%的能量及75%的排碳 

量，单凭这个数据，就足以说

明实现第11永续发展目标的迫 
切性

“k市人口拥挤才是问题的 
根源，这就是为什么第11永续 
发展目标那么重要。”

他指出，要实现第11永续发 
展目标仍会面对许多挑战，因 
此城市必须有精细的计划去推 
动，包括需要创新的方案来帮 
助创建以人为中心的城市，让 
公民能参与影响他们的生活和 
社区的互动。

環境污染問題最棘手
@思汉说，雪州政府关注 
M环境污染问题，其中在 
州内最为棘手的是非法倾倒垃 
圾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也会衍 
生公开焚烧引发空气污染、工 
业或化学用品没妥善处理引发 
水■土的污染。

他说，因°此州政府已提升固 
体废料服务，在12个地方政府 

提供收集垃圾服务，确保垃圾 
妥当被收集及妥善处理。

他指出，为了更进一步处理

家庭垃圾，州政府正打算推行 
废料能源回收计划一来减少土 
埋场的垃圾，二来能产生有用 
的能源。

“州政府也计划推行雪州 
固体废料行动计划，除了通 
过3R，即减少（Reduce)、 
重用（R e u s e )及再循环 
(Recycle)来减少固体废 

料，也通过有效的建筑废料管 
理、电子废料管理及塑料废料 
管理，减少垃圾量。”

iS 3o2■
城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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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分子拆零件轉售牟利不法分子拆零件轉售牟利

商麗中心變廢車泊車場
(加影I3日讯）疑不法 毒者的最爱。

分子偷车后，将贼赃运到 
商业中心慢慢拆零件转售 
牟利，让无拉港布特拉布 
迪曼商业中心成了废弃车 
“泊车场”。

行动党加影市议员神建 
华说，该商业中心早前有8 

辆废弃车被丢到该处，市 
议会拖走4辆后，他再安 

排吊车吊走剩下的废弃车 
时，却遭一批人士阻止拖 
午。

°他怀疑，这些废弃车 
很可能是不法人士的 

“货”，专门带到商业中 
心再慢慢拆走车内零件。

他昨午到商业中心了解 
情况时说，废弃车已造成 
商业中心卫生问题，当中 

些车子的车门已被拆 
掉，导致车内有积水，有 
机会滋生蚊虫。

他说，根据当地商家反 
映，甚至有吸毒者躲在废 
弃车内追龙，尤其是被丢 
在后巷的废弃车，更是吸

“这些废弃车大概在半 
年前被拖到这里，若不处 
理，恐怕会引来更多垃 
圾。”

他指出，市议会目前在 
万宜和士毛月都有废弃车 
仓库，但空间有限，其中 
万宜的仓库只能容纳100多 
辆车。

I神建华指这 
辆废弃车被拆 

剩空壳。

他说，通常废弃车被拖 
进仓库3个月后，若无人认 

领便会安排销毁，市议会 
每月销毁废弃车的数量约 
30多辆。

他说，所有废弃车都可 
以追踪到车主身分，为 
此，他建议交通部修改条 
例，把废弃车车主列入黑 
名单，禁止他们注册其他 
车辆上路。

“车主被偷的车主可以 
报案，但很多不是车子 
被偷，而是自己丢弃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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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機選地方政府進行審訊

SELCAT20曰開聽證會
(莎阿南1S曰讯）雪 

州能力、公信力及透 
明度特别遴选委员会 
(SELCAT)定于本月20 

曰，就地方政府和县市 
议员表现召开听证会， 
这也是该遴选委员会今 
年第一场听证会。

据悉，遴选委员会在 
去年9月21日和12月12 

曰，曾就这个课题进行 
闭门会议。

雪州能力、公信力及 
透明度特别遴选委员会 
主席黄瑞林指出，过去 
一直有州议员提出关于 
地方政府和县市议员服 
务的投诉，故该遴选委 
员会决定就此课题召开 
听证会。

他昨日在州政府大厦 
召开记者会时说，奮州 
地方政府过去表现不 
俗，多个地方政府更获5

星评估，不过州政府精 
益求精，希望地方政府 
的服务更加进步。

他说，由于时间有 
限，遴选委员会从雪州 
12个地方政府内，随机 

挑选出八打灵再也市政 
厅、梳邦再也市议会和 
瓜拉冷岳县议会进行审 
讯。

傳召7代表佐供

他强调，这是随机挑 
选，并不代表上述3个地 

方政府接获最多投诉。
他说，届时会传召7名 

居协和睦邻计划代表佐 
供，同时传召州议员、 
县市议员、市议会主席 
或市长各3名。

“被传召的州议员分 
别是武吉加星州议员拉 
吉夫、而榄州议员莫哈 
末赛益和巴生港口州议

■黄瑞林（前排中）宣布雪州能力、公信力和透明度特别遴选委员会将 
于本月20日召开听证会；前排左起里詹及沙阿里；后排左起嘉玛丽亚、 
刘永山和阿末尤诺斯。

员阿兹米占，市议员则 
是八打灵再也市议员达 
亚兰、梳邦再也市议员 
谢有坚和瓜拉冷岳县议 
员洪俪容。”

“至于被传召的地方 
政府主席，则是八打灵

再也市长拿督沙尤迪、 
梳邦再也市议会主席诺 
莱妮和瓜拉冷岳县议会 
主席莫哈末再益。” 

他指出，行政议员黄 
思汉会在众证人佐证 
后，担任最后一名证

人。
出席记者会者有遴选 

委员会委员反对党主里 
詹、拿督阿末阿末尤诺 
斯、嘉玛丽亚、刘永山 
和沙阿里，另一委员黄 
洁冰因事缺席记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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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拖車雨傘打官員

老翁反遭扳倒頭受傷
(梳邦再也I3曰 

讯）梳邦再也市议会 
官员欲拖走违规停泊 
的轿车时，疑是车主 
的华裔老翁上前与官 
员理论不果引发争 
执，老翁因气愤之下
以雨伞打了对方一 
下，结果惨被对方粗 
暴板倒在地，老翁头 
部著地受伤！

此案于今日中午时 
分，在雪州梳邦再也
USJ 9—间银行前发 

生。
1亥名官员被指不愿 

妥协，争执期间惹怒 
老翁，后者才持雨伞 
趋前殴打。

不过，由于视频没 
有摄下事发全程，无 
从得知真正的导火 
线。

梳邦再也警区趣任 
里西京肋理总监说，
目前仅接获打人的官 
员投报，希望伤者也尽快到 
警局助查此案，警方将援引 
刑事法典第186条文（妨碍公 

务员执法）查案。
另一方面，梳邦再也州议 

员黄美诗对动粗的市议会官 
员感到非常失望及伤心，并 
呼吁他向伤者道歉。

■官员挨了一击后，竟将老翁扳 
倒在地，导致老翁头部受伤。

“老翁用雨伞袭击官员固 
然不对，但该名官员不应该 
以暴力还击。”

她也说，梳邦再也市议会 
也应该确保所有官员接受足 
够的训练，以正确的方式应 
对这类事件，同时也希望类 
似事情不会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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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钦（坐者右3起）、许来贤和雪州商务代表团，与在矽谷各地定居和工作的 

马来西亚人进行晚餐交流会。

Startup Grind創業磨坊

棚生鼸s千人參與
(美国红木城1S日讯） 

雪州工商常务委员会主席 
兼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 
率领雪州新创团队参加在 
美国矽谷红木城（Redwood 
City )举办的 S t a r t u p 
Grind创业磨坊。

邓章钦指出，这项由全 
球最大独立创业社区所举 
办的研讨会盛事聚集了初 
创企业家、投资者、企业 
家、政治领袖等群体，一 
起就初创生态圈、全球创 
投机遇、新时代的创新投

资等相关议题进行近百场 
的讨论会，吸引来自美国 
各地和国外近千名创业者 
参与。

“参加此项活动让雪州 
新创团队有机会聆听美国 
初创企业家们的经验分 
享，也有机会游览近四百 
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初创企 
业展览会，与初创企业家 
们进行交流和建立合作关 
系。，’

