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utan paya gambut di Malaysia
terbentuk antara 4,000 dan 5,000
tahun lalu. Data Jabatan Perhu-
tanan Semenanjung Malaysia
(JPSM) pada 2017, mengesahkan
ia berkeluasan 253.45 ribu hektar
daripada keseluruhan 4.41 juta
hektar keluasan Hutan Simpanan
Kekal (HSK) Semenanjung Mala-
ysia.
DiSemenanjung,hutan jenis ini

hanya ditemui di Selangor, Pa-
hang, Johor serta Terengganu,
malah dianggap mempunyai spe-
sies tumbuhan spesifik. Malah,
hanya 24 spesies pokok daripada
18 famili terhad secara eksklusif
dijumpai di hutan paya gambut
ini.
Ekosistem ini jugamenjadi tem-

pat pembiakan beberapa jenis
ikan air tawar hilir sungai ber-
nilai komersial. Kajian menun-
jukkan ia menyediakan habitat
perlindunganbeberapaspesis rep-
tilia terancam seperti buaya ju-

lung-julung (Tomistoma schlege-
lii).
Hutanpayagambutmempunyai

beberapa rangkaian fungsi dan
perkhidmatan ekosistem penting
dalam menjamin kelangsungan
hidupmanusia dan kesejahteraan
alam.
Perkhidmatan ekosistem men-

jelaskan dari segi komponen ke-
sejahteraan hidup yang dinikmati
melalui sumbangan secara lang-
sung dan tidak langsung daripada
kawasan hutan paya gambut.
Umumnya, terdapat 22 jenisper-

khidmatan ekosistemdikenal pas-
ti, terbahagi kepada empat ka-
tegori, iaitu perkhidmatan pem-
bekalan, kawalan, habitat atau so-
kongan dan kebudayaan dan ke-
mudahan.
Walaupun berperanan penting,

ekosistem paya gambut sering ti-
dak dihargai. Litupan paya gam-
but hanya tiga peratus daripada
keseluruhan permukaan bumi,
namun ia bertanggungjawab me-
nyerap dua kali ganda karbon
dioksida berbanding hutan jenis
lain.
Justeru, keupayaan hutan ini

menyerap karbon dioksida mem-
bantumenstabilkan iklim dengan
memperlahankan proses pemana-
san global.
Dua dekad mutakhir, hutan pa-

ya gambut menerima kesan da-
ripada kegiatan manusia melalui

pembangunan tebus guna dan sa-
liran. Ia mengakibatkan pelbagai
kesan buruk kepada keutuhan ke-
seluruhan ekosistem hutan.
Natijahnya, ekosistem hutan

paya gambut terus musnah atau
lenyap akibat ‘dikorbankan’ se-
cara berterusan untuk memberi
laluan kepada pelbagai bentuk
pembangunan. Semakin bertam-
bah kehendak ekonomi, semakin
meningkatnya tekanan untuk
membuka dan menebus guna hu-
tan ini.
Di Malaysia dan Indonesia, ju-

taan hektar tanah paya gambut
diterokadandieksploitasimeluas,
terutama oleh sektor pertanian.
Di Asia Tenggara, 13 juta hektar
hutan paya gambut dibersihkan
untuk pertanian dan agro-perhu-
tanan dengan lebih 2 juta hektar
untuk tanaman kelapa sawit.
Antara projek besar-besaran

membabitkan pembukaan jutaan
tanah paya gambut ialah Projek
Mega Satu Milion Padi di Kali-
mantan Tengah pada 1995. Me-
laluinya, seluas 1.46 juta hektar
kawasan paya gambut dibersih-
kan dan 4,618 kilometer (km) parit
serta tali air selebar lima meter
digali.
Kegagalan projek ini menjejas-

kan kehidupan masyarakat tem-
patan, sekali gusmenghapus tum-
buhan dan hidupan liar yang se-
bahagiannya belum pernah diin-

ventori serta melupuskan semua
simpanan bijian yang ada dalam
ekosistem berkenaan.
Situasi terkini menunjukkan

hutan paya gambut terus dian-
cam. Terkini, terdapat ura-ura ke-
rajaan Selangor untuk menyah-
wartakan antara hutan paya gam-
but penting, iaitu Hutan Simpan
(HS) Kuala Langat Utara daripada
senarai HSK untuk memberi la-
luan kepada pembangunan.
Hutan Simpanan ialah hutan

paya gambut dan hutan tanah pa-
mah serta menjadi baki HSK da-
hulu yang sebahagian besarnya
dinyahwarta dan ditukar guna ta-
nahnya bagi tujuan pembangu-
nan sejak lebih 50 tahun.
Hutan Simpan Kuala Langat

Utara ialah kawasan penting pe-
muliharaan kepelbagaian biologi
dengan menyokong beberapa ke-
hidupan spesies jarang ditemui
seperti beruang matahari, tupai
terbang terkecil Selangor dan
ikan laga merah Langat.
Selain itu, HSK juga berpera-

nan sebagai habitat beberapa spe-
sies dipterokarp yangmempunyai
status ‘terancam kritikal’ dan ‘te-
rancam’. Jika cadangan itu men-
jadi realiti, sudah pasti akanmen-
gecilkan lagi keluasan HSK di Se-
langor dan Kuala Langat khusus-
nya.
Perlu ditegaskan, kebanyakan

projek pembangunan dilaksana-

kan di hutan paya gambut men-
jejaskan integriti dan kestabilan
ekosistem sertameninggalkan ke-
musnahan yang tidak sedikit.
Walaupun tidak menyalahi un-

dang-undang (berdasarkan Perka-
ra 74(2) Perlembagaan Perseku-
tuan), cadangan penyahwartaan
Hutan Simpan itu tidak selari pe-
rancangan kerajaan negeri dalam
Rancangan Struktur Negeri 2035
untukmengekalkan32peratuska-
wasan hutan di Selangor.
Ia juga tidak selari matlamat

dan objektif JPSM mewartakan
atau mengekalkan kawasan HSK
di Semenanjung Malaysia seluas
lima juta hektar menjelang 2020.
Janganlah kita menyesal kemu-

dian hari apabila kenaifan me-
musnahkan hutan paya gambut
yang ternyata mempunyai pelba-
gai fungsi dan kepentingan.
Justeru, penggubal dasar, pe-

rancang dan pelaksana pemba-
ngunan harus mengarusperdana-
kan keperluan mengekalkan hu-
tan ini dengan mengintegrasikan
prinsip pemuliharaan ke dalam
dasar, pelan dan program aktiviti
ekonomi dan pembangunan ne-
gara.
Sudah sampai masanya pende-

katan pemuliharaan alam sekitar
dan pembangunan disepadukan
dan diselaraskan pelaksanaannya
bagi mengekang kemusnahan
berterusan hutan 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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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ng asli buat bantahan
Hantar memorandum 

bantah cadangan mansuh 
hutan simpan

Oleh ASYRAF MUHAMMAD

Kira-kira 300 masyarakat 
orang asli yang tinggal 
berhampiran Hutan 
Simpan Kuala Langat 

Utara membuat bantahan di 
Bangunan Sultan Salehuddin Abdul 
Aziz Shah (SSAAS) semalam 
berhubung cadangan memansuhkan 
status Hutan Simpan Kuala Langat 
Utara. 

Satu memorandum turut 
disampaikan kepada Setiausaha Politik 
Menteri Besar Selangor, Borhan Aman 
Shah.

Ketua Kampung Pulau Kempas, 
Bukit Cheeding dan Bukit Kecil, 
Rahman Pahat berkata, cadangan 
memansuhkan status hutan itu hanya 

SHAH ALAM 

Rahman (dua dari kanan) menyerahkan memorandum kepada Borhan (kanan) di Bangunan SSAAS, 
Shah Alam semalam.

akan memberi kesan kepada penduduk 
orang asli yang telah menetap di 
kawasan itu sejak tahun 1845.

