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lang: Kerja perobohan kan-
dang ternakan lembu dan kam-
bing serta binaan kuil di Jalan
Rembia 2, BandarBotanic di sini,
perlu dilakukan ekoran pemilik-
nya didapati menceroboh tanah
dikategorikan sebagai tanah ri-
zab masjid dan sungai.
Ketua Penolong Pegawai Dae-

rahKlang,MohdShahrizalMohd
Salleh, menjelaskan tindakan itu
diambil selepas tiga notis pen-
cerobohan dikeluarkan sebelum
ini mengikut Seksyen 425 dan
426A (1)(c) Kanun Tanah Negara
1965 langsung tidak diendahkan
pemilik struktur binaan berke-
naan.
“Tanah seluas satu ekar ini

diceroboh untuk dibina kandang
lembu dan kambing, kabin sim-
panan barang serta kuil.
Notis pencerobohan juga di-

hantar kepada pemilik struktur
pada 13November 2006, 7Oktober
2017 dan 9 Januari lalu supaya
merekamengosongkan tapak itu,
namun tidak diendahkan.
“Aktiviti pencerobohan lot ta-

nah di Jalan Rembia 2 ini di-
dapati menghalang kelancaran
pembinaan projek tebatan banjir
di Sungai Aur Fasa 5 oleh Ja-
batan Pengairan dan Saliran
(JPS) serta Masjid Jamek Cina
Muslim oleh Jabatan Agama Is-
lam Selangor,” katanya kepada
media di sini, semalam.

Tambahnya, pencerobohan
danpendudukantidaksahdiatas
tanah kerajaan adalah kesalahan
mengikut Seksyen 425 KanunTa-
nah Negara 1965 dan jika sabit
kesalahan, pelaku boleh didenda
tidak melebihi RM500,000 atau
penjara sehingga lima tahun
atau kedua-duanya sekali.
Bagaimanapun, Mohd Shahri-

zal berkata, pemilik binaan kuil
itu diberi tempoh penangguhan
selama seminggu bermula hari
ini (semalam) untuk memindah-
kan sendiri struktur berkenaan
sebelum dirobohkan agensi pe-
nguatkuasaan terbabit jika ma-
sih gagal mengambil sebarang
tindakan.

Jentera berat merobohkan kandang haram di tanah rizab masjid dan sungai di Bandar Botanik, Klang,
semalam. (Foto BERNAMA)

Kandang haram atas tanah
rizab masjid, sungai dirob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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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ang: Kerja merobohkan
kandang lembu dan kam-
bing serta binaan kuil di
Jalan Rembia 2, Bandar
Botanic di sini, dilakukan
berikutan pemiliknya di-
dapati menceroboh tanah
yangdikategori rizabmas-
jid dan rizab sungai.
Ketua Penolong Pega-

wai Daerah Klang, Mohd
Shahrizal Mohd Salleh
menjelaskan, tindakan itu
diambil selepas tiga notis
pencerobohan dikeluar-
kan sebelum ini mengikut
Seksyen 425 dan 426A
(1)(c)Kanun Tanah Negara

1965 tidak diendahkan pe-
milik struktur binaan ber-
kenaan.
“Tanah seluas satu ekar

(0.4 hektar) ini diceroboh
untuk dibina kandang
lembudankambing, kabin
simpanan barang serta
kuil.
“Notis pencerobohan

dihantar kepada pemilik
struktur pada 13 Novem-
ber 2006, 7 Oktober 2017
dan 9 Januari lalu supaya
mereka mengosongkan
tapak berkenaan, namun
tidak diendahkan,” kata-
nya. - Bernama

Roboh kandang
ceroboh rizab

JENTERA digunakan bagi merobohkan kandang lembu
dan kambing yang dibina di tanah yang dikategori rizab
masjid dan rizab sungai di Bandar Botanik, Klang.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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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ISE KEPT AND 
DREAM FULFILLED 
More than 980 
settlers get keys 
to new home in 
Kuala Selangor 
>4 LAMAN 

M)US riNKHAHUI BJNC1 tUM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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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ream of 987 settlers to own a home 
in Kuala Selangor has been realised after a 
long wait of over two decades. 

Eco World Development Group Bhd 
delivered what was promised to the settlers 
of the Green Revolution Plan, Stages II and 
III, after two others had failed. 

Alam Mutiara Abandoned Project Action 
Committee chairman Umar Ah Bashah said 
it was a momentous day for the settlers. 

"All of us are happy that the dream of 
owning a new house has materialised. 

"The settlers have always fought for our 
rights and never given up. 

"But sadly, five have passed away and 
could not see the completion of their 
homes," he said. 

The settlers received the keys to their 
new homes from Economic Affairs Ministe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during the 

Promised homes delivered 
Kuala Selangor settlers receive keys to new double-storey houses 

By JAROD LIM 
jarodlim@thestar.com.my 

launch and handover ceremony of Laman 
Haris @ Eco Grandeur, Bandar Puncak 
Alam, Kuala Selangor. 

Also present were Federal Territories 
Minister Khalid Abdul Samad and Selangor 
Mentri Besa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Siew Chap Sing, 73, said he was happy 
and relieved to get the house. 

"I am satisfied with the unit. My daughter 
will be staying here while I will continue to 
live in my old house nearby," he said. 

Each settler is entitled to a double-storey 
terrace house with three bedrooms and 
bathrooms and one utility room. It is 

estimated to be worth RM500,000. 
The settlers also received RM44mil cash 

in addition to the homes. 
Soon, the residents at Laman Haris will 

also be able to enjoy a lake park, children's 
playground as well as facilities such as 
surau and multipurpose hall. 

"We are delighted to help the settlers 
realise their dream but this was not an easy 
journey. 

"I am grateful for the cooperation from 
all parties, including the state authorities, 

settlers, landowners as well as the unwa-
vering support of Azmin Ah, the former MB 
who enabled the project to be realised with-
out compromising settlers' rights," said 
EcoWorld chairman Tan Sri Liew Kee Sin. 

Azmin said the state government had 
worked tirelessly on the project. 

"When I was the MB for Selangor, the 
project had already been abandoned and 
the settlers were neglected. 

"Now, they can finally enjoy comfortable 
homes,"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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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than 1,500 attended the launch and key handover ceremony at Laman Haris. 

A total of 987 settlers received their keys to Laman Haris in Bandar Puncak Alam which was 
developed by Eco World Development Group B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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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min (front row, f i f th from right), Amirudin (seventh from right) and Liew (at Amirudin's right) with some of the settlers posing with mock keys to their homes in Laman Haris 
- Photos: AZMAN GHANI/The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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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ming risk: 
The Temuan 
community in 
Kampung Orang 
Asli Busut Baru, 
rely on the Kuala 
Langat North 
Forest Reserve 
in Kuala Langat 
and are fearful 
that any 
development at 
the forest will 
jeopardise their 
livelihood. 
— Photo by 
FAIHAN 
GHANI/The Star 

Fight for forest 
Environmentalists and the Orang Asli community are shocked by 
a proposal to degazette almost 97% of Kuala Langat North 
Forest Reserve in Selangor for a development project They say if 
the plan proceeds, it will destroy biodiversity that includes 
endangered flora and fauna.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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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lue-tailed Bee-eater 
can be found in Kuala Langat 
North Forest Reserve. 
- ZAHARIL DZULKA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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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lition rises to preserve Kuala Langat North Forest 
Reserve and ward off degazettement plan catastrophe 

Leela: The new degazettement 
proposal goes against the Selangor 
Structure Plan 2035 to maintain 
32% of areas as forest reserves. 

government is holding a public 
hearing prior to the degazette-
ment of forest reserve since the 
Public Inquiry (Selangor) Rules 
2014 was put in place. 

In 2018, they proposed to dega-
zette a 28.3ha land within the 
Bukit Lagong Forest Reserve in 
Gombak for a housing project. 

While a public hearing with 
stakeholders following the objec-
tion period was called, there has 
not been any feedback since and it 
is unknown if the degazettement 
will go through. 

In 2014, a hearing was held on 
the degazettement of 106.65ha of 
the Ampang Forest Reserv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ast Klang Valley 
Expressway (EKVE). 

In 2016, two hearings were held 
for the proposals to degazette 
30ha of Sungai Puteh North and 
South Forest Reserves for the 
Sungai Besi-Ulu Klang Highway 
(SUKE) project, as well as 3.4ha of 
the Bukit Cherakah Forest Reserve 
for the Damansara-Shah Alam 
Elevated Expressway (DASH) pro-
ject. 

All three highways are now in 

Green lung under threat 

Balu: There is nowhere else in 
Selangor with peat syvamps like the • 
one at Kuala Langat North. 

different stages of completion. 
Malaysian Nature Society (MNS) 

conservation head Balu Perumal 
said these past incidents showed 
that Selangor Government was not 
interested in preserving the natu-
ral environment. 

"What is their (the state authori-
ties) motive in approving such a 
development at the expense of our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state government is fully 
aware that it cannot degazette a 
forest reserve even if it feels It is 
critical to do so, without first hav-
ing identified a replacement green 
area of similar size and type in 
accordance with national policies 
for the degazettement of green 
areas. 

"There is nowhere else in 
Selangor with peat swamps like 
the one at Kuala Langat North. 

"Worse still, it is strange that a 
state government that claims to be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is allow-
ing this,"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replacement of permanent forest 
reserves was specified in the 
National Land Code. 

Treat Every Environment 

By SHALINI RAVINDRAN and 
EDWARD RAJENDRA 
metro@thestar.com.my 

ANOTHER forest reserve in 
Selangor is under threat of 
degazettement, which will cut 
down the presently protected 
958ha to a mere 28ha. 

If the state government proceeds 
with its proposal to degazette some 
97% of the Kuala LangatrNorth 
Forest Reserve (KLNFR), it could 
mean total destruction of the forest 
and its biodiversity, which would 
adversely impact the indigenous 
people who rely on the forest. 

Selangor Forestry Department 
placed a notice in a major daily on 
Feb 5 inviting stakeholders in the 
Kuala Langat district to voice then-
objections to the proposal within 
30 days. 

The public hearing is in accord-
ance with the Public Inquiry 
(Selangor) Rules 2014 and the 
National Forestry Act (Adoption) 
Enactment 1985, which makes the 
exercise (placement of notice) com-
pulsory before a forest reserve can 
be degazetted. 

