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langor masih kekal bawah PH
SHAH ALAM - Selangor 
masih kekal di bawah Pa-
katan Harapan (PH), kata 
Setiausaha Politik kepada 
Menteri Besar Selangor, 
Borhan Aman Shah. 

Beliau berkata,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sudah 
menghadap Sultan Sela-
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semalam. 

Bagaimanapun, beliau 

enggan mengulas lanjut 
berhubung kandungan per-
temuan tersebut.

“Menteri Besar (Amiru-
din) menghadap Tuanku 
Sultan hari ini untuk mem-
beri penjelasan berhubung 
senario di Selangor.

“Setakat ini Selangor 
masih kekal di bawah Pa-
katan Harapan,” katanya 
ketika dihubungi Sinar Ha-
rian se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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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to replace 931ha of 
degazetted forest reserve 
MB: Suitable areas in Kuala Selangor, Sabak Bernam and Hulu Selangor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will replace the 
931ha that will be de-gazetted from the Kuala 
Langat North Forest Reserve (KLNFR) area, 
says Selangor Mentri Besa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pic). 

"The state government has plans to gazette 
a bigger area as a forest reserve to replace the 
area that will be degazetted," said Amirudin 
at a press conference. 

He said the state had a list of suitable areas 
located in Kuala Selangor, Sabak Bernam as 
well as in Hulu Selangor to choose from and 
that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would add 
almost 162ha to the new area. 

"The state government is still committed to 
maintaining the forest reserves," he said, add-
ing that there are 70 forest reserves in 
Selangor. 

Amirudin also responded to criticism lev-
elled against the state government regarding 
this, saying that such criticism is baseless and 
erroneous. 

He also said that all the fuss raised on social 
media is premature and that the state govern-
ment will ensure everything is taken into con-
sideration before the degazettement takes 
place. 

"Some of the allegations are premature, 

while some are baseless and some are 
untrue," said Amirudin. 

Previously, an online portal had quoted 
Kuala Langat MP Dr Xavier Jayakumar saying 
he wanted the proposed degazettement to be 
halted. 

The Water, Land and Natural Resources 
Minister had said green lungs should not be 
destroyed for development and added that he 
was concerned about the Orang Asli villages 
and natural habitat there. 

Aside from Xavier, Selangor PKR Youth 
communications director Mohd Khairool 
Ngadon had also issued a statement saying 
that the state youth wing is protesting the pro-
posed de-gazettement plan. 

He had said that the structure of the peat 
soil makes the KLNFR a significant under-
ground water catchment area and added that 
it is a roaming area for Orang Asli from the 
Temuan tribe. 

Similar views were shared by PKR veterans 
group Otai Reformis 1998, who also issued a 
statement criticising the move. 

Its secretary Abdul Razak Ismail said he 
was shocked by the proposed degazettement, 
which he described as an "irresponsible 
move" by the state Forestry Department. 

"It is indicative of the state government's 
lack of care towards protecting the environ-
ment, forests and its habitat," said Abdul 
Razak. 

Responding to this, Amirudin said that the 
state is only in the second stage of the 
de-gazettement process, and added that a 
public hearing is ongoing. 

He then said that the public hearing pro-
cess would end on March 5. 

"We are currently receiving, evaluating and 
considering the protests and issues raised in 
regards to the degazettement in totality," said 
Amirudin, adding that everything would be 
considered before the final decision is made. 

He also said that the Orang Asli settlements 
were not included in the degazettement areas 
and will remain there even if the degazette-
ment goes through. 

"There are four Orang Asli villages with 
about 1,000 people and we will not be 
encroaching into their areas," he added. 

Amirudin also said that approximately 40% 
of the proposed area consisted of forests that 
have been damaged by fire, adding that these 
areas lack the elements that a jungle should 
have. 

"In some areas, there are no trees or an 

Amirudin says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will 
ensure everything is taken into considera-
tion before the degazettement takes place. 

ecosystem synonymous with forests," he 
added. 

He then said that the degazettement will 
change the facet of the damaged forest area to 
be in tandem with the surrounding location 
which has developments by Selangor 
Business Capital, PKNS (Selangor Stat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and Gamuda 
Berhad. 

Amirudin then said that the replacement 
peat soil swamp forests are thriving with 
good ecosystem that has never been 
encroached or damaged. 

He said one of the new replacement areas 
is located in Sungai Panjang, Kuala Selangor 
and would connect the KLNFR with the Raja 
Muda Musa Forrest making the state the 
owner of the biggest peat soil forest in the 
peninsula. 

Headline State to replace 931ha of degazetted forest reserve
MediaTitle The Star
Date 25 Feb 2020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Metro Circulation 175,986
Page No 4 Readership 527,958
Language English ArticleSize 429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21,590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64,770



Low water tariff cause of wastage 
KUALA LUMPUR: Malaysia’s low water tariff 
and availability of running water from taps are 
said to be the cause of consumers’ 
irresponsible use of water. 

Consumers must realise that while the 
demand for clean treated water is growing, 
climate changes are putting pressure on our 
water resources. Catchment areas are also 
facing a rising incidence of pollution due to 

property development and irresponsible 
human activities. 

It is imperative that consumers change their 
attitude and learn to use water prudently and 
responsibly. If not, experts say we should brace 
for frequent water shortages and higher tariffs. 

Statistics from the National Water Services 
Commission reveal that Malaysians use an 
average of 201 litres of water per person per 

day, which is equivalent to 134 bottles (1.5 
litres).  

Malaysia’s average daily per capita 
consumption is higher than the 165 litres a day 
recommended by th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Singaporeans use an average of 151 litres 
per person a day and Thais 193 litres per 
person a day. To reduce water usage among 

consumers, the commission has set a target of 
181 litres per person per day. 

It affirmed that consumers paid no heed to 
daily water consumption due to the low water 
tariff.  

According to the Malaysian Water Industry 
Guide 2018, Penang recorded the highest daily 
per capita consumption, at 277 litres.  
– Bernama

AMAR SHAH MOH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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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瑞林：除非政局有變動

下月如期舉行

(吉隆坡24日讯）尽管希盟已 
瓦解，但雪州政府仍是由雪州希 
盟执政情况，雲州议会于3月如期 

举行，除非雪州政治有进一步的 
变动。

雪州议长黄瑞林接受《中国 
报》记者电访时说，他已和雪州 
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联系，也 
被告知雪州政府将会保持现有情 
况，不会有改变。

他说，截至今曰，雪州希 
盟还是保持不变，仍是由4 

党，即公正党、行动党、诚 
信党和土团党所组的希盟政 
府执政。

“讀州土团党目前还是在 
雪州希盟，没有接到雪州土 
团党将退出雪州希盟的消 
息，至于接下来有改变动，雪州 
土团是否会退出雪州希盟，则要 
看接下来的演变。”

他说，根据原定计划，雪州政 
府是于3月16曰开始，为期两个星

其月。
他指出，截至目前，雪州议会 

是会如期的举行。
“目前，我所接到的是州议会 

将会如期的进行，除非接下来数 
天政治局势还有最新的改变。”

郭_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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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應為國做對的事”
楊巧雙：不要絶望

(吉隆坡24日讯）妇女、家庭及社会发 
展部副部长杨巧双希望国家元首苏丹阿都 
拉陛下、首相敦马哈迪，以及众国会议 
员，为马来西亚做对的事。

“至于其他人，不要绝望，还有许多良 
好大马人还在努力为大马经济拚博，以及 
防范武汉肺炎（2〇19冠状病毒疾病）。

“昨曰是个漫长的一天，不断看著新闻 
报导，让我回想起任雪州议长期间经历的 
相同感受，当时有2名州议员站稳立场，

成功挽救州政府。记得，有时候1或2人足 

以改变局面。”
杨巧双也是行动党泗岩沫区国会议员。 

她今日就昨日局面在面子书贴文指出，自 
受委为副部长后，为了推进各种改革，她 
几乎24小时都在工作；就算周末，她和团 

队再累，也会回到选区为民服务。
“因为我们没有将人民的委托视为理所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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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4日讯）尽管 
有消息指遭公正党开除的 
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 
兹敏阿里将率10名囯会议 
员加入民政党，民政党主 
席拿督刘华才却说，该党 

还没接获对方呈交的入党 
表格。

他指出，民政党接受任 
何接纳该党理念、愿意遵 
从党章、并且为人民奋 
斗的人士加入该党，但没 
有说明是否包括阿兹敏在 
内。

“说真的我也不晓得当 
前的政治局势如何，但对

沒接到阿碰申請入黨
劉華才=凡事須以民為先
我们而言，不管是执政 
党、反对党或非政府组 
织，只要他们能为人民奋 
斗，我们都会支持。

“我们当前注重的事就 
是以民为先，他们想要看 
到国家稳定，我们就要确 
保国家安定，经济繁荣， 
若任何人能为这些事奋 
斗，我们都会支持。”

刘华才今曰在党总部主

■刘华才（右2)针对最新时事发表看法；右起为胡栋 

强及包日星。

持民政党紧急会议前指 
出，我国目前应该以经济 
和解决武汉肺炎为主，至 
于政治应放在一旁。

“谁担任首相不重要， 
重要的是管好经济，加上 
现在又有病毒来袭，人民 
必须团结一致应对这些问 
题，并且搞好国家经济。

“但既然（政治变动） 
已经发生，就让他们去解 
决和稳定，之后再来管理 
好国家和照顾人民。”

而在被追问此次会议是 
否将讨论阿兹敏阿里加入 
民政党时，刘华才没有 
直接回应，只说会讨论该 
党如何应对当前的政治局 
势。
> ° “此次会议将讨论民政 
党在新政局所扮演的角色 
和立场，一旦宣布解散国 
会是否已做好准备出战大 
选等。”

询及民政党会否重回国 
阵时，刘华才强调该党现 
阶段没有这个念头。

討論應對當前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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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阿茲敏退黨

itu ims Qg|會議_雲目glp竜9
任署理主席拿督斯S I Pg •

里阿兹敏阿里，及
副主席袓莱达皆被开除党籍，而跟随老大 
脚步退出公正党的9名阿兹敏阵营的国会 

议员，各自要准备赔偿1000万令吉？
根据早前报导指出，公正党为了防止 

“跳船”事件发生，该党的候选人在提名 
前临阵退缩或在中选后跳槽，需赔偿1000 
万令吉，所有候选人也已签署相关文件， 
而这份协议书是具有法律效应。

阿兹敏阿里和袓莱达今午双双被开除公 
正党党籍。

阿兹^°阿里宣布，他会带领10名国会议 
员（包括被开除党籍的袓莱达）退出公正 
党和希盟，若该份文件，中选后跳槽，需

贝音偿1〇〇〇万令吉

离开公正党的国会议员的是英迪拉马哥 
打区国会议员拿督赛夫丁阿都拉、实兰沟 
区国会议员巴鲁比安、敦拉萨镇区国会 
议员卡马鲁丁、高渊区国会议员拿督曼 
梳、荅株巴辖区国会议员拿督莫哈末拉 
昔、昔加末区国会议员拿督斯里山达拉、 
砂拉卓区国会议员阿里比袓、婆罗洲高原 
区国会议员威里莫金和S瑙区国会议员佐 
纳丹耶辛

这也意味著，排除被开除党籍的阿兹敏 
阿里和袓莱达“安全”而无需赔偿，上述 
自行退出的9名国会议员就得赔偿9000万 

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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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吉調侃阿從敏

“今晚要去哪吃飯
(吉隆坡24日讯）大马政坛 

今曰历经一波又一波的“震撼 
弹”之後，前首相拿督斯里纳 
吉不忘调侃被公正党“扫地出 
门”的原任署理主席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今晚要去哪里吃 
饭（Azmin.makan mana malam 

ini?)，让人哭笑不得！

“阿兹敏，今晚去哪里吃 
饭？”

纳吉今日在其面子书撰文附 
上阿兹敏的照片，如是指出。

事缘阿兹敏阿里昨晚在八打 
灵再也喜来登举办名为“国会 
议员共识晚宴”的闭门晚宴， 
宴请多位有意加入“国民联 
盟”的政党代表。

纳吉也在另一贴文，就行动 
党秘书长林冠英指希盟将召开 
最高中央理事会紧急会议以建 
议提名马哈迪继续担任首相职 
课题，嘲讽林冠英，如果後者 
制作一个抱著孩童哭泣的影 
片，或许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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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抨參與“後門政府”者

退出希盟爾IH
(芦骨、布城24日讯）联邦直辖区部长 

卡立沙末指那些有份参与组成“后门政 
府”的一方，都是在第14届大选得到人民 

的委托，他们现在退出希盟另组政府，就 
是对人民背叛（khianat)，因为人民委 

托的是希盟组织的政府，而非其他联盟。
他认为，这种行为不该被鼓励，如果离 

开希盟政府的一方要重新组织新政府，理 
应进行另一场大选，由人民来决定。

卡立阿末今午在芦骨出席波德申市议会 
举办的“波德申海滩发展计划”推介礼 
后，在记者会上如此指出。

询及首相敦马哈迪、诚信党的农业与农 
基工业部长拿督沙拉胡丁阿育与卫生部长 
拿督斯里袓基菲里阿末也相继呈辞，来自 
诚信党的卡立沙末指出，如果希盟政府无 
法在国会得到大部分议员支持选出新首 
相，那国会就应解散，举行第15届大选。

他说，如果拿督斯里安华（公正党主 
席）得到大多数国会下议院议员的支持成 
为新任首相，那安华可进行宣誓就职的程 
序，过后重组内阁，到时就知他在内阁的 
去向。

■卡立沙末（右）在记者会上发表对国 

家政治局势的意见，左为森州务大臣阿 

米努丁。

另一方面，较早前，卡立沙末在布城出席 
活动时说，希盟盟党成员都表示全力支持 
马哈迪继续任相，直至交给公正党主席拿 
督斯里安华，纵观来看，马哈迪没有必要 
做出组织新政府的举动，而让他自己饱受 
指责。

卡立也说，■州在2014及2015年亦曾发 

生类似政治变天事故，当年来自在野党及 
数名公正党州议员签署法定声明（SD)要 

求撤换雪州大臣，一切待星期三召开内阁 
会议后，自有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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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席 
16席 
8席 
5席

巫统
伊斯兰党 
独立人士

阵营主导和执政。

“阿兹敏阿里阵营有11名州议员，加土 
团党、伊斯兰党和巫统的州议员也只有22 

人，而希盟有行动党、诚信党和安华阵营 

的公正党州议员，若要排除因主持议会 
而没有投票权的议长黄瑞林，希盟也有33 

人。，’

消息指出，无论如何，即使雪州要重 

组，依然是由希盟主导，所以雪州政府并 

不会受到影响，不过目前而言，各党都会 

以大局为重而选择保持原状。

♦相關報導=C2

_56州議席各黨比商

希盟瓦解的消 

息似乎已成定 

局，若希盟真的 

瓦解，全国多个州属的州政府相信都会首 

当其冲，至4直被视为公正党阿兹敏阿 

里强区的雲州其实受到的冲击不大，即使 

阿兹敏阿里主导的雪州州议员团队占多， 
共有12名州议员，可是也难以在雪州政府 

组成新联盟。
讀州有56个州议席，公正党有20席、行 

动党有16席、诚信党有8席、土团党有5 

席、巫统有5席、伊斯崖党1席，以及独立 

人士 1人。
公正党原本有21州议席，随著阿兹敏被 

开除党籍，剩下20个州议席，雪州大臣拿 

督斯里阿米鲁丁原本是其营阵，随後指为 

捍卫雪州公正党，拟与阿兹敏划清界线。

如今属于阿兹敏派系的有11席包括其本

人，分别有国际山庄、鹅唛斯迪亚、斯里 

斯迪亚、士文达、丹绒士拔、巴也加拉 

斯、巴生港口、加影、武吉美拉华蒂、武 

吉兰樟和南柏再也，其馀10席就属于安华 

派系。

由席位衆多聯盟主導

I州公正党目前主要以也是雪扑丨大臣的 

拿督斯里阿米鲁丁为首，而公正党的副议 
长和其中3名行政议员，即达罗雅、许来 

贤、凯鲁汀、哈妮查，众人也被视为阿兹 
敏阿里阵营。

据本报获悉，即使希盟走入瓦解的结 

局，霄州政局影响并不大，雪州政府依然 

可如常运作，各党可选择保持合作关系主 

导雪州，雪州的政权是属于稳定的。

消息指出，如果要根据中央重组政府的 

做法，雪州政府也是由席位众多的联盟或

r
1

靈p美
(吉隆坡24日訊）希盟一旦瓦解，雪州政局仍稳如泰山，届时可能会 

出现2种情况，即是各党基于大局著想保持原状，或以议席居多联盟主 

导雪州，届时行政议会就会大洗牌，不过随著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阿里遭开除党籍後， 

不排除属于其阵营的人马会转向安华派系。

其阵营是否大地震仍是未知数。

不过阿米鲁丁周一早上也在其官邸召见 

公正党州议员，也表明会捍卫雪州公正 

党。

息指出，阿米鲁丁在会议上认为阿兹 

敏阿里的行为过火，因此难以接受和与其 

划清界限。

消息也说，假设阿米鲁丁带领其团队的 

人跟随阿兹敏阿里的脚步“离开”希盟，

圣淘沙区州议员

面
对昔日友党的“背 

叛”，雪州希盟依然 

选择大局为重，不会在艰 

钜时刻添乱，若中央重组 

新政府，而雪州政府为此 

现状，希盟也不会将阿兹 

敏阿里阵营踢出局！

消息指出，雪州希盟的 

首要任务就是保住政权，

并会以大局为重，暂时不 

会随动乱动。

“我们不想在这个时候 

再开战，也没必要再添 

乱。”

询及雪州希盟各党是否 

就阿兹敏阿里阵营离开希 
盟而召开会议，消息说， 

各党相信会开会讨论。

诚
信党的8位州议员无疑是两方 

阵营重要的“筹码”，甚至 

不排除会逆转目前的战局！

据本报分析，若未加入诚信 

党，安华阵营的公正党和行动党 
共有24席（不加黄瑞林），而阿 

兹敏阵营、土团党、伊斯兰党和 
巫统就有23席，所以诚信党是可 

左右雪州战局的的政党。

消息指出，诚信党的8位州议员 

绝对不会离开希盟，并会与行动 

党和安华阵营的公正党站在同一 

阵线，也不会有任何诚信党的州 

议员会跳槽至其他反对党阵营。

“诚信党有主动联系我们，并 

表明了立场，所以他们是不会离 

开希盟的。”

雪希盟按兵不動不添亂誠信黨州議員或逆轉戰局

扎瓦威古纳拉斯

隊難組新聯盟阿茲敏

■ 一旦希盟瓦解，雪州政府料会出现2种情况，即是保持原状或以席位居多的 

联盟阵营继续主导雪州！

雪州公正黨州議員通系分析圖

爵遍羅
双溪杜亚州议员 万挠区州议员 伯马登区州议员 依约区州议员 答都知甲州议员

阿米鲁丁 蔡伟杰 罗扎娜 依德利斯 罗兹雅

美丹花园区州议员 哥打白沙罗区州议员 哥打胡姬区州议员

三苏菲道斯 沙迪里 莫咍末纳加旺

4

mm
国际山庄州议员 鹅唛斯迪亚区州议员

希尔曼

斯里斯迪亚州议员

哈里米

士文达州议员

达罗雅

丹绒士拔区州议员巴也加拉斯区州议员巴生港口区州议员

波汉阿曼 凯魯汀 阿兹米占

加影州议员 武吉美拉华蒂区州议员 武吉兰樟州议员 南柏再也州议员

许来贤 祖威丽亚 黄洁冰 哈妮查

阿米魯丁暫保大臣職
米鲁丁已选择和希盟同一阵线，意 

味著和昔日提拔他的阿兹敏阿里正 

式划清界限，暂时保住雪州大臣一职！ 

阿米鲁丁是阿兹敏阿里亲信相信是众所 

皆知的事情，而阿米鲁丁在阿兹敏阿里陷 

入“男男性爱短片”时也不断为阿兹敏阿 

里护航，惟随著阿兹敏阿里被开除党籍，

雪州也会根据席位的安排并继续由希盟执 

政，雪州行政议会也因此会大换血，因雪 

州大臣、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凯鲁汀、 

哈妮查和雪州副议长达罗雅都无法保住官 

职。

或轉到安華陣營

阿兹敏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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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報雪政局是鞏固

阿米魯丁含
(吉隆坡24日讯）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明早（25曰） 

将与希盟州领袖，即行动党聖州主席哥宾星和诚信党雪州$席 
依兹汉哈欣，入宫觐见雪州苏丹沙拉弗丁殿下，以汇报f州政 
局是巩固。

原本传闻阿米鲁丁于今午时段，入宫觐见霆种I苏丹沙拉弗 

丁。
消息向《中国报》证实，阿米鲁丁会在明早与哥宾星和依兹 

汉哈欣入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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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茲慕丁（左2)移交二手食用油收集桶给李国 

良（左3)，左起是伊祖丁和李仁英。

加影市會大掃除活動

吁民勿忽視蚊症
(加影24日讯）加影市议会副主 

席纳兹慕丁呼吁民众，在防范武汉 
肺炎（2〇19冠状病毒疾病）之余， 

别忽略国内的骨痛热症。
他说，根据卫生部数据，国内目 

前有22宗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其中 
17人治愈，比起骨痛热症，武汉肺 
炎死亡率很低，只有27。。

他认为，民众不该太担心远在他 
国的病毒，却忽视身边的骨痛热 
症。

_°“很庆幸的是，今年1月至2月5 

曰，加影市议会管辖区的骨痛热 
症病例共有2118宗，在雪州排名 
第4，希望有关排名可以维持到年

尾。，’
i内兹慕丁今早出席加影市议会在 

加影巴刹举办的大扫除活动时，这

^他说i为了防范各类疾病，加影 
市议会与各政府单位定时举办大扫 
除，以提高民众卫生意识。

他呼吁巴刹小贩照顾巴刹卫生， 

确保容器没有积水，也不要把二手 
食用油直接倒入沟渠。

他说，市议会去年成功回收4万 
4813公斤的二手食用油，希望小贩 

可以参与回收计划，正确处理二手 
食用油。

■纳茲慕丁（左2)为加影巴刹大扫除活动 

主持开幕，左起是伊祖丁、李仁英及李国 
良。

■小贩和市议会承包商员工为巴刹进行大扫除。

询及市议会有否计划搬迁加影巴说，市议会将采取取缔行动。
刹时，他说，要寻找新的巴刹场地 出席大扫除者包括市议会卫生组
不容易，因此目前没有计划搬迁。主任伊袓丁，加影市议员李仁英及 

针对巴刹有非法小贩问题，他加影巴刹小贩公会主席李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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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士馬欣：R支薩火_新政府
(吉隆坡24日讯）砂州副首长丹斯里詹士马欣指出，砂拉 

越政党阵线（GPS)不会加入新政府，不过将会支持由敦马哈 

迪组成的新政府。
“GPS同意选择倾向国家联盟，不过，我们不会参与管理中

央〇，，

^士马欣今日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指出，GPS是有条件 

选择支持新政府，即该新政府联盟不能包括傲慢的行动党。
他说，GPS会与公正党原任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国阵、伊斯兰党、人民复兴党与土团党领袖，觐见国家元首 
苏丹阿都拉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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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吉隆坡24日综合訊）随 

著马哈迪辞去首相职，加上 

土团党退出希盟，希盟预 

计将失去4个州属执政权， 

即霹雳、马六甲、柔佛和吉 

打。
此外，由希盟执政的槟城、雪 

兰莪和森美兰的政权相信仍稳 
固，而玻璃市和彭亨州依旧由国 
阵掌控，伊斯兰党则继续执政吉 
兰丹和登嘉楼州。

砂拉越和沙巴仍分别由砂州执 
政联盟和民兴党掌权。
♦雪州有56个州席，公正党占 

20席、行动党16席、诚信党8席 
和土团党5席、巫统则有5席、伊 

斯兰党1席，以及独立人士 1人。
据知，阿兹敏阿里阵营有12名 

州议员，加土团党、伊斯兰党和 
巫统的州议员也只有23人，因此 

不影响雪州政局。

♦虽土团党退出希盟，基于槟 
州土团党只有2席，分别是直落 
g巷区和柏淡区，对槟州的政权 
晕不影响。

在槟州，行动党共获19席、公 
正党14席、诚信党2席、土团党2 
席党，反对党是国阵巫统2席及 

伊斯兰党1席。
♦森州有36个州席，希盟占20 

席，国阵16席；希盟以行动党议 
席最多，占11席，公正党有6席 
及诚信党3席。在国阵方面，15 

席为巫统及1席国大党。
森州若变天，简单大多数须超 

过18席，即至少需3席希盟议员 

出走，才可促成局势改变。不 
过，大臣阿米努丁周一下午召开 
记者会，20名希盟州议员全到 

场，展示森州政权稳固。
♦甲州只有28个州席，其中希 

盟占15席，国阵13席，希盟在 
2018年大选仅以2席之微差优势

执政。
如今土团党退出希盟，甲州希 

盟失去2席，仅有13席，与巫统 
13席对平，成为悬峙议会。若土 
团党2议员与巫统结盟，就可取 

代希盟组成新政府。
虽面对政权危机，甲首长阿德 

里冷静看待，且对甲州继续由希 
盟执政充满信心。

霹雙方各擁28席

▲柔州共有56个州席，希盟原 
本掌握39席执政，即行动党14 
席、土团党11席、诚信党9席、 
公正党5席，而国阵有16席（巫 
统14席和国大党2席）、伊党有1 

席〇
° “若国民联盟政府成立，柔州 

希盟三党仅剩28席，土团党与国 
阵和伊斯兰党同样有28席，唯公 

正党派系至少有一人倾向阿兹 
敏，可能选择支持新联盟，以致

柔州政权变动。
♦霹州共有59州席，希盟以30 

州席执政霹雳州，即行动党1 8 
席、公正党4席、诚信党6席和土 
团党2席，且获一名独立议员的 
支持。而巫统赢获25席，伊斯兰 
党是3席。

随著i团党退出希盟，霹州希 
盟与反对联盟赢获的议席是28对 
28,若土团党2名州议员和1名独 

立议员靠拢巫统和伊斯兰党，希 
盟州政府必将倒台。
♦吉打共有36个州席，在土团 

党退出希盟前，希盟共有19个议 
席，即公正党8席、土团党6席、 
诚信党3席和行动党2席。国阵和 
伊斯兰党方面则分别有2个和15 

个议席。
土团°党退出希盟，吉打希盟只 

剩13个议席，反之伊斯兰党和国 
阵共有17个议席，若加上土团党 
的6席，则以23个席位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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隳徒
(八打灵再也24日訊）

