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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la Selangor

Penantian hampir 20
tahununtukmemiliki
rumah akhirnya ter-

makbul apabila 987 pene-
roka di bawah rancangan
Revolusi Hijau II dan IIIme-
nerima kunci rumah sema-
lam.
Setiap peneroka mene-

rima sebuah rumah teres
dua tingkat berkeluasan
1,750 kaki persegi di Eco
Grandeur iaitu Laman Ha-
ris yang dibina Eco
World.
Menteri Hal Ehwal Eko-

nomi,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berkata, dia gem-
bira selepas projek yang ter-
tangguh sejak sekian lama
itu akhirnya dapat disiap-
kanwalaupun peneroka ter-
paksa menunggu selama 20
tahun.
“Majlis penyerahan kunci

hari ini (semalam) adalah
sesuatu yang menyentuh

emosi apatah lagi ada pe-
neroka yang sudahmening-
gal dunia sebelum sempat
melihat kediaman mereka
siap.
“Difahamkan, Eco World

membina rumah ini pada
kos RM250,000 untuk se-
tiap unit bagaimanapun,
harga semasa rumah di si-
ni kini mencecah
RM500,000.
“Ia berikutan, kawasan

sekitar ini (Kuala Selangor)
sedang pesat membangun
justeru saya amat berharap
peneroka atau pewarisnya

tidakmenjual rumah ini de-
ngan terburu-buru kerana
harganya akan terus me-
ningkat pada masa hada-
pan,” katanya selepas Majlis
Penyerahan Kunci Rumah
Laman Haris Kepada Pene-
roka Rancangan Revolusi
Hijau Peringkat II & III, di
sini, semalam.
Turut hadir Menteri Be-

sar Selango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dan Penge-
rusi Eco World Develop-
ment Group Berhad
(EcoWorld Malaysia), Tan
Sri Liew Kee Sin.

Sementara itu, seorang
peneroka, Umar Ali Basha,
68, meluahkan rasa syukur
kerana dipanjangkan umur
untuk melihat sendiri ru-
mah yang dinantikan sejak
20 tahun lalu.
“Saya amat gembira me-

nerima kunci rumah pada
hari ini. Namun saya juga
sedih apabila 337 orang pe-
neroka sudah meninggal
dunia tanpa sempat meli-
hat rumah mereka,” kata-
nya.
Seorang lagi peneroka,

Normah Samin, 68, berkata,
beliau sebak menerima
kunci rumah yang sepatut-
nya diambil bersama arwah
suaminya.
“Sebelum rumah ini siap,

kami pernah datang meli-
hat beberapa kali ketika ru-
mah masih dalam proses
pembinaan dan dia selalu
cakap dengan cucunya dia
tidak sabar untuk tinggal di
rumah barunya. Bagaima-
napun hasratnya tidak ter-
capai selepasmeninggal du-
nia pada Jun tahun lalu,”
katanya.

Bina RM250,000,
kini RM500,000
Penantian 987 untuk miliki rumah selama 20 tahun berakhir

‘‘Difahamkan, Eco Worldmembina rumah ini
pada kos RM250,000
untuk setiap unit
bagaimanapun, harga
semasa rumah di sini
kini mencecah
RM500,000”

Mohamed Azmin Ali

UMAR di hadapan rumah baharunya yang kini bernilai setengah juta ringgit.

‘‘Saya amat gembiramenerima kunci rumah
pada hari ini. Namun
saya juga sedih apabila
337 orang peneroka
sudah meninggal dunia
tanpa sempat melihat
rumah mereka”

Umar Ali Ba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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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gan jual rumah kerana nak untung�
987 peneroka yang 

terima pampasan 
rumah diingatkan tidak  

menjual kediaman 
masing-masing

Oleh MOHD IZZATUL 
IZUAN TAHIR

Seramai 987 peneroka 
Rancangan Revolusi 
Hijau Peringkat 2 dan 
3 Bukit Cerakah yang 

memperoleh pampasan rumah 
diingatkan tidak menjual ke-
diaman masing-masing hanya 
untuk mengaut keuntungan da-
lam masa singkat. 

Menteri Hal Ehwal Ekono-
mi, Datuk Seri Mohamed Az-
min Ali berkata, harga hartanah 
di kawasan yang dilengkapi 
kemudahan pembangunan in-
frastruktur dan prasarana leng-
kap itu dijangka terus mening-

Mohamed Azmin (berdiri empat dari kanan) bergambar bersama sebahagian peneroka pada Majlis Penyerahan Kunci Rumah 
Laman Haris kepada Peneroka Rancangan Revolusi Hijau Peringkat 2 dan 3 Mukim Ijok semalam.

kat pada masa depan. 
“Ini sekali gus menjadikan 

kawasan ini sebagai perbanda ran 
baru yang dapat merapatkan lagi 
jaringan perhubungan di antara 
Kuala Lumpur dan Kuala Sela-
ngor,”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pada Majlis Penyerahan Kunci 

Rumah Laman Haris kepada 
Peneroka Rancangan Revolusi 
Hijau Peringkat 2 dan 3 Mukim 
Ijok di sini semalam. 

Mohamed Azmin berkata, 
projek membina kediaman pe-
neroka terbabit sebelum ini ter-
bengkalai selama 20 tahun lalu. 

“Sepanjang tempoh itu dua 

syarikat pemaju telah memba-
ngunkan projek ini namun ma-
langnya kedua-dua syarikat telah 
gagal membangunkan kawasan 
ini seperti yang dijanjikan,” kata 
beliau. 

Menurutnya, beliau yang 
menjad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pada 2014 mengambil tanggung-

PUNCAK ALAM

jawab tersebut untuk membantu 
menyelesaikan kemelut dihadapi 
peneroka di kawasan tersebut. 

“Kita hendak melihat bagai-
mana kerajaan negeri dan syari-
kat kontraktor Eco World boleh 
menunaikan janji kepada pene-
roka. 

“Antara janji tersebut ialah 
dengan membayar pampasan 
sebanyak RM44 juta dan ini te-
lah pun dilakukan sebelum pro-
jek perumahan ini dimulakan. 
Kemudian kita membina 987 
unit rumah yang siap dibina tan-
pa kos tanah bernilai RM250,000 
pada waktu itu dan nilai harga 
pasaran ketika ini melebih 
RM500,000,” katanya. 

Kata beliau, kawasan seluas 
880 hektar itu juga bakal dileng-
kapi dengan pelbagai kemuda-
han seperti kawasan riadah, 
masjid, rumah ibadah bukan 
Islam dan sekolah kebangsaan. 

“Ini membuktikan komitmen 
kerajaan bagi membantu pene-
roka mencari jalan penyelesaian 
komprehensif terbaik bagi me-
mastikan mereka mendapat hak 
milik,”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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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is issuing permits to enable 
motorcycles and bicycles to be 
parked outside business establish-
ments selling motorcycles or bicy-
cles in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areas. 

Based on MBPJ's records, 
there were 687 seizures by its 
Enforcement Department last year 
for obstructing public spaces, it 
said in a statement. 

The city council agreed to issue 
the permits on condition that the 
footway space is sufficient for peo-
ple with disabilities. 

The approval of permits will 
also depend on the size of the 
footway at these premises. 

For shops selling motorcycles 
and bicycles in commercial areas, 
the motorcycles can only be 
parked in front of premises that 

Shops selling two-wheelers 
can use frontage to store vehicles 
have extra footway space. 

For those located in industrial 
areas, motorcycles and bicycles 
can be parked on the footway 
in front or next to the premises. 

Motorcycles parked in public 
carparks will be charged a 
parking fee of RM400 per 
month per bay as gazetted by 
the city council. 

For details, call MBPJ's Licensing 
Department at 03-7950 9026 / 
03-7954 1560 / 03-7960 4667 or go 
to www.mbpj.gov.my or Facebook 
@petalingjayacitycouncil, Twitter 
and Instagram: @pjcitycouncil 

MBPJ will 
allow shops in 
Petaling Jaya 
with permits 
to place 
motorcycles 
and bicycles 
on their 
footway. 
— File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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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ing a head start with tablets 
School in Cheras receives 20 units under Selangor government initiative 

schools were involved in this pro-
ject. 

Each school would receive 
RM20,000 in grants, she added. 

"This is an initiative under 
Projek Mesra Rakyat 2019 with a 
total budget allocation of RM2mil." 

Nor Zulaila added that some 
of the projects which would be 
carried out under the programme 
were construction of walkways 
and fences as well as repair of 
school toilets and other amenities. 

"This is a way we can help 
schools in need because district 
education offices are short of 
funds," she added. 

Apart from projects in schools, 
the allocation is for maintenance 
and infrastructure repairs. 

Nor Zulaila said they aim to 
address issues within the commu-
nity and provide public infrastruc-
ture in residential areas. 

"A bus shelter will be built in 
collaboration with UCSI University. 
Gamuda Bhd will provide the 
expertise through the industrial-
ised building system approach. 

"Based on our observation, the 
targeted area does not have a 
proper place where passengers 
can take shelter. The project is esti-
mated to cost RM10,000. 

By NUR AM I RAH ABD RANI 
metro@thestar.com.my 

AS THE country heads towards 
Industrial Revolution 4.0, schools 
need to ensure that students 
receive early exposure to high-tech 
learning tools. 

With that in mind, the state gov-
ernment has handed over 20 units 
of tablets to SMK Bandar Tun 
Hussein Onn 2 in Cheras through 
its Projek Mesra Rakyat initiative. 

The school's principal Ahmad 
Ezzat Ismail said the tablets would 
help students learn and teachers 
deliver their lessons. 

"It will be used in the digital 
classroom and students are look-
ing forward to utilising them. 

"A majority of the students here 
are tech-sawy and I am sure they 
cannot wait to explore the soft-
ware and apps related to their sub-
jects," he said. 

Teacher Hasni Hastuti Ibrahim 
said technology-based learning 
such as e-learning and e-class was 
practised in the school. 

"The landscape is changing and 
the teaching process is becoming 
more fun and interactive with stu-
dent involvement," she added. 

