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Malaysian Bar is dismayed to 
hear that the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SJ) has 
decided to sue Koh Tat Meng, an 
animal activist, for defamation. 

It is reported that the suit was 
initiated against Koh pursuant to 
him filing a civil suit against MPSJ 
in December last year. The news 
report also detailed the allegation 
of assault by council officers, and 
the charging of Koh under section 
186 of the Penal Code for "obstruct-
ing a public servant in the dis-
charge of his public functions". 

The decision to sue for defama-
tion would appear to be acceptable 
in light of the Federal Court deci-
sion in Chong Chieng Jen v 
Government of the State of 

Sarawak, where the apex court 
held that a public authority has the 
right to bring a civil suit against an 
individual for defamation. 

However, the Malaysian Bar has 
grave reservations about this rul-
ing, which creates a chilling effect 
on public discourse by effectively 
enabling the government to 
repress views, curtail expression 
and news reporting, and restrict 
democratic space through the 
threat of defamation suits. 

When the government is the 
subject of a suit, it should make all 
efforts to explain and be responsi-
ble for the decisions and actions of 
its officers. The role, responsibili-
ties and vast powers held by the 
government necessitate such con-

tinuous scrutiny and constant vigi-
lance to balance the scales of 
power. This is especially so in situ-
ations such as this, where there is 
an allegation of abuse of authority 
and force. 

The solution lies not in initiating 
a counter-suit for defamation but 
in replying to or rebutting such 
allegations, with appropriate evi-
dence, during the trial. The govern-
ment, as a public body, cannot take 
offence in the same manner that a 
private individual may. 

Further, the public purse should 
be better utilised in service of the 
public as opposed to pursuing pro-
tracted litigation. 

This decision by the MPSJ does 
not bode well for the present gov-

ernment's efforts to open up demo-
cratic space and foster public trust 
and confidence. The Malaysian Bar 
therefore calls on the government 
to promulgate policy that forbids 
the utilisation of defamation suits 
by any government in this country. 

We also reaffirm the call to 
immediately introduce legislation, 
in the coming session of Parlia-
ment, to undo the effects of the 
Federal Court decision, and to 
ensure once and for all that no 
government in this country will 
be able to resort to such legal 
action. 

ABDUL FAREED 
ABDUL GAFOOR 

President, Malaysian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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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NO CHANCES 
It is imperative that 
proprietors of public 
places ensure that they are 
sufficiently equipped with 
soap and sanitiser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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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y vigilant to keep virus at bay1 

Selangor govt advises shopping 
centres and transport operators 
to prioritise cleanliness 
By BRENDACH'NG and 
ARVIND BHARAT 
metro@thestar.com.my 

THE current Covid-19 outbreak 
requires vigilance from all parties, 
especially the need to prioritise 
cleanlines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said the most effective protective 
measure against the virus is to 
wash one's hands with soap and 
water thoroughly for at least 20 
seconds or use an alcohol-based 
hand sanitiser. 

This should be done as frequent-
ly as possible, especially after 
hands come into contact with out-
door surfaces, like hand railings or 
lift buttons for example. 

This begs the question of wheth-
er places frequently visited by the 
public like shopping centres and 
train stations are providing ade-
quate quantities of soap and paper 
towels and replenishing the supply 
regularly to meet increased 
demand. 

State health, welfare, women 
empowerment and family commit-
tee chairman Dr Siti Mariah 
Mahmud said shopping centres, 
public transportation hubs and 
public toilets need to maintain their 
cleanliness to prevent the virus 
from spreading. 

She said it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for owners and operators 
of such facilities to keep their prem-
ises clean and sanitised. 

"I hope that all business owners 
and public transport operators 
keep their premises clean and take 
the necessary measures like provid-
ing hand-washing facilities," she 
said. 

Siti Mariah commended business 
owners who had taken steps to 
keep their premises clean in keep-
ing the coronavirus at bay. 

A visit to the Selangor Health 
Department website showed info-
graphics on Covid-19 as well as pre-
ventive measures and guidelines 
on what to do if one develops 
symptoms resembling that of the 
flu. 

The health department also 
reminded taxi and e-haling drivers 
to ensure that their vehicles were 
always sanitised and clean, wash 
their hands regularly and wear 
masks. 

Drivers were advised to encour-
age passengers to put on masks, 
especially those who were cough-
ing or sneezing. 

Besides that, drivers were also 
encouraged to prepare tissues, 
hand sanitisers and covered mini 
dustbins in their cars. 

They were also advised to clean 
their vehicles after dropping off 

Covid-19 
passengers who were coughing and 
sneezing. 

Other local councils in the state 
have taken pro-active measures by 
providing hand sanitisers and soap 
dispensers at toilets in their 
premises. 

"At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our health department has 
equpped staff, especially front 
liners dealing with the public, with 
masks and hand sanitisers," said 
MPK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director Norfiza Mahfiz. 

u 
I hope that all business 
owners and public 
transport operators 
keep their premises 
clean and take the 
necessary measures 
like providing hand-
washing facilities. 

Dr Siti Mariah Mahmud w 
"We are fortunate that 

companies like GM Klang and 99 
Speedmart have given MPK boxes 
of face masks." 

Apart from that, all premises 
under MPK including public toilets 
were equipped with hand soap and 
cleaned regularly. 

Hand sanitisers are also available 
at Shah Alam City Council's (MBSA) 
offices in Sungai Buloh, Setia Alam 
and Kota Kemuning. 

"This is one of the ways we can 
encourage the public and our staff 
to sanitise their hands to prevent 
being infected. 

"We will also be increasing 
efforts to clean our premises and 
will focus on door knobs, counter 
tops and other surfaces which are 
often touched by people," said 
MBSA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head Shahrin Ahmad. 

Similarly,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has also provided 
hand sanitisers at all its offices. 

"We encourage visitors to wash 
their hands and sanitise them 
often. 

MPK officers stationed at the counter are advised to wear masks. 

"Visitors who are sick are 
advised to wear masks," said MBPJ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assis-
tant director Ahmad Iskandar 
Mohamed Mukthar. 

He added that face masks were 
also being distributed at food stalls 
while public toilets were equipped 
with hand soap. 

The Malaysia Shopping Malls 
Association, in a statement, said its 
members had taken measures to 
ensure hygiene and cleanliness for 
shoppers, staff and shop operators. 

Among them are providing hand 
sanitisers at all entrances, lift lob-
bies, toilets, concierge stations and 
other central locations. 

There are also thermal scanners 

in place for body temperature 
screening for the mall's manage-
ment, operations staff and business 
outlets. 

"Malls are also carrying out more 
frequent sanitisation and cleaning 
of public utilities and other touch 
point areas like escalator handrails, 
lifts, balcony railings, balustrades, 
sitting areas and everything else 
that people come in contact with. 

"Visitors who are unwell are 
advised to report to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and observe self-quar-
antine," the assocation advised in 
its statement. 

StarMetro also called up a few 
universities and hospitals in Klang 
Valley to identify the initiatives 

Malaysia 
Shopping Malls 
Association 
says its 
members have 
taken meas-
ures to ensure 
hygiene and 
cleanliness for 
shoppers, 
staff and shop 
operators. 
— Filepic 

taken to combat Covid-19. 
Thi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as 

many foreign students, including 
Chinese nationals, are returning to 
Malaysia. 

Two universities in Subang Jaya 
have provided hand sanitisers 
around the campuses, increased 
cleaning of facilities and have been 
sending out regular health tips 
through email. 

There have also been proposals 
by students for universities to look 
into doing thermal scans at 
entrances and to quarantine those 
showing symptoms of the flu. 

Hospitals have prepared hand 
sanitisers at various points for 
patients, visitors and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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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langor government's 
collection programme will see the 
20sen-per-plastic-bag charge go 
towards greAprojects. However, 
the ultimate aim is to see the 
amount gradually decrease as this 
will indicate a conscious switch 
to eco-friendly alternative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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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ft and right) The biggest challenge faced by the state authorities is compliance with the 'no plastic bag' as well as the ban on plastic straws, 
according to Hee. — Filepics 

By SHEILA SRI PRIYA 
sheilasripriya@thestar.com.my 

IT IS estimated that some RM5miI 
will be collected within a year from 
the 20sen shoppers pay for a plas-
tic bag in Selangor. 

State environment, green tech-
nology, science and consumer 
affairs committee chairman Hee 
Loy Sian said starting Jan 1, busi-
nesses were required to register 
with their respective local councils 
for the plastic bag charges. 

The local council would then 
issue a certificate indicating that 
the premises was participating in 
the collection programme,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certificate must be 
displayed at the premises. 

Businesses are also required to 
declare and surrender monies 
collected to the local council. 

"The money collected will be 
channelled to the state and local 
council's trust fund (Tabung 
Amanah). 

"Sixty percent goes to the state 
and 40% to the local council. The 
money will be used for environ-
ment-related causes. 

"The larger share for the state 
will offset the anticipated: poor 
collection from more remote 
municipalities and district councils. 

'This will enable us to carry out 
environment-related programmes 
throughout Selangor. Our aim is to 
ensure that we phase out plastic 
entirely by 2025. We do not want 
the collection to increase. We want 
it to decrease. 

"The programme's purpose is not 
to gain revenue but for the health 
of the environment," said Hee after 
attending a briefing on the plastic 
bag charge collection at the PJ Civic 
Centre. The event was attended by 
business owners from Petaling Jaya 
as well as representatives from all 
local councils. 

Businesses are required to follow 
rules set by each local council for 
the collection of the 20sen charge. 

The state, however, has a guide-
line listing four options for the pay-
ment mechanism. 

The first is for businesses to sur-
render the collection once a month 
while the second option is to give 
the money twice a month. 

The third option is for them to 
surrender monies collected every 
three months while the fourth 
option is every six months. 

Monies collected are to be sur-
rendered before the 15th of the 
month. Receipts will be issued and 
these must be shown when renew-
ing business licences. 

Businesses can also opt to not 
dispense plastic and apply to the 
state to have this certified. 

The certificate will say that the 
premises does not give out plastic 
bags. The certificate must be 
displayed at all times and no 
collection is to be done. 

Hee said the certificate indicat-
ing that the shop does not provide 

'Declare and surrender 
monies for plastic bags
Collection from businesses split 60:40 between -
Selangor govt and local councils, says exco man 

Hee (second from left) and Sayuthi at the briefing on the collection of plastic bag charges at PJ Civic Centre. 

plastic bags must be renewed 
yearly. 

On Oct 10,2018, the Energy, 
Science, Technology,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Ministry 
approved Malaysia's Roadmap 
Towards Zero Single Use Plastics 
2018-2030 to curb environmental 
problems. 

However, Hee said the biggest 
challenge faced by the authorities 
was compliance with the "no 
plastic bag" rule as well as the ban 
on straws. 

"We are still taking a soft 
approach through education and 
awareness. Schools and universi-
ties will be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too. 

"A promotional video to encour-
age people not to use plastic will be 
aired on national TV stations for a 
month," he said. 

Based on a Merdeka Centre for 
Opinion Research done in Dec 
2018, some 91% of respondents 
said they were aware of the 
no-plastic campaign. 

The survey revealed that 81% 
agreed with the campaign's imple-
mentation while 78% supported 
the Selangor government's effort to 
ban plastics. 

Some 76% said the campaign 
was not troublesome and 90% 
understood that plastic bags were 
bad for the environment. 

"However, the research cited a 
decrease in public confidence over 
the money collected from charges 
imposed for plastic bags," said Hee. 

The "no plastic bag" campaign 
has been in place since 2010. 

"It has been a decade since 
Selangor introduced the No Plastic 
Bag Day on Saturdays. It is time 
malls, supermarkets and retail 
chains register with their local 
council for the plastic bag charges." 

Registration of the premises will 
also enable the state to have an 
actual figure of plastic consump-
tion since the ban was implement-
ed. 

Also present was mayor Datuk 
Mohd Sayuthi Bakar who said 
38,058 premises would-register 
with the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for the programme. 

Organic farming coordinator Tan 
Siew Luang said the government 
must carry out enforcement other-
wise the programme would not 
meet its objective. 

She said the money should be 
utilised to help small-and-medium 

businesses come up with environ-
mentally-friendly packaging. 

"There should be tangible out-
comes from the money collected. 
Local councils and state govern-
ment should create eco-friendly 
products to help small businesses." 

Universiti Malaya Institute of 
Ocean and Earth Sciences director 
Prof Dr Sumiani Yusoff hopes the 
money is used to set up more 
neighbourhood recycling centres. 

It should also go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green prod-
ucts as well as food composting 
machines in council-managed food 
courts. 

"Map a proper strategy to sup-
port a more circular-based econo-
my," she said. 

The All 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 Malaysia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finance officer 
Anthony Tan wants the money 
collected to be used for critical 
matters. 

"Local governments could use 
the funds for pressing matters for 
which they lack money such as the 
spay and neuter programme for 
stray animals. They must identify 
and plan properly based on needs," 
he said. 

RM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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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NG GREEN LUNG 
NGOs and Orang Asli gather in 
Banting to oppose the proposed 
development in Kuala Langat 
North Forest Reser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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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ies by FARID WAHAB 
faridwahab@thestar.com.my 

THE "Protect Selangor Forests 
Coalition" is urging the state gov-
ernment to halt its plan to degazette 
958ha of the Kuala Langat North 
Forest Reserve and consider the 
impact the move would have on the 
Orang Asli community, as well as 
the flora and fauna there. 

The coalition, comprising sever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said the state government was not 
provided adequate information 
about the forest. 

It was reported earlier that the 
state government was planning to 
degazette 97% of the forest to allow 
for mixed development in the area. 

Mentri Besar Amirudin Shari had 
said that some 40% of the area pro-
posed for degazettement had been 
damaged by fire and was no longer 
considered virgin forest. 

Global Environment Centre direc-
tor Faizal Parish said the state must 
explain to the public details of the 
proposed development. 

"We were told the degazettement 
was to allow for mixed develop-
ment but we are yet to receive any 
information about what projects 
are being planned," he said. 