Menurutnya, memorandum ban-
tahan yang dihantar itu melibatkan tiga 
pertubuhan bukan kerajaan (NGO) dan 
enam ketua kampung orang asli.p g g

“Kami berharap agar menteri 
besar dapat mempertimbangkan 
bantahan kami ini kerana hutan 
simpan itu menjadi sumber 
rezeki kami untuk mencari 
herba dan pendapatan harian,” 
katanya selepas menyerahkan 
memorandum bantahan 
berkenaan di Bangunan SSAAS 
di sini semalam.

Sementara itu, Borhan ketika 
ditemui media berkata, kerajaan 
negeri sentiasa membuka ruang 
kepada seluruh masyarakat bagi 

menyuarakan pandangan dan cadangan 
masing-masing berhubung isu itu.

Katanya, cadangan dan bantahan 
yang diterima akan diangkat semula 
oleh kerajaan negeri untuk dibincang-
kan dengan lebih lanjut.

Sebelum ini, Menteri Air, Tanah 
dan Sumber Asli, Dr A Xavier 
Jayakumar turut menyuarakan 
bantahan terhadap cadangan nyahwarta 
Hutan Simpan Kuala Langat Utara 
yang bertentangan dengan hasrat 
kerajaan Pusat untuk memelihara 
hutan simpan.

Bantahan turut disuarakan oleh 
Pertubuhan Pelindung Khazanah 
Alam Malaysia (Peka) kerana hutan 
itu kaya dengan sumber biodiversiti 
unik termasuk spesies tupai pygmy 
yang hanya boleh ditemui di kawasan 
berkena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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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DLINE LOOMS 
Kajang council 
gives night market 
traders until 
Feb 29 to move 
to new site in 
Bandar Baru Bangi 
>3 

Feb 29 ultimatum for 
night market traders 
MPKj orders those operating at Taman Persiaran 
Bangi to relocate to new site 1km away 

By VIJENTHI NAIR 
vijenthi@thestar.com.my 

ALL night market traders at 
Taman Persiaran Bangi must relo-
cate to the newly built Laman 
Niaga Komuniti in Bangi, which is 
about 1km away by Feb 29. 

Kaj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j) 
president Datuk Rosli Othman said 
it spent RMlmil to build a proper 
trading site which had 600 lots and 
200 parking bays at Section 16, 
Bandar Baru Bangi, Selangor. 

"The new site has more than 
enough room to accommodate the 
over 100 registered traders at the 
night market who operate at 
Taman Persiaran Bangi every 
Tuesday and Saturday. 

"By relocating to Laman Niaga 
Komuniti, the stalls will not 
obstruct traffic or cause congestion 
which is happening at the current 
site where stalls take over residen-
tial roads. 

"There was a lot of resistance 
from the traders when our enforce-
ment officers tried to convince 
them to relocate to the new site on 
Feb 25," he said. 

Rosli said that the traders were 
concerned of poor business at the 
new site. 

"With any relocation, business 

may be slow for a few nights but it 
is bound to pick up once people are 
aware of the new site. 

"We have received many com-
plaints from the public about traffic 
congestion and cleanliness at the 
current site for years. 

"All these problems will be 
addressed if the traders can cooper-
ate and move to the new place 
which is more spacious and clean," 
he said, after the full board meeting 
at Menara MPKj, Kajang. 

It is learned that the night mar-
ket has more than 400 traders, 
although only about 100 were regis-
tered. 

A source from MPKj claimed that 
the night market organiser was 

instigating traders not to move to 
Laman Niaga Komuniti as they 
would be paying rent to MPKj. 

With regards to the state's efforts 
in regulating the collection of 20sen 
for a plastic bag, Rosli said MPKj 
had issued over 1,000 notices to 
establishments but had only 
received feedback from eight of 
them. 

"We are supposed to have started 
collecting the monies from January 
whereby 40% will be kept by the 
council for green initiatives and the 
rest paid to the state quarterly. 

"Establishments can opt to pay us 
monthly or every three months. 

"If response from the establish-
ment continues to be poor, we have 

to look at other ways to collect the 
plastic bag charges. 

"The establishments that have 
registered with us will be given a 
certificate to be displayed at the 
checkout counter," he said. 

On dengue, Rosli said the situa-
tion was under control but hoped 
that the people would play an 
active role by taking part in got-
ong-royong activities. 

"Response from most neighbour-
hoods was discouraging. Only 
about 15% of residents turn up. 

"There were 1,851 cases as of Feb 
22 and no deaths. There are 23 hot-
spots, seven in Kajang, nine is 
Sungai Ramal, one in Balakong, and 
six in Semenyih,"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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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uds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is finding ways to settle matters amicably between 
parties as the number of complaints lodged by residents against their 
neighbours doubled in 2019 compared to previous years.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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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K meeting residents to solve complaints between neighbours. - Photo courtesy of MPK 

MPK plays mediator for 
neighbours at loggerheads 
It says singing loudly and slamming doors among common complaints 
By EDWARD RAJENDRA 
edward@thestar.com.my 

COMPLAINTS against neighbours 
are increasing among the variety 
lodged with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Among the neighbourly disagree-
ments, boundary issues are the 
most common as the problem often 
plagues neighbours, which some-
times result in unpleasant 
exchange of words. 

And too frequently now, quarrel-
some neighbours in some residen-
tial areas have made their displeas-
ure against their neighbours 
known by lodging complaints with 
MPK in the hopes of getting help to 
solve the problem. 

The complaints often received 
by the local council include 
neighbours singing too loud, dis-
carding rubbish in another's bin, 
repeatedly banging of doors in ter-
race link houses and cutting a 
neighbour's flower hedge to spite 
them. 

Complaints of this nature were 
not common in the past but MPK 
has noticed an increase of such 
reports over the last three years. 

MPK Complaints Unit officer 
Aziana Idris said it was normal to 
have issues among neighbours but 
residents these days, preferred to 
report their annoyance (with their 
neighbour) to the local authority 
hoping for some form of mediation 
in the issue. 

"We had a few cases of women 
singing too loudly. At times what is 
music to our ears, may irritate our 
neighbour. 

"The complaint was about some-
one singing loudly at odd hours. 
But, the matter has been settled 
now," she said. 

She added that people were often 
unaware of the noise reverberating 
from their homes and how it affect-
ed the neighbours. 

"People must understand that the 

Quarrelsome neighbours 
lodged complaints to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2019 
• 2017 2018 m 

> mtrk iffii mm 

Norfiza says complainants must 
produce their MyKad to ensure the 
complaint is genuine and no ficti-
tious names can be used in the form. 

noise they make within the con-
fines of their home affects others, 
especially those living in terrace 
houses. 

The Complaints Unit comes 
under the purview of MPK's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Department. 

Aziana says cases of neighbours 
having issues with each other 
doubled up in 2019 compared to 
2018. 

In some cases, residents resort to 
MPK as a means of advancing an 
argument or to intimidate their 
neighbours. 

Some complainants were also 
known to lodge reports under a veil 
of non-disclosure to protect their 
identity. 

The council finds it difficult to 
proceed into a complaint when 
complainants give fictitious names 
and incorrect contact details but 
lodge a report against a particular 
resident. 

Aziana said complaints between 
quarrelling neighbours were often 
sorted out by the council amicably 
but there were some instances 
when residents opted for legal 
redress. 

Aziana said there were 107 cases 
of loggerhead neighbours in 2017 
and 109 cases in 2018. 

'In 2019, the complaints more 
than doubled to 233 cases. 

"Sometimes, the nature of a case 
is with regards to issues such as 
unbearable noise with neighbours 
banging the door repeatedly due to 
family squabbles. 

"But some neighbours deliberate-
ly cut the flower hedges of another 
resident because of discontent 
among them. 

