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00 peserta gegar Education Fun Run 2020
SERAMAI lebih 3,000 peserta 
menyertai Education Fun Run 
2020 anjuran Kelab Sukan & Ke-
bajikan dan Jabatan Pendidikan 
Negeri Selangor (KESUBA) de-
ngan kerjasama Majlis Bandaraya 
Shah Alam (MBSA) di Dataran 
Shah Alam baru-baru ini.

Penyelaras program, Rosli 
Badron berkata, edisi kedua itu 
adalah sebahagian daripada akti-
viti tahunan KESUBA dan dia-
dakan sebagai tanda kenangan 
buat Pengarah Pendidikan Sela-
ngor, Dr Mahanom Mat Sam yang 
bakal bersara wajib bulan depan.

Tarikan utama program terse-
but adalah cabutan bertuah yang 
mana penganjur menyediakan 
lebih 100 hadiah untuk dimenangi 
termasuk hadiah utama berupa 
sebuah motosikal kelas 110cc.

Sekolah Kebangsaan Kota 
Kemuning dan Sekolah Mene-
ngah Kebangsaan Shah Alam pula 
boleh berbangga apabila meneri-
ma anugerah khas penyertaan 
teramai dengan masing-masing 
menghantar 120 dan 80 peserta.

Terdapat juga program santai 
Piknik Dhuha yang menampilkan 
selebriti TV Al-Hijrah, Farah 
Adeeba yang bertindak sebagai 
moderator manakala Khairul 
Anuar Awang daripada JPN Se-
langor dan Shah Hambali Ariffin 
(MBSA) menjadi panel jemputan 
dengan topik ‘Kita Perintis Hijau’. 

Education Fun Run kali ini 
mendapat penajaan beberapa pi-
hak, antaranya Kidzania, BSN, 
McDonalds, NetGreen Services 
dan Honda Shared Auto selain 
Line 7 dan 100PLUS. Para peserta memulakan larian ketika menyertai Education Fun Run 2020 di Dataran Shah Alam baru-baru 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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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QSA FUNDS LOST

‘No Malaysian donations ever reached us, except from Mais’
KUALA LUMPUR: Palestinian
ambassador to Malaysia Walid
Abu Ali yesterday dropped a
bombshell, claiming donations
raised by Malaysian non-gov-
ernmental organisations (NGOs)
had failed to reach the Al Aqsa
Mosque fund for years.
Only donations raised by the
Selangor Islamic Religious
Council (Mais) had been ac-
counted for.
Walid said Malaysians should
know the truth and ask where
their donations to help the
Palestinians had gone to.
“SomeNGOs inMalaysia, they
focused on supporting Palestini-
ans, supporting people in Gaza
by raising donations.
“I mean, you contribute. You
raised the money, but did you
ever ask who received the mon-
ey? Who benefited from it? No
one knows,” he said during a
courtesy call to the New Straits
Times Press (Malaysia) Bhd.

Walid said the “missing” do-
nations could be confirmed by
those who handled them.
“There are so many NGOs in
Malaysia and they have raised

money for the Al Aqsa Mosque.
But, the money was never re-
ceived,” he added.
Somemoney went missing, he
said,whenpeople in fundraising

efforts took their share to cover
their cost, which sometimes
came up to 40 per cent, despite
knowing all should be chan-
nelled to themosque.
Walid, who expressed concern
over the matter, said more ef-
forts should be made to ensure
that money raised would go to
the intended recipients.
“It is good (to donate), but
make sure your money reaches
the right beneficiaries and use
the right channels, including via
the embassy or the Jordanian
and Palestinian Waqf Ministries
that are in charge of funding the
Al AqsaMosque.”
He said the embassy had taken
measures in ensuring contribu-
tions were made through proper
channels.
“AftermeetingMais, the coun-
cil has come up with terms and
conditions for those whowish to
collect funds to ensure that the
recipients get the money,”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embassy
andMais had set up a waqf fund
to buy properties in Al Quds.
“We encourage all Muslims
countries to invest in Al Quds,
especially in buying properties
at the holy land, which will en-
sure that the Israelis will not
take over the holy land,” he said.
The courtesy call, led by NSTP
chairman Tan Sri Ismail Omar,
was joined by NST group editor
Ahmad Lokman Mansor, Hari-
an Metro group editor Husain
Jahit, and Berita Harian con-
tent and digital executive editor
M. Thillinadan, as well as rep-
resentatives fromMyAqsa.
Among the topics discussed
were calling for Malaysians to
stand in solidarity against Unit-
ed States President Donald
Trump’s “deal of the century”
and the affirmative decision by
the Palestinian government to
ensure that the Al Aqsa Mosque
was accessible to all Muslims.

Palestinian ambassador to Malaysia Walid Abu Ali (second from
right) meeting NSTP chairman Tan Sri Ismail Omar (second from
left) in Balai Berita, Kuala Lumpur, yesterday. PIC BY ROHANIS SHUK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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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TURING THEM 
IN THE ACT 
Selangor's local 
government 
enforcement 
officers will soon 
use body-worn 
cameras during 
operations 
>4 

By NUR AMIRAH ABD RANI 
metro@thestar.com.my 

ENFORCEMENT officers in all 12 
local councils in Selangor will soon 
be required to wear body-worn 
cameras (BWC) when carrying out 
operations against those who break 
the law. 

Selangor local government, pub-
he transportation and new village 
development committee chairman 
Ng Sze Han said this would help 
provide a clearer picture of what 
transpired during their course of 
duty. 

The proposal to have the camer-
as, Ng said, was mooted during a 
discussion with heads of local gov-
ernments in Selangor recently. 

Currently only the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 and Amp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enforce-
ment units have BWC. 

Ng said having BWC for enforce-
ment personnel would be helpful 
when investigating complaints 
against the officers as well as 
offenders. 

"We are now studying the cost 
for this equipment. 

"Soon every Selangor enforce-
ment personnel will be equipped 
with the BWC during operations 
which has both visual and audio 
recordings. 

"They will help identify the 
cause of incidents such as provoca-
tive gestures or actions of either 
party," Ng added. 

Echoing the same sentiment, 
Petaling Jaya mayor Datuk Mohd 
Sayuthi Bakar urged the public not 
to confront enforcement personnel 
who were merely carrying out 
their duties. 

Mohd Sayuthi said MBPJ had 50 

Body-worn cameras for 
enforcement personnel 
Selangor wants all 12 local councils to use gadget during operations 

w 

Enforcement officers in a neighbouring country with the body-worn 
camera clipped onto their uniform at chest level. — Filepic 

BWC units for its enforcement per-
sonnel. 

Two incidents this month went 
viral showing confrontations 
between enforcement officers and 
the public in Shah Alam and 
Subang Jaya. 

On another issue, Ng said effec-
tive March 1 this year, there will be 
an additional clause for the work 

permit approval by local govern-
ments to third party companies 
who caused pipes to burst during 
their work. 

"If a pipe bursts during works by 
a third party, the local govern-
ments are required to issue a stop-
work order for a suitable period or 
a minimum of 30 days," said Ng. 

He added that there were 295 

Ng (second from left), together with Mohd Sayuthi (left), Suhaimi (third 
from left) during the press conference held at the MBPJ headquarters 
in Petaling Jaya yesterday. 

burst pipe incidents caused by 
third party companies in Selangor, 
Kuala Lumpur and Putrajaya that 
caused water disruption. 

Air Selangor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Suhaimi Kamaralzaman 
said with the additional clause, the 
contractors need to obtain prior 
approval from Air Selangor to 
avoid damaging the pipes and 
affecting water supply. 

"Previously, there were cases 
where we had to fork out almost 
RM500,000 to repair broken pipes 

and Air Selangor had to supply 
water through tankers and water 
stations to the affected areas. 

Ng also said the state govern-
ment was waiting for approval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n 
its proposal to amend the 
Enactment 672 Solid Water and 
Cleansing Management. 

"Selangor has a high population 
thus the amount of solid waste pro-
duced is high and we have differ-
ent systems of solid waste manage-
ment," he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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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ZAAR APPLICATION 
Tomorrow will be the last day for 
Ramadan bazaar permit applica-
tions at the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Applications can 
be done via elesen.mbpj.gov.my. A 
total of 1,400 lots at 19 various 
locations in the city are available. 
For details, call 03-7954 1560 / 
7960 4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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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ption process to be reviewed after black market claims 
THE Women, Famil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Ministry 
will review adoption procedures 
following reports of babies offered 
up for adoption illegally online. 