邓章钦说，参加这场全 
球盛事让他充分感受到美

国初创生态圈的蓬勃活 
力，希望通过雪兰莪资讯 
科技与电子商务理事会的 
积极推动，也可在雪州建 
设启蒙、激励和连接初创 
企业的社区，让雪州成为 
马来西亚初创生态系统的 
积极推手。

此外，雪州商务代表团 
和新创团队，与在矽谷各 
地定居和工作的马来西亚 
人一起进行晚餐交流会。

随团者包括雪州行政议 
员许来贤、雪州投资促进 
局总执行长拿督哈山、雪 
兰莪资讯科技与电子商务 
理事会执行长杨凯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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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章钦（右6起）、许来贤、哈山和雪州新创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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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亞南體育場頂篷漏水

雪政府朌獲撥款修復

■沙亚南体育场早前因顶篷损坏导致漏水及瓦片散落等 

事件'引起各界热议和关注。

(八打灵再也13日讯）沙亚南体育场顶篷破损漏水 

事件，引起各界的关注，雪州政府希望获得经济事务 

部给予恃别拨款，协助修复和提升该体育场。
沙亚南体育场早前因顶篷破损导致漏水，而顶篷的 

聚碳酸酯瓦片散落座位区，威胁公众安全一事，引起 
坊间热议。大马足球联赛（MLF )日前发文告称，经 

初步检查发现该体育场未达标准，或无法做为本赛季 

的场地。 •
对此，掌管雪州青年、体育及人力资源发展事务的 

行政议员凯鲁丁受询时，促请经济事务部拨款协助维 
修该体育场，以确保该体育场做好准备迎接2022年的 

马来西亚运动会(SUKMA)，任何时候也能安全使用。

“我们了解相关单位对该体育场的关注，并愿意竭 
尽所能解决问题；早前已拨款2000万令吉修复体育场 

的顶篷。”

另一方面，青年及体育部副部长沈志强表示，该部 

已准备好在沙亚南体育场课题上，给予马来西亚体育 
场公司（PSM )提供指导和建议。（T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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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的

勒蛘商旅

黄金州

2020年2月14日鲁星期五

GOLDENCENTRAL

(巴生13日讯）正当大家专注在防范新冠肺炎之际，“杀人”无 

数的骨痛热症病例也千万不能忽视，单单今年首六周骨痛热症 

已夺走全国19条人命，雪州乃全国之冠，其中巴生病例更是不 

断攀升！

据了解，过去几个星期来，巴生县的骨痛热症病例有明显上升趋势，从去年在雪州骨痛热症排行 

第四位节节上升，尤其第五周和第六周期间，更从排在第三升至第二，排在八打灵县之后。

强化行动力度，以改善巴生县 

的骨痛热症病例。

“市议会去年开始举办多 

场社区大扫除、防蚊宣传和讲 

座、在学校进行宣导丁作、与 

学校、居协及非政府机构等合 

作及在黑区喷射蚊雾等。”

203_

卫生官员牺牲晚上休息时间，大阵仗前往住宅

严玉梅吁民众配合夜间灭蚊
严玉梅接受《南洋商报》 

r己者访问时提醒，民众尤其应 

致力配合市议会所推行的“夜 

间灭蚊”行动 （mopping 

up)，毕竟防蚊工作也是很重 

要，特别是巴生县骨痛热症病 

例在这几周内突然悄悄攀升。

“市议会卫生小组非常关 

注此事，也不断展开各项防蚊 

宣导工作，我们希望居民能够 

配合‘夜间灭蚊’行动联手消 

灭黑斑蚊，减少患病率。” 

她说，白天时段大部分市 

民宵外出，因此执法人员只好

牺牲晚上休息时间，从去年9 

月开始夜间出巡，好让居民返 

家后配合官员所展开的宣导和 

检查工作。

“我们希望获居民配合， 

让官员人屋检查，我们的0的 

并非要惩罚屋主，而是查获有 

孑孓滋生时先口头警告，除非 

发生有关民宅一再滋养孑孓， 

才会开出罚单，最局罚款额为 

500令吉。”

她披露，夜间巡视一度取 

得不俗效果，也丨丨:巴生县的病 

例排名显著下降，如今有必要

B生2
根

据巴生县卫生局提供的 

数据，今年截至第六 

周，巴生县共累计2203宗骨痛热 

症病例，3人死亡；而位居雪州骨 

痛热症榜首的八打灵县则记录了 

3839宗病，涉及1宗死亡，排fT 

第二的是鹅麦，共有2009宗病例 

及2人死亡。

单单在第六周，巴生县录得 

443宗病例，其中县卫生局接获 

237宗、巴生市议会115宗及莎阿 

南市政厅91宗病例。

为此，巴生市议员严玉梅呼叮 

巴生民众切勿顾此失彼，只把注意 

力集中在新冠肺炎疫情，而忽略了 

骨痛热症的杀伤力。

儀，

减I:

随意丢弃的保丽龙器皿，往往成 

为蚊虫滋生的温床。

今年首六周州内第二多

e3人死

;区展开“夜间灭蚊”宣导行动

严
玉
梅

i
n
青

每周10分钟检查住家
民众受促每周抽出10分 

钟检查住家内外环境，确保沟 

渠、盆栽、容器、屋顶帐棚、 

排雨槽、卫星电视接收器、屋 

沿、蓄水槽等不积水，减少孑 

孓滋生机会。

严玉梅说，尽管市议会会 

定时喷射蚊雾，但这并非最有 

效的防范方式，W为只有获得 

民众配合，从自家卫生做起， 

才是最有效的防范。

巴生县第六周 

骨痛热症区排行榜
地区 新增案例 累计数据

圣淘沙 94 441

哥打肯文宁 91 416

新海峡 56 265

巴生港口 40 213

中路 45 201

巴生新镇 38 172

班达马兰 30 172

士文达 30 165

双溪甘迪斯 17 139

答都知甲 1 14

哥打胡姬 1 5

居民喜欢在户外存水供;: 

花洗车等用途，官员劝i 
民众务必经常更换存水 

避免蚊虫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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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扎比13日讯）

雪州政府致力于2030 

年落实联合国的 

《2030年永续发展议 

程》中的第11.2及 

11.6目标，以着重提 

供更完善及安全的公 

共交通系统，以及减 

少城市对人均、环境 

的不利影响。

上述目标被列入 

《2030年永续发展议程》17个 

永续发展目标中的第11个 

(SDG11)，即打造具包容、安 

全、弹性及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及公民社区。

黄思汉:完善公交减城市不利影响

雪矢达永续发展2目标

掌
i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及新 

■村发展事务委员会的行政议员黄 

思汉，昨天出席在阿布扎比举行的第10 

届世界城市论坛，发表主题演讲时这样指

出。

阿布扎比主题演讲

他说，为了打造精明和永续发展的雪 

少H，州政府的行政和管理以第11.2及第 

11.6发展目标为大方向，前者是放眼于 

2030年提供安全、可负担、便利的交通系 

统、提升道路安全，尤其重要的是扩大公 

共交通系统，以同时应付妇女、儿童、残 

疾人士及乐龄人士的需求。

“发展目标11.6则是于2030年减少城 

市对人均、环境的不利影响，尤其关注空 

气质量、地方政府及垃圾处理管理。” 

他说，莎阿南市政厅是全马第一个推

黄思汉（中）到莎阿南市政厅展览柜台，为市长拿督哈里斯卡欣（左二）及官员打 

气，以期逐步达致2030年永续发展目标。左为加影市议会主席罗斯里。

介第11永续发展目标的地方政府，致力 

于2030年达成

他强调，作为大马发展火车头的雪州 

政府有责任推广城市区的公共交通，包括 

增加道路安全性及减少碳量排放。

他指出，全球快速城市化，要预防城

市化的问题发生，就必须有良好的规划。

“我们所向往的城市是充满机会的城 

市，能满足人民对房屋、交通、能源等基 

本需求，所以我们能通过善用资源、减少 

污染和拉进贫富鸿沟来克服城市化所带来 

的挑战。”