"In these kind of cases, we have 
issued stern warnings and the resi-
dent usually does not repeat the 
act," she said. 

Aziana added that most of the 
cases of neighbours in disa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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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were from Bandar Puteri, 
Bandar Botanic, Bandar Bukit 
Tinggi II, Klang Jaya, Taman 
Sentosa, Kampung Raja Uda and 
Jalan Tepi Sungai. 

"Based on reports lodged, Taman 
Sentosa tops the number of cases of 
quarrelsome neighbours," she said. 
' Aziana stressed that officers who 
went down to the field to give 
advice had to be impartial and be 
patient. 

"Matters are often settled amica-
bly and at times, it is referred to the 
department concerned for stiffer 
action if our staff face resistance 
from residents. 

"But, there are cases when our 
unit are used to intimidate one 
party especially with one neigh-
bour making continuous com-
plaints against another. 

"In such cases we offer clear 
explanation for compliance and 
issue a warning to them to stop 
using MPK against one, another," 
she added.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Department director Norfiza 
Mahfiz said the complaints lodged 
to the Complaints Unit were strictly 
confidential to protect residents 
from being intimidated or threat-
ened by the person against whom 
the complaint was made on. 

When asked on complainant's 
giving fictitious names, Norfiza said 
that the Complaints Unit would go 
a step further to require that com-
plainants now produce their 
MyKad. 

"For those who lodge complaints 
via the telephone, MPK's website 
or email, we will verify the 
details by going to the area and a 
contact number will be recorded," 

MPK officers often go to the ground to meet residents on a variety of 
issues. — Photo courtesy of MPK 

Five top complaints in 2019 
Nature of complaints Total I Sub-category 

Lights 1,853 
Animal disturbances 1,775 
Drainage . 1,405 
Trees 1,212 
Rubbish/litter 1,209 

Streetlights 1,569 
Stray dogs 1,516 
Clogged drains 582 
Cutting down/Pruning 976 
Heaps of garbage 337 

Complaints are made via 

Municipal council website 

Walk-in to complaints unit 

@ Email 

Letters from State assemblymen 
v 

she added. 
Aziana said in 2019, MPK 

received 12,174 complaints of vari-
ous nature. 

"In 2019, lighting incidents 
topped the list of complaints with 
1,853 cases. 

'There were 1,569 complaints on 
non-functioning street lights and 
faulty lights at playgrounds. 

"There were also complaints on 
stray dogs with 1,775 cases with 
1,516 complaints mentioning unli-
censed canines causing a nuisance 
and tearing up garbage bags and 
even chasing schoolchildren," she 
said. 

There were 1,405 reports on 

drainage issues including broken 
drains and 582 involving clogged 
drains. 

According to residents who 
lodged complaints on clogged 
drains, they blamed Kumpulan 
Darul Ehsan Berhad's contractors 
for not scooping out silt from 
drains. 

The public also called to MPK to 
prune 976 tree branches along resi-
dential roads which pose danger of 
breaking during thunderstorms. 

Complaints on garbage stood 
at 1,209 cases with 337 cases of 

rubbish dumping at quiet stretch-
es or left outside residents' hous-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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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ON WHEELS 
Shah Alam City Council's mobile 
unit will be at the Plaza Shah Alam 
carpark from 11am to 5pm on 
Feb 29. Services offered include 
collection of assessment, payment of 
parking compounds and sale of 
parking coup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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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ost 20% 
increase in 
number of PJ 
dengue cases 
SOME 1,300 dengue cases were 
reported in Petaling Jaya up to the 
eighth week this year - a 19% 
increase compared to the same 
corresponding period in 2019. 

No deaths were reported in the 
city, said mayor Datuk Mohd 
Sayuthi Bakar during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s full board 
meeting. 

Commenting on the 20sen col-
lection for plastic bags, he said 
there were no formal objections 
by traders. 

Starting Jan 1 this year, busi-
ness are required to register with 
the city council if they are collect-
ing the charge for giving out plas-
tic bags. 

"As of now, some 40 big scale 
businesses have registered with 
us. We have decided to collect the 
money from the traders quarter-
ly," said Mohd Sayuthi. 

On a separate matter, the 
mayor said uncollected assess-
ment in the city stood at 
RM189.203mil. 

"We hope the public will settle 
their bills before Feb 29 to avoid 
any additional payment. 

"There are 273,434 property 
owners in the city who need to 
settle their current and pending 
tax," he said. 

Sayuthi also announced that the 
city had introduced PJ On Wheels, 
a mobile library. 

It will visit schools and more 
remote areas to instil a love 
of reading among the young and 
old. 

"The first school that we have 
engaged with is SK Damansara 
Damai 2 which has 220 pupils," he 
said. — By SHEILA SRI PR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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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design of the city logo 
was discussed during the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SJ) full 
board meeting. 

It was announced last year that 
MPSJ will be upgraded to a city 
council. 

A proposed logo for the Subang 
Jaya City Council (MBSJ) was dis-
played for feedback. 

It retains the same colours 
of green, blue and red of the 
existing logo, while adding yellow 
in the form of the council's official 

flower, ylang-ylang. 
The proposed logo also included 

two mace, one on the left and 
another on the right with the state 
emblem on top of the MBSJ sym-
bol. 

Some councillors expressed con-
cerns that the gradient of colours 
may not be correctly represented 
in print or that the slanting mace 
may make the logo look crooked. 

MPSJ Corporate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Department deputy 
director Azfarizal Abdul Rashid 

said they have yet to set a deadline 
for the finalisation of the logo. 

'This is not the final design, it is 
still up for discussion. We will also 
refer to the state government," he 
said. 

On a separate matter, MPSJ is 
organising an "Art in the City" 2020 
competition with RM5,000 up for 
grabs. 

It is seeking designs for a sculp-
ture to be placed at a strategic loca-
tion within the municipality. 

The suggested location for the 

sculpture is at Dataran Millenium 
SSI 3, Subang Jaya, with a "vibrant" 
theme to symbolise MPSJ as a 
green and harmonious living 
space. 

The competition is open to all 
MPSJ citizens, be it residents, stu-
dents, business owners or anyone 
who works within the municipali-
ty. There is no entry fee but partici-
pants must attach proof that they 
live or work in the municipality. 
The competition ends on April 30. 
— By OH ING YEEN 

Proposed new city logo discussed at MPSJ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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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rine demolished after 14 years 
Statues of deities removed before operation led by Klang District and Land Office 
By BRENDA CH'NG 
brenda@thestar.com.my 

THE demolition of a Hindu shrine 
in Klang was carried out without 
incident as worshippers gave their 
full cooperation to enforcement per-
sonnel. 

Located on a small plot of land 
between Sungai Aur and Jalan 
Remia 2 in Bandar Botanic Klang, 
the shrine which comprised two 
buildings was demolished 14 years 
after it had received its first notice 
to move out. 

As early as 8.30am, police and 
Federal Reserve Unit (FRU) trucks 
were seen parked in the vicinity to 
prevent any untoward incidents. 

The FRU personnel formed a bar-
ricade to ensure the shrine's care-
takers and the crowd that had gath-
ered were safe during demolition. 

The exercise was delayed by a 
few hours as the caretakers request-
ed for more time to remove the stat-
ues of Hindu deities. 

"The shrine were supposed to be 
demolished on Feb 17 together with 
the cow farm which was operating 
beside it but the temple caretakers 
appealed for more time," said 
Klang District and Land Office chief 
assistant district officer Mohd 
Shahrizal Mohd Salleh, who led the 
operation. 
• Previously, personnel from the 
office had demolished a goats' pen 
and two cow sheds nearby. 

Operators were given two plots of 
land at Olak Lempit in Tanjung Dua 
Belas Kuala Langat to relocate to. 

The state had also identified land 
for the shrine's relocation in Kuala 
Langat but it was rejected. 