Ahmad said the school offered 

topics such as design technology, 
computer science and communica-
tion in graphic technology focusing 
on 3D design. 

"In order to minimise the gap 
between tech-sawy students and 

teachers, we sought the help of the 
German-Malaysian Institute to 
teach students robotics, program-
ming and design. 

"In addition to high-speed wire-
less Internet and now tablets, it 

will be helpful for students to 
learn using Google software," he 
added. 

Bangi MP special officer Nor 
Zulaila Abd Ghani said the 20 tab-
lets cost about RM19,780 and 14 

(From left) Hasni,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coordinator Noorman Sa'at, Ahmad, Nor Zulaila 
and SMK Bandar Tun Hussein Onn 2 senior assistant (curriculum) On Arasad with the tablets that will be used 
in the school's digital classroom. - SYAMIMI ZAINAL/The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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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苑区州议员黎潍福说， 
A2019年全年，其选区内接近 
1万4000名居民向其办事处或市议 

员作出求助与投诉行动，结果， 
高达85°。的求助或投诉都获得解 

决。
^ °上述求助或投诉.除了基建问 
题如沟渠阻塞及水患等事项外， 
也包括向州政府及中央政府申请 
一些福利如公积金，E-KaS1h户头 

等事项，反映出，只要居民通过 
正确管道，即州议员或市议员协 
助，大部分事项都可获得解决。

他吁请居民有问题时可找他们 
办理，相信今年内可处理更多事 
项。

他也说，其团队也可帮助居民 
申请MySalam医药保险计划。

安邦打昔居協聯歡會熱鬧
&邦打昔居民协会日前举 
t行2020庚子年新春团拜 

联欢晚会，出席的居民超出预 
算，多达近500人，使到晚会 

提供的自由餐食出现不是很足 
够的兄。不过，与会者仍然 
其乐融融，尽兴而归。

该协会主席兼筹委会主席黄 
兴隆说，本届晚会得到多达1 
万1000令吉的赞助费，其中包 
括雪州行政议员哈妮查3000令 
吉拨款，安邦再也市议会第19 
区居民协会拨款5000令古，黎 

潍福州议员拨款1000令吉，而 
副首相旺阿兹莎的班丹国会选

区服务中心也拨款2000令吉。

晚宴节目丰富包括陈氏太极 
单刀表演、陈氏太极扇表演、 
安邦美华太极班舞蹈团表演及 
该班响扇（32式）表演。

黄兴隆也在晚宴上派发红包 
予70岁及以上长者，数十人符 

合资格而领得红包。
出席者包括安邦再也市议员 

兼安邦再也市议会第19区居民 

协会主席丁杰隆、市议员蔡耀 
^1、筹委会副主席饶开明，一 
众理事及安邦国会选区华人事 
务协调员方德强。

■安邦打昔居民协会2020庚子年新春团拜联欢晚会，前排左4起丁杰隆、黄兴隆及饶开明派发长者红包 

后与长者大合照。

斷水時派水服務引詬病

黎濰捐：雪政府檢討
(安邦ie日讯）莲花苑区州议员 

黎潍福指出，雪州政府将检讨断水 
期间，雪州水供管理有限公司派水 
服务表现不佳的问题。

他说，在农历年期间淡江水管破 
裂，导致包括打昔在内的安邦再也 
地区断水，居民骂声四起。

他过后及其选区市议员与负责有

关地区水供的鹅唛水供管理公司职 
员交涉，但对于当局在断水期间的 

“派水”服务表达不满，原因是许 
多人拿不到水。

他已将“派水”服务不完善情况 
转达给雪州行政议员依占，后者也 
感到不满。

黎潍娼是在安邦打昔居民协会

2020庚子年新春团拜联欢晚会上致 

词时说，作为负责任的政府，雪州 
政府料会检讨此事。他也说，每次 
断水后，打昔地区都是最迟恢复水 
供的地区。

黎潍福在提及武汉肺炎时，认为 
在口罩难买之际，一般市民不须购 
置太多口罩，够用就好，应让有发 
烧症状人士多买。目前我国的确诊 
病例21例，大多数患者来自中国。

黎潍福也说，其实我国的骨痛热 
症比武汉肺炎严重，但二般人不大 
察觉有关病症。为减少蚊症，市民 
须确保家里器皿不要有积水。r

去
年
逾
萬
投
訴
脫
獲
解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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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雪16 

曰讯）经 
过20年的漫 

询及若希盟不是中央政府， 
以上问题可否解决时，阿兹敏 
说，只要政治人物具有良好的 

■阿茲敏阿里（右2起）见证阿米鲁丁移 

交模拟钥匙给出席者；左3为刘启盛。

长等待，在 
依约土地案 
中受影响的 
9 8 T户垦殖 

民，今日 
正式在Eco 

Grandeur拥 

用属于自己的房子。
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 

敏阿里、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 
米鲁丁、联邦直辖区部长卡 
立沙末及乡村发展部副部长西 
华拉沙也受邀出席钥匙移交仪 
式

°阿兹敏也是雪州前大臣。他 
在活动后向媒体说，上述计划 
于2000年由前朝政府启动，承 

诺为当地垦殖民兴建房子，但 
先后经手的2家发展商皆以失 

败告终。
他说，当他在2014年上任大 

臣后，首个聆听汇报的就是依 
约土地案课题，而他也致力寻 
找解决方案和继续推动房屋建 
设，却遭到中央政府的批评。

说，只要政治人物具有良好的 
政治观点，问题就可解决，而 
不是试图政治化有关课题。

“虽然那时候中央政府和州 
政府不一样（阵营），但我的 
信念是解决这问题。

“看看他们（垦殖民）今天 
的情绪，非常激动；截至现在 
有300多名垦殖民已离世，- 

些还坐著轮椅，我很感恩问题 
在各造的合作下妥善解决。”

他也提到，这些房屋每户不 
计土地费的兴建成本为25万令 
吉，如今已飆升至超过50万令 
吉，相信Eco Grandeur的房价 

还有上升的空间，呼吁垦殖民 
不要轻易脱售房子。

另外，阿米鲁丁则说，上述 
计划能完成凸显了州政府会寻 
找全面方案解决问题，而今曰 
的结果也证明了这是对的。

他补充，州政府接下来会发 
展瓜雪县，加上其他地理因 
素，Eco Grandeur周边地区的 

房产价格会提高。出席者还有 
绿盛世主席丹斯里刘启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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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日讯）经济事 

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 
里呼吁国民支持首相敦马 
哈迪，让后者领导国家经 
济发展

他坦°言,国内有太多政 
治纠纷，这现象对国民或 
国家都没有任何益处。

他指出，如今我国的经 
济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 
尤其旅游工业首当其冲， 
酒店业、航空业都面对许

被指當敦馬與伊黨中間人

阿茲敏耍太極沒回應
多取消订单。

“请停止无止尽的政治 
争执，我们应该全心全意 
发展国家经济，支持马哈 
迪带领发展经济。”

阿兹敏阿里也是国际山

■阿茲敏阿里（中）受询及“中间人”课题时，大耍 
太极。

庄州议员。他今晚出席安 
邦国席和国际山庄州席新 
春开放门户时，如是指

1 °其他出席嘉宾尚有安邦 
国会议员袓莱达、民政党 
主席刘华才、鹅唛县酋长 
丹斯里巴都卡拉惹旺马末 
巴旺、公正党副主席蔡添 
弓虽

阿°兹敏阿里也是公正党 
署理主席。他对被指控担 
任伊斯兰党和首相敦马哈 
迪会面“中间人”的说法 
大耍太极，反呼吁公众关 
注国家经济和疫情。

他提及，政府下周推出 
振兴配套，专注提升国内 
经济〇
y “°媒体一再追问关于莫 
哈末依占的课题，他则轻 
描淡写地说，交由支部主 
席回答，惟没有说明是哪 
个支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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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雪I6曰 
讯）公正党署 
理主席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 
重申其立场，
他将继续支持 
首相敦马哈迪 
做满丨贿相 
任期。

“我之前表 
明了立场，
现在还是一 
样，

阿兹敏也是 
经济事务部 
长，他是今曰 
在本查阿南出 
席房屋移交钥 
匙仪式后，受 
询有关他签署 
法定声明支持 
马哈迪任满B 
事，这么回 
应；阿兹敏去 
年曾多次公开 /PT2I
力挺马哈迪任 
满。

另外，针对希盟将在下周五 
召开的开会讨论马哈迪退位B 
事，阿兹敏声称那只是例行的 
常月会议，并不清楚会议讨论 
的事项。

据《新海峡时报》报导，当 
询及他会否出席该会议时，阿 
兹敏仅回应；“ja愿上苍允许 
(Insyaallah)，’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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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華前政治秘書爆料

“阿兹敏安排敦馬與伊黨會面，，
(吉隆坡ie日讯）公正 

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前政 
治秘书莫哈末依占爆料， 
该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 
兹敏阿里是让伊斯兰党领 
袖，与首相兼希望联盟主 
席敦马哈迪会面的中间 
人。

“自由今日大马”报 
导，莫哈末依占也声称， 
阿兹敏阿里也曾采取其他 
行动，阻止安华成为首 
相〇

^ “人们问我怎么会知 
道，今天我告诉你，是因 
为阿兹敏阿里告诉我，我 
才知情。事实上他告诉我 
的不止这些。”

报导说，莫哈末依占周 
六（15日）在一场政治论

坛中披露，公正党内一名 
领袖曾安排伊党领袖在英 
国伦敦与马哈迪会面，并 
声称去年举办的马来人尊 
严大会，是企图阻止安华 
任相。

阿茲里親□告知

“安华没有受邀出席 
(马来人尊严大会）。难 

道安华不是马来人吗？” 

他也说，安华没有因此 
受到动摇，也不会屈服于 
这种狭隘的种族政治。

除了马哈迪，伊党主席 
拿督斯里哈迪阿旺和巫统 

总秘书丹斯里安努亚慕沙 
也有出席该场备受争议的 
大会，安华则没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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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挠16日讯）士拉央市议会日前在 