“他们违反了选民的意 

愿，他们是叛徒！”
大马政局大地震，净选盟2.0 

今曰召开紧急记者会，枰击分 
裂希望联盟的政治人物为“叛 
徒” （Betrayer);他们也呼 

吁退出希盟的国会议员辞职， 
并吁请元首允准解散国会。

净选盟2.0主席范平东也在记 

者会上指出，如果国会没有解 
散，政局仍不稳定，该组织不 
排除会号召集会，也呼吁民众 
透过各种方式表达不满。

他今午连同33个非政府组织 

代表召开紧急记者会，出席者 
包括人权律师西蒂卡欣、人民 
之声等多个非政府组织代表。

他说，人民在第14届大选投 

票选出的希盟政府，而如今却 
发生玩弄政局、瓦解希盟等， 
各种视个人利益大于人民的行

为。
另一方面，西蒂卡欣也提醒 

民众，不要被“自私的人”的 
言论所影响，尤其是玩弄种族 
和宗教课题的人，因为这些 

“自私的人”就是陷害人民和 
敛财的人。

不排除號召集會

“选民好意投票选出他们， 
他们却玩弄和利用选民的决 
定。我要点名阿兹敏阿里和袓 
莱达，请辞职！你们不配当人 
民代表。”

另外，出席这场记者会的打 
击贪污与朋党圭义中心（C4) 

代表也在记者会后，撕破和焚 
烧希盟在去年第14届大选的宣 

言书，喻意希盟背叛宣言和选 
民。

u^rii/n
打击 

贪污与 
朋党主 
义中心 

代表撕 
破和焚烧 

希盟在去年 
第14届大选的 

宣言书，比喻希盟背叛 

宣言和选民。

—范平东（前排右2) 

要求跳槽的国会议员辞 

职，要求解散国会，否 
则将再次号召大集会。

背叛人民委託
♦爱国者协会主席拿督阿沙德拉吉

们对个别人士企图组建后门政府的做 
M法感到厌恶，并认为此举背叛了人民 
的委托。

土团°党在希盟最高中央理事会会议讨论 
了交棒课题后，企图和部分公正党议员、 
巫统和伊斯兰党组建政府的做法令人惊 
讶，我们绝不会支持任何包含巫统及伊斯 
兰党的新政府。

如果希盟政府真的如外界所指般瓦解， 
那我国就应该像任何成熟的民主国家一样 
解散国会，让各政党透过选举重新寻求人 
民委托。

政史黑暗一頁
♦大马伊斯兰青年运动（ABIM)主席 

莫哈末费沙阿茲
：；雨过“后门组新政府“的政治联盟，背 
®叛人民在大选要求改革的意愿。

在上届大选被人民赶下台的贪婪领袖， 
将在没有获得人民合法委托下重新领导政 
府。

第14届大选之后的新马来西亚希盟政 

府，执政未到两年，而改善治理、提高透 
明度、廉正以及行政权力的平衡改革仍未 
完成，但已遭到利益相关者的破坏，拒绝 
更透明、更有效的体制。

若后门政府成为事实，将是我国政治史 
上最黑暗的一页，因为首相否决了人民的 
改革意愿。

吁重舉行大選
♦社会主义党副主席阿鲁仄万

：}：；§责策划组新政府人士，并呼吁重新举 

办全国大选，让人民再次做选择，因 
为他们已经看清人民代议士的真面目。

希盟于2018年5月当选，2年后竟试图让 
一些政党“借尸还魂”，抢夺希盟2年来 

努力达到的成就，并指该党一直质疑敦马 
任相，如今得到了证明。

新政治联盟必须基于政治原则，打击裙 
带关系、贪污和精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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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巫伊籌組政府

貪污領袖逃過
(吉隆坡24日讯）行动 

党柔州主席刘镇东指出， 
土团党总裁丹斯里慕尤丁 
与公正党前署理主席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派系，企 
图与巫统和伊斯兰党筹组 
政府，将使大马回到之前 
的旧路，贪污领袖不被提 
控，逃过法律制裁。

“他们企图筹组非法政 
府，慕尤丁和阿兹敏不应 
被支持。”

他指出，敦马哈迪选择 
不加入他们，他作出了非 
凡的决定。

刘镇东今晚为《国阵败

仗：错过了後期激増的迹 
象》新书推介礼後，受记 
者询问时这麽说。

他指出，有人说马哈迪 
在操控这场政治权斗游 
戏，事实显示，马哈迪作 
出了非凡的决定，拒绝与 
巫统和伊党同谋。

整頓前朝醜聞

他说，如果希盟可以在 
这场风波中生存，继续执 
政中央，感谢马哈迪救了 
希盟。

镇东认为，希盟是全 
国选民在上届大选中所赋

予的委托，进行改革、整 
顿前政府的丑闻、建立廉 
洁政府。

“显然，土团党、阿兹 
敏派系、巫统和伊党企图 
筹组新政府，他们想将公 
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 
行动党和诚信党排除在 
外。”

°土团党总裁慕尤丁今曰 
较早时宣布，该党退出希 
盟，且该党所有国会议员 
也一并退出希盟。

询及如果下周举行大 
选，结局会是如何，刘镇 
东不愿作出猜测。

“我们有合法权力组织 
政府，希盟是合法政府， 
以继续执政国家。”

他呼吁沙巴民兴党和砂 
拉越政党联盟，做正确的 
事，支持合法和获人民委 
托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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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華未能出席

親華派議員會議取消
(莎阿南24日讯）随著我国 

政治出现动荡，公正党国州议 
员今晚也在莎阿南格诺酒店集 
合，原定与党主席拿督斯里安 
华会晤，但因后者临时有其他 
会议而取消。

较早前据公正党总财政李健 
聪说，该党国会议员从中午12 

时陆续抵达格诺酒店，预料安 
华等下会出席。

媒体在傍si时分抵达酒店 
后，发现有部分安华支持者在 
外守候，惟当记者尝试进入酒 
店时却被阻挡，只能在酒店外 
头守候。

在晚上8时50分，原任首相署 

副部长兼关丹区国会议员傅芝 
雅步出酒店，她在发现媒体后 
突然加快脚步上车，被询及状 
况时只回应“去吃晚饭”。

冬牙答株区国会议员罗斯娜 
较后指出，该党党鞭拿督佐哈 
里阿都在会晤中向国会议员喊 
话，要求议员们这段时期必须 
在吉隆坡待命，以便在有突发

状况下容易联系。
据观察，其他出席的国会议 

员还有原任副农长兼荅央巴鲁 
区国会议员沈志勤、公正党宣 
传主任兼班底谷区国会议员法 
米及加埔区国会议员阿都拉沙 
尼等。

另°一边厢，随著公正党署理 
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率领 
其他10名国会议员退党，部分 
退党议员也被发现今晚现身灵 
市喜来登酒店。

据“星报在线”报导，原任 
外交部长兼英迪拉马哥打区国 
会议员拿督赛夫丁阿都拉，及 
原任交通部副部长兼敦拉萨区 
国会议员拿督卡马鲁丁，是於 
晚上8时抵达酒店，他们也在大 

堂与在场支持者握手问候。
不过他们拒绝向媒体发言。
据悉原任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长兼安邦区国会议员袓莱达， 
以及国会下议院副议长拿督莫 
哈末拉昔，也有出席是场会 
面。

■
傅
芝
雅
在
看
到
媒
体
后
匆
匆
上
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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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首席秘书拿督斯里莫 
哈♦文接Iffi末祖基是在晚上7时20分 

发 文告指出，国家元首苏丹
阿都拉陛下已接受马哈迪的请辞，并委任后者为 
临时首相。

他指出，陛下援引宪法第43 (2) (a)条款，
即新任首相未上任前，马哈迪会是大马的临时首 
相。因此，马哈迪在新首相未上任期间，仍可以 
处理政府事务，直到新任首相被选出，以及新内 
阁组成为止。

较早时，首相办公厅今午2时发文告证实，马 

哈迪已提呈辞职信，并在下午1时提交请辞信函 
到国家王宫；土团党主席办公室也发文告指，马 
哈迪的辞职信函已呈至党总部。

僅執政1年9個月

此前，各大媒体传出马哈迪离职消息时，土团 
党总裁丹斯里慕尤丁就已在面子书发文告宣布， 
该党退出希望联盟，且该党所有国会议员也一并 
退出希盟。

随后，阿兹敏阿里也发出文告，联同其他10名 
公正党国会议员退出公正党与希盟，这11人也在 
国会组成独立国会议员联盟。

这意味，土团党和11名公正党议员宣告退出希 
盟，原定有139个议席希盟，包括人民复兴党9席 
与沙巴民统党1席，目前仅剩下102个议席，无法

■马哈迪在离开国家王宫时，在车上向媒体 

挥手致意。

达致过半的112议席，这也代表希盟执政中央寿 

命宣告结束。
希盟政府从2018年5月执政至今，仅仅维持1年 

又9个月，创下国内执政最短的联盟政府。
2018年5月9日第14届大选后，希盟4党成功推 

倒执政60年的国阵，顺利入主布城，而首相敦马 
哈迪在5月10日宣誓就职，成为国内首位二度任 

相的领袖。

仍可處理政府事務

马
哈
迪
在
m

护
送
下

9

乘
坐

官
车
离
开
国
家
王
宫

敦
馬
受
委
臨
時
首
相

政壇巨變演進表 
(24/2/2020)

8.53am 公正党主席安华与夫人旺 
阿兹莎离开住家。

9.26am 安华与旺阿兹莎抵达布城 
首相署，准备与马哈迪会 
面。

10.25am 安华、旺阿兹莎与林冠英 
无法与马哈迪会面，离开 
布城首相署。

10.40am 行动党国州议员陆续抵达 
党总部，准备与林冠英会 
面。

10.59am 行动党元老林吉祥抵达行 
动党总部时面带笑容，但 
同样没有透露会议内容。

11.45am 公正党彭亨州主席兼首相 
署副部长傅芝雅抵达公正 
党总部。

1.50pm 传出首相敦马哈迪离职。

2.00pm 公正党总秘书赛夫丁纳苏 
迪安宣布，即日起，开除 
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阿 
里与副主席袓莱达党籍。

2.15pm 首相办公厅发文告证实， 
马哈迪已提交辞职信。

2.20pm 阿兹敏阿里与袓莱达率领 
其他9名国会议员退出希 

盟与公正党。

2.30pm 安华通过国家王宫第二入 
口进入王宫。

3.09pm 土著团结党主席马哈迪辞 
去党主席职。

3.30pm 诚信党主席莫哈末沙布发 
文告，全力支持敦马哈迪 
为首相。

5.00pm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证 
实，马哈迪是因为不要与 
巫统合作，才决定辞职。

5.00pm 民政党主席拿督刘华才 
指，民政党还没接获阿兹 
敏呈交的入党表格。

5.00pm 马哈迪、国阵与伊斯兰党 
国会议员陆续前往王宫觐 
见国家元首。

6.18pm 在进宫觐见国家元首逾1 
小时30分钟后，马哈迪离 

开国家王宫。

6.40pm 马哈迪在警队护送下，终 
于返回其私邸。

7.20pm 政府首席秘书拿督斯里莫 
哈末袓基发文告宣布，国 
家元首委任马哈迪为临时 
首相。

7.45pm 安华返回住家，无对在场 
媒体发表任何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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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10
人
出
走

(吉隆坡24日讯）甫遭 

公正党开除的拿督斯里阿 

兹敏阿里宣布，带领10名 

国会议员退出公正党和希 
望联盟：预料他可能宣布 

加入民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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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哥攜10人出走

♦文接封面 此外，阿兹敏阿里在个人面子 
书贴出有关文告，并表明退出公 
正党和希盟后，将在国会组成

“独立议员群” （blok bebas)。

据了解，民政党今午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 
接受阿兹敏加盟。

根据文告，退党囯会议员包括5名正副部长，即经 

济事务部长阿兹敏阿里、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兼安 
邦国会议员袓莱达、外交部长兼英迪拉哥大国会议 
员赛夫丁、工程部长兼实兰沟国会议员巴鲁比安， 
以及交通部副部长兼敦拉萨镇国会议员卡马鲁丁。

其余6名国会议员为高渊国会议员拿督曼苏、柔佛 

答株巴辖拿督拉昔、昔加末国会议员拿督斯里山达 
拉、实拉卓国会议员阿里比朱、婆罗洲高原国会议 
员威利，以及兰瑙国会议员佐纳登。

公正党总秘书赛夫丁早前宣布，即曰起革除该党 
原任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及原任副主席袓莱

他形容，这是一种“公开的背叛
(pengkianatan terbuka)〇

1. 鹅唛区国会议员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2. 安邦区国会议员袓莱达

3. 英迪拉马哥打区国会议员拿督赛夫丁阿都拉

4. 实臺沟区国会议员巴鲁比安

5. 敦拉萨镇区国会议员卡马鲁丁

6. 高渊区国会议员拿督曼梳

T.答株巴辖区国会议员拿督莫哈末拉昔

8. 昔加末区国会议员拿督斯里山达拉

9. 砂拉卓区国会议员阿里比袓

10. 婆罗洲高原区国会议员威里莫金

11. 兰瑙区国会议员佐纳丹耶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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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陣伊黨國會議員受指示入宮
(吉隆坡24日讯）根据消 

息指出，国阵与伊斯兰党国 
会议员接获指示，于今午5时 

必须前往国家主宫。
消息指，这批国会议员会 

觐见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 
下。

根据了解，目前国阵与伊 
党各别掌握42个与18个国会

议席，而这60个议席也扮演 

著重要的角色，以决定是否 
有能力组成新政府。

昨晚大部分国阵与伊党领 
袖都已出席由公正党原任署 
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办晚宴，表达支持马哈迪 
任相，同时盛传阿兹敏阿里 
则是副首相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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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1ra_A侧彳「am-首個-百年》

版本TO01贈雪蘇丹
(吉隆坡24日讯）亚太地区知名奢侈品品牌 

Valiram集团推介新书《VaUram-首个一百年》，并 
把书籍编号版本V0001赠送给雪州苏丹沙拉弗丁殿 

下。
有关新书推介礼在吉隆坡瑞吉酒店的大宴会厅盛大 

举办，邀请500名贵宾出席，包括Valiram家族成员、

朋友、社会知名人士等。
雪州苏丹沙拉弗丁殿下和苏丹后东姑诺拉希金更受 

邀成主持推介礼。
殿下致词时赞赏已故的Valiram集团创办人拿督杰 

达南是个勤奋的生意人，把业务从马来西亚开拓到亚 
太地区。

殿下说，《Valiram-首个一百年》记载著Valiram 
家族的故事，还有开拓事业的过程和成就。

成功故事應被分享

“朕相信，杰达南一定会为这本佳作的面世，感到 
骄傲，因为Vali ram是马来西亚的成功故事，应该被 

分享，他们也是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社会的代表。”
出席推介礼的包括Valiram家族三兄弟沙兰、阿斯 

威恩及慕克斯，他们也是Val: ram集团的执行总监， 

以及他们的母亲拿汀詹苔。
开幕礼上，拿汀詹答把《VaHmm-首个一百年》编 

号版本V0001赠送给雪州苏丹沙拉弗丁殿下。
随后，殿下为编号版本〗0002至V0005亲自签名，赠

■沙拉弗丁殿下（前左）移交已签名的《Valiram 

-首个一百年》绐阿斯威恩。

送给詹荅及3名儿子。
Valiram于1935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成立，原本专 

门从事纺织品贸易。
如今，Valiram是东南亚领先的奢侈品零售集团， 

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菲律 
宾、泰国、俄罗斯、澳门和越南均有业务。

■沙拉弗丁殿下（左4起）和东姑诺拉希金，受邀为《Valiram-首个_百年》主持推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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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冠英：將提名續任首相
(吉隆坡24日訊）行动党秘书长 

林冠英证实，首相敦马哈迪是因为 

不要与巫统合作，才决定辞职，并 

强调该党有意在今晚召开的希盟最 

高中央理事会紧急会议建议，提名 

马哈迪继续担任首相一职，以履行 

和兑现希盟的竞选承诺。

他说，他今早在马哈迪的私邸与后者会 
面时，对其辞职的意愿感到惊讶。

“马哈迪清楚表明，他无法与巫统合 
作，毕竟我们在2018年全国大选中，那么 

努力且成功地推翻巫统。”

林冠英今日主持行动党紧急会议后，召 
开记者会时这么说。

他强调，该党谴责部分希盟领袖和国会 
议员背信弃义，企图成立由巫统、伊斯兰 
党、马华、国大党、一些土著团结党及由 
公正党前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带 
领的公正党叛徒，所组成的“国民联盟” 
后门政府，以取代民主遴选出来的希盟政 
府。

政治操縱影響政府

他说，这样的政治操纵已影响政府改善 
我国经济和国人福祉所作出的努力。

“为了抗议如此邪恶的所作所为，颠覆 
及葬送人民对希盟的委托，马哈迪已经呈 
辞其首相职位及土团党主席职。”

林冠英指出，行动党表彰马哈迪拒绝与 
涉及贪污和治理不当，导致大马被标签为 

“最糟的全球盗贼统治”的巫统领袖合作 
的原则立场。

“这是大马首次有首相为了捍卫廉正和 
打击贪腐的原则，而准备辞职。这种拒绝 
贪污腐败的巫统之坚定原则和立场，应该 
获得全民支持。”

行动党基于国内政治出现动荡，于今午 
召开紧急会议，与党中委会和国州议员商 
议最新政治局势。

■林冠英（前排中）主持紧急会议后向媒体发表谈话；前排左起为章瑛、张健仁、倪可汉、哥宾星、陈 
国伟、曹观友、方贵伦和潘俭伟。

讚敦馬為原則辭職

询
丨及为何依然遴选马 
1哈迪作为首相时， 

林冠英赞扬马哈迪是一 
个可以为了原则而辞 
职，并拒绝与在上届大 
选被打败的贪污政党合 
作的人物。

“我们应该准许他继 
续完成他想完成的事 
情，这是我们在周五的 
希盟最高中央理事会决 
定的事情，这个议决也 
涵盖了土团党的意见。

“他（马哈迪）想要 
完成他所有的事务和职

务，并完成主持亚太经 
合组织（APEC)峰会。 

我们就应该根据这个周 
五做出的议决。”

他也强调，希盟并没 
有瓦解，他是以行动党 
身分发表言论；至于如 
果要听希盟发言人的言 
论，则要等到晚上的会 
议。

另外询及此次风波如 
何造成国家经济威胁 
时，林冠英则说：“你 
可以自行从股票市场判 
断。”

民行與“喜來登行動”無關

不認同希盟失多數議席

林
.冠英不认同，希盟 
‘已失去国会多数议 

席的说法，反之这个可在 
来临3月召开的国会中验 
证。

他受询随著土团党和部 
分公正党党员退出希盟 
后，希盟是否已失去国会 
多数议席一事时说，国内 
各政党目前都在（针对合 
作事宜）召开会议，相信 
数天后就可以有更详细的 
内容。

询及行动党支持马哈迪 
任相一事是否也获得其他 
成员党同意时，林冠英强 
调，这是行动党在周一晚 
的会议上将提出的动议； 
据他所知，诚信党也已经 
表态支持马哈迪，一切就 
等待当晚会议的议决吧。

询及他早前为何曾以 
“激动 ” （emotional)

形容早上与马哈迪的会面 
时，他解释：“马哈迪要 
辞职，难道这不算是激动 
的时刻吗？”

林冠英也强调，总检察 
长将在稍后发布文告，清 
楚解释现今政府的状态； 
内阁秘书处也已经向他们 
发出信息，表明一切操作 
如常。

询及为何拿督斯里袓基 
菲里阿末声称本身以最后 
一次卫长身分发文告时， 
林冠英解释，对方如今 
是临时（caretaker)部 

长，但希盟政府依然存 
在。

再询及这是否也意味他 
是临时财长时，林冠英会 
心一笑后回应：“现阶 
段，首相的职务才是人民 
关注的事情。”

士女冠英强调，行动党 
件与“縣登行动”
(Langkah Sheraton)

完全无关，这是违反宪 
法与正常民圣程序，纯 
粹是政治机会主义；他 
直言，对沈溺于这种花 
招的人感到羞耻。

“这纯粹是政治机会 
主义，应该被人民拒 
绝。我想对沈溺于这种 
花招的人说，以你为 
耻。”

他说，人民感到迷茫 
和混淆，这些政治操 
纵、欺骗和犹如“权力 
游戏”的政治戏剧都是 
不必要的，坦言不解为 
何要在理应专注在武汉 
肺炎（2〇19冠状病毒疾 

病）期间改善国家经济 
时，制造出这些政治戏 
剧。

“尤其是我们在谈及 
人民的生计时，就让我 
们专注在这，为何要谈 
及你的职位、自我对 
弈？我认为这是非常不 
负责任的，我们应专注 
在人民身上。”

他强调，想要尽快解 
决此事，以便能确保政 
治稳定。

询及内阁会否开除阿 
兹敏阿里和房屋与地方 
政府部长袓莱达时，林 
冠英笑言，他不是大马 
首相，所以不愿多加置 
评。

° 出席者包括行动党主 
席陈国伟、署理主席哥 
宾星、副主席张健仁和 
曹观友、财政方贵伦、 
副财政倪可汉、，宣传秘 
书潘俭伟和妇女组主席 
章瑛。

土團黨是政局動盪IB

林
■冠英指出，发生政 
‘治动荡的问题不在 

于希盟最高中央理事会 
周五（21日）的会议议 
决和马哈迪，而是在于 
土团党，以及要与巫统 
和其他反对党合作，通 
过“后门”组成政府， 
但现在已被革除党籍的 
公正党人士。

“必须记得，你是与 
上届大选中败选的政党 
组成‘后门政府’，我 
想…很明显马哈迪不能 
接受这。”

不过，当媒体追问马 
哈迪曾接受一些巫统国 
会议员加入土团党时， 
林冠英解释，接受包括 
前首相夫妇和其他在法 
庭被控领袖在内的整个 
政党，与记者所指的退 
党后加入土团党的议 
员，是不同的。

询及会否要求行动党 
国会议员签署法定声 
明，以避免类似的政治 
动荡发生在行动党时， 
林冠英则简单回应指该 
党知道应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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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料轉投安華
雪闌我

(巴生24日讯）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 

今早在其官邸，召见公正党州议员。
据悉，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的支持者，

在前往大臣官邸前，先在莎阿南达鲁益善研究 
院集合，再前往大臣官邸。

阿米鲁丁之前在印尼万隆出席一项州 
行政执委会会所，在周日（23日）晚 
上返抵我国后，即召集会议。

根据《星报在线》报导，根据前往 
大臣官邸的州议员说，阿米鲁丁曾表 
示将捍卫雪州公正党。

“我们不知道他的意思，但当前局 
势，我们猜测他言下之意，会转到安华阵营。”

公正党在雪州有21名州议员，12人是在阿兹敏阵营，剩余9人 
是安华阵苔。

另外，i°华阵营尚有16名行动党州议员、8名诚信党议员；而 
阿兹敏阵营则有1名伊斯兰党议员、5名土团党议员。

整体计算，雪州56个州议员当中，安华阵营有33名州议员，比 

阿兹敏略胜一筹，如果阿米鲁丁继续与阿兹敏同在，他的大臣生 
涯也即将结束。

“当阿米鲁丁急召我们，听闻有4至5名公正党议员会与他一起 

■阿米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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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淑美 以上。
消息向《中国报》记者证实，阿 

—-二1 iz =

崎巧紐，I L

■阿米鲁丁 25日将与希盟州领袖，人宫觐见雪州苏丹 

沙拉弗丁殿下。

\ V

(吉隆坡24日訊）昔日师 

徒，今日却步入划清界限的局 

面！

雪州大臣兼公正党雪州主席拿督 
斯里阿米鲁丁今早在其官邸召见公 
正党的所有州议员，并向各派系的 
州议员清楚表明自己的立场，并会 
捍卫雪州公正党。

阿米魯丁捍衛公正黨

这场会议是由阿米鲁丁亲自主 
持，并在早上1〇时举行，会面只进 
行半小时，除了阿兹敏阿里派系的 
州议员受邀出席，安华派系的众议 
院也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约有10人

米鲁丁表明会继续效忠于公正党， 
并和阿兹敏阿里划清界限，因阿兹 
敏阿里的行动过火而难以接受。

“我们原本不愿出席，不过安华 
要求我们出席。”

雪州公正党原本有21个州议席， 

随著也是国际山庄区州议员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被开除党籍，就转为 
20席，其中10席被视为安华阵营。

其中，阿米鲁丁一直被视为阿兹 
敏阿里的亲信，而阿兹敏阿里陷入 

“男男性爱风波”时，也不断为阿 
兹敏阿里护航，岂料希盟今日的瓦 
解，也是阿米鲁丁和阿兹敏阿里的 
师徒关系正式宣告瓦解。

師徒立場不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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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兴泉（左起）及叶国荣巡视 

莫巴商业区治安情况，将透过修 
对木及加快安装闭路电视进 程，以加强当地的防范罪案的措 

^ 施t右起为郭建麟、彭康贤及阿

noi购物广场毗邻 

的莫巴路商业区发生 

命案，治安敲响警 
钟，梳邦再也市会与 

警方将双管齐下，争 

取安装闭路电视。

W ^

市會警方防罪案
(蒲种24日訊）101购物广场毗邻的 

莫巴路（Jalan Merbah)商业区发生 

驳人命案，当地治安敲响警钟，极邦再 

也市议会与警方将双管齐下，争取在当 

地安裝闭路电视，并且修剪过于茂盛， 

遮挡街灯光线的树枝，加强防范罪案措 

施。

梳邦再也市议员叶国荣指出，该商业区晚间 
的灯光昏暗，为当地商民构成安全威胁，曰前 
更首次发生命案，因此连同梳邦再也市议会工 
程局、园艺局和警方，巡视当地情况。

他说，经视察，事发地点共有7盏正常运作 
的街灯，惟当地有多棵用于遮阳的树木过于茂 
盛，继而遮挡了街灯光线，导致当地的晚间昏 
暗，因此希望市议会能采取解决方案。

沙登警区防范罪案与社区安全组主任彭兴泉 
副警监指出，警方曾在去年，针对雪州的安全 
课题与雪州政府开会商讨，沙登警区为此提出 
12个须増设闭路电视的建议地点，当中包括莫 

巴商业区。

地
點

m

...弋“ 广

業
Is

去年建議未有進展

“増设闭路电视旨在防范罪案，而12个建 
议地点中，T个地点位于蒲种，另5个则位于 

沙登，但截至目前，安装行动不见有任何进
展〇，，

° 为此，叶国荣说，目前市议会在辖区内的银 
行、道路与非法小贩等区域，安装了 100架闭 
路电视，当中有部分为流动闭路电视，可转换 
至特定地点，监督非法垃圾场的动向。

“雪州政府去年杪透过精明雪兰莪项目， 
决定大幅増加具智慧功能的闭路电视，但至 
今未有任何进展，我作为信息与通信技术组 
(ICT)成员，将会把安装闭路电视的事项带 

上会议商讨，以便加快在当地安装闭路电视的 
进程。”

另一方面，梳邦再也市议会园艺组主任阿兹 
丽娜则说，该商业区所栽种的树木皆为嫩树， 
主要作为遮阳及美化用途，但仍需5年时间才 
能生长至高于街灯，因此当局将在近期，如3 

月份进行修剪工作，避免在晚间遮挡街灯光 
线。

1

彭興泉：空置單位多

女性勿獨自活動
彭

兴泉指出，蒲种101购物广场 
至特易购之间的地区，在去年 

共发生41宗罪案，而莫巴商业区为 

犯罪率较少的地区。
“根据2019年的数据显示，上述 

区域共发生9宗街边抢劫、4宗商铺 
爆窃、10宗偷车（交通工具）、4 
宗爆车镜与14宗掠夺案，当中包括 

莫巴商业区，一些人为疏忽而造成 
的罪案，不少摩哆骑士没有锁好摩 
哆，令犯罪分子轻松干案。”

他说，上述罪案平均发生在蒲种 
各个区域，而今年截至1月，共发 
生10宗罪案，当中包括2宗街边抢

劫、4宗商铺爆窃、2宗偷车及4宗 
掉2^案件

目信°是经济不景气因素，莫巴 
商业区的空置单位多，且缺乏闭路 
电视，但当地并非治安黑区；无论 
如何，我呼吁公众，尤其是女性， 
切勿独自在寂静的地方活动，提高 
自我的保护意识，远离罪案。” 

另外，根据当地业者告知，该商 
业区确实经常传出罪案问题，惟受 
害者有否报案则不得而知。

出席者有金銮区州议员选区事务 
主任彭康贤及梳邦再也市议员黄小 
真助理郭建麟。

rf rlT srm

u—WI
^ I .