Its Deputy Minister Hannah Yeoh 
said the Welfare Department will 
hold talks with the Home Ministry 
to determine if difficulties in the 
adoption process was the reason 
why some resort to black market 
adoption. 

"There are guidelines with regard 
to the process but we must know 
why people are resorting to the 
black market. 

"So there must be weaknesses in 
the present system," Yeoh said as 

reported by Harian Metro. 
She was responding to a Bernama 

report that babies were being 
offered for adoption online for 
more than RM15,000. 

> Being born without ful-
ly-formed limbs has not stopped 
Hasbullah Hashim Liong, 30, from 
Tanah Merah, Kelantan, from sup-
porting his family as a barber. 

"After completing my Sijil 
Pelajaran Malaysia (SPM), I attend-
ed a telephone repair course for 
several months before my mother, 
Mariani Mamat, 53, provided the 
money to open a small shop in front 
of our home. 

"But since I was skilled at cutting 

hair even while at school, I decided 
to offer male hair cuts," reported 
Harian Metro. 

Hasbullah said he learned to cut 
hair from his grandfather and later 
honed his skills while living with 
other students staying at the school 
dormitory. 

Hasbullah, the eldest of five sib-
lings, said he earned between RM4 
and RM6 per haircut and averages 
between 10 and 15 customers a day. 

> Sinar Harian reported that the 
Perlis Fatwa Committee decided 
that Muslims there must pay tithes 
on digital assets such as Bitcoin. 

Perlis Mufti Datuk Dr Moah Asri 
Zainul Abidin said the decision was 

made last July as Bitcoin was 
deemed a trading commodity. 

He said the tithes were payable 
either in cash or through Bitcoins 
based on a fixed annual calculation. 

Meanwhile, Johor Mufti Datuk 
Yahya Ahmad said religious author-
ities there will issue an edict on 
Bitcoin. 

However, he said this will be 
done after the National Fatwa 
Council, Islamic Development 
Department and other states have 
decided on the matter. 

He added this will allow the states 
to synchronise handling of tithes 
following a decision from the reli-
gious authorities. 

Page 1 of 1

19 Feb 2020
The Star, Malaysia

Author: N/A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175,986 • Page: 15 • Printed Size: 181.00cm²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9,144.07
Item ID: MY0038769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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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 road near USJ8 police station 
as problematic areas during peak 
times. This is because it is a stopover 
town where people can go to Kuala 
Lumpur and Shah Alam without 
paying toll. 

“To resolve the issue, we need to 
take the highway traffic out of local 
roads, and reserve these roads only 
for local use. Local roads cannot 
sustain highway traffic,” she said. 

Ng has proposed changes to 
certain roads leading to highways, 
and have held discussions with the 
stakeholders such as the Malaysian 
Highway Authority and Kesas.  

She said 

construction will begin soon to ease 
traffic flow. 

Ng said the community here is 
active in ensuring their feedback is 
heard. 

“Last year, I attended 400 events 
organised by the community. It 
shows that Subang Jaya has a 
dynamic and active community, and 
they want to make sure their area is 
developed so all can enjoy a good 
quality of life,” she said.

� BY CCINDI LOO 
newsdesk@thesundaily.com 

 
SUBANG JAYA: With 75,000 voters 
and a quarter million residents, 
Subang Jaya is the most densely 
populated and biggest state 
constituency in Selangor. 

Stretching from SS12 to SS19, 
PJS 7, 9, 11 Bandar Sunway, and 
USJ1 to 22, it is also known as a 
stopover town where highways 
crisscross with major roads, as 
many motorists go through 
Subang Jaya to avoid using tolled 
roads, resulting in major traffic 
woes. 

But the town is gradually going 
through changes from a densely 
traffic-populated area to 
accommodating more public 
transport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s to ease congestion 
for the benefit of residents.  

Helming the constituency is 
Subang Jaya rep Michelle Ng, who 
took over as state assemblyman in 
2018, after the constituency 
enjoyed 10 years under the care of 
Subang Jaya-born Hannah Yeoh, 
who later became Segambut MP 
and Deputy Women, Famil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Minister. 

Ng is using the tiered approach 
in managing Subang Jaya, so when 
issues reach her, it is for a good 
reason. 

“Generally, the community 
leaders in Subang Jaya are active, 
and they are committed to 
resolving issues that happen on 

the ground. I introduce them to 
the local councillors of their zones 
to handle the issues. If they cannot 
be resolved in time, or if it requires 
my attention, I will resolve the 
matter,” she told theSun. 

This, she said, helps her narrow 
down issues and come up with 
programmes that can benefit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 

One such programme Ng is 
promoting is the suicide 
awareness programme, which 
trains volunteers and community 
leaders on suicide prevention 
methods, and also teaches and 
trains youth in mental health 
resilience, due to the high number 
of suicide cases in Subang Jaya. 

“Mental health is a big issue 
here because we have a lot of 
universities. Young people face a 
lot of pressure, and a number of 
them come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Subang Jaya has one of 
the highest suicide rates, 
averaging about one a month. 

“As a representative, I have to 
do something, even though it is 
not an easy topic to dive into. We 
have to speak to the community 
leaders and residents on the best 
approach, speak to doctors and 
the Health Ministry, and combine 
resources on how to overcome 
this,” she said. 

Ng acknowledged that the daily 
traffic going in and out of Subang 
Jaya still poses a problem for 
many. 

“We have identified the SS15 
roundabout, Taipan 

Ng (left) and Yeoh.

Working hand in hand 
My Constituency

k Subang Jaya rep Michelle Ng says 
active feedback from residents enabled 
her to resolve constituency issues swiftly

Aerial view of Taipan USJ in Subang Jaya. – ASYRAF RASID/THE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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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团圆新年”新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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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左起为阿希夫，右8为刘永山。

黃思漢鼓勵多辦活動

留住新村淳樸特色
(龙溪is日讯）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指 

出，雪州许多新村都有故事、美食和美 
景，堪称“入得厨房，出得厅堂”，在雪 
州经济发展扮演者重要的角色。

他说，虽然州内许多新村已老化，一些 
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但游子都会在每逢时 
节回乡，皆因新村是他们的根，村民应该 
保留新村的优点，合力保持环境卫生，积 
极种植，打造一个宜居的新村。

家居裝飾賽頒獎

“一些新村以旅游为名，有著则以渔业 
或农业为主,但有许多有功人士都来自新 
村，他们对雪州贡献良多，有助经济发
展。，，

i 也鼓励新村社区管理委员会生席，带动 
委员和村民多办活动，凝聚大家，让新村 
在面对发展的洪流下，仍保留属于新村的 

淳朴和特色。

“其实不需要有伟大 
的想法，也不用周详的 
计划或大笔资金进行发 
展新村旅游或经济，如 
果能让回乡的游子，依 
旧觉得新村是舒服和引 
以为傲的家乡，就已经

是取得成功了。”
他在上周六（15日）晚，出席由龙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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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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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长）李桂安、双溪比力管 
委会主席余东发及雪邦管委会主席戴袓 
兴〇
1匕外，他提及，雪州「团圆新年」新春 

家居装饰比赛获得热烈反应，州内9个县区 
的77个新村，共有382户参与，其中鹅麦县 
级乌雪县最为踊跃，共有106户及85户参 

赛
"^逭后，他在会上颁发雪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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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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麵11_1
美麗樂守護您的健康

(吉隆坡1S日讯）美丽乐国际 
集团日前在吉隆坡城班登Majlis 

Perbandaran MPAJ免费派发免洗搓 

手液，协肋市民守护健康，培养正 
确的洗手方式。

基于武汉肺炎疫情爆发，美丽乐 
国际集团采取主动，希望能通过 

“世界有爱.你我同在.美丽乐. 
永远守护你”运动，鼓励大家培养 
清洁和正确的洗手方式，防止细菌

和病毒侵袭人们健康。
不少市民于早上8时 

抵达现场，领取50毫升 
MEL 1 LEA EC0MIND免洗搓 

手液，现场吸引不少民众 
和居民前来领取。

美丽乐国际集团创办人兼集团主 
席拿督黄贵华博士及拿督陈瑰莺博 
士，现场与民众分享健康的资讯。 
马来西亚卫生部也参与这项活动， 

为民众讲解卫生习惯和疾病传染知 
识。

了免费派发搓手液，该公司也 
提供免费健康检查，让市民了解自 
身的健康情况。此外，现场提供免 
费试喝系列健康饮料。

■黄贵华博士（右2)教导友族儿童正确洗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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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八打灵再也is日訊）雪州政府规定3月 