城市和人民达标关键 关注环境污染
黄思汉说，根据全球的发 

展趋势，有过半的人口住在城 

市区，因此城市和人民将是达 

致永续发展目标的关键。

“在2030年，全球大约有 

60%的人口集中在城市，此外 

在未来的数十年，95%发展中 

国家的城市将进一步扩展。” 

他指出，全球城市仅占了 

地球陆地面积的3%，但却消 

耗60%-80%的能量及75%的 

排碳量，单凭这个数据，就足

以说明实现第11永续发展目标 

的迫切性。

“城市人口拥挤才是问题的 

根源，这就是为什么第11永续 

发展目标那么重要。”

他指出，要实现第11永续 

发展目标仍会面对许多挑战， 

因此城市必须有精细的计划去 

推动，包括需要创新的方桉来 

帮助创建以人为中心的城市， 

il:公民能参与影响他们的生活 

和社区的互动。

黄思汉也说，雪州政府关 

注环境污染问题，其中在州内 

最为棘手的是非法倾倒垃圾问 

题，W为这个问题也会衍生公 

开焚烧引发空气污染、工业或 

化学用品没妥善处理引发水土 

的污染。

他说，W此州政府已提升 

固体废料服务，在12个地方 

政府提供收集垃圾服务，确保 

垃圾妥当被收集及妥善处理。

他指出，为了更进一步处

理家庭垃圾，州政府正打算] 

行废料能源回收计划一来减」 

土埋场的垃圾，二来能产生: 

用的能源。

“州政府也计划推行雪; 

固体废料行动计划，除了通J 

3R，即减少（Reduce)、重 J 

(Reuse)及再循环（Recycle 

来减少同体废料，也通过有〈 

的建筑废料管理、电子废料< 

理及塑料废料管理，减少垃；] 

量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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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林（前排中）宣布雪州能力、公信力和透明度特别遴选委 

员会将于本月20日召开听证会；前排左起里詹、沙阿里；后排 

左起嘉玛丽亚、刘永山和阿末尤诺斯。

就地方政府和县市议员表现

雪特选委会20日开听证会
(莎阿南13日讯）雪州地方政

府和县市议员表现好不好？雪 

州能力、公信力及透明度特别 

遴选委员会（SELCAT)将针对 

此课题，于本月20日召开听 

证会，这也是该遴选委员会今 

年的第一场听证会。

据了解，遴选委员会去年 

9月21 FI和12月12日，曾就 

上述课题进行闭门会议。

雪州能力、公信力及透明 

度特别遴选委员会主席黄瑞林 

昨午在州政府大厦召开记者会 

说，过去一直有州议员投诉地 

方政府和县市议员的服务，因

此该委员会决定针对此课题召 

开听证会。

他说，雪州地方政府过去 

表现不俗，多个地方政府更获 

5星评估，不过州政府希望地 

方政府的服务表现能精益求 

精。

他说，因时间有限，遴选 

委员会从雪州12个地方政府 

内，随机挑选出八打灵再也市 

政厅、梳邦再也市议会和瓜拉 

冷岳县议会进行审讯。

他强调，这是随机挑选， 

并不代表上述3个地方政府接 

获最多投诉。

黄瑞林：传召7代表佐供
黄瑞林说，届时会传召7 

名居协和睦邻计划代表佐供， 

同时传召州议员、县市议员、 

市议会主席或市长各3名。

“被传召的州议员分別是 

武吉加星州议员拉吉夫、而榄 

州议员莫哈末沙益和巴生港口 

州议员阿兹米占，市议员则是 

八打灵再也市议员达亚兰、梳 

邦再也市议员谢有坚和瓜拉冷 

岳县议员洪俪容。”

至于被传召的地方政府主

席，则是八打灵再也市长拿督 

沙尤迪、梳邦再也市议会主席 

诺莱妮和瓜拉冷岳县议会主席 

莫哈末再益。

他指出，行政议员黄思汉 

会在众证人佐证后，担任最后 

一名证人。

出席记者会的尚有遴选委 

员会委员尼占、拿督阿末尤努 

斯、嘉玛丽亚、刘永山和沙阿 

里，另一委员黄洁冰因事缺席 

记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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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月杪推出即落实
(布城13日讯）政府将确保

今年批准的各项发展计划和 

经济振兴配套公布的各项措 

施，马上获得落实，以协助

大马经济及受影响领域，抵 

御新型冠状肺炎的冲击。

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说，振兴经济配

套将在本月杪推出，该配套 

的相关措施将马上推行。

他发文告说，为了协助 

受新冠病毒影响的领域，包

括旅游业、运输业及制造业 

纾缓有关冲击，政府正主动 

米取措施，进一步刺激国内 

经济活动，并继续鼓励；丨丨 

口，尤其是医疗保健、电子 

与电气及棕油相关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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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市厅允辖区业者 
店外摆放摩托和脚车

(八打灵再也13日讯）八打灵

再也市政厅允许辖区经营摩托 

车店和脚车店生意的业者，在 

店外摆放摩托车和脚车。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发表文 

告说，该厅即实施上述措施， 

凡是在商业区和工业区经营上 

述生意的业者可向市政厅提出 

申请。

根据执法组的记录，2019 

年，执法组共采取687项阻碍 

公共地方的行动。

为此，市政厅同意上述业 

者申请在店外摆放摩托车和脚 

车，不过，申请在五脚基摆放 

摩托车和脚车，五脚基空间一 

定要够大，即可让残障人士通

行，市政厅将视五脚基空间的 

宽度作出决定。

文告说，在商业区营业的 

摩托车店和脚车店，只允许有 

额外五脚基空间的店面，至于 

在工业区营业的业者，则允许 

在厂前、厂旁或泊车位摆放摩 

托车和脚车；租用泊车位，每 

月每泊车位的租金是400令 

吉。

上述措施立即生效和执 

行，申请者可向市政厅申请准 

证，费用包拈执照费和按柜 

金。

询问可联络执照组，电

：03 -7960 9026、7954

、7960 4667 。

话

1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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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宜新镇素馨休闲湖飘臭
民众促净化水质改善设施

(加影13日讯）万宜新镇素馨 

休闲湖（Taman Tasik 

Cempaka)湖水飘恶臭，闻臭 

跑步的民众不舒服。

据了解，湖水发出臭味已 

有年余，尤其是干旱季节和大 

热天，臭味更加浓烈。

民众声称，他们到休闲湖 

跑步和活动是要呼吸新鲜的空 

气，然而休闲湖却被臭味笼 

罩，觉得非常恶心。

他们说，湖面泥层堆积外 

也出现油渍，相信水源被污 

染，不过仍有人在该处垂钓， 

而且每天也有不少民众到休闲 

湖跑步和活动，还有附近学校 

的学生也到来进行户外活动。

他们认为，万宜新镇素馨 

休闲湖是个不错的活动地点， 

周遭环境也打理得不错，希望 

政府当局采取净化湖水行动， 

及改善休闲湖的设施。

占地16.8公顷的素馨休 

闲湖，2000年开始开放让民 

众使用至今，其中人造湖占地 

6公顷，其余地段为公园。

建在阿依淡河旁的人造湖 

是由雪州发展局负责，而园艺 

工作则由国家园艺局负责，目 

前由加影市议会管理。

日前，双溪拉玛州议员马 

斯万在面簿贴文，建议拟定全 

面方案改善休闲湖。

马斯万是与加影市议会主 

席拿督罗斯里见面后，建议改 

善休闲湖的计划，同时他也向 

市议会主席提出选区的道路和 

基建问题。

mm 画

万宜新镇素馨休闲湖湖水恶臭，民众投诉不断。

I建民拨4万净化湖水
加影市议员颜丽丽今日说，湖水恶臭，尤 

其是大热天，异味更加浓烈，为此，万宜国会 

议员王建民博士拨款4万令吉进行湖水净化工 

作

她说，湖水净化工作去年12月开始进行， 

在湖边安装机器以读取湖水的污染指数。

她指出，湖水污染指数是每隔3个月读取 

一次，即在3月份，才能确定湖水的污染指数 

有多高。

她说，该湖的湖水非死水，水流来自阿依

淡河，阿依淡河的河水从上游的甘榜阿布巴卡 

流下，途经工厂，过后再流人冷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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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3个地方政府服务表现