—许多嫩树生长茂盛，高度未能高于街 

灯，反而遮挡光线，梳邦再也市议会计划 
展开修工作。

t莫巴路商业区长满用于遮阳的树木，却在晚 

间遮挡了街灯光线，营造昏暗氛围，为当地商 
民构成安全威胁，早前更发生骇人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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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24日讯）莎阿南市政厅法的住家改为商业用途的准证。

联合各单位针对区内幼儿园、托儿 
所和儿童照顾中心展开取缔行动， 
确保相关场所都是合法营业、儿童 
的安全和福利获得保障。

莎阿南市政厅今日在莎阿南一带 
展开联合取缔行动，检察区内的一 
些幼儿园、托儿所、儿童照顾中心 
等。

莎阿南市政厅发布文告时说，当 
局采取上述的联合行动，主要是确 
保区内的幼儿园、托儿所、儿童照 
顾中心等遵守市政厅的条规，同时 
向业者讲解市政厅和各单位的法令 
条规。
'文说，当局也促请一些尚未提 

呈申请的业者，尽速向市政厅和各 
单位提呈申请，确保相关场所合法 
营业，并且在未投入营业之前获得 
合法准证、确保幼儿、托儿所和儿 
童照顾中心的孩童的安全和福利受 
到保障。

271間沒准證

文告指出，根据市政厅的调查， 
总共有4 2 3间设在住宅区的幼儿 
园、托儿所等，只有152间拥有合 
法准证，其余的271间则是没有合

文告说，市政厅也希望能控制区 
内的幼儿园、托儿所和儿遍照顾中 
心等的情况，主要是因为有不少业 
者是未获得合法准证之前就已投入 
营业〇
U 政厅将会发出提醒告示予没 
有准证和不遵守条规的业者，如果 
业者还是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当局将会在
30天后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文告说，参与今次联合取缔行 
动的单位计有莎阿南市政厅的建 
筑物小组、执照组、估价和产业 
管理组、执法组、环境卫生组、 
法律组和公关组、雪州社会福利 
局、雪州宗教局、雪州卫生局、 
警方等。

■执法人员等检查幼儿园、托儿所和儿童照顾中心等是否有遵守法 

令条文，确保儿童的安全和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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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I商場旁停車場治安差
葉國榮促增設電眼

(蒲种2 4日讯）梳 

邦再也市议员叶国荣指 

出，蒲种IOI购物商场 

旁的默巴路商业区露天 

停车场被茂密的枝叶阻 

碍光线，加上该区的停 

车场在晚上无需缴付停 

车费，因此有者为了省 
钱，而将车子停放在该 

停车场，再步行到商场 

购物，间接成为匪徒干 

案的地点-。

他说，由于种植在该 

区防护栏周围的树木生 

长得非常茂密，从而阻 

挡路灯的光线，在夜间 
显得非常漆黑，因此他 

将会向梳邦再也市议会 

建议，将阻挡路灯的枝 

叶进行修建，以及安装 
或增设100架闭路电视。

“此举不仅能减少该 

区的犯罪率，还能观察 

当地的交通情况、监 

督非法小贩或乱堆垃圾 

者，-最重要是照顾及确 

保该区的治安问题。'’

叶国荣促请市议会能 

正视及关注该区的治安 

情况，以免引发更多罪 

案发生。

叶国荣今日针对上周 

一名中国籍女网商遭人 

以利刀割喉惨死一案，

■叶国荣（左二）郭建麟（右起）、彭康贤及哈 

兹丽娜陪同下，巡视该处时表示他镇将会向梳邦 

再也市议会提出安装或增设闭路电视。左为彭兴 

泉。

巡视默巴路商业区露天 
停车场的安全实施时， 

如是表示。

另外，梳邦再也市议 

会园艺组主任哈兹丽娜 

表示，基于种植在该区 
露天停车场防护栏周围 

的树木过于茂盛，而遮 

挡路灯照明，导致成为 

犯罪者的隐身之处，所 

以将建议市议会进行修

剪枝叶，预计在3月内动

工°

她补充，在该区的种 

植树木主要是达到美化 

及遮荫的作用，但不会 

因此而砍伐树木。

出席巡视露天停车场 

者包括蒲种金銮选区事 

务主任彭康贤及梳邦再 

也市议员黄小真助理郭 

建麟。

彭興泉：摩多竊案偏多
A卜登警区防范罪案组 

/>主任彭兴泉说，默 

巴路一带的商业区并非 

罪案发生的黑区，但仍 

会要求在该区增设闭路 

电视，以减少罪案的发 
生包括掠夺、抢劫、爆 
窃、爆车镜、交通工具 

盗窃案等。

他表示，据他所知， 

蒲种区有7个地点将会增 

设闭路电视，而史里肯 

邦安则有5个地点，但默 

巴路是列入蒲种区增设

闭路电视名单之一的地 

点0

他说，默巴路目前尚 

未安装任何闭路电视， 

只有商家自行安装在店 
前的闭路电视，但该区 

的摩多盗窃案偏多。警 

方在巡逻时，发现有的 

摩多未上锁，还能使用 

其它钥匙轻易解锁，甚 

至可以启动，因此他希 
望驾驶人士能对自己的 

交通工具负责，并做好 

防盗窃措施。

彭兴泉说，根据警方 
在201 9统计犯罪记录 

显示，从IOI购物商场 

至蒲种市中心.（Pusat 
Bandar Puchong )特易 

购（Tesco )霸级市场一 

带，共发生9宗街边抢劫 

案、4宗爆窃案、10宗 

交通工具盗窃案、4宗爆 

车镜案，以及14宗掠夺 

案0

他也说，截止今年1月 

31曰，该区发生过2街边 

抢劫案、1宗爆窃案、2 

宗交逋工具盗窃案及4宗 

掠夺案。（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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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分

Qjven by the people-

5E2SSS:

.

杨巧双声称，她在兑

■杨巧双 
在脸书帖 

文，并回 
忆担任副 

部长这些 

日子以来 

的点滴。

續爲國做對的事情
.(八打灵再也2 4日 

讯）希望联盟传出或将 

瓦解的消息，妇女及家 

庭发展部副部长兼行动 

党泗岩沬区国会议员杨 

巧双则在脸书贴文，希 

望国家元首、首相及国 

会议员可继续为大马做 
出对的事情。

她写说，“其余的不 

要感失望，很多大马人 

还在为促进经济作出努 

力及努力抑制新冠肺炎 

的散播，一两个都可以 
带来不一样的结果，马 

来西亚和平。”

她回忆，自18个月前 

被委任为妇女及家庭发 

展部副部长以来，每天 

善用24小时来处理各项

工作，包括对体系进行 

改革及改善政策等，以 

对人民有所交代。

“我们孜孜不倦的工 

作，即使是周末我们也 

在泗岩沬区工作，因为 

我们不能当人民所赋予 
的任务为理所当然。“

“每当结束工作时， 

我没时间在社交媒体发 

表不必要的帖文（即使 

与首相过渡期有关）； 

即使有时间，我也没那 

么做，因为我们受到 
法律、时间、政洽等限 

制，但无限的权利不受 

限〇 ”

“廉洁的手及廉洁的 

心至关重要，还有人 

民。“

现改革承诺中所给予的 

努力或许不会造福这一 

代人，但肯定会对下一 

代带来利益。

她强调，我们可能无 
法活到那么老来看我们 

今曰所作的决定造成的 

结果，但我们的子孙 

会，我要可以在街上、 

广场内、巴刹等昂首阔 

步，因此，每次我们都 

和人民站在同一阵线。

她补充，昨天漫长的 

一天她都在关注新闻， 

那和她在担任雪兰莪州 

议会议长时曾经历的感 
觉一样，不断尝试分辨 

敌人的朋友；不过值得 
安慰的是，有2位州议 

员站稳立场执行人民赋 

予的任务，而改变了局 

势，一些时候，_两个 

人可让情况有所改变。
(T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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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爲獨立議員

阿茲敏等11國議員退黨
(八打灵再也24日讯）公正党署瑄主席拿督斯里阿兹 

敏宣布，与其派系的另外10名国会议员集体退党。

他是在脸书上宣布，11名公正党国会议员即起退 

党，并会在国会成为独立议员。（TKM 
这11名国会议员是：

1. 阿兹敏阿里（鹅唛区）
2. 祖莱达（安邦区）

3. 拿督赛富丁阿都拉（英迪拉马

4. 巴鲁比安（实兰沟区）

5. 拿督卡马鲁丁惹（敦拉萨镇区）i

6. 拿督曼苏（高渊区）

7. 拿督拉昔（峑都巴辖区）
8. 拿督斯里山达拉（昔加末区）

9. 阿里比朱（砂拉卓区） ■阿兹敏在宣布包括自己在内的11名

1〇.威利莫因■(婆罗洲高原区）国会议员退出公正党和希盟前，在其 

11.佐纳丹（兰瑙区） 脸书上载了一张吃到碗底的照片。

抵觸簽署宣誓書 

退黨議員須賠1千萬
(吉隆坡24日讯）据《大马公报》.

(Ma丨aysiaGazette )报导，9名退党的公 

正党国会议员，由于抵触2018年4月25日 

所签署的宣誓书，预料须赔偿1000万令 

吉。
《大马公报》报导指公正党议员所签 

署的宣誓书，其中有一项条款阐明，任 

何代表公正党出战的议员受到相关协议 

约束〇

该宣誓书内容指：“我承认公正党是 
—个自1 999年向社团注册局注册的政 

党，该党花费大量资金来宣传‘人民正 
义党’的名称，党徽和党旗的使用和党 
员的支持，对任何在第14届大选中当选 

候选人是一种贡献价值。”
根据所签署协议，抵触者须在7天内付 

还有关罚款。（T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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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敦馬辭職感突然

魏家祥：一切依憲法
(吉隆坡24日讯）马华总会长拿督 

斯里魏家祥说，他对首相敦马哈迪宣布 

辞职一事，感到很突然，但马华将密切 

关注国家未来动向，一切都会以联邦宪 
法为依归。

他在马华大厦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马哈迪辞职，就表示国家将陷入无内阁 

的状态。

至于国会是否解散、明天就举行补选 

或大选，都以联邦宪法为依归。

他声称，马华将在明午召开会长理事 

会会议，商讨当前政治局势。

"就算你问我，我也不知道最新的政 
治局势会是什么，是不是明天就要开始 

准备第15届大选也不懂，所以不需操 

心，明天那个时候就知道我们要做什 
么0 ”

“如果政府今晚宣布国会解散，那明 

天就筹备大选。如今，国家没有首相也 
没有部长，我也不能单方面宣布明天大 

选，一切都是须根据联邦宪法的框架行 

事〇 ”

针对有传闻指部分马华中委不满马华 

领袖昨晚出席由公正党前署理主席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所设的晚宴一事，魏家 

祥怒斥这乃是谣言，并强调：“没这回 

事，’ 〇

“我们是接受国阵邀请出席当晚聚

会，是被动而非主 
动，况且我们对国 

家最新局势也不 

太了解，那我们就 

出席吧。我们在晚 

宴上也没发言或致 

词，整件事依然是 

不明朗化，我们只 

晓得山雨欲来风满 

楼，但你不知道会 

出现什么结果。”

有出席晚宴的马 

华领袖包括魏家 

祥、丹绒比艾国会 

议员拿督斯里黄曰 
昇、马华署理总会 

长拿督马汉顺、总 
秘书拿督张盛闻及 

马青总团长王晓庭。

魏家祥说明，该晚宴是邀请国阵国会 

议员出席，马华领袖也是抱著了解心态 

出席晚宴，这是马华的知情权。根据他 
的WhatsApp群组，并没有任何中委向 

他表达不满。

"我希望不要有任何媒体煽动说中委 

不满，我有中委组群，你看有哪些中委 

表示不满，我的组群都没有，那你告诉 

我那是谁？ ”（ TKM )

■魏家祥：马华 
周二将召开会长 

理事会会议，商 

讨当前的政治局 

势。

中委會沒商討希盟瓦解
家祥声称，马华中委会不曾在会 

W议中商讨有关希盟瓦解、马华在 

新政府的带领下只会扮演友好政党角色 

等等的揣测。

他表明，相信是有人冒充中委身份， 
他肯定地说，中委会不可能谈过这个问 

题，这是有人刻意要在马华内添乱。
询及马华对于可能会重组新政府所秉

持的立场时，他则回应，这都是假设性 

问题，中委会不曾商讨此事，无法给予 

任何结论。

"如果你今天问我拉曼大学学院的 

课题，我可以告诉你。我向来较为务 

实，假设性的问题，都是不实际的。”
(T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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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夫丁：密會公開背叛黨

開除阿茲敏祖萊達
(八打灵再也24曰讯）公正党总秘书赛夫丁 

指出，该党署理主席阿兹敏昨曰率员在八打灵 

再也喜来登酒店召开会议的行为被视为公开背 

叛，此事件也影响了希盟政府的稳定和国家经 

济，因此该党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开除阿兹 

敏及副主席祖莱达的党籍，即起生效。 ■赛夫丁宣布，公正党开除阿兹敏和祖莱 

达，即时生效。

公正党今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特别 

会议于下午1时30分结束，由于安华 

已安排在下午'2时30分到国家皇宫觐 

见国家元首，因此并未参与记者会， 

交由赛夫丁对媒体发言，而安华则与 

妻子旺阿兹莎一同离开。

赛夫丁在记者会上声称，上述由安 

华主持的会议主要讨论了两个重要事 

务，其一是汇报与敦马会面的内容， 

安华促请所有党员和支持者保持冷 

静，并给予党足够信任，要相信党领 

导能够机智的解决这些问题。
“第二个部分是讨论昨天在喜来登 

酒店发生的事件。我们认为，这是一 

个公开的背叛，有几个人已违背了党 

的立场，而这场背叛事件差点导致希 

盟政府面临瓦解，令国家经济和政治 

带来负面影响。”

为此，赛夫丁宣布，党中委会一致 

同意开除阿兹敏和祖莱达党籍，因为 

两人的行为已破坏政府和国家政治的

稳定，至于其他相关的参与者，党将 

会要求他们给予解释信。

参与者被要求解释

询及为何在没要求解释信的情况下 

便革除阿兹敏时，他解释，因为这个 

是特别情况，阿兹敏阿里的行为是公 
开背叛，且影响希盟的稳定和谐，因 

此不会要求解释信而是直接开除， 

当然，两人也可按照党章程序提出上 

诉。

"任何被冻结或被开除党籍者都能 
提出上诉，至于最后决策则交由党纪 

律委员会。”

赛夫丁说，尽管阿兹敏的署理主席 

一职是受委任的，但如今他已被开除 

•党籍，换言之党职也不复存在，党章 

有列明关于空缺填补的事项，不过这 

些事都容后再议。

“做了这项重大的决定，党领袖将 

会第一时间向所有基层党员解释，促

■阿茲敏 ■祖茱達

请大家保持冷静。”

针对首相辞职交棒的课题，他则回 

应，这不在他的回答范围，根据国家 

宪法这是国家元首的权力，但他强调 

一切以希盟早前的共识和议决为主， 
没有变化。

此外，°赛夫丁也解释，安华今日觐 

见国家元首并非临时決定，而是在早 

前已获准觐见，只是恰好昨日发生了 

突发情况。事实上，安华也不是首次 

觐见国家元首，之前就已有过类似的 
会面。（TKM)

Page 1 of 1

25 Feb 2020
Guang Ming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49,712 • Page: A5
Printed Size: 392.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5,939.39 • Item ID: MY0038827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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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會小販聯手

加影巴刹大掃除
(加影24日讯）加影 

巴刹趁著星期一休业大扫 

除，市议会派出大批清洁 

工人与巴刹小贩联手清理 

巴刹每个角落，包括打开 

四周沟渠盖以疏通沟渠， 

同时使用水枪清洗地板， 

减少蚊虫、老鼠等。

加影市议会副主席纳斯 

慕丁主持大扫除仪式时披 

露，该巴刹小贩公会每月 

都会有两次小规模大扫 

除，这次集结更多人手， 

全面清理巴刹。

“尤其是雪州骨痛热 

症，加影在乌冷区的蚊症 

案例虽然减少，但仍不能 

忽视，市议会继续加强各 

方合作，让社区免受各种 

疾病侵害。”

他说，巴刹小贩须无时 

无刻确保环境卫生，这对 
于巴刹非常重要，因此大 

扫除会持续，提高卫生醒 

觉意识。

另外，纳斯慕丁说，尽 

管巴刹已多年，当局暂无 

计划重建，至于小贩公会 

投诉每逢周六及周曰出现 
20多个无牌摊贩，他会指 

示执法组采取行动。“小 

贩公会反映巴刹外面的非 

法小贩越来越多，影响巴 

刹经营者生意，市议会聆 

听投诉，会执法对付。”

•此外，加影巴刹小贩公 

会主席李国良透露，非法 
小贩影响巴刹小贩生意， 

希望市议会重视有关投 

诉，加强检举。（TSI)

■纳斯慕丁（左二）李国良（右起）及李仁英陪 

同下，为加影巴刹大扫除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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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未接獲阿兹敏入黨申請
(吉隆坡24日讯）民政党主席拿督刘华才披露，截至目前 

为止，该党没接获公正党前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入 

党的申请。

他表示，目前该党没重新回归国阵的计划。“我们退出国 

阵，目前没有回去的打算。”

但刘华才还是语留玄机的说，除非情况有改变。

他今午在民政党总部准备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当前政局 

前，向在现场守候的媒体发言，他促请记者不要留守，因为 

这是_个冗长的会议，可能会到午夜12时。

他声称，当前政局一直在变，会议主要是依据形势来确定 

民政党的方向，若是换新政府，民政的立场是什么；若解散 

国会，民政要做的大选准备等。

他强调，谁做首相不重要，当下最担心的是国家的经济，

尤其是当前又面对新冠肺炎的威胁。

对于盛传阿兹敏会加入民政党，刘华才声称，该党都没有 

收到阿兹敏入党的申请。他还反问媒体是否有收到，如果有 

就转发给他。

他重申，民政党欢迎任何认同民政党理念，同时以民为本 
的人士加入该党。（TKM)

/ ； 韆，、，

■刘华才（左）声称，该党目前为止，并没收到阿 
兹敏加入该党的申请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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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立：敦馬沒理由組新政府

内_會議後將揭曉
(布城24 

曰讯）诚信党 

宣传主任卡立 

沙末重申，不 

觉得敦马会同 

意（组织新政 

府），也没有 

理由；相信事 

件在星期三的 

内阁会议结束 

后，就会有答 

案。

卡立沙末也 

是联邦直辖区 

部长，他今早 
出席，‘2020

年布城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会”记者会后受询时回应道，这种事情 

在我国政权历史上，已非首次发生。

他指出，在2014年时，也曾发生巫统、伊党及公正党的州议 

员争夺雪州大臣一职的先例。（TKM )

■卡立沙末（左）为“2020年布城国际热 
气球嘉年华会”进行开幕。右为布城发展 

机构主席拿督阿米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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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晤藍眼議員表態支持安華

矢維護雪州希盟政權
(巴生24曰讯）在传出变天消息后，雪州大臣兼雪州 

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阿米鲁丁矢言会维护公正党在雪州 

的地位，并于今早在沙亚南大臣官邸，召见了雪州21名 

公正党州议员进行紧急会商。据悉，阿米鲁丁除了在会 

议上表态支持安华与公正党，也表明会维护雪州希盟政 

权。

根据《星报》报道，也是雪州公正 

党主席兼双溪杜亚区州议员的阿米鲁 

丁，召见了雪州21名公正党州议员进 

'行紧急会商。除了缺席的5名州议员， 

与会的16名州议员都在会议上获悉， 

阿米鲁丁表态支持安华与公正党。

缺席今早与阿米鲁丁会议的5名州议 

员，有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国际 

山庄）、阿兹敏政洽秘书希尔曼（鹅 

唛斯迪亚）、哈妮查（再也谷）、罗 

兹雅（峑都知甲）和纳兹旺（哥打安 

:格力）。
一名参与这项探讨最新时局会议的 

蓝眼州议员说，一些隶属阿兹敏阵营 

的雪州议员，对昨日傍晚出席了一场 

有土团党、伊党和巫统领袖一齐出席

的会议时感到大吃一惊，因为他们原 

意是要力挺阿兹敏，却没料到现场是 

如此情景。他们在出席了今早与阿米 
鲁丁会议时，如是指出。

敏派议员疑投安华阵营

这名州议员说，阿米鲁丁在会上汇 

报，将在今午稍迟时分觐见雪州苏丹 

沙拉弗丁殿下，并安排于明日联同希 

盟雪州行动党主席哥宾星和雪州诚信 

党主席依兹汉觐见苏丹殿下。

那些被指亲安华的公正党州议员， 

上午先在沙亚南的雪州政府智库—— 

达鲁益山机构集合后，才一同前往大 

臣官邸处开会。

阿米鲁丁日前和行政议员在印尼

万隆出席一项干 

训活动后，于昨 

晚返马，紧急召 

集蓝眼州议员于 

今早进行会商洽 

谈。

在会议开始 

前，一名前往开 

会的州议员披 

露，阿米鲁丁矢 

言会维护公正党 

在雪州的地位，

但是大家无从知 

晓他于此刻这样 

说的意思，但判 

断他或会跳去安 
华阵营。

阿米鲁丁召集会议之前，我们 
获悉有四五名亲他（亲阿兹敏）的州 

议员，有意投向安华阵营。”
阿米鲁丁向来被视为是阿兹敏在雪 

州的门生和代理人，是阿兹敏阵营的 

中坚分子。但他在上任雪州大臣后， 

因需和希盟友党及党内不同派系合 

作，故在挺阿兹敏的立场上，并没表 

现得过于激进。

一旦阿米鲁丁选择继续追随阿兹 

敏，他将不获得拥有大多数议席的希 

盟州议员支持，而被归纳入雪州反对 

党阵营（国民联盟）内。（TSI)

■阿米鲁丁召见 

了雪州21名公正 

党州议员进行紧 

急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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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JABAT PERDANA
PUTRAJAYA
24 FEBRUARI 2020

内阁部长全卸职
敦马哈迪医生已受委出任“过渡首相’’（Perdana 

Menteri interim)，直到重新委任新一任首相及内阁阵容出 

炉为止。政府首席秘书拿督斯里莫哈末祖基在周一傍晚发 

出的这份声明中指出，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已接受马 

哈迪的请辞。

无论如何，陛下依循联邦宪法第43条第2款(a )，即在等 

候新任首相受委期间，任命马哈迪为“过渡首相”。

根据联邦宪法第43⑶条文，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在首 

相劝告下，已在2月24日御准取消各部长任命，因应首相的 

辞职。

匕 PAKATAN

JIharApan

杀明Hp XETL

务裂
继续支持信任敦马

mi 携10国会议员退党
+著团结党宣布退出希望联盟！ 

I 土团党主席丹斯里慕尤丁 

周一发表声明，宣布该党最高领导 
理事会于昨天（23日）的特别会议 

中，议决退出希盟。

“所有的土团党议员也随着退出 

希盟。他们都已签署了宣誓书，以 

继续支持及信任首相敦马哈迪。”

慕尤丁在声明中说，做出此决 

定时是考虑到国家当前和未来的政 

治发展。土团党现有共26个国会议 

席。#

组独立议员群
1 w \細魏国会议员祖莱达、英迪拉马哥打国会议员拿督赛夫丁阿都拉、

A民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携10名该党国会议员，今 

曰宣布集体退党及退出希盟，并将在国会组成“独立议员群” 

(Blok Bebas)。

阿兹敏在下午2时20分透过其面子书，公布这项重大消息。 

11名集体退党的公正党议员包括，鹅麦区国会议员阿兹敏、

实兰沟国会议员巴鲁比安、敦拉萨镇国会议员拿督卡玛鲁丁、高渊 
国会议员拿督曼梳、苔株巴辖国会议员拿督拉昔、昔加末国会议员 

拿督斯里山塔拉、砂拉卓国会议员阿里比祖、婆罗洲高原国会议员 

威利及兰瑙国会议员佐纳丹。#

♦ A2、A3、A4、A5、A6、A7、A1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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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不足2年土团11蓝眼议员退出

■■政府宣音搏台
(吉隆坡24日讯）随着土 

著团结党26名国会议员和

11名人民公正党议员退出希 

望联盟，希盟政府在执政不

足2年后因在国会下议院中 

失去多数席位而宣告垮台！

P A K A T A N

HA RAPA N
执政联盟在222个议席的议会 

中原拥有139名议员，其中包括人 

民公正党（5◦席）、民主行动党 

(42席），以及土团党（26席）。

此外，希盟还与沙巴州人民复 

兴党（9席）及民统党（1席）合作 

执政。

然而，随着土团党主席丹斯里 

慕尤丁宣布该党与所有党的国州议 

员退出希盟，再加上遭开除的公正 

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率 

另10名议员离开公正党，在国会组 

成“独立议员群”，这意味着，由 

希盟及其合作伙伴民兴党和民统党 

组成的执政集团现在仅剩102名议 

员，已比执政联邦所需的至少112 

席少了 10席。#

岭随着土著团结党26名国会议员和 

11名人民公正党议员退出希望联盟， 

希盟政府在执政不足2年后因在国会 

下议院中失去多数席位而宣告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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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夫丁 :公开背叛违党立场