1日起，所有涉及桤路的第三方工程，挖路 

前需先向雪州水管理公司报备，否则一旦 

出现桤破水管状况，地方政府将有杈力发 
出停工令给相关单位。

■黄思汉（中）在会议后宣布新政策，左起为沙尤迪及苏海米。

“我们希望这只是一项警惕政策， 出席者有灵市市长拿督沙尤迪、雪 
让承包商不要犯下错误，而不是旨在水管理公司总执行长苏海米、总营运 
重罚承包商。” 长阿巴斯。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说，雪州经 
济行动委员会议决，一旦第三方工 
程出现水管破裂问题，地方政府可 
以发出最多30天的停工令给对方。

他指出，在任何涉及水供管理资 
产、水管保留地等雪水管理公司资 
产的挖路工程进行前，第三方单位 
必须向雪州水管理公司报备，了解 
地下水管结构。

“水管理公司也必须在5天内作出

回复。”
他今日召开记者会说，州政府这 

项决定，是鉴于第三方工程挖破水 
管的案件太多造成损失，而有此政 
策。

他指出，雪隆与布城于2018年有 
559单第三方工程挖破水管的案件， 
去年则有295单。

他说，停工令对承包阅来说是很 
严重的惩罚。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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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佩戴隨身攝錄機
$州各县在过去3年因第H方工程导致的 

g水管破裂事件，累积超过1〇〇〇宗，带来 
严重损失。

雪州在2〇lT年至2〇19年，分别发生424 
宗、559宗及295宗因第三方工程造成的水管 

破裂事件。
雪州水管理有限公司总执行长苏海米说， 

以大型的400毫米水管来说，包括维修费与 
无水供的损失，大约是50万令吉。

“修理费会由我们先垫付，在鉴定出肇因 
找出肇事者后才向对方索取。”

@思汉指出，雪州12个地方政 

M府将研究让执法组行动时， 
佩戴随身摄录机，保障官员与公 
众利益。

他说，各地方政府会用两三个 
月时间研究此事，包括预算、摄 
录机配置等。

“这摄录机需要包含录音功 
能，如此一来所有挑衅性会话也 
无所遁形。”

他指出，目前有的地方政府已

配备摄录机，包括灵市政厅、梳 
邦再也市议会、安邦再也市议会

i匕外，询及雪州政府尚未签署 
2007固体废料及公共卫生法令 
(672法令）一事，他说，州政 

府目前正修订新的固体废料法 
令，且已把草案呈交中央。

“我们在等待中央政府的回 
应。”

县署 2017 2018 2019

八打灵~ 66 123 36

巴生 0 15 25

180 198 105

56 97 68

乌冷 66 83 47

乌雪 0 4 1

PPi^ 8 4 2

瓜冷 26 6 4

瓜雪 8 29 4

沙白 14 0 3

Page 1 of 1

19 Feb 2020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2
Printed Size: 662.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3,058.32 • Item ID: MY0038768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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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支单向道

盟躺，，

■不可进人的告示牌“躺”在路肩上。

路肩上，被车辆撞倒的可能性不高，但也 
一支支倒下。

交通情況變差

当地商家杨式宏告诉《中国报》，这些 
交通指示牌损坏后，交通情况也变差，许 
多单向道路被驾驶人士误闯，导致经常发 
生碰撞事故。

他说，尤其是从I3/9路往Tea Garden餐 

厅的路口，常见驾驶人士违例转左，因为 
该路口的不可进入指示牌已倒下。

“这路口经常发生车辆碰撞意外，但所 
幸都没有伤亡。”

，林雁芳j (加影1 8日

’訊）皇冠城第 

9区商业中心交通指示牌疑遭人蓄 

意破坏，导致大多数交通指示牌脱 

落、不翼而飞或整支柱子倒塌，影 

响商业中心交通乱象一箩筐。

根据本报记者观察，该商业区有至少超 
过10个交通指示牌遭人蓄意破坏，包括不 
可进入指示牌、单向道指示牌等。

这些交通指示牌大多数设立在约6尺高 

的位置，是一般行人或车辆都不容易触及 
的地方，但指示牌却一个个都被拗歪。

当中有许多不可进入的指示牌都设立在

■挂那么高也被车撞到吗?

■高挂的不可进人告示牌被拗歪。

■杨式宏：路口 ■
发生很多純。|

/,、正党加影市议员林金瑛说，皇冠城 
单向道设施只建设数年便损坏，市 

议会也怀疑有人蓄意破坏。
她说，自她接管皇冠城后，曾更换一 

些损坏的交通指示牌，但没想到短时间 
内又损坏。

她在2019年已申请拨款，准备为商业 
中心更新所有损坏的交通指示牌，预料4 
月会有拨款。

至于13/9路往Tea Garden餐厅的路口 
经常发生车祸问题，她说，当地有20多 

名商家近期向市议会提出改为双向道的 
要求，市议会需要研究有关要求。

皇冠城第9区商业中心是在2016年应当 

地工商会要求，改为单向道，当时引起 
部分商家反对，后来单向道路线也做出 
部分修改。

您:汽銘
繊S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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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8日 

讯）美门街头挥 

春比赛2020吸引 

约122人上网报 

名参加，惟因武 

汉肺炎（2019冠 

状病毒疾病），

出席人数驟減至 

60人，但无減到 

场的参赛者的热

该活动由美门残障关怀基 
金会与八打灵再也市议员王 
绥生、兰亭书艺坊、SS2B睦 
邻中心、SS2南区居民协会、 

八打灵再也小贩商业公会和 
大马针灸骨伤中医学院联合 
举办。

現場為公衆針灸推拿

主办方邀请书法家吴宝光 
主持开幕时，在一幅大型春 
联上挥毫，白沙罗国会议员 
潘俭伟和甘榜东姑州议员林 
怡威也补上一笔，为场面増 
添浓浓新春气息。

除了书法比赛，当天也有 
中医义诊为公众针灸和推

演、轮椅舞蹈及多样的互动 
游戏等。

潘俭伟指出，由于中美贸 
易战，全世界经济表现降 
低，好不容易有解决方向却 
又遭遇武汉肺炎，严重打击 
旅游和餐饮业，政府正计划 
如何帮助人民减轻负担，恢 

复増长力。

潘俭伟也提及，2019年希 
盟政府推介MySa 1 am医疗保险 
计划，为低收入者或B40群体 

提供免费医疗保险，今年则 
纳入中层收入群体（M4〇)， 
受惠的群体年龄从18岁提高 
至65岁。

林怡威则提及本月22曰在

拿，还有美门的手工摊位和 
文房四宝等摊位、舞狮表

同地点，即SS2/16篮球场有 

免费的身体检查，欢迎大家
踊跃出席。

出席者尚有美门残障关怀基
金会潘银珠、美门街头挥春筹 
委会主席王志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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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骅强李邱邱 
嘉庆、、文订鼎 
宾=黄黄彬善贝才
出盖亚德、、 
席;；祥和邱许 
巴^、、订木 
生I黄胡春兴
绿二传朝、、 
林^成栋颜黄 
镇起、、维宝 
东郑戴主才福 
圣炽伟席、及

(巴生18日讯）巴生绿林镇东圣殿 

曰前举行岁末敬老施赠米粮及乾粮活 
动，上门获施赠者逾千人。

该庙也携带米粮及乾粮至双溪毛 
糯、吉隆坡和八打灵再也、彭亨直凉 
和关丹、仕林河、怡保、江沙、太 
平、柔佛沙令和新山、泰国合艾观音

古庙及合艾关帝庙去施赠。
庙方昨晚也举办“庆3響晚宴， 

第一喜是庆祝庚子农历新年，第二喜 
是庆祝该庙于去年劳动节成功迁庙， 
第三喜是庆祝平安宴成功举行。

主席李文彬和副主席邱订春感激各 
界支持，让新春施赠活动规模越做越

大，増加受惠慈善团体弱势人士。
出席者包括风水顾问郑炽骅、总书 

记黄亚祥、永久正总务拿督黄传成、 
顾问拿督戴伟强、拿督黄德和博士、 
颜维才市议员、拿督邱订善、外交胡 
朝栋局绅、顾问代表许木兴、殿主黄 
宝福及理事邱鼎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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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敏