SELCAT 20日召听证会
莎阿南13日讯I雪州能力、

公信力及透明度特别遴选委员会 

(SELCAT)将于本月20日召开「雪州 

地方政府与县市议员表现评估」公共 

听证会，通过召集居民领袖、县市议 

员及州议员来反映意见，进一步监督 

和加强地方政府的服务表现

传召17人供证

雪州能力、公信力及透明度特 

别遴选委员会主席黄瑞林指出，这次 

被选中参与听证会评估的3个地方政 

府，分别是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梳邦 

再也市议会及瓜拉冷岳县议会，并会 

传召17人供证。

「这17人包括7名居民协会代 

表、3名州议员、3名县市议员、3名 

市长或市议会主席，以及负责掌管地 

方政府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J
「其中3名州议员，分别是武吉 

加星州议员拉吉夫、而榄州议员莫哈 

末赛益和巴生港口州议员阿兹米占， 

而3名县市议员则分别是八打灵再也

市议员坦亚兰、梳邦再也市议员谢有 

坚，以及瓜冷县议员洪俪容。」

「这场听证会将于本月20日（周 

四）早上10时召开，直至下午5时， 

并且会通过雪州电视台直播，欢迎公 

众一起来听证。」

也是雪州议长的黄瑞林是于今 

日召开记者会时，如此表示。出席者 

包括该特别遴选委员会委员利詹依斯 

迈、沙阿里、刘永山、嘉玛莉亚及拿 

督莫哈末尤努斯等。

从人民角度评估

他说，在这场听证会中，将会 

提及地方政府的各种表现，如垃圾处 

理、为民服务效率，以及人民对地方 

政府的评估认知等。

「虽然雪州地方政府常在多项评 

估中被表扬，甚至有很多地方政府荣 

获五星级的卓越表现，但是我们还是 

希望，从人民角度去评估地方政府的 

服务表现，进一步监督和加强地方政 

府所扮演的角色。」

Page 1 of 1

14 Feb 2020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85,616 • Page: A41
Printed Size: 303.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3,542.77 • Item ID: MY0038723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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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售雪噩统大厪 
雄B交反炱会调查

莎阿南13日讯雪州巫

统大厦出售计划引纷争， 

反对售卖代表放狠话， 

若州领袖一意孤行售卖大 

厦，不排除把案件交由反 

贪污委员会介入。

前乌雪巫统主席莫哈末依沙 

表示，有关建议由巫统前荅冬加 

里州议员兼雪州巫统主席末纳查 

里提出。

他说，末纳查里在近期一场 

巫统州级会议中提及有关事项， 

惟未获各区部主席一致呼应，最 

终未能达成协议。

「（雪兰莪）州内共有22个 

区部主席，仅有11个区部主席同 

意。此外，雪州巫统联委会，未 

能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售卖和计

莫哈末依沙认为，如果雪州巫统一意孤行要出售雪州巫统大 

厦，他将会提呈备忘录要求全囯巫统主席阿末扎希插手，或 

毫不犹豫把案件交由反贪污委员会调查。 -伍信隆_

划。」

他强调，该大厦隶属雪州巫 

统，并非为私人公司所拥有，为

莫哈末依沙（中）直言，即便是反对党，也不曾有过任何 

州属的政党，出售自身政党大厦的情况；而且雪州巫统联委 

会，至今未能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售卖和计划，因此他们将 

坚决反对到底。 -伍信隆-

了公平起见，有关计划将在本月 

15日，被带到党支部和区部会议 

中商讨。

党员愿伸出援手

「我们要把它（计划）带到 

基层里，只要雪州巫统联委会打 

开大门讨论并提出见解，雪州巫 

统旗下还有很多党员愿意伸出援 

手。」

他说，如果雪州巫统一意孤 

行要出售雪州巫统大厦，他将会

提呈备忘录要求巫统主席阿末扎 

希插手，或毫不犹豫把案件交由 

反贪委会调查。

另外，末纳查里回应时也表 

示，反对出售该大厦的人士，在 

做出决定前需接受正确讯息。

他说，反对方应深入了解雪 

州巫统的财物状况，并透过正确 

的管道传达诉求，而非随意对外 

作出说明，而引起党员间纷乱。

「这个事件（售卖雪州巫统 

大厦），如今已交由相关委员会 

决定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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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钦（右六起）、许来贤、哈山及雪州新创团队合照。

(美国•红木城13日讯）雪 

州工商常务委员会主席兼行政议 
员拿督邓章钦曰前率领雪州新创 

团队，参加在美国妙谷红木城 

(Redwood City )举办的Startup 
Grind创业磨坊。

邓章钦表示，这项由全球最大独

立创业社区所举办的研讨会盛事聚集 

了初创企业家、投资者、企业家、政 

治领袖等群体，•起就初创生态圈、 

全球创投机遇、新时代的创新投资等 

相关议题进行了近百场的讨论会，吸 

引了来自美国各地和国外近千名创业 

者参与。

聆聽美初創企業家經驗分享
> 加丄

多新4

、加此项活动让雪州 

f创团队有机会聆 

听美国初创企业家们的经验分享， 

也有机会游览近四百个来自世界各 

地的初创企业展览会，与初创企业 

家们进行交流和建立合作关系。” 

邓章钦说，参加这场全球盛事 

让他充分感受到美国初创生态圈的 

蓬勃活力，希望通过雪兰莪资讯科

接初创企业的社区，让雪州成为马 

来西亚初创生态系统的积极推手。

此外，雪州商务代表团和新创 

团队也与在矽谷各地定居和工作的 

马来西亚人一起进行晚餐交流会

随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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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兰莪资讯科技与电子商务 

理事会执行长杨凯斌、精明雪州传

技与电子商务理事会的积极推动，递单位董事经理法米和电子商务理 

也可以在雪州建设启蒙、激励和连事会总经理卢传文〇

邓章钦（右三）、许来贤（右四）及雪州商务代表团与在矽谷各地定居和工作的马来西亚人一 

起进行晚餐交流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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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樂國際集團

明起贈潔手液給需要者

(吉隆坡13日讯）读者们 

请注意，为了帮助大马民众预 

防新冠肺炎，美丽乐国际集团 
(MELILEA International)将赠 

送50毫升MELILEA EC0MIND 

免洗洁手液给需要的民众。

预计1万袋免洗洁手液将 

会赠与前来领取的民众。市民 
可于2月15日上午8时起，在位 

于班登英达的安邦再也市议会 

礼堂领取，直至送完为止。

长期关注健康与卫生议题 

的美丽乐国际集团，早在2019 

年就推动了洗手运动，赠送全 

国小学一年级免洗洁手液以 

预防手足口症，并获得了大马

全纪录大全。如今新冠肺炎来 

袭，美丽乐国际集团也发起赠 

送自家免洗洁手液的活动，与 

民众一同担起防疫的责任，也 

期盼能提高民众的公共卫生意 

识。

美丽乐国际集团以《世界 

有爱，你我同在，美丽乐•永 

远守护您》作为精神指标，无 

偿赠送免洗洁手液给需要的民 

众。透过公益捐赠，希望回馈

社会，帮助大马民众度过这次 

的疫情。

如有疑问，可联络此 
项公益活动联络人Ms Winn 

Chong(012 - 619 5566)〇

美丽乐国际集团电话 

是：03-2262 1116，传真：03- 

2262 1118，网站：https://www. 

melile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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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_桌

位摩

哆
(万挠13日讯）充公桌 

椅、摩哆车与轮胎，还停车位予 

民！

士拉央市议会周3上午10 

时15分，派出12人执法大队，在 

万挠新镇和珍珠街充公了一批摆 

放在公共停车位上的物品，包括 
大批崭新摩哆车，令店主措手不 

及。.