万挠公主湖城美丹布特里附近展开突检 

行动，取缔非法小贩、按摩院和娱乐 

场，并充公违例业者的营业器具。
市议会公关组透过文告指出，遭取缔 

的非法小贩共被充公21件物品，包括摺 

叠桌子、椅子及摊位等，遭取缔的按摩 

院、娱乐场则被充公1张桌球台、1套桌 
球球亘等。

此灰领k的是市议会执法和保安组主 

任诺哈雅蒂，率领同组和执照组官员共 

70人进行取缔行动。

除此，遭取缔的其中一家按摩院被揭 
发无营业执照，官员援引1974年街道、 

沟渠及建筑物法令取缔非法小贩。

市议会强调，即使该区非法小贩遭取 

缔，惟市议会将持续监督，确保小贩营 

业的地方环境卫生，市议会也不会容忍 

无执照营业的娱乐场或按摩院。
■娱乐场所和按摩院也遭取缔。

I

市
议
会
官
员
将
非
法
小
贩
的
桌
椅
等
物
件
充
公
。

違
例
營

士
拉
央
市
會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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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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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近连续有两宗地方政府官员因要拖走违 
例泊车的车辆，而遭到车主袭击的事件 

发生，但两宗事件相似的开头，却是不同的收 

尾。
第一单发生在6日，一名马来妇女因汽车即 

将被拖走，而当场向莎阿南市政厅官员发飙怒 

吼，挥拳甚至抡起路旁的三角锥扔向后者，而 

全程相关官员则是一再退让，还放过了该妇女 
的汽车。

另一°单则是发生于13日梳邦再也USJ 9,涉 

事者则是一名华裔老翁，也是因拖车风波而与 

官员起争执，事发当时老翁一言不合，拿起 

手中的雨伞挥打官员的手臂，之后官员反击将之制服在 

地。

这两件相似的个案，却因官员处理手法不一样，而令 

网民有不同的评价，前一单虽因官员最终放过妇女的 

车，而令网民有所微言，不过其忍让的态度，还是赢得 

了大部分好评；

然而后者虽是受袭在先，但也因其“对手”是一名老 

翁，其还击的行为与对对方造成的伤寄，成了网民抨击 
白勺点。

i法组官员是地方政府中最直接面对公众怒火的职 

位，因为他们的工作，都会引起部分人不满，甚至可能 

遇到袭击，而是否还击，如何给予适当还击，都是在考 

验执法者的智慧。

考
驗
執
法
者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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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种益智华小庚子年拐生宴，左起罗耀明、吴永泰、陈疋孙，梁润林、黄思汉、 
林美英、何玉铭、李依镁、何碧云、朱贵财及赖国华。

(八打灵再 
也16日讯）蒲 
种益智华小家 
教协会虫席李 
依镁指出，今 

年是益智华小建校90周年，该校 

三大机构将举行连串庆祝活动， 
包括益智千人行、校友回校曰和 
90周年庆晚宴等，希望校友及热 

心华教人士鼎力支持。
李依镁也是该校庚子年捞生宴 

大会全席，她在会上致词时说， 
该校新春期间举办捞生宴，旨 
在让大家能够和同事友校朋友 
们，聚在一起欢庆佳节并享用佳 
肴，促进蒲种六华小的“亲密关 
系”，能时常聚在一起交流学习

及举办活动。
出席贵宾包括雪州行政议员黄 

思汉伉個、梳邦再也市议员叶国 
荣、雪州教育厅督学王忠伟、梁 
祯芫、王美焜、董事长梁润林伉 
俪、校长陈疋孙、前任校长王雪 
治、汉民华小、新明华小、竞智 
华小、沙登岭华小、益智华小三 
机构成员、蒲种工商俱乐部及中 
华商会理事等。

陈疋孙指出，益智华小九十年 
来，在大家支持下，茁壮成长， 
学校建设日趋完善。

他说，校庆系列节目从4月12曰 
的“Family Run”拉开头炮，目标 
为千人绕行益智华小，全程为17 
公里，接著是5月16日的校友回校

曰，与7月18日的校庆晚宴，希望 

各界报名。
预计6月出版的90周年校庆特 

刊，目前正著手收集资料与图 
片，校刊内容除了纳入学校历 
史、资讯、学生荣誉榜与作品， 
更会专访历届荣休的校长，畅谈 
掌校时的心路历程与小故事。

黄思汉指出，武汉肺炎（2019 

冠状病毒疾病）疫情扩散，加上 
谣言及假消息散播，造成人心惶 
惶，为了照顾雪州子女安全，雪 
州政府与中央政府、卫生部与交 
通部合作，做好防范措施，并鉴 
定一个地点，万一情况恶化，可 
以为确诊者进行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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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祥威冀社團號召加入

大學羅業生
(蒲种1 6曰 

訊）蒲种华团联 

合会会长高祥威 

博士指出，蒲种 

各社团必须从新 

出发，召集更多 

大学毕业生加 

入，让年轻人在社团此平台服务和 

发挥！

他指出，在一份东南亚社团报告中显 
示，在科技时代，每个人都在操控手机， 
年轻人在社会上交流、沟通和参与的机会 
逐渐减少，因此希望华团组织能积极号召 
刚毕业的大学生加入社团。

他强调，年轻人参与社团的活动也可培 
育成好的领导，毕竟社团的环境是学校学 
不到的经验。

他指出，华团并非只是筹办宴会，因此 
必须迈向更有价值的方向，纳入孝亲敬老 
和饮水思源的概念和思想，以提高社团的 
价值。

將頒社團領導楷模獎

“蒲种华团联合会的阵容，一直以来都 
在为蒲种社区扮演联系华团的角色，而蒲 
种各社团的新春大团拜每年都是由不同的 
组织承办。”

他昨晚出席第25届蒲种各社团的新春大 

团拜晚宴时，这么指出；出席者有雪州行

政议员兼斯里沙登区州议员西蒂玛丽亚、 
梳邦区国会议员黄基全、蒲种华团联合会 
顾问翁宝山、副会长林国强、秘书长曾祥 
辉、财政拿督沈水兴、第25届蒲种各社团 

新春大团拜大会主席蔡佳芳、梳邦再也市 
议员叶国荣、刘耀璇等。

高祥威也宣布，蒲种华团联合会从今年 
开始将颁发蒲种社团领导楷模奖，虽只有 
一条彩带和一座奖杯，可是也为过去在蒲 
种默默付出的领导一个赞扬，而今年获 
得领导揩模奖项的6人即是吴霖华、翁宝 
山、关志庭、覃耀宗、方亚菘和蔡佳芳。

高祥威也在台上带领众人向中国喊话鼓 
励，希望武汉肺炎（2019冠状病毒疾病 

)危机早曰解除，并高呼三声“武汉加 
油！ ”。

■蒲种华团联合会首度颁发蒲种社团领导楷模奖绐得奖者后合照；左起为叶国荣、西蒂玛丽亚、黄基全、沈水兴、林国 

强、陈维通、翁宝山、关志庭、覃耀宗、方亚菘、蔡佳芳、哥宾星、高祥威、曽祥辉和叶福进。

下
政
治
歧
見

g

S讯及多媒体部长哥宾星促请各方 
面，暂时放下政治歧见，齐心面对 

我国目前面对的问题，尤其是直接冲击 
我国经济的武汉肺炎（2019冠状病毒疾 

病）。
他指出，面对武汉肺炎扩散，中央政府 

也采取严厉的行动，并拥有完善的设施应 
对，而卫生部也会每天更新最新病例，以 
确保我国是随时做好准备去应对和处于安 
全的状态。

他指武汉肺炎在中国也带来甚大的 
冲击，也直接影响该国和许多国家的经 
济
V ° “在许多社交媒体网站的崛起中，的确 
可让我们共享更多新闻讯息，但是大家必 
须确保自己并非分享假新闻，因这些假消 
息和新闻会为我国带来负面的影响。” 

他也促请众人勿将未证实的新闻分享给 
他人。

多元種族文化 
團結最大力量

西
蒂
i鳥
利
亞

®蒂玛利亚指出， 
我国多元种族、 

文化和背景，也是促 
使我国更团结的最大 
力量，毕竟我国并非 
由单一种族所建造。

她也强调，一些在 
大选败选的人因不满 
而挑起种族课题，这 
是不应该发生的，并 
认为任何不满都应心 
平气和的坐下来讨 
论。

她也促请众人要做 
好防范措施来避免患 
上武汉肺炎（2〇19冠 
状病毒疾病），千 
万不要抱著掉以轻心 
的心态，并要勤于洗 
手，若身体不适或抵 
抗力较低的人可减少 
到人潮集中的地方。

黄基全强调，希盟 
政府目前尽全力做出 
最好的服务，也在不 
断改进中，因此希望

人民可继续支持政府，成 
为政府的后盾。

筹委会主席莫荣安指 
出，团结就是力量，因此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权利 
推动蒲种社区的发展，带 
动地区的经济发展。

大会也颁发教育基金给 
6间华小和1间国中，各校 
可分别获得1500令吉，受 

惠的学校就有蒲种新明华 
小、深静华小、竞智华 
小、沙登岭华小、汉民华 
小、益智华小和蒲种再也 
国中B校。

大会也主办“美酒献 
礼，热心教育”的活动， 
协助上述学校筹募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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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敏i振興經濟配套