The notice that the forest could 
be degazetted for a mixed develop-
ment project had 
caused shock 
waves among 
environmental-
ists as well as 
to the 2,000 
Temuan 
Orang Ash 
community' 

Faizal: If the development of 
KLNFR went ahead, it could 
release 5.5 million tonnes of 
carbon dioxide. 

who live off the forest. 
Environmentalists cautioned 

that KLNFR, as a type of peat 
swamp forest, was an area of 
importance for biodiversity conser-
vation for critically endangered 
flora and fauna such as Meranti 
Bakau, Malayan Sun Bear, 
Selangor Pygmy Flying Squirrel 
and the rare Langat Red Fighting 
Fish. 

When contacted, Water, Land 
' and Natural Resources 

Minister Dr Xavier Jaya-
kumar, who is also Kuala 

Langat MP, said he would be meet-
ing with the Orang Asli community 
to gather feedback before bringing 
the matter up with Selangor 
Mentri Besa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as it was a state matter. 

Becoming a pattern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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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Kuala Langat 
Forest Reserve 

BANDAR 
SAUJANA PUTRA 

Kg Orang asli 
Busut Baru 

Balairaya 
Kg Bukit Cheeding 

O Kuala Langat North 
Forest Reserve 

Proposed 
degazettement site 

Proposed degazettement of Kuala Langat North Forest Reserve 

Special (TrEES) director Leela 
Panikkar questioned the state's 
rationale of allowing such a pro-
posal to go through when it clearly 
contravened its own planning doc-
uments. 

"If this goes ahead, it will go 
against the Selangor Structure 
Plan 2035 to maintain 32% of 
areas as forest reserves. 

"Even in the Kuala Langat Local 
Plan 2030, which was only gazet-
ted last year, maintains the KLNFR 
as a forest reserve. So why is there 
a sudden need to change this?" 
she questioned. 

Far-reaching impact 
According to experts, the KLNFR 
comprising peatland and low 
land forest is estimated to be 
around 8,000 years old based on 
the depth and formation of the 
peat layers. 

Global Environment Centre 
(GEC) director Faizal Parish said 
that what remained of the forest 
now was only a fraction of the 
originally gazetted forest reserve. 

"KLNFR was gazetted in 1927 
and it was about 8,000ha. 

"Since then, about 90% of this 
has already been taken away for 
development and now the state 
government is planning to destroy 
what is left," he said. 

Besides the expansive range of 
flora and fauna, he said the forest 
was an important ecosystem for 
climate control. 

"Peatland is a type of land that 
stores 10 times more carbon per 
hectare sequestration compared 
with other tropical forest types. 

"It functions as a natural terres-
trial carbon store. 

"So if the development of 
KLNFR went ahead, it could 
release 5.5 million tonnes of car-
bon dioxide, contributing to local 
as well as global warming and cli-
mate change problems," Faizal 
pointed out. 

At the social level, he explained 
that degazetting the forest would 
undo all the work by the commu-
nity and instil distrust towards the 
government. 

"Many of the Temuan Orang 
Ash community had already been 
forced to relocate from the pres-
ent KLIA site. 

"After rebuilding their lives, 
now there is a threat that can take 

- Photos: AZLINA ABDULLAH/ 
The Star. Additional photos by 
ZAHAR AZ, Z AH ARIL 
DZULKAFLY and ROSLI OMAR 

Some 2,000 Temuan Orang Asli rely on the Kuala Langat North Forest 
Reserve for their livelihood. — Photo courtesy of GEC 2020 

away their livelihoods once 
again," he noted. 

"In 2014, based on the state's 
direction, we helped to set up the 
Sahabat Hutan Gambut Kuala 
Langat Utara (SHGKLU) with the 
Orang Asli community to rehabili-
tate the forest and reduce risks of 
forest fire." 

Faizal said that at the time, 
many blamed the Orang Asli for 
starting the fires as a means to 
clear the land. He stressed that the 
allegations were wrong and the 
Orang Ash were not responsible 
for starting the fire. 

On the contrary, action by the 
Orang Ash community has signifi-
cantly reduced the fires that have 
burnt a large area of the forest 
since 2012, and it led to forest 
recovery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An indigenous community nurs-
ery has also produced about 9,000 
saplings for tree-planting activities 
in KLNFR to support the regenera-
tion of the forest following the 
fires. 

He said the Orang Ash commu-
nity had so far rehabilitated 13ha 
of the degraded area by planting 
trees and more than 50ha of natu-
ral regeneration through water 
management and fire prevention. 

Social activist Abdul Razak 
Ismail said deforestation of KLNFR 
would result in the Temuan peo-
ple losing access to the forest to 
forage for food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s besides erasing their 

The Kuala Langat North Forest Reserve is estimated to be about 8,000 
years old. — Photo courtesy of GEC 2020 

core identity and rituals carried 
out for generations. 

"Selangor Government must 
understand that the Temuan use 
the forest reserve in a sustainable 
manner to hunt and forage for 
food. 

"There are at least nine Temuan 
villages bordering the forest. 

"The area being pushed for 
degazettement is roughly the size 
of 2,290 football fields," he said, 
revealing that information he 
obtained indicated that the 
degazettement purpose was for a 
mixed high-end development and 
sand excavation to support other 
developments. 

He added that illegal sand min-
ing had been ongoing based on 
complaints from the.Temuan com-
munity but now the proposal to 
degazette the forest would be seen 
as approving that illegal act. 

According to a senior officer at 
the Forest Research Institute of 
Malaysia, high-resolution satellite 
images showed that forest areas in 
Selangor have declined due to 
conversion to other land uses. 

"Selangor Forestry Department's 
role in this matter is highly ques-
tionable. 

"For the people, the department 
is seen as a protector of the forest 
but now it acts as a businessman 
who allows the forest to be dega-
zetted with the aim of developing 
it and having a major sand mining 
pit," he said. 

Lack of transparency 
To make their voices heard, MNS, 
GEC and TrEES have formed the 
Coali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Selangor's Forests. 

Joining them in the coalition are 
Sahabat Alam Malaysia (SAM), 
Centre for Orang Ash Concerns 
(COAC) and Persatuan Aktivis 
Sahabat Alam (Kuasa). 

The coalitionhas voiced dissat-
isfaction over the objection notice 
which stated that only stakehold-
ers living in the Kuala Langat dis-
trict can submit a formal objec-
tion. 

"When the notice was placed, 
there was no other information 
made available, such as who were 
the developers behind the project 
and what was the justification for 
the project in the first place. 

"Any proposal that 
calls for the 
destruction of a 
forest reserve 
not only affects 

Kuala Langat North 
Forest Reserve is home 
to diverse flora 
and fauna, 
including the 
Brown Marsh 
Frog. 
- ZAHARIL 
DZULKAFLY 

the surrounding stakeholders, but 
the entire state," Leela empha-
sised. 

She said many people might 
have missed the notice that was 
advertised in the classified pages. 

She also expressed concerned 
about whether there was enough 
time as the public had to visit one 
of the two offices to view the map 
that was not published in the 
newspapers or posted on the 
Internet. 

The public are also required to 
send their objections by tradition-
al post as no email address was 
given. 

The notice states that concerned 
parties can write to the Director, 
Selangor Forestry Department, 
Tingkat 3, Bangunan Sultan 
Salahuddin Abdul Aziz Shah, 
40660 Shah Alam, Selangor to 
have their say on the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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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魔”橫行綠林鎭戲碼落幕

R音丁宜飼驀場
(巴生I7日訊）巴生县土地局今 

日联诀各造约240人，拆除位于武吉 

丁宜飼养场，“牛魔”横行绿林镇 

与武吉丁宜闹市的戏码终落幕！

有关 
畜牧业

者在勒米亚2路（Jalan Rem_ia 

2)政府保留地设饲养场近数 
十年，更无视附近地区发展局 
势，仍让所饲养的牛、羊到处 
走，对当地居民和商店业者造 
成种种安全和卫生问题的困 
扰。

印度廟部分建築也拆

尽管雪州政府于2018年，指 

示拆除饲养场，惟畜牧业者 
上诉求情，使拆除工作无法进 
行，双造重返谈判桌，经过两

年协商，业者始终拒绝搬迁 
至瓜拉冷岳乌拉冷必（Olak 

Lempit)饲养场。

巴生县土地局如今不再退 
让，今天获各造协助，从上午 
8时开始就部署拆除饲养场工 
作，提供支援的单位包括警 
方、巴生市议会、巴生水利灌 
溉局、巴生县兽医局、国家能 
源公司及及雪州水供管理机构 
(Air Selangor)等，大约240

人，前往拆除该饲养场。
除了拆除饲养场，当局也将 

拆除设立在内的一家印度庙宇 
部分建筑。

■牛羊騒動險阻拆除■在牛羊群离开 

后，执法人员以神 

手展开拆除工作。
14局鉴于清空地段警告信已 

发出多时，但畜牧业者仍
采取“拖”字诀方式敷衍，不 
再手下留下，不过拆除工作进 
行前，因牛和羊群起骚动，畜 
牧业者也上前阻止，使拆除工 
作一度陷入紧张。

不过，最后执法单位妥协让

畜牧业者先放生牛羊，清空牛 
棚和羊棚后才拆除。

据了解，该饲养场占据的地 
段目前正进行扩宽河流计划， 
以挖深和开拓双溪奥河支流， 
解决圣淘沙水患问题；除此， 
州政府也将于今年拨款，推展 
兴建华人清真寺工程。

■当局拆除饲养场之前，业者曽拉横幅表达不满，反指答 

应的饲养场尚未建设好。

7天期限讓印度廟清空

巴
生县土地局助理局 

1长莫哈末沙里查 
向媒体说，拆除工作是 
为了扩宽河流计划，及 
兴建华人清真寺工程铺 
路，当局也给予业者7 

天期限，以拆迁设在饲 
养场内的印度庙宇主要 
建筑结构。

他说，有关河流是圣 
淘沙排水要道，多年来 
一直导致该区面对水患 
问题，因此展开扩宽河流计划 
乃势在必行，而州政府将于今 
年拨款展开兴建计划。

他也说，之前为期两年的谈 
判期限内，州政府献议业得搬 
迁到瓜拉冷岳乌拉冷必的饲养 
场，并提议设在同区的印度庙 
宇搬迁至瓜拉冷岳县丹绒12 

区，惟两造始终拒绝有关献 
议，谈判陷入僵局。

“为此，我们在援引1965年

■巴生县土地 

局助理局长莫 
哈末沙里查

国家土地法典第425条 
文和426A (1)条文， 
于2006年11月13曰、 
201T年10月T日及2020 
年1月9日发出3次清空 

地段警告信后，鉴于已 
给予两造充分时间自行 
清空地段，因此随著宽 
限期结束，巴生县土 
地局今日展开清空工 
作。”
k也说，随著印度庙 

方求情，该局将再宽限t天，以 

让对方自行清空和拆除其中一 
个主要神庙结构。根据条例， 
凡无法履行1965年国家土地法 
典第425条文，罪成可面对罚款 
最咼50万令吉或监禁最尚5年， 

或两者兼施。
他说，至于畜牧业，当局并 

没有协助迁移牛只和羊只，而 
是让业者自行设法处理。

■誓方亡正災辞r:
派足警员防范3避 

•免发生荏何了中突~

業者以各種理由拒搬遷
y淘沙州议员古纳拉嘉说，土地局去
主.年12月已完成移交位于瓜拉冷岳的 

饲养场地段，惟畜牧业者却得寸进尺， 
不断要求更多，包括土地地契、土地面 
积扩大等。

“地段清空势在必行，以便进行其他 
发展计划，当州政府去年12月已准备好 

搬迁地段，业者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拒绝 
搬迁，包括要求给予地契，白纸黑字合