"We had given them four warn-

ings to move out with the first 
notice issued in November 2006, fol-
lowed by another in October 2017, 
January 2020 and the final one on 
Feb 17," said Shahrizal. 

Also present were personnel 
from the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Tenaga Nasional Bhd, Pengurusan 
Air Selangor Sdn Bhd, Selangor 
Islamic Affairs Department (Jais) 
and Selangor Drainage and 
Irrigation Department. 

'This operation was done 
because the land is partly a river 
reserve while the other portion 
belongs to Jais. 

'Jais plans to build a mosque 
here and construction works will 
start soon," said Shahrizal. 

He said action could be taken for 
encroaching on government land 
under Section 425 of the National 
Land Code 1965. FRU personnel on standby at the site of the Hindu shrine which was 

demolished in Bandar Botanic K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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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ng Asli submit formal objection to forest development 
By SHALINI RAVINDRAN 
shaliniravindran@thestar.com.my 

SOME 300 Orang Asli turned up in 
Shah Alam to submit their formal 
objection to a proposal by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to degazette 
931ha of the Kuala Langat North 
Forest Reserve. 

The Orang Asli from 12 villages in 
Kuala Langat arrived at the Sultan 
Salahuddin Abdul Aziz Shah (SUK) 

building to ask Mentri Besa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to reconsider 
the planned degazettement. 

Their memorandum was 
received by Amirudin's political sec-
retary Borhan Aman Shah. 

Tok Batin Rahman Pahat, one of 
the group's representatives, said the 
degazettement would adversely 
impact the Orang Asli community 
as well as the flora and fauna there. 

Rahman, who is also tok batin for 

the Pulau Kempas, Bukit Cheeding 
dan Bukit Kecil Orang Asli villages, 
said the forest was their customary 
land. 

"It is our livelihood and it has 
been the roaming area for the 
Temuan tribe since as far back 
1845," he said, adding the Orang 
Asli had worked tirelessly to replant 
the trees which were burnt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He added that they hoped to 

receive a favourable reply.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state gov-

ernment was planning to degazette 
97% of the forest to allow for mix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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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irudin had said that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would 
replace the 931ha that will be dega-
zetted from the Kuala Langat North 
Forest Reserve. 

He said the state had a list of suit-
able areas in Kuala Selangor, Sabak 
Bernam and Hulu Selangor to 
choose from. 

Amirudin said some 40% of the 
area proposed for degazettement 
had been damaged by fire and was 
no longer considered virgin fo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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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UNDER THREAT ... Some 300 orang asli congregated at the Selangor State Secretariat building yesterday to submit a memorandum 
protesting a proposal to de-gazette the Kuala Langat North Forest Reserve and remove its protected status. – ASYRAF RASID/THESUN

Sabah, 
Sarawak the 
‘kingmakers’

PETALING JAYA: With all the 
political maneovering happening 
in Peninsular Malaysia, political 
parties here will do well to 
remember that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rests in East Malaysia. 

Unimas political analyst Prof 
Dr Jeniri Amir said as Sabah and 
Sarawak are still part of the 
Federation, they should be 
regarded as kingmakers because 
the number of MPs there could 
allow any coalition in the 
peninsular to form a 
government. 

He also said the two states can 
now leverage and discuss the 
Malaysia Agreement 1963 and 
ask for more autonomy. 

“They need to fulfil the 
promises made to their people 
because Pakatan Harapan failed 
to empower Sabah and Sarawak,” 

oStates could now use current situation 
to discuss Malaysia Agreement: Analyst

█ BY CINDI LOO 
newsdesk@thesundaily.com

he told theSun yesterday. 
He also said since Sarawak will 

go to the polls in 2021, it is 
unlikely that the state will call for 
a snap election if it was called for 
in the peninsula.  

“They know how to play the 
game of politics and they have 
emphasised that no matter what 
happens, the welfare of the 
people of Sarawak will come 
first,” he said. 

He added that this will also 
make them look more 
independent in the eyes of their 
electorate. 

Meanwhile, USM political 
analyst Dr Sivamurugan Pandian 
said Sabah and Sarawak are still 
the kingmakers.  

He also said by putting their 
support behind Mahathir, the 
East Malaysian states will solidify 
their political status, because it is 
now up to the King to make a 
decision.

‘No need to panic’
KUALA LUMPUR: The economy 
may slow down but there is no 
reason to panic as long as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is still in 
charge, says an economist. 

Malaysi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chairman 
Tan Sri Dr Kamal Salih said the 
twin impact of the attempted 
power grab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would impede the 
ability of the economy to grow at 
a previously forecast rate of 4.6%. 

“Don’t expect the economy to 
be bullish in the first quarter.” 

He said the decline will be 
mitigated if the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the pandemic do 
not persist for too long. 

He expressed confidence that 
Mahathir “would have the 
wisdom to steer the nation 
forward”. 

“We expect Bank Negara 
Malaysia and other financial 
authorities to come up with 
measures to ease pressure on the 
market and the ringgit, although 
such moves could bring some 
repercussions at the initial stage.” 

Kamal said there is a need to 
warn political warring factions 
that ultimately, protecting the 
economy is most important.

Civil servants barred 
from political gatherings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servants have 
been strictly prohibited from attending or 
participating in political gatherings and making 
public statements. 

Director-General of Public Services Datuk 
Mohd Khairul Adib Abd Rahman said civil 
servants were also prohibited from distributing 
or transmitting fake news on social media or 
any other medium of communication. 

“Civil servants must maintain neutrality. I 
also urge all civil servants to stay calm and carry 
out their du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and 
policies of the government in force,“ he said in a 
letter dated Feb 25 that was circulated to all 
secretaries-general and heads of department. 

Mohd Khairul Adib stressed that civil 
servants should continue to uphold and 
maintain allegiance to the Yang di-Pertuan 
Agong Al-Sultan Abdullah Ri’ayatuddin Al-
Mustafa Billah Shah by carrying out their duties. 

On Monday,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resigned as prime minister. On the same day, 
the Yang di-Pertuan Agong had accepted the 
resignation and had appointed Mahathir as 
interim prime minister.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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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燒0.5英畝地
(吉隆坡26日讯）相隔两个月，武吉蒲 

种城（BANDAR BUKTT PUCHONG)的一个非 
法垃圾场再起火患，火烧0.5英亩地！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通过其面子书指 
出，基于他接获投诉，指在泰莱国际学 
校附近的一片非法垃圾场发生火患，便 
指示雪州天灾管理及援助委员会（Untt 

Pengurusan Bencana Negeri Selangor) 

展开调查，随后配合多单位采取。
根据报告，有关当局是于本月25日， 

在#邦的武吉蒲种城，地理位置为 
2 • 9T9329.101 • 636953的非法垃圾展开联合 

行动。

报告说，有关地段有多处起火，占地约 
0.5英亩，灾场长58公尺，目前已灭火工作 
已完成了 12%。

“雪州消防及拯救局使用最靠近的水源 
灭火，当时天气晴朗，当地的非法垃圾都 
是家庭废料。”

报告也说，这是该非法垃圾场继2019年 
12月后，第二次发生火患。

参与这次灭火行动的包括雪州天灾管理 
及援助委员会4名队员，雪州消防及拯救局 
(JBPM) I9人，分别2名官员和I7名消拯员 

及6名雪邦县议会队员。
■武吉蒲种城一个非法垃圾场再起火患， 火烧0.5英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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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緣宮濟公活佛千秋寶誕晚宴