蓝眼开除阿兹敏祖莱达

I丨減祕•械泌.f

郑立慷（坐者左起）、賽夫丁、佐哈里和赛胡先阿里在记者会上宣布中央理事会特别会议议决

(八打灵再也24日讯）公正党总秘书 

拿督斯里赛夫丁宣布，公正党中央理事会 

开除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和副 

主席祖莱达党籍，立即生效。

賽夫丁指出，随着两人党籍被革除，

其职位也会一并失效。至于其他参与昨晚 

由阿兹敏阿里召集聚会的人士，党则会要 

求解释信。

阿兹敏派系周日聚集在雪州八打灵再 

也一家酒店，传言是为了要组织新政府。
賽夫丁本周一在公正党中央理事会特 

别会议结束后，在记者会上指出，他们已经 

在特别会议谈论昨晚发生的事宜，并认为此 

事已经是一项公开背叛，有违党的立场。

“有鉴于一些首要人士带领的公开背 

叛，已经导致希盟政府受到冲击，政治、

经济如马币和股市皆受到影响。因此，理 

事会一致议决，开除阿兹敏阿里和祖莱达 

党籍，立即生效。”

谣传首相敦马哈迪将辞去首相职位，
对于安华会否填补职位，賽夫丁表示，这 

不在其回答的范围之内，根据宪法，这是 

国家元首的权力。

他说，阿兹敏阿里和祖莱达可以上诉，然后 

党会评估。賽夫丁说，党已经鉴定在涉及有关事 

件的部分人士，加上里面可能还有帮凶，所以还 

要鉴定，然后要求给予解释信。

“确实涉及不少人，我们会让纪律委员会处 
理。”

对于何以阿兹敏阿里在没有要求解释下，就 

被开除，賽夫丁指出，昨晚阿兹敏阿里发动的事 

件并非一般事情，并举例，过去有一名党员因为

坚持以独立人士参与大选，导致面对自己人打自 

己人的情况，所以党没有要求解释信，而是直接 

采取行动。

询及首相交棒的课题，賽夫丁强调，一切仍 

以希盟早前的共识和议决为主，没有变化。

安华与旺阿兹莎在中央理事会特别会议结束 

后，随即一同前往皇宫觐见国家元首，没有参与 

记者会。因此，记者会由赛夫丁主持。

賽夫丁稍后也解释，安华会见国家元首，早

就在其行程之内，而不是因为昨晚的事件，才去 

觐见元首。

賽夫丁也披露，有鉴于革除阿兹敏阿里和祖 

莱达是重大的决定，因此党亦会和基层解释，以 

安抚基层和缓解现下的情况。
“安华在会议上也督促所有支持者保持冷静， 

同时信任领导有智慧解决问题。”

出席记者会者包括副主席郑立慷、公正党元 

老赛胡先阿里、政治局委员佐哈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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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敏及其派系领袖的入党表格。

下午5时30分：政局动荡，马股全天跌41.14点 

(2.69%)，跌穿 1500 点，收在 1490.06 点。

下午5时45分：传沙砂政党向希盟开条件，欲当造王者。

傍晚6时：沙巴民兴党主席沙菲益表态支持马哈迪担任首相。 

傍晚6时30分：希盟主席理事会原定召开紧急会议，这场会 

议突展延至周二。

晚上7时15分：槟首长曹观友发文告指出，槟州政府盼各造 

尊重民意，也支持敦马继续在希盟担任首相。晚上7时30 

分：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接纳马哈迪的辞呈，并再委任马哈迪 

为看守首相。

晚上8时30分：土著团结党最高理事会将在党总部开会。

晚上9时：数名巫统和伊斯兰党领袖抵达位于吉隆坡太子世贸 

中心的巫统总部，准备进行商讨。

晚上11时：总检察长指过渡首相没任期限制，而且有权委任 

内阁成员。

晚上11时：阿兹敏阵营否认是叛徒，他们只是为了挫败倒马 

哈迪的阴谋。

阿邦佐哈里< 题。

(槟城24日讯）

就算希望联盟政府垮 

台，槟州希盟政权依 

旧稳固，但在中央则 

重新下野。同时，随 

着公正党署理主席阿 

兹敏被开除党籍，一 

旦有槟蓝眼议员随他 

出走，相关议席将在 

槟州宪法第14A条文 

下，宣布悬空。

传希盟政府面临崩 

盘，一些在509全国大选 

时以微差议席执政的州政 

府，或将随着中央重组新 

政府脚步，易权换帅。
槟州希望联盟在509 

全国大选时，4党在全州 

4◦个州议席中斩获37 

席，绝对是强势政府。倘 

若一个排除行动党、公正 

党全国主席拿督斯里安华 
及其派系和诚信党的新中 

央政府成立，槟州政权也 

不会受动摇。

目前，槟州朝野政党 
议席数分别是行动党19 

席、公正党14席、诚信党 

2席、土著团结党2席、

巫统2席和伊斯兰党1 

席。希盟4党以37席的绝 

对优势成为执政党，掌控 

议会三分二优势。

然而’ 一旦疯传的新 槟州议会于2012年通过反跳槽法令，该法令于2013年生效成为槟州宪法第14条文
政府成立，意味着“土团 

党+公正党敏派议员”将 

出走，预料最多也只能带 

走3席，槟州政权不但依 

旧稳如泰山，甚至还能保 

持至少27席的三分二优 

势。#

阿菲夫若随阿兹敏出走

州议席将“交还”人民

阿菲夫一旦随阿兹敏出 

走，或将失去诗布朗再也 

州议席。

敏择

I正党内原准备与阿 

-, - 兹敏共进退的“敏派”

11^- Ptt 人马，却在阿兹敏或选 
J31L H J 择与巫、伊联手局势发

眼选 展下，暂时选择不退

消息人士指出，拥 

护阿兹敏的基层，大部 

分是自上世纪1999年烈 

yjfT 火莫熄运动时代，便为 
Z|、反国阵尤其巫统而加入 

I 蓝眼。公正党分裂，源

yV llx 自党主席安华“忘了” 

__. 革命伙伴，重用已淡出

kr~iJ的副主席拉菲兹。

—J “但我们的想法，是

迫不得已下随阿兹敏出 

走，是另组新党或转投他党也好，但留守 

希盟以推动新政。”

他坦言，许多基层对于联手巫、伊组 

后门政府，感到抗拒，目前只能沉默以保 

持观望，胥视事件进一步发展。

“所以我们相信，一些议员也理解这样 

出走，或会失去正当性，无法面对选民， 
不会轻举妄动。” #

兹敏被开除党后，倘若及其派 
系人马跟随出走、加入民政 

党，作为阿兹敏忠实支持者的槟州 

行政议员阿菲夫料将退党，却碍于 

州宪法限制而带不走诗布朗再也州 

议席，要将议席“拱手交还”人民。

公正党总秘书拿督斯里赛夫丁 

纳苏丁已证实，开除阿兹敏和副主 

席祖莱达党籍。

来自槟州公正党消息声称，周 

曰是场疑似“政变”事发突然，阿兹 

敏在槟州多名亲信，也是于周曰下 

午方才获得指示，紧急赶赴吉隆坡 

待命。目前，槟蓝眼内各派人马均按 

兵不动，悉数保持观望。

“就连敏派人马也无法反应，因 

为这变化不似预期。我们预测，一旦 

事成（新政府），会跟着出走的或只 

有阿菲夫，但他或许也做不出，因为 

他将失去议席。”

他解释，槟州议会已于2012年 

11月通过反跳槽法令，是项法令已 

于2013年2月15正式生效，成为槟 

州宪法第14A条文。

他说，在上述法令下，任何议员

一旦退党或跳槽，或独立人士加入 

政党，其议席均将悬空，进行补选。

“当然，这在当时一直被视为与 

联邦宪法有所抵触，但至今没有发 

生过有人跳槽，然后作出挑战的先 

例。可是，它肯定已是生效的州宪 

法。”

因此，他估计，槟州的敏派议员 

中或只有色彩过份强烈的阿菲夫， 

或会选择放手一搏，出走以向阿兹 
敏明其志，其他议员不一定会敢冒 

失去议席风险，随敏派出走。

“实际上，阿菲夫也可说别无选 

择，走到这步阿兹敏不出走相信也 

被开除党籍，倾巢之下无覆完卵，相 

信他也逃不过被开除命运。”
另外，槟州议员中也有人是以 

全国副主席蔡添强马首是瞻，目前 

蔡添强也动向未明，所有议员均在 

观察事态发展。

民政党全国主席刘华才证实将 

于周一的紧急会议中，其中一项讨 

论便是阿兹敏与其派系人马，或加 

入民政党。#

土团党直落巴巷州议员祖 

基菲也将下野。

随着土团党宣布退出希 

盟后，槟土团党柏淡州 

议员卡立梅达也成了反 

对党议员。

惊心动魄24小时!
2月23日：传出希盟政府可能垮台的消息，但是未有正式宣 

布。

2月24日早上9时：公正党通讯主任法米发表文告称，有关 

希盟政府地位的各种谣言和假设广传。

早上9时10分：副首相兼公正党顾问主席旺阿兹莎发文指， 

人们可以策谋各种事务，但上天会有安排。
早上9时30分：前首相纳吉在脸书专页上否认联署挺马哈 

迪0

早上10时30分：公正党主席安华、副首相旺阿兹莎以及财 

政部长林冠英则乘车离开首相办公室，据悉前往敦马住家。 

♦早上10时35分：卫生部长祖基菲里如常出席部门活动，并 

促请民众等待元首决定。

♦早上10点50分：民政党将在下午针对阿兹敏入党的事宜进行 

商讨。
中午12时：公正党中央开会。

〇

〇

中午12时：行动党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

中午12时30分：大马政局动荡，马股半天泻近40点。

中午12时55分：砂首长阿邦佐哈里将在周二召开“特别记者

下午1时10分：安华与旺阿兹莎抵达公正党总部。

下午1时30分：传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正觐见雪州苏丹沙拉弗 

丁。

下午2时：公正党指出，已开除阿兹敏及祖莱达。

下午2时10分：土著团结党主席慕尤丁宣布该党退出希盟。 

下午2时25分：首相办公室证实马哈迪辞首相职。

下午2时40分：安华及旺阿兹莎分别抵达国家王宫，觐见国 

家元首。
下午2时45分：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偕同1◦名该党国 

会议员，宣布集体退党及退出希盟，并将在国会组成“独立议 
员集团” （blok bebas)。

下午3时15分：马哈迪辞去土团党总裁职位。下午4时:希盟 

政府地位成疑之后，或有看守政府的设立，总检察署将公布看 

守政府的详情。
下午4时10分：公正党主席安华表示，目前希盟并没掌握足 

够的议席来组成新政府，首相敦马刚辞职，他即将觐见元首， 

之后再看看。

下午4时30分：继诚信党宣布支持敦马后，民主行动党秘书 

长林冠英也宣布，将于周一晚的希望联盟主席理事会上，提名 

敦马继续任相。

下午4时40分：甫辞去相位的马哈迪抵达国家王宫，就其辞 

职及目前的国家政局觐见国家元首。
下午5时：民政党主席刘华才透露，目前该党并没有接获阿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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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冠英:“叛徒”急着另起炉灶

_驪未5解
(吉隆坡24日讯）希望联盟未瓦解！ 林冠英在行动党领袖陪同下，讲解我国的政局变化。

尽管土著团结党宣布退出希盟，但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强调，希盟并 

未瓦解，惟他未做更多解释。

他在回应土团党退出希盟，是否意 

味着希盟正式瓦解时，仅表示：“希盟 

没有解散，但我在这边是回答行动党课 

题。”

他说，希盟的未来动向，于周一晚 

在公正党总部召开的党主席理事会紧急 

会议做讨论。

指敦马不想加入游戏
马来西亚上演权力游戏，惟行动党 

秘书长林冠英指：“敦马根本不想加入 

这场权力游戏！”

林冠英揭露，其实马哈迪根本不想 

加入这场权力游戏（game of

throne)，而是公正党“叛徒”等不及 

了，才决定擅自与巫统合作另组政府。

他说，这两天发生的一连串政治事 
件，并非由马哈迪引起，导火线更不是 

周五（21曰）晚的希盟党主席理事会 

议0

“会发生这些事，不仅仅是土团 

党，而是公正党内部有些8叛徒’等不 

及了，他们才会决定与反对党合作，另 

组‘后门政府’。”

另一方面，林冠英也解释，他周一 

中午到行动党总部，向媒体指“会面很 

激动”，其实就是他听闻马哈迪欲辞职 

后，感到非常激动。

“当马哈迪跟你说要辞职，难道你 

不激动吗？” #

L希盟党主席理事会 

将提名敦马续任相j
望联盟党主席理事会 

于周一晚召开，民主 

行动党将提名敦马哈迪继续 

担任首相。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表 

示，该党全力支持马哈迪继 

续担任我国首相，以履行和 

兑现〈〈希盟宣言》。

他周一在会晤党中委、 

国州议员后，召开新闻发布 

会，谴责人民公正党前署理 

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等 

人背信弃义。

“一些希盟领袖及国会 

议员背信弃义，企图要成立

由巫统、伊斯兰党、马华、 

国大党及一些土团党，还有 
拿督斯里阿兹敏带领的公正 

党叛徒，组成8国民联盟’ 

后门政府，取代原有民主选 

出的希盟政府。”

“如此的政治操纵已经 

影响了政府要改善大马经

济，及大马人福祉所作出的 

努力。”

林冠英也表示，行动党 

将于周一晚召开的希盟党主 

席理事会紧急会议上，提名 

马哈迪继续担任马来西亚首 

相，以履行和兑现希盟大选 

宣言中的承诺。#

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揭 
敦马哈迪“裸辞”原 

因，原来马哈迪乃捍卫原 

贝|J，选择辞职！

林冠英透露，他周一上 
午与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兹 

莎、人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 
里安华及国家诚信党主席莫 

哈末沙布会晤马哈迪时，马 

哈迪表达了拒绝与巫统合作 

的意愿。

“我今天上午在敦马的 

私邸中见过他，当他告诉我 

他打算辞职时，我感到十分 

惊讶。”

“敦马辞职，是因为他 

不想与巫统合作。”
他引述马哈迪的谈话，希盟曾在2018 

年全国大选中，通过彼此的努力拉倒巫 

统，并取得成功。

“因此，马哈迪说‘我怎么可能还会 

和巫统合作？’。”

林冠英表示，行动党赞扬马哈迪拒绝 

与巫统合作的立场，而这也是我国首次有 

首相为了捍卫原则，而选择辞职。

“巫统领导人涉及贪腐行为并且治理 

不当，导致马来西亚被标签为‘最严重的 

全球盗窃统治’国家。”

“这种拒绝贪污腐败的巫统之坚定原 

则和立场，应该获得全民的支持。” #

拒敦
绝马
与辞
巫职
统捍
合原
作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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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bungan Parti Sarawak

砂拉越政党联盟(GPS)18席是敦马铁票？

(槟城24日讯）国民联盟新政府是否出 

现，东马沙砂二州举足轻重！

老神在在的首相敦马哈迪宣布辞去首相 

一职，进一步激起大马政坛变天千层浪的序 

幕，在这段紧绷的时刻，东马沙砂二州的国 

会议员的角色将产生莫大的影响。

敦马去函国家元首辞去首相职，土团党主席丹斯里慕尤丁宣 

布土团退出希盟，公正党一致通过开除署理主席拿督阿兹敏及妇 

女组主席拿督祖莱达，在在的显示大马政界的权力斗争已进入白 

热化阶段。

表面上看来不打无把握之战的敦马已拥有足够的支持票，土 

团虽然只有26个国会议员，但是加上巫统的38席、伊斯兰党的 

18席、国大党1席、马华2席、公正党阿兹敏派14席就有99 

席、撇开可能靠拢的希盟成员党国会议员不说，现阶段已有至少 

99席。

分崩离析的希盟将剩下公正党36席(扣除阿兹敏派）、行动党 

42席、诚信党11席，目前是89席。

在这种鹬蚌相争的局面下，东马砂沙二州大小党团的动向将 

牵一发而动全身，当中砂拉越政党联盟(GPS)就占了 18席，计土 

保党13席、砂人民党2、人联党1、民进党2 ;沙巴方面，以首 

长沙菲益阿达为首的复兴党(warisan)占了 9席、砂团结党1席，其 

他尚有沙巴团结联盟3席(沙团结党1、沙民党1、立新党1)、沙 

巴民统党1席，此外独立人士1席。

之前砂沙二州已表明将支持敦马为主的政府，这一次敦马的回 

马枪是否获得对方的立马支持值得玩味，毕竟这30个席位足以左右 

一切0

当敦马辞去首相职，土团退出希望联盟，意味着我国政坛当前 

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只要大部分国会议员手中的一票表明支持敦 

马，他将华丽转身成为新一任的首相。

苦命“候任首相”安华是否省油的灯，是否能挽狂澜于既倒，就 

看他能否有回天之术，更关键的是能否令东马的力量给力予他。

当西马的两大阵营各有立场的时刻，东马阵线将出现不容忽视 

的力量，任何一个转身都将产生极大的杀伤力，未来几天，这场世纪 

博弈备受举国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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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公开叛党须受对付

顏碰阿纖祖莱达
(八打灵再也24日讯）公正党中央理事会会议今曰 

议决开除该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及副主席 

祖莱达的党籍，即日生效。

公正党总秘书拿督斯里赛弗丁指出，两人在周曰 

的举动被视为公开叛党，动摇希盟政府的稳定，因此 

受到严厉对付。

公正党总秘书赛弗丁指责阿兹敏阿里及祖莱达叛党，动摇希盟政府稳 

定。

弗丁今日在记者会 

上说，此事对国家 

经济和政治产生了影响，正如 

我们今天所看到股汇双跌。

“因此我们今日一致同意 

阿兹敏阿里及祖莱达被开除党 

籍。”

他补充说，两人可针对此 

事向该党纪律局提出上诉。

“我们也将向数名领袖发 

出要求解释信，要求他们说明

是否涉及这件最新的叛党事 

件。”

惟，该党中央理事会今日 

没有讨论填补阿兹敏阿里及祖 

莱达被开除后，悬空的党职。

阿兹敏及其派系、巫统、 

伊斯兰党、马华及国大党多名 

国会议员及领袖昨晚在灵市喜 

来登酒店“小聚” 2小时后， 

于9时40分开始陆续离开会 

场，没有作出任何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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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阿兹敏划清界线

雪大臣效忠公正党
(八打灵再也24日讯）《南洋

商报》探悉，雪州大臣拿督斯 

里阿米鲁丁今早在官邸召见公 

正党州议员，声明不会背叛公 

正党，更与该党署理主席拿督 

斯里阿兹敏及其亲信鹅麦州议 

员希尔曼划清界线。

大臣也表示，他将觐见雪 

州苏丹殿下，表明州内政权稳 

定。

随着昨日传出我国政坛或 

变天的消息，雪州大臣阿米鲁 

丁今早召见了州内公正党州议 

员，紧急讨论此事及汇报最新 

动向。

雪州共有21名公正党州议 

员，其中12人属于阿兹敏派 

系，另9人属于安华派系消 

息告诉本报，基于一些州议员 

仍在休假或有要事在身，只有 

约10余名公正党州议员出 

席

消息说，阿米鲁丁在会上 

表明与希盟站在同一阵线，除 

了表明和阿兹敏及希尔曼划清 

界线，也会尽快觐见雪州苏丹 

殿下表达州内政权稳定。

在场部分议员也表明不会 

背叛公正党及必须遵守希盟的 

共识，接下来任何突发，都将 

依据希盟的共识作出决定。

消息也透露，阿米鲁丁召 

见雪州公正党州议员前，已先 

会会晤了希盟成员党的州领袖 

讨论或变天的事，基于希盟中 

央领导动向未明确，雪州希盟 

静观其变，一切会遵循希盟中 

央领袖的决定。

另外，据一般预测，即使 

中央政权有变动，希盟仍能稳 

住雪州政权。

雪州共有56名州议员，其 

中33人包拈9名公正党州议 

员、16名行动党州议员和国家 

诚信党的8名州议员宵支持安 

华阵营；至于阿兹敏派系则获 

得23名州议员支持，包括国 

阵5人、伊斯兰党1人及土著 

团结党5人。

潘丽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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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在行动 

中，向业者 

说明违法的 

条例和程 

序。

莎423幼儿园托儿所

林立住宅区居民不满

(莎阿南24日讯）先斩后奏，莎阿南非法幼儿园及 

托儿所如雨后春笋林立引来不满，莎阿南市政厅今 

派员前往实达阿南新区展开取缔行动，并警告业者 

务必遵守管制条规，否则将被起诉上庭，最高罚款 

为50万令吉或监禁不超过2年。

有关取缔行动也获其他单位配合，包括教育 

部、福利部、消防局及宗教局等，主要检查业者是 

否拥有合法营业准证、依据福利部作业条例及消拯 

局的逃生要求。

R行动主要到访实 

达阿南2个新发展

||；11

实达阿南出现多家非法经营的幼儿园，引起附近邻居不满和投诉

生业
横者
幅未

区，即实达柏迈（Selia 

Permai)和实达英比安（Setia 

Impian )突击检查5所幼儿园 

及托儿所，官员在不影响幼教 

上课的情况向负责人索取营业 

执照和了解教学课程等。

当局也向没有遵守条规的 

业者发出警告信，限期30天 

内完成合法申请程序。

违规幼儿园

接警告信月内申请准证
今日遭突击检查的幼儿园 告信以在30天内提出申请。 

若没遵守条例，业者会接获警 “倘若业者没有遵守指

示，我们可以援引1976年城 

乡规划条例第172条文起诉对 

方，业者将在同一条例的26 

(1)条文中，面对最高50万 

令吉罚款或少于2年监禁，或 

两者兼施。”

哈丽丝说，此外，非法经

营者被法庭判决后，也将每天 

面对5000令吉的罚款。

“今日行动也发现业者没 

有遵守地方政府的广告条例， 

未申请准证就随意悬挂招生广 

告，所以执法人员也拆除这些 

广告。”

271家没准证营运
莎阿南规划小组官员哈莉丝说，市政 

厅接获多宗居民投诉住宅区非法幼儿园或 

托儿所林立，考量到儿童安全问题，特别 

展开检查行动以免问题恶化。

她说，目前，莎阿南全市共有423家 

幼儿园或托儿所在花园住宅区营业，其 

中，只有152家属于合法经营，其余多达 ■ V..

271家则是在没获住家作为商业用途使用 

证的情况下营运。

“根据了解，很多业者为抢生意，就 ■

算尚未获和完整营业准证之际，便赶在年

头开学前营业招生意，当中新发展区如实莎阿南规划小组官 

达阿南，就成为最多非法幼儿园及托儿所员哈莉丝 

林立的地区。”

询及地方政府设立幼儿园或托儿所的规划时，哈莉丝说，根 

据过去规定，幼儿园设立是以200个住家单位为计算基准，惟较 

后W需求大增，地方政府才开放比住家开设幼儿园或托儿所。

“我们只允许业者利用角落单位经营，而且不得处于封闭式 

的路段，避免对邻里造成交通堵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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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24日讯）尽管加影 

巴刹已经陈旧，但加影市 

议会没计划重建该巴刹， 

此外今年也不会装修和翻 

新。

加影市议会副主席纳 

姆丁说，重建加影巴刹不 

容易，不像搬家，因为重 

建巴刹期间要安顿小贩是 

不简单的事。

今年不翻新

加影巴刹不重建
■议会暂时没计划重建加影巴刹， 

l"P也没有新的地段要搬迁该巴刹。”

他说，加影巴刹坐落加影市区，这是很复 

杂的，巴刹应避免坐落市中心，也不宜太靠近 

住宅区，闪为有巴刹的地方就会引来狗和老鼠 

等动物。

他今R为加影巴刹大扫除活动主持开幕后 

受询时这么说。

他说，为了消费者光顾巴刹时感到舒服， 

有必要把巴刹打扫干净，因此，市议会规定辖 

区的巴刹在^年内必须大扫除24次。

他指出，加影巴刹每月都会进行两次的大 

扫除，每月大扫除，不代表该巴刹特别肮脏， 

而这只是例常的清洁活动。

纳姆丁（左二）为加影巴刹大扫除主持开幕，左起依祖丁、李仁英、李国良及海 

祖。

市会去年收4.4万公斤回锅油

巴刹滋生黑斑蚊 

乌冷县病例严重
纳姆丁 

说，巴刹也 

是黑斑蚊滋 

生的温床，

乌鲁冷岳县 

的黑斑蚊病 

例严重，排 

名雪州第 

4，截至2月 

5日的第8 

周，共有 

2188 宗。

他说，

人民关注新 

型冠状肺炎 

的同时，更 

应关注骨痛热症的肆虐|

出席者包括加影市议员李仁英，市议会固体废料和公共清洁 

卫生主任依祖丁，市议会产业估价组主任海祖，加影巴刹小贩公 

会主席李国良等。

在巴刹外面摆卖的非法小贩影响巴刹小贩的生

竟。

纳姆丁说，通过代理，市 

议会去年共收回4万4813.69 

公斤的回锅油，小贩每卖1公 

斤的回锅油就可获得1令吉。

他说，有的小贩没把回锅 

油卖给市议会的代理，相信去 

年回收到的油不只这数量。

他说，市议会鼓励小贩把 

回锅油卖给代理商，不要把油 

倒人沟渠。把回锅油或润滑油 

倒人沟渠，将破坏环境，对植 

物、动物和生物构成威胁。

另外他说，小贩代表投诉

指加影巴刹出现不少非法小 

贩，尤其是星期六和R，非法 

小贩以外劳为主，市议会将采 

取执法行动。

他说，非法小贩在星期六 

和R摆卖，主要是执法人员在 

当天没上班，他们就利用此机 

会，在巴刹外面摆卖的非法小 

贩将影响巴刹小贩的生意。

李国良说，在巴刹外面摆 

卖的非法小贩有20多档，他 

们把摊档摆在路上、泊车位或 

摩托车停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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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亮度提高安全

美巴路修树加强监督
(蒲种24日讯）梳邦再也市议会园艺组将派员到早前 同时，沙登警区希望雪州政府尽快落实城市安全 

发生中国籍女子遭割喉死亡的蒲种再也市中心美巴路计划，以便在蒲种再也区7个建议策略地点，包括美 

修剪树木，以提高当地的亮度，加强晚间的安全。 巴路装上闭路电视，加强监督罪案。

梳
邦再也市议员叶国荣 

针对该地于上周四 

(19 R )晚发生女郎割喉命案 

一事，今FI特联络市议会园艺 

组及工程，到场查看环境及建 

设，沙登警区防范罪案及社区 

安全主彭兴泉随同。

入夜寂静黑暗

叶国荣表示，据观察及检 

查，该与蒲种101广场毗连商 

业区，共有15支街灯，符合 

规划需求，而每支街灯都有操 

作，惟据当地商民回应，当地 

不兴旺，晚间也非常寂静，包 

括茂盛树木遮掩了街灯的亮 

度。

“该商业区之前没收停车 

费，不少要到广场工作者为了 

省饯，把车停放在这里，商家

因停车位被占用，客人流失而 

不满，所以市议会在2017年 

开始征收停车费，但晚上还是 

有人为了省停车费，选择把车 

停放在商业区。”