旅行社獲批修訴訟文件

阿茲敏4兒列答辯人
(吉隆坡is日讯）YHA旅行社在起 

诉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拖欠旅费案中，欲修改诉讼文件，以 

把阿兹敏的4名孩子列为此案的答辩 
人，地庭于1月23日允许旅行社这项 

申请。

根据“当今大马”报导指出，起诉 
方YHA Travel & Tours私人有限公司 

在诉状中，原本只将阿兹敏列为答 

辩人，但之后向法庭申请将阿兹敏 
的4名孩子，即法拉莎兹莉雅娜（29岁）、法拉阿菲法 

(24岁）、法拉阿米拉（26岁）及莫哈末阿米尔（28 
岁），列为第2至第5名答辩人。

诉方是于2019年12月30日提出上述申请i并于本月5 

曰通过Messrs Fong Yap & Gan律师楼入禀法庭，也注 

明根据2020年1月23日的庭令修改诉讼文件。

根据诉讼文件，YHA旅行社首先向第一答辩人阿兹 

敏，追讨32万8901令吉的款项。

报导指出，若阿兹敏没有偿还这笔欠款，诉方将分别 
向阿兹敏追讨16万T332令吉、法拉莎兹莉雅娜8510令 

吉、法拉阿菲法3880令吉、法拉阿米拉6400令吉，以及 

莫哈末阿米尔9万2880令吉欠款，另外还要附加利息。

“砂拉越报告”网站于11月5日引述YHA旅行社的诉讼 

文件，报导该家旅行社起诉阿兹敏，在6个月内拖欠约 

30万令吉旅费，包括机票和酒店费用。
阿兹敏随后于去年12月13日，反起诉该家旅行社，指 

控旅行社的主席和大股东，正是早前将他卷入男男性爱 

短片风波男主角之一哈兹阿兹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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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18日讯）新型冠状 

病毒疫情扩散引起大众高度 

的关注，而在众人忙著抢购 

口罩及免洗消毒液之际，其 

实我国今年首7周的骨痛热 

症确诊病例已高达2万1190 

宗，短短7周已

7週逾萬病例8人死

雪蚊症最嚴重 Hutan Sin 
BukitSut 

Pulih

夺走了 24条 

人命！

卫生部全国危机准备及应对中心 

(CPRC)今日发布最新数据，指我 

国今年首7周（2019年12月29日至 

2020年2月15日）累积的骨痛热症 

病例同比去年增加了 160宗，增幅为 

0.8〇/〇〇

比去年增加160宗

数据显示，单从2月9至15日，全 

国就出现2717宗骨痛热症确诊病 

例，另有5人不幸死于骨痛热症。大 

家在防范新冠肺炎的同时，对于由 

蚊子传播的骨痛热症也绝不能掉以 

轻心。

雪兰莪是全国各州及联邦直辖区 

当中，骨痛热症疫情最严重的州 

属，今年首7周累积病例达1万3018 
宗，并已夺走8条人命，占全国骨痛 

热症死亡人数的三分_。

雪兰莪的骨痛热症疫情几乎遍布 

全州，从北至南的乌鲁雪兰莪县、 

鹅麦县、八打灵县、巴生县、乌鲁 
冷岳县到雪邦县，都出现骨痛热症

热点区。

接著为吉隆坡及 

布城，骨痛热症病 
例达1651宗，共3人 

死亡；柔佛1634宗 

5死；沙巴1175宗2 

死；吉兰丹922宗1 

死；霹雳632宗1死；

马六甲350宗3死及槟 

城205宗1死。

除了骨痛热症，由蚊子传播的病 

症还包括基孔肯雅（Chikungunya ) 

及兹卡（Zika )。

CPRC甫发布的资料显示，我国首 

7周累积录得271宗基孔肯雅病例， 

单是上周就有50宗。

兹卡方面，大马医药研究院 
(IMR )筛检了来自出现兹卡症状 

患者的268份血液样本及7份尿液样 

本。
从2019年12月29日至2020年2月 

15曰，我国并未录得任何兹卡确诊 

病例。（CYL)

■雪兰莪州骨痛热症疫情 

全马最严重，几乎全州布 

满热点区。

29.12.2019至15.2.2020骨痛热症数据

檳首7週205病例1死
城在今年首7周出现205宗骨痛 

M热症，1人不幸死亡。

根据卫生部骨痛热症官网，过去 

14天方圆200米区出现2宗或更多 

宗骨痛热症的地点为垄尾路、荅六 

拜Mukim 12公寓区、直落巴巷Flat 
丨ndah、Kg Nelayan、威中柏达镇及 

威南华都村A—带。

14天内，方圆200米出现2宗或更 

多宗骨痛热症的地点被列为骨痛热症 

密集区（Kluster Denggi );疫情持

续超过30天才会被称为骨痛热症热 

点区（Hotspot Denggi )。

民众受促在照顾好个人卫生的同 

时，也要照顾好居家及工作环境的 

卫生，杜绝成为蚊子滋长温床的积水 

处，并做好防蚊措施。

若出现骨痛热症症状，比如发烧、 
皮肤出现红疹、眼球后方疼痛、关节 

及肌肉疼痛、牙龈/皮肤/鼻子出血、 

呕吐、腹泻、肚子痛及头痛，就要及 

早求医。（CYL)

州属/直辖区 丨7周累积确诊宗数 死亡人数

玻璃市 12 0

吉打 153 0

槟城 205 1

霹雳 632 1

雪兰莪 13018 8

吉隆坡及布城 1651 3

1森美兰 313 0

马六甲_ 350 3

柔佛 1634 5

i彭亨 526 0

登嘉楼 59 0

吉兰丹 922 1

砂拉越 537 0

沙巴 1175 2

纳闽 3 0

全马 2119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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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下月起增條款 A <

發展工程弄破水管修>
(八打灵再也18日讯）从今年3月1日起，雪州地方政府 

将在批发工作证（permit kerja )实施附加条款，即任何发 

展项目工程进行时导致水管破裂，地方政府可对有关发展 

商等第三方发出一个适当期限或至少30天的停工令（stop 

work order ) °

掌管雪兰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及 

新村发展的行政议员黄思汉联合雪州水 

务管理公司（Air Selangor)首席执行 
员苏海米、首席营运员阿巴斯及八打灵 

再也市长拿督沙尤迪在八打灵再也市政 

厅总部召开记者会，作出上述宣布。

去年水管破裂295宗

他说，雪州政府是在雪州经济行动理 
事会（MTES )会议后作出上述议决， 

目的是要控制和避免第三方工程导致水 

管破裂，进而影响雪州子民的水供问 
题。

他披露，2019年，由第三方工程导 

致水管破裂的事件共有295宗，虽然比 

起2018年的559宗减少了，但雪州政府 

认真看待这个问题。

与此同时，黄思汉强调，未来任何要 

在雪州展开的发展项目工程，在任何涉 

及于道路、水管、雪州水务管理公司附 

近或边界的水供设施进行前，须在5天 

的工作日内呈交雪州水务管理公司发出 

的评估（ulasan )。

"换言之，发展商在进行挖掘工程 

前，必须获雪州水务管理公司的评 

估。”

■黄思汉（左 

二）认为，对发 

展商而言，比起 

罚款，停工令才 

是最重的惩罚。 

左为沙尤迪、右 

起是阿巴斯、苏 

海米。

SIMNSMSDIA

©

询及地方政府会否对导致水管破裂 

的发展商进行罚款惩罚时，黄思汉认 

为，对发展商而言，比起罚款，停工 

令才是最重的惩罚。

他提及，以前地方政府会对违例的 

发展商罚款2万令吉，但惩罚似乎还是 

相当轻。

不过，他表明，这55新的附加条 

款，不是要为难发展商，而是要避免 

水管破裂，因此希望发展商在进行挖 

掘工作时更格外小心。

申请准证前须评估

灵市长拿督沙尤迪说，这项新的附 

加条款实施后，发展商若要进行挖掘 

工作，须先得到雪州水务管理公司的 

评估，才能向地方政府申请工作准 
证。

另外，雪州水务管理公司首席执行 

员苏海米则指出，该公司会先支付维 

修费，之后木跟导致水管破裂的单位 

索偿。

询及水管破裂导致雪州水务管理蒙 

受多少的损失时，他举例，若要维修 

超过450毫米（mm)的水管，费用需要 

50万令吉，这损失还未包括居民水供 
中断。

“我们还须启动紧急措施，如设立 

水槽、扎营等，这些费用我们都会向 

肇事方索回。”
“201 9年的295宗水管破裂案件 

中，部分肇事方已赔钱，一些则已带 

上法庭解决。”（TKM)