Faizal said the degazettement 
would lead to a massive loss of bio-
diversity and adversely affect the 
eco-system balance. 

"This forest is host to some very 
valuable plant and animal species 
which are critically-endangered and 
these would be destroyed if the for-
est is degazetted. 

"The forest also acts as a carbon 
sink and the degazettement will 
release some 5.5 million tonnes of 
carbon dioxide into the atmosphere, 
thus contributing towards global 
warming," he said during a gather-
ing at a community hall in 
Kampung Bukit Cheeding, Banting 
to oppose the state's plan to dega-
zette the forest reserve-

On Feb 5, a notice was placed in a 
major daily by the state Forestry 
Department, inviting stakeholders 
in the Kuala Langat district to give 
their feedback on the proposed 
degazettement within 30 days. 

Treat Every Environment Special 

'Do not develop green lung1 

Allow all views on degazettement of forest reserve, say NGOs 

The Orang Asli community from Pulau Kempas, Busut Baru, Bukit Cheeding and Bukit Kemandul gathering to oppose the state government's 
proposal to degazette the Kuala Langat North Forest Reserve at the Kampung Bukit Cheeding community hall. - Photos: SAMUEL ONG/The Star 

director Leela Panikkar questioned 
why only Kuala Langat residents 
were allowed to give input on the 
matter. 

"The impact of the degazettement 
will be felt by all Selangor residents 
and not just Kuala Langat folk. The 
state should not limit the feedback 
to only residents in the district but 
instead open it up to everyone who 
wants to have a say," she said, add-
ing that the forest boundary 
involved adjacent districts such as 
Sepang and Klang. 

Dismissing the Mentri Besar's 
claim that 40% of the forest was no 
longer virgin, Panikkar said the 
Orang Asli had worked tirelessly to 
replant the trees which were burnt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Those replanted trees are now 
about 18m tall and the area has 
largely recovered. The state cannot 

turn a blind eye towards the 
remaining 60% of original forest," 
she said. 

Sahabat Alam Malaysia legal 
advisor Theiva Lingam reminded 
the state to comply with the Public 
Inquiry (Selangor) Rules 2014 and 
the National Forestry Act (Adoption) 
Enactment 1985. 

"The enactment clearly states that 
any interested parties could give 
their objections. This means that the 
state cannot limit objections to 
Kuala Langat residents only. 

"The state should also extend 
the inquiry for another month in 
order to give the public enough 
time to research the issue before 
submitting their feedback'' said 
Theiva. 

She also reminded the state to 
respect the customary land of the 
local Orang Asli and to learn from 

the landmark case Sagong Tasi in 
early 2000, when the High Court 
ruled in favour of the Orang Asli 
against the state. 

Malaysian Nature Society presi-
dent Prof Dr Ahmad Ismail said the 
forest reserve had potential as an 
eco-tourism spot, while also being a 
treasure trove of information for 
research. 

"We should learn a lesson from 
our neighbouring city Kuala 
Lumpur which now grapples with 
the problem of elevated tempera-
ture and lack of trees to absorb 
excess carbon," he said. 

Also present were Persatuan 
Aktivis Sahabat Alam representa-
tive Mohammad Azim Mohd Saleh 
and the Tok Batin of the four Orang 
Asli villages in the area namely 
Pulau Kempas, Busut Baru, Bukit 
Cheeding and Bukit Kemandul. 

Faizal says the degazettement 
will lead to a massive loss of 
biod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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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 vision for water management 
Air Selangor outlines 30-year plan at engagement with vendors 
By ARVIND BHARAT 
arvind.bharat@thestar.com.my 

PENGURUSAN Air Selangor Sdn 
Bhd held a "CEO engagement with 
vendors" session attended by over 
1,700 business partners. 

Present at the event held at Setia 
City Convention Centre, Shah Alam, 
wa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Suhaimi 
Kamaral-zaman together with Air 
Selangor management, Malaysian 
Anti-Corruption Commission 
(MACC) Selangor director Datuk 
M a s Salim 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vendors. 

MACC provided an explanation 
of Section 17A of the MACC Act 
2009 pertaining to corporate liabili-
ty before they took an anti-corrup-

tion pledge. 
"Companies should abide by the 

law as there are severe conse-
quences and penalties for any 
breach," said Alias. 

Suhaimi said Air Selangor is one 
of the largest water operators in 
Malaysia but "we must set bench-
marks for ourselves to be the best 
in South-East Asia as it is our vision 
to be leading water operator in the 
region." 

"The reason we have got to 
where we are is because Air 
Selangor partners such as contrac-
tors, suppliers and consultants have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smooth . 
operation of the company's water 
supply over the years." 

He noted that for the next 30 . 

years, Air Selangor will spend 
RM30bil as capital expenditure to 
implement seven strategic plans 
and initiatives. 

These include ensuring supply of 
water forever, improvement of 
asset reliability and resilience, 
improving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s well as customer experience, 
reducing non-revenue water, pro-
viding a conducive working envi-
ronment and environmental stew-
ardship. 

"Reducing non-revenue water is 
key, from 2013 to 2019, it has 
decreased from 34.52% to 28.73%," 
said Suhaimi who added that this 
was to ensure a 10% to 15% water 
reserve margin. 

Air Selangor wants to further 

mitigate such risks by utilising 
existing as well as new partners to 
bring about innovation and to 
become more efficien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that we are emphasising 
today is integrity' and compliance 
with laws to ensure transparency," 
said Suhaimi. 

He said these changes need to be 
implemented at the top as the.head 
impacts the rest of the organisa-
tion. 

"We are committed to investing 
and transforming water manage-
ment, forging win-win partner-
ships with vendors and playing our 
part as responsible corporate citi-
zens to benefit all stakeholders," 
added Suhaimi. 

Suhaimi says the company wants 
to become leading water operator 
i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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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23日讯）夹娃娃机及礼物 
机业者对政府准备管制该行业表示 
欢迎，并认为政府的管制，可以保 
障业者和消费者双方的权益。

蕉赖鸿贸商城其中一间夹娃娃机 
“夹乐比”业者刘孟昱受访时认 

为，地方政府可以管制业者的经营 
模式，包括娃娃机内的商品价格、 
业者申请准证的需求以及该缴的税 
金等。

他说，全马夹娃娃机及礼物机店 
数量超过1000间，若此行业受管 
制，也可以提高服务素质。

他透露，我国夹娃娃风潮从去年 
尾开始盛行，台湾的夹娃娃店其实 
二、三十年前便有，但最近两、三 
年成了一股热潮，因此，他在偶然 
的情况下接触到此行业，并花了 5 

个月时间研究，最终引进夹乐比这 
个台湾品牌夹娃娃机。

加影市议会在11月常月会议通 
过，发出准证给业者，业者即曰起 
可以向市议会申请准证。

“保夾”保障消費者利益

台

■刘孟昱（左起）与蔡知佃，对于政府管制娃娃机表示欢迎。

刘孟昱说，他已向市议会提呈 
申请，目前在处理中；据他了 
解，槟城州政府已开放准证申请 
给业者。

為商品設頂價

他说，为了保障消费者利益， 
夹娃娃机及礼物机都为商品设定 
顶价，比如1个布娃娃，顶价为 
4〇令吉，当该部夹娃娃机的累积 
投币额已达35令吉，那么接下来

再投5个代币，消费者便可夹到 
有关娃娃„

“我们的机器已设定好，只要 
到了所设定的顶价，消费者便一 
定夹得到，很少会没有夹到，若 
没有夹到，可联络机器上的客 
服。”

此外，为了鼓励年轻人开始微 
创业，他也出租夹娃娃机及礼物 
机给有意创业者，包括提供技术 
援助及场地。

湾“夹乐比”创办人蔡知佃认为， 
大马业者的夹娃娃机及礼物机，机 

器都大同小异，差别只在于业者有没有提 
供“保夹”，意即设定娃娃机内的商品顶 
价，让消费人在一定的价格内取得商品。

他说，保证取物是很重要的一点，可以 
保障消费者的利益，不会让人投了无数代 
币都取不到商品，他相信现在的消费者都 
懂得怎么选。

他出，°台湾的夹娃娃机及礼物机店， 
从3年前的1000家，已増加至去年的1万 
2000家，而且近3年来台湾合法化夹娃娃 

机，把它统称为贩卖机。
“曰本夹娃娃机也相当盛行，但与台湾 

玩法不同，两者最大差别是日本的机器只 
有两爪，而台湾则有3个爪。”

对于大马地方政府准备发出准证给业 
者，他表示乐见其成，他乐意与地方政府 
商讨，如何管制此行业，他也建议地方政 
府，规定业者提供“保夹”。

夹娃娃机及礼物机店以无人商店方式操 
作，询及如何保障安全时，他说，店里安 
装多部闭路电视监控。

“夹乐比”目前在台湾有7家店，主要位 

于高雄及屏东，他预计这股热潮已开始蔓 
延至新加坡。

蔡知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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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政黨巨頭抵王宮

元齒提ft
(吉隆坡23日訊）消息指出，

6个政党巨头，今午抵达国家王 

宫，向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 

提出筹组新政府的建议。

据消息人士指出，他们是土团党总 
裁丹斯里慕尤丁、公正党署理主席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巫统主席拿督斯 
里阿末扎希、伊斯兰党主席拿督斯里 
哈迪阿旺、沙民兴党主席拿督斯里沙

菲益阿达及砂政党阵线主席拿督阿邦 
佐哈里。

阿茲敏帶頭離宮

据观察，一行人约28辆车随后在傍 
晚T时27分，陆续离开王宫，为首的正 

是阿兹敏阿里的座驾。
在马哈迪今早主持土团党最高理事 

会会议后，坊间就传出马哈迪或有重

大宣布，包括觐见陛下寻求解散希盟 
政府。

与此同时，阿兹敏阿里也于今早在 
灵市喜来登酒店与派系人马会晤，让 
希盟解散的f论更甚嚣尘上；巫统随 
后也在午间时分临时召开会议。

较早时已有近20辆轿车在警员的护 
航下，陆续从国家王宫3号门进入。

■国家王宫外除了有 

些许游客观光外，就 

只有几名记者留守， 

场面平静。

希
盟
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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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最高理事會議

巫統領袖
(吉隆坡23日讯）巫统今日召开最高理 

事会议，多位党领袖陆续现身巫统大厦总 
部，唯他们皆三缄其口，不愿透露此次会 
议议程。

据记者现场观察，该党副主席拿督斯里 
依斯迈沙比里、拿督斯里莫哈末卡立诺 
丁、总秘书丹斯里安努亚慕沙、最高理事 
拿督斯里阿莎丽娜、妇女组主席拿督诺莱 
妮、巫青团团长拿督阿斯拉夫等人，从下 
午3时起陆续现身，但截至下午4时左右， 

仍未见党主席拿督斯里阿末扎希身影。
首相敦马哈迪今早11时在土团党总部召 

开最高理事会，而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也在土团党附近的酒店开会 
时；动向引人关注的巫统碰巧也在下午3时 

召开最高理事会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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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3日讯）媒体揭露，
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 
阿里和土团党总秘书拿督马袓基 
在周五举行的希盟最高中央理事 
会会议中，疑似对一些中央理事 
成员的态度大感不满，与他们发 
生了激烈的争执！

《新海峡时报》专栏作家艾尔 
法尤努斯今日在其专栏引述希盟 
内部人士指出，阿兹敏阿里和马 
袓基是因为一些中央理事成员强 
迫首相敦马哈迪提出交棒的时间 
表，认为此举对首相不敬，因而 
在有关会议中大动肝火。

“有说法指马袓基扬言若这些 
人持续逼迫马哈迪，土团党将退 
出希盟，但也有消息指一名诚信 
党领袖表明，若土团党不喜欢马 
哈迪被压迫，该党大可退出希 
盟，此话让马袓基感到不悦，除 
了质问该诚信党领袖外，也表明 
土团党会这么做。

“马袓基是因为被这名领袖的 
言论所激怒，才会发表有关言 
i仑。”
> i尔法尤努斯也指出，土团党 
消息来源声称理事会成员之间若无法针对交棒 
课题达成共识，土团党会启动和巫统、伊斯兰 
党和部分公正党成员组成国民联盟的程序，虽 
然马哈迪在会议中没提及此事，却指有关情况 
可能成真。

“所有土团党最高理事成员已接获指示，必 
须出席今日举行的紧急会议，据我了解，这将 
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会议。”

另外，艾尔法尤努斯则指出，阿兹敏阿里在 
周五的希盟最高中央理事会会议前，曾获数名 
最高理事成员承诺将支持马哈迪，结果他们却 
没有这么做，这让他感到难过。

“据了解，阿兹敏在该会议后，前往布城一 
家酒店和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袓莱达、交通部 
副部长拿督卡马鲁丁等人开会，但媒体并不清 
楚这个会议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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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互相交流联络感情。

他欣慰，雪邦市议会举办满园 

春色，一团和气新春联欢晚会， 

获得全体市议员支持和配合；希 

望各族人民不分彼此和睦相处， 

促进人民亲密与团结，保障国家 
擎荣昌盛。

…彦i志旨出，这也是雪邦市议 

会首次在马来人居多的哥打华丽

山庄举办华人新年庆典，让非华 

裔居民参与华人活动，促进各族 

了解体现多元文化气息。

“我们把具备中华文化特色的 

功夫茶表演、变脸、十四节令 

鼓、新年歌及代表三大种族的歌 

舞节目呈献给大家，还有美食和 

丰富的幸运抽奖。”

(雪邦四日讯）雪邦市议会配 

合庚子年，拨款3万令吉在哥打 

华丽山庄吉广场（K]PMALL)举 

办满园春色，一团和气新春联欢 
晚会，逾500人同欢共乐。

掌管地方政府、公共交通以及 

新村发展事务雪州行政议员黄思 

汉为大会主持捞生仪式，和雪邦 

市议会副主席莫哈末哈菲兹、龙

溪州议员阿迪夫、雪邦县土地局 

长雅兹、雪州皇室代表登姑卡玛 

鲁汀、雪邦市议员颜志辉、张联 

成、黄耀亮、雷健强、李干民、 

朱可耐等捞得风生水起。

哈菲兹代表主席华兹致词和献 

上新年祝福。他说，农历新年是 

华人主要节庆，象徵冬去春来， 

大地回春带来新希望，藉团圆相

春
风
乐
在
拐
生
。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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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内种植超过1万棵