加強未地投夤推動國内遨

■阿兹敏（次排中）移交房屋锁匙 

给垦殖民代表。次排左二起为刘启 
盛和阿米鲁丁。

(瓜雪16日讯）经济事务部长拿督 

斯里阿兹敏声称，政府在振兴经济配 

套中将会加强本地投资和推动国内旅 

游，以应对新冠肺炎所带来的经济冲 

击。

他今日出席绿盛世集团移交Eco 
Grandeur Laman Haris房屋钥匙给987 

名垦殖民仪式后，就有关振兴经济配 

套的提问如是回应。

他表示，引进外国投资对国家的经 

济固然重要，并为国家制造就业机 

会，但也不能太依赖外资，政府还是 
需加强本地的投资，以提高生产力。

他不讳言，新冠肺炎爆发后，旅游 

业便首当其冲，旅客出入境、酒店客 

房预订都被取消、论坛及活动等也都

减少，许多领域 

都受到影响。

阿兹敏举例，

建筑业在去年最 
后一季的经济成 

长贡献良多，但 

基于建筑材料都 
是从国外进□尤 

其是中国，因 

此，建筑领域也 

会受新冠肺炎冲 

击。
出席活动者尚包括联邦直辖区部长 

卡立沙末、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 

丁、绿盛世集团主席丹斯里刘启盛、 

雪州行政议员甘纳巴迪劳、公积金局

主席丹斯里三苏丁奥斯曼、瓜雪县土 

地局县长菲查、瓜雪酋长拿督莫哈末 

耶谷、瓜雪县议会主席拉希拉及梳邦 

再也市议会主席诺莱妮等。（T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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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男

阿里菲证实警方逮 

捕2名涉嫌恐吓及阻 

差办公的印裔男 

子。

(吉隆坡16曰讯）

大宝森节庆典活动 

中，涉嫌恐吓及阻差 
办公，警方逮捕2名 

印裔男子以协助调 
查。

雪州鹅唛警区主 
任阿里菲助理总监指 

出，警方是于周六一 

连接获3宗投报后，

包括移民局官员及1 
名来自黑风洞斯里苏 

荅拉马尼亚兴都庙内 

的小贩的报案后，即 

采取逮捕行动。

他说，2名落网嫌犯的年龄，分别是47岁及 

56岁的印裔男子，嫌犯将被延扣3天助查。

较早前，网络流传一段视频，移民局官员 
于上周五（14日）在荅都喼黑风洞，进行取缔行 

动时，遭遇当地某非政府组织成员的辱骂及驱 

赶，不过，阿里菲当时基于警方没有接获投报，

因而否认该项传言，并表示警方将会进行调 

查，若证实有黑帮成员涉及，警方会毫不犹豫 

展开“雷霆扫黑”的严厉行动。

根据警方估计，今年的大宝森节庆典中，黑风洞斯里苏苔拉马 

尼亚兴都庙迎来18◦万名兴都教信徒与游客，为了确保庆典的顺利 

进行，除了警方派员维持秩序，士拉央市议会、消防及拯救局、卫生 

局、红新月会、圣约翰救伤队与大马电动火车站公司也派员协助。

警方在这期间共逮捕76名涉嫌暴力、刑事恐吓、非法泊车费与 

其他罪行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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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良业（前排左七）指出，中总将提呈《中总经济大蓝图》予政府。前排左起为张国林、许圣杰、刘瑞裕、方炎华、张昌国及林宽城；前排右起为谢松坤、卢成全、宋德祥、陈成龙及陈镇明。

中总问卷调查疫情冲击

82 %认为■體减
(吉隆坡16日讯）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指 

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大马工商界受到冲 

击，根据该会发动的问卷调查，82.1%的回复者认为 

首季度的销售减少。

在这当中，42.4%预期销售额将下滑超过20%。

游相关服务行业受 
/11X到的冲击最大，超 

过一半（55.2%)以上的业者 

预期销售额将下跌超过20%， 

更有22.4%认为生意会下滑超 

过30%，主要原因为旅行I才丨及 

酒店预订取消。

“20.7%回复者则预期销售 

额将下滑11至20%。”

为了汇整新冠肺炎疫情对 

工商界造成的影响，中总在今 

年2月12至14 R发起一项快 

速调查问卷，截至2月14 

日，总共回收331份问卷。

中总在文告中说，回复者 

来自各领域的业者，其中 

53.5%为旅游相关行业、20.6% 

为制造业、25.8%为主要产业 

及其他服务产业，包括建筑 

业。

贸易服务业负面溢出

文告说，中国是全球第二 

大经济体，其贸易、投资流 

量，以及作为全球供应链及生 

产枢纽牵动全球经济脉动，因 

此，新冠肺炎疫情也预期对全 

球及中国的经济造成一定的冲 

击，特別是2020年上半年。

文告说，中国是马来西亚 

重要的经贸及投资伙伴，我国 

经济也势必会受到新冠肺炎疫 

情造成的暂时冲击，尤其在

2020年的首季，贸易及服务业 

会产生负面溢出效应

中总于上周A (15日）召 

开第73届第3次中央理事 

会，由总会K:丹斯里戴良业主 

持，决定向政府提出振兴经济 

建议。

出席会议者包括数字经济 

组主任张国林、中央理事拿督 

刘瑞裕、许圣杰、副总会长拿 

督斯里方炎华、执行顾问丹斯 

里张昌国、署理总会长丹斯里 

林宽城、总财政谢松坤博十、 

执行顾问拿督卢成全、副总会 

长宋德祥、副总会K：丹斯里陈 

成龙以，以及总秘书拿督陈镇 

明。

呈振兴经济建议书

戴良业指出，中总因应国 

内经济最新态势，以及新冠肺 

炎疫情发展及其影响，已向政 

府提呈短期内对抗新冠疫情的 

振兴经济配套建议书。

他说，针对我国中、长期 

经济发展以及为振兴我国经 

济，中总于周一（17日）将提 

呈一份振兴经济计划报告 

书——《中总经济大蓝图》予 

首相敦马哈迪医生、财政部长 

林冠英、经济事务部K：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及国际贸易及工 

业部长拿督达勒雷京。

若疫情持续半年

中总向政府提5大建议t节心

1.加强健康安全措施并确保医疗用品的充足供应

(a) 确保有足够的防护医疗设备库存，例如□罩和医用手套以及医疗 

产品0

(b) 加强执法措施，确保没有商家恶意囤积食物，或趁机哄抬价格。

.提供援助及救济措施予旅游相关行业

(a) 设立旅游业救济基金，协助受新冠肺炎影响的旅游业者。

(b) 为酒店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包括旅行社，提供税收减免和津 

贴°

(c) 设立业务中断救济基金，以协助受影响的中小型企业，以优惠利 

率获得融资。

(d) 银行提供6个月的暂停偿还贷款选择权，包括重新安排和重组贷 

款的举措。

(e) 豁免旅游税，住宿费和离境税，为其一年。

(f) 免收旅游巴士、德士和电子召车司机路税。

(g) 国际贸工部和有关机构密切关注对外贸易产业，并协助公司，特 

别是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在面临供应链中断的问题。

(h) 考虑降低中小型企业的外劳人头税。

(1)通过在此关键的六个月期间内对租金支出进行特别的双重减免， 

以给予企业支持。

(j) CP204自动估税表。通过提供为其6个月的延迟每月分期付款来 

缓解企业的现金流量，即从2020年3月/ 2020年到2020年8 

月/2020年9月停止付款，然后在2020年9月/10月恢复每月 

税收。

(k) 内政部和有关机构必须提供聘请外劳手续上的便利，以便公司满 

足生产□罩等医疗防护产品的需求。

.鼓励境内旅游

(a) 为推广国内旅游"Cuti-cuti Malaysia” ，州政府和主题公园 

业者、景点、酒店及大众运输应在节日庆典、公共假期及学校假 

期期间提供价格优惠折扣给本地居民。

(b) 旅游部及州政府旅游局与商场及旅游业者合作鼓励境内旅游，全 

家出游及周末和公共假期购物。

.加强消费

(a) 为电子钱包增值以鼓励人们走向无现金社会，同时也刺激市场消 

费。

(b) 自愿性减低2%的雇员公积金缴纳率。

(c) 协助受影响企业留住员工和预防裁员，提供雇员薪金开支可享有 

双重折扣以协助企业度过难关。

(d) 加速执行"Malaysians@Wo「k”倡议，通过提供雇员工资奖掖和 

提供雇主聘雇奖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振兴房地产业

集结工商界建议

《大蓝图》助振兴经济
中总将把集结工商界建议 

的《中总经济大蓝图》呈交给 

首相、财政部长、经济事务部 

长、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以 

期为制定振兴我国经济计划， 

贡献工商界之建议…

呈首相及3部门

中总在文告中说，为了确 

保一个更永续和具有活力的增 

长前景，我国必须有效地管理 

资源、善用我们在资源型行业 

中的竞争优势，以及无惧地去 

克服我们的弱点。

“鉴于不平衡的增长动 

力，大马需要通过扩大市场准 

人和开发新产品、加强生产力 

及提供更好的贸易便利化支 

援，以便继续扩大贸易和高附 

加价值以及以科技为主的出 

口，重新平衡和减少过度依赖 

内需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文告指出，技能发展是能 

力建设的重要一部分，也是竞 

争力的关键因素。发展技能并 

不仅能增强国内经济的吸收能 

力，同时也协助本地公司，尤 

其是深化中小型企业在全球价

值链的参与以及加速行业和经 

济升级。

“出口是大马的重要经济 

增长和投资引擎，而大马要迈 

向一个持续且全面的高收人 

国，是需要进一步加强贸易与 

出口的竞争力。特別是在面临 

小型的国内市场，贸易扩展将 

为经济增长和投资作出贡献。

提高出口领域竞争力

“我们需要更专注和集中 

的努力来提高大马出口领域的 

竞争力，并将重点着重于利基 

产品和具有竞争力的领域。我 

们需要新的方案和政策来加强 

贸易和出口竞争力”