商執法員佩戴隨身攝像機
2017年至2019年第三方工程导致水管破裂数据

■^思汉指出，他已与所有市长和 

•^市议会主席开会，商讨执法人 

员佩戴随身摄像机的措施，各地方 

政府预料需耗时2至3个月进行研究 

及成本的估计。

首相敦马哈迪早前提及，要执法 

人员佩戴随身摄像机，以遏制贪污 

滥权问题。黄思汉今日在记者会上 

回应说，雪州各地方政府将研究实 

施这项措施的可行性及成本所需。

他透露，目前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和安邦再也市议会已执行这项措 

施，梳邦再也市议会正在测试阶 

段。

他表示，_切费用将由地方政府 
承担，一台随身摄像机的成本约 
1000令吉，执法人员执勤时才需佩 

戴。"除了画面之外，录影还包括 

声音，可保障执法人员和公众。” 
(TKM )

区域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八打灵 66宗 123宗 36宗

巴生 0 15宗 25宗

鹅唛 180宗 198宗 105宗

吉隆坡 56宗 97宗 68宗

乌鲁冷岳 66宗 83宗• 47宗

乌鲁雪兰莪 0 4宗 1宗

雪邦 8宗 4宗 2宗

瓜拉冷岳 26宗 6宗 4宗

瓜拉雪兰莪 8宗 29宗 4宗

沙白安南 14宗 0 3宗

总数 424宗 559宗 295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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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次任行政議員？

鄧章欽臉書倒數卸任
(吉隆坡18日讯）最后一届？巴生 

新城州议员兼雪州投资、工商及中小型 
工业事务高级行政议员邓章钦，今早6 

时在脸书发布一张水牛耕田的照片，同 

时写下：这是我在雪兰莪州议会的最后 

一任，引发许多猜测和遐想。

邓章钦在脸书的完整贴文写著，这是 

我在雪兰莪州议会的最后一任，我将一 

如既往勤奋工作直到届满。只有倒数， 

没有减速。倒数开始。
邓章钦煞有其事的在脸书“倒数未 

来”的贴文引起不少关注，在6个小时 

内获得365个表情、47则留言和14次分 

#-〇
大部分的网民都赞扬他表现良好，期 

望他可以继续在雪州服务；也有网民预 

设他是否准备在15届大选弃州上国， 

并给予祝福；更多的网民为他加油，支

持他的决定。

也有人揣测，虽然雪州没有明文规定 

只能出任两届州行政议员，但本届已是 
邓章钦第二任州行政议员，因此他仅是 

预告他会在下届大选按这项不成文规定 

"退位让贤”而已。

邓章钦在1995年首次中选为雪兰莪 

武吉加星州议员，1999年中选巴生市 

区州议员，2004年、2008年及2013 

年，连续3届中选为双溪槟榔区州议 

员，2008年出任雪州议长，成为我国 

首名华裔议长；2013年首次进入州行 

政议会，出任雪州地方政府地方政府、 

研究及考察高级行政议员，2018年再 

次中选为从双溪槟榔改名为巴生新城区 
的州议员，掌管工商、贸易及中小企业 

事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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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痛热症威胁比新冠肺炎大

今年首7周24死

卫生部全国危机准备及应对中心 

(CPRC)周二最新数据显示，我国今年首 

7周（2019年12月29日至2020年2月 

15曰）累积的骨痛热症病例同比去年增加 

了 160宗，相等于0.8。/。。

从2月9日至15日，全国共有2717 

宗骨痛热症确诊病例，5人不幸逝世。

雪兰莪是全国疫情最严重的州属，今
(槟城18日讯）骨痛热症威胁比新冠肺炎大，我国今年首7周的骨痛热年首7周累积病例达1万3018宗，并已夺走8条人命，占全国骨

症确诊病例已高达2万1190宗，短短7周已经夺走了 24条人命！ 痛热症死亡人数的三分之_。

雪州骨痛热症疫情几乎遍布全州，从北至南的乌鲁雪兰莪 雪州骨痛热症疫情几乎遍布全州，从北至南的乌鲁雪兰莪 

县、鹅麦县、八打灵县、巴生县、乌鲁冷岳县到雪邦县，都出现 

骨痛热症热点区。
吉隆坡及布城骨痛热症病例达1651宗，共3人死亡；柔佛 

1634宗5死；沙巴1175宗2死；吉兰丹922宗1死；霹雳632 

宗1死；马六甲350宗3死及槟城205宗1死。

CPRC甫发布的资料也显示，我国首7周累积录得271宗同 

样是蚊子传播的基孔肯雅病例，单是上周就有50宗。

槟205宗1人死
槟城方面，今年首7周有205宗骨痛热症，1人死亡。

根据卫生部骨痛热症公布的数据，过去14天方圆200米区出 

现2宗或更多宗骨痛热症的地点为垄尾路、苔六拜Mukim 12公寓 

区、直落巴巷Flat Indah、Kg Nelayan、威中柏达镇及威南华都村 

A —带°

民众若出现骨痛热症症状，比如发烧、皮肤出现红疹、眼球 

后方疼痛、关节及肌肉疼痛、牙龈或皮肤或鼻子出血、呕吐、腹 

泻、肚子痛及头痛，应及早求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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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新城华小

有望6月8日开课
(加影18日讯）人民引颈长盼的加影新城华小终于 

有望在6月8日，即年中的学校假期过后开课。
据了解，有关开课日期是由教育局所定，因为 

5月杪至6月初学校有2个星期的年中假期，所以 

选在假期后启用。

■fypi影新城华小董事会为了准备开课，将于2月23日在学校进行大 

扫除活动，2月25日桌椅会运抵学校，而乌鲁冷岳教育局官员 

将在2月28日到学校检视。

2017年完成建造工程

加影新城华小在2008年批准兴建，不过，学校在2017年才完成建造 

工程。该校有36间教室，建造费逾700万令吉。

加影新城华小建委会去年11月20 R向加影市议会提呈“建筑落成与 

完工准证”，在一个月内获得市议会批准，当时就曾计划于今年3月或6 

月开课。

mm :_靈
坐落加影第2城镇的加影新城华小

李万行：料不会很多学生转校

初期只开一至三年级班

李万行

加影新城华小董事长李万 

行接受《南洋商报》记者访问 

时披露，教育局预订于年中学 

校假期后，即6月开课，而新 

学校既已建成，董事会当然希 

望能尽早开课。

“年中开课，相信不会很 

多学生转校到来就读，所以开 

课初期我们只开设一、二和二

年级班级，每级预算开4 

班。”

他说，该校学生来源以加 

影先锋镇、加影第2城镇周遭 

的10个花园住宅区为主，涵 

盖范围大，而当地家长们对华 

小的需求高。

他指出，该校有36间教 

室，若每班级有40名学生，

就有1440人，一旦学生人数 

增加需开设上下午班，相信届 

时学生人数会超过2000人。

他说，有关校K:和师资问 

题由教育局安排，不过校方会 

在开课前准备好桌椅、教具、 

图书馆和科学室等设备。

李万行也说，教育部副部 

长张念群去年批准拨款30万 

令吉给该校，供添置桌椅、白 

板、风扇等用途，此外，该校 

早前曾发生电线等被偷的事 

件，如今抢修工程也已告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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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汉：免工程造成水管破裂

(八打灵再也18日讯）雪州经济行动理事会议决从3 

月1日起加强挖掘工程准证条件，一旦相关发展项目 

导致水管破裂，地方政府有权发出_个期限或至少30 

天的彳亭工令！

同时，任何在公共道路保留地、水管保留路线及 

靠近或在雪州水供管理有限公司（AirSe丨angor)边界 

范围，牵涉到水供装备的工程，必需先获得雪州水供 

公司同意，才可开始第三方的相关工程；而水供公司 

需在5个工作天内回应请求。

第3方 
挖土地 酬水供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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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午 