滑重生。

监督各热 

欠的风险，让占地 
过去3年都不曾发生 

20 U年被烧毁的退 

度达8至10公尺的树

力，

而配合 

如果要解除森

于综合发展用途，

I将功亏一篑。”

m月限太短

包括大马自然协会 
心（GEC)、环境 

)、原住民关怀中 
I和谐组织（GRASS 

之友（SAM)及善待 

i成的“保护雪州森 

1个受影响的甘榜村 

堂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解除瓜冷北部森 

恳。
必须在30天内，针 

地位提出反对的期 

予更多时间，让反

里阿米鲁丁是于20 

，由于东铁计划及 
为退化林（hutan 

患的威胁，因此撤 

!地位，改为发展用 

好的选择。

^0
撤瓜冷北部森林保留地憲報地位風波

“別再M40%
(瓜冷23日讯）“保护雪州森林 

联盟”反驳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 

鲁丁，指瓜冷北部森林保留地的40% 

退化森林，在原住民配合下已成为 

“重生森林”，促请雪州政府切勿 

再以“森林退化”，作为解除瓜冷

北部森林保留地宪报地位的理由， 

并呼吁政府采取修复行动，拯救相 

关的泥炭森林。

该联盟指出，瓜冷北部森林保留地自 
2014年发生林火事件后，曾在2017年再次 

因外来因素发生林火，但森林内的原住

■受影响原 

住民共同出席对， 
话会，盼州政府 

能保留相关森 
林地。

yV球环境中心（GEC)总监法伊扎 
i巴里斯提及，该森林保留地对 

雪州极其重要，它有助减少碳排放 

量，倘若砍伐森林转进行发展工程，
届时将可排放出550万吨的二氧化 

碳，加剧气候变迁。

雪州大臣歌声称解除森林保留宪 

报地位充作综合发展计划，却没说明发 

展详情，彰显州政府的做法欠缺透明，

我们乐见政府宪报颁布更多森林保留 

地，但政府不应以‘森林退化’作为辩 

解理由。”

他说，不排除雪州政府所获取的资讯有 

误，才会作出解除瓜冷北部森林保留地宪 

报地位的决定。

他补充说，该联盟已提呈详尽的报告给 

雪州大臣，并交由当局作出决定。

野生動物何去何從？

此外，大马自然协会（MNS)主席阿末依 

斯迈说，受林火损害的森林可被修复，且 

民积极植树，在过去^ 

树，让300公顷的森林麥 

“原住民自发进行巡 

点，有效减低发生林: 
930.93公顷的森林，在: 

林火事件；根据观察， 

化森林，如今已长满高) 

木，迅速恢复成为重生;

“这些都是原住民为 

国家森林局所作出的努 

林保留地的宪报地位用 
原住民在过去5年的心边

30天内提反垂

由7个非政府组织， 

(MNS)、全球环境中 

活跃分子协会（KUASA 

心（C0AC)、大马环 

Malaysia)、大马环境. 

环境组织（TrEES)所结 

林联盟”，于今日连同z 

长，在武吉紫丁民众会 

时，向雪州政府表达反 

林保留地宪报地位的意) 

该联盟说，瓜冷居民 

对解除森林保留地宪报 

限太短，故要求当局给 

对者更详细研究其影 

雪州大臣拿督斯_ 

曰召开记者会解释 
该森林的40%已沦 

rosot)而构成火 

除保留森林的宪祁

Fighting Fish)，如果夷平森 

林，这些野生动物该何去何从？

大马环境之友法律顾问泰娃林甘则说， 
根据1985年国家森林法令在2014年颁布宪 

报的修订法案，任何重要的相关人士，都 

有权提出反对，且给予民众提出反馈和反 

■瓜冷北部森林保留i 
摧毁，但在各造努力T

也

、
新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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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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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拉冷岳泥炭森林有其独特之处，理应加 

以维持和保护，倘若森林保留地退化，只 

会凸显政府没有展开保护森林保留地的措 

施，以及民众保护森林的教育匮乏。
善待环境组织（TrEES)代表莉拉则 

说，该森林目前拥有许多稀有动物，包 
括瓜冷森林保留地仅有的红打架鱼（Red

有权提出反对，且给予民众提出反馈和反 
对意见的30天期限（从通知告志期起生 

效），可被延长不超过3〇天。

“这个森林协助周遭地区减低碳排放 

量，覆盖范围不仅限于瓜冷地区，因此所 

有受影响者都有权提出反对，并要求延长 

投诉期限。”

Page 1 of 1

24 Feb 2020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4
Printed Size: 1063.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0,968.00 • Item ID: MY0038815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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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午4时30分，一架直升机飞进国家王宫。右上图为马哈迪离开土团党总部
前向媒体微笑挥手示意。中为在喜来登酒店出现的阿茲敏。 f _ /VD/AD

♦採訪陣容：徐健華、黃治振、林彩欣、張景揚、馮寶儀、鄧倩惠、張景揚、李玉珍、李文源、盧淑敏

(吉隆坡23日讯）政局地震最新演变，6个 

倾向首相敦马哈迪的党派领袖，今日傍晚入

宫覲见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 (---------------
表态，令希盟政府瓦解在即。文轉A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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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部：!收指示清空辦公室
&晚上约8时，巫统、里一起作出重要宣布。

#伊党、马华、土团 另一方面，今午更有消

元首需時確定議員人數
♦文接封面

据消息说，敦马领导的土团将和5 
个党派筹组新政府，并将在明天中 
午作出宣布，目前，元首仍需要时 
间确定，有关新联盟所掌握的议员 
人数。

根据首相署媒体的W h a t s A p p群 
组，首相新闻秘书在下午7时30分否 

认首相曾到过国家王宫，也表明今 
晚都不会有记者会，马哈迪已经回 
返私邸休息。

今早开始至下午，6个政党、阵 

线或派系，即土著团结党、人民公 
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阿里派系、巫

國會議席
土团党 26席

行动党 42席

公正党 50席

诚信党 11席

人民复兴党 9席

沙巴民统党（UPK0) 1席

共 139席

统、砂拉越政党阵线（GPS)、沙巴 

民兴党和伊斯兰党，分别在各自的 
总部、酒店或是私邸开会，气氛相 
当紧张。

过後，一众领袖分乘逾10辆轿 
车，进入国家王宫面圣；巫统总秘 
书安努亚慕沙也向媒体证实，党主 
席拿督斯里阿末扎希已於下午6时进 

宫。其他进宫者包括慕尤丁、阿兹 
敏、阿邦佐哈里、沙菲益及哈迪阿 
旺。

6政策談判完成

消息指出，6个政党组成新政府的 

谈判已经完成，不过，元首需要时 
间确定所有政党领袖所掌握的议席 
数目，故今晚不会有任何宣布，一 
切有待明曰宣布。

这意味著现有的希望联盟政府或 
将垮台。

盛传将带领18国会议员退党的阿 
兹敏阿里派系，今早11时许就已聚 
集在八打灵再也喜来登酒店，包括 
公正党副主席袓莱达与外交部长拿 
督赛夫丁等人皆出现在该酒店，惟 
阿兹敏本人在晚上近8时才现身。

■賽维

党、沙民兴党、砂拉越政 
党阵线等领袖，都在已聚 
集在八打灵再也喜来登酒 
店，料等待陪同阿兹敏阿

息传出，一些部长收到指 
示，在来临的一周清空自 
己办公室，或迎来希盟政 
府首轮的重组内阁。但也

截至截稿前，任何一方 
都还没有针对会议结果向 
媒体发布谈话。

演進表
9•00AM 马哈迪抵达土团党召开最高理事会。

11.00AM 阿兹敏阿里派系在八打灵再也一间酒店与18名国会议员见面。

2•00PM 传出马哈迪欲觐见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尋求组织新政府

2•00PM 公正党取消最高理事会会议

2•50PM 马哈迪等人离开土团党总部，未对媒体发表谈话

3.00PM 巫统召开最高理事会

4•30PM 安华支持者陆续到安华住家声援安华

5.30PM 传出GPS、复兴党、巫统领袖和马哈迪陆续抵达王宫

7.00PM 部分巫统领袖现身喜来登酒店

7.30PM 马华总会长魏家祥、丹绒比艾区国会议员拿督斯里黄日升、伊党署理主席 
端依布拉欣及巴西富地区国会议员查瓦威也抵达喜来登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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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3日讯） 

行动党中委刘天球认 
为，今日不会产生新 
政府，且“新政府” 
无法拉拢东马的砂拉 
越政党阵线（GPS)与 

人民复兴党，因此， 
组政府的关键筹码落 
在行动党与诚信党。

刘天球在其面子书 
张贴一张“新政府” 
所掌握国会议席的数 
目表，当中国阵有41 
席、土团党26席、伊 
斯兰党18席、人民复 
兴党9席、GPS19席和 

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派系 
的10席，共有123席， 

并足够组成新政府。
刘天球驳斥有关 

数目表的真实性， 
并以不点名方式告诉首相敦马 

哈迪，他说，虽然你已取得伊党的支 
持，但无法得到GPS和复兴党支持。

“再者，土团党失去丹绒比艾国席 
后，他们只有25席，而且扮演关键角 

色的政党，即诚信党和行动党选择支 
持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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檳首長:釋放逾43萬顆細菌注卵抑制黑斑蚊

■曹观友（左三）在阿都哈林、阿菲夫及阿斯玛雅 
妮陪同下，放飞黑白色气球，推介槟州沃尔巴克氏 
黑斑蚊计划。

(槟城23日讯）骨痛热症肆虐多时，却未 

能有效受控制；卫生部如今采取新技术，即把 

能抑制骨痛热症病毒生长的沃尔巴克氏细菌 
(Wolbachia)，注入黑斑蚊卵中再透过自然交 

配，让野生黑斑蚊失去传播骨痛热症的能力。

槟州首席部长曹观友今早在武吉哥隆组屋区 

举行的槟州沃尔巴克氏黑斑蚊计划推介礼上 

说，槟州卫生局于去年11月19日已在3个地点， 

即西南县的武吉哥隆组屋区、东北县的山竹园 

组屋区及威中县北赖凤凰花园，释放逾43万颗 

已被注入沃尔巴克氏细菌的黑斑蚊卵。
当体内带有沃尔巴克氏细菌的人工黑斑蚊被 

释放到大自然后，将与野生黑斑蚊交配。带有 
此细菌的雌性黑斑蚊无论与带此菌或未带此菌 

的雄性黑斑蚊交配，产下的蚊子都带有此菌。

"透过自然交配繁殖，社区里带有此细菌的 

黑斑蚊比例就会提高，也就是大部分黑斑蚊就 

会失去传播骨痛热症的能力。至于未带有此细 

菌的雌性黑斑蚊若与带此菌的雄性黑斑蚊交配 
后，产出的蚊卵则是无法孵化。”

产出无法孵化蚊卵

曹观友形容，这是以“好蚊子”取代“坏蚊 

子”的方式。

他补充，除了沃尔巴克氏黑斑蚊计划，槟州 

政府在卫生，局配合下，也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推 

测即将爆发骨痛热症疫情的地区，尽早采取防 

范行动。

他指出，近期有媒体报导指，骨痛热症今牟 
已在我国夺走24条人命，情况严重。但他说， 

在槟州今年首6周的骨痛热症病例只有182宗， 

同比去年的1285宗，减少了86%。

他呼吁大家调整思维，齐心控制蚊症及保持 

身体健康，原因是如果不幸病倒，社会将流失

生产力，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槟州卫生委员会主席阿菲夫提醒，卫生局已 

暂停止3个地区方圆200米的灭蚊喷雾行动，以 

免杀死"好蚊子”。

“其他区若出现骨痛热症疫情，我们还是会 

进行灭蚊喷雾行动。”

他说，沃尔巴克氏细菌并非人工研发的新细 

菌，而是原本就存在大自然的细菌，自然界约 
60%的昆虫原本就自然带有此细菌，使用此细 

菌控制蚊症是安全的。减少使用灭蚊喷雾也较 

环境友善。

他指出，雪兰莪较槟州更早启动沃尔巴克氏 
黑斑蚊计划，取得正面效果。这计划有望降低 

60至80%骨痛热症病例。

除了我国，全球另13国家，包括美国、中 

国、印度、澳洲、泰国、新加坡、印尼、越 
南、斯里兰卡、巴西、哥伦比亚、斐济及法属 

大溪地都采用沃尔巴克氏黑斑蚊方案。（C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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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阿茲敏率10議員出走
聯合土圑組聯盟政府

(八打灵再也23日 

讯）公正党署理主 

席拿督斯里阿兹敏 

派系领袖及国会议 

员今早聚集在八打 

灵再也喜来登酒店 

举行会议，引发各 

大媒体关注，并涌

往现场等待“重大 ■赛富丁（左起）、玛利亚陈、巴鲁比安及韩沙再努丁也，纷纷现身在八打灵再

事件”的宣布。网
也喜来登酒店。

在此之前，传出阿兹敏阿里会于中午前

上更是广传阿兹敏往酒店跟支持者，议’惟至截稿为止’