王詩棋信心喊話

“民邐政府
(吉隆坡26日讯）无拉港州 

议员王诗棋信心满满地表示， 

人民选出来的政府不会倒，新 

马来西亚也不会倒！

她说，民主行动党保证，中央政 
府不会倒，雪州政权也很稳。

她昨晚出席慈缘宫济公活佛千秋

宝诞晚宴受邀致词时，这么指出。
她以不点名方式说，某些把个人 

权益及利益放在人民利益之上的政 
客发动“政变”，企图组织“后门 
政府”，这些人的嘴脸已被人民清 
楚看到。

王诗棋说，国家元首非常关注此 
事，因此才在两天内分别接见朝野

■慈缘宫济公活佛千秋宝诞，王诗棋（左4)移交善款给李勇钢，右起为陈伯昌、李庆 

进、简发祥，左2起吴溢善及蔡振文。

•Jr隆坡古仔再也花园 
口慈缘宫济公活佛 

千秋宝诞晚宴大会生席 
李庆进指出，华人袓辈 
南来落地生根后，有华 
人的地方就有庙宇，让 
民众膜拜，祈求国泰民 
安，身体健康及出入平 
安。因此，延续以善为 
本，继续兴建更多标示 
华族文化的庙宇，人人 
有责。

他在晚宴上致词时 
说，任何形式的神诞庙 
会活动，都是汉族悠久 
的中华文化的重要部 
分，是一个民族长期凝 
聚的财富。神诞当天举 
办的祈福纳古仪式，重 
现了古代人民生活的精 
彩画面，承载了善信们 
避灾积福的美好愿望。

李庆进说，万事不离

李慶進=興建廟宇以善為本
一个“善”字，只要一 
个人存有良善之心，并 
将之实践于日常生活 
中，一定会得到心灵上 
的富足。只要人人心存

善念，就是促进社会和 
谐的最佳途径。

他感激全体筹委与执 
委，不辞劳苦，确保活 
动圆满举行。

慈缘宫理事也在晚宴 
现场筹获3850令吉善 

款，这笔善款悉数捐助 
沙叻秀的雪隆文华福利 
会儿童之家，由其主席

李勇钢接收。
出席者包括慈缘宫主 

席吴溢善、主持简发 
祥、名誉主席陈伯昌、 
顾问张晋龙、财政蔡楓 
宁、理事夏浩发、张贵 
祥、邝照云及其他理 
事。

■慈缘宫济公活佛千秋宝诞，理事敬酒，前排右起夏浩发、蔡枫宁、张晋龙、吴溢善、陈伯昌、李 
庆进、蔡振文、简发祥、张贵祥及邝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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冃 色、红色和白色，也加入黄色。

根据现有的设计概念，市议会在徽 
章上加人雪州州徽和2朵黄色依兰花 
(Bunga Kenanga)，以及2根市长的

梳邦再也市議會常月會議

■诺莱妮

| (梳邦再 

也26日讯） 

梳邦再也市 

议会为升格 

为市做准备，目前正在为市政厅 

徽章进行设计。

梳邦再也市议会今曰在常月会议上 

展示新的市政厅徽章设计，除了保持 

原有的市议会徽章颜色主题，蓝色、

梳邦再也市會準備陞格

設H市政廳徽霣
权杖（cokmar) 0

据悉，依兰花是梳邦再也市议会的 
市花（Bunga Rasmi)，加上这次升 

格为市政厅，故设计师将依兰花加入 

徽章设计，不过这个设计不获部分官 

员和市议员接受。

未落實待修改

他们提及，因依兰花的设计是白黄 

渐变，在举办活动印刷徽章的时候， 

出来的效果可能会有偏差。

无论如何，市议会主席诺莱妮指 

出，目前这个设计还没有落实，还会 

有修改的空间。

另外，诺莱妮指出，今年的斋戒月 

市集摊位申请已经开放线上申请，第 
1阶段（1月1曰至1月31日）的申请已 

经截止，目前正筹备第2阶段。
“在第2阶段，市议会将会筛选符 

合资格的申请者，并在3月24日进行 

第3阶段的摊位抽签。”
她说，嘉年华暨斋戒月座谈会2020 

将会从3月31曰至4月2曰，在蒲种英 

达的市议会多用途礼堂举行，活动 

内容包括零塑料吸管运动、零宝丽龙 

运动、减少使用塑料袋和自备食物容 

器、使用环保袋运动，以及循环食用 

油运动。

梳邦再也市议会园艺 
组在2月26日至4 

月30日之间，举办“城 

中艺术 ” （Art In The 
City)设计比赛，胜出者 

有机会赢取总值5000令吉 

的奖金。

辦城中藝術設計賽
放置在策略性地点的雕塑 

设计发表灵感，令社区形 

象更鲜明和吸引，成为当 

地人骄傲，比赛也开放给 

地点是SS13的Mi llenium 

广场，设计主题为“活力 

充沛”，反映出市议会的 

辖区是具生命力、毅力、 

和谐的社区。

这场比赛公开给市议会 

辖区的商民，只要能证明 

是辖区的商民，即能免费 

参赛。
欲知详情，可浏览《巾1

mpsj .gov.my^t&Jo

■梳邦再也市议会在常月会议 
上展示新的市政厅徽章设计。

这场°比赛的宗旨是寻找 所有辖区内的商民参与。 
市议会建议放置雕塑的

活泼、安宁、绿意盎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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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26日讯）

重型交通工具严禁停 

泊在住宅区，否则照 

拖不误！

莎阿南市政厅今曰 

警告，重型车辆，例 

如巴士、罗厘、神 

手、拖格罗厘等，严 

禁停泊在住宅区内，

否则交通工具将被拖 
走，同时面对2300令 

吉惩罚，其中300令吉 

为罚款和2000令吉为 

拖车费相关费用。

莎阿南市政厅副市 

长莫哈末拉希迪今曰 

在常月会议上指出，

重型交通工具驶入住 

宅区内，不仅会破坏 

基本设施，也威胁居 

民的安全。

他说，市政厅将严 

厉取缔停泊在住宅区 

的重型交通工具，车 

主受促遵守条例，并 

考量居民的安全，不要贪图一时方便而遭 

重罚。

政厅接获不少民众投诉，重型交通 

工具停泊住宅区也阻碍交通和通道、占用 

泊车位、破坏公路及滋扰日常生活等，因 

此，执法人员不断展开取缔行动，除了开 

出罚单，也把违例交通工具拖走。”

他促请车主汲取这些教训，不要再以身 

试法，避免成为下一个受罚者，不只交 
通工具遭拖走，还要损失2300令吉。

他也说，市政厅没有提供任何重型交通 

工具泊车场，一般由私人界自行负责，不 

过，往往这些司机贪图方便，直接把重 

型交通工具驾回住家附近的地点，以便 

隔天方便使用。

他说，有者为了节省成本，不把重型 

交通工具停泊在私人泊车场。
“我必须强调，这些都不是他们可以停 

泊在住宅区的理由。”

个莎阿南市政厅常月会议，讨论区内各项民生问题。

■别以为重型交通工具就拖不到，这辆违例停泊在公共泊车场的巴士，一样照拖不 
误。

个+一些餐馆滤 

油器无法正常操 

作，也导致环境 
一片脏乱。甚至 
发现蟑螂“趴趴 

走”，因此收 

集起来作为罪 
证（小图）。

政厅对卫生不达标的食肆绝不 
「P妥协，过去2个月内，便查封了 

31餐馆！

莫哈末拉希迪指出，许多餐馆的后 

巷厨房带来问题，尤其是没有遵守排 

污系统规划，导致食物残渣和污水直 

接排入沟渠内，引发各种卫生问题， 

包括破坏水源、环境及害虫滋生等。

他说，业者没有妥善处理垃圾和食 

物残渣，也导致处处蟑螂、老鼠、乌 

鸦、野狗等，为食物安全带来威胁， 

因此被下令关闭重整。

“一些业者非常顽固，例如一家位 
誓:第3区的餐馆业者，拒绝遵守八打 

灵县卫生局的指示关闭14天重整，结 

果最终被控上庭。”