约及扩大5英亩地段至10英亩等不合理要 

求，最终招来今天的局面。”
无论如何，他表示鉴于土地局没有正 

式发出信函通知印度庙宇搬迁，因此他 
要求雪州大臣务必通融7天清空期限，明 

天也会和土地局官员商讨拨地安置该庙 
宇的事项。

’’据悉，业者最终决定接受州政府给 
予的搬迁协议，以便搬迁到乌拉冷必。’’

牛羊群商業區遊蕩數十年
^人牛处” 

问题^困扰 
绿林镇和武吉丁宜 
阅阅业区居民和阅 
家数十年之久。 
牛、羊群不分昼夜 

在商业区游荡，尤其经常在大道“橫行 
霸道”，形成当地另类“交通灯”，让 
驾驶人士头头痛不已。

除了霸占道路，引发交通阻塞及威胁

公路使用者安全，牛群引发的民生还问 
题包括随地排泄，造成臭气熏天、踩烂 
居民农作物和盆栽、闯入商业区影响经 
商活动等，对商民作息造成严重的影 
响。

巴生市议会过去多次接获居民投诉， 
惟早前国、州由不同政府执政，地方政 
府一 1：不获其他单位援助，面对上述问 
题也束手无策。

ii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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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双（左3起）与蔡淑宁推介马来西亚精神健康研究报告。 

(图取自《星报》）

精神健康問題困擾員工

2_經濟損失M4億

(吉隆坡17曰讯） 
根据RELATE有关马来 

西亚精神健康的研究 
显示，困扰员工的精 
神健康问题导致2018 
年经济损失高达144 
亿6000万令吉，或占 
大马2018年国内生产 
总值（GDP)的1%以 

上。
研究显示，会影响 

生产力和商业成本的 
员工精神健康问题 
有3种，包括员工流 
动、缺勤和工作时身 
体不适。

根据估计，员工在 
身体不适时工作损失 
了98亿4000万令吉 

(68%)，缺勤损失 
了32亿8000万令吉 
(237。），另一个员 

工流动损失13亿4000 
万令吉（9%)。

RELATE创办人蔡淑 
宁（译音）今日出席

精神健康商业成本论 
坛时指出，这是一个 
非常保守的估计，相 
信实质数据比估计数 
额高得多。

这项活动由妇女、 
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 
部长杨巧双主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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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計算發展項目

人□普查將展開
(吉隆坡I7日讯）2〇2〇年人 

口普查，将会包括计算涉及每 
个马来西亚公民的高影响力大 
型发展项目。

经济事务部发表文告指出， 
这个题为“你的数据是我们的 
未来”的人口普查预料将覆盖 
900万户家庭，共计3380万人。

文告也提到，国家元首苏丹 
阿都拉陛下，已经御准国家统 
计局总监拿督斯里莫哈末乌兹 
尔马希丁，担任第6次人口普查 

专员。

文告指出，经济事务部长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已经在本月 
12曰，颁发有关任委任状，届 
时莫哈末乌兹将负责监管人口 

普查的工作，确保所有事务顺 
利的进行。

这是我国第6次进行人口普 

查，人口普查每10年进行一 
次，我国也是全球其中54个， 

在今年落实人口普查的国家。 
有关人口普查的祥情可查阅

http://www.mycensus.gov.

my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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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民政阿茲敏組新陣線

劉華才拒透露
阿兹敏阿里住家会商有 
关成立新阵线，刘华才 
今曰受《中国报》追 
问时，表明“拒绝透
爭，路

他强调，只要理念一 
致，该党可以为了国家

稳定，欢迎与任何人配 
合
n ° “我会出席阿兹敏的 
新春团拜是礼尚往来， 
因对方之前也有出席民 
政党的新春团拜，这没 
有错啊。”

他强调，无论如何， 
民政党肯定会存在。

针对网上流传民政党 
将会和阿兹敏成立一个 
名为“民政党/改革” 
阵线，他笑说，“他们 
太会想了，连我都没想 
到的东西，他们都会想 
到”。

另°一方面，胡栋强受 
询时说，民政党并没有 
与阿兹敏会面，但有出 
席对方的团拜，不过，

这仅是因为之前阿兹敏 
也有出席民政党的新春 
团拜。

他指出，政治是充满 
变数，尤其今年3月前或 

首相敦马哈迪表明会在 
11月交棒前，我国政局 
都充满变数。

至于民政党会与阿兹 
敏合作一事，他说，民 
政党能与任何人合作， 
除了宗教或种族极端分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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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汉（前排左3)为双溪毛糯美丽村有盖篮球场进行推介仪式。前排左起为潘佩玲、 

吴沓骏、黎丁财及白永福。

(双溪
毛糯k曰讯） 

雪州行政议员黄 
思汉指出，自“新村 

家居装饰赛”扩大至全
州举办后，即引起民众热烈 

回响，因此明年将继续举办， 
并且计划増设“村委会所”组 
别，让各新村村民加入装饰行 
列，将会所打造为村内独壹无 
二的打卡地点。

他指出，新村家居装饰赛于 
去年在鹅唛县首办，吸引民众 
积极参赛，因此今年扩大至全 
雪州举办，获得民众热烈回 
响，为此，工委会将在明年提 
出各项建议力求改进，其中壹 
项便是増设“村委会所”的组 
别，让村长带领村民壹同装饰 

〇

他°提及，许多参赛者都在比 
赛中花尽心思，其中一户住家 
为装饰注入环保概念，将红彤 
彤的可乐铝罐改造为红鞭炮， 
环使用的作法独具创意。

¥權

i增

他也呼吁村民摆脱新 
年家居裝饰，必须“灯笼高挂 

“的旧思维，为家居装饰注入 
新想法，如装点村委会所，让 
其成为新村特色。

“新村家居装饰赛不仅能传 
承中华文化，同时透过挨家挨 
户的评审工作，让议员和村长 
有机会向村民进行家访，不仅 
拉近彼此的距离，也可从中聆 
听村民的心声。“

他昨晚出席双溪毛糯美丽村 
有盖篮球场推介礼，以及雪州 
鹅唛县新村家居装饰赛进行颁 
奖典礼后，这么指出。

撥33萬建有蓋籃球場

废物再循

美丽村获得州政府拨款33万 

令吉兴建有盖篮球场，如今 
工程如期完成，为村民完成在 
篮球场举办新春团拜活动的愿 
望，黄思汉呼吁村民善用篮球 
场设施，在不同时段进行各项 
活动。

他也承诺，雪州政府将致力 
提升的鹅唛县各新村的基本建 

设，也呼吁村民要对自己的新 
村有信心，保持新村的环境干 

净，善用壹些空地作为社区花园，努力 
寻找新村的特色，以提升村民的生活素 
质。

乡村协调 
官潘佩玲补充，
2020年雪州新村家居装 

饰赛的评审团，挨家挨户 
拜访382户住家，当中有5°。 

的参赛者为村委会所，且该 
会所不仅是由村长壹人装 
饰，更可召集壹些没办法为 
居家进行装饰，如家中有丧 
事的村民，壹起参与装饰工 
作以感受新年气氛。

“倘若明年可増设村委会 
所的组别，便可将之打造为 
新年期间，让游子或村民在 
农历期间的打卡圣地，无需 
人挤人去观光景点。”

出席者有美丽村村长吴沓 
骏、万挠新村村长吴亚九、 
李金狮村村长白永福、甲洞 
乌鲁新村村长黎丁财、淡江 
新村村长洪伟顺、太平村村 
长黄国亮及轰埠马来村村长 
阿兹慕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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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拉央市會取締行動

充公14非法小販貨品
(吉隆坡k日讯）士拉 

央市议会日前在一项取缔 
行动中，充公士拉央批 
发巴刹14名非法小畈的货 

品。
这项取缔行动是由士拉 

央市议会、宵隆坡市政 
局、陆路交通局及警方联 
合展开，各单位总共派出

90人参与行动。

士拉央市议会公关组主 
任莫哈末辛发表文告指 
出，14名被取缔的非法小 
贩当中，有5名是没有合法 

文件的外劳。
他说，市议会是援引 

1974年建筑物、沟渠及道 

路法令第46 (1)条文充公

非法小贩的货品。
他指出，除了对非法小 

贩采取行动，陆路交通局 
也发出14张没路税、没保 

险及违例泊车的罚单。

“吉隆坡市政厅当天也 
充公几个在批发巴刹主要 
道路摆摊的非法小贩摊
/丄 ”

m。
他强调，市议会将对那 

些在公共地方非法摆摊的 
小贩采取行动，小贩除了 
必须申请执照，也必须遵 
守市议会各项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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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庭允許控方申請延期

准14天内檢查充公物品

(吉隆坡1 7曰 

讯）高庭今日允许 
控方申请延期让前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 

和其家人，检查反 
贪会充公与一马发 
展公司（1MDB)案件有关物品。

不过，法官莫哈末再尼规定控方必须 
在14天内完成让纳吉和家人做检查，虫 
控官东姑阿米尔副检察司随后择定2月 
22日、23日29日以及3月1日，而纳吉代 

表律师玛迪亚会在两周内给予答复宣誓

k官莫哈末再尼择定3月23日进行案件 

管理。
纳吉是在2018年T月18日向法庭申请检 

查被充公的资产，要求起诉方提供执法

当局于2018年5月17日查获物品的彩色图

纳^吉太太拿汀斯里罗丝玛和女儿诺丽 
雅那也分别向法庭提出检查物品的申 
请。

纳吉全家当时被充公的物品包括315个 
各名牌包包、14只名表、2T双各名牌鞋 

子，被充公的资产里还包括各种外汇， 
包括53万T000令吉、2700英镑、287万斯 
里兰卡卢比、18万7750令吉旧币和32万 
500英镑。

Page 1 of 1

18 Feb 2020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A7
Printed Size: 150.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958.83 • Item ID: MY0038758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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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溪毛糯美麗村有蓋籃球場開幕