文告指出，大马需要提高 

产品以及服务的出口量，同时 

也要通过生产过程中采用更多 

知识密集型的活动，整合木地 

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深入 

全球价值链和拓展服务贸易， 

以开拓服务出口。

文告说，中总对于政府应 

对疫情的能力深具信心，并将 

以各种形式坚持不懈的给予支 

持，来w对暂时的经济中断。

《中总经济大蓝图》振兴计划摘要

旨在鉴定出口的动因和商机、国际贸易的挑战和障碍，以及提供 

政策建议和策略，以恢复大马的出口活力和增加出口在整体经济增长 

上的贡献。

具体关注的领域涵盖：

(1) 电子和电器（E&E)产品，作为制造业的支柱

(2) 选定资源型领域（木制产品、家具和橡胶手套）一借助我们的天 

赋资源和相对优势，以提升价值链和生产更多下游产品

(3 )以农业和食品为基础的加工业——鼓励投资出□市场的食物，并 

针对中国、印度和东盟国家消费者日趋上升的消费能力

(4) 清真产业——大马以具高度国际认可的凭证引领

(5) 旅游业---出□服务拥有巨大潜力，可赚取大量外汇收入

(1) 制度能力

(2) 产业政策和激励措施

(3) 贸易便利化

(4) 中小型企业的发展能力

(5) 人力资本和技能

(6) 可持续性产品

(7) 聚焦特定行业

(a) 考虑调整产业盈利税，将大马公民、永久居民和外籍人士在超过 

5年后脱售产业的产业盈利税率从5%和10%恢复到0%。

旅游业是最大输家
中总提醒，根据向工商界 

取得的问卷所得，假如新冠肺 

炎疫情持续至6个月，84.5% 

回复者认为这将对销售带来重 

挫，旅游业将是最大输家。

制造业或供应链中断

在这同时，制造业将面对 

供应链中断危境…

中总是对照2003年爆发的 

非典疫情持续9个月的情况作 

出比对。

中总在文告中说，整体来 

看，36.4%回复者预期销售下 

跌30%，25.2%预期销售下跌 

11 至 30%。

“旅游相关服务行业则面 

临急剧下滑，其中47.7%回复 

者预期销售下跌超过30%， 

16.7%预期下跌21至30%，而 

15.5%预期销售下跌11至 

20% ° ”

这项调查明显指出， 

46.3%的业者及制造业者预期 

会面临重大的供应链中断，而 

37.3%则认为暂时还没有影 

响。其余16.4%表示已经开始 

着手从其他地区寻求供应。

另一方面，中总的智库单 

位，社会经济研究中心目前也 

在进行2019年下半年和2020 

年上半年“中总马来西亚商业

5年后脱售产业的产业盈利税率从5%和10%恢复到0%。

(b) 产业盈利税应仅是适用于第三间或以上的产业，因大部分屋主拥 

有2间产业，一是自住和长期投资。换言之，购买首两间产业的 

马来西亚购屋者将不会被征收产业盈利税。

(c) 在房地产投机行为缺乏的情况下，为了协助解决滞销问题，外国 

人面对的永久性10%产业盈利税应废除，以鼓励外国人购买。 

政府支持的2019年拥屋计划（HOC 2019)成功刺激消费及提供 

奖掖，因此建议这项计划展延一年到2020年12月31日，以进 

一步提高房屋拥有率。

政府稳定洋灰和其他建筑材料的价格，以减轻建筑成本。

使用工业建筑系统（IBS)技术不仅将有助于实现政府建造可负 

担公共宅的目标，还将减少对外劳的依赖。

中央政府已经宣布在城市地区下调外国人购屋门槛至60万令 

吉，各州州政府也受促跟进响应这项政策，解决房产过剩问题。 

检讨现有的土著单位制度，制定更有效的释放机制，以解决房屋 

滞销问题。

(d)

(e)

(f)

(9)

(h)

及经济状况调查” (M- 

BECS)，这项调查于2月14

日截止，报告结果将于2020 

年3月份公布。

应对疫情负面效应

商界家庭须做好准备
随着新冠肺炎带来的负面效应，中 

总向大马工商界和家庭必须保持警惕， 

并做好应对准备。

建议国行及时评估

中总也建议国行继续作出适当和必 

要的及时评估，以提供额外的货币刺激 

措施。

在这同时，政府必须有能力和政策 

空间来保护大马的经济免受暂时破坏， 

同时继续增强和重新启动我国在全球市 

场上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

中总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带来 

的负面效应，正考验我国经济的承受 

力0

“面对经济及商业面临中断而R益 

加深的焦虑及担忧，也将影响投资者信 

心和消费者情绪。”

不过，中总相信，我国的经济和金 

融基础，具有抵御外部冲击的弹性，与 

2003年的非典相比，政府具备更充分的 

准备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中总提呈了一项全面性的经济和金 

融措施及计划，作为对抗新冠肺炎疫情 

的振兴经济配套。其中包括健康预防措 

施、财务援助、企业援助以及稳定消费 

者fg心等措施。

中总说，国行去年5月和今年1月 

将利率降低了 50个基点，至2.75%， 

这将为保护国内经济增长提供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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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配套即将公布
开垦户短期内勿卖房

振兴膽制造投髓筑
阿兹敏呼吁垦户别在短期 

内，变卖他们免费获得的房 

屋，因为其策略位置及设施 

等，预计房价将持续上涨。

出席活动的还有联邦直辖 

区部氏长立沙末、乡区发展部 

副部长西华拉沙、雪州大臣拿 

督斯里阿米鲁丁、绿盛世集团 

主席丹斯里刘启盛，以及总裁
----------- —

绿色改革计划移交钥匙

(莎阿南16日讯）即将由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公布的 

经济振兴配套，振兴项目将专注在旅游业、制造业 

以及国内投资与建筑业。

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说，该振兴经济 

配套将会加强本地旅游业、提升全国旅游产品与景 

点，以及如何加强本地投资。

阿
兹敏今日出席移交房 

屋钥匙给987名第二 

及第三阶段绿色改革计划开垦 

户后，对媒体发表上述谈话。

他说，虽然外来直接投资 

对国家有种种好处，也为人民

提供工作机会，然而，我国也 

不应太依赖外来直接投资。

他说，大马应把焦点放在 

制造业及本地投资，以便能把 

原料加工后，内供外输。.

建筑原料来自疫情国
在这波新冠肺炎疫情中， 

阿兹敏说，建筑业是受到关注 

的项目，因为建筑领域的原料 

不少都来自受疫情影响的国

家。

他说，政府须为建筑业提 

供协助，因为这个领域是经济 

贡献来源之一。

阿兹敏（次排右四）与一些领取房屋钥匙的第二及第三阶段绿色改革计划开垦户合影。左起为西 

华拉沙、刘启盛及阿米鲁丁。

兼总执行tC：拿督曾建华等人。

等待了 20多年，这987名 

第二及第二阶段绿色改革计划 

开垦户今日终于领取他们家园 

的钥匙。

超过1500人出席这项盛 

事，当中包括第二及第3阶段 

绿色改革计划开垦户以及他们 

的家庭成员。

上述房屋钥匙移交仪式是 

在 Eco Grandeur 白勺 Laman Haris 

花园举办。

刘启盛助开垦户 
20年后拥屋
刘启盛在致辞时说：“我 

们非常高兴能够协助开垦户在 

等待了 20年后，实现他们拥 

有自己家园的梦想，扮演一部 

分的角色。”

他说，若没有前雪州大臣 

阿兹敏所给予的坚定不移的支 

持，后者要求在不影响开垦者 

权利的情况下，落实该项0， 

所有的这一切都无法实现。

刘启盛也感谢找寻最佳解 

决方案，实现Laman Haris双 

层排屋的其他部长及副部长&

根据计划，每名开垦户获 

得20x70双层排屋，建筑面积 

达1750平方尺；每个单位有3 

间卧室、3间浴室与一个杂物 

间，市价预计超过45万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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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钦也拜访了 Kineslral 

公司和美国巴基斯坦裔商会 

(美巴商会）会面交流。

“在与Kinestral公司的会 

面中，我们介绍了雪州的各个 

工业区的投资与发展潜能，希 

望通过1州投资促进fej提供的 

咨询服务，有更多外国企业可 

以人驻马来西亚。”

邓章钦表示，雪州拥有多 

个规划完善的工业区，而这些 

工业区发展商都与雪州投资促 

进局密切合作我们希望通过 

1州投资促进局提供的咨询和 

协调服务，可以让对方更快地 

在雪州注人投资生产。

“生产智能调光玻璃的 

Kineslral公司计戈ll人驻大马扩 

展业务，以供应欧洲和亚洲的 

需求。第一阶段的设厂将可提 

供250个就业机会，其中五分

之一是工程师的职位。”

推广雪国际商务峰会

他说，在与美巴商会的交 

流会上，我们也探讨了该商 

会，或可成为2020年雪兰莪 

国际商务峰会合作伙伴的可 

能，以为商展会的海内外买 

家、卖家和投资者增加更多国 

家和区域的投资选择，建立更 

大更广的合作平台，以满足市 

场的需求

邓章钦表示，在推广雪兰 

莪国际商务峰会的同时，我们 

也积极为2021年雪州旅游年 

做好宣传的准备。我们希望， 

外参加者通过出席3兰莪东盟 

商务大会，可以更了解东盟的 

发展趋向和投资机会，宣传雪 

州作为“东盟之门”的优势， 

并为雪州带来更多游客。

邓章钦率商企赴美 
推广5大核心领域

(美国矽谷16日讯）雪州工商

常务委员会主席兼行政议员拿 

督邓章钦日前率领1州商务代 

表I才丨与企业咨询公司、商会和 

食品企业等代表见面，以推广 

雪州关注的5大核心领域，并 

推介即将于10月14至17 

R，在吉隆坡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的2020年第四届雪兰莪国 

际商业峰会（S1BS)。

邓章钦说，雪州拥有地理 

位置的优势与完善的交通和基 

本设施，也是马来两亚重要的 

工业州属，在2018年对马来 

两亚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 

23.7% v

“过去4年，我们成功打 

造‘雪兰莪国际商业峰会’的 

平台，并以雪州成为‘东盟之 

门’的目标方向积极展开招商 

引资的丁作，开拓雪州和其他 

国家的国际合作空间”

此外，雪州政府在圈定5 

大核心领域，即电子业、交通 

零件配备、生命科学、饮食制 

造业及机械工业配备之后，也 

拟定了 3大行动计划，即航天 

航空、生物科技和清真.a

市场研究与分析顾问公司 

Frost & Sullivan全球总裁兼执 

行合伙人阿鲁朱斯在交流分享 

中表示，拥有良好的教育制度

和环境条件，加上对外来人才 

的开放政策，是矽谷成功的最 

主要原闪。

积极推动知识经济

“马来西亚和雪州或可仿 

效矽谷，积极推动知识经济发 

展，留住人才并让更多人才回 

流马来西亚《 ”