无论如何，行动是在和平 

的情况下顺利进行，店主全程配

合，并未有反抗或爆发冲突。

市议会副公关主任法乌兹 

发表文告指出，执法队是在进行 

巡逻时，发觉一家餐馆、摩哆车 

售卖店和轮胎店店主，违规将商 

品摆在店前公共场地包括停车 

位，阻碍通行和引起滋扰，逐立 

即展开行动。
他说，执法队是援引1974 

年道路、水沟和建筑物法令第46 

(1 )项条文充公有关物品B

▲执法人员 

将待售的摩哆车 
搬上罗里，业者 

虽无奈但亦全程 

配合。…

◄商家将 
薪新的摩哆车 

摆放在公共停 
车位上，未知 

已抵触地方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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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阿布扎比13日讯）雪 

州政府致力于2030年落实联合国的 

《2〇3〇年永续发展议程》中的第11.2 

及11.6目标，以着重提供更完善及安 

全的公共交通系统，以及减少城市 

对人均、环境的不利影响。

上述鬥标被列人《 2030年永续发 

展议程》17个永续发展目标中的第11个 

(SDG11)，即打造具包容性、安全性、 

弹性力及可持续性的城市及公民社区。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及新 

村发展事务委员会的行政议员黄思汉昨天 

出席在阿布扎比举行的第10届世界城市论 

坛，发表主题演讲时这样指出。

黃

思
漢

■

m

-H-

黄
思汉说，为了打造-

,个精明和永续发展的 

雪州，州政府的行政和管理以 

第11.2及第11.6发展目标为大方 

向，前者是放眼于2030年提供安 

全、可负担、便利的交通系统、 

提升道路安全，尤其重要的是扩 

大公共交通系统，以同时应付妇 

$女、儿童、残疾人士及乐龄人士 

的需求。
“发展目标11.6则是于2030 

年减少城市对人均、环境的不利 

影响，尤其关注空气质量、地方 

g政府及垃圾处理管理。” 

ts 他说，沙亚南市政厅是全马 

第…个推介第11永续发展目标的 
地方政府，致力于2030年达成。

他强调，作为大马发展火车 

头的雪州政府有责任推广城市区 

的公共交通，包括增加道路安全性及 

减少碳ffl排放。

他指出，在全球快速城市化的趋 

势下，要预防城市化的问题发生，就 

必须有良好的规划。

“我们所向往的城市是充满机会 

的城市，能满足人民对房屋、交通、 

能源等基本需求，所以我们能通过善 

用资源、减少污染和拉进贫富鸿沟来 

克服城市化所带来的挑战。”

空

鐵

|

T沙亚南市 
政厅是全马第一 

个推介第11永续 
发展目标的地方 

政府。（照片取 
自MBSA官网）

—黄思汉 

(中）到莎阿南市 

政厅展览柜台，为 
市长拿督哈里斯卡 
欣（左二）及官员 

打气，以期逐步达 
致2030年永续发展 

目标。左为加影市 

议会主席罗斯里。

城市和人民是達致關鍵
-H-

黄
思汉指出，根据全球的发展趋势，有 

^过半的人口住在城市区，因此城市和 

人民将是达致永续发展目标的关键。

“在2030年，全球大约有60%的人口集中 

在城市，此外在未来的数十年，95%发展中国 

家的城市将进一步扩展。”

他指出，全球城市仅占了地球陆地面积

的3%,但却消耗60至80%的能量及75%的排碳 

量，单凭这个数据，就足以说明实现第11永续 

发展目标的迫切性。

“城市人口拥挤才是问题的根源，这就是 

为什么第11永续发展目标那么重要。”

他指出，要实现第11永续发展目标仍会面 

对许多挑战，因此城市必须有精细的计划去推 

动，包括需要创新的方案来帮助创建以人为中 

心的城市，让公民能参与影响他们的生活和社 

区的互动。

着重芫善安全公交男
SE
Pi

m

LUUf lO

黄思汉在阿布扎比举行的第10届世界城市论坛发表主题演讲， 

分享雪州政府朝向《2030年永续发展议程》中的第11个目标所作出 

的努力。

非法垃圾最棘手
-H-

黄
思汉也说，雪州政府关注环境污染问题，其中在州内最为 

棘手的是非法倾倒垃圾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也会衍生公开 

焚烧引发空气污染、工业或化学用品没妥善处理引发水土的污染。
他说，因此州政府已提升固体废料服务，在12个地方政府提供 

收集垃圾服务，确保垃圾妥当被收集及妥善处理。

他指出，为了更进一步处理家庭垃圾，州政府正打算推行废料 

能源回收计划一来减少土埋场的垃圾，二来能产生有用的能源。

“州政府也计划推行雪州同体废料行动计划，除了通过3R，即 

减少（Reduce )、重用（Reuse )及再循环（Recycle )来减少固体废 

料，也通过有效的建筑废料管理、电子废料管理及塑料废料管理， 

减少垃圾量。”

雪永續發展目標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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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地方政府市議員評估表現

SEICAT20B関聽箱會
(沙亚南13日讯）雪州能力、公信力及透 

明度特别遴选委员会（SELCAT)将于本月20 

日（星期四）早上10时至下午5时召开公共听证 

会，彻查雪州地方政府及市议员评估表现。

委会接州议员投诉

雪州议长黄瑞林于周三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表示， 

由于委员会于早前接获州议员针对市议员的服务做出 

投诉，委员会因此召开会议，并决定做出调查，以了 

解雪州地方政府及市议员的服务、品质及效率

他说，这也是委员会今年首次召开公共听证会， 

他们会在公共听证会上要求雪州市政厅、市议会及县 

议会代表出席供证，被遴选的地方政府包括八打灵再 

也市政厅、梳邦再也市议会及瓜冷县议会。
届时，委员会将邀请7名居民协会代表、3名州议 

员行动党武吉加星州议员拉吉夫、土团党而榄州议员 

莫哈末沙益、公正党巴生港口州议员阿兹米占、八打 

灵再也市议员塔亚兰、梳邦再也市议员谢有坚、瓜冷 

县议员洪丽倍、八打灵再也市长拿督莫哈末沙尤迪、 

梳邦再也市议会主席诺莱妮、瓜冷县议会主席莫哈末 

再因及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及华人新村发展 

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 '同出席给予供证。

黄瑞林（前排中）表示，雪州能力、公信力及透明度特别遴选委员会将于本月20曰 
针对雪州地方政府及市议员评估表现召开公共听证会。前排左为礼占及右为沙阿里；后 
排左起为嘉玛莉亚、刘永山及阿末尤奴斯。

黃瑞林：精益求精
■^1瑞林说，委员会已有雪州12个 

地方政府市议员出席委员会会 

议的资料，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召开公共 

听证会，以调查事情争相，并给予建议 

提升各方面的素质。

“委员会在接获投诉后，分别在去 
年9月20日与州议员及去年12月12 R与市 

议员进行闭门会议，并聆听他们面对的 

问题。”

他说，尽管雪州政府过去曾获得多 

个奖项，惟雪州政府精益求精，要为纳 

税人提供最好的服务。

“无论如何，我们相信仍有许多声 

音未被听见，我们希望能提供更好的服 
务〇

°出席新闻发布会者包括雪州能力、 

公信力及透明度特别遴选委员会委员礼 

占、沙阿里、刘永山、嘉玛莉亚及拿督 

阿末尤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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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何伊黨支持馬哈迪