雪新村家居裝飾賽反應熱
黄思漢建議增管委會組别

(双溪毛糯17日讯）雪州 

行政议员黄思汉表示，州政 
府首次举办的雪州新村家居 

装饰比赛反应热烈，因此明 

年继续再办，并建议增设新 

村管委会组别。
他昨日出席双溪毛糯美丽 

村有盖篮球场开幕仪式时表 

示，新村家居装饰比赛于去 

年由鹅麦县率先举办，今年 

再扩大至雪州，共获得382 

户村民参与。

“管委会作为领头羊，应 

带领村民发掘新村本身特 
色，再将其作为推广重点。 

同时，管委会也可与村民一 

同布置管委会会所，打造新

春‘打卡’景点。”

他说，他早前与行动党史 

里肯邦安州议员欧阳捍华前 
往沙登新村其中3户参赛住 

家时，看见参赛者花费很多 

心思和创意去布置。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一名参赛者利用红色铝罐 

支撑红炮竹，既创意又环 

保。”

美丽村村民实现心愿

‘‘建议明年增设新组别只 

是初步想法，届时我们将构 

思如何将比赛做得更好。” 

另一方面，黄思汉表示， 

雪州政府耗资33万令吉兴建

■黄思汉（左四）为双溪毛糯美丽村有盖篮球场主持 

开幕仪式。左三为潘佩玲。

有盖篮球场已经竣工，而双 

溪毛糯美丽村村民的心愿， 

是希望能在有盖篮球场举行 

新春大团拜，如今终于如愿 

以偿。

他感谢鹅麦县土地局官员 

及美丽新村管委会主席吴遝 

骏的努力及监督，让有盖篮 

球场能如期完工。

出席者包括鹅唛县乡村协 

调官潘佩玲、双溪毛糯太平 

村管委会主席黄国亮、万挠 

新村管委会主席吴亚九、淡 

江新村管委会主席洪伟顺、 

万挠李金狮新村管委会主席 

白永福及甲洞乌鲁新村管委 

会主席黎丁财等。(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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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17日讯）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拒回应“安排伊斯兰 

党领袖晤敦马”的指控，仅表示交由区部 

主席做回应。

尽管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前政治 

秘书依占指控阿兹敏欲阻安华任相，安排 

伊党领袖会晤首相敦马哈迪。然而，阿兹 

敏在受询此课题时大打太极，先是呼吁媒 

体将焦点放在新冠肺炎疫情，再将“球”踢 

给区部主席。

阿兹敏也是经济事务部长。他周曰晚 

在出席安邦国会选区新春大团拜后，询及 

依占对他的指控课题时说，当前新冠肺炎 

疫情严重，国家经济面对很大挑战，政府更 

要在近期推出经济刺激方案，因此媒体理 

应将焦点放在疫情。

无论如何，媒体再次询问此课题时， 

阿兹敏则说：“我交给区部主席做回 

应。”

《自由今曰大马》周曰报道，依占揭

露，是阿兹敏穿针引线，让伊党领袖和反 

对党领袖与马哈迪见面，目的是阻止安华 

拜相。
他声称，本身知晓此事，皆是阿兹敏亲 

口向他描述。

“除了这些，阿兹敏还讲了很多，我 
先卖个关子。”

另一方面，阿兹敏在安邦新春大团拜 

晚宴上，呼吁各造停止政治上的明争暗 

斗，反之应给予首相敦马哈迪全力的支 

持，让他带领马来西亚的经济腾飞。

他遗憾，马来西亚太过“政治”，政 

坛的明争暗斗更是屡见不鲜，然而他认为 

这样的政治风气应该停止。

“停止过多的4政治’课题。反之， 

我们应该全力支持首相马哈迪的领导。今 

年杪我国将举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 

届时世界的目光将聚焦大马。”

“我相信在马哈迪的领导下，马来西 

亚的经济肯定能腾飞。” #

执政党议员欲走上街 
祖莱达直呼“难过”

执
政党议员欲走上街 

头，房屋及地方政府 

部长祖莱达直呼“难 

过”。

她说，她对于一些执 

政党议员尚未意识到自己 

已是政府的一员，感到难
过〇

祖莱达也是人民公正 

党副主席。她周曰晚在出 

席安邦国会选区新春大团 

拜后，针对该党财政梁志 
坚指若马哈迪迟迟拒绝交 

棒，该党是时候启动“B 
计划”课题时，做出这项 

回应。

她强调，现在已是民 

主社会，每个人都可以做 

他们想做的事。

梁自坚指出，如果首 

相敦马哈迪迟迟拒绝交 

棒，公正党是时候启动 

“B计划”，以确保该党主 

席拿督斯里安华担任第8 

任首相。

他表示，如果马哈迪 

不交棒，应利用公众的声 

音对其施压。#

就安排伊党领袖晤敦马指控

阿兹敏交区部主席回应
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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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A (1)条文，于 2006 年 11 

月13日、2017年10月7闩及 

2020年1月9闩发出3次清空 

地段警告信后，鉴于已给予两 

造充分时间自行清空地段，N 

此随着宽限期结束，巴生县土 

地局今日展开清空工作《 ”

他也说，随着兴都庙方求 

情，该局将再宽限7天，以让 

对方自行清空和拆除其中一个 

主要神庙结构。根据条例，凡 

无法履行1965年国家土地法典 

第425条文，罪成可面对罚款 

最局50万令吉或监禁最尚5 

年，或两者兼施。

他说，至于畜牧业，当局 

并没有协助迁移牛羊，而是让 

业者自行设法处理。

巴生县土地局助理局tC：莫 

哈末沙里查向媒体说，拆除丁 

作是为了扩宽河流计划及兴建 

华人回教堂工程铺路，当局也 

给予业者7天期限，以拆迁设 

在饲养场内的兴都庙宇主要建 

筑结构。

“州政府是基于两大理由 

拆除，其一是为当地急需进行 

的防洪扩宽河流计划，另一原 

因则是地段一早被划为华人回 

教堂宗教地，州政府将于今年 

拨款展开兴建计划。

圣淘沙面对水患多年

“为此，伺养场业者必须 

搬迁，尤其上述河流乃是圣淘 

沙排水要道，多年来一直导致 

该区面对水患问题，W此展开 

扩宽河流计划乃势在必行

他透露，之前为期两年的 

谈判期限内，州政府献议业者 

搬迁到瓜拉冷岳乌拉冷必的饲 

养场，并提议设在同区的兴都 

庙宇搬迁至瓜拉冷岳县丹绒十 

二区，惟两造始终拒绝有关献 

议，谈判陷人僵局。

“为此，我们在援引1965 

年国家土地法典第425条文和

牛羊游荡破坏植物

拆迁饲养场
为扩河建回教堂铺路

困扰绿林镇武吉丁宜多年

词养场终被拆

在牛羊群离开后，执法人员以神手展开拆除工作■

让业者放牛羊才拆棚

(巴生17日讯）“牛魔” 

肆虐绿林镇与武吉丁宜闹 

市的戏码，今天终于大结 

局。

上述问题乃郊区城市 

化的后遗症，有关畜牧业 

者盘踞勒米亚2路 

(Jalan Remia 2)政府保 

留地设饲养场近数十年， 

无视附近地区发展局势， 

仍让饲养的牛羊到处走， 

对居民和商店业者造成种 

种安全及卫生的困扰。

、j , 了解决民困，州政 

府曾于2018年下令 

拆除伺养场，惟期间畜牧业者 

上诉求情，使拆除工作无法进 

行，双造重返谈判桌。经过这 

两年努力协商，业者始终不愿 

妥协搬迁至瓜拉冷岳乌拉冷必 

(Olak Lempk)伺养场，巴生 

县土地局不再退让，今天终于 

动手拆伺养场。

今早，县土地局获各造协 

助，从上午8时开始就部署拆 

除伺养场工作，提供支援的单 

位包拈警方、巴生市议会、巴 

生水利灌溉局、巴生县兽医 

局、国家能源公司及及雪州水 

供管理机构（Air Selangor) 

等，大约240人。

除了拆除伺养场，当局也 

将拆除设立在内的一4家兴都庙 

宇部分建筑。

当局鉴于清空地段警告信 

已发出多时，但畜牧业者仍采 

取“拖”字诀方式敷衍，不再 

手下留情，不过拆除丁作进行 

前，因牛和羊群起骚动，畜牧

业者也上前阻止，使拆除丁作 

一度陷人紧张。

不过，最后执法单位妥协 

il:畜牧业者先放生牛羊，清空 

牛棚和羊棚后才拆除。

据了解，该伺养场占据的 

地段目前正进行扩宽河流计 

划，以挖深和开拓双溪奥河支 

流，解决圣淘沙水患问题；此 

外，州政府也将于今年拨款， 

推展兴建华人回教堂丁程。

业者不断要求更多
圣淘沙州议员古纳拉嘉 

说，土地局去年12月已完成 

移交位于瓜拉冷岳的伺养场地 

段，惟畜牧业者却得寸进尺， 

不断要求更多，包括土地地焚 

及扩大土地面积等。

“地段清空势在必行，以 

便进行其他发展计划，州政府 

去年12月已准备好搬迁地 

段，业者却一直以各种理由拒 

绝搬迁，包拈要求给予地契，

白纸黑字合约及扩大5英亩地 

段至10英亩等不合理要求， 

最终招来今天的局面。”

他说，不过，在今日拆除 

丁作后，业者已决定接受州政 

府给予的搬迁献议。

“针对土地局没有正式发出 

信函通知印度庙宇搬迁，我已要 

求雪州大臣务必通融7天清空期 

限，明天也会和土地局官员商讨 

拨地安置该庙宇的事项。”

新闻背景
“人牛共处”问 

题，困扰绿林镇和武吉 

丁宜商商业区居民和商 

家数十年之久。牛、羊群不分昼夜在商业区游 

荡，尤其经常在大道“横行霸道”，形成当地另 

类“交通灯”，让驾驶人十头痛不已。

除了霸占道路，引发交通阻塞及威胁公路使 

用者安全，牛群引发的民生问题包括随地排泄， 

造成臭气熏天、踩烂居民农作物和盆栽、闯人商 

业区影响经商活动等，对商民作息造成严重影 

响。

警方严正以待，派足警员防范 避免发生任何冲突

巴生市议会过去多次接获居民投诉，惟早前 

国、州由不同政府执政，地方政府一直不获其他 

单位援助，面对上述问题也束手无策。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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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安排伊党领袖晤敦马