马来两亚对外贸易发展 

局、马来西亚驻洛杉矶领事馆 

商务处领事沙达也在交流会上 

推介即将在4月1日在马来西 

亚国际贸易展览中心举行的马 

来西亚清真食品展 

(MI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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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长拿督哈山和精明雪州传递 

单位董事经理法米。与会者包 

括大马投资发展局（MIDA) 

美国圣何塞办事处负责人骆俊 

宏。_

严 1

邓章钦（右二）赠送纪念品予Kinestral公司首席财务官安娜布妮（左二）。右为雪州投资促进局总执行 

长拿督哈山。

拜访Kinestra丨与美巴商会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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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20年终有家瓜雪987户垦殖民拿锁匙
巴生16日讯|瓜雪依约987 

户垦殖民苦等20年终于有一个 

家，今在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和雪州大臣拿督斯里 

阿米鲁丁的见证下，从发展商绿 

盛世手中接获新居锁匙。

阿兹敏阿里披露，有关地区 

的土地征用发生于前朝州政府时 

期，在承诺房屋赔偿后，所遴选 

的发展商却无法兑现承诺，直至 

他担任雪州大臣时，才将此事列 

为必须完成的主要议程之一。

「当时，渴望有个新家的垦 

殖民区村民，就委托当时的瓜

雪国会议员拿督斯里祖基菲里、 

莎阿南国会议员卡立沙末和梳 

邦国会议员西华拉沙寻求我的协 

助0 J
他指出，州政府后来决定给 

被征地的987户垦殖民，获得一间 

成本25万令吉的新房子，这还不 

包括土地赔偿金。

阿兹敏阿里于今早出席绿盛 

世集团移交Eco Grandeur Laman 

Haris房屋钥匙，给987户垦殖民

后，在记者会上如是表示。阿兹 

敏阿里也感慨表示，虽然今天已 

兑现承诺，可惜有300人已离开人 

间，当中有部分则于今日坐轮椅 

出席。

其他出席者包括联邦直辖区 

部长卡立沙末、雪州州务大臣拿 

督斯里阿米鲁丁、雪州行政议员 

甘纳巴迪劳、公积金局主席丹斯 

里三苏丁、瓜雪县土地局代表菲 

扎、瓜雪酋长拿督莫哈默耶谷、

瓜雪县议会主席拉茜拉，以及梳 

邦再也市议会主席诺莱妮等。

靠近高速公路

另一方面，阿米鲁丁指出， 

垦殖民入住的社区，处于在瓜雪 

和中路交界处，加上靠近高速公 

路，因此缩短了瓜雪与吉隆坡的 

距离。

此外，绿盛世集团主席丹斯

里刘启盛指出，分配给垦殖民的 

房屋是属于双层排屋，每间占地 

1750平方尺（20x70尺），包含3 

间房间、3间厕所及1间储藏室， 

目前市值约50万令吉。

他透露，该集团在发展此房 

屋计划的过程中，面对许多严峻 

的挑战'所幸所有的问题都能够

被克服'垦殖民的求屋心愿 

最终达成。

他表示，Eco Grandeur；^_ 

块占地1400英亩的综合城镇发展 

计划，而上述987间双层排屋只是 

占据当中的80英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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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雪16日讯|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披露，为减低新冠肺炎对国 

内经济造成的影响，我国应加强本地投资 

(DDI )，包括加强国内旅游和制造业发 

展，以强化本地制造业，增加生产力。

他指出，引进外国直接投资（FDI )对 

国家经济发展固然是好，可为国家创造无 

数良好的就业机会；但若国家发展过度依 

赖外资，在一些疫情爆发例如新冠肺炎的 

冲击下，难免会影响到国内的经济发展。

「新冠肺炎给我国带来的冲击，尤

加强本地投资
以旅游业受创最大，从旅客记录、酒店取 

消、论坛与活动的减少，就能得知。就算 

是其他领域’其实多少也受到影响。」

下周公布振兴配套

「例如国内建筑业，在去年最后一季 

的经济成长贡献良多，从原本的负成长成

减轻疫情影响
为主要的贡献行业。然而，鉴于有很多建 

筑材料来自中国，为此，建筑领域也难免 

会受到新冠肺炎的影响。」

针对政府对新冠肺炎有何应对措施 

时，他表示，财政部与经济事务部于曰 

前，已跟多个相关部门召开联合会议；良 

好的经济振兴配套经已出炉，预料首相敦 

马哈迪将于下周，为各界宣布好消息。

阿兹敏阿里于今早莅临瓜雪依约，见 

证绿盛世发展商移交新居锁匙予垦殖民的 

仪式后，在记者会上作出上述宣布。有关 

仪式活动属于雪州政府绿色革新土地规划 

计划的一部分。陪同出席者还包括雪州大 

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以及绿盛世集团主 

席丹斯里刘启盛。

另一方面，针对记者追问是否会出席 

下周所召开的希盟主席理事会，阿兹敏阿 

里现场不予回答，最后仅以一句「一切尊 

遭上苍的意愿」，来回应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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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建议酒店业者调降住宿费
吉隆坡16日讯| 2020年本 

是大马旅游年和马中旅游文化 

年，带来绝佳旅游业蓬勃发展 

「一炮双响」好势头的年份，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却让事态每 

况愈下，雪州行政议员促请酒 

店业者调整住宿费，以吸引更 

多游客。

掌管文化与旅游、马来 

习俗与遗产事务的行政议员拿 

督阿都拉昔阿沙里早前表示， 

以上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时 

期，相关业者得以求存的解决 

方案之一。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迅 

速扩散，令许多酒店预订被取

卩> 民宿办促销 

攻本地旅游团

消，基于这点，我们建议酒店 

业者们，或许可以考虑，调降 

住宿费，以作为应对。」

阿都拉昔阿沙里是接受 

《当今雪州》采访时，如是表

7]\ 0
他也透露，雪州政府已经 

开始著手筹备，冀望来临的3 

月，可以与雪州一带的酒店业 

者公会召开会议，进行商讨。

Page 1 of 1

17 Feb 2020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85,616 • Page: A31
Printed Size: 148.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1,730.00 • Item ID: MY0038748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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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丁才荣（后排中）率领嘉宾巡视赛场。后排左起为王少珍、 
郑淑娟及邢福集，右起为陈富萚、黄瑞庆及陈金泉。

j•参赛者在赛场内专心书写，他们对书法的热情并没有因新冠 
肺炎疫情而却步。

'獨

黄瑞庆(左九)为庚子2020年第;U届全国挥春赛主持开笔仪式及现场挥毫后，与嘉宾合照左一起为彭志光、 

郭明丰、庄喜隆、符永道、王少珍、廖錦荣、陈富萚及郑淑娟；前排右起为陈国希、符诗秋、骆荣芳、林明珠、 

李晓韵、邢福集、谭力升、陈炎、陈金泉及丁才荣。

(吉隆坡16日讯）由雪隆海南会馆、星洲日报 

及马来西亚书艺协会联办的庚子2020年第34届全国 

挥春赛，今午在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圆满落幕。

本届挥春比赛共设5个组别，分别是小学初小组、小学 

高小组、屮学组、青年组以及公开组，共140个奖项。

小学初小组-等奖得主是萧伟涛、小学高小组一等奖 

得主是周汶希、中学组一等奖得主是汤紫琳、青年组一等 

奖得主是许晋铭、公开组一等奖得主则是陈凯斌。

本届挥春比赛今早9时在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礼堂举 

行，由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会长黄瑞庆主持开笔仪式_

雪隆海南会馆会长丁小荣致词时说，在天后宫举行的 

挥春比赛每年都受到高度关注，本届挥春比赛报名人数约 

600人，证明民众酷爱中华民族文化的热心并没有因为新冠 

肺炎的威胁而却步。

他说，该会做了充足的防范工作，除了免费派发口 

罩，也呼吁出席者使用该会特别提供的消毒洗手液，爱护 

自己和身边每一个人。

庚子2020年I
7 34届全国挥春

完成的作品，与 

嘉宾合影。

雪隆海南會館做足防疫

600人天后宮揮春

媽祖誕及系列活動押後 庚子2020年第34屆全國揮春賽得獎名單

一 I荣说，在新冠肺炎的阴影下，雪隆海南会馆决 
」定押后往年在农历厂w廿三n大事庆祝的妈祖千 

秋宝诞及系列的大型活动，直至妈祖羽化升天，即今年10 

月杪。“江大家静候佳音之际，太后宫的灯笼将会从红转 

黄，以一个个黄灯笼迎接妈祖千秋屯诞，故届时亦是大家 

来天后宫赏夜景的好时机。”

他说，目前天后宫的近一万1、红灯笼将会悬挂至农历 
二月初…，即阳历2月23日，民众尚有一个星期的时问来 

天后宫看灯笼、赏夜景。

陈金泉赞卫部妥善控制疫情

星洲日报企业公关及业务促进总经理陈金泉致开幕词 

时说，大马的新冠肺炎疫情情况不比某些国家严重，赞扬 

执法单位如卫生部妥善控制疫情，并对参赛者人踊跃参与 

及支持挥春比赛感到庆幸。

他感谢联办单位雪隆海南会馆和马来西亚书艺协会， 

为弘扬中华文化及中文教育一同努力^

他说，除了挥春比赛，《星洲日报》也联办许多活动 

如双亲节、冬至及松鹤之夜等，希望让大马华裔记得中华 

传统精神，传承文化、价值及意义。“有意义的传统，我 

们必须继续传承，还要将其发扬光大，如书法及武术。” 