陰辛阿都拉
自由撰稿人

斯兰党不断表示支持 

I#敦马哈迪，尤其是支 
持他留任首相一职，直到第15 

届大选。我不禁要问，为什么 

伊党会一遍又一遍地这样做。 

其领袖，包括总秘书达基尤丁 

和党主席哈迪阿旺，多次表示 

支持首相:如今，我们听说伊 

党要在国会提呈信任首相动 

议。

这就好像伊党，特别是哈 

迪阿旺是在试图努力说服所有 

不同的人要诚心支持首相。

这种支持让很多人感到 

困惑。为什么？因为4哈迪从 
他还在巫统的那天开始，就一 

直受到伊党的严厉攻击。他现 

在仍在这样做，尽管不再那么 

强硬。但他从来没有回避说自 

己反对伊党的伊斯兰“形象包 

装” 一一这也是他至今一直坚 

持的说话^

因此，许多政治观察员和 

分析员认为，如果有一名强大 

的领袖可以挫伊党的锐气，那 

么这个人肯定是马哈迪。他从 

不吝啬对伊党发起口头攻击。

那么，伊党为什么要竭尽 

全力说他们支持马哈迪？这是 
对94岁的首相的真爱吗？是为 

了种族和宗教？好。还有其他 

理由吗？

是不是伊党认为伊斯兰课 

题可以“更好”地用来对付马 

哈迪，因为他被外界“形容” 

为不够“伊斯兰”？因此，伊 

党相信推翻马哈迪领导的希盟 

政府容易得多？
一些政治分析员认为，如 

果这是信念，那么伊党可能是 

对的。但是也有其他人说这种 

信念是错的，因为马哈迪不是

普通的敌人------他对敌人来说

是致命的，包括伊党。

还是说这种支持其实是 

离间马哈迪和其继任者安华？ 

许多政界人士当然是这么认为 

的。

但我们有伊党观察员相信 

这是针对安华而不是马哈迪。 

他们说这一切是为了阻止安华 

成为首相cf

伊党对安华的怨恨可以追 
溯到很久以前。1982年，身为 

伊斯兰青年运动（ABIM )主席 

的安华接受马哈迪邀请加人巫 

统。马哈迪当时是巫统主席， 

也是我国的第四任首相。

安华加人巫统对该党是一

个绝大的推动力。安华凭藉其 

“伊斯兰形象认证”帮助巫统 

提升了该党形象，并赢得马来 

穆斯林群体的心。

对伊党来说说，安华加人 

巫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们 

曾希望安华加人他们。毕竟， 

他的许多朋友，如已故法兹 

诺、莫哈末沙布、甚至哈迪阿 

旺当时都在伊斯兰青年运动。 

伊党希望安华在即将到来的大 

选中支持他们并帮他们助选。 
但事实并非如此。长话短说， 

哈迪领导的国阵在安华的帮 
助下，在1982年大选中告捷。 

伊党仅赢得5个国会议席。

说伊党对安华感到生气算 

是低估了。考虑到安华还在马 

哈迪内阁中攻击该党，尽管有 

些人声称他在某个时候企图促 

成巫统和伊党合作。但是，这 

不能独立验证。

尽管如此，据说伊党从未 
原谅安华。但并非如此。当安 

华在1998年被马哈迪革除时， 

该党支持他并加人他发起的烈 

火莫熄运动。这与该党时任主 

席法诺兹有很大的关系，他是 
安华非常亲密的朋友。

但哈迪阿旺却不同。这是 

一个公开的秘密，简单来说， 

哈迪阿旺自他在伊斯兰青年运 

动时期就不喜欢安华。

一位政治分析员提醒我， 

自民联成立以来，哈迪领导的 

伊党就和公正党之间存在冲 

突。他说，这种冲突实际上是 
哈迪阿旺和安华之间的个人差 

异所致。

哈迪阿旺说他在许多事情 

上无法认同安华，包括加影行 

动和雪兰莪州务大臣问题。

但是，有些分析员告诉 

我，伊党担心安华的“宗教背 

景”及他对该党的了解，会让 

他在接管希盟后“消灭”伊 

党。但是，根据以为观察员说 

“这是有可能的，但仅停留在 

认知阶段”。
伊党长期观察员Mohd 

Sayuti Omar也认为伊党希望马 

哈迪留任首相的原因是“他 

们不希望安华成为首相”。对 
Sayuti来说，除了个人原因，哈 

迪阿旺没有其他理由不喜欢安 

华。

“是伊党主席，但不是党 

本身。是其个人恩怨。这就是 

为什么我相信如果哈迪不再是 

该党主席，那么党员就不会像 

现在那样看待安华。”

“看看吧，不久后端依布 

拉欣也可以在国会咖啡厅与安 

华一起喝咖啡。”

他指的是伊党署理主席。

但事实是。哈迪阿旺仍然 

是伊党主席。而伊党党员始终 

听党主席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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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如今已鲜少使用泊车固本，并改用手机应用程式缴付泊车费。

手機App繳泊車費更方便
时代巨轮不停 

运转，缴付泊车费的 
方式从透过泊车售票 

机、泊车固本，再到 
如今“人手一机”， 

就可缴付泊车费。

Majlis Bandaraya Petallng Jaya
Petatirig Jayar Sdangor

MajLis Pcrbandaran SeLayang 
Setayarvg, Selangor

減少固本囤貨量
吳志強（62歲，泊车固本專售代理）

“以前有不少泊固本专售代理 

在灵市的路边售卖泊车固本，不过 

目前整个灵市仅有我剩我在路边售 

卖泊车固本。

自从手机缴付泊车费应用程 

式推出后，泊车同本的销售量直跌 
50%。举例来说，2年前每日我可售 

出100本的固本，惟这一年来，每日 

仅能销售近50本的固本。

固本销售量的收人不理想，不 

过这不会带来亏损，因为我视固本 

囤货量而定，好比尚有大批固本尚 

未售出，这期间我就会减少向八打

灵再也市政厅拿取固本销售。

目前，我的顾客群以中年人士 

及年长者为主，年轻一辈则是用手 

机泊车应有程序缴付泊车费。

我认为，尽管手机泊车应用程 

式非常方便，不过仍有部分民众因 

不大会使用智能手机，而依旧选择 

使用泊车固本。

另外，除了手机应用程式带 

来影响，民众也因执法单位不常 

展开取缔，而选择泊车后不缴付泊 

车费，这也导致民众减少购买固 

本。”

固本銷售量減
李文明（42歲，手機維修業者）

“这•年来，购买泊车固本的 

人数确实减少了许多，好比以前-- 
R内我可售卖出数十本的固本。惟 

近年来-•日内仅能售出近5本6

我相信，这是受到泊车手机应 

用程式的推出所影响。此外，不是 

每个商业区的商家皆有售卖泊车固

本，因此民众多数都会选择通过手 

机应用程式，缴付泊车费。

其实，售卖泊车固本所赚取的 

净收人不多，因此固本销售量的锐 

减，暂且不会对我们带来影响。目 

前，我们仅会选择减少拿取固本售 

卖。”

手機繳費卻接罰單
林佩潔（51歲，文具店業者）

“本店里售卖的固本销售量没 

有被手机缴付泊车费应用程序的推 

出所影响，因此固本的进货量还是 

保持一样。

我认为，使用固本会比较方

便，因为我曾听闻有者使用该手机 

泊车应用程式缴付泊车费后，依然 

会接到罚单，这导致他们还需花费 

时间去做出投诉，费时又麻烦。”

泊軍固本「

尽管泊车固本需求量渐渐锐减，不过依然是有民众选择购买及使用固本缴付 

泊车费。

泊车固本专售代理及销售商会视固本的销售量情况，再决定 

固本的进货量。

精明雪蘭莪泊車App擁88萬用戶

另
-方面，掌管雪州地方政 

府、公共交通及华人新村 

发展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日前向 

媒体指出，精明雪兰莪泊车应用程 
式用户现已达到88万1000位，已是 

全马第一、以及最多人使用的电子 

缴付泊车费应有程式。

他受访时表示，该应用程式 
已超过最初定下的50万名用户的目 

标，而目前雪州政府也设下在今年 

内@致100万人使用该应用程式的新 

目标。

针对业者感叹固本销售量遭遇 

重挫，黄思汉指出，固本的需求已 

经越来越低，就算当局没有停止落 

实，它也会逐步被淘汰。

黄思汉说，在缴付泊车费制 

度，雪州政府未来有可能让其走向 
无纸化（paperless)，惟目前当局还 

没定下相关制度的落实时间表

“另外，当局目前已在研究以 
电子（类似Epay)方式取代固本， 

让原有的相关代理能继续提供或销 

售泊车费的付款方式。”

黄思汉：雪州 

政府未来有可能走 
向无纸化缴付泊车 

费落实缴付泊车费 

的制度，只是当局 
尚未设定相关时间 
表。（档案照）

報道
攝影

貝文民

劉永發

何秉陽

(八打灵再也13日讯）科技 

日新月异，手机缴付泊车费应用 
程式自推出以来非常受落，不过 

却也造成传统付泊车费方式——
泊车固本渐渐被取代，其销售量 

直跌50%!