阿兹叙齒去极I巨回应
(安邦17日讯）经济事务部

长兼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 

里阿兹敏，拒绝回应安排伊 

斯兰党领袖晤首相敦马哈迪 

医生的指控，仅表示交由区 

部主席回应。

尽管公正党主席拿督斯 

里安华前政治秘书依占指控 

阿兹敏欲阻安华任相，安排 

伊党领袖会晤马哈迪，不过 

阿兹敏受询及此课题时大打

太极，先是呼吁媒体将焦点 

放在新冠肺炎疫情，再将 

“球”踢给区部主席。

阿兹敏也是国际山庄州 

议员，他昨晚出席安邦国会 

选区及国际山庄州选区新春 

茶会时这么说。

网媒《自由今R大马》 

星期日报道，依占揭露是阿 

兹敏穿针引线，让伊党领袖 

和反对党领袖与马哈迪见

面，目的是阻止安华拜相， 

并表示这事是阿兹敏亲自告 

诉他。

他也说阿兹敏还讲了很 

多，不过他先卖个关子。

另外，阿兹敏说，新冠 

肺炎和经济低迷对全球造成 

冲击和影响，政府将在近期 

推出振兴经济配套，希望大 

家停止政治纷争，全力支持 

马哈迪的领导。

已执政还上街 祖莱达斥梁自坚不像样
主桌嘉宾们在活动开始时捞生；左起为黄洁冰与翁清玉；左六起刘华才、祖莱达、阿兹敏阿里、 

巴都卡拉惹旺马末巴旺和蔡添强。

公正党副主席祖莱达则直 

斥士拉央国会议员梁自坚身 

为政府一'员，所提丨丨丨的意见 

却没有执政党的模样，遗憾 

既已成为政府却还要上街，

彷彿不是执政党该有的行为。

祖莱达也是房屋及地方政 

府部长兼安邦国会议员。

她昨晚在同样场合致词时 

说，我国是民主社会，每个人

都有自由的权利，但梁自坚的 

建议完全不像政府的模样。

梁组坚出席活动时提及如 

果首相敦马哈迪医生迟迟拒绝 

交棒给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

华，是时候启动“B计划”， 

利用公众声音向马哈迪施 

压。

询及郊外岭建筑中公寓发 

生坍塌事件进展，祖莱达表示

该部将和多造包括吉隆坡市政 

厅、职业安全与卫生局 

(D0SH)、发展商和马来两亚 

建筑工业发展局（CIDB)会 

商后，公布最新进展。

出席嘉宾武吉兰樟州议员 

黄洁冰、公正党副主席蔡添 

强、隆雪华堂会长拿督翁清 

玉，以及鹅麦县酋长丹斯里巴 

都卡拉惹旺马末巴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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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溪毛糯17日讯）掌管 

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 

和新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 

员黄思汉说，新村家居装 

饰比赛明年将续办，并计 

划增设“村委会所”组 

别，让各新村村民加入装 

饰行列，将会所打造为村 

内独一无二的打卡地点。

黄思汉：明年拟增组别

装饰浦会腿特色
黄

思汉说，去年

“团圆新年”雪州新 

村家居装饰比赛在鹅麦县首 

办，吸引民众积极参赛，今年 

扩大至全雪州举办，同样获得 

民众热烈回响，因此，丁委会 

明年将提出各项建议力求改 

进，增设“村委会所”组別就 

是其一，让村长带领村民一同 

装饰会所。

他说，很多参赛者花尽心 

思，其中一户住家为装饰注人 

环保概念，将红彤彤的可乐铝 

罐改造为红鞭炮，废物再循环 

使用的做法独具创意。

美丽村篮球场推介礼

黄思汉昨晚出席双溪毛糯 

美丽村有盖篮球场推介礼，以 

及畀州鹅麦县新村家居装饰赛 

进行颁奖典礼后这么说。

他也呼吁村民摆脱新年家 

居装饰，必须“灯笼高挂“的 

旧思维，为家居装饰注人新想 

法，如装点村委会所以成为新 

村特色。

“新村家居装饰赛不仅能

传承中华文化，同时通过挨家 

挨户的评审工作，丨丨:议员和村 

长有机会向村民家访，不仅拉 

近彼此的距离，也可从中聆听 

村民的心声。”

美丽村获得州政府拨款33 

万令吉兴建有盖篮球场，如今 

工程如期完成，为村民完成在 

篮球场举办新春团拜的愿望， 

黄思汉呼吁村民善用篮球场设 

施，在不同时段举办各项活 

动。

他也承诺，雪州政府将致 

力提升的鹅麦县各新村的基本 

建设，也呼吁村民要对自己的 

新村有信心，保持新村的环境 

干净，善用一些空地作为社区 

花园，努力寻找新村的特色， 

以提升村民的生活素质。

黄思汉（右二）由潘佩玲（左）陪同，颁发奖杯给雪州鹅麦县 

新村家居装饰赛总冠军得主。

让村民游子打卡
鹅麦县乡村协调官潘佩玲 

补充，2020年雪州新村家居装 

饰赛的评审团，挨家挨户拜访 

了 382户住家，其中5%的参

赛者为村委会所。

“倘若明年可增设村委会 

所的组別，便可将之打造为新 

年期间，让游子或村民在农历

期间的打卡圣地。”

出席者有美丽村村氏吴沓 

骏、万挠新村村K吴亚九、李 

金狮村村长白永福、甲洞乌鲁 

新村村K：黎丁财、淡江新村村 

长洪伟顺、太平村村K：黄国亮 

及炎埠马来村村K：阿兹慕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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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汉：有故事美食景点

新村可推动经济发展
(龙溪17日讯）雪州行政议员

黄思汉形容雪州很多新村都能 

“人得厨房，出得厅堂”，除 

了有很多故事、美食和美景， 

在雪州经济发展也扮演重要角

色<3

他说，一些村以旅游为 

名，一些是渔业或农业等，甚 

至有许多有功之士是出自新 

村，对雪州贡献良多，有助经 

济发展。

龙溪村委会活动

“无可否认州内有很多新 

村已老化，有的只有老人和小 

孩，但是过年过节，游子仍然 

会回乡因为新村是他们根， 

所以大家更应该保留新村的 

好，合力搞好卫生、多种植， 

打造一个宜居的新村。”

黄思汉周六晚出席在龙溪 

新村管理委员会举办的孝亲敬 

老及儿童新年歌唱比赛时这样 

指出。

他也鼓励新村社区管理委 

员会主席带动委员和村民多办 

活动，以凝聚大家，让新村在 

面对发展的洪流下，仍然保留 

属于新村的淳朴和特色。

“我们不需要有‘伟大’ 

的想法，不用周详的计划或大 

笔资金去谈如果发展新村旅游 

或经济，但如果最起码做到il: 

回乡的游子仍觉得新村是舒服

和引以为傲的话，就是成功 

了。”

出席者包括龙溪州议员阿 

希夫、万津州议员刘永山、雪 

邦县议员蔡智雄、雪邦瓜冷新 

村协调官林立选、龙溪新村社 

区管理委员会主席（村氏）李 

桂安、双溪比力管委会主席余 

东发及雪邦管委会主席戴祖 

兴。

“团圆新年”雪州新村家居装饰比赛圆满结束，黄思汉（后排中）颁发雪邦瓜拉冷岳县最佳表现奖 

及总冠军奖。后排左七为阿希夫，左九为刘永山。

让各村委会带头装饰
“团圆新年”雪州新村家 

居装饰比赛获得热烈反应，黄 

思汉认为，明年考虑另外设 

“村委会所”组别，让各村委 

会良性竞争之余，也带头做起

装饰。

他也说，新村是最有年味 

的地方，州政府首次扩大范 

围，就有382户参加，其中参 

与单位都是动员全家一起布

置，很有创意和环保概念。

“城市、郊区、渔村都有 

村民参加比赛，我们‘来者不 

析’，评审团连五条港、吉胆 

岛都特地坐船去，希望通过评 

审和拜访促进关系。”

有关比赛已进人尾声，州 

内9个县区77个新村中共有

382户参与，其中鹅麦县级乌 

雪县最为踊跃达106户及85 

户参与。

黄思汉颁发雪邦瓜拉冷岳 

县最佳表现奖，得奖者来自双 

溪比力新村，而总冠军奖的得 

主则来自雪邦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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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拉央市会大取缔

充公14非法小贩货品

执法人员拆除非法小贩的档口。

(士拉央17日讯）士拉央市议

会日前展开特別联合大取缔， 

充公了 14名非法小贩的货品！

这项取缔行动是在本月13 

闩上午10时展开，涉及逾90 

位来自士拉央市议会、吉隆坡 

市政厅、陆路交通局及大马皇 

家警察成员在内，并按标准作 

业程序及相关单位的法令，以 

1974年道路、渠道及建筑物法 

令第46 (1)条文充公。

14名被取缔充公小贩皆是 

无牌小贩，当中疑是没有合法 

证件的外籍人十；陆路交通局 

也发出14张有关没有路税、没 

有保险及违例停放的警告给小 

贩。

隆市政厅也充公了在士拉 

央批发公市大路上的无牌小 

贩。

十拉央市议会也强调，将 

采取严厉行动对付在不被允许 

的公共空间摆卖的小贩，也提 

醒小贩遵守法律，申请合法的 

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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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大沟无法负荷雨量

加影第2镇隧道再淹水

雨量过大，大沟无法负荷，加影流古路往加 

影第2城镇的隧道半年后再度淹水。

(加影17日讯）相信雨M过大，大沟无 

法负荷，加影流古路往加影第2城镇的 

隧道半年后再度淹水，往返加影和万宜 

的交通被切断。

水灾于2月14日下午3时许发生， 

事发后，隧道和流古路大路被泥浆掩 

盖，积在隧道的水至隔天仍无法消退。

乌鲁冷岳公共工程局下程师莫哈末 

沙里尔和加影市议员李仁英事发后也到 

场视察。

李疒英今日受询时说，上述地区已 

经有半年没淹水，当天雨量大导致大沟 

排水不及倒溢而引发水灾，公共工程局 

也在调查其他事发原W。

“现场观察发现，位于威斯堪特里花 

园的大沟无法负荷水量，建议提升大沟 

或在该处兴建防洪池”

他指出，加影第2城镇周遭有3个 

防洪池，共10亩，其中一个防洪池在新 

城华小附近。

他说，来自发展区的水流排人流古 

路的暗沟后再流人流古路大沟，不过， 

上述发展区还有很多小地段未发展，未 

发展的地段，水流直接流入隧道。

他说，隧道旁正进行电动火车站工 

程，泥桨由公共工程fej和电动火车站承 

包商负责清理，另外，公共工程局将在 

本周召开会议讨论。 隧道淹水，往返加影和万宜的交通也被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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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7日讯丨