据观察及当地业者谈话， 

当地许多店铺丢空或只充作办 

公楼，业者一般傍晚时分结束 

营业，晚上8时后，面向湖的 

美巴3路特别寂静及黑暗。

该路只有一家酒店及沙爹 

店开到较晚至11时左右，由 

于该路非常静及黑暗，常有行 

人被打抢、车子的贵重物品被 

偷或店铺被撬门等，惟不知道 

事主是否有报案。

“当地也有不少‘ M 
鬼’，无论如何，因很多民众 

为了省停车费，所以晚上依旧 

有不少车辆到来停放。”

彭兴泉劝请女性

勿为省钱置身险境
彭兴泉指出，美巴路在蒲 

种再也是最低罪案率一'区，但 

他劝请女性勿为了省钱，于夜 

间把车停放在寂静地方，让犯 

罪者有机可乘。

他说，警方数据显示，去 

年从101广场至特易购霸市一 

带，共接获了 9宗街边抢劫案

投诉、商店破门行窃4 

通失窃10宗

宗、交

轿车被破4宗

及攫夺14宗

“今年1月份有2宗街边

抢劫、2宗商店破门行窃、2 

宗车辆被破及4宗攫夺。相较 

蒲种再也地区，该区罪案不严 

重。”

他不否认许多罪案发生是 

人为疏忽所致，包括美巴路有 

多宗摩托车失窃案是因为骑十 

大意所致，没有关好锁或是锁 

头，有的锁匙还插在启动处。

他说，雪州警察总部去年 

尾有和州政府讨论了安全的课 

题，沙登警区也提出建议，要

叶国荣（左起）、彭康贤、彭兴泉及阿芝丽娜查看女死者遇害地 

点，该位置的街灯被一些树木遮掩了亮度。

在蒲种再也及史里货邦安安装 

7及5个闭路电视，其中一个 

策略地点就是美巴路，但不清 

楚为何相关计划还没有落实。

他赞扬梳邦再也市议会的 

闭路电视在监控交通之余，也 

为警方提供优质画面监督罪 

案。

美巴路商业性质以办公楼占多数，业者一般在傍晚结束营业，晚 

上该区特别寂静及环境幽暗。

叶国荣：跟进美巴路装电眼
叶国荣指出，梳邦再也市 

议会辖区内目前有100个闭路 

电视，将在科技资讯委员会跟 

进美巴路安装闭路电视一事。

他说，市议F丨闭路电视主 

要监督交通管制、小贩中心或

一些商业区的银行街，也有部 

分属于流动闭路电视，作为监 

督非法垃圾堆用途-

针对彭兴泉提及的州政府 

建议，叶国荣表示会向市议会 

跟进。

美巴路靠近丨0丨广场，不少人为了省泊车费，选择把车停在旁业 

区。

砍掉可惜

修剪遮路灯树桠
梳邦再也市议会园艺组主 

任阿芝丽娜说，美巴路种的树 

尚未成艮，比人觉得遮掩了街 

灯，但若砍树是很可惜的。

她说，再多5年，当树再 

K:大时就不会再有遮掩了街灯

的问题。无论如何，该组下月 

会派员修剪，以免枝桠遮掩了 

街灯的亮度。

出席者有金銮州议员选区 

事务主任彭康贤及市议员黄小 

真助理郭建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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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努丁（前排左二）宣布森美兰州政府如常运作，并获得其 

他19名州议员的信任与支持。

槟政权没动摇
(槟城24日讯）土著[才丨结党

虽宣布正式退出希望联盟，但 

无法动摇槟州政权。

即使土W党过后与公正党 

的拿督斯里阿兹敏派系，以及 

巫统及伊斯兰党组织新的联盟 

并掌控中央政权，槟州政府仍 

不会受影响，W为民主行动党 

在槟城的40个议席中，拥有 

19席的绝大强势。

在槟城，公正党有14 

席、土团党2席、巫统2席、 

诚信党2席，以及伊斯兰党1 

席，无论如何，一旦变回反对

党州，槟州政府阵容还是会出 

现一些小更动。

这是N为3名支持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的公正党州议员 

会，相信加人新的联盟。

根据《星报》，这3名公 

正党槟州议员为诗布朗再也的 

阿菲夫医生、双溪峑甲的阿马 

毕巴医生，以及马章武莫的李 

凯伦《当中阿菲夫与阿马中巴 

拥有官职，阿菲夫是州行政议 

员，阿马毕巴则是副议长，一 

旦他们加人新的联盟，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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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希盟政权稳固
(巴生24日讯）人民公正党

内部分裂及土著团结党宣布 

退出希盟的演变，被指不会 

动摇雪州希盟的州政权。

《南洋商报》探悉，雪州 

希盟政权仍然稳固，希盟二 

盟党即雪州公正党、行动党 

及诚信党主席，也将于明旱 

觐见雪州苏丹殿下，以表达 

遵守民选意愿，继续执政和 

服务至下届大选为止。

雪州有56个州议席，公 

正党原有21席，民主行动党 

16席、国家诚信党8席、巫 

统5席、土著团结党5席及 

伊斯兰党1席。随着公正党 

前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 

宣布退党成为独立人士，公 

正党目前拥20席。

阿兹敏曾任雪州大臣，雪 

州也一直是他的强区，除了 

木身的国际山庄州议席，其 

他11个州席包括大臣阿米鲁 

丁的双溪杜亚、鹅麦士蒂 

亚、南巴再也、加影、武吉 

兰樟、巴生港口、巴也惹拉 

斯、武吉美拉华蒂、十文 

达、丹绒士拔及斯里士蒂亚

州席，都属于他的阵营。

另9个州议席包拈柏马 

登、依约、万挠、峑都知 

甲、哥打胡姬、奇打内沙 

罗、美丹花园、圣淘沙、双 

溪甘迪斯，则属于安华阵 

营0

不过，消息向本报透露， 

阿兹敏和10名国会议员同僚 

宣布退出公正党后，也未真 

正获得大部分同一派系的雪

州公正党同僚支持。

尤其是随着大臣阿米鲁丁 

今早召见公正党州议员及表 

明立场后，不排除或有属于 

阿兹敏派系的议员转换阵 

营，改投安华派系。

“ W此，即使4名土团党 

州议员退党，加上其他反对 

党议席，仍无法组成新联盟 

的雪州政府，雪州希盟仍持 

有33个州议席的稳定票数， 

希盟政权不会动摇。”

消息也表示，在雪州，巫 

统和伊党的势力不强，两者 

只占6席，也是雪州政权相

依
占
哈
欣

觐
见
*=!=■

5
苏
丹

对稳定的另一原因。

“即使加上土团党及阿兹 

敏派系的州席，也未达执政 

的多数议席，更何况阿兹敏 

派系也可能会动摇。”

料获逾40州议员支持
雪州诚信党主席兼行政 

议员依占哈欣接受本报访问 

时说，雪州希盟领袖今午会 

商，预料会获得逾40名州议 

员的支持，以便继续执政雪 

州。

他说，会议上，二党雪 

州主席包拈领导雪州公正党

的阿米鲁丁、行动党雪州主 

席哥宾星及他本身，同意严 

守选民在大选的意愿，以便 

维持现有领导执政班底，直 

至下一届大选到来。

3人将觐见雪苏丹

他也表zk 3人将于明早

觐见雪州苏丹。

“土团党雪州主席拿督阿 

都拉锡今午受邀赴会，他表 

示会等待该党中央的最终指 

示。”

另外，木报记者联络上 

阿都拉锡时，他以开会为 

由，要求之后再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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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袓莱达晤敦马
(沙登24日讯）遭公正党开

除的原任署理主席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和原任副主席祖 

莱达，齐齐来到首相私邸， 

与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会面。

他们分別乘坐各自的官

车，于下午2时43分抵达首 

相私邸。

据了解，有数辆官车同 

时抵达，惟无法确认车内人 

士身分。

Page 1 of 1

25 Feb 2020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al • Audience : 27,667 • Page: A23
Printed Size: 222.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792.45 • Item ID: MY0038826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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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立沙末：内阁会议有答案

敦马组新政府是传闻
(布城24日讯）诚信党宣传主

任卡立沙末小'认为首相敦马哈 

迪医生会组织新政府，并相信 

接下来星期三召开内阁会议自 

有分晓。

“我认为这只是传闻（指 

马哈迪组织新政府），并不会 

真实发生。毕竟马哈迪已是首 

相，没有必要牵涉这场风波。

“周三将召开内阁会议， 

我们且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we will see whaL happens) °

卡立也是联邦直辖区部 

长，他今日出席布城国际热气 

球嘉年华记者会时这么说。

他说，现在很清楚的情况 

是马哈迪没有去国家王宫，同 

时也没出席昨晚指在八打灵再 

也喜来登洒店与十数名政治领 

袖一•起，宣布换政府。

我国政局风起云涌，盛传 

首相敦马哈迪医生有意组织新 

政府，6个倾向马哈迪的党派 

领袖觐见国家元首，却无法宣

布成立后门政府，卡立认为， 

挑事者被视为已失败。

卡立说，除非马哈迪确实 

牵涉在内，否则后门政府无法 

成i ^然而在上周的希盟最局 

中央理事会，盟党之间皆达致 

共识，都同意他任相至交棒为 

止。

希盟挺敦马续任相

他说，希盟盟党成员都企 

力支持马哈迪继续任相，直至 

交给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 

华，马哈迪没有必要做出组织 

新政府的举动，而丨丨:他自己饱 

受指责。

丨< 立也说，雪州在2014 

及2015年亦曾发生类似政治 

变天事故，当年来自在野党及 

数名公正党州议员签署法定声 

明（SD)要求撤换雪州大臣， 

一切待星期三召开内阁会议 

后，自有分晓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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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盟政府崩朝柔州或将出现悬色议图 
日:太选确定热;

离希胜利的情'景

徜现政治腎蛙|
箱91雉守柔政极

新山24日讯|希望联盟政府_ 

& 旦崩盘，不但影响中央政权，柔州

U ■丨丨■希盟政府虽然拥有绝对多数议席， 

惟随著土著团结党宣布退出希盟，一旦该党转而与巫统 

及伊斯兰党合作，将令柔州立法议会成为悬峙议会！

根据201 8年第1 4届全国大 

选结果，希盟在柔佛州56个州议 

席中，共赢得36州席；其中，民 

主行动党共赢得14席、国家诚信 

党9席、土团党8席及公正党5席， 

取得多数议席，首次实现政权轮 

替。

在国阵方面，巫统则赢得17 

席、国大党2席，和谐阵线伊斯兰 

党获1席。大选之后，3名巫统州 

议员跳槽至土著团结党，令土团 

党席位增至11席。

受访政治评论员认为，目前 

柔州政府可能未达致解散重选的 

地步，只要公正党或诚信党阵营 

出现政治青蛙，希盟难以守住柔 

州，促成政变局面。

政治评论员潘永强接受《东 

方曰报》访问直言，柔州或将出 

现悬峙议会的局面，是建立在公 

正党及诚信党无人跳巢的情况。

「然而，柔公正党5名议员 

中，并非所有人都是安华派系， 

因此一旦有人跳巢，将促成柔州 

政府翻盘。」

尽管柔州巫统主席拿督哈 

斯尼声明，不会支持「后门政 

府』，并指政变必须跟据宪制规 

定进行，惟潘永强直言，这些言 

辞都不可尽信。

「现在问题是，无论中央 

或州层级，新政府如果排除行动 

党，将缺乏实质的华裔与印裔代 

表，在马来西亚政治上，既不符

双方议席数目相同

如今土团党宣布退出希盟， 

希盟在柔州议席减至28席，_ 

旦柔州土团党与国阵及伊党联盟 

组成新联盟，意即该阵营席位也 

达28席，与公正党、行动党及国 

家诚信党组成的阵营议席数目相 

同0

合权力分配模式，也缺乏政治正 

当性，即使筹组成功，在往后的 

大选也会面对考验，对大马未来 

的族群关系也有负面影响。」

为此，他预测，按照当年伊 

党退出民联后，伊党也维持留在 

雪州政府的历史，所以本次如果 

柔州政府一旦变天，也可能上演 

相同戏码，就看行动党采取怎样 

的策略。

潘永强也表示，在大马宪 

政制度之下「头过身就过J的 

惯例，一旦任何一方取得过半优 

势，将促成政治变天，大臣可能 

保留由土团党出任，行动党及诚 

信党退出。

火箭伊党难共存

^州嘗峙议習预测

[希盟]

1阵营1

®民$行动党

席位 

14 |

®人民公正党 5

国家诚信党 9

总数 28 |

©土著团结党 11 ：

變巫统 14

〇伊斯兰党 1 |

©国大党 2

总数 28 |

2018年柔州选举成绩

mmmmm
|阵营|

@土<团结党

席位

(J)民主行动党 14

念人民公正党 5

国家诚信党 9

总数 *39

amiiiwisimimm

|阵营| 

巫统

|席位| 

14

•国大党 2

ci)伊斯兰党 1

总数 17

(其中3席来自巫统州议员跳槽)

潘永弓虽®政治评论员 刘惟诚®政治评论员

另一名政治评论员刘惟成受 

访时则表示，依照目前形式，有 

伊党在内的新联盟，行动党不会 

与之合作，继公正党署理主席拿 

督斯里阿兹敏被开除后，相信柔 

公正党也不会公然与有他存在的 

新联盟共事。

「因此，目前最暧昧的可以 

说是诚信党。若出现政治变天， 

我会选择相信跳巢的州议员来自 

公正党，毕竟该党已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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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双：站稳为国做事立场
吉隆坡24日讯|在经历一

天的政治风云变幻后，妇女、 

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 

双称，当政治领袖和议员站稳 

为国家做正确事情的立场，情 

况就会有不同。

杨巧双今日在面子书发文 

说，自从被任命为妇女、家庭 

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以来，每 

天都去上班努力工作，好像24 

小时都不够用，以改革体制和 

改善政策。

「因为我们必须用尽力量 

和时间，来向人们交代。因此 

即使周末在泗岩沫选区，我们 

也孜孜不倦工作，我们不视人

民授予的委托为理所当然。」 

「当我结束一天的工作 

时，已没有时间来密谋大计， 

或发布不必要的社交媒体贴 

文，来搅乱首相交接事宜（每 

个政党都存在这样的人）。」 

「即使有时间，我也不 

会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我 

们受到法律、时间、政治的限 

制，但全能者却不受限制。清 

洁双手和干净的良心，至关重 

要0 J:

「我们也许活得不够长

命，无法看到我们今天所做出 

的决定带来的后果，但我们的 

子孙后代会看到。」

「我希望能够昂头挺胸 

地走在大街上，购物中心和 

早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次又一次与人民站在一起的原 

因°」

「对于那些认为2018年 

变天像是在公园里散步的人来 

说，应该对我们所面临的阻力 

有一"t'了解，对于治理国家， 

我们还在战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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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若变天剩林秀凌1华裔代表 
马六甲24日讯|随著希盟

政权摇摇欲坠，一旦新政府重 

组后，甲希盟政府极大可能会变 

天，来自公正党的马接再也州议 

员拿督林秀凌或成为新政府的唯 

一华裔代表。

马六甲州共有28个州议席， 

第14届大选中，甲州希盟以15对 

国阵13的简单多议席执政。

根据第14届大选成绩，甲希 

盟胜出的1 5个州议席分别为行动 

党8席、公正党3席、土著团结党 

2席及诚信党2席，而13名国阵州 

议员皆为巫统议员。若土团党两 

名州议员拿督拉菲克及拿督诺阿 

芬迪与13名巫统州议员联手，则 

可以15对13的简单多数票执政。

至于公正党3名州议员方面， 

其中文庙州议员拿督贾拉尼及林 

秀凌则倾向被公正党开除的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的阵营，两人至 

今仍动向不明，该党甲州署理主 

席拿督魏世德则亲公正党主席拿 

督斯里安华阵营。若林秀凌及贾 

拉尼，与土著团结党及巫统议员 

联手组成「新联盟j ’甲州新联 

盟则将以17对11多数议席执政。

若魏世德没有倾向新联盟政 

府，林秀凌或将是新政府中唯一 

华裔及女性代表。不过，林秀凌 

今早表明会支持阿德里领导的希 

盟政府，因此其动向不明。

甲州去年10月传出「后门政 

府」及向首长阿德里投不信任票 

传言，惟相信是首长人选无法达 

成协议而陷入僵局。若新联盟组 

成新政府，必须先解决首长人选 

的课题，13名巫统州议员不会轻 

易把首长席位让给只有两席的土 

著团结党，这是新政府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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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巴生24日讯|被视

为阿兹敏阿里大本营的雪州，据 

观察有超过半数的公正党州议员 

归属阿兹敏派系，但为了捍卫稳 

定的政局，也不排除有者或考虑 

转投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的 

阵营。

其中，雪州大臣兼双溪杜 

雅州议员拿督斯里阿米鲁丁的动 

向，最为关注，如果选择与阿兹 

敏并肩同行，那阿米鲁丁就不再

正党的稳定。

「我们无法揣测他（大臣） 

的意思，但是在这紧要关头，我 

们可以假设，原本属于阿兹敏派 

系的大臣会改换阵营，投入到安 

华派系一方的阵营。」

「有传与他结盟的4、5名阿 

兹敏派系的公正党州议员，也考 

虑转投安华阵营。」

另一消息来源也指出，阿米 

鲁丁今日召见所有公正党议员，

雪州敏派议员或转投安华
具备担任大臣的资格，并会加入 

雪州反对党席位。

无论如何，阿米鲁丁今早已 

召集所有雪州公正党州议员，到 

雪州大臣官邸开会。据悉，内属 

安华派系的雪州州议员，在雪州 

大臣官邸聚集前，事先到位于莎 

阿南的达鲁益山研究所聚合。

根据《星报》引述一名前往 

雪州大臣官邸出席会议的州议员 

透露，阿米鲁丁今日召集众公正 

党州议员，主要是要捍卫雪州公

主要是了解究竟有多少人支持现 

有的政府阵容继续走下去，并向 

雪州苏丹做出汇报。

针对雪州公正党的局势，欧 

阳捍华也指出，阿米鲁丁将继续 

留在希望联盟，雪州的政治局势 

维持不变。

他透露，阿米鲁丁不会跳 

槽，相反，他会尽最大努力去稳 

定雪州局势。他今早临时从外国 

赶回雪州，目的就是宣布雪州公 

正党要稳定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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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大臣来去匆匆
巴生24日讯|雪州大臣拿督 

斯里阿米鲁丁今早在大臣官邸会 

见公正党州议员，宣布雪州政局 

维持稳定，然后就离开官邸行踪 

成链。

根据出席会议的公正党议员 

透露，大臣阿米鲁丁今早召见公 

正党州议员只是宣布雪州政局的 

稳定，然而，却没进一步说明雪 

州公正党的未来动向。

据悉，这场会议是由也是雪 

州公正党主席的阿米鲁丁主持， 

于早上10时展开，整个会谈内容 

只维持短短半小时就结束。

阿米鲁丁今早在大臣官邸会 

见雪州公正党州议员后，预料准 

备飞回印尼继续主持州行政议员 

的集训会议。据悉，阿米鲁丁昨 

晚临时返回马来西亚，是为了巩 

固雪州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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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行程柔大臣「神隐」
新山24日讯|希盟政权充

满变数，相较于希盟其他州属 

大臣发表谈话稳定君心，柔佛 

州务大臣拿督萨鲁丁嘉玛今曰 

却「神隐」，临时缺席原订今 

晚出席的活动。

根据大臣行程，他今晚本 

计划出席柔佛校长大会，惟柔 

大臣办公室今日傍晚5时30分在 

即时通讯应用程式whatsapp通 

知媒体，大臣取消这项行程。

据了解，随著敦马哈迪辞 

去首相及土著团结党会长职之

后，柔土著团结党今日发表文 

告，呼吁敦马收回辞呈，继续 

为党与国家贡献。

针对土团党退出希盟，柔 

州希盟政权引起关注，柔佛诚 

信党主席阿米诺胡达表示，柔 

州是否换政府仅「五五波」。

他透露，本身已在今曰会 

见所有诚信党州议员，该党议 

员皆同意继续效忠希盟，目前

该党仍在观察其他政党走向。

他认为，要改变政权最 

好是通过大选还政于民，而不 

是交由几个私利者决定，选择 

「走后门」成为政府者，根本 

是骑劫人民在大选做的选择。

也是柔州教育、卫生、及 

人力资源行政议员的阿米诺胡 

达今日在美迪尼广场，出席一 

项活动上，受访时这么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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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9仍掌多数议應

雪州政权不受动權
吉隆坡、巴生24□讯|随著土团党宣布退出希 

盟，公正党内部分裂，雪州希盟依然握有多数议席， 

预计州政杈不受动摇。

雪州有56个州议席，根据过 

去选举成绩，分别是公正党占21 

席、行动党16席、诚信党8席、 

土团党5席、巫统5席及伊党1席； 

随著原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的退出，公正党只剩 

下20个州议席。

而在雪州公正党目前的20名 

州议员中，据知11人属于阿兹敏 

派系，分别是双溪杜雅、鹅唛斯 

帝亚、南柏再也、加影、武吉兰 

樟、巴生港口、柏也加拉斯、武 

吉美拉华帝、士文达、丹绒士拔 

及斯里斯帝亚，只有9人属于党主 

席拿督斯里安华的阵营。

随著中央政局产生变化， 

土团党宣布退出希盟，阿兹敏阿 

里也退党，雪州政权是否受到动 

摇？

据探悉，即使排除掉亲阿兹 

敏派系的议员人数，希盟依然握 

有33个州议席继续执政雪州，分

别是9名支持安华的公正党议员、 

行动党16席及诚信党8席，州政 

权相较于其他州属稳固。

反观，阿兹敏与其派系的11 

名公正党州议员，5名国阵巫统州 

议员、1名伊斯兰党州议员，以 

及5名土著团结党州议员，在56个 

雪州议席中，只占据23个席位。

消息指出，雪州政权相较稳 

定，事因反对党即巫统和伊党的 

势力不太强，两党只占6议席，结 

合土团党及阿兹敏阿里派系的议 

席，仍未达到执政的多数议席。

选民倾向支持希盟

与此同时，也不排除有原 

属阿兹敏派系的议员随著局势， 

或考虑转投安华的阵营，促成希 

盟掌握大多数州议席继续执政雪 

州。「而且阿兹敏阿里派系将来 

会很难面对选民，因为雪州过去

阿米鲁丁® 雪州大臣兼公正

党雪州主席

多年来都习惯了与中央政权不同 

的执政，即倾向于支持民联或希 

盟，倘若现在突然与巫统和伊党 

联手，恐怕未来会面对反扑。」 

另外，民主行动党雪州署理 

主席欧阳捍华也表示，雪州和槟 

州政府是全国最稳固的州政权， 

就算雪州公正党亲阿兹敏派系跳 

槽到国阵反对党阵营，州议员在 

人数上也是占多数，雪州肯定不 

会变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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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nr I! T:''
莎阿南;&政厅周一上午在实达阿南区展开突 

袭检查!角保■幼儿园和安条癍符j合会全营业 

标准，右3为哈斯5尼。

.' 莎偷議
271 (HM法营堪

莎阿南24日讯|莎阿南区内总计约有423家幼儿园、安亲班和托 

儿所，当中只有152家属于合法营运，其余271间都没按照标准程序 

申请营运执照；而非法营运的安亲班，大部分落在实达阿南区。

莎阿南市政厅执法组今日上 

午在其他政府部门的配合下，到 

实达阿南突袭检查5所托儿所。 

他们当中有部分托儿所，是在没 

完成申请营业执照下，就已招生 

营运；官员今天纷纷给予业者警 

告，并要求业者在30天内完成申 

请程序。

莎阿南市政厅规划小组官员 

哈斯妮指出，市政厅今早所展开 

的联合行动，主要是针对实达阿 

南区内的幼儿园和托儿所实施监 

管，确保业者在开设幼儿园时， 

遵守申请程序和符合安全标准。

她指出，莎阿南市政厅一直 

以来，对区内的安亲班和托儿所 

都有严格监管。

「但很多幼儿园业主，为了 

赶上1月份的新年度开学时段， 

往往都会在年底12月份还没完 

成申请程序前，就已对外招生。 

结果，很多不合格或或来不及完

成申请程序的，都沦为非法营 

运°』

她表示，市政厅的行动只 

是为了警惕业者遵守法令，第一 

次违反条例的业者也只是给予警 

告，如果再犯或严重违法的，市 

政厅就会开始罚款，或直接关闭 

非法营运的住家式幼儿园。

市厅持续突检

哈斯妮是于今早在实达阿 

南的取缔行动现场召开记者会。 

同时，她也透露参与执法的市政 

厅部门，包括建筑小组、执照小 

组、卫生小组、产业估价小组、 

法律小组，以及执法小组等。

哈斯妮补充，市政厅以外的 

政府单位，包括雪州福利局、雪 

州宗教局、雪州卫生局、大马皇 

家警察等，其中雪州消拯局官员 

是负责到现场视察，确认有关幼

儿园环境设施是否符合消防安全 

标准。

莎阿南市政厅公关主任沙林 

表示，市政厅会继续对区内的幼 

儿园或托儿所进行突击检查，执 

法纯粹为了给予业者警惕。

他透露，根据1976年城市和 

乡村规划法令（172法令），每 

200个住家可设置一所幼儿园。随 

著地方发展蓬勃，在供不应求的 

情况下，地方政府根据需求而允 

许业者在住家开设安亲班或托儿 

所0

据悉，任何违反有关条令的 

业主，比如装修、扩建或违反发 

展条例！一M罪成！最局罚款为 

50万令吉，或最高监禁不超过2 

年，或两者兼施。

另外，若业主忽视罚款通 

知，有关单位会从第一天开始， 

每一天累积500令吉的罚款，直到 

业主修正有关违法建筑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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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接受辞职部长终it取务

敦彐受委过藿首相

大马政坛风起云涌，阿茲敏派系周日结 

合土团党、国阵和伊党先下手为强，准备 

共组新联盟政府，使希盟政府濒临倒台； 

但敦马哈迪周一突然辞去首相职以及土团

党会长职，加上安华为首的希盟三党继续 

力挺敦马领导，敦马觐见国家元首后，再 

度受委为过渡首相，令局势出现新发展。 

同时，部长终止职务。》报导至W2、A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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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届大震活国家元首忙见_

10.45am
公正党、行动党及诚信党的党魁抵达首相敦马 

哈迪私邸，逗留了逾1个多小时才离开。

2.10pm
以阿兹敏为首 

的11名国会议 

员，宣布退出公 

正党及希盟。

2.20pm
首相办公室发表文 

在下午1时，将辞靜 

元首苏丹H雛。丨后磨团謂 

长办公室

定辞去土目齡长辞 

已在交到土团党总部」

2.00pm
土著团结党主席慕尤丁发表声明，宣布退出希盟

PARTI PHIBUMI BERSATU MALAVSI

KENYATAAN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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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am
公正党主席安华（图）、副首相旺阿兹莎、行动党秘书长林 