带领10名公正党国 

会议员跳槽，脱离 

希盟，以联合土团 

党另组联盟政府。

直不见他出现。惟阿兹敏的政治秘书与新 

闻秘书则有在现场。

酒店开会引联想

记者在到酒店外有见到多名部长的官 

车；在场的部长及国会议员包括房地部长 

祖莱达、外交部长拿督赛富丁、工程部长 

巴鲁比安、交通部副部长拿督卡玛鲁丁、 

公正党峑株巴辖区国会议员拿督莫哈末拉

昔及八打灵再也国会议员玛丽亚陈等。

原本在土团党总部参与会议的土团党拉 

律区国会议员拿督斯里韩沙再努丁也出现 

在阿兹敏与支持者的会议中，引起各界关 

注。

韩沙再努丁和比鲁兰区国会议员罗纳建 
迪，是在上午11时40分左右提前离开土团 

党总部的会议。他们在中午抵达喜来登酒 

店，相信是代表土团党与阿兹敏及其支持 
者会面。2人逗留约40分钟后离开。

现场除了有警察政治部驻守，也有部分 

公正党支持者聚集。

截至下午4时，现身酒店的部长及 

国会议员等都拒绝对媒体发言，也没 

透露会面的目的。

消息早前也传出，阿兹敏和支持者 

最有可能是加入强调多元种族的民政 

党，借用民政党的平台。今年农历新 

年，敦马哈迪出席民政党新春团拜， 

以及上周阿兹敏和民政党主席刘华 

才在雪州一项新春团拜节目“交头 
接耳”热情交谈，被政治观察员形 

容为两人正传达浓浓的合作讯息。 
(TKM )

■大媒体驻守在八打灵再也喜 

来登濟店，但一直都不见阿兹敏 

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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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113月8日辦太上老君祈福儀式
(吉隆坡23日讯）马来西亚道教总 

会忌、会长陈和章表示，总会将于3月8 

日早上10时，在吉隆坡雪隆中华大会 

堂举行第24届道教节暨道祖太上老君 

圣诞千秋祈福仪式。

他召开记者会说，同日下午5时，在 

吉隆坡中华大会堂举行“第7届马来西 

亚道教节花车游行”，有六十多个队 

伍将参与。

他声称，道教也是我国其中一个官 

方宗教，希望道教节的庆典能让更多

民众一同参与。

他补充，举行花车游行其中一个目 

的，是要提倡宗教和谐，同时让政府 

了解道教。

争取太上老君诞列公假

陈和章表示，他将继续争取太上老 

君诞辰日（每年农历2月15日）为公 

共假期。他已发出邀请函给旅游、艺 

术及文化部部长拿督莫哈末丁可达比 

及妇女及家庭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

希望他们可出席当天的庆典。

"泰国及新加坡的道友及道教领导 

人，也受邀出席当天的节日庆典。”

总会将在3月1日，于吉隆坡总会会 

所举行“归宗传度”法会，欢迎民众 

及道教信徒踊跃参与。

陈和章说，总会也会在3月9日晚上 

7时，于王岳海大礼堂举办千人宴。

欲知更多详情，可联络他012-335 

2030或筹委会主席拿督林来成016- 

927 9853。（ T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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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敏雜共識晚宴

百名國會議員聚集酒店
(八打灵再也23日讯）在朝野政党 

在白天不约而同召开特别会议之后， 

约有100名国会议员今晚聚集喜来登酒 

店，出席由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主催的“国会议员共识晚 

宴，，。

土团党、公正党、砂政党联盟 

(GPS )、伊斯兰党和巫统今日已相 

继召开会议，引来坊间无数揣测，预 

料我国政坛会迎来重大宣布，而喜来 

登酒店也成为众人的焦点，因为传闻 

首相会在那里做出重大宣布。

不过，最终首相马哈迪没有出席这 
项晚宴。截至晚上约9时，没有任何 

“重大宣布”。

晚宴出席者有巫统主席拿督斯里阿 

末扎希、副主席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 

利、总秘书丹斯里安努亚慕沙、最高 

理事拿督斯里阿莎丽娜、森波浪区国 

会议员拿督斯里希山慕丁、亚娄区国 
会议员拿督斯里沙希淡、林茂区国会 

议员凯里、布城区国会议员东姑安南 

和妇女组主席拿督诺莱妮等。

马华总会长魏家祥也率领署理总会 
长拿督马汉顺、总秘书张盛闻、马青

■魏家祥及黄日昇也亮相 

在阿兹敏的宴会。

■阿兹敏一到场，其支持 

者即趋前给他一个拥抱。

■巫统主席阿末扎希也出席宴会。

总团长王晓庭和丹绒比艾区国会议员 

拿督斯里黄日昇赴会。

伊斯兰党包括主席哈迪阿旺、署理 

主席端依布拉欣、副主席聂莫哈末扎 

瓦威和总秘书达基尤丁。

希盟方面，出席的土团党领袖包括 

曰里区国会议员拿督斯里慕斯达法、 

韩沙再努丁和霹雳州务大臣拿督斯里 
阿末法依扎。

关键人物阿兹敏是在晚上7时40分左 

右抵步八打灵再也喜来 

登酒店会场，他全程微 

笑神态轻松，并与旁人 

握手寒暄，进去电梯前 

也向媒体挥手示意。

对于大批媒体的追 

问，他们都没有做出回 

应，只有东姑安南在进 
入会议室后再离开会议 

室，笑言自己只是来 
‘‘喝咖啡的”。（TT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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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党主席宣称

阿兹敏已退党

尽管今晚的晚餐聚会后没有重大宣布，但却传出阿兹敏退党的消息 
图为阿兹敏（左5)与阿末扎希（左3)在饭局上的合照。

(八打灵再也23日 

讯）国大党主席丹斯里 

威尼斯瓦兰今晚宣称， 

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会退 

党！

他是于周曰晚出席 

在喜来登酒店举行的聚 

会后告诉记者此消息， 

“据我所知，土著团结党 

可能退出希望联盟，而 

阿兹敏阿里也会随之退 

出公正党。”

不过对于“组建新 

政府”的说法，威尼斯 

瓦兰直言：“我还不知 

道。你必须问敦（马哈 

迪）〇 ”

询及为何现身酒店 

时，他回答道：“只是 

在这里吃饭。”

他补充说，作为国 

阵的一部分，国大党将 
继续与盟友保持联系， 

并遵守主席拿督斯里阿 

末扎希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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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带亲信 

名® 土团党

公正党内斗白热化，随着传出署 

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的领袖将 

被党对付，今曰更盛传阿兹敏将带着多名公正党 

国会议员宣布离开公正党加入土团党。

消息指，阿兹敏与支持者将在八打灵再也一家 

酒店开会，许多记者闻风而至，确实见到亲阿兹 

敏的公正党领袖包括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祖莱 

达、外交部长拿督赛夫丁阿都拉、工程部长巴鲁比安及公正党荅株巴辖区 
国会议员拿督莫哈末拉昔等。

而值得关注的是，除了阿兹敏的团队在今日召开会议，土团党也在早 

上9时召开政治局会议，有指会议后他们将移步到阿兹敏召开会议的酒 

店。#

cp外，尽管有消息传出组建新政府计划有变， 

A但周曰晚仍有多名各党领袖先后抵达举行会 

议的地点。

在傍晚约6时45分，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在土著团结党的党员陪同下被 

发现进入八打灵再也的喜来登酒店，现场也可见 

到有警察驻守。

晚上7时许，国阵总秘书拿督斯里东姑安南 

抵达酒店，随之而来的还有巫统副主席拿督斯里 

依斯迈沙比里、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家祥、巫 

统总秘书丹斯里安努亚慕沙、伊斯兰党署理主席 

端依布拉欣、总秘书拿督达基尤丁。

各党领袖仍出席达会议地点

除了魏家祥只在酒店大堂出现，其他的领袖 

都进入了被指是今早阿兹敏派系召开会议的房 

间。所有领袖对这次削来的目的都二減其口。

此外，也有一些巫统议员的助理纷纷抵达酒 

店，相信这些议员正在国家王宫觐见国家元首后 

会转到酒店用晚餐。

另一方面，在武吉泗岩沬驻守公正党主席拿 
督斯里安华住家的媒体，也见到公正党的议员如 

拿督斯里赛夫丁、聂纳兹米、拿督阿都拉沙尼，

法米法兹尔及黄基全等出现在其住家范围。

希盟政府瓦解的消息在今早陆续传出，先是 

土团党在总部召开政治局会议、公正党暑理主席 

拿督斯里阿兹敏及团队在八打灵再也喜来登召开 

会议，之后便是砂拉越执政联盟（GPS)及巫统 

也分别在不同地点召开会议。

2018年5月10曰，由马哈迪为首的政党联 

盟也曾在八打灵再也喜来登酒店宣布希盟正式执 

政中央。#

Page 1 of 1

24 Feb 2020
Kwong Wah Yit Poh,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59,667 • Page: A2
Printed Size: 254.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848.00 • Item ID: MY0038815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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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撇 清退党^

(吉隆坡23日讯）人民公正党 

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周曰 
“含饴弄孙”，撇清退党传闻？

尽管今早政坛传出阿兹敏欲拉 

拢公正党多名领袖退党，然而阿兹 

敏却在推特表示：“他周曰难得抽 

空和孙女及家人一起吃午餐”

图撇清退党传闻。

阿兹敏中午在推特连推3则推 

文，他在首则推文表示：“今午和家人一起吃午 

餐，顺便帮孙女法拉依达雅庆生。”

他在第二则推文则希望，孙女能够健康、快 
乐和幸福的长大。

至于第三则推文，阿兹敏和孙女拍照，并写 

道：“这就是幸福。我和孙女一起玩气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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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除瓜冷森林保留地课题

方贵伦吁公众提意见
(吉隆坡23日讯）武吉免登

国会议员方贵伦指出，对于 

建议雪州政府撤除瓜拉冷岳 

北部931.17公顷（约2300 

英亩）森林保留地一事，雪 

州森林局目前尚在收集公 

众、原住民及非政府组织的 

意见回馈，呼吓大家积极地 

表达意见。

他昨日发文告，指听证 

会将召开至3月5 R，同时 

呼吁雪州政府须听取民意，

勿一意孤彳了，违背民意。

“基于国民闭结与社会 

和谐的大前提，这个建议方 

案须暂缓及重新检讨。雪州 

政府在听证会召开期间广泛 

听取民意，直到大家有了共 

识才作取舍”

他表示，今后任何牵涉 

公共利益的课题或建议，都 

须有公共咨询环节，让公民 

社会参与讨论。

“现阶段还无法达到共

识，民间才会出现巨大反对 

声浪。”

方贵伦表示，清理森林 

保留地让路发展的过程，并 

没计划展开任何维护大自然 

的措施，必会破坏大自然。 

这起事件引起环保主义者关 

注，也在当地原住民社区掀 

起f层浪：发展与环保间须 

找到一个平衡点。

据知，有约8000年历史 

的瓜冷森林保留地有7座原 

住民村，且已传至第三代， 

约2000人口。

雪州政府建议撤除瓜冷 

北部森林保留地的宪报地 

位，但不包含占地404.7公

顷的原住民村落，惟森林保 

留地是原住民捕捉猎物及寻 

觅食物的地方。撤除森林保 

留地让路发展计划将破坏原 

住民经济来源及森林保留地 

生态。

方贵伦说，大马人民在 

5-09投下改朝换代的一票， 

是要看到更进步、开明、包 

容及多元的大马；不是一意 

孤行违背民意且还将之贯彻 

到底的新政府。

他说，这只会让期望看 

到改变的大马人失望透顶。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希望所有希盟领袖以此为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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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中路园戬帅宫4月初庆神诞
(巴生23日讯）巴生中路园戬

帅宫将于4月6日至9日（星 

期一至四），庆祝杨戬大元帅 

诸神圣诞千秋，同时于4月11 

日（星期六）晚上7时，在巴

生皇城商务会展中心设平安 

宴。

该庙总务柯良助表水，该 

宫庆35周年之际，理事、炉 

主、头家及众善信为答谢神

恩，将聘请道士平安清醮3天 

(4月7日至9日），包括开光 

普渡公、起鼓、接天公、贺寿 

放生鸽、过平安桥及送天公 

等，欢迎信徒一同参与其盛。

“4月7 R和8日将有洪虹 

城歌舞1才丨表演，6日和9日播 

放电影，35周年纪念晚宴暨平 

安宴上，将邀请雪州行政议员 

拿督邓章钦、名誉顾问拿督吴 

亚烈及顾问们一同出席。” 

他说，经济低迷，盼善男 

信女仍可慷慨解囊献力，也希 

望年轻一辈接棒，避免青黄不 

接。欲知详情，可联络柯良助 

016-369 2161 °

出席者包括戬帅宫名誉顾 

问拿督吴亚烈、拿督黄开春、 

拿督邱福隆、名誉主席李钱 

融、署理主席陈联发、副财政 

黄瑞财及理事李良生。

巴生中路园戬帅宫理事呼吁信徒踊跃参与神诞活动；坐者左起 

为李钱融、邱福隆、黄开春、吴亚烈、柯良助、陈联发、李良 

生及黄瑞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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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球：不会产生新政府

土团无法拉拢砂政党
(吉隆坡23日讯）民主行动党

中委刘天球认为，今R不会产 

生新政府，因为土著团结党无 

法拉拢东马的砂拉越政党联盟 

(GPS)与人民复兴党。

诚信火箭挺安华

“冉者，土 I才丨党失去丹绒 

比艾国席后，他们只有25 

席，而且扮演关键角色的政 

党，即诚信党和行动党选择支 

持人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 

华。”

刘天球在其面簿张贴一张

“新政府”所掌握国会议席的 

数0表，当中国阵有41席、 

土团党26席、伊斯兰党18 

席、人民复兴党9席、砂拉越 

政党联盟19席和公正党署理 

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派系 

的10席，共有123席，并足 

够组成新政府。

刘天球驳斥有关数目表的 

真实性，并以不点名方式告诉 

首相敦马哈迪医生。

他说：“虽然你已取得伊 

党的支持，但无法得到砂拉越 

政党联盟和复兴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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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党八打灵再也国会公正党砂州主席巴鲁比公正党副主席蔡添强公正党最高理事赛夫丁