他强调，市政厅不会纵容这些破坏 

环境卫生的业者，一旦冥顽不灵，便 

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让他们受到应 

有的惩罚。
他补充，这31间食肆只是被市政厅 

查封的食肆，还不包括八打灵县卫生 

局的查封食肆，上述面临暂时关闭的 
餐馆中，目前还有5间正在重整中， 

还未回复作业。

衛 
生 
不 
達 
標 
2
固

封
31
餐
館

設小組處理15廢置發展計劃

■一些餐馆的厨房卫生脏兮兮，让人作呕。

政厅将成立特别委员小组，从下 
I 个月1曰开始，著手处理市内15

个废置发展计划，加速解决废置计划 

的发展工程。

莫哈末拉希迪指出，废置发展计划 

受到多个单位监管，包括房屋及地方 
政府部、国家房屋局（JPN)、雪州房 

屋与地产局（LPHS)，不过，其最后 

发展程序上仍受到地方政府管制。

他说，因此，市政厅成立有关小 

组，以便协肋发展商取得各项发展文 

件，从而可以协肋加速业者解决文件

不齐的问题，包括图测、规划、销售 

房屋执照等，希望让工程顺利进行。

“一般上，发展商都会把矛头指向 

市政厅或土地局没有配合，不过，实 

际上有关文件必须由他们本身去处 

理，如今有关小组的任务就是协助他 

们如何取得有关文件。”

他补充，市政厅废置发展计划案例 

不多，不过，在以民为本的考量下， 

市政厅希望著手处理问题，好让居者 

能尽早获得交屋的保障。

政厅将检讨执法人员的标 

I J准作业程序，藉此维护执 

法人员与市民双方权益，避免 

再发生冲突事件。

莫哈末拉希迪指出，双溪毛 

糯地区继发生一对华裔夫妻围

檢討執法員作業程序防衝突
堵执法人员抄牌的事件后，早件，莎阿南市政厅已报警彻 

前又发生的一名巫裔妇女阻止查。

执法人员展开拖车行动的事 他说，公众阻止执法人员办

公事件一再发生，执法人员也 

不时遭攻击，因此，市政厅将 

检讨标准作业程序，以期作为 

未来处理类似事件的应对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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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車舡程沒排水溝 

流古路突發水災肇因
古路早前发生突发水灾，导因是火 

{/丨L车站工程没有排水沟。

加影f议会主席拿督罗斯里说， 
铁路资产公司（Perbadanan Aset 
ICeretapi)在流古路进行一项火车站建 

设工程，而有关工程承包阅是美景集 

团。

他说，有关工程没有排水沟，导致工 
地水在大雨后排到流古路，造成水灾。

料
袋
收

拍日影市议会1月起代州政府向 
塑洲零舗藤市雛每个塑料 

袋20仙，市议会与州政府各别获 

分40%及60°。收入，这笔收入会用 

在环保工作上。

加影市议会主席拿督罗斯里 

说，加影市议会区内有约1000家 

零售商，市议会已发出通知信给

A
区内的业者告知这项收费，目前 
有8家霸市与零售商同意缴交这笔 

m塑料袋收费。

他说，这些零售商包括巨人霸 

#市、永旺等大型零售商，不过他 

强调，市议会目前还未收到任何 
塑料袋费用。

> “我fn还在商讨如何收这笔费 
用，是让商家一次过付3个月的塑

Z
料袋费用还是每次出售塑料袋才 

征收，还需讨论。”

他说，有向消费者徵收塑料袋 

收费、又同意缴交给州政府的业 
者，市议会会发出相关证书，证 

明有关业者参与这项环保计划。

他说，那些没参与的零售商， 
到了 2025年别无选择，必须强制 

性参与计划。

!辰
保

加影市議會常月會議

3土團市議員_當

O'

(加影％曰讯）尽管土团党 
已宣布退出希盟，但该党3名 

加影市议员今早仍出席加影市 

议会常月会议，继续履行职 

务。
土团党3名市议员分别为希 

山、再努林以及三苏丁。

加影市议会主席拿督罗斯里 

今早主持常月会议后受询时指 
出，3人仍然是加影市议员， 

他们与市议会仍然维持良好合 

作关系。

他说，市议会与市议员们目 

前都不受我国政局影响，市议 
员任期到今年12月底届满，除 

非发生不可预测的事情。

“不管外面发生什么事，市 

议会不受影响，我们的会议 

如常进行，市议员也如常服 

务。”
加影市议会有3名土团党市 

议员、4名诚信党市议员、公 

正党与行动党分别有8名市议 

员。

A

:r>
■罗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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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诗棋（坐者左4)召开记者会汇报临时地契申请进展，左起为萧观祥、叶侨联、邱钦瀚、颜丽 

丽、林天赐、陈清海及梁广东。

關東荅魯工業區漂白計劃

(加影邡日訊）无拉港州议员王 

诗棋说，关东各鲁工业区漂白计划 

目前尚等待水利灌溉局的支持信， 

还未繳交1万令吉土地转换费的厂 

家受促配合，尽快向公会繳交。

她说，该工业区的工厂漂白计划目前 
正进行农业地转为工业地的程序，关东 
答鲁工业区厂家公会在去年12月27曰向 

土地局提出土地转换申请，目前已获得 
市议会及环境局的支持。

她说，该工业区共有80间工厂，目前 
已向公会缴交土地转换费的厂家有50多 

间，每间缴付1万令吉。

優惠期限至9月30曰

“由于尚有厂家未缴交1万令吉，建议 
公会若成功拿到临时地契，可先保管相 
关临时地契，直到厂家付款为止。”

她今午在关东答鲁与厂家一起召开记 
者会时，这么指出。

出席者包括加影市议员丘钦瀚及颜丽 
丽、该工厂公会主席陈清海、厂家叶侨 
联、萧观祥以及村长林天赐等。

王诗棋说，厂家目前只需缴交1〇°。地价 
便可获得临时地契，这有助于厂家申请 
执照。

“这项优惠只到今年9月30日，厂家应 

把握机会，只要在期限前证明有提出申 
请合法化，便没问题，否则期限之后， 
雪州政府便会采取执法行动，包括封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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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的政局大动荡，也开始让人民怀疑 

.自己手上的一票是否多余的呢？
2年前迎来首次的改朝换代，让很多人民兴 

奋，岂料，希盟执政不到两年，就开始分崩 

离析。

政治人物们在政坛投T—粒接一粒的震撼 

弹，这边厢阿兹敏阿里有大动作要离开公正 

党，那边就传首相敦马哈迪双辞，又出任临 

时首相，并要组国民团结政府，然后元首逐 
一和222个国会议员见面，事态发展，简直比 

连续剧精彩！

许多选民很生气，并有被欺骗的感觉，毕 

竟现在的执政党是我们投票选出来的，可是你们只顾 

著争权，又去搞后门政府，虽不违法，但试问这样 

的民主有意思吗？选民以后还有信心投票吗？

就算发生内斗，是不是也应该顾全大局，别越斗越 

烂？到底权势还是国家的未来重要啊？

老实说，笔者很失望、很伤心，甚至是“无眼 

看”，安华承认有人背叛希盟政府，可是彻彻底底被 

背叛的是全国人民。

不过笔者始终相信，手上的这张选票可以教训他 

们，我们无法阻止今时今日发生的事，可是来届大 

选，我们不会忘记今年发生的事！

相
信
手
中
選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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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j身屬腰J斷靈親flL網
(巴生26日訊）7天宽限期限届 