冠英及诚信党主席末沙布陆续到布城首相办公室会晤敦马哈 

迪，不料马哈迪未进办公室，3人扑空后在上午10时25分离开 

首相署，随即赶往马哈迪位于沙登绿野休闲城的私邸。

2.30pm
安华与夫人旺阿兹莎进入国 

家王宫觐见国家元首。

5.00pm
敦马前往王宫觐见国家元首，而国阵和伊党国会议员也 

到王宫觐见国家元首，伊党总秘书达基尤丁早前受访时 

称他们有足够的议员人数，B卩129人，足够组成新政府。

7.20pm
政府首席秘书莫哈末祖基宣布，国 

家元首苏丹阿都拉已接受首相敦马哈 

迪的呈辞，但在等待新首相的委任之 

前，陛下遴选敦马为过渡首相。

12.00pm
公正党及行动党分别在总部召开特别会议，商议最新政治局 

势变化，而公正党在记者会上宣布开除署理主席阿兹敏（图 

右）及副主席祖莱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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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2020 ♦星期二♦ A47

_____  509变天近两年大事件
509变天

在2018年5月9日举行的第 

14届选举中，由公正党、行 

动党、诚信党及土团党组成 

的希盟成功推翻国阵而执政 

中央，这也是马来西亚独立 

60年来，首次实现的政党轮 

替0

希盟主席敦马哈迪次曰晚 

上，在国家王宫宣誓成为我 

国第7任首相；而旺阿兹莎 

则在5月21日宣誓出任副首 

相及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 

部长。

安华获释，重通国会

国家政党轮替后，敦马协助向时任国家元首苏丹莫哈末五世申请特赦；经皇家特赦委员会开会后， 

元首同意全面赦免安华，因此在5月16日获释。

为了让安华重返国会来为担任第8任首相铺路，公正党原任波德申国会议员丹尼雅在2018年9月辞 

职，安华也顺利在同年10月13日的波德申选国席补选中，以2万3560张多数票大胜6名对手，当选 

波德申国会议员，重返国会。

马哈迪分批宣布新内阁名单，一度因他兼任教育部长引起违背希盟宣言，因此改由土团党的新邦令 

金国会议员马智礼担任，希盟内阁名单一直到7月17曰才正式宣誓完成。

纳吉等人雄控

希盟政府上台后，首相纳吉夫妇和一些前朝高官陆续被控上台；而纳吉在2019年11月11曰被吉隆 

坡高庭裁定SRC案的7项滥权、失信和洗钱罪名表罪成立，目前进入自辩程序。

其他被控上庭的前朝高官及国阵领袖，还包括巫统主席阿末扎希、巫统前总秘书东姑安南、前财政 

部秘书长依尔万及前首相署情报组总监哈莎娜等人。

公正党党选内斗升纽

在2018年11月举行的党选中，尽管安华不战而胜当上公正党主席，但安华派系与阿兹敏派系的斗 

争却浮上水面，阿兹敏在署理主席之战击退了亲安华派大将拉菲兹，惟阿兹敏派系拿下了3个副主 

席、公青团正副团长、妇女组正副主席，并囊获了2/3的最高理事。

2019年6月，社交媒体突然爆出「男男性爱短片」风波，原产业副部长的高级机要秘书哈兹阿兹自 

称是男主角之一，并指名道姓另外一名男子就是内阁部长，阿兹敏阿里所陷入其中，但阿兹敏由始 

至终皆否认，而马哈迪曾开腔力挺阿兹敏，称短片可能造假，而且具有政治意图。

这场风波的发生，也让阿兹敏与安华的关系走上不归路，同年12月举行的公正党代表大会更是两 

派大斗法，亲安华派系在大会上不断将矛头指向阿兹敏，阿兹敏派系不满拉大队离开，而阿兹敏隔 

曰在创党地点吉隆坡万丽酒店举行办千人晚宴反击。

10场补选，希盟国眺成平手

自509全国大选以来，因原任议员逝世及法庭宣判议席悬空等原因，我国举行了 10场国州议席补选， 

希盟与国阵各赢得5场平分秋色，但国阵通过补选赢得在509大选失利的雪州士毛月州议席及柔佛丹绒 

比艾国席。

巫统和伊党在509全国大选后，越走越近，并在2019年9月14曰的穆斯林团结集会上正式结盟，签署 

全民共识宪章，以五大共识作为合作的基础，正式结束两党长达42年的敌对状态，势言推翻并取代 

希盟政府。

希盟执政以来，教育部风波不断，尤其爪夷文课题更是闹得沸沸扬扬，在2020年1月2日的新学年第 

一天，马智礼在会晤马哈迪后，于同日下午召开记者会宣布离职，抛下震撼弹。

接著，首相办公室在1月10日宣布，马哈迪将代任教育部长，直至新教育部长上任。

在首相交棒曰期未明朗化、公正党内斗等问题下，朝野马来政党大团结的传闻不断，其中巫统最高 

理事洛曼通过视频爆料，朝野政党合作成立新的政治联盟一国民联盟（Pakatan Naslonal)，以取 

代现有巫伊合作的全民和谐（Muafakat Nasional);同时，伊党准备在国会动议力挺马哈迪当首相 

至5年届满，以及盛传有人收集法定声明力挺马哈迪，并阻止安华当下任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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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4日讯|森州州务大

臣拿督斯里阿米努丁今早10时30 

分左右，乘坐官车到芙蓉行宫觐 

见森美兰最局统治者端姑慕赫力 

兹殿下，引起各界关注及揣测。

阿米努丁表示，觐见森州 

最高统治者端姑慕赫力兹殿下， 

主要是要汇报森州目前的政治局 

势。他在回应媒体的提问时笑著 

回应说：「森州一切很好」。

阿米努丁在今曰下午5时， 

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公布目前 

森州政治局势的最新情况。

雪希盟政权稳固

此外，雪州方面，也有消息 

传出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 

会在今午2点，到莎阿南王宫觐见 

雪州苏丹沙拉夫丁殿下，若无意 

外，大臣会继续领导希盟。

然而，大臣新闻秘书于今曰 

下午4时却向记者作出澄清，并推

翻《马新社》较早前，引述雪州 

大臣政治秘书波汉的谈话，指雪 

州大臣会在今日晋见雪州苏丹沙 

拉夫丁殿下的报导。

波汉指，虽然国家政局扑朔 

迷离，但雪州政权仍属希盟阵营， 

可说是全国最稳固的州政权。另 

外他透露，雪州大臣会在今曰觐 

见雪州苏丹沙拉夫丁殿下。

此外，根据王宫所透露的消 

息指，阿米鲁丁觐见苏丹殿下的 

行程属于临时安排，原本就不在 

雪州苏丹今日的行程安排之内。

波汉也透露，也是公正党雪 

州主席的阿米鲁丁，今早也已跟 

民主行动党雪州主席哥宾星，以 

及诚信党雪州主席依兹汉会面。

他说，3人会面商讨一番 

后，决定公正党、行动党和诚 

信党一致赞同继续巩固在希盟阵 

营。然而，土团党雪州主席拿督 

阿都拉昔也作出声明，指土团党 

维持留在雪州政权不是问题。

雪森大臣觐见苏丹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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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党党魁赴私邸会见敦马
沙登24日讯|大马政坛近日 

诡谲多变，今曰不同阵营的政党 

党魁和领导分别到首相敦马哈迪 

的私邸与他会面。

希盟3党的党魁，即公正党主 

席拿督斯里安华、行动党秘书长 

林冠英、诚信党主席末沙布连同 

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今早 

抵达首相敦马哈迪位于沙登绿野 

休闲城的私邸，会晤马哈迪，针 

对政局变化会谈，

他们是于今早10点45分抵达 

马哈迪的住家，逗留逾一个多小 

时后，于中午12时15分离开，并 

没有对媒体发表任何谈话。

今天早上，安华、林冠英、 

莫哈末沙布原本是到首相署，

准备就如今政治局势，会见马 

哈迪，不料马哈迪并没进入办公 

室，3人扑空后于早上10点25分离 

开首相署，改往马哈迪的住家。

未向媒体发言

此外，土团党领袖包括主席 

丹斯里慕尤丁、青年团团长赛沙 

迪、甫宣布退出公正党的鹤唛国 

会议员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和安 

邦国会议员祖莱达，也在今曰下 

午到敦马的私邸与敦马会面。

他们是于下午2时43分抵达，

相信也是和敦马商讨最新局势。

此外，媒体也发现巫统主席 

拿督斯里阿末扎希在下午3时06 

分，抵达敦马私邸，惟他们都未 

向媒体发言。

大马政局从昨天就出现变 

化，谣言四起，敦马至今仍未发 

表任何谈话，却在今午抛下两粒 

震撼弹，同时辞去官职和党职。

各党在今日也纷纷赶去见首 

相，惟不同的是，希盟党魁是在 

首相宣布辞职前，见首相；而土 

团党、阿兹敏派系和巫统主席则 

是在敦马辞职后’才去见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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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敏派4人离队森州政杈存变数
芙蓉24日讯|随著人民公正 

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遭 

开除后，不排除燃火将烧到森州， 

盛传多名倾向阿兹敏的森州多位州 

议员将离开希盟执政的阵营，以 

相随阿兹敏，令森州政权存在著变 

数，甚至出现变天的可能！

据《东方曰报》探悉，盛传

会离开希盟的森州议员有4位，即 

包括暗邦岸州议员拿督拉菲益、 

朱湖州议员叶朝政、拉务州议员 

依斯迈及庇劳州议员纳扎鲁丁。 

-直以来拉菲益及依斯迈

都是属于支持阿兹敏的阵营，至 

于被盛传生病中的纳扎鲁丁，将 

会依据公正党瓜拉庇劳区部的意 

愿，作出决定。

至于叶朝政，由于近期在委

任波德申市议员课题上委任人选 

不被重用，而与森州州务大臣拿 

督斯里阿米努丁盛传不合，因此 

不排除也会因此而脱离团队。

森州共有36个州席，其中行

动党11席、公正党6席及诚信党3 

席，执政阵营共掌握20席；至于 

属于反对党的国阵巫统则握有15 

席及国大党1席，共16席。

不过，森州并没有土团党和 

伊斯兰党议员，但尚若4名现有公 

正党州议员宣布退党倒戈的话， 

森州政局预料会有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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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治M fiil_
新山24曰讯希望联盟政府一旦崩盘，不但影响中央政权，柔州希盟政府虽然拥 

有绝对多数议席，惟随著土著团结党宣布退出希盟，一旦该党转而与巫统及伊斯兰党 

合作，将令柔州立法议会成为悬峙议会！

根据2018年第14届全国大选 
结果，希盟在柔佛州56个州议席 
中，共贏得36州席；其中，民主 

行动党共贏得14席、国家诚信党 
9席、土团党8席及公正党5席， 

取得多数议席，首次实现政权轮 
替〇

在国阵方面，巫统则赢得17 
席、国大党2席，和谐阵线伊斯兰 
党获1席。

大4之后，3名巫统州议员跳 

槽至土著团结党，令土团党席位 
增至11席。

雙方議席數目相同

如今土团党宣布退出希盟， 
希盟在柔州议席减至28席，一旦 

柔州土团党与国阵及伊党联盟组 

成新联盟，意即该阵营席位也达 
28席，与公正党、行动党及国 

家诚信党组成的阵营议席数目相 

同。
受访政治评论员认为，目前 

柔州政府可能未达致解散重选的 

地步，只要公正党或诚信党阵营 
出现政治青蛙，希盟难以守住柔 
州，促成政变局面。

政治评论员潘永强接受《东 
方曰报》访问直言，柔州或将出 
现悬峙议会的局面，是建立在公 
正党及诚信党无人跳巢的情况。

「然而，柔公正党5名议员 

中，并非所有人都是安华派系， 
因此一旦有人跳巢，将促成柔州 
政府翻盘。」

尽管柔州巫统主席拿督哈 
斯尼声明，不会支持「后门政 
府」，并指政变必须跟据宪制规 

定进行，惟潘永强直言，这些言 
辞都不可尽信。

「现在问题是，无论中央 

或州层级，新政府如果排除行动 
党，将缺乏实质的华裔与印裔代 

表，在马来西亚政治上，既不符 
合权力分配模式，也缺乏政治正 
当性，即使筹组成功，在往后的

希盟政府崩盘，柔州或将出现悬峙议会。图为2018年5月9日大选确 
定执政后，柔州希盟召开记者会宣布胜利的情景。 -挡案照-

2018年柔州选举成绩p柔州嘗峙议罢预测

〔希盟

1阵营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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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团结党 

巫统

6伊斯兰党

11

14

1

戀国大党 2

总数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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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其中3席来自巫统州议员跳槽)

大选也会面对考验，对大马未来 

的族群关系也有负面影响。」 
为此，他预测，按照当年伊 

党退出民联后，伊党也维持留在 

雪州政府的历史，所以本次如果 
柔州政府一旦变天，也可能上演

相同戏码，就看行动党采取怎样 

的策略。
潘永强也表示，在大马宪 

政制度之下「头过身就过」的 

惯例，一旦任何一方取得过半优 
势，将促成政治变天，大臣可能 
保留由土团党出任，行动党及诚 

信党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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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登24日讯i大马政坛近日诡谲 

多变，今曰不同阵营的政党党魁和领 

导分别到首相敦马哈迪的私邸与他会 

面。
希盟3党的党魁，即公正党主席 

拿督斯里安华、行动党秘书长林冠 

英、诚信党主席末沙布连同副首相拿 

督斯里旺阿兹莎，今早抵达首相敦马 

哈迪位於沙登绿野休闲城的私邸，会 

晤马哈迪，针对政局变化会谈，
他们是於今早1〇点45分抵达马哈 

迪的住家，逗留逾一个多小时後，於 
中午12时15分离开，并没有对媒体发 

表任何谈话。

今天早上，安华、林冠英、莫哈 
末沙布原本是到首相署，准备就如今 

政治局势，会见马哈迪，不料马哈迪 
并没进入办公室，3人扑空後於早上10 

点25分离开首相署，改往马哈迪的住 

家。

未向媒體發言

此外，土团党领袖包括主席丹 

斯里慕尤丁、青年团团长赛沙迪、甫 

宣布退出公正党的鹅唛国会议员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和安邦国会议员祖莱 

达，也在今曰下午到敦马的私邸与敦 

马会面。
他们是於下午2时43分抵达，相 

信也是和敦马商讨最新局势。

此外，媒体也发现巫统主席拿督 
斯里阿末扎希在下午3时06分，抵达敦马私邸， 

惟他们都未向媒体发言。
大马政局从昨天就出现变化，谣言四起， 

敦马至今仍未发表任何谈话，却在今午抛下两 

粒震撼弹，同时辞去官职和党职。

各党在今曰也纷纷赶去见首相，惟不同的 

是，希盟党魁是在首相宣布辞职前，见首相； 

而土团党、阿兹敏派系和巫统主席则是在敦马 

辞职後，才去见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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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巧雙：站穩爲國做事立場
吉隆坡24日讯|在经历一

天的政治风云变幻后，妇女、 
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 

称，当政治领袖和议员站稳为国 
家做正确事情的立场，情况就会 

有不同。杨巧双今曰在面子书发 
文说，自从被任命为妇女、家庭 
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以来，每天 
都去上班努力工作，好像24小时 

都不够用，以改革体制和改善政 
策。「因为我们必须用尽力量和 
时间，来向人们交代。因此即使

周末在泗岩沫选区，我们也孜孜 

不倦工作，我们不视人民授予的 
委托为理所当然。」

「当我结束一天的工作时， 

已没有时间来密谋大计，或发布 
不必要的社交媒体贴文，来搅乱 
首相交接事宜（每个政党都存在 

这样的人）。」
「即使有时间，我也不会这 

样做。为什麽？因为我们受到法 
律、时间、政治的限制，但全能 
者却不受限制。清洁双手和乾净

的良心，至关重要。」

「我们也许活得不够长命， 
无法看到我们今天所做出的决定 
带来的后果，但我们的子孙后代 

会看到。」

「我希望能够昂头挺胸地走 
在大街上，购物中心和早市。这 

就是为什麽我们一次又一次与人 
民站在一起的原因。」

「对于那些认为2018年变天 

像是在公园里散步的人来说，应 

该对我们所面临的阻力有一个了 
解，对于治理国家，我们还在战 

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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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盟仍掌多數議席雪州政權不受動搖
吉隆坡、巴生24日讯|随

著土团党宣布退出希盟，公正 
党内部分裂，雪州希盟依然握 
有多数议席，预计州政权不受 
动摇。

雪州有56个州议席，根据 

过去选举成绩，分別是公正党 
占21席、行动党16席、诚信党8 

席、土团党5席、巫统5席及伊 

党1席；随著原公正党署理主席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的退出， 
公正党只剩下20个州议席。

而在雪州公正党目前的 
20名州议员中，据知11人属於 

阿兹敏派系，分别是双溪杜 
雅、鹅唛斯帝亚、南柏再也、 
加影、武吉兰樟、巴生港口、 
柏也加拉斯、武吉美拉华帝、 

士文达、丹绒士拔及斯里斯帝 
亚，只有9人属於党主席拿督斯 
里安华的阵营。

随著中央政局产生变化， 

土团党宣布退出希盟，阿兹敏 
阿里也退党，雪州政权是否受 
到动摇？

据探悉，即使排除掉亲阿 
兹敏派系的议员人数，希盟依 
然握有33个州议席继续执政雪 

州，分别是9名支持安华的公正 
党议员、行动党16席及诚信党 

8席，州政权相较于其他州属稳 

固。
反观，阿兹敏与其派系的 

11名公正党州议员，5名国阵 

巫统州议员、1名伊斯兰党州 
议员，以及5名土著团结党州议 
员，在56个雪州议席中，只占 
据23个席位。

消息指出，雪州政权相较 
稳定，事因反对党即巫统和伊

党的势力不太强，两党只占6议 

席，结合土团党及阿兹敏阿里 

派系的议席，仍未达到执政的 
多数议席。

選民傾向支持希盟

与此同时，也不排除有 
原属阿兹敏派系的议员随著局 
势，或考虑转投安华的阵营， 

促成希盟掌握大多数州议席继 
续执政雪州。「而且阿兹敏阿 

里派系将来会很难面对选民， 

因为雪州过去多年来都习惯了 
与中央政权不同的执政，即倾 

向於支持民联或希盟，倘若现 
在突然与巫统和伊党联手，恐 
怕未来会面对反扑。」

另外，民主行动党雪州 
署理主席欧阳桿华也表示，雪 

州和槟州政府是全国最稳固的 

州政权，就算雪州公正党亲阿 
兹敏派系跳槽到国阵反对党阵 
营，州议员在人数上也是占多 
数，雪州肯定不会变天。

阿米鲁丁④雪州大臣兼公正 
党雪州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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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敏派議員或轉投安華
吉隆坡、巴生24日讯|

被视为阿兹敏阿里大本营的雪 
州，据观察有超过半数的公正 
党州议员归属阿兹敏派系，但 
为了捍卫稳定的政局，也不排 
除有者或考虑转投公正党主席 

拿督斯里安华的阵营。
其中，雪州大臣兼双溪杜 

雅州议员拿督斯里阿米鲁丁的 
动向，最为关注，如果选择与 

阿兹敏并肩同行，那阿米鲁丁 
就不再具备担任大臣的资格， 
并会加入雪州反对党席位。

无论如何，阿米鲁丁今 
早已召集所有雪州公正党州议 
员，到雪州大臣官邸开会。据 
悉，内属安华派系的雪州州议 

员，在雪州大臣官邸聚集前， 

事先到位於莎阿南的达鲁益山 
研究所聚合。

根据《星报》引述一名前 
往雪州大臣官邸出席会议的州 

议员透露，阿米鲁丁今曰召集 
众公正党州议员，主要是要捍

卫雪州公正党的稳定。

「我们无法揣测他（大 
臣〉的意思，但是在这紧要 
关头，我们可以假设，原本属 
於阿兹敏派系的大臣会改换阵 
营，投入到安华派系一方的阵 

J
「有传与他结盟的4、5名 

阿兹敏派系的公正党州议员， 
也考虑转投安华阵营。」

另一消息来源也指出，阿 
米鲁丁今日召见所有公正党议 
员，主要是了解究竟有多少人 

支持现有的政府阵容继续走下 
去，并向雪州苏丹做出汇报。

针对雪州公正党的局势， 
欧阳捍华也指出，阿米鲁丁将 

继续留在希望联盟，雪州的政 

治局势维持不变。

他透露，阿米鲁丁不会跳 
槽，相反，他会尽最大努力去 
稳定雪州局势。他今早临时从 

外国赶回雪州，目的就是宣布 
雪州公正党要稳定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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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大臣來去匆匆
巴生24日讯丨雪州大臣拿 

督斯里阿米鲁丁今早在大臣官 
邸会见公正党州议员，宣布雪 

州政局维持稳定，然後就离开 
官邸行踪成谜。

根据出席会议的公正党 

议员透露，大臣阿米鲁丁今早 
召见公正党州议员只是宣布雪 
州政局的稳定，然而，却没进 
一步说明雪州公正党的未来动 
向。

据悉，这场会议是由也是 

雪州公正党主席的阿米鲁丁主 
持，於早上10时展开，整个会 

谈内容只维持短短半小时就结 
束。

°阿米鲁丁今早在大臣官 
邸会见雪州公正党州议员後， 
预料准备飞回印尼继续主持州 
行政议员的集训会议。据悉， 
阿米鲁丁昨晚临时返回马来西 

亚，是为了巩固雪州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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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森大魏II丹統治者
吉隆坡24日讯森州州务

大臣拿督斯里阿米努丁今早10 
时30分左右，乘坐官车到芙蓉 

行宫觐见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端 
姑慕赫力兹殿下，引起各界关 
注及揣测。

阿米努丁表示，觐见森 
州最高统治者端姑慕赫力兹殿 
下，主要是要汇报森州目前的 
政治局势。他在回应媒体的提 
问时笑著回应说：「森州一切 

很好」。
阿米努丁在今日下午5 

时，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公 

布目前森州政治局势的最新情 
况。

雪希盟政權穩固

此外，雪州方面，也有消 
息传出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 
鲁丁会在今午2点，到莎阿南 

王宫觐见雪州苏丹沙拉夫丁殿 

下，若无意外，大臣会继续领

然而，大臣新闻秘书于 
今曰下午4时却向记者作出澄 

清，并推翻《马新社》较早 
前，引述雪州大臣政治秘书波 
汉的谈话，指雪州大臣会在今 

曰晋见雪州苏丹沙拉夫丁殿下 
白勺报导。

波°汉指，虽然国家政局扑 
朔迷离，但雪州政权仍属希盟 

阵营，可说是全国最稳固的州 
政权。另外他透露，雪州大臣 
会在今曰觐见雪州苏丹沙拉夫 
丁殿下。

此外，根据王宫所透露的 

消息指，阿米鲁丁觐见苏丹殿 
下的行程属于临时安排，原本 
就不在雪州苏丹今日的行程安 

排之内。
波汉也透露，也是公正党 

雪州主席的阿米鲁丁，今早也 
已跟民主行动党雪州主席哥宾 
星，以及诚信党雪州主席依兹

他1k，3人会面商讨一番 

后，决定公正党、行动党和诚 

信党一致赞同继续巩固在希盟 
阵营。然而，土团党雪州主席 
拿督阿都拉昔也作出声明，指 
土团党维持留在雪州政权不是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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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接受辭職部長終止職務

(吉隆坡24日讯）尽管敦马哈迪辞去首相职，惟他下午觐见国家元首后，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委任敦马哈迪为过渡首相!