议员玛丽亚陈 安

与亲信密谋仍气定神闲

阿兹敏贴孙女生日照
(吉隆坡23日讯）与多名国会议员及

支持者召开极重要会议之际，公正党署 

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却有闲情在 

由簿分享出席孙女的2岁生R派对的相

片。

阿兹敏今日中午与其阵营的多名国 

会议员及支持者在八打灵再也的喜来登 

酒店会面，盛传过后将会做出一些重大

阿兹敏在面簿分享与孙女玩乐的照片<

宣布。唯在约下午1时50分，他却在 

其面簿贴文，分享出席孙女法拉依娜雅 

萝丝的2岁庆生派对。

阿兹敏也希望孙子阿杜健康、快乐

与幸福地长大。

他随后再贴；丨丨与孙女玩汽球的另一 

张照片，并指与孙女玩汽球才是幸福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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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丨塁im公

众领和聚9霸庙 /
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八打灵再也23日讯）如果不是为了 “大事 

<牛”，那所为何来？
自政界盛传即将发生“大事件”后，尽管首 

相敦马哈迪医生的媒体发言人表明首相已返家休

息及不会在今晚召开记者会，不过八打灵再也喜 

来登酒店还是聚集大批土著团结党、巫统、伊斯 
兰党、马华、沙巴复兴党及砂拉越土保党的领袖。最 

受瞩目的当数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

现场媒体观察，喜来登酒店挤满 

■了大批民众与媒体，现场气氛人 

声鼎沸，因此不确定有关领袖是否将召开记 

者会。

据报道，巫统总秘书丹斯里安努亚慕沙 

在晚上7时24分抵达现场时，只表明自己

是来“会见同事喝茶的”，并要大家“静待 

宣布”。

此外，伊党署理主席端依布拉欣及巴西 

富地国会议员查瓦威也抵达喜来登酒店现 

场，随后即匆匆步人会议室。

其他现身喜来登酒店的领袖，还包括人

民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巫统主 

席拿督斯里阿末扎希博士、伊党主席拿督斯 

里哈迪阿旺、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家祥博 

士及丹绒比艾国会议员拿督斯里黄日升博 

士。

阿兹敏（右三）与巫统及伊斯兰党领袖同桌交流。左起为沙希淡卡欣、祖莱达及希山慕丁；右起为哈迪阿旺及 马华总秘书 马华署理总会长 

阿末扎希。 拿督张盛闻 拿督马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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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团议员“传话”阿兹敏
(八打灵再也23日讯）2名土

著I才丨结党国会议员，竟然出现 

在人民公正党拿督斯里阿兹敏 

阿里的“场”！

原本在土团党总部参与会 

议的土 I才丨党拉律区国会议员拿 

督斯里韩沙再努丁，突然现身 

在阿兹敏阿里与支持者的会议

里，引起传媒义注。

韩沙再努丁和比鲁兰区国 

会议员罗纳建迪，是在上午 

11时40分左右提前离开土团 

党总部。他们抵达喜来登酒 

店，相信是扮演“传话”角 

色。2人在与阿兹敏等人会面 

40分钟后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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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生活中心竑13友融入社会
八打炅再也23日讯|残障人士自立生活的概念在国外虽已行之 

有年，但在马来西亚还是相当新颖，目前全国只有2家自立生活中心 

(ILC)，除了教导障友自力更生、理财，也鼓励他们融入社会。

区的该协会，另一间则在万宜， 

且是由来自日本的专人教授有关 

知识。

大马残障自立协会会长 

(MILAD )林明娟指出，自立生活 

的定义是残障人士有权跟健全人 

士一样，自己做决定和选择，并 

负起相关责任。

「自立生活中心能提供的协 

助有很多种，包括（教导障友） 

如何自立生活和自力更生、如何 

处理自己的财务、如何处理自己

的心情、如何看待自己、怎么跟 

外界交流。」

「自立生活的另一个概念 

是鼓励障友融入社会，参与各阶 

段、层面的活动，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也可以对社会有贡献。」

林明娟在接受《马新社》专 

访时表示，全马目前只有2间上述 

的中心，分别在雪兰莪州灵市SS3

大马需至少7间中心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 

部长杨巧双在去年9月指出，我国 

需要至少7间自立生活中心，以满 

足国内逾50万名已登记残障人士 

的需要。

林明娟指出，残障自立协会 

也是一个工作中心，如果障友不 

方便出门或是学历不高，就可以 

在此做代工，比如制作丝带等， 

这不仅仅能够赚钱，也可让障友 

本身得到满足感，并有机会跟外 

界交流。

她说，自立生活中心的50% 

理事会成员包括会长和总秘书必 

须是残障人士，因为只有他们本 

身才知道障友所需。

公众可浏览残障自立协会网 

站www.milad.org.my，或发电邮至 

miladmalaysia@gmail.com 1 

解更多有关该协会的详情和所提 

供的服务。

林明娟（左）参与成为残障平等意识培训（DET)导师的课 

程，她如今已是一名合格的DET导师，能够向社会大众提供 

DET课程，让他们了解障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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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彐敏液丨
隹掌140丨

希望联盟将瓦解的谣言四起，多个政党及 

联盟周日在雪隆两地召开特别会议，引起政局 

将出现新联盟执政的揣测。

据消息指出，阿兹敏派系、土团党、巫统 

与伊斯兰党，己至少掌握140个国会议席，有 

能力另组新政府。

马哈迪（右2)周日上午主持 

小时半的土著团结党最高理事 

议后离开土团党总部，

对媒体发糾i何谈1

同时，巫统总秘书安努亚慕沙接受媒体追

访时也表示，己获得接近2/3的席位。
y>报导A3至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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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掌提140應
敏液敦玛纽躕0

吉隆坡23日讯|政局动荡，我国 

将出现新联盟做为政府？

根据内部消息指出，由阿兹 

敏为首，多个支持首相敦马哈迪 

的党派，已掌握国会222个国会议 

席中的140席，已经能够组成新 

政府！

希望联盟将瓦解的谣言四 

起，多个政党及联盟今日纷纷在 

雪隆两地召开特别会议，引起政 

局将出现新联盟执政的揣测。

今曰较早前，传出首相敦 

马哈迪将觐见国家元首苏丹阿都 

拉，惟马哈迪的助理在傍晚则作 

出否认，指敦马并没有在今曰觐 

见元首。

另外，消息称，今晚不会有 

任何的宣布，但他也提醒，敬请 

期待明天的宣布。「我们已获得 

140个国会议员的支持，所以明 

天可以做好准备了。」

巫统总秘书丹斯里安努亚慕 

沙在宴会结束后’ fe受媒体追访 

时也指出，以土团党、巫统、伊 

党、阿兹敏派的联盟，已获得接 

近2/3的席位。

「据我所知希盟已经完了。

(土团党加入巫统还是巫统加入 

土团党？）我们维持现状。」

不过，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 

安华的政治秘书法哈斯则告诉网 

络媒体《当今大马》，安华将在 

明日下午2点觐见元首，惟他强调 

这是一早就已经安排好的。

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今晚汇集多位朝野 

政党领袖和国会议员聚集，引起 

政局将出现动荡的揣测。

而在首相敦马哈迪与公正党 

主席拿督斯里安华的首相交棒角 

力过程中，上述朝野政党国会议 

员的聚会也显示了敦马所获得的 

支持力量。

3政党召开会议

多位在野党党魁于傍晚7时 

过后陆续抵达八打灵再也喜来登 

酒店，他们包括巫统主席拿督斯 

里阿末扎希、马华总会长拿督斯 

里魏家祥和伊斯兰党主席拿督斯 

里哈迪阿旺。

此外，国阵总秘书东姑安 

南、巫统副主席拿督斯里依斯 

迈沙比里、总秘书丹斯里安努亚 

慕沙、最高理事拿督斯里阿莎丽 

娜、妇女组主席拿督诺莱妮、巫 

统林茂国会议员凯里、伊党署理 

主席拿督端依布拉欣、马华丹绒 

比艾国会议员拿督斯里黄日升等 

也都相继出现在该酒店。

除了在野党议员，阿兹敏派 

系的公正党议员以及土团党国会

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

议员，也都陆续到场支持。

不过，如果敦马和其他政党 

另组联盟，这也意味著希望联盟 

将瓦解，在执政不到两年之际， 

政权将再次更替。

敦马甫在上周五晚上的希盟 

会长理事会会议后的记者会「强 

势」宣布，首相交棒的课题只会 

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会 

议后进行，且没有日期，没有时 

间，一切交由他决定。

今天共有3个政党或联盟召 

开会议，其中由敦马领导的土著 

团结党于上午11时，在位于雪 

兰莪基金会的总部召开会议；此 

外，巫统和砂拉越政党联盟也分 

别在下午3时和2时召开会议。

此外，阿兹敏阿里在今早10 

时，就在八打灵再也喜来登酒店

-连国强-

会见其派系的公正党国会议员和 

支持者。

另一方面，公正党主席拿督 

斯里安华也汇集其派系，在下午 

4时30分在其位于泗岩沫的住家开 

会。

由于各政党领袖都对最新局 

势都三缄其口，以致坊间的谣言 

四起。

而敦马的助理于傍晚约7时 

在首相的WhasApp媒体群组宣称， 

马哈迪已经返家休息，他不会在 

今晚召开记者会或有任何宣布。 

「没有宣布。今晚没有记者

会。」

其助理也补充，马哈迪今 

晚不会前往八打灵再也喜来登酒 

店，并同时否认马哈迪有到国家 

王宫觐见国家元首。

射面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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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希BS解 
音篇想換政府

八打炅再也23日讯希望联盟将瓦解的消息甚嚣尘上，一旦希盟 

真的瓦解，首当其冲的将是吉打和霹雳州政府。

坊间盛传，希盟将在今曰 

瓦解，取而代之的将是包含土团 

党、巫统、伊斯兰党和部分公正 

党党员的全新联盟。

倘若希盟真的瓦解，并由新 

的联盟执政的话，我国的政治版 

图将全面洗牌，一些以细微票数 

执政的州属，也会换政府。

目前，首当其冲的将是吉 

打、霹雳、马六甲和柔佛。

至于另一个由希盟执政的 

雪兰莪州政府换政府的可能性较 

小，因该州的希盟赢得50个州议

席，巫统和伊斯兰党只握有6个州 

席。

根据第14届全国大选的成 

绩，行动党拥有16议席、公正党 

21席、诚信党8席和土团党5席。

而执政需要最少29席，土团 

党、巫统和伊党加起来只有11 

席，而虽然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 

斯里阿兹敏早前安排候选人时， 

已尽量安插自己的人马，但实际 

人数还不得而知。

至于吉打、霹雳和马六甲， 

希盟都是以简单多数议席执政，

且在第14届大选后，多次传出变 

天和倒台的消息。

吉打方面，希盟握有19席、 

国阵2席和伊党15席。霹雳则是 

希盟30席、国阵25席、伊党3席和 

亲希盟独立人士1席。马六甲则 

是希盟15席和国阵13席。

柔佛作为土团党的大本营， 

共有11个州议席，国阵和伊党分 

别拥有16和1席位，共计28席， 

距离简单多数执政的29席，仅差 

一个席位，如果阿兹敏派系的公 

正党议员加入，就能换政府。

安华阿兹敏33载师徒恩仇录
&民公正党主席安华与署理主

席阿兹敏的恩怨情仇，可以 

追溯到1987年。当时年仅23岁的 

阿兹敏，在时任首相敦马哈迪的 

鼓励下，成为安华任教育部长时 

的政治秘书。

当年的安华，可说是巫统党 

内的明日之星，尤其在发生马哈 

迪与东姑拉沙里政争，巫统分裂 

成A B队之后，安华一直都对马哈 

迪不弃不离。

当马哈迪摆平东姑拉沙里 

后，安华在仕途上也平步青云， 

无论在政府与巫统党内，地位也 

迅速跃升，不久便成为政府第二 

号人物，而阿兹敏也晋升为副首 

相机要秘书。

好景不常，马哈迪与安华不 

久便因为亚洲金融风暴而分歧， 

安华也在1998年被开除，引发烈 

火莫熄运动。

巫统，走上街头展开烈火莫熄运 

动，并成为人民公正党的前身国 

民公正党的创党元老之一。

1999年4月，旺阿兹莎与阿 

兹敏等人创办国民公正党，同年 

11月阿兹敏在全国大选，成功当 

选雪州淡江州议员，开始在政坛 

薪露头角。

安华夫妇日趋被动

当安华发动烈火莫熄政改 

运动时，追随者众多，重量级人 

物如詹德拉慕斯扎法、玛丽娜尤 

索、依占等，但只有阿兹敏坚持 

到公正党成为执政党。

在公正党内部，阿兹敏抗争 

之路并不平坦，从早期与前公青 

团长依占争权，到后来又遇到再 

益依布拉欣、卡立依布拉欣等人 

挑战，最终还是顺利当上公正党

但阿兹敏真正掌握实权，还 

是在他出任雪州大臣之后，在党 

内的权力几乎直迫安华夫妇。

至于安华及旺阿兹莎，他们 

在公正党内一直维持著超然的位

置，之前几波派系纠纷无论多么 

激烈，夫妇俩都尽量避免卷入其 
中。

只是当安华关在监狱中多 

时，逐渐与党内事务脱节，旺阿

兹莎虽然身居主席，但也显得日 

趋孤立与被动。

2018年希盟上台与安华重获 

自由后，反而是安华与阿兹敏师 

徒分道扬镳的开始。

，公正党第14届 

时，党主席安¥ 

>理主席兹敏（左 

度转好，愔不 

再度变坏^^

党大会叛徒影射敏派出走铁了心
Q年509第14届全国 

乙U丄O大选，希盟成功执 

政中央政府，阿兹敏同样成功捍 

卫国州议席，并在5月11日于雪 

州苏丹面前宣誓续任雪兰莪州务 

大臣。

公正党虽没把阿兹敏列入内 

阁部长的推荐名单中，但马哈迪 

却坚持委任阿兹敏担任经济事务 

部长，后者随后辞去雪兰莪州务 

大臣的职务。

反观安华，由于此时仍不是 

国会议员，错失了入阁的机会。

但安华与阿兹敏的角力真正

浮出水面，是在同年11月的公正 

党党选。

虽然安华在没有面对任何挑 

战者之下，终于当上公正党主席， 

成为该党真正的「实权领袖」，但 

这场党选，明显看得出安华派系与 

阿兹敏派系明争暗斗。

阿兹敏在署理主席之战中， 

还是击退了来势汹汹的亲安华派 

大将拉菲兹，而且其派系拿下了 

3个副主席、公青团正副团长、妇

女组正副主席，甚至还囊获了2/3 

的最高理事。

去年6月「男男性爱短片」 

风波的发生，终于让安华与阿兹 

敏的关系，走上不归路。

短片显示，貌似阿兹敏的人 

士与另一名男主角发生性行为， 

但马哈迪还开腔力挺阿兹敏，称 

短片可能造假，而且具有政治意 

图。

安华派系，一开始对阿兹

敏立场非常强硬，促请他应该告 

假接受调查或辞职，安华也发出 

「若真的涉及就该辞职」，这无 

疑让两人关系进一步破裂。

心痛被指背信弃义

同年1 1月，希盟在丹绒比 

艾补选惨败后，阿兹敏在布城的 

官邸，召见22名巫统和5名公正党 

国会议员，尽管没有公布会见内

容，但这也让阻挡安华任相的消 

息不腔而走。

1 2月的公正党大会，阿兹 

敏派系原本提出休战，出席党大 

会，但是安华在大会上发表致词 

时引用影射叛徒的历史典故，让 

在座党员将矛头指向阿兹敏，阿 

兹敏派系不满拉大队离开。

隔曰，阿兹敏在创党地 

点——吉隆坡万丽酒店举行的千 

人晚宴上指出，心痛他们一群20 

年前一直在公正党奋斗的领袖， 

在20年后的1 2月7日被指背信弃 

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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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希盟瓦解吉霹恐換政府
八打灵再也23日讯|希望联 