满，巴生县土地局今早正式拆除于 

上周一（I7日），暂时逃过一劫的 

绿林镇非法兴都屈！

执法人员一如上周，在镇暴队掩护下 
今早8时30分，拉大队前往惹米亚2路 
(Jalan Rem.ia 2)，拆除这间至少逾15 

年历史的兴都庙。
巴生县土地局副局长莫哈末沙里查指 

出，该地早前有非法牛棚和兴都庙，占 
用政府河流保留地和清真寺宗教保留 
地。

他说，该地兴建了 5栋非法建筑物，包 

括牛棚、羊棚、饲料仓、庙宇厨房及兴 
都庙。

“执法当局已经给予长达15年的通 
融，我们从2006年10月T日开始，便陆续 
发出4次警告信，最后一次是于2020年2 
月17曰，下令相关非法占用土地者，必 

须自行清空所有非法建筑。”

沒自行清空

他指出，执法当局于上周一，已经拆 
除牛棚、羊棚、饲料仓及厨房，不过庙 
方向雪州政府上诉，获得雪州大臣拿督 
斯里阿米鲁丁同意，再宽限多7天，让庙 

方自行清空该地。
他说，宽限期于周一（24日）到期， 

但是该庙却没有自行清空，因此今早展 
开次轮行动拆除兴都庙。

他还说，州政府曾献议一片位于瓜拉 
冷岳的地段，作为该庙新地，惟遭到庙 
方拒绝。

他强调，根据1965年国家土地法典第 
425条文，任何非法占用政府保留地者， 
一旦罪成，可被判罚款不超过50万令 
吉、监禁不超过5年、或两者兼施。

“因此，我劝告所有人，不要非法侵 
占政府保留地，避免遭到对付。”

今早参与单位，还有警方、巴生市皮 

会、雪州宗教局、巴生县水利灌溉局、 
国能、雪州水供管理公司等。

件

’:二

■信徒一度聚集在庙地内，惊动防爆部队进人庙地隔起防线，把信徒全部驱离至拆除范围外。

法行动虽然发生一 
些小插曲，惟最终 

拆除过程顺利进行，该 
地一大一小的2间兴都庙 
建筑，全部夷为平地。

在过程中，一些相信 
是信徒的男女躲在庙 
内，不肯出来，惟最终 
在执法人员不断的软硬 
兼施劝告下，众人才走

婦女向工友咆哮
出庙宇。

同时，有一名妇女对 
执法人员和拆除工友咆 
哮，该名妇女大声喝 
叫：“你们不要毁坏我 
的东西”，不过她只是 
咆哮一阵子，过后便离 

开庙地，后来她又走向

在旁围观的民众，大声 
向众人“哭诉”。

一些信徒也一度聚集 
在庙地内，结果惊动镇 
暴队进入庙地，隔起防 
线，把信徒全部驱离至 
拆除范围外。

另外，庙方在执法人

员抵步后，也给予配 
合，理事们自行把兴都 
庙内的神像、祭拜品及 
其他物件一一搬离。

早上所见，该庙一共 
有2栋建筑，一大一小， 

小兴都庙率先于约早上 
10时拆除，大兴都庙则 
于约10时30分拆除。

—_論

■其中一间较小的庙宇建筑，瞬 

间被夷为平地。 〇
■镇暴队出动掩护执法队伍，展开拆 

除行动，避免有人造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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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新聯盟組成後

雪公正黨
3厂

IOT郭貞黎j

(吉隆坡26日讯）随著 

前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 

洗牌。

据《中国报》了解，国际山 

庄区州议员和鹅唛区国议员的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遭开除， 

受询问时皆表明，尽管他们预计党 

中央和奮州公正党会出现新政治局 

势，但一切都是要在全国新联盟组 

成后，才会有新政治局势的出现。

他们说，尽管阿兹敏阿里带队离 

开公正党，但效忠于阿兹敏阿里的 

队伍中，有部分人会随著离开公正 

党，但有部分人还是会继续留在公 

正党。

料不會掀退黨潮

他们说，由于全国的局势不明 

M* 

I

米鲁丁向来是在阿兹敏阿 

里的队伍，阿兹敏阿里在 
雪州队伍中总共有12位州 

议员包括阿兹敏阿里和希

他°们说，除了希尔曼，
以阿米鲁丁为首和其余9 

位州议员，目前还会继续 

留在公正党，但至于接下 

来情况如何，要看未来全 

国政治局势的演变。

“以阿米鲁丁为首的州 

V

里阿兹敏阿里的遭开除， 

在全国新联盟组成后，公 

正党包括雪州公正党的政 

治势力，及政治结构将大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遭开除， 

及带领其支持者离开公正党， 

除了将让公正党全国的政治势 

力重组，包括雪州公正党也将 

会出现新的政治局势。

根据部分雪州公正党基层接

朗，除了一些国州议员会离开公正 

党，也会有一些基层领由离开公正 

党，但预计不会掀起大量退党的情 

况Hi现〇

他们°指出，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

议员共有1〇人，而支持 
安华队伍的共有9位州议 

员，两队人手在雪州的势力不相上 

下，安华队伍目前也不会去动阿兹 

敏阿里留在雪州的势力。”

不要辜負人民委託 
雪蘇丹冀政局穩定

息指出，雪州苏丹沙拉夫下殿 

下希望雪州政治局势稳定， 
不要事负雪州人民委托，雪州希盟 

暂时不会瓦解，但至于雪州希盟能 

维持多久，则要看全国政治局势而 

定，如果全国能组成新的联盟，到 

时会影响到雪州希盟。
“但至于到时雪州希盟会不会瓦

解，还是雪州希盟会 

不会保持，由雪州希 

盟继续执政雪州，雪 

州土团党会不会留在 

雪州希盟等，都要看 

接下来的演变。” 

消息说，雪州希盟 
共有50个州议席，即使土团党的5个 

州议员和阿兹敏阿里团队的12个州 

议员离队，雪州希盟也还有33位州 

议员。

“如果土团党加上阿兹敏阿里派 
系共17个州议员，加上反对党的现 

有6个，也只有23个，还是以希盟的 

州议员为多。”

兩派隊伍料沒大動作

消
'息指出目前，不管是阿 

兹敏阿里原有的队伍， 

或者是支持安华的队伍，都 

不会有太多动作出现，也不 

会去动阿米鲁丁大臣职位。

他们重申，两派人马至少 

是需要雪州政治局势在过渡 

期间保持稳定，不会有人想 

要去添乱。

他们说，以目前的情况 

来，雪州公正党目前还是由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 

所领导，其大臣职位暂时是

不会有变动。

他们指山，目前，阿米鲁 

丁在雪州的局势还是相当的 

稳定。

U'“°虽然阿米鲁丁之前的声 
明已和阿兹敏阿里划分了 

界限，并之表明效忠于公 

正党，但还是被视为是阿兹 

敏阿里在雪州的势力，阿米 

鲁丁等队伍在近日内不会有 

太大的动作出现，基本上会 

按兵不动，保住在雪州的资 

源。”

阿米魯丁突圍£§
雪行政議員沒變動 

根
据来自雪州希盟的消息，截至 

目前，拿督斯里阿米鲁丁还是 

站稳其雪州大臣的地位，雪州行政 

议员也不会有变动。

消息说，雪州目前还是由雪州希 

盟执政，阿米鲁丁还是执行其身为 

雪州大臣的工作，雪州行政议员的 

阵容暂时保持不变。

州政府如常運作

消息指出，尽管之前有些希盟领 

袖对于阿米鲁丁在出任大臣工作上 

的表现有些不满，包括其团队在之 

前做出的一些动作，但目前并没有 

人提出要撤换大臣人选的要求。

消息说，由于全国局势还在动荡 

当中，在过渡期间，雪州希盟也希 

望雪州继续保持稳定，也不会做出 

太多动作。

消息说，因此着州希盟在这段过 

渡期间，也不会出现撤换大臣或撤 

换雪州行政议员的动作。

消息重申，若和其他州属相比， 

雪州政治局势是相当稳定，暂时不 

会出现变天的情况。

“在这段时间，雪州政府还是如 

常运作，雪州大臣和行政议员等职 

位暂时不会有影响或变化，也没有 

人要去撤换雪州大臣和行政议员等 

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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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名退出公正党的国会议员，在进王宫觐见国家元首前拍下合照纪念，前排左起 