出席地方政府汇报会后，召开 

记者会说，雪州水供管理有限 

公司去年共记录295宗W第二 

方行为导致发生水管破裂的 

事。

“虽然相比2018年共559 

宗水管破裂事项少了许多，但 

仍对雪州、吉隆坡及布城的用 

户造成不便，所以州政府相当 

义注此事，以防止重复发生水 

管破裂的事。”

他说，随着附加这项条 

件，第二方在挖掘土地时，需 

先获得3州水供同意，地方政

沙尤迪（左起）陪同黄思汉主持记者会。右起为阿巴斯及苏海米

少30天，而这对发展商而言 

是相当重的处罚。

出席者有八打灵再也市K：

拿督沙尤迪、雪州水供管理有 

限公司总营运tC：阿巴斯及供应 

主任萧永和等人。

保障大众利益

执法员拟配备摄像机

2017年至2019年由第三方造 

成的水管破裂数据

县 2017 2018 2019

八打灵 66 123 36
巴生 0 15 25

鹅麦 180 198 105
吉隆坡 56 97 68
乌鲁冷岳 66 83 47

乌鲁雪兰莪 0 4 1

雪邦 8 4 2
瓜拉冷岳 26 6 4

瓜拉雪兰莪 8 29 4

沙白安南 14 0 3

总数 424 559 295 |

府才会给予工作准证。

询及是否有罚款数额，黄 

思汉说没有，只是下令停丁至

雪水供：用户断水不便

水管破裂损失难估计
雪州水供管理有限公司 

总执行长苏海米强调，水管 

破裂造成的损失难以估计，

尤其是用户没有水供面对痛 

苦和不便。

他说，一般由第三方造

成的水管破裂事故，该公司 

会追究他们及要求承担所需 

的维修费用；但针对那些直 

径450毫米的水管，一旦破 

裂就会引发很多不便，装置 

新的水管也要价5000至1万 

令吉不等。

“我们也得启动紧急应对

措施，安排水车到影响区派 

水，这都加重工作量：而且 

也并非所有第三方愿负起赔 

偿费用。”

他说，该公司有完善的 

水供路线图可供第二方参 

考，避免发生水管破裂事 

故。

雪州政府考虑州内各地方 

政府为执法人员配备随身摄像 

机，以保障执法人员与大众的 

利益。

他说，今日的汇报会也讨 

论及研究此事，由地方政府承 

担相关费用，而目前八打灵再 

也市政厅、梳邦再也市议会或 

安邦再也市议会等的执法组在 

执外勤时，皆有配戴在身。

他说，随身摄像机市价约 

1000令吉，可记录执法过程及 

重新观看影像。

询及雪州政府是否已签署 

接纳2007年固体废料和公共卫 

生法令（672法令）一事，黄 

思汉指州政府的情况与其他州 

不一，人口过于密集，所以针 

对该法令要求作出一些修改， 

目前等待中央政府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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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拉冷岳北部森林保留区或大部分地段被撤除宪报的保留地位，引起当地 

原住民担心。

峯
鲁

雪拟撤958公顷森林保留地

环保主义者斥不关心生态
(吉隆坡18日讯）雪州政府建

议把瓜拉冷岳北部一幅占地 

958公顷的森林保留地，在宪 

报撤除保留地位至只剩28公 

顷，引起环保主义者关注，也 

在当地原住民社区掀起千层 

浪。

若当局真的这么做，意味 

着有文森林保护区的930公顷 

或相等于97 %面积的森林及多 

元生物将彻底被破坏，也会对 

长期依赖森林讨活的原住民造 

成冲击；该森林保留地周遭有 

逾2000名原住民。

雪州森林局足于2月5 R 

在报章刊登通告，吁请瓜冷区

内的利益相关者若对上述建议 

有异意，需在30天内提出反 

对。

据了解，有关撤除森林保 

留地位，足和一项在当地展开 

的综合发展计划有关。

无论如何，根据2014年雪 

州公共听证条规和1985年国 

家森林（领养）法令，若民众 

有异议，并反对在宪报上撤除 

森林保留地，政府须召开听证 

会0

英文报《星报》报道，水 

务、土地及天然资源部长兼瓜 

拉冷岳国会议员拿督赛韦尔受 

询时说，这足州的事务，他将

先会见原住民收集他们的意见 

后，才向雪兰莪州务大臣阿米 

鲁丁提呈此事。

马来西亚自然协会（自然 

资源保护）主席峑鲁则表示， 

上述事件说明雪州政府不关心 

自然环境生态。

“为何将之发展？在雪 

州，已找小i到类似瓜拉冷岳北 

部的泥炭沼泽地。”

善待每个特殊环境有限公 

司（TrEES)主任丽拉则说， 

若允许上述计划的进行，州已 

违反了政策，根据2035年雪 

州结构计划蓝图，会保留32% 

的森林保留地。

“包括去年在宪报颁布的 

瓜拉冷岳2030年地方蓝图也 

足保留该幅森林保留地，为何 

会出现变数？该幅森林保留地 

至少有8000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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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汉（左2)周二与沙尤丁（左起）、苏海米以及阿巴斯阿都拉一同召开 

记者会，宣布，自今年3月1日起，地方政府有杈向涉及破坏地下水管的承包商 

或单位发出停工令。1

地方政府可嘁停工
八打炅再也18日讯为减低雪州「爆水管」次数，自今 

年3月1日起，地方政府有杈喊停，任何造成水管破裂的第三 

方工程！动工前亦需获雪州水务管理公司评核！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表 

示，雪州过去频频发生地下 

水管破裂，导致州内水供中 

断，影响雪州子民以及水供 

用户的生活。

他指出，雪州于201 8年 

水管破裂次数达559宗，而去 

年则为295宗。虽然情况改善 

不少，不过尚高的数据，依 

旧受到雪州政府高度关注， 

故经商议后，决定就各地方 

政府申请施工准证的条件， 

增加一项条文。

「为了能够有效避免 

因第三方造成水管破裂问 

题，雪州经济行动理事会议 

(MTES )针对由地方政府批 

准准证，要求在其中增加一 

项条文。即若因发展工程造 

成水管破裂，地方政府有权 

发出停工令，直至合适限期 

或是30日左右为止。」

他续称，该新条规，将

从今年3月1日，在雪州境内 

所有地方政府管辖下实行。

此外，黄思汉希望州内 

所有工程在施工前，都必须 

获得雪州水务管理公司的批 

核。特别是相关工程若涉及 

公路、输水管以及所有触及 

或邻近该公司权利的区域。

他补充，这是为了保障 

州内水供稳定以及用户的权 

利，而雪州水供管理公司也 

会在5天内完成评核工作。

向承包商索赔

雪州水务管理公司首 

席执行员苏海米则说，每每 

因第三方工程造成的水管破 

裂，不仅让当局负担高额维 

修费，而且还要出动庞大资 

源，采取应急措施。

他说，水供中断带也带 

来损失’例如准备移动水车

以及各项应对措施。「最主 

要就是带给民众不便！」

他指出，一般上水管维 

修费先由政府垫付，待厘清 

责任后，就会向工程承包商 

或代表单位索取赔偿。

另一方面，针对雪州政 

府有意推行执法人员佩戴穿 

戴式摄录机（body camera ) 

一事，黄思汉表示，已经获 

得州内所有市长和县市议会 

主席同意，在未来2至3个月 

内探讨有关措施的可行性。

他指出，目前灵市政 

厅和安邦再也市议会已率先 

实行有关措施，而梳邦再也 

市议会也正在试跑中。他强 

调，有关措施用于保障执法 

人员以及民众的双方权益。

出席今日记者会的包括 

雪州水务管理公司营运长阿 

巴斯阿都拉以及灵市长拿督 

沙尤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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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邦18日 