盟将瓦解的消息甚嚣尘上，一旦 
希盟真的瓦解，首当其冲的将是 
吉打和霹雳州政府。

坊间盛传，希盟将在今曰 
瓦解，取而代之的将是包含土团 
党、巫统、伊斯兰党和部分公正 

党党员的全新联盟。
倘若希盟真的瓦解，并由新 

的联盟执政的话，我国的政治版 

图将全面洗牌，一些以细微票数 
执政的州属，也会换政府。

目前，首当其冲的将是吉 

打、霹雳、马六甲和柔佛。
至于另一个由希盟执政的

雪兰莪州政府换政府的可能性 
较小，因该州的希盟贏得50个 

州议席，巫统和伊斯兰党只握 
有6个州席。

根据第14届全国大选的成 

绩，行动党拥有16议席、公正 
党21席、诚信党8席和土团党5 

席。
而执政需要最少29席，土 

团党、巫统和伊党加起来只有11 

席，而虽然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 
斯里阿兹敏早前安排候选人时， 
已尽量安插自己的人马，但实际 

人数还不得而知。
至于吉打、霹雳和马六甲，

希盟都是以简单多数议席执政， 
且在第14届大选後，多次传出变 

天和倒台的消息。
吉打方面，希盟握有19席、 

国阵2席和伊党15席。霹雳则是希 
盟30席、国阵25席、伊党3席和亲 

希盟独立人士 1席。马六甲则是希 
盟15席和国阵13席。

柔佛作为土团党的大本 
营，共有11个州议席，国阵和 
伊党分别拥有16和1席位，共 
计28席，距离简单多数执政的 
29席，仅差一个席位，如果阿 

兹敏派系的公正党议员加入， 
就能换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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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百中國旅行團取消適耕莊需尋對策
巴生23日讯I雪州议长黄瑞 

林披露，受到新冠状肺炎影响， 

沙白和适耕庄在今年新年期间， 
有百多个来自中国的旅行团被取 
消，使得当地的旅游业者蒙受重 

大损失。
他说，大马旅游业今年在肺 

炎肆虐下首当其冲，因此须另觅 

办法，即鼓励国人在国内旅游消 
费，以挽回流失的旅客及生意。

也是适耕庄州议员的黄瑞 
林，日前在巴生兰花酒家，主持 
马来西亚福清后屿黄氏家族会庆 
祝成立20周年纪念联欢宴会开幕 

礼时，在致词中如是指出。

他希望这次对沙白和适耕庄 
区旅游业的冲击是短暂的，无论 
如何从事与旅游业有关的人士， 

都须在这个过度时期寻找新的应 
对方法，以便难题能迎刃而解。

较早时，马来西亚福清后

屿黄氏家族会会长黄国汉医生在 
致欢迎词中指出，受新冠状肺炎 
影响，来自中国福清和西安、澳 
门、印尼、新加坡海外的30多族 

长族亲，被迫取消出席这次的周

年庆，他向他们致以歉意。
他感谢州内外族亲及宗亲们 

大力支持下，筵开70席。
晚宴进行时，理事黄元佑在 

两名儿子陪同及雪州议长黄瑞林

的见证下，移交捐赠会所店屋模 
拟金锁匙予黄国汉，而该会顾问 
黄国荣，则代表儿子拿督黄耀德 
赠送红包礼物予32位长者，场面 

喜气洋洋。

黄元佑（右3)在两名儿子（右起） 

汉。左起为黄时彪和黄国锭。

陪同及黄瑞林（中）见证下，移交捐赠会所店屋模拟金锁匙予黄国

Page 1 of 1

24 Feb 2020
See Hua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West Malaysia • Audience : 63,549 • Page: 6
Printed Size: 172.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964.24 • Item ID: MY0038817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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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敦馬阿茲敏派

傳掌14QJ

(吉隆坡23日讯)政局动荡, 

我国将出现新联盟做为政府？

此外，国阵总秘书东姑安 

南、巫统副主席拿督斯里依斯 

迈沙比里、总秘书丹斯里安努 

亚慕沙、最高理事拿督斯里阿 

莎丽娜、妇女组主席拿督诺莱 

妮、巫统林茂国会议员凯里、 

伊党署理主席拿督端依布拉 

欣、马华丹绒比艾国会议员拿 

督斯里黄日升等也都相继出现 

在该酒店。

除了在野党议员，阿兹敏 

派系的公正党议员以及土团党 

国会议员，也都陆续到场支 

持。

不过，如果敦马和其他政 

党另组联盟，这也意味著希望 

联盟将瓦解，在执政不到两年 

之际，政权将再次更替。

敦马甫在上周五晚上的希 

盟会长理事会会议后的记者会 

「强势」宣布，首相交棒的课 

题只会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会议后进行，且没有 

曰期，没有时间，一切交由他 

决定。

根据内部消 

指出，由阿兹敏为 

首，多个支持首相敦马哈迪的 
党派，已掌握国会222个国会议 

席中的140席，已经能够组成新 

政府！

希望联盟将瓦解的谣言四 

起，多个政党及联盟今日纷纷 

在雪隆两地召开特别会议，引 

起政局将出现新联盟执政的揣 

测。

今曰较早前，传出首相敦 

马哈迪将觐见国家元首苏丹阿 

都拉，惟马哈迪的助理在傍晚 

则作出否认，指敦马并没有在 

今曰觐见元首。

另外，消息称，今晚不会 

有任何的宣布，但他也提醒， 

敬请期待明天的宣布。「我们 
已获得140个国会议员的支持， 

所以明天可以做好准备了。」

巫统总秘书丹斯里安努亚 

慕沙在宴会结束后，接受媒体 

追访时也指出，以土团党、巫 

统、伊党、阿兹敏派的联盟， 马哈迪（右2)周日上午主持了逾3小时半的土著团结党最高理事会会议后离开土团党总部，惟他并没有对媒体发表任何谈话。
今天共有3个政党或联盟 

召开会议，其中由敦马领导的 

土著团结党于上午11时，在位 

于雪兰莪基金会的总部召开会 

议；此外，巫统和砂拉越政党 
联盟也分别在下午3时和2时召 

开会议。

此外，阿兹敏阿里在今早 

10时，就在八打灵再也喜来登 

酒店会见其派系的公正党国会 

议员和支持者。

另一方面，公正党主席拿 

督斯里安华也汇集其派系，在 
下午4时30分在其位于泗岩沫的 

住家开会。

由于各政党领袖都对最新 

局势都三缄其口，以致坊间的 

谣言四起。
而敦马的肋理于傍晚约7时 

在首相的WhasApp媒体群组宣 

称，马哈迪已经返家休息，他 

不会在今晚召开记者会或有任 

何宣布。

「没有宣布。今晚没有记 

者会。」
其助理也补充，马哈迪今 

晚不会前往八打灵再也喜来登 

酒店，并同时否认马哈迪有到 

国家王宫觐见国家元首。

3政黨召開會議

多位在野党党魁于傍晚7时 

过后陆续抵达八打灵再也喜来 

登酒店，他们包括巫统主席拿 

督斯里阿末扎希、马华总会长 

拿督斯里魏家祥和伊斯兰党主 
席拿督斯里哈迪阿旺。

已获得接近2/3的席位。

「据我所知希盟已经完 

了。（土团党加入巫统还是巫 

统加入土团党？）我们维持现 

状。」

不过，公正党主席拿督斯 

里安华的政治秘书法哈斯则告 

诉网络媒体《当今大马》，安 

华将在明日下午2点觐见元首， 

惟他强调这是一早就已经安排 

好的。

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今晚汇集多位 

朝野政党领袖和国会议员聚 

集，引起政局将出现动荡的揣 

测。

而在首相敦马哈迪与公正 

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的首相交 

棒角力过程中，上述朝野政党 

国会议员的聚会也显示了敦马 

所获得的支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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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中路园戬帅宫理事呼吁善信踊跃参与神诞活动。：坐者左起为李钱融、 

邱福隆、黄开春、吴亚烈、柯良助、陈联发、李良生及黄瑞财。

M

(巴生23日讯）巴生中路 

11 园戬帅宫将于4月6至9日（星期 

-至四），庆祝杨戬大元帅诸 

神圣诞千秋，并定于4月11日 

(星期六）晚上7时，在巴生皇 

城商务会展中心设平安宴。

该宫总务柯良助表示，这也是欢庆戬帅 

宫35周年庆，理事、炉主、头家及众善信为 

答谢神恩，将特聘道士平安清醮3天（4月7至9 

日），共同庆祝并赐国泰民安。

他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说，活动包括开光普 

渡公、起鼓、接天公、贺寿放生鸽、过平安桥 

及送天公等，欢迎善信一同参与其盛。

“我们在4月7和8日聘请洪虹城歌舞团表 

演，也在6日和9日播放电影。”

他说，35周年纪念晚宴暨平安宴将邀请雪

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名誉顾问拿督吴亚烈 

及顾问•同出席。

“拿督吴亚烈在过去30年以来都不断捐助 

戬帅宫，无论是需要维修或筹募基金时，他都 

义不容辞的给予协助。”

他说，由于经济不景气，所以希望善男 

信女踊跃莅临，并慷慨解囊，为戬帅宫献力， 
也呼吁年轻的…辈接棒，避免出现青黄不接问 

题。

任何有关巴生中路园戬帅宫庆祝杨戬大 
元帅诸神圣诞千秋的事宜，可致电联络柯良助 

(016-369 2161 )查询。

出席新闻发布会者包括戬帅宫名誉顾问拿 

督吴亚烈、拿督黄开春、拿督邱福隆、名誉主 

席李钱融、署理主席陈联发、副财政黄瑞财及 

理事李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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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年报重点

亿成控股（MELATI,5129,主板 

建筑组）提供建筑管理、设计与兴建 

服务，是一家一揽子建筑公司，概括 

设计、维修与融资产业计划，为提升 

价值链，集团也推行产业计划，在建 

筑领域的客户包括公共公司、私人公 

司及政府相关企业。

推产业计划提升价值链

建筑业有许多业者，市场竞争 

严峻，集团的宏观目标主要是提高 

市占率、控制成本，确保顾客的满意 

度。

集团兴建的PPAM Bayu Andaman 

产业计划，预期2020年初完工，另外

•亿成控股（MELATI,5129,主板建筑组）

活动：股东大会

曰期：2月26日（星期三）

时间：上午10时30分

地：Bukit Kiara Equestrian & Country Resort

位于吉隆坡市中心的A级企业办公大

厦进展顺利，楼高41层的办公楼，架构工程已完成

至第25层。

与此同时，集团旗下工程吉隆坡市政局办公 

大厦，已在2019年9月，举行简单、有意义的封顶 

仪式，有关建筑计划主要是设计与兴建、大量的建 

筑工程采用工业建筑系统（IBS)建筑模式，优势 

包括减少对劳工的依赖，较高质量的完工及较短的 

建筑期。

另外，东海岸经济区、中央主干公路等道路 

工程，存在一些技术挑战，例如横跨现有公路、铁 

路、河流的桥樑。截至2019年11月29日，建筑工程 

已完成95%，由于其他问题，例如国家能源电缆事 

项，公共工程局展延合约的完工日至2020年首季。

展开青年房屋及可负担屋

除此之外，集团独资子公司Kery建筑私人有限 

公司将在吉隆坡展开一项400个单位的青年房屋计 

划及530个单位的可负担服务公寓。这些产业计划 

属于房屋与地方政府部，协助年轻人购屋，解决居 

住问题，目前正在规划和批准阶段。

2019下半年，集团在柔佛居銮开始一项中型 

有地房产计划。

此外，旗下子公司Bayu Melati私人有限公司， 

将在2020首半年展开一项3024个单位的高耸可负担 

房屋计划，该计划包括648个单位“我的雪兰莪房 

屋”、2376个单位的可负担服务公寓及48个商业单 

位，将分3个阶段推行。

与此同时，集团产业发展计划建筑名称“ME 

City”，位于雪兰莪八打灵再也，将在2020首半年 

推出，建有中价可负担房屋、一些店面和商业单 

位，集团将按市场情况与趋势，调整将兴建的房产 

类型，以应付附近地区人民对房屋的需求。

在已结束财政年，集团营业额减少23.83%， 

至2亿1789万3000令吉，不过开销减少，税前盈利 

从前期的168万8000令吉，增至690万4000令吉。

展望2020财政年，集团对前景保持谨慎乐 

观，产业建筑继续是集团的核心业务，房屋是大家 

的基本需求，集团将在最近推出产业计划，迎合市 

场对中价房产的需求。

億成控股5年財務數據（FMOOO )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营业额 178,813 103,863 168,048 286,070 217,893

税前盈利 10,859 30,336 3909 1688 6904

税后盈利 7804 30,170 2426 899 2497

净有形资产 181,173 209,1681 209,485 1209,7081210,777

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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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宏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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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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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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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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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陳詩蕙 

Photo—蘇長國 賣停車固本看盡人生百態
年

轻时从事劳力工作，以致我如今长期有脚痛的毛病， 

行动有些迟缓；但这并不影响我的生活，脚痛大不 

了就慢慢走，与其沉浸在负面情绪里，我反而觉得放宽心就行 

了……若始终将自己归类为“有问题”，哪里都去不了！

鉴于前半生都靠劳力工作，所以退休后，我就不想再匆 

匆忙忙，在路旁售卖停车固本只是为了方便大众；有顾客来就 

卖，没有顾客时，就静静坐着听听歌，平时想休息也就休息， 

时间自由。
我自两年多前开始从事这份工作，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时 

30分就到八打灵再也SS2商业区来，下午2时30分离开，只要没 

什么安排，艳阳大雨我都会在；公共假日和周末则休息，时间 

由我自由控制。.