继昨天盛传我国将出现新联盟执政 

后，首相敦马哈迪今日连抛两粒震撼 

弹，先后宣布辞去首相和土著团结党会 

长职务。

不过，敦马在今日下午5时觐见 

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后，政府首席秘 
书拿督斯里莫哈末祖基于傍晚7时15 

分发表文告宣布，陛下已委任敦马为 

过渡首相。

他指出，陛下已接受马哈迪的呈 

辞，不过，在等待新首相的委任之 

前，陛下委任敦马为过渡首相。陛下 

是援引联邦宪法第43 (2) U)条文

作出相关委任。

敦馬辭黨職首相職

他说，在这段期间内，敦马将继续 

处理国家行政事务，直至选出新首相和 

新内阁成员为止。

同时，在首相马哈迪建议下任命的 

副首相、正副部长及政治秘书也即曰起

终止职务。

莫哈末祖基指出，国家元首苏丹阿 
都拉根据联邦宪法第43 (5)条文，取 

消所有受委官职。在马哈迪于24日卸任 

后，所有受委官职都一并被终止。

首相办公室于今日下午2时20分发 

表文告表示，马哈迪已于下午1时，将 

辞职信递交给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恒 

两段的简短文告仅交代首相已递交辞职 

信一事，并没有列明辞职的原因。
敦马随后在下午3时，再通过土著 

团结党会长办公室发表文告，宣布辞去 

土著团结党会长职务。不过，他并没有 

宣布退党。

较早前，土团党主席丹斯里慕尤丁 
在今日下午2时发表文告宣布，土团党 

退出希望联盟，所有土团党的国会议员 

也将退出希盟，且已经签署法定声明，

继续支持敦马哈迪出任首相。

土團黨退出希盟

他指出，这是根据最新的政治局势 

以及国家的未来所做出的决定。

今日上午11时许，尽管希盟政府濒 

临倒台，但希盟三党的党魁，即人民公 

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民主行动党秘 

书长林冠英和诚信党主席莫哈末沙布， 

连同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到敦马的 

私邸会见敦马。

较后，行动党和诚信党陆续发表 

继续支持敦马继续担任首相的声明；

而安华更在觐见国家元首后，向媒体 

发表敦马其实没有参与推翻希盟政府 

的谈话。
2018年509全国大选后，希盟和民 

兴党共掌握138席。

随著拥有26国会议席的土著团结 

党退出希盟，加上阿兹敏阿里等11名 

公正党国会议员退党，令希盟的国会 

议席大减。

昨曰的消息指阿兹敏派系结合土团 
党、国阵和伊党等掌握〗40国会议席， 

但目前阿兹敏与安华两大阵营究竟何方 

掌握多数议席，目前仍未真正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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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市17区住宅区 

I内的部分小公 

程先生

樹葉樹枝家具丟入口處

小公園變垃圾場
和
蚊
虫

公
园
入大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24小时热线（03-7954 

2020)、电邮（aduan@mbpj.gov.my)、传真 

(03-7958 1494 )或脸书（mbpjarluan )，向 

^ +都会》社区报建议读者，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作出投诉。
遇到上述问题时，可致电

可致電靈市廳投訴

I内的部分小公 

园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即清 

洁工人割草、清扫树叶或修 

建树枝后，都会将这些垃圾 

丢在公园的入口处，而附近 

居民也会‘顺手’将其他的 

大型垃圾，如家具等都丢在 

那里。

这些垃圾一放就是近- 

个月，即使清洁工人定时来 

收垃圾，也没有将这些垃圾 

回收；每逢下雨后，放置大 

型垃圾处就会有积水，久而 

久之也多了不少蚊虫。

我认为，在灵市政厅不 

断宣扬大家要如何防蚊及照 

顾好住家环境，以免患上骨 

痛热症的同时，更应该将公 

共场合的环境卫生打理好， 

否则附近的居民即使再怎么 

努力去维持干净，也是徒劳 

无功。”

張先生（班登再也）

年餅貨架通告折扣50%

收銀員稱沒接到折價通知

由
于农历新年已过，所以当 

我看见霸级市场里所售卖 

的年饼有折扣时，会被廉宜的价格给吸 

引，因此自然而然就会购买。

由于货架上张贴通告告知消费者，
指年饼从原有的折扣价再折扣50%,所以 

当我看见有折扣时，就毫不犹豫购买:

可当我到收银台付款时，却发现无 

法获得优惠价，跟收银员查询时，对方 

却指没有接到管理层通知年饼再次推出

可向消費人索償仲裁庭投訴

50%的折扣，•直都是跟着原本的折扣 

价。

我认为，这间霸级市场的管理层和 

员工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方面有问题，而 

且他们的行为很不老实，靠这种手段让 

消费者上当，以达清货的目的。

基于涉及钱财的数额不高，所以我 
也不想与他们争论，而且我早在3或4年 

前也曾面对这样的问题。”

大；
都会》社区报建议读者， 

遇到上述问题，可向马来 

西亚消费人索偿仲裁庭作出投诉，电话

是 1800-88-9811，或03-8882 5822，或浏 

览官网 www.kpdnkk.gov.my 〇

温先生

美陽花園舊街燈沒人清理

電線曝露危及民衆
早

前，灵市美阳花园工业区 
'的所有街灯被更换成LED 

街灯，并‘拦腰斩断’旧的街灯；但时 

隔多时，却始终不见有工作人员前来清 

理这些旧的部件或灯柱。

上述问题涉及整个丁业区，而被 

‘斩断’的灯柱已在雨后积水，且电线 

也曝露在外，让我感觉非常危险且影响 

环境。因此，我希望有关当局能派员清 

理。”

可向靈市政廳投訴

.都会》社区报提 

遇到类似问题 

的读者，可致电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热线（ 03-7954 2020 )，或透过网 

页(http://www.mbpj.gov.my/ )查找 

领养相关地区的市议员电话，以直 

接做出反映和投诉:

陳先生（安邦

商區某養生館掛羊頭賣狗肉
■发现Ampang Avenue商 

K业区某养生馆挂羊头卖 

狗肉，表面进行按摩生意，实际上则是 

进行其他非法生意：

尽管我们已多次向安邦警区总部及 

雪州警察总部做出投诉，惟据说已有人

‘包场’，每次在投诉不久后，都会死 

灰复燃，重新营业
我的亲人经常到该养生馆，我们劝 

他不要去，但他却不听。

我希望这起事件得到更多人关注， 

让非法生意停止营业。”

滋
长
」

口
处
，
不
仅
有
碍
观
瞻
，
更
造
成
积
水
问
题
 

大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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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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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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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双（前排右五）率团队前往探访在1月27日救灾行动中受伤的消拯人员

消 
防 
栓

T消拯人员为在消防栓 —消拯人员对滥用 

前围起警戒线，避免车辆停 及霸占消防栓者开出罚 

泊在该处。 单及罚款100令吉《

報道►莊舜婷

(吉隆坡24日讯）将消防栓私有化？不仅将延 

误消防救援工作，执法人员也会上门开罚！

消拯局欢迎民众加人成为“消防栓之友”和 

领养消防栓，但绝不是霸占消防栓，或如同自己的 

“产业”般私有化消防栓。

-旦发现民众“侵占”消防栓，有关民众将在 
消防服务法令（第26条文）下受到对付。

冼都消拯局日前联同冼都志愿队在洒岩沫工 

业区进行消防栓检查行动，以确保该区的消防安全 
时，惟发现其中…个消防栓被-小贩摊位霸占，消 

防栓被“隐藏”在其档口内a

谢有坚：要求记录消防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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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日前接获泗岩沫工业区的 

厂家关于消防安全的投诉后，要求冼都消拯局与冼 

都志愿队前往该区检查，找出消防栓位置并作出记 

录〇

他表示，该工业区的一间工厂在农历新年前的 
1月27日曾发生火灾，导致该区厂家人心惶惶，担 

心安全及救援延误等问题。

他说，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其中一个设在路肩 

及沟渠上的小贩摊位内“隐藏”-个消防栓，消拯 

人员也即场开出罚单给滥用消防栓者。

“无论如何，我已针对该小贩摊位，向吉隆 

坡市政局泗岩沫分局及吉隆坡市政局建筑物管制组 

作出投诉，质疑该摊位的合法性，并要求采取行

动a 献

他透露，该摊位设在自行搭建的沟渠上，没有 

任何防火措施，•旦发生火患后果不堪设想。

他指出，当天的消防检查行动是为了找出消防

消防栓居然被“隐藏”在小贩摊位之中。

栓的正确位置，因为有些消防栓被“消失”了，因 

此他呼吁民众不要霸占、阻挡或将车辆停放在消防 

栓前。

车停消防栓前阻碍救灾

他也说，早前在消拯人员前往救灾时，就发现 

车辆停放在消防栓前，阻碍救灾工作，而消拯人员 

在隔天就在消防栓前围起警戒线，防止车辆停泊。

他表示，在划出现有消防栓位置后，他也会 
向雪州水务管理公司（Air Selangor )要求在该工业 

区，每500公尺设有…个消防栓，如果消防栓距离 

位置远，消拯人员在救火时需接驳消防喉，或会面 

对水压低问题。

他补充，在上个月发生火灾后，杨巧双也率领 

团队前往医院探访受伤的消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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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魯丁要保雪州
息指出，虽然 

阿米鲁丁被视 

■四r♦資

(沙亚南24日讯）就算联邦政权变天，雪 

州依然还会是希盟州！

同时，根据《星报》报道，阿米鲁丁今早在沙亚 

南大臣官邸召见雪州21名公正党州议员进行紧急会商 

时，除了表态支持安华与公正党，也表明会维护雪州 

希盟政权。

可靠消息告诉星洲日报，公正党前署理主席兼经 
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掌握雪州公正党21 

个州议席中的11席；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则掌握 

其余10名州议员。
雪州公正党原本有21个州议席，但随着阿兹敏被 

开除，成为独立议员后，该党的20个州议席也出现分 

裂；拥有16个州席的雪州行动党一跃成为最大党，加 

上雪州诚信党的8席和安华掌握的公正党10席，足以凑 

成34席的希盟议席继续执政。

另一边厢，由于雪州巫统只有5席，凑上雪州土团 

党的5席和伊党1席，加上阿兹敏掌握的11席，传闻中 

的雪州“国民联盟”议席只有23席，无法单独执政。

雪州有56个州议席，政党需具备29个过半议席， 

才能以简单多数议席执政。
尽管雪州是阿兹敏从2014年起担任雪州大臣时 

期奠定的政治桥头堡，并在本届大选后上京时，指定 

由其派系接班人阿米鲁丁接任大臣职；但安华也在雪 

州掌握了 10个州议席，足以和阿兹敏派的11席分庭抗 

礼。

雪州有56个州议席，政党需具备29个过半议席，才能以简单多数议席执政D

即使聯邦變天仍有33席

雪鼉級州

议员，不会动摇雪州希盟政权。

“如今只是由联邦政府做出决

也是雪州行政议员的依兹汉表示， 

他与另9名行政议员日前在印尼万隆参与 

训练营，雪州诚信党最近也没有召开特 

别会议。

为阿兹敏在雪州的“门 

生”和“代理人”，但- 

旦布城变天，基于雪州的 
希盟州地位不变，阿米鲁 

丁的大臣位也会不保，因 

此阿米鲁丁意愿是要保住 

雪州。
询及将于3月召开的 

雪州新一季州议会会否出 

现震荡时，消息认为，只 

要联邦政权保持原状，则 

'切维持现状，不会有问 

题产生。

他坦言，目前要论 

断雪州会否变天尚言之过 

早，他未接获大臣寻求觐 
见雪州苏丹殿下的消息。

他认为，雪州行动 

党和诚信党与公正党主席 
安华同在希盟，几乎是-

阿米鲁丁表 
态支持安华与公 

正党，也表明会 
维护雪州‘盟政 

权0

项毫无悬念的立场与态 

度。

对于阿兹敏派是 

否有派人游说投靠，他 

证实目前未有进…步接 

触，但听闻有和•些议 

员在洽谈。

►州诚信党主席阿兹汉 

强调，希盟在雪州的 

政权依然非常稳固，而且希盟 

各政党州议员之间的关系都很

密切。

k兹汉接受电访时指出，州议 

员、行政议员h前继续如常为民服务， 

为民谋福，没有做出任何改变。

“我们都是受选民的委托来执政 

雪州，（雪州希盟）至今还是很稳固 
的。”

他有信心雪州希盟有足够的议员继 

续支持希盟，即使有人退出，也是少数

公正黨續執政

许来贤：公 

正党同样也会在 
雪州继续执政3

/、正党加影州议员兼

A雪州行政议员许来 

贤表示，希盟还是会继续执政 

雪州，公正党同样也会在雪州 

继续执政。

许来贤和众雪州行政议员 

目前在印尼参加干训营，后天 

才结束行程。

据了解，雪州大臣兼公 

正党雪州主席拿督阿米鲁丁是 

与雪州行政议员•起参加干训 

营，而他则是今日来回印尼万 

隆及吉隆坡，相信是处理党内 

事务，之后明日会再飞往万隆 

继续参加干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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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24日讯）路 

洞处处藏危机，灵市SS2/66路 

的数个泊车位路面频频出现坑 

洞，且路洞越来越大，藏有地 

陷的危机。

据悉，灵市SS2区部分路段于 

去年甫进行铺路工程，而八打灵再 

也市政厅去年也在SS2/66路修补部 

分破损的道路。

然而，《大都会》社区报记 

者日前走访灵市SS2/66路时发现， 

该路的路面出现数个大小不一的路 

洞，且大部分路洞都在停车格内， 

造成驾驶人士泊车困难。

据记者观察，部分路洞的宽度 

比•般轿车的车轮还要宽，且路洞 

内的沙石也逐渐流失，导致路洞越 

来越深。

車主常車輪墜洞
fSS2/66路丁作的店员表

Idi示，灵市政厅去年曾派员 

在该路进行路面修补，但没过多久 

就开始出现路洞。

由于无人理会，原本只是很小 

的路洞，也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越 

来越大及深，让他们担心假以时日 

会发生地陷的危机。

他们表示，-名店员曾在下雨 

天时，因没有看清路面状况而一脚 

踩人路洞，失去平衡之下双膝跪倒 

在柏油路面上而流血受伤，让她产 

生阴影，从此以后绕路走。

此外，他们也透露，每天都有 

许多车主因没注意路况而导致车轮 

掉人洞里，遇到小型轿车驶过大路 

洞时，因车轮较小而陷得较深，须 

不断踩油才可“逃离”路洞。

受访者皆希望灵市政厅可尽快 

派员修补路洞，以免发生意外。

林怡威：居民 
遇到任何问题应第 

一时间通过投诉管 

道向八打灵再也市 

政厅投诉，让当局 

派员处理。

王绥生：会 

向八打灵再也市 
政厅汇报有关问 

题，并要求当局 
跟进及立即采取 

行动。

2 3

部
分

大
部

路 车 分
洞 主 路
小 没 洞
而 留 面
深 意 积

>
到

遇 路 得
上 况 越
天 >

来
暗 车 越
或 轮 大
雨 很 及
天 容 深
时 易

>

ikj 威
行 会 胁
人 掉 民
容 入 众
易 路 的
因 洞 安
看 内 全
不 〇 〇

清
路
/X

而
被
路
洞

倒

林怡威：可向靈市廳投訴
#榜东姑区州议员林怡威表示，她鼓励居民在 

遇到任何问题时，第一时间通过投诉管道向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投诉，让当局派员去跟进与处理。

她说，居民可透过当局的电子投诉UA^an)服 

务（https:〃embpj.mbpj.gov.my/ )或 “eAfluan MBPJ’ 手

机应用程序向当局汇报问题。

她表示，若当局迟迟未采取任何行动，则可随时 

提交投诉编号，并将照片发送给她的服务中心或市议 

员去跟进，居民也可透过她的脸书专页（LimYiWei. 

MY)与他们联系。

另-方面，八打灵再也市议员王绥生表示，他会 

向市政厅汇报此事，并要求当局立即采取行动。

这些路洞都是在重铺马路 

后才出现，不排除是之前工程 

留下的手尾。由于其中-•个路 

洞非常深，所以隔壁的店家也 

在路洞上放了一块木板，希望 

能够提醒车主小心。”

政府應巡視維修 李先生（68歲，民衆）

不常到访SS2 我认为，路洞不是--日

K区，但这次到访造成的，政府应该经常巡视， 

时发现该路出现很多路洞，只发现问题后就尽快派员处理维 

能自己小心闪避。 修。”

路洞問題已逾半年 謝女士（ 52歲，店員）

我<题已有至少半 

年，原本都是很小的路洞，时 

间久了就变大及深。

我试过走路经过时，因 

为没留意而踩到路洞并跌倒两 

次。其中一次下雨天，路过时 

因天暗了而没发现路洞，踩到

后双膝跪地及流血受伤，让我 

产生阴影，从此以后都要绕路 

走。

还有-次晚上的时候，- 

名女车主看不太清楚，车轮掉 

了下去。由于小型轿车的车轮 

也小，掉进去后努力踩油了很 

久才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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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冠英回應媒體詢問

“與敦馬會面非常激動”

党槟州主席曹观友、槟州 
第二副首长拉玛沙米、行 

动党森州副主席张聒翔、 

武吉免登区国会议员方贵 

伦和无拉港州议员王诗琪 

(吉隆坡24 n讯）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说，今早跟首相敦马哈 

迪的会面非常“激动”

(Emotional ) 〇

他今日抵达行动党总 

部出席紧急会议时，受到 

媒体包围询问今早与敦马 

会面的情况时只说：“是 

个非常激动的会议。”

行动党定于今F1屮午 

12时召开紧急会议，行动 

党国州议员陆续抵达行动 

党总部，但是纷纷对会议 

内容^缄其口。

民主行动党元老兼 

依斯干达公主城区国会议 

员林吉祥约11时抵达时只 

说：“我们有会议，我们 

有会议，稍后，稍后。”

古拿也现身党总部
随着总检察长宣布撤 

消淡米尔之虎案件12人的 

指控，今早获释的行动党

森州龙城区州议员古拿也 

到行动党总部。

其他出席会议者还 

包括行动党主席陈国伟、 

行动党全国副宣传秘书兼 

能源，科学、工艺，环境 

及气候变化部长杨美盈、 

行动党雪州主席兼通讯与 

多媒体部长哥宾星、行动 

党柔州主席兼国防部副部 

长刘镇东、行动党 

国际秘书兼教育部 

副部长张念群、行| 

动党妇女组副主席 

兼妇女、家庭及社 

会发展部副部长杨 

巧双、行动党宣传 

秘书兼白沙罗国会 

议员潘俭伟、行动 

党霹雳州主席倪可 

敏、行动党砂州主 

席兼国内贸易及消 
费人事务部副部长 

张健广、青体部副 

部长沈志强、行动

等。

缺席者包括正在瑞典 

公干的交通部长陆兆福、 

在沙巴公干的吩产业部长 

郭素沁和在国外处理公务 

的人力资源部长古拉。

继昨日多个朝野政党 

于先后召开特别会议后， 

拥有42个国席的行动党也 

在今午召开紧急会议，以 

讨论目前的最新政局。

行動黨緊急會議出席的領袖

林冠英 方贵伦 杨巧双

林吉祥 倪可汉 沈志强

哥宾星 杨美盈 刘镇东

陈国伟 王建民 潘俭伟

张健仁 张念群

倪可敏 曹观友

缺席的中央領袖

郭素沁（在沙巴处理公务）

古拉（在外国公干）

陆兆福（在外国公干）

副主席东姑朱比里（人在登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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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议会派出大批清洁工人与巴刹小贩，联手清洁巴刹每个角落。

2加 
7影
p巴
議剎

除淨

(加影24日讯）加 

影巴刹趁着星期一休业 

而进行大扫除，市议会 

派出大批清洁工人与巴 

刹小贩，联手清洁巴刹 

每个角落。

清洁工人在大扫除 

时，也打开巴刹四周的 

沟渠盖，以疏通沟渠， 

同时使用水枪清洗地 

板。

纳斯慕丁主持大扫除仪 

式时披露，该巴刹小贩 

公会每个月都会进行两 

次小规模大扫除，这次 

结集更多人手，全面清洁巴刹保持卫 

生，减少蚊虫、老鼠等。

他指出，虽然雪州乌冷区的骨痛热 

症案例下跌，但是仍不能忽视，市议会 

依然加强各方合作，使社区免受各种疾 

病侵害。

他说，巴刹小贩须无时无刻确保 

环境卫生，因为卫生对巴刹来说相当重 

要，因此大扫除运动持续进行，以提高 

卫生醒觉意识。

他表示，尽管该巴刹已存在多年， 

当局暂无计划进行重建，至于小贩公会 

投诉每逢周六及周日出现20多个无牌摊 

贩一事，他会指示执法组采取行动。

他也说，小贩公会反映巴刹外面的 

非法小贩越来越多，影响巴刹经营者的 

生意，市议会已聆听投诉，会采取执法 

对付。

加影巴刹小贩公会主席李国良也透 

露，非法小贩问题会影响巴刹小贩的生 

意，希望市议会重视有关投诉，促请加 

强检举非法小贩。

式

。
右
起
为
李
国
良
及
李
仁
英
。

纳
斯
慕
丁

 
(

左
二

)
为
加
影
巴
刹
大
扫
除
主
持
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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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苏丹沙拉弗丁殿下（左四）及苏丹后东姑诺拉西京与VaKram家族合照。

《Valiram:首個1〇0年》面世

雪蘇丹伉儷主持新書推介
(吉隆坡24日讯）雪州苏丹沙拉 

弗丁殿下与苏丹后东姑诺拉西京今日受 

邀到吉隆坡瑞吉酒店大宴会厅，主持 
《Valiram:首个100年》新书推介礼。

有关新书由亚太地区知名奢侈品品 
牌Valiram集团推出，并邀请了500名贵 

宾出席。
殿下致词时赞扬已故Valiram集团创 

办人拿督杰达南是个勤奋的企业家，将 

其业务从马来西亚开拓至亚太地区:

殿下表7K,有关书籍记载着Valiram 

家族的故事、开拓事业的过程与成就， 

殿下也相信，杰达南•定会为该佳作的

面世感到骄傲，因为其家族的故事十分 

成功，也应该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而他 

们也是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社会的代表。
开幕礼上，Valiram家族三兄弟，也 

是Valiram集团执行总监沙兰、阿斯威恩 

及慕克斯分享家族的故事，他们的母亲 
拿汀詹苔也把《Valiram:首个100年》 

编号版本V0001赠送给雪州苏丹沙拉弗 

T殿下。

随后，殿下也亲自为编号版本 

V0002至V0005签名，并赠送给詹崙及3 

名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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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默巴路的商业区露天停车场在晚上无须缴付停车费，所以许多民众将车子停放在该停车场，惟却引发治安问题。

(蒲种24日讯）蒲种区在本月一连发生两宗命案 

后，治安亮红灯，造成人心惶惶；梳邦再也市议员叶 

国荣促市议会正视及关注该区的治安，包括在市议会 

管辖范围增设100架闭路电视，以免发生更多罪案！

商场旁的默巴路商业区露天停车场被茂密的枝叶阻碍光线，加 

上有的民众为方便及省钱，而把车辆停放在该停车场，间接成 

为匪徒干案的地点。

停车场树木茂密须修剪

蒲种柏兰岭轻快铁站和蒲种IOI购物商场旁的默巴路 

(Jalan Merbah)商业区露天停车场在本月相继发生命案，分 

别是经商的65岁印裔穆斯林，在前往附近的清真寺祈祷途中， 

遭人持利器砍后颈致死，及定居在我国的中国籍妇女遭人用利 

刀割喉倒毙，其身上的财物与身分证件也尽失。

叶国荣今日针对国籍妇女遭人用利刀割喉惨死一案，巡 

视默巴路商业区露天停车场的安全实施时表示，蒲种IOI购物

他说，由于该区的停车场在晚上无须缴付停车费，因此 

有者为了省钱，而将车子停放在该停车场，再步行到商场购 

物，不过却因种在该区防护栏周围的树木生长得非常茂密，从 

而阻挡路灯的光线，在夜间显得非常漆黑。

“我将向市议会建议修剪阻挡街灯的树木枝桠及安装或 

增设100架闭路电视，不仅能减少该区的犯罪率，还能观察当 

地的交通情况、监督非法小贩或乱堆垃圾者，最重要是照顾及 

确保该区的治安问题”

彭興泉默巴路非罪案黑區
、>卜登警区防范罪案

O组主任彭兴泉 

助理警监说，默巴路一带 

的商业区并非罪案黑区， 

但仍要求在该区增设闭路 

电视，以减少罪案，包括 

发生掠夺、抢劫、爆窃、 

爆车镜、交通工具盗窃案 
等。

他表示，雪州警局 

于去年的-项会议上提及 
将在雪州各区增设闭路电 

视，而安装闭路电视的地 

点则依该区的情况而定， 

惟截至目前还未采取任何 

安装行动，原因也不详。

摩哆车盗窃案偏高

“据我所知，蒲种区 
有7个地点将会增设闭路 

电视，而史里肯邦安则有 

5个地点；默巴路列人蒲 

种区增设闭路电视名单之 

' 〇

他也表示，默巴路n 

前未安装任何闭路电视，

只有商家自行安装在店前 

的闭路电视，但该区的摩 

哆车盗窃案偏高。

“我们之前有到这 

里巡逻，发现有的摩哆车 

未上锁，还能使用其它钥 

匙轻易解锁，甚至可以启 

动。”

他希望驾驶人士能对 

自己的交通工具负责，并 

做好防盗窃措施。

他说，根据警方在 
2019年掌握的犯罪记录 

显7K,从IOI购物商场 
至蒲种市中心（Pusat 

Bandar Puchong)特易购 

(Tesco)霸级市场一带， 

共发生9宗街边抢劫案、4 

宗爆窃案、10宗交通工具 
盗窃案、4宗爆车镜案， 

以及14宗掠夺案。

他也说，截至今年 
1月31日，该区发生过2 

宗街边抢劫案、1宗爆窃 

案、2宗交通工具盗窃案 

及4宗掠夺案。

叶国荣（左二）将向梳邦再也市议会提出安装闭路电视，不仅 

能减犯罪率，还能观察当地的交通情况、蓝督非法小贩或乱堆垃圾 

者。左一为彭兴泉；右起为郭建麟、彭康贤及哈兹丽娜。

哈兹麗娜修剪枝粗料3月動工

邦再也市议会园艺组 
DlL主任哈兹丽娜表示， 

基于种在该区露天停车场防护 

栏周围的树木过于茂盛和遮挡 

路灯照明，导致该区成为犯罪 

者的隐身之处，所以将建议市 

议会进行修剪枝桠，预计在3月

内动工a.

她补充，在该区的种植树 

木主要是达到美化及遮荫的作 

用，但不会因此而砍伐树木。

出席者包括蒲种金銮选区 

事务主任彭康贤及梳邦再也市 

议员黄小真的助理郭建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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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除阿兹敏祖萊達

赛夫丁（前排左二）在 

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开除阿兹 
敏阿里和祖莱达的党籍。

(八打灵再也24日讯）公正党总秘书拿督斯 

里赛夫丁宣布，由于数名党领袖公开背叛了公正 

党，及首相敦马哈迪的立场，并因此会阻碍了希 

盟发展，也对经济和政治造成影响，因此■致同 

意，开除阿兹敏阿里及祖莱达。

他在出席公正党中央领袖理事会议后，在新 

闻发布会上指出，该项会议是由主席拿督斯里安 

华主持，他是在首相私邸会见马哈迪后，直接到 

总部主持会议，并汇报会议内容。

他要求所有支持者保持冷静并给予全力支 

持，以让党能顺利克服 '切挑战。

他说，会议也讨论了昨晚在八打灵再也喜来 

登酒店发生的事。

“这是因为他们在昨晚的行为，对国家政治 

与经济都造成了影响，因此我们在会议上■致通 

过的（开除）决定。”

至于马哈迪辞职，是不由安华顶上，赛夫丁 

说这不是会议讨论的事，因为这是元首的事务。

他表示，被开除的党员可以提出上诉^

余者被要求解释

赛夫丁说，党已经确认涉及者，并会由纪律 

委员会开除。

“因为这是特别状况，他们公开背叛了党，

-如过去曾有一名党员，以自由人士身分加入大 

选并与公正党候选人对打，因此在无须要求出示 
解释信下即时开除。”

至于阿兹敏留下的署理主席职，他表示会再 

跟进。

他说，纪律委员会已经确认昨日出席喜来登 

酒店的党领袖与党员，将会要求他们出示解释信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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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4 n讯）公正党八 

打灵再也国会议员玛_刚亚陈说，她 

昨天出席在八打灵再也喜来登捫店 

举行的会议，是为了表达本身不支 

持“后门政府”的立场:、

她今日在脸书帖文解释本身 

出现在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阿里 

派系等召开的会议时这样表示。

她说，许多人询问她出席的 

原因，她的回应是向这些与会者表 

达本身不同意后门政府的立场，过 

后她就离开会议。

另外，玛丽亚陈认为，除了 

透过民主程序赢得的政权，其余任 

何手段赢得的政权，都是违反民意 

的举动。

瑪麗亞陳.运反民意

“赴會反對‘後門政府a

消除社会各个阶层的贪污。因此， 

希盟必须继续致力于改革议程，强 

化根基，并在面对权力过渡的争议 

时保持团结。”

大马政局在昨n出现大地 

震，盛传土团党将连同公正党署理 
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的派系，与在 

野党结盟组成新政府后，导致希盟 

政权随时出现瓦解的情况。

玛丽亚陈指出，希盟是在人 
民寄望改革的情况下受到委托，而 

碱得执政权。因此，作为人民代 

表，代议士有责任维护改革议程， 

确保共同繁荣，将权利交予真正的 

持有者——人民。

她说，希盟承诺以4个平等政 

党加民兴党的团结联盟，由马哈迪 

出任首相，而安华将会是他的继承 

人，并受到人民的委托。

“马哈迪已在上周.五的希盟 

主席理事会议后获得希盟领导人的 

-致认同，让其全权决定交棒日 

期。”她认为，国内仍面对各种挑 

战仍然有待解决。
“各种改革政策尚待执行， 

如经济平等，干净和n由选举以及

代议士需尊重人民委托

她也强调，相较与争权夺 

利，人民代议士更应专注于改善国 

内的经济怙况，如改善商品价格上 

涨以及消除贫困，以解决人民的焦 

虑。

她表示，如果有必要重组希 

盟，则必须在取得共识的情况下执 

行。

“希盟的共享繁荣精神，以 

及民主改革的斗争不能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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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党

行动党

诚信党

39

42

11

亲敦马阵营

土团：26 

阿兹敏派11 

沙民兴党9 

国阵：42 

—巫统39 

一马华2 

一国大党1 
伊党：18

砂拉越政党联盟（GPS ) :18 

一土保党（PBB) 13 

—人民党（PRS ) 2 

—民进党（PDP ) 2 

一人联党（SUPP )