雪州政府在2018年推出“精明雪 

兰莪泊车”（Smart Selangor Parking) 

手机应用程式，让民众只需下载一个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缴付停车费，带来 

不少便利；该应用程式目前更创下全 

马第•，以及最多人使用的电子缴 

付泊车费应有程式的纪录6

然而，民众因此渐渐减少使用 

泊车固本缴付泊车费，并导致固本 

需求量及销售量大受冲击，更有代 

理以往一日可出售100本固本，惟如 

今…日只能销售约50本。

泊車固本顧客群長者居多
车固本专售代理指出，现阶段他们的顾客群以 

不熟悉智慧型手机操作的中年人士及长者为 

主，而年轻一辈则多数选用手机应用程式缴付泊车费。

他们表示，尽管这一年来泊车固本需求量及销售量 

减少，不过销售固本所赚取的收人•直以来都不多，因此 

这对他们的收入影响不大。

他们也说，销售量的锐减不会为他们带来亏损，因 

为一般上他们会视固本销售量决定进货量，即少人购买固 

本，他们就减少固本的进货量。

不过，也有商家表示，H前该店的泊车固本销售量 

没有受到手机缴付应有程序的推出而影响，固本进货量依 

然与此前保持一样C

電子錢包可繳雪州泊車費
g前，加人“精明雪兰莪泊车”手机应用程式的 

t1!地方政府包括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沙亚南市 

政厅、士拉央市议会、加影市议会、雪邦市议会、安邦 

再也市议会、梳邦再也市议会、瓜雪县议会、巴生市议 

会、瓜冷县议会、以及吉隆坡市政局。

此外，民众也可通过其他电子钱包应用程式，缴付 

雪州及直辖区特定地方政府管辖区的泊车费。

大都会
社区报日前走访SS2商业区时发 

现，相信是因大部分民众选用 

手机缴付泊车费应用程序，因 

此只有少许停放在八打灵再也 

市政厅管辖泊车格的车辆，是 

有放置泊车固本。
泊车固本销售商受访时指 

出，自从手机缴付泊车费应用 

程式推出后，泊车固本的销售 

量直落50%。
其中，泊车固本专售代理 

更指出，在手机应用程式还未 

■推出前，每日他均可售出100本 
+的泊车固本销售量，不过这-- 

年来，他一日仅能售出50本的 

固本销售量；售卖泊车固本的商家，则 

是一日仅能售出5本固本a

S

Kajangr Selangor 

MajLis Perbandaran Subang laya

Wilayah Parking 
[?ewafi Bandarava Kuala

a Q <\

“精明雪兰莪泊车” （Smart 

Selangor Parking)手机应用程式 

目前是全马第一、以及最多人使 
用的电子缴付泊车费应有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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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拖車風波與執法員爭執 后，挥^还击导
_____  致老翁倒地及右

長者被轚倒右額受傷
(八打灵再也13日讯）-名华裔 

老翁疑拖车风波与梳邦再也市议会执法 

官员发生争执，他以雨伞打击对方手臂 

后，遭对方挥拳还击，被击倒地面，右 

额头受伤流血！
上述案件于今日发生在首邦市USJ9 

区。

梳邦再也警区主任利斯京助理总 

监受询时证实此案，他说，涉案的执法 

官员已向警方报案，惟相关老翁尚未报 

案，鉴此，在案情尚未明朗化前，他暂 

时不发表案情。

他说，警方目前援引刑事法典第 
186条文（阻碍公务员执行职务）进行

调查。

黄美诗：官员不应暴力还手

另-•方面，首邦市州议员黄美诗也 

发文告，针对此案表示伤心与失望。

她说，虽然老翁以雨伞打官员的行 

为不对，惟官员也不应该以过分暴力还 

手。

她说，官员应该要求老翁道歉，而 

市议会也应该与老翁纠正情况。

她呼吁市议会采取必要措施，确保 

所有执法官员受到足够的训练来应付紧 

张局势，并确保类似事件不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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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貴紀念館二樓紫羅蘭廳

林景漢追悼會今舉行
(八打灵再也13日讯）大 

同韩新学院创办人兼永久荣誉 
院长林景汉的追悼会订于2月 

14日（星期五）晚上8时在新 

街场富贵纪念馆（Nirvana Sg 

Besi)二楼紫罗兰厅举办。

2月15日（星期六）上午 

卯寸正举行家奠，上午卯寸15分 

公奠后随即发引蕉赖市政局火 

化场火化，安灵于吉隆坡富贵 
生命馆(Nirvana Center KL )： 林景汉

工读生身分在韩中就读

林景汉院长1943年出生 

于霹雳州，祖籍福建龙岩。他 
出身清寒，为了求学，以T 

读生身分在槟城韩江中学半工 

读，•边求学，•边协助校T 

处理杂务。中学毕业后，他在 

韩中服务一段时间，后在善心 

人士资助下负笈台湾政治大学 
深造，1971年考获新闻学士学 

位。

他先后任台北《慧炬月 

刊》副主编、《经济日报》 
编辑、《中央日报》记者、槟 

城《星槟日报》编辑、《光 
华日报》编辑兼主笔及《光明 

日报》主编兼主笔。1978年， 

他在马来西亚首创正规新闻教 

育，于槟城开办韩江专修班新 
闻系，任系主任；1988年到吉 

隆坡，创办私立韩江新闻传播 

学院，任院长兼新闻系主任。 

韩江新闻传播学院现易名为大 

同韩新学院，林院长任永久荣 

誉院长。

林院长著有《马华报业 

走向世界》一书，曾任马来西 
亚中华大会堂联合会文化局委 

员、马来西亚新闻丛书总编 

辑。

持着“平民收费，爱教无类” 

的教育理念，=十年来维持低 

廉的收费。

传播教育的摆渡人 
桃李满天下

从1988年创办至今，学院 

经历许多难关、波折重重，但 

林院长从未想到放弃。为了新 

闻教育，为了培训更多大马中 

文媒体的生力军，他始终坚持

平民收费爱教无类

林院长从小家贫，深刻理 

解贫穷子弟面对的困境。他深 

信，教育能改变人的一生，他 

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因此， 

青年时期努力求学、壮年以后 

克尽所能办学。自创办私立韩 

江新闻传播学院至今，-直秉

着，每一次他都咬紧牙关熬了 

过来-直到退休之后，他仍 

无时无刻不心心念念学院的发 

展、学生的福利。

最令他感到欣慰的是， 

=十余年里教育出来的数千位 

优秀子弟，如今都能在社会贡 

献-己之力；今天各领域的 
中文传媒丁作者，包括管理阶 

层，甚至领导阶层，也都不乏 

大同韩新学院的校友。他曾说 

过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大 

同韩新学院能继续发扬光大传 

媒教育，为马来西亚培育更多 

媒体人才；他祈望，大同韩新 

学院能够永远存在，韩新人的 

坚韧精神能够永远流传。

本着再穷不能穷教育的精 

神，大同韩新学院追随林院长 

的遗愿，特拨出•笔款项予下 

列单位：留台联总、马来西亚 

华文报刊编辑人协会、董总、 

政大校友会、世新校友会、铭 

传校友会、淡江校友会、屮国 

文化大学校友会、朝阳科技大 

学马来西亚校友会、中国传媒 

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马来西 

亚中文影视协会和心向太阳剧 

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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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亞南體育場屋頂漏水