吉隆坡高庭今曰批准 

控方展延，让前首相拿 

督斯里纳吉及妻女检查 

因涉及一马发展公司案 

(1MDB )而被扣押的物 

品'这项庭令的期限。

高庭原本瑜令纳 

吉、妻子拿订斯里罗斯 

-4^玛和其女儿诺雅娜在2月 

1=1 14曰，检查他们被反贪

7^ 会扣押的物品，却被控 

’人方以安全为由1临时申 

请展延执行庭令。 

f 副检察司东姑阿米

尔今日向法庭提交4个曰 

‘ 期，即2月22日、23日、 

29日和3月1日，作为纳 

吉及家人检查扣押品的日 

期。基于控方要求合理， 

法官莫哈末再尼批准这项 

申请，并择定3月23曰再 

JM进行案件管理。

.纳吉代表律师马迪亚 

也要求*在检查扣押品后 

两个星期才以书面方式进 

行答辩，获法庭批准。

法官莫哈末再尼在2 

月3曰谕令控方让纳吉、罗斯玛和 

诺雅娜，亲自检查被反贪会在一马 

发展公司案下扣押的物品，这些物 

品存放国家银行。当时法庭允许纳 

吉和家人两周内，于控方指定场所 

检查扣押品，即今天为最后期琅。

不过，控方在2月14日，即原 

定让纳吉及家人检查扣押品的曰 

子，临时提出展延执行要求，因 

国家银行13曰告知检方，基于安 

全，无法在14曰进行实物检查。

这些扣押品包括315个各品 

牌手提袋、14枚各品牌手表、 

27双鞋子、各国货币，包括53万 

7000令吉，2700英镑，287万斯里 

兰卡卢比，及18万7750令吉和32 

万零500英镑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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鬲庭展延納吉及妻女檢查被扣物品
吉隆坡17日讯I吉隆坡高

庭今日批准控方展延，让前首 

相拿督斯里纳吉及妻女检查因 
涉及一马发展公司案（1MDB) 

而被扣押的物品，这项庭令的 

期限。
高庭原本谕令纳吉、妻子 

拿汀斯里罗斯玛和其女儿诺雅 
娜在2月14日，检查他们被反贪 

会扣押的物品，却被控方以安 
全为由，临时申请展延执行庭 

令
°副检察司东姑阿米尔今曰 

向法庭提交4个日期，即2月22 

日、23日、29日和3月1曰，作 

为纳吉及家人检查扣押品的曰 
期。

基于控方要求合理，法官 

莫哈末再尼批准这项申请，并 
择定3月23日再进行案件管理。

纳吉代表律师马迪亚也要 
求，在检查扣押品后两个星期

才以书面方式进行答辩，获法 
庭批准。

法官莫哈末再尼在2月3曰 

谕令控方让纳吉、罗斯玛和诺 
雅娜，亲自检査被反贪会在一 
马发展公司案下扣押的物品， 

这些物品存放国家银行。
当时法庭允许纳吉和家人 

两周内，于控方指定场所检查 
扣押品，即今天为最后期限。

不过，控方在2月14日， 

即原定让纳吉及家人检查扣押 
品的日子，临时提出展延执行 
要求，因国家银行13日告知检 

方，基于安全，无法在14曰进 

行实物检查。
这些扣押品包括315个各品 

牌手提袋、14枚各品牌手表、 
27双鞋子、各国货币，包括53 
万7000令吉，2700英镑，287万 

斯里兰卡卢比，及18万7750令 
吉和32万零500英镑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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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7日讯
2020年本是大马 

g 旅游年和马中旅游文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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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t 吸引更多游客。/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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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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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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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會主任：陳鼎翰 

責任編輯：顏慧麗/周榮聯 

編輯：王淑莉

©龜@®巴生綠林鎭惹米雅2路

(巴生17日讯）非法牛棚占用河流与清真寺保 

留地，拆！

巴生县署及土地局今早8时30分，在获得警方、巴生市 

议会、巴生县水利灌溉局、巴生县兽医局、国能及雪州水 

务管理公司等机构配合下，组成约两百多人的拆除大队， 
动用“神手”施工器械，拆毁建在巴生绿林镇惹米雅2路 

(Jalan Remia 2 )许多年的非法牛棚。

鎮暴隊駐守現場

由
于顾虑到拆除过程中或会引发冲突民变，警方特 

别动员了镇暴队（俗称“红头兵”）驻守现场， 

拆除丁作最终在…片和平中落幕，没有发生不愉快事件。

社交网络于上午时分，便不断流传指执法当局大阵仗 

拆除牛棚和一旁兴都庙的讯息，并附上“红头兵”驻守的 

照片，引起民众广传议论。

由于担心上述不确实消息或会引起宗教敏感和民众不 

安，尽管不是其负责的区域，但巴生市议员兼行动党党鞭 

黄智荣，也在个人脸书贴文辟谣，拆除行动只针对牛棚， 

并没有如网络谣传拆除宗教场所，拆除过程一切处于良好 

与受控局面。

他受询时表示，基于不断接获市民询问拆庙真伪，因 

此唯有在个人脸书贴文澄清，并要记者去询问负责该区的 

市议员和州议员。

阻治水項目興建工程

根
据巴生县署及土地局文告，非法牛羊棚和兴都庙 

」占用的河流及清真寺保留地，对水利灌溉局的奥 

河（Sg Aur )第5期治水项目和雪州宗教局（JAIS )要兴建 

清真寺的计划构成了阻碍，因此县土地局在对牛主发出了3 

次通知书后，不得不于今早采取行动拆除。

县土地局援引1965年国家土地法典第425 

和426A(l)(c)条文，于2006年 11 月 13 .

日、2017年10月7日及今年1月9 . Kn:
日，向牛主发出了3次谕令清空和 

搬迁牛棚的通知书。

被牛主非法占用的土地范围 

为3942.3平方公尺，作为饲养牛羊 

的棚子、饲料库及非伊斯兰宗教场 

所。

文告指出，被标记为L 〇 t 

157828的该地段，已被颁布在州宪 

报为清真寺保留地。作为管理该地 

段的机构，雪州宗教局已知会将在 

地段上兴建一所清真寺，该项目已 

获得拨款，将于今年展开，因此宗 

教局要求土地局对非法占用保留地 

的建筑物展开执法行动。

“此外，县土地局也接获巴生 

县水利灌溉局和公众投诉，指牛羊 

栏及兴都庙占用了河流保留地，造 

成治水工程受阻。当地居民也投诉 

游荡牛群干扰道路交通。”

牛主廟方拒妥協

两架“神 

手”把非法占 
用保留地的牛 

棚给完全拆 

除。

.没展开执法行 

动前，州政府已和牛主及 

兴都庙方进行多番会谈。

基于人道立场，州 

政府在易地计划下，献议 

牛主把饲养牛羊迁至瓜 
冷县万津12支的奥拉冷碧 

(Olak Lempit )。

庙方则获献议迁至瓜

冷县的替代庙地，但牛主 

和庙方都拒绝。

文告阐明，任何非 

法占用政府地或不合法占 
据的行为，已抵触了 1965 

年国家土地法典第425条 

文，罪成可面对不超 

过50万令吉罚款、或监禁 

不超过5年或两者兼施惩 

处。

古納拉加：興都廟搬遷獲准延緩一週

巴:

古纳拉加：将 
于周二与巴生县长 

洽谈，商讨兴都庙 

搬迁事宜。

生圣淘沙区州议 

•员古纳拉加受询 

时披露，在拆除1了动后，他 

已即刻向雪州大臣拿督斯里 

阿米鲁丁和雪州议长黄瑞林 
作出汇报，大臣应允2间兴 

都庙的搬迁课题，可延缓至 

-周内解决。

“我会于明日与巴生 

县长商谈，寻求让兴都庙 

有时间迁至州政府献议在 

Rimbayu城的地段上，并 

要求县土地局发出正式信 

函，好让一切以和平方式告 

终〇 ”

他透露，雪州兽医局已 

于去年12月备妥了万津奥拉 

冷碧的地段，包括推平了土 

地和铺设了水管等设施，只 

待牛主愿意迁人，自行建好 

牛羊栏和篱笆便能成事，奈 

何牛主却以没接获巴生县土 

地局发出的正式公函，而拒 

绝搬离原地。

牛棚问题存在50年

古纳拉加坦言，牛棚存 

在有50年的问题，执法当局 

原本要在2018年拆除，但牛

主当时要求当局暂缓拆除和 

给予时间，直到位于奥拉冷 

碧的地段准备好为止。牛主 

较后在原地继续操作，丝毫 

不理会搬迁令。

他透露，当地有5所牛 

栏，除了今早被拆除的牛 

栏，其余4户牛主已接受了 

州政府的安排，相继搬迁至

至于兴都庙课题，古纳 
拉加指出，2018年执法行动 

时，其中一间庙较后自行搬 
迁，但剩下2间不愿搬走， 

形成今日局面。

顏牛i欄 
才應
-硬-M

至
合

i
地
點

a责武吉 

丁宜的 

巴生市议员颜维才 

指出，牛栏造成的 

牛群游荡和牛粪遍 

地问题影响民生， 

数十年来都无法解 

决，当地居民怨声 

载道。

他说，就算 

市议会在接获投诉 

后派员抓牛，但也 

只能治标不治本， 

如今由州政府安排 

把牛栏迁至合适地 

点，才是一劳永逸 

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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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
黃嘵虹
虽丨j总编辑

“的公关人员是把媒 
m体当成朋友，而不 

是当敌人，就像是政坛的厉害角 

色，是和政敌结为伙伴，再也没有 

后顾之忧。”

媒体最常接触的群体应该是公 

关了。通常公关人员都清楚他们的 

角色是和媒体打好交道，方便传达 

他们想要宣传的资讯很多公关是 

长袖善舞，和媒体搞好关系，广结 

善缘，零距离的公共关系让他们成 

为出色的公关人员。
公关人员做不好公关的丁作， 

还真的是•场灾难。更糟的是，- 

些公关人员不知道他的角色任务， 

应该是为他服务的机构或人士，和 

媒体或有关方面搭建沟通桥樑，反 

而提著鸡毛当令箭，这样的公关手 

段不但没有为他服务的人士加分， 

反而制造问题，让别人敬鬼神而远 

之，简直是灾难中的灾难。

深奥的公關學
有时遇到自以为局人-等的公 

关人员，很不客气的要求采访或刊 

登文告，而且自觉有身分有地位， 

或动辄挞出和上头的关系，以不平 

等的态度来沟通，在这个“你敬我 

-尺，我敬你一丈”的社会，你用 

什么态度对人，别人也就用什么度 

态来回敬。.