其他

沙巴民统（UPKO) 1 

沙巴人民团结党（PBRS ) 1 

沙巴团结党（PBS ) 1 

砂拉越团结党（PSB ) 1 

砂拉越人民志愿党（STAR ) 

独立人士 1

土团党（26席）及阿兹敏派系 

(11席）退出希盟后，希盟仅剩 

101席，失去执政权。

若沙巴的亲希盟政党，即民兴党和 

民统党也退出，希盟仅剩91席。

若土团党、阿兹敏派系、民兴 

党、民统党，与巫统、伊党和砂拉 
越政党联盟联手，新联盟将有124 

席，足以组成新政府。

希盟

Ipsisaii 出席紧急会议的行动党国州议员陆续禹开，中央 

执行委员会会议继续召开。

||ssisa||副首相旺阿兹莎进入国家皇宫。

| 4辆正副部长轿车前后驶入马哈迪私邸，相信是

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祖莱lisaisaii
鲁丁 c

阿兹敏在宣布包括自己在内的ii名国会议员 
退出公正党和希盟前，在脸书上载一张吃到碗底 

的照片。

数名公正党领导人和议员抵达总部参与特别会 

议。另一方面，行动党高层包括林吉祥聚集在行 

动党总部召开紧急会议。

安华和旺阿兹莎抵达公正党总部与党领袖进行特 

别会议，并证实早上见了马哈迪。

诚信党多名领袖聚集在布城第10区的希盟部长 

官邸。

2月24曰）事件演進表

林冠英抵达行动党总部。 丨 ISGICSII

首相办公室发文告证实马哈迪已在今日下 

午1时递交辞职信给国家元首。

安华官车在交警护行下，由皇宫第二大门驶入。

阿兹敏宣布11名公正党国会议员退党，在国会\ 

成为独立议员。

V.. ..¥.V 乂

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顾问团主席拿督斯里n ■ >|

旺阿兹莎術动鎌书长綱紐达首鴨，冑

往首相办公室欲跟首相敦马哈迪会面。

卫生部长拿督斯里祖基菲里在活 

动上开玩笑说，这可能是他最后 

一次作为部长主持推介礼了。 _̂

CBE1

祖基菲里在 
推特上以卫生部 

长身分，发布最 
后一则推文。

雪兰莪州务大臣阿米鲁丁召集所有公正党州议员 

前往官邸，预料在会议后将向雪州苏丹作出汇 

报。

大马政局动荡，加上周末美股下跌，拖累马股在 
今早一度跌破1500点大关。

得知马哈迪不在办公室后，安华、旺阿兹莎和林 

冠英离开首相署。而森州大臣拿督斯里阿敏努丁 

到芙蓉行宫觐见森州最高统治者端姑慕力兹殿下 

汇报政治局势，并在行宫逗留了约半小时。

IlSSISS
ml

IIOSIQ3

lississl
丨丨 PJ

licspql 土团党发文告指出，马哈迪将辞去土团党主席一职。

安华与旺阿兹莎的官车离开国家皇宫。

赛夫丁预料将与其他领袖召开新闻发布会。安华 

必须在下午2时30分赶往国家皇宫，因此不会出丨匕:felal 

席0

消息传出，首相敦马哈迪将会向国家元首呈辞， 

随后土团党总裁丹斯里慕尤丁和公正党署理主席 

拿督斯里阿兹敏预料也会召开记者会宣布退出希 

盟。国家元首将会召见222国会议员，拥有112 

名议员的支持就能出任首相组阁。

首相助理证实，马哈迪今天会呈交辞职信给国家 

元首。

赛夫丁宣布开除阿兹敏和祖莱达。

IISSISSII
IISBICSII 诚信党主席末沙布说，该党全力支持马哈迪任相，继续领导希望联盟。

IOSISSH

IllCSISSII

|CGISS||

IiisgissiI
___________

isBpail
Jli a.SKfuij '：-；!

lOBIBBlI
■

llisaissil
■

HsBisail

末沙布表态支持敦马继续任相。

安华觐见国家元首完毕，离开国家 

皇宫后返回公正党总部。

敦马轿车离开私邸，前往国家皇 

宫。

行动党将建议提名敦马哈迪继续担 

任首相，兑现希盟竞选宣言。
安华与旺阿兹莎抵达公正党总部:

敦马在警察的开路下抵达国家皇宫，并从皇宫第一大门处入宫内觐见元首3
- H |>Tl — — F^Tfc a

旺阿兹莎乘坐官车回到其位于吉隆坡泗岩沫的住家。

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离开该党总部，前往会见林冠英及末沙布。

■%... m

敦马哈迪在觐见元首约1小时40分钟后离开皇宫，在离开时也对现场媒体挥手但没有发言。

国内贸易及消费事务部长兼公正党总秘书拿督斯 

里赛夫丁，原定今早10时为一项活动主持推介 

礼，突然改由秘书长拿督哈斯诺代表出席。

IlCSISSII 巫统主席拿督斯里阿末扎希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PWTC )召集巫统所有国会议员会面。

马哈迪已递交辞职信给国家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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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才（左）表示，暂未收到阿兹敏加入民政党的 

申请表格。

劉華才：若遵從黨理念不拒絕

未接阿兹敏入黨申請
(吉隆坡24日讯）民政党主席拿督刘华才表示， 

暂未收到公正党前署理主席拿督阿兹敏阿里加人民政 

党的申请表格。

他指出，只要阿兹敏-•心为人民服务，遵从民政 

党的政治理念，不会拒绝对方人党。
民政党今日4时30分在总部召开紧急会议。刘华 

才受询问会否讨论阿兹敏人党事宜时，他没有正面回 

应，只表示会议主要针对国内政局变化，商讨应对策 

略。

此外，他表示，民政党暂时不会加人任何政治阵 

营。
他预料今日的会议将开到凌晨1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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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内閻會議有答案”
卡立沙末：敦馬沒理由組新政府
(布城24日讯）诚信党宣传 

主任卡立沙末说，对于近来发生 
的事，待星期s的内阁会议结束 

后就会有答案。

“就如我之前所言，我不觉 

得敦马会同意（组织新政府）， 

也没有理由。”

也是联邦直辖区部长的卡立

沙末，今早出席“2020年布城国 

际热气球嘉年华会”新闻发布会 

后，针对昨天大马“权力游戏” 

风波回应道，这种事情在我国政 

权历史上，已不是首次发生。

他指出，在2014年时，也曾 

发生巫统、伊党及公正党的州议 

员争夺雪州大臣一职的先例。

卡立沙末（左）为“2020 

年布城国际热气球嘉年华 

会”主持开幕。右为布城发 
展机构主帛拿督卩5T米鲁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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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 

也24日讯）尽管 

希望联盟传出或 

将瓦解的消息，

妇女及家庭发展 

部副部长兼行动 

党泗岩沫区国会 

议员杨巧双今早 

在脸书发文，希 

望国家元首、首 

相及国会议员将 

继续为大马做对 

的事情

“其余的不 

要感到失望，很 

多大马人还在为 

促进经济做出努 

力及努力抑制新 

冠肺炎的散播， 

-两个都可以带来不 

果，马来西亚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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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双在脸书帖文，并回忆自担任副部长的点滴。

情
-样的结

担任副部长工作不断

她在帖文中回忆，自在18 

个月前被委任为妇女及家庭发 

展部副部长起，每天善用24小 

时来处理各项工作，包括对体 

系进行改革及改善政策等，以 

做到最好，好让可以对人民有 

所交代》

“因此，我们孜孜不倦

的工作，即使是周末我们也在 

泗岩沫区工作，因为我们不能 

当人民所赋予的任务为理所当 

然〇 “

她说，每当结束工作时， 

她没有时间在社交媒体发表不 

必要的帖文（即使与首相过渡 

期有关）；即使有时间，她 
也没那么做，因为我们受到法 

律、时间、政治等限制，但无 

限的权利不受限。

“廉洁的手及廉洁的心至 

关重要，还有人民。“

称改革承诺会造福下一代

杨巧双说，她在兑现改革 

承诺中所给予的努力或许不会

造福这一代人，但肯定的是会 

对下…代带来利益。

“我们可能无法活到那么 

老来看我们今日所作的决定造 

成的结果，但我们的子孙会， 

我要可以在街上、广场内、巴 

刹等昂首阔步，因此每次我们 

都和人民站在同…阵线。”

她说，昨日漫长的•天她 

都在关注新闻，那和她在担任 

雪兰莪州议会议长时曾经历的 

感觉•样，不断尝试分辨敌人 

和朋友；不过值得安慰的是， 

有2位州议员站稳立场执行人民 

赋予的任务，而改变了局势。

-些时候，…两个人可以让情 

况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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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24曰讯資讀州大 

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将投向安 

华阵营？

5人缺席会议

根据《星报》报道，也是 

，雪州公正党主席兼双溪杜亚区 

州议员的阿米鲁丁，于今早在 

沙亚南大臣官邸，召见了雪州 

21名公正党州议员进行紧急会 

商。.除了5人缺席外，与会的 

16名州议员都在会议上获悉， 

阿米鲁丁表达了与安华和公正 

党同在的明确立场。

•名参与这项探讨最新时 

局会议的蓝眼州议员披露，阿 

米鲁丁在会议上除了表态支持 

安华与公正党，也表明会维护 

雪州希盟政权。

将觐见雪州苏丹

他在会后透露，阿兹敏阵 

营的部分雪州议员，对昨曰傍 

晚出席一场有土团党、伊党和 

巫统领袖的会议时大吃-惊， 

因为他们原意是力挺阿兹敏， 

却没料到现场是如此情景。

这名州议员指出，阿米鲁 

丁在会上汇报，将在今午稍迟时觐见雪州苏丹沙拉 

弗丁殿下，并安排于明日联同希盟雪州行动党主席 

哥宾星和雪州诚信党主席依兹汉觐见苏丹殿下。

缺席今早与阿米鲁丁会面的5名州议员，是公 

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国际山庄）、阿兹敏政治秘 

书希尔曼（鹅唛斯迪亚）、哈妮查（再也谷）、罗 

兹雅（崙都知甲）和纳兹旺（哥打安格力）0

那些被指亲安华的公正党州议员，上午先在 

沙亚南的雪州政府智库——达鲁益山机构集合后， 

才一同前往大臣官邸处开会a

矢言维护雪公正党地位

阿米鲁丁日前和行政议员在印尼万隆出席-- 

项干训活动后，于昨晚返马，就紧急召集蓝眼州议 

员于今早进行会商洽谈。

根据一名与会的州议员披露，阿米鲁丁矢言 

会维护公正党在雪州的地位。

“我们无从知晓他此刻这样说的意思，但我 

们判断他或会跳去安华阵营。

“在阿米鲁丁召集会议之前，我们获悉有 

四五名亲阿兹敏的州议员，有意投向安华阵营。”

传多数议员拒与巫统合作

另有传闻指出，基于雪州大多数州议员拒绝 

与巫统合作，因此大臣与州议员的会面结果显示， 

雪州依然会维持现有的希盟政府局面。

阿米鲁丁向来被视为是阿兹敏在雪州的门生 

和代理人，是阿兹敏阵营的中坚分子，但他在上任 

雪州大臣后，因需要和希盟友党及党内不同派系合 

作，故在挺阿兹敏的立场上，表现并不激进。

-旦阿米鲁丁选择继续追随阿兹敏，他将不 

获拥有大多数议席的希盟州议员的支持，而被归纳 

人雪州反对党阵营（国民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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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盟政府若瓦解

甲宙政權1
(吉隆坡24日讯）土团党退出希 

盟加上公正党11名国会议员退党另组新 

政治联盟，不仅导致希盟瓦解和联邦政权易 

手，也导致原先由希盟执政的4个州属变天或面临倒台。

这4个极可能变天的州属是柔佛、霹雳、马六甲和吉打州。

敦马哈迪今n向国家元首辞去首相职，时土团党总裁丹斯里慕尤丁 

随即宣布土团党退出希盟，公正党署理主席令督斯里阿兹敏则率领10名 
国会议员退党，已经导致在2018年大选后组成联邦政府的希盟瓦解。

随着希盟瓦解，由希盟执政的几个州政府也摇摇欲坠随时倒台，特 

别是柔佛州和霹雳州，随时拱手给新的政治联盟执政。
在2018年的大选中，希盟除了继续执政槟州和雪州之外，还夺得了 

柔佛州、森州、霹雳州、吉打州、马六甲州及沙巴州的政权。

•柔佛只差一席即变天

t柔佛州，2018年大选时希盟在56个州议席中赢得了36席，其中 

行动党14席、诚信党9席、土团党8席、公正党5席。

而PI阵则赢得了19席，其中18席是由巫统夺下，1席是归国大党， 

马华和民政党都遭遇惨败；伊斯兰党则是赢彳!H席。

虽然之后有3名巫统州议员跳槽至土团党，令巫统掌握的州议席减 

至15席、土团党窄握的州议席则增加至11席，但两党始终牢牢握有26 

席，加上国大党的1席和伊党1席，就已掌握半数州议席。

如果江5名公正党州议员之中有1人加人新联盟，柔佛州即可改朝换 

代，而行动党、诚信党和公正党将成为州内的反对党。

•霹雳变天成定局

f霹雳州方面，改朝换代几乎是无可改变的事实：在上届大选
1：±1中，霹雳州没有任何联盟在总数59个州议席中跨过简单多数议 

席的门槛，最终是两名国阵巫统议员支持土团党积莪营州议员拿督斯里 
阿末法依沙出任霹雳州务大臣后，希盟阵营掌控31席后才有机会执政。

如今土团党宣布退出希盟，只要土团党（2席）与巫统（25席）及 

伊党（3席）结盟，就可掌握30个简单多数议席执政，这还不包括阿兹 

敏派系的另两名公正党州议员，也极可能加人新的政治联盟。

•马六甲预料变天

着土团党即日起退出希盟，马六甲州政权易丁•已是没有悬念。 

fl前在28个州议席中，希盟占15席，巫统占13席位；如果土 

团与巫统结盟，希盟将失去两个土团党的州议席，甲州将由掌控15个州 

议席的新政治联盟执政，而行动党、公正党、和诚信党将成为反对党：

希盟在上届大选的成绩，行动党占8席、公正党3席、土团党2席、 

诚信党2席，15名希盟州议员以简单大多数执政。其余反对党议员13 

人，则清•色是巫统议员。如果土团党与巫统结盟，加上阿兹敏派系的 

州议员退党加人新联盟，马六甲州政权易手已成定局。

♦吉打希盟直接失政权

著团结党宣布退出希盟，必直接牵动吉打“变天”。

□1 在希盟契约下，土团党以少数议席主掌州政，并由党署理

总裁拿督斯里慕克力掌大臣，宣布退出希盟之后的土团党在吉打若与伊 

党和巫统合作，可以以新的政治联盟执政吉打州。

吉打36州席里，伊党独占15席，土团党占6州席、呕统占2席，总数 

已达23席，这已非常接近三分二，新的政治联盟足以组成比原有希盟更 

强势的州政府。

籲森州暗流汹涌

f森州，仅仅以4席微差优势执政的森州希盟，虽然目前看似稳 

妥，可是却暗流汹涌，只要有3名议员倒戈就会“变天”。

在森州36个州席中，希盟赢得20席，其中行动党有11席、公正党6席 

及诚信党3席；而国阵巫统及国大党则拥有16席，如果要促成“变天”， 

森州希盟至少要有3名议员出走，才能达成超过18席的简单多数。

在「丨前的局势看来，森州政府要“易主”的机率还是比较小，主要 

是森州公正党议员多数属于安华派系，尤其是森州大臣拿督斯里阿敏努 

丁就多次公开表达支持安华领导，是森州主要的安华势力。

虽然如此，公正党的消息也说，行政议员莫哈末拉菲兹与大臣多有 

矛盾，而且也已经逐渐向阿兹敏阵营靠拢，这也让莫哈末拉菲兹成为了 

“阿兹敏派系”在森州的唯一火种，R要阿兹敏在中央政权的地位稳固 

了，那森州是否会变天，那就有很大的想像空间了。

籲雪州希盟仍牢控

#有56个州议席的雪州，即使在屮央变天后，仍是其中…个由希

，、盟执政的州属。

可靠消息告诉《星洲日报》，公正党署理主席兼经济事务部长拿 
捋斯里阿兹敏阿里的支持者虽然占了雪州公正党21个州议席中的12席或 

57%;不过，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则掌握了其余9名州议员或43%, 

加上雪州行动党的16个席和诚信党的8席，足以凑成33席继续执政。

在2018年大选屮，雪州巫统只赢得5席，土团党5席和伊党1席，若加 

上阿兹敏掌握的最多12席，新政治联盟只有23席，无法执政。

•槟希盟政权仍稳固

槟州方面，虽然联邦政府动荡，槟州希盟政权还是很稳固。 
槟州有40个州议席，行动党在上届大选攻打19席并获全 

胜，并与拥有14席的公正党、2席的土团党、2席的诚信党组成希盟槟州 

政府，以37席位绝大优势执政。

随着土团党宣布退出希盟，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及10位“敏派 

国会议员”也宣布退出公正党，但槟州有反跳槽法令的各种约束，-些 

“敏派州议员”的动向备受关注，

不过，即使不计算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派系的州议员，在槟 
州，行动党的19席位加上诚信党的2席位，希盟已可继续执政。

籲玻政权不受影响

璃市方面，n前的政治风暴对州政权无太大影响，国阵依 
旧掌握大权，尤其是在巫伊合作的“全民共识”（Muafakat 

Nasi_l)后，玻州伊党已表明全力支持国阵。

国阵江第14届大选保住玻璃市州政权，拿督斯里阿兹兰续任州务大 

臣，不过国阵只赢得10个州议席，其他5个州席分别是公正党掌握3席及 

伊斯兰党2席。

1个月后，淡汶都浪区州议员拿督依斯迈卡欣退出巫统，以独立议 

员身分自居，不过表明支持以敦马哈迪为首的土团党：
公正党3名州议员是阿斯鲁尼占（瑟纳）、诺阿赞（玻璃市港口） 

及颜艾菱（英特拉稼秧岸）。阿斯鲁及诺阿赞是拉菲兹成立的政策措施 

研究中心（invoke) •员，向来也以党主席拿督斯安华派系n居； 

颜艾菱极少表明立场，对于党派系-向轻描淡写。

沙拉尼（右四）指希盟在霹雳州只剩下29席，反映州政府已倒台。左起是肯纳宁州议员拿督达米兹、伊党司南马 

州议员莫哈末阿玛、曾吉容州议员拿督莫哈末阿扎哈、孟加兰各鲁州议员拿督阿都马纳、实令星州议员莫哈末诺、连 
登州议员拿督祖基菲和拉兹曼；右起为高乌州议员阿斯尼尔、仕林州议员拿督古赛里与半港州议员拿督凯鲁丁。

前任霹雳州务大 

臣拿督斯里赞比里准 

备参加霹雳州巫统和 
伊党的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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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慕尤丁宣 

布，该党最 

高理事在咋 

日的会议中 1MH议决，从即 

日起退出希

iTl 盟。
随着 

土团党的退 

出，以及敦 

马辞去首相 

HU职位之后， 

原本拥有4 

个成员党的 

希盟政府也宣告瓦

°在1 4届大选 

之后，希盟4个成 

员党的议席分别是 

公正党（50 )、行 

动党（42 )、土团 

党（26 )和诚信党 

(1 1 ),加上沙巴 

友好联盟的沙民兴 

党（9)和沙巴民统 

(1 ),才以139席执 

政中央。

政府首席秘書：副首相及部長職務終止
(吉隆坡24日讯）政府首席秘书拿督斯里莫哈末祖基阿 

里宣布，国家元首阿都拉陛下已接纳首相敦马哈迪的呈 

辞；但是，陛下决定委任敦为过渡首相，以等待新的 

首相出炉。

“因此，作为过渡首相，敦马将负责管理国家 

.,,^行政，直到委任新的首相以及组成新内阁。
打、‘

政府首席秘书在文告中说，陛下是根据联邦宪法第43(2) 

(a)条款，委任敦马为过渡首相。

政府首席秘书较后也发文告，国家元首已同意首相在今曰 

依据联邦宪法第43 (5)条款的建议，撤销内阁部长的委任。

文告指出，因此，行政成员包括副首相、部长、副部长及 

政治秘书的职务，即曰起终止。

旧j

首;
•相办公室周一下午发文 

告说，敦马哈迪已正式 

提交辞职信，辞职信已在当天下 

午1时递交给国家元首。

接下来国家元首将会看谁获 

得最多国会议员的支持，以委任 

他成为新的首相。目前盛传敦马 

拥有130席，而公正党主席拿督斯 

里安华则拥有90席，结果如何必 
须等待国家元首召见国会议员之 

后才会明朗。

诚信党行动党挺敦马领导

除了巫统、伊斯兰党、阿兹

敏派、砂政党联盟(GPS)纷纷表示 

支持敦马之外，诚信党及行动党 

在各界都认为希盟政府已倒台的 

情况下，现在也发表声明支持敦 

马继续领导希盟，为接下来的政 

局留下更多的伏笔。

敦马今天连发两枚炸弹， 

除了辞去首相职，跟着就是宣布 

辞去土团党主席的职位，为接下 

来的政局增添不明朗的因素。不 

过，敦马还是土团党党员，并没 

有退党

土团党在文告中指出，马哈 

迪已正式辞去主席的党职，辞职

信已于周一提交至土团党办公室。土 

团党将于今晚在总部召开紧急最高理 

事会会议，以讨论敦马辞去党职的最 

新发展。

\ r

公開決裂
t公正党总秘书拿督斯里赛 

夫丁宣布开除署理主席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和副主席祖莱达之 

际，阿兹敏在另一边厢也在脸书亘 

布，11名公正党国会议员即日起退 

党，以在国会成为独立议员。

這11名國會議員是:

1

I p»iTimert*

1 ,

火
雄

別

績

梃

1. 阿兹敏阿里（鹅唛区）

2. 祖莱达（安邦区）

3. 拿督赛富丁阿都拉（英迪拉马哥 

达区）
4. 巴鲁比安（实兰沟区）

5. 拿督卡马鲁丁惹（敦拉萨镇区）

6. 拿督曼苏（高渊区）

7. 拿督拉昔（崙株巴辖区）

8. 拿督斯里山达拉（昔加末区

9. 阿里比朱（砂拉卓区）

10. 威利莫因（婆罗洲高原区）

11. 佐纳丹（兰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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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指 

1 丁出，行动党于周一晚的 

希盟主席理事会会议上/建议提 

名敦马哈迪继续担任首相，兑现 

希盟竞选宣言。

他在行动党总部主持紧急会 

议后说，上午与马哈迪会面时， 

对于马哈迪说要辞职感到震惊。

他说，马哈迪是不要与巫统 

合作，才辞职。

“马哈迪清楚说明，他不能 

与巫统合作，他在2018年大选时 
非常艰辛才成功推翻巫统。”

林冠英说，行动党赞许马哈 

迪秉持不愿意与贪腐巫统合作的 

原则，因为巫统，我国才被标签 

为“全球最差的盗贼治国”的国 

家。

他说，这是我国首次有首相 

因为秉持廉正和打击贪腐的理念 

而辞职。

他指出，大马人应该支持这 

种始终如一、坚持立场原则，拒 

绝巫统的精神c

公
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及副首 

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周一下午 

先后进入国家皇宫觐见国家元首苏丹阿 

都拉，并在逗留约45分钟后乘车离开。

安华于下午2时30分乘车从皇宫二 

门进入国家皇宫，旺阿兹莎则在大约10 

分钟后抵步。
他们在进入皇宫约45分钟后，于下 

午3时17分分别乘车离开国家皇宫，并 

没有对现场媒体发表任何谈话。

此外，国家皇宫外除了有媒体驻守 

外，也有一些安华的支持者到场声援安 

华，有者认为安华是可以团结及带领各 

族前进的关键人物，因此他们坚决给予 

安华支持。

马:
哈迪下午4时40分左右，在警察的开路下抵 

I达国家皇宫，准备进入皇宫内觐见元首。 

马哈迪在觐见元首约1小时40分钟后离开皇宫，傍晚 

6时15分左右，在警察的开路下乘坐官车离开。他向 

现场媒体挥手，但没有发言。

■相关新闻见第 3/4/5/6/7/8/9/10/11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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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漢：雪土團主席表明

“土團續留州政府沒問題”
(沙亚南24日讯）尽管土团党已于今日宣布 

退出希盟，但根据窖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的政 

治秘书兼丹绒士拔区州议员柏汉指出，雪州土团党 
主席拿督阿都拉昔表明，土团党若要继续留在雪州 

希盟政府中，“不是一项问题”。

柏汉在接受马新社访问时指出，也是雪州公 

正党主席的阿米鲁丁今早与雪州行动党主席哥宾星 

及雪州诚信党主席依兹汉进行了 •项会面，但他没 

告知会议地点和时间。

“全部政党（公正党、行动党和诚信党）同 

意，继续维持雪州希盟政府的运作。”

“而且，售州土团党主席（巴生海峡区州议 

员）阿都拉昔也说，土团党要继续留在雪州政府没 

有问题。”

他强调，尽管联邦换政府的说法甚嚣尘上， 

但雪州还是希盟政府治理。
土团党在雪州拥有5个州议席，阿都拉昔为土 

团党唯•的雪州行政议员。

另外，柏汉证实，阿米鲁丁预料于今日觐见 

雪州苏丹沙拉弗丁殿下，但他不愿证实有关觐见是 

临时安排的商讨国内时局演变、或纯粹是大臣向苏 

丹禀报州行政事务的例常禀告。

与此同时，来自雪州王宫的消息则证实，苏 

丹殿下今日没有与大臣会面的行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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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還是部長”
郭素沁：一切讓領導層處理
(亚庇24 HI讯）原产业部 

长兼行动党副秘书长郭素沁今 

日全天都在沙巴。

郭素沁今旱与沙巴州旅 

游、文化及环境部在亚庇希尔 

顿酒店开会后，在新闻发布会 

上被问及“今日之后行动党的 

发展”时，她神态轻松地以 

“我现在还是部长”回应。

她又说，自己今天会留守 

沙巴，主持完原定的行程。

郭素沁下午2时在哥打马鲁都 

有一场活动。

郭素沁表示，她对吉隆坡 

目前发生的事情不太清楚，但 

希望大家不用太担心，-切事 

情就让领导层去处理。

“那边（吉隆坡）发生 

什么事情，我不清楚……不州 

担心，什么事情都好，让他们 

(领导层）去做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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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兹雅臉書貼文臝讃
正党领袖理亨会成 

员兼雪州行政议员 

罗兹雅今n上午11时许在脸书 

发布•张以“基于价值的政 

治”为标题的图片，获得许多 

网民按赞。

图片内文写着，公正党其

中一个核心原则的章程是“建 

立公正的社会，民主、积极与 

团结的民族”，因此这个政党 

必须集中于鼓励推行社会公 

正，消除政治贪污及非种族框 

架内的人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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