尽管赚的钱不多，但却充实了我的退休生活，还能接触 

人群，看尽人生百态，偶尔遇到熟客或朋友就聊上几句；假日 

时，我还会与妻子驱车到瓜雪、巴生等地找美食，想去哪里就

去哪里，时间过得快，生活一点都不无聊。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重新落实使用停车固本之初，我每天能 

卖逾百本停车固本，直到州政府近年推出手机应用程式的停车 

收费制度后，生意大幅度减少

我如今是灵市唯-•-个在路旁贩卖停车固本的代理，每天 
还能卖上约50本；而除了每小时60仙（一本6令吉）的停车固 

本，我也有售卖全天5令吉（一本25令吉）的固本，同时也 

代顾客申请月票。

不过，有些人很有趣，灵市的停车售票机已 

经停用好些时间，惟至今仍有民众会到售票 

机前“乱按”，有者经我提醒后，也 

不一定会改买停车固本；有者则 

为了省一些停车费，宁愿冒险 

不给，结果却因此接100令吉罚 

单。

它
就
像
夜
里
的
酒
，
早
上
的
花
儿
，
平
淡
又
真
实
，
美
好
又
残
酷
。 

一
定
是
你
似
曾
相
识
又
触
摸
不
到
的
另I

面
，

每
个
人
的
世
界
都
有
不
同
，
但
这
些
故
事
里
的
世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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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新城華小6月開課

邊論力大掃嫌
報道►李俊賢攝影►辛柄耀

(加影23日讯）随着加影新城 

华小将于今年6月开课后，逾百名 

热衷教育者今早踊跃参与该校的大 

扫除活动。

除了打扫课室和厕所，学校的周围环境也获得清理

坐落于加影第二城镇的新城华小自 

2017年建校工程竣工后，因波折重重而 

导致开课事宜一再展延。

如今距离开课不再遥遥无期，该校 

趁开学前进行大扫除，同时也会陆续运 

送硬体设施到每间课室与办公室，以及 

安装冷气机等工程。

参与大扫除活动的团体或组织包括 

Portman学院、万宜志愿消拯队、大马

Ajar-ajar协会（提供贫困儿童免费教育 

援助团体）、雪州子公司达鲁益山集团 

(KDEB)、吉隆坡四驱车越野俱乐部、 

加影各新村管委会成员、该校董事部成 

员、爱心团队、无拉港青年团、无拉港 

兄弟及姐妹团等志工:

出席者全副武装和拿起打扫工具，准备为加影新城华小进行大扫除。第二排站者左四起为王诗棋、 

李万行及丘钦瀚。

“团结就是力量”。大家分工合作，以便在短时间内打 

扫完毕，让校园变得更整洁。

李万行（左起） 

-起进行大扫除。

丘钦瀚及王诗棋以身作则，带领众人

王建

詩委

祺會

行i

事

部
巨又

i
渡

難

關

:动党无拉港区州议员王诗棋指出， 

该校从建校至竣工期间，面对各项 

严峻的挑战，包括发生电线被窃贼剪断盗走 

等事件，但在新城华小建委会与董事部坚持 

下，该校总算渡过难关。

她说，自从被委任成为该校董事成员 

后，她感受到教育部对该校的关注，还经常 

提醒与催促董事部提呈所需的文件，以加快 

开课的步伐。

她坦言，加影市议会也在短时间内完成 

审核及批准所提呈文件的工作，显然大家都 

关心该校的开课进展。

她希望各界人士能…如既往地给予该校 

支持。

李萬行：盼6月正式啓用

力Df影新城华小董 

I事长拿督李万 

行说，该大扫除主要是 

打扫每间课室、窗户、 

沟渠、厕所及布满灰尘 

的空间，同时清理校园 

的周围环境。

他表示，该校的硬 

体设备如桌椅、白板、 

布告板、橱柜等将在大

扫除后陆续运送到学 

校，然后再安排置放于 

每间课室及办公室；技 

术人员也会到学校进行 

冷气机的安装工程。

他补充，由于该 

校各个空间与角落都需 

打扫和清理，因此号召 

各界热心人士或团体-- 

起出席及响应大扫除活

动，使该校能在短时间 

内清理完毕。

他希望该校能在今 

年6月正式启用，并顺利 

引进第•批莘莘学子。

另-方面，加影市 

议员丘钦瀚说，目前该 

校正等待教育部于本月 

28日依据正常的程序进 

行验收，并将报告提呈 

到会议上，经由会议商 

讨后的最终结果，才能 

拟定正式的开课日期。

a.

.

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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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莊舜婷攝影►林毅鉦

(首邦市23日 

讯）随着首邦市USJ 

1 1/3J路早市巴刹 

将在本月25日最后 

-天营业后，行动 

党首邦市州议员黄 

美诗将协助安顿小 

贩在首邦市其他地 

区的早市或夜市巴 

刹。

黄美诗今早出 
席首邦市USJ 12国小 

的活动时，向《大 

都会》社区报记者 

透露，她要求梳邦 

再也市议会列出名 

单，看首邦市一带 

的早市或夜市巴 
杀IJ，哪里还有档口 

空缺，以便安顿这 

些小贩和让他们提 

出申请。

她指出，市议 

会于去年作出关闭USJ 11/3J区早 

市巴刹的决定后，小贩的临时执 

照也在去年到期，惟今年1月是农 

历新年，特别宽容让他们继续营 
业直到本月25日。

她表示，该区的其他早市巴 

刹位于SS15区、USJ10区大班和双 

威镇PJS7区，夜市巴刹则在USJ 

1 Regalia商业区及USJ 1昂沙娜组 

屋。

黄美诗（右三）巡视首邦市USJ 12国小的舞台，左三为USJ 12国小家协主席辛甘。

辛甘：衍生問題小販商家反對
T 了Q1"11/3区居民协会主席辛甘指 
U 出，基于US】11/3璐早市巴 

刹衍生许多问题，导致该区小贩及商家反 

对该早市巴刹。
他表示，每天从早上6时30分至早上9 

时，就会出现许多车辆阻挡在路口及转角 

处，严重影响居民进出：

小贩于居民屋前摆摊

他透露，小贩摊位与住宅最靠近的距 
离是20公尺，甚至有非法小贩在居民屋前 

摆卖后，小贩也没有妥善清理垃圾。

他说，该区小贩是持有临时执照， 

但却吸引许多外来非法小贩在泊车位上摆

档，如今已超过20档，数量不断增加，同 

时也占用更多泊车位，有些小贩甚至在车 
尾箱摆卖，以逃过被取缔。

他表示，该区的食肆业者也向他投 

诉，指他们的生意因缺乏泊车位而惨跌， 

没有顾客愿意上门；小贩也在泊车位上售 

卖类似的物品，对迷你巴刹的业者生意带 
来冲击。

他也说，虽然有居民参与签名支持巴 

刹继续营业，但这项签名运动已经签了很 

久，并且没有注明日期，其中一名居民协 

会委员告知当时签名时巴刹情况良好，如 

果现在询问，相信居民都不希望巴刹继续 

营业。

■感]e. w:二.

梳邦再也市议会已张挂横幅，通知USJ 11/3J路早市巴刹的最后营业 

丨限至2月25日。

黃美詩撥款2萬

USJ12國小建舞台
#美诗指出，她以其州议员拨款1万9998令 

^•吉，兴建首邦市USJ12国小的舞台。

她说，该校长久以来均没有舞台，开周会时也 

只有3支旗杆，而该校学生活跃于表演，如今让他 

们有…个表演的平台，希望学生善用。
她表示，工程于去年11月8日至22日进行，两 

个星期内完工，

她也说，由于教育部的拨款也有限，只要州议 

员拨款能协助到学校就会尽力协助，而不同学校有 

不同需求，将视需求拨款。

Page 1 of 1

24 Feb 2020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2
Printed Size: 397.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2,030.30 • Item ID: MY0038816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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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明娟：教導自力更生

自立生活中心助障友
(八打灵再也23日讯） 

残障人士自立生活的概念在国 

外虽已n•之有年，但在马来 

西亚还是相当新颖，目前， 

全国只有2家自立生活中心 

(ILC)，除了教导障友自力 

更生、理财，也鼓励他们融人 

社会。

大马残障自立协会会长 
(MILAD)林明娟指出，自立 

生活的定义是残障人士有权跟 

健全人士••样，自己做决定和 

选择，并负起相关责任:

鼓励障友融入社会

“自立生活中心能提供 

的协助有很多种，包括（教导 

障友）如何自立生活和自力更 

生、如何处理自己的财务、如 

何处理自己的心情、如何看待 

自己、怎么跟外界交流。

“自立生活的另-•个概 

念是鼓励障友融人社会，参与 

各阶段、层面的活动，因为我 

们觉得我们也可以对社会有贡 

献。”

她接受马新社专访时 
说，全马目前只有2间上述中 

心，分别在雪兰莪州灵市SS3 

区的该协会，另-间则在万 

宜，且是由来自日本的专人教 

授有关知识。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 

部副部长杨巧双去年9月指 

出，我国需要至少7间自立生 

活中心，以满足国内逾50万名 

已登记残障人士的需要。

障友也可以做代工

林明娟指出，残障自立 

协会也是…个工作屮心，如果 

障友不方便出门或是学历不 

高，就可以在此做代工，比如 

制作丝带等，这不仅能赚钱， 

也可让障友本身得到满足感， 

并有机会跟外界交流^

她补充，自立生活中心 
的50%理事会成员包括会长和 

总秘书必须是残障人士，因为 

只有他们本身I知道障友所 

需。

林明娟指出，政府虽然 

保留1 %的丁作机会予残障人 

i：，但如果没有设备，也是于 

事无补。她以本身出席•些活 

动为例，她会事先了解活动地 

点是否有专供障友使用的厕 

所，如果没有则无法逗留太 

久。
此外，MILAD总秘书谢 

秀贞指出，若残障人士获得培 

训机会，也能响应政府所提出 
的2030年共享繁荣愿景，在经 

济等方面为国家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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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總3月8慶道教節
陳和章盼更多民衆參與

陈和章（左九）宣布马来西亚道教总会将于3月8日举行太上老君圣诞千秋祈福仪式及 

花车游行。左五起为中央委员池楚量、中央委员卢锦喜、总财长林福美、总秘书长刘振 
吉，右一为花车游行组主任谭惠怡。

(吉隆坡23日讯）马 

来西亚道教总会总会长陈和 

章表示，道教是我国人民的 

其中一个宗教，希望道教节 

的庆典能让更多民众一起参 

与：
陈和章今日召开记者会 

宣布该总会将于3月8日早上 

10时，江吉隆坡雪隆中华大 

会堂举行第24届道教节暨道 

祖太上老君圣诞千秋祈福仪 

式。

另外，同日下午5时， 

在吉隆坡中华大会堂举行 

“第7届马来西亚道教节花车 

游行”，有60多个队伍将参 

与。

争取太上老君诞列公假

他表示，举行花车游 

行其屮-个目的是要提倡宗 

教和谐，同时让政府了解道

教。

陈和章也指出，将继续 

争取太上老君诞辰日（每年 
农历2月15日）为公共假期。

他披露，已发出邀请 

信给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部 
长拿督莫哈末丁可达比及妇 

女及家庭发展部副部长杨巧

双，希望出席当天的庆典。

他表示，泰国及新加坡 

的道友及道教领导人也受邀 

出席当天的节日庆典。

该总会将于3月1日，在 

吉隆坡总会会所举行“归宗 

传度”法会，欢迎民众及道 

教信徒踊跃参与。

此外，该总会将也于3月 

9日晚上7时，在玉岳海大礼 

堂举办千人宴。

欲知更多详情可联络 
该会总会长陈和章012-335 

2030或筹委会主席拿督林来 

成016-927 9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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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在增光积善堂福利会及甲洞华人义山机构举办的团拜 