曾经协助一位念大学公共关系 

的小朋友完成功课。结果他听到睁 

大眼睛，“你讲的这些，课堂上从 

来没有教过。”

有些公关学，不是上了课学了 

理论就可以掌握精髓，而是靠生活 

作战经验和摸索累积…番功力，而 

且，最难学习的就是态度。

好的公关人员是把媒体当成朋 

友，而不是当敌人，就像是政坛的 

厉害角色，是和政敌结为伙伴，去 

除最大对手，再也没有后顾之忧。

政坛元老敦达因接受本报访问 

时表7K,政府必须有_ •支局效和有 

能力的公关队伍，以便清楚简洁的 

向人民讲解政府的改革和达到的目 

标，看来老人家也有感政府欠缺了

什么，或者也看到有些人姿态摆得 

太高了，已听到了民怨，有人向他 

投诉，一些部长变得傲慢自大和人 

民脱节了：

确实有不少过去平易近人的政 

治人物，•旦坐上了官位，就变得 

不一样。或许是他们日理万机，有 

更重要的国家大事在身，所以升斗 

小民的柴米油盐和衣食住行生活问 

题，在他们眼中变成了小事，无暇 

兼顾，看在小市民眼里，就是态度 

变了。
举个例子，阿兹敏在2014年新 

上任雪州大臣时，频频展现亲民作 

风，下乡倾听民意，亲自巡视垃圾 

场，还公开手机号码让人民作出投 

诉，这种接地气的作风让人激赏， 

可惜撑不了多久。要长久应付人民 

的需求要有很大的恒心和热情，加 

上人阁之后时间更加矜贵，仿佛距 

离人民越来越远。

另外有长官在大选前向人民展 

7K壮志凌云，声称-•旦人主布城， 

人民可以随时叩门会商，如今人民 

面对问题时，就算叩头求见，连大

门也未必进得去。

达因说，“他们不回信，声 

称太忙而无法会晤人民……部长很 

忙，但是他们不能忘记，他们是要 

为人民服务，而且他们是人民投票 

选出来的，”

在人民开始有怨言时，公关T 

作变得更加重要。公关队伍和媒体 

的关系应该是桥樑，让正确资讯上 

情下达，也让民意民声下情上达。 

但是政府也应该体谅媒体的角色不 

是取悦任何人，报道是要反映当权 

者所忽略的实事，听不到的人民心 

声，或者是下属针对看不到的真相 

不报忧，以便及时纠正和改善，反 

而是忠言逆耳替媒体扣上帽子.- 

枝竹竿打翻全船人。

人民投选了代议士，让他们 

拿到人阁的票券，更不是要看到官 

架子，人民委予重任是要看到问题 

被解决，经济获得振兴，生活水平 

提升。一个可以让人民安居乐业， 

无忧无虑的政府，并不需要担心被 

击垮，因为会有大多数人民作为后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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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17日讯）新冠肺炎 

(COVID-19)疫情爆发，所有 

酒店业者的生意几乎蒙受打击，

因此雪州政府建议业者，不妨考 

虑降低酒店预订价格或提供各项 

促销优惠，以求吸引顾客，继续 

维持正常经营。

掌管雪州文化和旅游、马来习俗 

及遗产事务的州行政议员拿督阿都拉 

昔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扩散的高峰 

期，下调酒店预订价格或是推出促销 

配套，有助于吸引游客或房客继续预 

订酒店，并且也是增加游客预订酒店 

的方式之--0

他表示，州政府正与雪州酒店相 

关协会或组织商讨对策，并希望于3 

月前，能召开一项会议深人讨论这个 

课题。

“正因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导致多 

间酒店的预订遭访客取消，所以我们建 

议酒店业者推出各项预订优惠或促销方 

式〇

雪政府：疫情重擊旅遊業者

建嫌酒店除價促銷

9.5万客房预订取消

他也补充，马来西亚旅游同业协会 
(MATTA)日前证实，自新冠肺炎疫情 

爆发以来，已有多达9万5000间客房的预 

订被顾客取消，损失惨重。

阿都拉昔呼吁各酒店业者考 

虑降低酒店预订价格，或是推出促 

销等，以提高客房预订量。（档案 
eg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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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汉（左四）在众嘉宾的见证下，为双溪毛糯美丽村有盖 

篮球场主持开幕仪式。左三为潘佩玲。

(双溪毛糯17日讯）雪州行政议员 

黄思汉表示，基于雪州政府首次举办的 

“团圆新年”雪州新村家居装饰比赛获 

得热烈反应，明年将继续再办，并增设 

新村管委会组别，让新村管委会会所变 

成村民甚至游客的新春“打卡”景点,0 

他昨日出席双溪毛糯美丽村有盖 

篮球场开幕仪式时表示，新村家居装饰 

比赛于去年由鹅唛县率先举办，今年再 

扩大至雪州，且获得382户村民参与比

费。

促进议员及居民互动

他说，这项比赛不仅能让中华文化 

得以传承，而且也是国州议员、新村管 

委会主席（村长）及居民互动的机会， 

还可实践环保意识。

“管委会作为领头羊，应带领村

薑明
/11»、 •

漢年

涂增
村40

靈別 

I裝
sift

埶音

所
民发掘新村本身特色，

再将其作为推广重点。

同时，管委会也可与村 

民一同布置管委会会所，打造新春‘打 

卡’景点。”

他说，他早前与行动党史里肯邦安 

州议员欧阳捍华前往沙登新村其中3户 

参赛住家时，看见参赛者花费很多心思 

及创意去布置住家:

铝罐支撑爆竹创意环保

“我们非常重视环保元素，其中让 

我印象深刻的是•名参赛者利用红色铝 

罐支撑红爆竹，创意且环保。”

他说，每个新村都可以有自己的特 

色，农历新年装饰也不是千篇一律挂上 

红灯笼，只要花•些巧思，就能脱颖而 

出〇

有蓋籃球場舉行團拜
@思汉表示，双溪毛糯美丽村 

^•村民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 

能在该村有盖篮球场举行新春大团拜， 

如今村民终如愿以偿。

他感谢，鹅唛县土地局官员及美 

丽新村管委会主席吴沓骏的努力及监 

督，让有盖篮球场能如期完成工程。
“雪州政府耗资33万令吉兴建有盖 

篮球场，我希望村民能善于利用，在这 

里晨运、运动及打篮球。”

他说，雪州政府通过新村发展事 
务部，于2019年拨出约60万令吉给鹅麦

县进行工程，除了双溪毛糯美丽村的有 

盖篮球场外，也包括轰埠新村提升排水 

系统及甲洞乌鲁新村提升民众礼堂。

范围空地可种花草

他也提及，新村必须靠管委会主 

席（村长）、管委员成员及村民合作， 

-同发掘新村特色，并且照顾环境卫 

生。

“若新村范围有空地，村民也可 

在该处栽种花草类，让美丽村更加美 

丽，或栽种有机蔬菜，让村民'同分享 

成果。”

吳沓駿：歡迎善用有蓋籃球場
g沓骏表示，该村迎来三喜临 

i门，即有盖篮球场开幕、新 

春开放门户及鹅麦县新村家居装饰比赛 

颁奖礼，让大家一同欢庆及见证。

“有盖篮球场早前完成后，因程 

序上的问题暂时无法开放给民众使用， 

许多人向我询问开放日期，如今终于 

捎来好消息，欢迎村民善用有盖篮球

场。”

出席者包括鹅唛县乡村协调官潘 

佩玲、双溪毛糯太平村管委会主席黄国 

亮、万挠新村管委会主席吴亚九、淡江 

新村管委会主席洪伟顺、万挠李金狮新 

村管委会主席白永福及甲洞乌鲁新村管 

委会主席黎丁财等。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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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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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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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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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拉央售批發市場大取細

14非法小販被捕
(士拉央17日讯）士拉央市议会展开一项 

联合取缔行动，捕捉士拉央旧批发市场14名非 

法小贩。

该市议会今日发文告表示，逾90名吉隆坡 

市政局、士拉央市议会、陆路交通局及大马皇 

家警察一同展开联合取缔行动，逮捕14名无牌 

营业的非法小贩，其中5人疑似没证件的外籍 

人士。.
“本市议会援引1974年道路、沟渠及建筑 

物法令第46 ( 1 )条文，依据标准作业程序和 

法律条文进行充公工作:”

文告表示，除了非法小贩之外，陆路交通 
局也发出14张罚单给有关人士，罪名包括没缴 

路税、没车险及违例停车。隆市政局则充公数 

名乌达玛路非法小贩的工具。

“我们提醒小贩，不能在未获批准情况 

下，在不允许经商的地点做生意，尤其是公 

共地区。还有，小贩须向市议会申请营业执 
B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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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化學液體入排污管

雪環境局捕2疑犯
(首邦市n日讯）雪州 

环境局捕获2名倾倒黑油混 

合溶剂型液体进人梳邦工业 
区TS 6/7路排污管的可疑人 

士

雪州环境局发表文告 

表示，该取缔行动是由雪州 

环境局、首邦市区州议员办 

公室、梳邦再也市议会及梳 
邦再也第4区市议员联合执 

行。执法队伍于本月15日展 

开行动，警方及梳邦再也市 
议会官员发现•辆载有3万 

7000公升容量的水槽车，正 

在将黑油混合溶剂型液体倒 

至食肆排污管。

收集4样本送往化验

“水槽车司机和食肆 

小贩…并被捕及录取口供， 

而食肆单位与水槽车则被充 

公。我们已从倾倒的黑油

混合溶剂型液体收集4个样 

本，送往大马化验局进行化 

验工作：”

文告表示，该局将援引 

1974年环境素质法令采取进 

-步行动，包括检查涉及公 

司。文告也说，该运作模式 

与早前雪州非法垃圾厂运作 

模式相同。

“附近的厂商及居民 

不时投诉，指有严重气味污 

染，导致他们难以呼吸。” 

雪州环境局严厉警告 

不负责任的肇事者，非法倾 

倒化学物或危险物体者，- 
0罪成，必须面对不超过50 

万令吉罚款或监禁不超过5 
年。

“我们也吁请民众充当 

耳門，-旦发现任何非法倾 

倒化学液体，可向环境局投 
报（1800-88-2727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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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17日讯）加 