讯）来ri雪邦新 

村的张宝爱，在 

“团圆新年”雪 

州新村家居装饰 

瓜冷、雪邦县赛 

中，夺得全场总 

冠军，赢得冠军 

杯和总值1000令 

吉的礼券：

共有36户住 

家和新村管委会 

会所参加“团圆 

新年”雪州新村 

家居装饰瓜冷、 

雪邦县赛，其中 

雪邦新村有9户包 

括村管会会所参 

赛。

来自雪邦新 

村3路的张宝爱也是雪邦新村站冠 

军；最佳表现新村奖则是双溪比力 

新村。

颁奖仪式已于日前在龙溪民 

众会堂举办；张宝爱从雪州行政议 

员黄思汉手中接过冠军杯和礼券。

张宝爱受访时指出，她每年 

农历新年都会装饰住家，今年的新 

春装饰是她与女儿余雪兰联手布

置。

他们只花了不到100令吉来买 

到一对灯笼，其他主要用红包封来 

设计，而大部分设计都是女儿从网

张宝爱（左三）从黄思汉手中接过冠军杯。左一起为雪邦市议员蔡志雄和 

戴祖兴。

戴祖兴（右五）与雪邦新村站比赛5名得奖者共享喜悦。

络自学。

戴祖兴：为雪邦新村争光

雪邦新村管理委员会主席戴祖兴说， 

张宝爱能在瓜冷、雪邦县6个新村中夺下 

总冠军宝座，可说是为雪邦新村争光。

“大部分雪邦新村村民每逢农历新 

年，都会为住家‘扮美美’，尤其是5路

村每年都有多户人家花心思布置炫丽彩灯 

迎新年，因此雪邦新村管委会考虑在明年 

办炫丽彩灯装饰比赛。”

他补充，雪邦共有8户住家参加比 

赛，相信也是瓜冷、雪邦县参赛者最多的 

新村，其中5户是来自5路，这包括在雪邦 

新村站比赛中夺得亚军的谢金桃和季军的 

叶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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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18日讯）万宜新镇湖滨 

公园（Taman Tasik Cempaka )湖 

水被投诉发出臭味，公园部分基设 

择述通丨 __..笤

湖水飄臭基設受損
由于湖面留有一片泥层和油渍，去年12月进行净化湖水工作，可是仍发出臭味。

明還届民徤康”公B
萬宜新鎭湖濱公園

受损，民众要求当局进行提升或翻 

新，让这片绿林地段及人造湖更 

“健康”。

该公园占地16.8英亩，其中6英亩是 

人造湖，是当地居民及加影市民的休闲 

好地方，环境清幽，每天不少晨运者围 

绕公园道慢步或慢跑。

可是，近期湖水严重飘臭，M然万 

宜国会议员工建民在去年拨款4万令吉以 

进行湖水净化工作，可是民众依然嗅出 

湖水有异味

根据《大都会》社区报记者观察， 

公园范围保持着一片绿林，市议会承包 

商也有定时清洁垃圾。民众受询时反映 

湖水发出臭味已有•段长时间，近期天 

气炎热，臭味更浓郁，湖面也留下一些 

垃圾。

晨运闻臭影响心情

民众透露，公园树木多，空气清 

新，每天前来晨跑的人数也多，可惜湖 

水不干净，散发臭味，晨运时会影响心 

情。他们希望当局处理湖水问题，让晨 

运客能够享受大自然环境

民众表示，该公园周遭环境也打理 

得不错，只要需要改善人造湖的设施。

民众也说，该公园•些设施已陈 

旧，例如跑道有裂缝高低不平，梯间扶 

手也严重龟裂，户外运动器材陈旧等， 

他们希望当局够对公园进行提升及翻 

新。

1.公园楼梯级扶手出现严重 
龟裂，迄今未进行维修。

2. 公园一些设施已陈旧，运 

动器材出现破损问题。

3. 围绕湖滨公园的跑道出现 
裂缝，高低不平，对晨运客不安 
全。

4. 万宜新镇湖滨公园是居民 

休闲好地方，环境清幽，可是水不 
干净，发出臭味，晨运客盼当局提 
升设施改善。

去年12月曾淨化湖水
+ n影市议员颜丽丽表示，去年12月进行湖水净化 

ZJUt.作，湖边已安装机器以读取湖水的污染指 

数，每隔3个月读取一次，而下个月会确定湖水的污染 

指数。

她说，有关湖水的水流来自阿依淡河，而该河的上 

游是甘榜阿布巴卡，河水经过工厂后再流人冷岳河。

另-•方面，双溪拉玛区州议员马兹旺日前与加影市 

议会主席拿督罗斯里会面，曾建议透过大马道路档案系 
统（MARRIS )的拨款为有关公园设施进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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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州政府也强制所有艮 

将在雪州进行的发展计划，在 

开任何涉及挖掘道路的工程前， 

必须获得雪州水务管理公司的3 

持，而水务管理公司则必须在 

个工作天内回复。

商，但这不是要为难他们，而是希望承 

包商在进行挖掘工程时更小心。

苏海米：

维修费需由第三方承担
雪州水供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员苏海 

米指出，任何第三方造成的水管爆裂事 

件的维修费用，需由第三方所承担，费 

用也涉及因水供受影响而启动紧急行动 

中心的费用。

他表示，该公司会找出水管爆裂原 

因，向责任方征收费用，之前多宗的第 

贫方造成的水管爆裂事件，有者已承担 

费用，有些则需带上法庭d

其他出席新闻发布会者包括八打灵 

再也市长拿督沙尤迪及雪州水供管理公 
司首席营运员阿巴斯。

(吉隆坡18日讯）雪州政 

府赋予地方政府权力，从3月1日 

起，任何由第三方造成的水管爆 

裂事件，地方政府有权发出停工 
令，勒令停工至少30天；任何新 

的发展工程则必须获得雪州水务 

管理公司（Air Selangor)发出的 

支持信（ulasan )才能动工，避 

免水管爆裂事件一再发生„

黄思汉：

严正看待爆水管问题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今早主 

持雪州地方政府会议后，召开新 

闻发布会表示，根据雪州水务管 

理公司的记录，去年在雪州、吉 

隆坡及布城共发生295宗由第3 

方造成的水管爆裂事件，虽然比 
起2018年的559宗减少了，但州 

政府严正看待有关问题。

他指出，为了监管及防止第 

5方造成水管爆裂，导致水供用 

户面对制水问题，雪州经济行动 
理事会（MTES)同意增加地方 

政府的工程准证条款，任何发展 

工程导致水管爆裂事件，地方政 

府有权力发出停工令，勒令停工 
至少30天或合适的期限，并从3 

月1日起正式生效。

料近期推行

執法員配備隨身攝錄機

#思汉指出，在周二早上 

^•召开的雪州地方政府会 

议上通过，各地方政府将研究执法 
人员出勤时配备随身摄录机（Body

Camera)，预计在两三个月内于 

各地方政府推行。

他表示，各地方政府都会作 

出研究，探讨是否合适及配备估 

价，目前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及安邦 

再也市议会已启用，梳邦再也市议 

会则在测试中。

他说，费用将由地方政府承

担，预计每部随身摄录机耗资1000 

令吉，只有出勤的执法人员才会佩 

戴，可能每队执法人员的其中一两 

人佩戴，视情况而定。

他指出，这是为了照顾执法人 

员及公众的权益，影像与声音一并 

录下，-旦发生任何冲突事件，可 

以翻查回现场情况

雪擬固體廢料處理草案
I [4^外，针对雪州未签署2007年固体废料与公共 

Jflli卫生（672法令）协议，黄思汉解释，这是因 

为雪州政府正在拟定一项固体废料处理草案。

他表示，雪州与其他州属不同，人口密集及每日 

垃圾量高，必须要有一项更适合雪州民情的法案，因此 

州政府已拟好一份草案并提呈给联邦政府，等待联邦政 

府回复。

黄思汉（左| 

二）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任何新发展计划| 

必须获得雪州水供管 

理公司的支持，以避 
免水管爆裂事件一再 

发生。左一为沙尤 

迪，右起为阿巴斯及 

苏海米〇*

&IUA1MV3 1^1 C

mmu

□

第二方造成水管爆裂

地方政府有權發停工令

TEMPATA
4

第三方造成的水管爆裂事件

5

第三方造成的水管爆裂事件
►县属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八打灵 66 123 36

巴生 0 15 25

鹅唛 180 198 105

吉隆坡 56 97 68

乌冷 66 83 47

乌雪 0 4 1

雪邦 8 4 2

瓜冷 26 6 4

瓜雪 8 29 4

沙白 14 0 3

总数 424 559 295

罚惩S最是令X-停

是
说
方
，最
施
做
 

就
来
地
款
是
措
没
 

令
齋
往
罚
令
防
前
 

工
展
以
的
工
预
路
 

停
发
，吉
停
项

311
 

出
对
款
令
。

•
掘
 

发
为
罚
万
用
是
挖
。

，因
心

27
作
也
在
作
 

为

，担
出
吓
，商
工
 

认
罚
不
发
阻
式
包
查
 

他
惩
并
曾
起
方
承
检
 

的
们
也
法
的
免
前
 

重
他
府
无
效
避
事

，须
加

-S
司
 

作
必
附

H

公
 

X
都
项
请
理
 

掘
程
这
申
管
 

挖

X/
，府
纪
 

路
掘
准
政
水
 

道
挖
批
方
得
 

急
路
的
地
获
 

紧
道
府
向
须
 

了
的
政
们
必
” 