出席者包括马来西亚书艺协会评审主任黄幼鲸、雪隆 

海南会馆青年团团长兼工委会主席邢福集、青年团副团长 

兼工委会副主席张其杰、雪隆海南会馆副会长王少珍、财 

政陈富释、教育组主任郑淑娟、教育组副主任符永道、妇 

女团副团长李晓韵、团委胳荣芳、综合管理体系副主任彭 

志光、理事符诗秋及林明珠。

评审包括陈国希、郭明丰、黄瑞庆、庄喜隆、谭力 

小学初小组 1 小学高小组 中学组 ■ 1 青年组 公开组

奖项I得奖者 学校 奖项1得奖者1 学校 奖项1得奖者 学校 奖项 得奖者 学校 得奖者 学校

一等奖萧伟涛树人华小 一等奖周泣希吉隆坡增江南区华小 一等奖汤紫琳马六甲培风中学 —等奖 许晋铭 — 陈凯斌 -
二等奖李汉宇 树人华小 二等奖甄礼轩马六甲晋巷华小 二等奖陈铭筠坤成中学

一笔收 欧俊贤 坤成中学 姚楚馨 -

三等奖尹凯扬 培才二校 三等奖朱雯歆马六甲育民小学 三等奖许文馨加影育华中学 一守穴 张佩铃 厦门大学 黄德隆 -
优秀奖马楚儿 太平保阁亚三 优秀奖萧谦谦巴生培英华小 优秀奖池富煜芙蓉振华中学 叶骏鹏 INTEC College 董涵吉 -

黄靖焕加影育华小学 罗萣泓坤成一校 陈业迅双溪龙新镇国中 陆慧欣 ZJU 林名茵 -
吴淑承 SJK(C)Subang 黄靖柔加影育华小学 叶洪彬 吉隆坡中华独中 优秀奖 张佩珊 新纪元大学 叶玉佩 -
郑亦绚 民义华小 陈瑜恩沙登二校 李恩希马六甲华文中学 刘宇轩 - 林源俊 -

洪嘉楷万津中华学校 林浩森武吉波浪华小 郑敬仁 巴生兴华中学 黄諌冰 - 魏仕宽 -

入选奖陈沁琳吉隆坡州立华小 入选奖张乐佺巴生滨华二校 入选奖林家修 马六甲育民中学 马涵或 坤成中学 锺政邦 拉曼大学

何嘉慧 太平华联二校 叶俊哲万津中华小学 廖浩汶 巴生兴华中学 吴俊仪 - 余爱华 -

连宥汕 SJK(C)Simpang Moris 胡奕洳培才二校 黄咏怡芙蓉中华中学 邹津辉 雪兰莪大学预科班 洪爱芳 -
陈恩洁 巴生滨华一校 陈佩雯加影育华小学 徐照涵 Aspiration Inlernaiional Secondary School 许学灏 - 施昱腾 -

李艺柔 树人华小 韩佩淇太平保阁亚三华小 唐孝杰芙蓉中华中学 曾盈欣 INTI国际大学 汤友志 -

王瑜宣保阁亚三华小 郑智学仁嘉隆华小 黄净洁 SMK Taman Sri Muda 蔡庆豪 吉隆坡国文师范学院 彭素仪 -

刘凯彬 培二小学 梁乐沂新明华小 郑靖霖 巴生兴华中学 黄巧琚 怡保师范学院 陈舒涵 -

洪嘉恩万津中华学校 林芷柔宋华小学 谢文慧吉隆坡中华独中 赖丽敏 怡保师范学院 廖庭仪 博特拉大学

侯静越 太平保阁亚三华小 洪宇恩芦骨中华小学 胡奕慧 SMK Bandar UtamaDamansara 3 陈凯欣 怡保师范学院 朱维礼 -

萧豊怡 巴生培英华小 李名希育南华小 郑语学万津美以美国中 林星豪 Methodist College Kuala Lumpur 叶宝雁 -

洪宇勤 芦骨中华小学 曾禹恩加影育华 刘凯雯 育民中学 锺诗恩 马来亚大学 叶镇瑜 -
叶星语增江南区华小 区子芊芦骨中华小学 叶城璋吉隆坡中华独中 陈业宁 Brickfields Asia College 庄明松 -

符净慈 培风二小 李沛恬蒲种新明华小 叶洁琦万津美以美国中 黄婧敏 - 陈文萍 -

叶文萱坤成二校 关钰柔培才华小 刘佑信 SMK Seri Bintang Selatan 冯荐尧 UCSI 汤耀坤 -
郑凯文 敦陈修信华小 曾语婧加影育华小学 林欣柔 双威学院 黄双 - 黄弦 -

叶怡廷 育华华小 邹芷鑒万津中华小学 邹佳辉 巴生滨华中学 陈芊漶 - 廖珮琦 -

陈子晴树人华小 戴佳汗蒲种新明华小 谢汶壕霹雳怡保育才华中 刘文轩 - 黄世豪 -

李纬棠滨华一校 刘芮妤波德申中华小学 王禹恒SMK Jugra 郑佳眉 - 甄振球 -
刘颖琪坤成二校 吕艾容沙登二校 唐孝霖芙蓉中华中学 吕芷萱 - 张得升 -

张佳瑜滨华二校 区子莹芦骨中华小学 许文瑜加影育华中学 曹俞琪 坤成中学 李德华 -

升、黄桥H、李乾耀、陈炎、翁晓菁，余斯福、刘顺发及 

廖锦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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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敏：應對新冠肺炎衝擊

振興配套加強本地投資
^

III Pcnr-rxl'i 
:„*Ui

(瓜雪16日讯）经济亨务部 

长拿督斯里阿兹敏指出，政府在 

振兴经济配套中将加强本地投资 

和推动国内旅游，以应对新冠肺 

炎所带来的经济冲击。

他说，引进外国投资对国 

家的经济固然重要，并为国家制 

造就业机会，不过也不能太过依 

赖外资，政府还是需加强本地投 

资，以提局生产力。

阿兹敏（次排中）移交房屋锁匙给垦殖民代表，次排左二起为刘启盛 

和阿米鲁丁。

各领域也面对疫情冲击

“新型冠状肺炎爆发后， 

旅游业首当其冲，旅客出人境、 

酒店客房预订被取消、论坛及活 

动等都减少，其他领域也受到影 

响。”

>阿兹敏今日出席绿盛阯集@1 
移父Eco Grandeur Laman Haris房屋 

钥匙给987名垦殖民仪式后，回答 

记者有关振兴经济配套的提问。

他举例，建筑业在去年最后 

-季的经济成长贡献良多，不过 

基于建筑材料都是从国外进口尤 

其是中国，因此建筑领域也会受 

到新冠肺炎的冲击，其它领域也 

是面对同样的问题。

他说，针对新冠肺炎的应对 

措施，财政部与经济部日前和多 

个相关部门召开联合会议，以制 

定振兴经济配套，并计划下周由 

首相敦马哈迪为各界宣布配套的 

内容。

出席者包括联邦直辖区部 

长卡立沙末t，雪州大臣拿督斯里 

阿米鲁丁、绿盛世集团主席丹斯 

里刘启盛、雪州行政议员甘纳巴 

迪劳、公积金局主席丹斯屯三苏 

丁奥斯曼、瓜雪县土地局县长菲 

查、瓜雪酋长拿督莫哈末耶谷及 

瓜雪县议会主席拉希拉及梳邦再 

也市议会主席诺莱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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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洞逸福園

市议会出动i 〇名执法人员前往甲洞逸福园取缔霸占停车位和非法营业的路边摊。

市會拉大隊執法

取締霸佔車位8非法攤 公,

执法人员将其中一个可移动的摊位充 

并以市议会的罗里载走。

(吉隆坡16日讯）士拉央市议会日 

前出动来自甲洞分区的10名执法人员到甲 

洞逸福园展开取缔行动，短短两小时内取 
缔及充公霸占公共停车位的8个非法路边 

摊。

据了解，市议会是于上周二（11 
日）早上10时，抜引小贩条例（umlang- 

unrlang kecil penjaja )第三条文及 19"74年 

道路、沟渠及建筑物法令第46 ( 1 ) d条文 

采取行动；帝沙1/5路的非法摊位均被对

付3

在这次的行动中，被取缔的小贩除了 

触犯在不被允许的地方无牌摆摊之外，部 

分小贩也被发现自行搭建永久性的摊位。

市议会提醒公众，任何在不被允许 

的地段，尤其是公共地方摆摊做生意的小 

贩，都可能受到当局采取严厉的行动对 

付，因此吁请所有小贩必须遵守市议会所 

定的条规，包括申请合法的营业执照。

_^規劃社區整齊市容

市

厂

黄伟强呼 

吁商贩配合市议 

会糾正所有违例 

事项，让该区能 

在短时间内完成 

社区整合激活计 

划。

-议会早前曾配合在 

当地所进行的社区 

整合激活计划，建议将在大路 

旁的摊位移到毗邻的帝沙2公 

寓前安顿，惟当时遭到当地居 

民的反对。

领养该区的士拉央市议员 

黄伟强表示，随着社区现代化 

的演变，很多大规模发展计划 

可清晰区分出功能性，不过往 

往因为地方政府的宽容及散漫 

的执法模式，导致社区的功能 

性面对障碍，包括规划完善的 

商业区衍生出畸形市容。

“在店铺前方预留的缓冲 

地带摆满摊位，导致商店出现 

无人问津的情况，这对商店、Ik 

者是不公平的t所以我希望以

甲洞逸福园为出发，要求市议 

会往良好市政管理前进，以期 

能和毗邻的吉隆坡市政局及八 

打灵再也市政厅看齐。最低程 

度在规划社区能够达致干净、 

卫生及整齐的市容。.”