影流古路于上周五因-- 

场豪雨而发生闪电水灾 

事件，乌冷公共工程局 

官员前往视察和了解情 

况后，初步相信是雨量 

过大而使排水系统无法 

负荷，进而引发沟水倒 

灌。

当天雨量导致流古 
路前往加影新城（Kajang 

2)的隧道淹水，往返 

加影和万宜的交通被切 

断。雨停后，有关隧道 

和流古路被泥浆掩盖， 

积在隧道的水隔天也无 

法消退。

李仁英：

提升沟渠或建防洪池

加影市议员李仁英 

指出，流古路已有半年 

不曾出现严重淹水，但 

当天雨量太大，水沟无 

法及时排水造成倒灌。 

事后，他和乌冷公共工 

程局工程师莫哈末沙里 

尔到场视察，调查事发

雨量导致流古路前名 
使往返加影和万宜的交通

原因。

他说，据现场 
观察，他们发现West 

Country花园的大沟渠无 

法负荷水量，因此建议 

提升大沟渠，或在该处 

兴建防洪池。

他表7K,目前加影 

新城（Kajang 2 )周遭有 

3个防洪池，面积共10英 

亩大，其中一个防洪池 
是在新城华小附近。

“发展区的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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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基全促搞好經濟
/、正党梳邦区国会议员黄基全指 

A出，如今经济颓靡不振，若要 

国家的经济要成长，最重要是停止政治 

化，如果将任何课题都政治化，没人关注 
经济，每个人都会受影响:

他表示，他身为该区国会议员，将 

江3月召开的国会上传达-•项重要讯息， 

就是不再政治化，专注搞好经济《

“我也了解今年2个月内，大马受新 

冠肺炎疫情打击，中国游客减少，食肆生 

意受影响，要如何恢复经济？首先政府不 
能贪污，任何工程项目都必须透明化，并 

要确保部长及希盟政府保持廉洁。”

陳添泉：傳承慈愛精神做公益

蒲
种金銮工商联谊会副主席许志强代表主席 

陈添泉致词时指出，该会举办“迎新春庆 

团圆慈善联欢晚宴”的主要n的是促进会员之间的情 

谊，增进和加强该会及各社团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之 

余，并且也发扬和传承优良传统中华文化和启发大家 

慈爱和仁勇的精神。

他表示，趁着春节到来之际，该会将拨出款项 

给蒲种区内5所华文小学和社会福利团体。

他说，受惠华文小学有益智华小、深静（哈古 
乐）华小、竞智华小、汉民华小及新明华小。福利团 

体有蒲种德教会宋昭阁、蒲种八里观音殿赠医施药、 

蒲种喜乐之家、大马大爱脑伤症儿童基金协会及马来 

西亚博爱辅导中心，这10个组织各获得2000令吉。

局
祥
威

是该会名 
誉顾问

的高祥威指出， 
金銮丁业区是蒲 

种区数一数二的 

中小型工业区， 
大马作为发展中 

的国家，这些中 

小型企业家对大 

马的国内生产总 

值、年增长、进 

出口指数、宏观 

经济或微观经济 

等，起着非常大 

的作用0

他说，该会 
已有18年的历史， 

对区内的教育及 

慈善机构作出非 

常大的帮助，这也是在 

所谓的社会生态内存在 

的“施与舍”，符合自 

助自给自强的社会。在 
这个艰辛的时候，公会 

会员应••起讨论，通过 

公会互相分享，找出替 

代方案或找代替品，加 

强联系与力量会做得更 

好。

推
動
經

濟

回
饋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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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種金鑾工商聯誼會新春宴

嘉宾移交支 

票给受惠团体后 

合影，站者左五 

起为覃耀、黄玉 

坤、吴月销、黄 
思汉、陈添泉、 

黄福安、赵志 

刚、许志强、潘 

福平、梁智期、 

纪通成、陈青山 

及叶国荣。

黃思漢：公衆或執法人員

考慮彼此立場珥免衝葵
(吉隆坡17日讯）雪州行政议 

员黄思汉指出，任何的法令及条例 

都不能满足所有人，不管是公众或 

执法人员都应站在彼此的立场去看 

待及思考，将心比心就能够避免发 

生许多不必要的冲突事件。

也是金銮州议员的黄思汉出席“第 

十八届蒲种金銮工商联谊会新春庆团圆 

晚宴“时表示，法令及条例的存在，最 

主要的目的是维持社会秩序，如果公众 

不理会法令，执法人员不去执法，社会 

的秩序将大混乱，这不是大马人民想要 

的社会情况。

他说，过去两三个星期内接二连一 1 

发生公众人士与执法人员冲突事件，包 

括两个星期前在双溪毛糯发生一名巫裔 

老妇与执法人员起冲突，上个星期在首 
邦市USJ 9发生华裔老伯与执法人员起冲 

突，同•天也在蒲种柏丽玛发生执法人

员与公众冲突事件，事主甚至驾车撞执 

法人员的摩哆，幸好没有伤亡事件。
“这些冲突事件皆是因为公众不满 

执法人员的拖车行动，双方各执一词， 

公众因为泊车位不足而违例泊车，并认 

为执法人员态度不好，而执法人员则常 

接到公众的投诉及收到上司的压力，有 

投诉就必须采取行动，引发了如此多的 

冲突事件：”

增设泊车位无助解决冲突

他不认为增加泊车位就能解决这 

类冲突事件，并以蒲种肯纳里商业区为 
例，梳邦再也市议会在该区增设了 140 

个泊车位，但大家仍觉得泊车位不足。

他表示，蒲种公主城银行附近也面 

对泊车位不足问题，但蒲种金融企业中 
心（PFCC )就设有泊车场，惟双重泊 

车问题还是发生，许多人不愿走多两步 

和缴付较高泊车费，而宁愿冒险违例泊

“如果我们的不改变思维及生活习 

惯，还是会继续发生泊车位不足问题， 

公众必须善用电子召车和公共交通，以 

够减少这样的问题。”

他也宣布拨款5000令吉赞助该晚 

宴，他也在会上献唱一曲《朋友》，并 
成功筹募到2万作为蒲种金銮工商联谊 

会的慈善基金，捐献给有需要的团体。

其他出席者包括蒲种金銮工商联谊 

会名誉顾问拿督斯里黄福安、赵志刚、 

名誉主席兼梳邦再也市议员叶国荣、署 

理主席黄玉坤、副主席梁智期、纪通 

成、财政潘福平、查账覃耀宗、委员陈 

青山、蒲种中华总商会主席朱贵财、原 

产业部长郭素沁政治秘书朱丽诗及特别 

助理吴月娟。

蒲种华团联合会会长高祥威也宣布 
捐献1000令吉，郭素沁则拨出2000令吉 

给大会

威

、
陈
添
泉
、
黄
基
全
及
朱
丽
诗
。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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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龙镇武吉柏迈花园近两三 

年来经常发生树倒事件，加 

影市议会会派员清理，去年杪还派人砍伐路

双
旁的大树，尽管已即时清走所有大树枝干和垃圾， 
惟却不知何故留下•个装有树干的垃圾槽。

在有关垃圾槽‘出现’后，今年农历新年前 

夕就开始有许多人将垃圾丢在垃圾槽周边，以致该 

区沦为垃圾场，严重破坏当地卫生。
我在本月10日透过WhatsApp向加影市议员林 

金琪反映后，当局翌日已派员收走垃圾槽和清理地 

上的垃圾。

我对当局迅速地处理投报，以及此次的 

服务效率感到非常满意和赞赏，也希望官员 _ 

们继续保持下去，并成为其他政府部门的典■ 

范，•起提供优良的服务。”

接
投
訴
迅
速
處

美食中心卡拉OK午夜擾人
:食中心设卡拉 
:OK设施，唱歌 

至深夜，扰人清梦！

沙叻秀新村一座美食中心 

入夜后除了有饮食买卖之外， 
还设有卡拉OK歌唱活动，大 

声播放音乐和高歌直至午夜12 

时许，影响附近居民的睡眠品 

质。
这种情况持续约2年之 

久，我曾向行动党沙叻秀新村

支部投诉，有关美食中心之后 

也一度提早于晚上11时结束卡 

拉OK唱歌活动。无奈的是， 

-段时日后，高歌至三更半夜 

的情况再度重演，导致附近小 

孩、老人家居民都被歌声吵 

醒，影响睡眠。.

我不是反对美食中心设卡 

拉OK设施，但不应该进行至深 

夜，骚扰附近的居民，最迟应 

该于晚上11时就结束。”

—垃圾槽“引来”附近商民丢垃圾，更有无 

良人士将垃圾直接丢在垃圾槽周围，破坏当地卫 

生。

與業者商談尋解决方案

楊利國（沙叻秀新村民衆會堂福利聯合會主席）

‘有
关美食中心的地段是由联合会租借给相

关业者售卖饮食而已，自从我们最近陆 
续接到不少村民不满美食中心进行卡拉OK唱歌至深夜 

的投诉后，我们就开始接洽业者，目前依然处于商讨 

的阶段，我们希望能够寻求最佳方案。

相关业者是从今年1月开始进行唱歌活动至深夜， 

之前都是到晚上10时许而已，并不是如村民所指的过 
去2年唱歌至深夜那样夸张。”

周太太（吉隆坡）

程先生

市
會
清
理
倒
樹
留
手
尾

_市場仍一 ‘罩’難求

盼政府列廠商發貸地點
;虽

然早前贸消部说T.厂增加 

生产口罩，但我发现目 

前市场上的口罩依旧缺货，至今依然- 

‘罩’难求，若疫情越来越严重，将导 

致民众越来越恐慌。

贸消部曾多次提醒民众无需担心口 

罩短缺问题，该部会确保口罩在市场上 

供应充足，但我就算在小地方也买不到 

口罩。

灵市SS2 

商业区的部分 

行人道地砖已 

脱落，容易绊 

倒路人。

靈市SS2商業區

行人道地磚絆倒

我认为，政府应公布厂商每日生产 

口罩的数量，同时也列出厂商的发货地 

点，如药剂行或超市，让我们知道哪里 

有存货，就可到这些地点购买^

我也担心有心人一次性购买大量口 

罩，囤积起来高价转售或运送到国外。 

因此，政府必须透明化公布口罩生产商 

的货源数量和出货地点，民众才有机会 

买到口罩。”

在八打灵再也SS2商业区 

K工作，平R以大众交通为
代步丁且。

我^现该区的部分行人道地砖都已 

脱落，平时走在行人道上都需要小心翼 

翼，人夜后因视野不佳，更容易被脱落

的地砖绊倒。

有时候为了赶巴士，我无法专心注 

意路面状况，曾经试过被地砖洋倒及擦 

伤0

我希望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可以定时 

维修基设，保障大众的安全。”

可向靈市政廳投訴

I都会》 

吐区报 

建议读者，遇到上述问

题可致电八打灵再 

也市政厅24小时热 

线（03-7954 2020)、 

电邮（aduan@mbpj. 

gov.my )、传真（03-

7958 1494 )或脸书 

(mbpjaduan )等方式， 

向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作 

出投诉。

丁
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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