州政府促中央撥款修復
(八打灵再也13日 

讯）沙亚南体育场屋顶破 

损致漏水事件引起关注， 

雪州政府盼经济事务部给 

予特别拨款，协助修复和 

提升该体育场各项设施； 

青年及体育部也已做好提 

供建议的准备。

沙亚南体育场早前因 

屋顶破损漏水及屋顶聚碳 

酸酯瓦片散落体育场座位 

区，威胁公众安全一事， 

引起坊间热议；大马足球 
联赛（MLF)日前甚至发 

表文告，宣称初步检查发 

现该体育场未达标准，或 

将无法成为本次赛季的场

地。

为此，掌管雪州青 

年和体育及人力资本发展 

事务的行政议员凯鲁丁在 

出席活动受询时，促请 

经济事务部拨款协助提升 

沙亚南体育场，以确保该 

体育场除了做好准备迎接 
2022年的马来西亚运动会 

(SUKMA)夕卜，任何时候 

也能安全且适合使用。

“我们也了解相关单 

位对该体育场的关注，并 

愿意尽己所能解决这些问 
题；早前也已拨款2000万 

令吉，修复体育场损坏的 

屋顶。”

g I
j. . M：.. &；aWfA

沙亚南体育场近日因屋顶损坏漏水和散落瓦片等事件，引起热议。（档案照）

沈志強：願提供指導

g年及体育部副部长沈志强则 

同表示，该部已做好准备，在

沙亚南体育场课题上，给予马来西亚体 

育场公司（PSM )提供指导和建议：

“我们也愿意向任何政府体育馆的 

管理层，分享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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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詩棋公佈去年州選區政績

U

報道►

不過不失再做»革
活动，其次45%是非政府组织的些课题做更多的建设，她觉得乱 王

99

(加影13日讯）无拉港 

区州议员王诗棋公布去年在 

州选区政绩，她为自己表现 

的成绩单，自我评估为不过 

不失，经过去年的问政及服 

务纪录，今年她会做多一些 

改革。

王诗棋去年在选区总共拨 
款88万令吉，当中65%拨款资助 

在节日庆典及民间活动，占了 57 

万1615令吉，全年共办了 164个

拨款，总额14万5180令吉，这两 

项组别在她的拨款里占了最大部 

分。
其余如教育6% ( 5万6000令 

吉）、小型工程2% (2万1970令 

吉）、福利用途4% ( 3万2200令 

吉）及公共服务2% ( 1万8500令 

吉）等。

将着重调整拨款方式

她向《大都会》社区报指 

出，每•个州议员都有自己关注 

的课题，只要透过关注才会在这

碰乱撞随意花钱办活动是毫无意 

义。

她说，为了善用有限的拨 

款，惠及更多团也会在拨款 

方式里进行调整。f

“办活着重在吃喝玩 

乐，是希望与更多非政府租织合 

作，举办的活动可以带出意义， 

例如即将在蕉#十-哩新村举 

行新春活动与|_电台合作，可 

借此宣传新村ifc更多人知道， 

这个地方，使活动更具意 

义。”

诗棋认 
为每一个州 

议员都有自 
己关注的课 

题，只要 

透过关注 

才会在这 
些课题做 

更多的建 

设。

公佈報告為透明選區撥款方式

今年會增加基建提升撥款

面对非政府组织要 

求拨款办活动，王诗棋 
是来者不拒，今年她将 

会调整拨款方式，以惠 

及更多团体。

王
诗棋说，公布年度州选区施政 

报告，是要让人民知道州议员

续，只是不会超过总拨款的20%。

的拨款花去哪里，以透明度方式让人民 

了解，而她对个人在选区拨款方式未算 

满意，尤其是在社区基设方面做得不够 

多，反而用了很多拨款进行活动。

她披露，会出现这样情况，主要是 

希盟已执政中央，国会议员有更多拨款 

提升社区基设，因此她会依赖国会议员 

的拨款，其次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每年 

给新村提供10万令吉拨款，所以她在新 

村基建提升方面的拨款就不多。

她表示，无拉港区有很多团体，有 

华团、社团、非政府组织等，要求拨款 

是来者不拒，在这方面的拨款还是会继

欢迎民众提出意见

“今年我会增加基建提升方面的 
拨款，例如会将焦点放在无拉港的了业 

区， '般上市议会鲜少理会工业区的基 

设问题，认为这是工业区公会的责任， 

这些公会也会面对经费不足问题，所以 

我会加强这方面的协助。”

“我也会检讨去年哪方面做得不够 

好，每一次花钱办活动，也会想目的是 

什么，要比去年做得更好。”

她表示，她今年在拨款的运用，是 

朝着大方向走，如果民众有任何意见， 

欢迎向她提出。

王诗棋（中）与寻求协助的市民会面，了解市民的问

题。

配合2021雪州旅遊年

全力打造無拉港工業旅遊

在
新…年的展 

望，王诗棋将

全力打造无拉港工业旅 
游，放眼2021年雪州旅游 

年，做好准备。

王诗棋去年计划将无 

拉港区成为雪州首个以工 

厂生产过程，丁厂风貌生活 

场景为主题的丁业旅游， 

在同年11月与多个厂商飞往 

台湾考察当地著名观光工厂 

模式，构思无拉港工业旅游 
的概念，她希望今年4月可以 

、、落实“无拉港制造”（Made m 

Balakong ) 丁业旅游项目。

她指出，丁业旅游是她今 

年主要推动的项目，也是她的最 

大心愿，去年与各市议员充份合作 

下，她才能构思大方向计划，如果 

工业旅游成功推行，在明年雪州旅 

游年可以占'席地。

她说，既然雪州政府要推广 

州内旅游景点，她要让所有人知道

雪州有个地方叫无拉港，她有信心 

可以达成这个目标，她以适耕庄为 

例，任何人去雪州旅游就会连想到 

适耕庄，只要今年万事俱备，无拉 

港在明年可以迎来东风。

她认为，拥有良好的基础，无 

拉港可以踏上雪州旅游年的列车。

“我要推动工业旅游并不是 

替大老板赚钱，因为整个雪州的三 

分之•是工业区，只要工业区发展 

好，无拉港就会好，我亦不希望无 

拉港人民不知道无拉港哪里有好的 

-面，无拉港好就让无拉港人民知 

道，让无拉港人民骄傲。”

为了配合工业旅游，王诗棋在 

无拉港新村管委会会所设立青年活 

动中心，透过每个月举办活动，提 

供培训，吸引更多青年参与工业旅 

游行列:

“这个青年中心会举办很多活 

动，从这里藤选•些年青人，尤其 
是有兴趣者加人丁业旅游计划。”

5市議員分擔不少工作

王
诗棋身边有5位市议 

员是她的良好共事伙

王诗棋对个人在选区拨款方式未算满意，尤 
其是在社区基设方面做得不够多D

伴，其中4人的领养区是在她的 

州选区里，虽然各有各岗位， 

她表示市议员分担不少工作， 

让她可以做更多大方向计划。

这些市议员分别是颜丽 

丽、苏仁强、神建华、郑益清

及迪亚加，由于迪亚加领养区 

在无拉港区占少部分，其余4人 

与王诗棋之间的合作最多。

她说，每位市议员也有各 

自的政绩，他们处理大大小小 

的投诉，都会尽心尽力完成。

“因为与他们充分合作， 

让我可以计划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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