除
有

％
他

，.C

 

U
所
地
是
前
持
 

实
得
款
证
支
 

其
获
条
准
的

保
服
因
受

 
水
包
 

确
供
，
供
州
承
 

了
水
生
水

 
雪
与
 

为的发致括商
 

是好件苹包展
 

施更事会方发
 

措
有
裂
就

 一〗

的
 

项享爆裂第外
 

这
户
管
爆

 
，以 

，用水供充肖
 

说
供
少
水
。补
公
 

他
水
减
次
响
他
理
 

州
，
每
影
管
 

tf

务为到

 
务

Page 1 of 1

19 Feb 2020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3
Printed Size: 468.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4,181.82 • Item ID: MY003877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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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梳邦新村大街的非法 

老店已有60年历史，如今 

将拆除兴建小贩中心上編

懺

村
大
街

市M酬清供職老谓
報道►莊舜婷

(沙亚南18日讯）沙亚南市 

政厅今早拆除梳邦新村大街的非 

法老店，以兴建一座可容纳100个 

摊位的小贩中心，作为安顿该区 

一带的非法小贩。

沙亚南市政厅执法人员于今早 
9时拉大队前往梳邦新村大街（Jalan 

Besar)拆除一排8间的非法老店，出动 

多辆罗里及神手进行拆除行动，现场 

没有老店店主出现阻拦，顺利夷为平 

地。

小贩执照转租外劳

据了解，沙亚南U6区及U3区出现 

许多非法的路边小贩，大部分都是外 

劳所经营，有些是本地人申请小贩执 

照后，转租或转卖给外劳，当市政厅 

执法人员前往取缔时，他们就声称本 

地人才是真正的老板。

为了有效控管该区…带的非法小 

贩，市政厅计划在梳邦新村大街兴建 

-座双层楼的小贩中心，预计可容纳 

100个小贩摊位，其中是否全为熟食档 

口，则在尚在规划中。

沙亚南市政厅计划兴建2层楼的小贩中心，料 

可容纳100个小贩摊位。（图为设计图样）

曾正文：老店皆非法經營

梳

黃皓汶：小販中心料明年竣工
执法人员将梳邦大街的非法老店夷为平地。

邦新村管委会主席曾 

正文指出，梳邦新村 
大街的老店已有逾60年历史， 

在梳邦新村就有这些老店，包 

括有商店及住家的板屋，惟一 

向来都是非法经营。

他表示，该路段老店共有 

8户，之前已经拆除了一半，业 

者都已经搬离，有些业者找人 

拆除…些物品变卖，市政厅执 

法人员则在今日正式来拆除。

他说，该地段面积约2英 

亩，计划兴建小贩中心。

曾正文：梳邦 

新村大街的逾60年 

历史的老店，向来 
是非法经营。

沙

黄皓汶：沙亚 

南市政厅将在梳邦 

大街老店原址兴建 
小贩中心，预计明 
年竣工。

亚南市议员黄皓 

汶向《大都会》 

社区报透露，梳邦新村大 

街的非法老店基本上已经 

清空，市政厅执法人员于 

今早前往拆除及夷为平 
地，并将在本月20日动工 

兴建小贩中心，预计明年 

竣工〇
她表示，早在2年前 

已计划兴建小贩中心，直 
到2个星期前发出通知函给 

老店业者，勒令清空所有 
店铺，期限是到2月16日。

她说，其中有一名 

印裔业者要求-个月后搬 
迁，但所给予的期限是2个 

星期，其实并没有分别， 

因此已经驳回他的要求。

她指出，该地段本 

来就不是他们所有，之前 

没有发展所以没有驱赶他 

们，业者多数是上了年纪 

的长者，他们已经到了退 

休年纪，或许有者抱着等 

待政府赔偿的心态，但这 

块地并不属于他们，因此 

是不会作出赔偿。

非法小販阻礙交通 被列人黑名单及驳回执照。

黄
酷■汝说，该区■带有太 

A多路边的非法小贩， 

非常危险及阻碍交通，因此有必 

要设立一个小贩中心来将他们迁 

人，在安全的地方营业。

她表示，如果提供了地点， 

他们仍违例经营，就可以采取行 

动，否则又会被指地方政府不体 

恤人民

她希望可借此把外劳小贩赶 

走，之后会逐个调查，如果拥有 

小贩执照，但交给外劳经验，将

杜绝转租或转卖执照

“许多本地人将执照交给 

外劳，但在执法行动时，外劳就 

说自己是员工，本地人才是老 

板，有可能是转租或转卖执照， 

因此我们要杜绝这些不健康的活 

动。.”

她补充，至于原本的老店业 

者，若他们想要继续经营，待小 

贩中心建好后可以优先让他们申 

请摊位

老翁不捨常偷跑回老店

曲：

陆彩文不舍得 

即将拆除的老店， 
经常坐在老店前。

名业者陆彩文（71 

岁），老店是母亲留下给他， 

他居住在后方，前方出租作为 

理发店及裁缝店，但他对老店 

念念不忘，之前就经常坐在店 

门口

他表示，老店拆除在即， 

他将无家可归，因此已协助联 

络慈航千百家协会老人院，并 

已安顿在老人院，惟他之前会 

偷跑回老店看看，非常不舍 

得。

Page 1 of 1

19 Feb 2020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3
Printed Size: 706.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1,265.00 • Item ID: MY003877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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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榜双溪本查拉下游在2月14 

日当天一雨成突，道路成了水路。 

(档案照）

t杨巧双（右二）与莫哈末 
沙赫（右一）召开会议，讨论卡 
尤阿拉河的提升计划。

甘榜雙溪本查拉下游防水災

卡尤R拉細提升
報道►莊舜婷

(吉隆坡18日讯）为了解 

决甘榜双溪本查拉下游（Kg Sg 

Penchala Hilir )逢雨成突问题， 

吉隆坡市政局计划提升卡尤阿 

拉河，加宽河床、设立防洪墙 

等，以免河水泛滥成灾。

谢有坚：卡尤阿拉河不胜负荷

洒岩沫国会议员杨巧双特别 

助理谢有坚向《大都会》社区报指 

出，甘榜双溪本查拉下游经常发生 

闪电水灾问题，主要原因是卡尤阿 

拉河不胜负荷，河水泛滥成灾。

她表7K,杨巧双于2月12日与吉 

隆坡市政局执行总监莫哈末沙赫及 
泗岩沫居民代表委员会第1至第6分 

区的代表召开-•项会议，讨论卡尤 

阿拉河排水系统的提升计划。

他说，吉隆坡市长拿督诺希山 

也于去年前往巡视，并与当地居民 

召开对话会，较后市政局决定提升 
卡尤阿拉河，T程顾问正在拟定提 

升河流的细节，并将在3月正式公 

开招标，预计7月动工及明年3月竣 

工。

“然而，提升工程尚未展开， 
甘榜双溪本查拉下游于上星期五 

(14日）再次发生闪电水灾，因此 

我们已要求市政局加速该T.程进 

展，以免当地居民终日担心水灾问 

题。，’

下游处将设防洪墙

他表示，市政局计划在下游处 
设立防洪墙、截砂器（silttrap)、加 

宽L型河流（4公尺宽及3.5公尺高） 

及增设人口坡道（access ramp )。

他说，所要提升的卡尤阿拉 

河，其河水从本查拉流往敦依斯迈 

花园，之后再流至灵市…带，然而 

该处有许多支流涌人，因此河水常 

常不胜负荷。

他指出，甘榜双溪本查拉下游 
有逾200户，其中50户时常面对水灾 

问题，居民已自行在家门前筑起2呎 

高的砖块阻挡，惟当雨势庞大时， 

就会导致水淹人屋，道路如同河 

流。
他也说，在近3年内，发生了 7 

次严重水灾问题，杨巧双也会拨出 

抚恤金给这些灾黎，惟长远之计是 

提升河流，才能•劳永逸解决水灾 

问题。

吉隆坡市政局计划提升卡尤阿拉河，预计 

7月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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