他透露，他发现市议会 

通过脸书发布上述的取缔行动 

后，在短短数天内即引起两面 

的讨论，有者认可执法行动， 

以及请求市议会也前往他们的 

社区展开行动，但也有者同情 

小贩0

以正确管道与市会沟通

黄伟强说，市议会会秉持 

公开及透明化地展开每一项执 

法行动，如果民众质疑或不满

执法人员拆除小贩自行搭建的摊位。

执法行动，务必通过正确管道与市议会沟通，不要因情绪 

失控而演变成引起轩然大波的事件。

另-方面，黄伟强也说，市议会是继上个月举办的汇 

报会后进行后续行动，务求可以在最短期内完成在该区进 

行的社区整合激活计划。

他希望所有商家，尤其是有出席汇报会的商家能加快 

脚步，配合市议会的管制，尽早纠正违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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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苗級名僅60人參襲
(八打灵再也16日讯）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今早举行，迈 

入第14年的灵市SS2区新年标志性 

活动“美门街头挥春比赛2020” 

参赛人数只占报名人数一半！

“美门街头挥春比赛2020”今早 

8时于八打灵再也SS2/61路的篮球场举 

行，白沙罗区国会议员潘俭伟及甘榜 

东姑区州议员林怡威为开幕嘉宾；比 

赛开放报名后，在截止日期前就已达 
到117人报名，然而，今日只有60人出 

席参加比赛。

上述活动由美门残障关怀基金会 

主办，联办单位为八打灵再也市议员 

卫绥生、兰亭书艺坊、大马针灸骨伤 

中医学院、SS2B睦邻中心、SS2南区 

居民协会及雪州八打灵再也夜市小贩 

公会。林怡威也拨出2000令吉拨款， 

作为活动基金。

出席者包括筹委会主席王志富、 

美门残障关怀基金会顾问黄位周、代 

总干事潘银珠、八打灵再也市议员助 

理陈建发、医总总会长兼大马针灸骨 

伤中医学院董事经理黄保国、院长黄 

保民、生命的礼物协会主席陈艳珍、 
赞助商Clara International创办人拿汀 

徐高雅、SS2B睦邻计划主席爱德华、 

SS2南区居民协会主席李运权、兰亭书 

艺坊吴宝光、评审卢鸿兴、黄紫云及 

郑文正等。

王志富：比赛呈标志性活动

王志富表示，该会每年都趁农历新年时 

在灵市SS2区挥毫泼墨，有关比赛已经成为 

该区的新年标志性活动:

他说，中华书法是个修心养性的活动， 

无论男女老少都可参与，他们也希望透过该 

活动，提高残障人±对社会活动的参与度， 

促进障友与他人之间的共融。

在众人陪同下，林怡威（站者左六起）与潘俭伟接过财神爷的采青。站者左一 

起为徐高雅、黄保国、黄保民、黄位周及陈艳珍；站者右一起为陈建发；轮椅者左 
为潘银珠及王志富（右）。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只有60名参赛者出席“美门街头 

挥春比赛2020”，占报名人数的一半a

潘銀珠：讓障友平等融入社會

■银珠表示，上述活动是该会的核心活动之，自开 
放报名申请后，不到一个星期就有逾百位民众报 

名，反应十分热烈〇

她说，该活动今年首次与大马针灸骨伤中医学院合作， 

有40名中医师在现场提供免费义诊与推拿，阵容庞大。

她表示，该会…直致力服务残障人士，包括福利关怀、 

就业指导安排、醒觉活动、无障碍交通及各种培训服务等， 

他们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平等的融人社会，获得所有人的尊 

重与包容。

“我们把这种价值观融人活动，因此挥春比赛也特设残 

障人士组别， 希望他们能与他人一样，公平的参与比

费。

潘俭伟：新冠肺炎影响经济

潘俭伟指出，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影响，2019年全球经济 

表现低迷，包括我国也一样，好不容易度过有点难度的经济 

状况，又面临新冠肺炎的危机。

他说，新冠肺炎的疫情也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尤其是 

旅游业，因此财政部正准备紧急的对策，帮助减轻商家的负 

担，也希望可刺激到我国下半年的经济并恢复增长率，详情 

将由部长在本月27日公布。

此外，他也表示，免费的国家健康保险计划UySalam) 

H今年起范围再扩大，非生活援助金受惠者的M40群体，只 

要符合18至65岁、年收人少于10万令吉的条件，都有资格申 

请该计划a

“-旦申请者被诊断患上计划中所涵盖的45种严重疾 

病，可获得一次性4000令吉的重病津贴；而且可享有每天50 

令吉的人院补贴，最多14天。”

他说，至于生活援助金受惠者（B40)，政府也提高符 

合资格的年龄，即从原本的18至55岁，提高至18至65岁；当 

被诊断患上有关严重疾病时，可获得一次性8000令吉重病津 

贴，以及每天50令吉的住院补贴，最多14天。

林怡威：SS2/62路提升暂缓

林怡威透露，灵市SS2/62路早市巴刹的分阶段增设有盖 

走廊及美化丁程全面竣工后，该区的提升计划暂告•段落； 

他们曾有重整与提升SS2为食街的想法，惟一切都只是初步的 

想法阶段。

她说，若真要执行为食街的重整与提升计划，首个问题 

就是要如何安排好所有小贩的去处。

她表示，其服务中心将与扶轮社合作，于本月22日早上 

卯寸至中午12时，在SS2/61路篮球场举办免费健康检查，希望 

大家将有关消息转告家人与朋友，-起带着大马卡去登记检 

查。

卢鸿兴（站者左起）、黄紫云、黄保民、黄保国、 

吴宝光、潘俭伟、林怡威、陈艳珍、爱德华、黄位周及 

李运权等人一起在大幅挥春前合照。左起轮椅者为潘银 
珠及王志冨。

林怡威（拿毛笔者左起）与潘俭伟一起为吴宝光（右二） 
的挥春添上最后一笔，为“美门街头挥春比赛2020”进行开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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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嘉宾在东圣殿庆三喜晚宴上举杯欢庆。左起为郑炽骅、黄亚祥、黄 
传成、戴伟强、黄德和、胡朝栋、李文彬、邱订春、颜维才、邱订善、许 

木兴、黄宝福及邱鼎财。

巴生綠林鎮東聖殿

三喜晚宴擴大施贈
(巴生16日讯）巴生绿林镇东圣 

殿日前举行庆三喜晚宴，主席李文彬 

和副主席邱订春感激各界善信大力支 

持，使得今年新春施赠活动规模越做 

越大，受惠慈善团体与弱势群体人数 
进一步增加。

李文彬指出，该殿除了配合农历 
新年举行岁末敬老施赠米粮活动，到 

殿的获施赠者有千余人外，也择R南 

下北上到各地派发米粮。

“这些地方包括双溪毛糯、吉隆 

坡、八打灵再也、彭亨直凉、关丹、 

柔佛古来沙令、新山、霹雳仕林河、 

怡保、江沙、太平，以及到泰国合艾

观音古庙和关帝庙施赠，把爱传播至 

更远的地方。”
邱订春则说，3喜宴会有3大目 

的，即庆祝农历新年、去年五…劳动 

节成功迁庙及欢庆平安宴成功举行， 

感谢大会邀请的创庙人及顾问等近乎 
全部出席，给理事团队很大鼓舞。

出席者尚有东圣殿风水顾问郑 

炽骅、总书记黄亚祥、永久总务拿督 

黄传成、顾问拿督戴伟强、拿督黄德 

和、巴生市议员颜维才、拿督邱订 

善、外交胡朝栋、顾问代表许木兴、 

殿主黄宝福及理事邱鼎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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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

(瓜雪16 R讯）

经过20年的折腾，在 

依约土地案中受影响 
的987户垦殖民终于圆 

梦，正式拿到新屋钥 

匙〇
这987户垦殖民今 

日在经济事务部长拿 

督斯里阿兹敏和雪州 
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 

丁的见证下，从发展 

商绿盛世集团接过Eco 

Grandeur Laman Haris 

房屋锁匙。

阿兹敏：

希盟助垦殖民圆梦

阿兹敏在致词 

时指出，前朝政府 

将发展计划批准给发 

展商，答应重新安置 

及赔偿受影响的垦殖 

民，结果都无法兑现 

承诺，最终沦为搁置 

计划，让垦殖民的求 

屋心愿落空。
他说，他于2014年9月上任雪州 

大臣•职后，立刻将此事列为“非完 

成不可”主要议程之一

“当时，垦殖民区的村民委托瓜 

雪国会议员拿督斯里祖基菲里、沙亚 

南国会议员卡立沙末及梳邦国会议员 
西华拉沙寻求我的协助。”

他指出，如今垦殖民可获得成 
本25万令吉的新屋子（市值50万令 

吉），这不包括土地赔偿金，且地方 

发展规划涵盖兴建学校和宗教场所。

当中逾300人已离世

他表示，希盟政府成功协助垦

£987
聖戶

地墾

案確
折晋
騰民

獲
ir
屋 
鑰 
匙

阿兹敏（前右五起）移交模拟钥匙给垦殖民代表奧玛，左七起为刘启盛及阿 

米鲁丁。

殖民圆梦，惟可惜当中的逾300人已离 

世，部分更已年迈，今日需坐轮椅前 

来领取新居钥匙。

“此房屋属于99年地契，根据合 

约，村民可转卖予第三者。不过，政 

府希望垦殖民不要随便转卖，因市场 

上再也无法找到同样价格和质量的房 

M- ’’

出席者包括联邦直辖区部长卡 
立沙末、雪州行政议员甘纳巴迪劳、 

公积金局主席丹斯里三苏丁奥曼、瓜 

雪县长菲查、瓜雪酋长拿督莫哈末耶 

谷、瓜雪县议会主席拉希拉及梳邦再 

也市议会主席诺莱妮等：

刘启盛：分配双层排屋市值50万

绿盛世集团主席丹斯里刘启盛指 

出，分配给垦殖民的房屋属于双层排 
屋，每间占地1750平方尺（20呎x70 

呎），有3间房间、3间厕所及1间储藏 

室，目前市值达50万令吉。

他说，集团在发展此房屋计划的 

过程中面对许多挑战，所幸所有问题 

都能迎刃而解，让垦殖民的求屋心愿 

圆满达成。
“Eco Grandeur是个占地1400英亩 

的综合城镇发展计划，上述987间双层 

排屋，占了其中的80英亩范围。”

垦殖民获得分配的房屋是双层排 
屋，目前市值已达50万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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