晚宴上捞生。左起为叶英龙、廖书慧、林立迎、苏金桔及蔡伟

〇

的程序处理，除了强调乌雪拥 

有强大的发展潜能外，也希望 

能协助带动乌雪的发展。

大会当晚举行移交义款仪 

式，受惠单位包括Pintar#：院贷 

学金（5万令吉）、旺沙玛珠华 

小（2万2000令吉）及甲洞历史 

文物馆基金（5100令吉）。

出席嘉宾包括甲洞国会

议员林立迎、崙都区国会议员 

崙拉巴卡兰、万挠区州议员蔡 

伟杰、甲洞社区服务主任余保 

凭、法律顾问黄七、麦嘉强、 

甲洞注册社团联合会主席陈春 

发、拿督斯里陈财和、拿督林 
亚财、拿督王德荣、拿督叶英 

龙、拿督陈文成、叶天海及雪 

隆各义山华团代表等。

甲新洞5i曾香

霞S
§7.1
罢nn1=1

福_

會益

增光积善 

堂福利会捐献公 

益，受惠单位与 

嘉宾合影。

(吉隆坡23日 

讯）甲洞增光南区 

积善堂福利会及甲 
洞华人义山机构日 

前举办2020庚子年 

新春大团拜晚宴， 

在嘉宾济济一堂共 

庆佳节同时，大会 

也不忘回馈社会，特拨出7万7100令 

吉充作教育及慈善用途〇

大会主席苏金桔致词说，在新的 

-年里，该机构将在积善堂孝恩堂兴 

建神主牌位及在义山龙岩宝塔进行扩 

充骨灰阁工程，同时也将扩充范围及 

美化环境。

廖书慧吁踊跃到乌雪投资

乌雪区国会议员廖书慧呼吁商家 

踊跃到乌雪投资，强调乌雪的面积大 

过马六甲州，至今还保留55%的绿色 

生态环境。

她说，雪州大臣已同意加速投资

Page 1 of 1

24 Feb 2020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6
Printed Size: 250.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7,575.76 • Item ID: MY0038816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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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24. 2. 2020 星期一 板大都會社區報
编辑：林寶珠

阿米魯丁：撤除瓜冷森林保留地

州政府列4替代地H
(八打灵再也23日讯）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 

鲁丁表示，雪州政府目前正处理瓜冷森林保留地撤 

除宪报事宜，并以另外121.4公顷森林取代原有的 

930.7公顷森林保留地0

根据《当今雪州》报道，州政府也列出4个替代地点， 

分别是沙白安南县两处的双溪班让（Sungai Panjang)、瓜 

雪及安邦皮查（Ampang Pecah ) 〇

“雪州现有的森林保留地为31%，随着州政府做出该 

项安排，雪州于2025年的森林保留地可提升至32%，包括由 

原住民森林、泥炭沼泽地（paya gambut )及海沼泽地（paya 

laut)组成的25万零209公顷森林保留地。”

他说，雪州政府在做出任何撤出宪报的森林保留地 

时，都会宪报颁布另一块相等面积及生态的森林为森林保 

留地，以作为取代

纖織杯嫌留地

-vss

—卿

会确保原住民不被打扰

“我们也会在沙贡达西案件中寻求解决方案，确保原 

住民的权力及他们的住处不被打扰。”

他说，瓜冷森林保留地撤除宪报工作仍在准备文件 

及征取民意的阶段，任何反对及意见将会在3月5日，即听 

证会结束后被考量。

劉永山：森林保留地扮演一定功效

不應撤除應保護剩餘森林

刘永山反对撤除宪报瓜 
冷森林保留地，并建议政府 
与相关单位保护该未受到破 
坏的森林，让其自然复原6

动党万津区州议 

IIT员刘永山接受 

《大都会》社区报记者电 

访时表示，他不赞同瓜 

冷森林保留地撤除宪报 

的做法，他也于上周五 

提呈反对信件予雪州森 

'林局，表达反对立场。

“瓜冷森林保留地 

是城市内仅有的绿肺， 

-旦遭撤除宪报让路 

发展，失去的森林保 

留地不会再回来，这 

将会是我们的…大损 

失。”

他说，尽管瓜冷
森林保留地其中40%已遭林 

火烧毁及破坏，惟遭受林 

火破坏的森林能够自我修

复，前提是政府必须投人足 

够的资源。

“我认为，尽管部分 

瓜冷森林保留地已遭破坏， 

但森林保留地扮演•定的功 

效，包括平衡环境生态、空 

气质量、预防水灾及土崩， 

因此政府应保留原有的宪 

报，与相关单位保护剩余的 

森林，而不是撤除宪报。” 

他说，瓜冷森林保留 

地位于住宅区及综合发展城 

市一带，如绍嘉娜太子城、 

Gamurla Cove、林番尤镇、 

蒲种布特拉柏兰岭、赛城及 

哥打斯里冷岳。

“相较之下，城市中 

的森林保留地比郊外区的森 

林更显重要及无可取代。”

馬菲租：沒進行大型綜合發展計劃

►州发展机构公关马菲祖否认该机 

构将在瓜冷森林保留地进行大型 

综合发展计划的报道，并指相关报道已损 

坏该机构的声誉。

该机构表來，雪州商业中心（Selangor

Business Capital)是雪州政府所推行的计 

划，并交由雪州发展机构于雪州赛城谷一 
块占地面积56公顷的土地上兴建，与撤除 

瓜冷森林保留地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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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盟瓦解?

閃電大選孩
(八打灵再也23日讯）首相 

敦马哈迪最后一分钟取消预定在 

灵市喜来登酒店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据悉，国家元首准备于明曰 

接见土团党主席敦马哈迪和公正 

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依布拉欣后 

才对现有的政治演变作出相应的 

决定，所以希盟是否会正如传言 

般倒台，或者会解散国会举行闪 

电大选，将会在明日才明朗化。

消息说，国家元首想要了解 

双方各自获得多少国会议员的支 
持。安华夫妇将于明午2时30分觐 

见国家元首。至于马哈迪觐见国 

家元首的时间暂时不详，但他已 
展延明早跟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 

魏家祥的会面。

首相负责媒体事务的团队指 

出，首相敦马今晚不会召开新闻 

发布会，也不会作出任何宣布。

否认敦马曾觐见元首

其团队在WhatsA叩群组受询 

时指出，马哈迪也没有前往八打 

灵再也喜来登酒店，自傍晚就留 

在首相官邸，也否认今天曾经前 

往皇宫觐见国家元首。

公正党柏玛尼斯区州议员张 

发虎在喜来登酒店向记者透露， 

原本首相敦马哈迪预计会在晚上8 

时30分做出一项重大宣布，但基 

于一些因素，计划有所改变。

他说，据他们所知，马哈迪 

或明天才做出公布。

部长礼端尤索夫较后证实，土团 

党退出希望联盟政府是该党今天 

所讨论的其中一项议程。

由于出现最后一分钟的变 

化，原本的新闻发布会变成宴请 

“国会议员共识晚宴约有100 

名国会议员今晚聚集喜来登酒.

店，以出席由公正党署理主席拿一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所设的晚宴

不过，首相没有出席这项晚 

宴。1

土团党最高理事拿督斯里韩 

沙再努丁和罗纳建迪今早亦代表 

土团党，前往喜来登酒店会见支< 

持阿兹敏的公正党国会议员和支1 

持者；公正党英迪拉马哥打国会_ 

议员兼外交部长拿督赛富丁亦有 

现身。

媒体在喜来登守候半天后， 

傍晚约7时终于迎来多名国阵领袖 

的陆续抵达。

巫统方面的领袖包括主席 

拿督斯里阿末扎希、副主席拿督 

斯里依斯迈沙比利、总秘书丹斯 

里安努亚慕沙、最高理事拿督斯 

里阿莎丽娜、森波浪区国会议员 

拿督斯里希山慕丁、亚娄区国会 

议员拿督斯里沙希淡、林茂区国 

会议员凯里、布城区国会议员东 

姑安南和妇女组主席拿督诺莱妮 

等。
马华领袖则有总会长魏家 

祥、署理总会长拿督马汉顺、总 

秘书张盛闻、马青总团长王晓庭 

和丹绒比艾区国会议员拿督斯里 

支持者也在晚上8时陆续到他的住家给予支 

持。

作为希望联盟重要成员的民主行动党， 

则据悉会在明午才召开紧急会饮，应对最新 

的政治演变。

砂拉越首长拿督斯里阿邦佐哈里特地从 

古晋飞来吉隆坡，并于下午2时30分在吉隆 

坡召见砂政党联盟（GPS )国会议员，随 

后有消息指他们将全力支持敦马哈迪继续任 

相。

土团领袖二減其口

土团党领袖于今早在位于八打灵再也雪 

州基金会大厦的总部召开会议，土团党总裁 

fSt兼内政部长丹斯里慕尤丁、署理总裁拿督斯 

里慕克力、妇女组主席拿督斯里丽娜哈仑及 

青年团团长兼青体部长赛沙迪等早上9时已 

经抵达，会议则在11时召开。

经过近4个小时的会议后，马哈迪于下午2时52分 

步出总部大门，不过他没有对媒体发言，在助理和保 

镖的护送下乘车离开。他全程保持笑容，并在上车前 

配合媒体和摄影记者的要求，向镜头挥手。

随后慕尤丁、丽娜哈仑、赛沙迪及土团党最高理 

事莱士雅丁和前教育部长马智礼也陆续离开，但对媒 

体的问题不发一言，仅慕克力在媒体的追问下表示， 
土团敏派砂盟巫统 

同曰开会
土团党、公正党阿兹敏派 

系、砂政党联盟（GPS )和巫 

统今天“不约而同”召开会议， 

让全国陷入“山雨欲来风满楼” 

的氛围，而“今天将会有大事发 

生”的消息也不迳而走；据悉， 

已经拥足够议席的首相敦马哈迪 

将会选择脱离希盟政府组织新联 

盟，然后宣布新的内阁名单，还 

是解散国会举行闪电大选。

礼端证实土团商退出希盟

土团党最高理事兼企业发展

黄曰昇。

伊斯兰党包括主席哈迪阿 

旺、署理主席端依布拉欣、副主 

席聂莫哈末扎瓦威和总秘书达基 

尤丁。

希盟方面，出席的土团党领 

袖包括总裁丹斯里慕尤丁、曰里 

区国会议员拿督斯里慕斯达法、

韩沙再努丁、青体部长赛沙廸和 

霹雳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末法依 

扎。
傍晚7时40分左右，作为今曰 

关键人物的阿兹敏终于抵步，全 

程微笑神态轻松，并与旁人握手 

进去电梯前也向媒体挥手

不意

体的问题不发一言，仅慕克力在媒体的追问下表示， 

今天的会议只是讨论“普通的事情”，然而迅速离开 

现场D

而据现场的土团党消息人士表示，马哈迪并没有 

如外界所传之后会到什么地方进行会议，仅是“回家 

休息”，不过，如有新闻发布会，会再通知媒体。

传阿兹敏派退党

今早朝野多个政党“不约而同”在吉隆坡召开会 

议。支持阿兹敏的公正党国会议员今早11时，也在八 

打灵再也喜来登酒店举行会议；有传言指阿兹敏将会 
带领18名议员退出公正党。

土团党最高理事拿督斯里韩沙再努丁和罗纳建迪 
于上午11时40分左右，提前离开土团党会议，代表土 

团党前往喜来登酒店会见支持阿兹敏的公正党国会议 

员和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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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沙再努丁出现在八打灵再也喜来登酒店，相信是代 

表土团党与阿兹敏及其支持者会面。

(八打灵再也23日讯）公正党 

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派系领袖 

及国会议员今早在八打灵再也喜来 

登酒店举行会议，多名部长出席。
截至下午4时，现身酒店的部长 

及国会议员等不愿对媒体发言，也 

没有透露会面的目的

在这之前，传言阿兹敏阿里中 

午会到酒店跟支持者会商，但截稿 

为止，未见阿兹敏现身。不过，阿 

兹敏的政治秘书与新闻秘书有在现 

场。

据了解，昨日就有部分参会者 

人住酒店，准备出席今早的会议。

本报记者今早抵达酒店时，多 

名部长的官车已在现场，据了解出 

席的部长及国会议员包括房地部长 

祖莱达、外交部长拿督赛富丁、I：

程部长巴鲁比安、交通部副部长拿 

督卡玛鲁丁、公正党峑株巴辖区国 
会议员拿督莫哈末拉昔及八打灵再 

也国会议员玛丽亚陈等。

土团议员现身引关注

原本在土团党总部参与会议的 

土团党拉律区国会议员拿督斯里韩 

沙再努丁较后也出现在阿兹敏与支 

持者的会议，引起关注。

韩沙再努丁和比鲁兰区国会议 
员罗纳建迪，是在上午11时40分左 

右提前离开土团党总部。

他们中午抵达喜来登酒店，相 

信是代表土团党与阿兹敏及其支持 

者会面2人逗留约40分钟后离开。

现场除了有警察政治部驻守， 

也有部分公正党支持者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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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端依布掉^欠一同抵达会场

阿兹敏宴請

100議員ft “共雄級”

安努亚慕沙在在7时 

20分时抵达会场。

出现在喜来登酒店 
的部分政党领袖
(截至晚上10时）

巫统

阿末扎希 莫哈末沙哈

东姑安南 依斯迈慕达立

安努亚慕沙 玛丝杜拉

依斯迈沙比利 凯里

沙希淡卡欣 阿末马斯兰

布山慕丁 诺奥马

阿莎丽娜 阿都阿兹

南利莫哈末诺

马华

魏家祥 张盛闻

黄曰昇 王晓庭

马汉顺

哈迪阿旺 聂莫哈末扎瓦威

端依布拉欣 达基尤丁

公正党

阿兹敏 赛富丁

蔡添强 祖菜达

土团党

慕尤丁 马祖基

慕斯达法 礼端尤索夫

赛沙迪 法依沙

丽娜哈仑

(八打灵再也23日讯）在传出希盟政 

府政权出现变化的消息之际，约有1 00名朝 

野国会议员今晚聚集喜来登酒店，以出席由 

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宴请的 

"国会议员共识晚宴”。

土团党、公正党、砂政党联盟 

(GPS)、伊斯兰党和巫统今日已相继召 

开会议，引来坊间无数揣测，预料我国政坛 

会迎来重大宣布，而喜来登酒店也成为众人 

的焦点，因为传闻首相会在那里作出重大宣 

布。

不过，最终首相没有出席这项晚宴。截 

至晚上约9时，没有任何“重大宣布”。

蔡添强一脸笑容的现身 喜来登酒店规.场卩.，>)...、 ^ "

凯里抵■达酒店大厅时与支持者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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