为荅株巴辖国会议员拿督莫哈末拉昔、英迪拉哥打国会议员賽夫丁、阿茲敏阿里、 
安邦国会议员祖莱达及实兰沟国会议员巴鲁比安。

阿茲敏：擱置狹隘政治觀念

挺敦馬領導聯合政府
(吉隆坡26日讯）以雪州鹅唛区国会议 

员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为首的11名退党国 
会议员强调，国家如今面临全球经济对国 
内经济的压力及武汉肺炎爆发的严峻挑 
战，大家务必搁置狭隘的政治观念及团结 
一致，给予临时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全力支 
持领导联合政府。

他们发表联合文告指出，国人在第14届 

全国大选实现改朝换代，即是希望有一个 
稳定的政府，并专注解决人民的问题。

“恢复经济、创造成长、就业机会，并 
且制定政策以实现不分种族、地区的共享 
繁荣....，这不就是人民的愿景吗？

“为了实现这样的愿望，政治人物需要 
超越狭窄的政治鸿沟。

“我们支持实现民族和解 
(rekonsil iasi nasiona 1)白勺愿景，促 

使国会议员把人民愿景和国家议程作为优

先事项。这种和解可以减少政党间的权利 
斗争，并结合最大力量共同实现目标，及 
为国家带来更大利益。

“这个民族和解将在敦马哈迪医生的领 
导下执行，并获得所有期许国家稳定和共 
同应对国家挑战的单位之支持。”

他们也重申，全力支持马哈迪任相至届 
满，以履行民族和解的议程。

另外，文告说，大马在此次面对当前危 
机上表现出成熟一面，尽管国人透过媒体 
积极关注事态的发展，但仍然继续履行他 
们的职务，像往常一样到办公室、工厂、 
农场及出海等。

& “我们感谢°国人保持冷静看待此刻在国 
家发生的政治发展。

“国人的公正和公平态度让我们留下深 
刻印象。我们已经感受到你们的心声，我 
们肯定会实现你们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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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眼3退黨議員

贊成敦馬組聯合政府
(吉隆坡26日讯）3名甫退出公 

正党的国会议员今发出联合文告， 
欢迎临时首相敦马哈迪所提倡不计 
较任何政党联合政府，并相信此方 
式能有效摆脱现今政局不稳定的情 
I兄。

^名议员包括砂拉卓区国会议员阿 
里比袓、婆罗洲高原区国会议员威 
里莫金和兰瑙区国会议员佐纳丹耶 
幸；他们随著公正党前署理主席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退出该党。

他们今日发文告指出，马哈迪曾

带领我国逃离全球经济危机，所以 
在此全力支持马哈迪继续领导我 
国，并带领大马走向更好的经济发 
展。

5也们说，过去数天，那些数字游 
戏令所有人感到压迫，而马哈迪刚 
才提出不计较政党联合，这也是大 
马未来的新方向。

“我们非常关注现有的政治局 
势，同时呼吁不要相信在网上的任 
何文章，因网络上充斥太多假消息 
与误导他人的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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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倾倒垃圾包括建筑废料、废弃家具及厨余，飘散的垃圾异味林居民无法忍受。

(蒲种26日訊）蒲种皇子 

城(Taman Putra Prima)隔 

邻一片空地沦为非法垃圾土 

埋场，被雪邦市议会两度取 

缔仍冥顽不灵，不法业者的 

罗厘每天依然载送垃圾出入 

当地进行倾倒及土埋，导致 

居民每天闻臭渡日，有患肾 

病者被迫每天关上门窗，飘 

散的垃圾异味和灰尘严重影 

响健康，苦不堪言！

非法垃圾土埋场与皇子城住 
宅区，仅相隔一条黄金花园路 
(Jalan Taman Mas)，每天从早 

到傍晚至少有数十辆罗厘载送垃 
圾，驶往当地倾倒，还有神手工 
程车辆在土埋区操作。

所倾倒的垃圾包括建筑废料、 
废弃家倶及厨余，居民每天忍受 
著飘散的垃圾异味，土埋区甚至 
引来鸦群飞绕，卫生状况甚差。

该片空地多年来1直没有进行

发展，树林杂草丛生，6个月前居 

民发现有罗厘及重型车辆频频出 
入当地，空地外还拉起蓝色帆布 
遮掩，居民进而揭发进行非法倾 
倒及土埋垃圾活动。

廢料廚餘樣樣有
当地居民于本月17日向市议会 

投报，市议会及土地局执法人员 
隔天到场展开取缔行动，扣查数 
辆罗厘，不料19日又再度出现非 

法倾倒及土埋垃圾活动。
雪邦市议会在20日展开第f度 

取缔行动，但不法业者根本无视 
法律，对居民的健康置之不顾， 
我行我素继续倾倒及土埋垃圾， 
令当地居民感到愤怒不已。

皇子城Fasa 4\、4C和4D的600 

户居民每天饱受异味侵袭，无法 
再忍受而向《中国报》投诉，超 
过50名居民在居协成员带领下， 

聚集在非法垃圾土埋场外，倒竖 
拇指抗议，强烈要求停止非法倾 
倒及土埋垃圾。

居民攔截羅厘與司機對峙
t居民进行抗议行动时，发现数辆罗厘驶离空地，当场被 

些居民拦截，质问背后业者的下落，气氛|度陷入紧 

张。
居民不满对方的非法工作，大声质问罗厘司机为何非法载 

送及倾倒垃圾，双方一度僵持不下。
由于停在路中的罗厘阻碍了路段车辆的往来，居民索取 

罗厘司机的名片，并拍摄罗厘的商业车辆注册资料，才让 
对方放行。

据居民向罗厘司机了解，载送垃圾是依据垃圾槽大小计 
算，大型垃圾槽收费40令吉，小型垃圾槽则是20令吉。

而后，一名印裔男子驾驶四驱货卡驶入空地，自称是 
受市议会委托清理垃圾的承包商，但居民怀疑对方是倾 
倒垃圾的背后业者，双方当场爆发口角，该男子眼见居 
民人多势众，不忿地开车离去。

■罗厘驶离空地时被居民拦截，气氛一度陷人紧张。

黃思漢市會扣留羅厘

業者繳罰單又重犯
>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指出，他 
接获蒲种皇子城居民反映非 

陈祥伟（居民） 烏聽砬铖堆飛繞

t法业者倾倒及填埋的 
垃圾，相信还包括厨 

余，垃圾被填埋腐化后发 
出臭味，吸引乌鸦在当地 
飞绕。

许多居民在白天出门工 
作，起初对罗厘载送垃圾 
出入不知情，神手车辆的

填埋工作则多数趁晚上 
进行，直至飘散垃圾异味 
后，居民才得悉住宅区隔 
邻空地已沦为非法垃圾填 
埋场。

我住在这里13年，这片 

空地是首度被利用进行非 
法倾倒及填埋垃圾活动。

毳晚動工土埋
♦周松心（居民）

a
住在23路，从住宅望出去就可以看到 

空地倾倒的垃圾，每天饱受臭味影 
响。

载送垃圾的罗厘是于白天出入倾倒垃 
圾，而神手车辆则是在傍晚时分才驶抵， 
到了夜晚才展开填埋垃圾的工作。

垃圾臭味一直在住宅区飘荡不散，一吹 
风就闻及噁心臭味，如今我连洗好的衣服 
都不敢拿出门外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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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倾倒及填埋垃圾活动的投诉， 
已经指示雪邦市议会主席莫哈末 
华兹展开深入调查，市议会派出 
执法人员驻守当地|段时间。

他受询时说，依据居民投诉的 
文件档案，市议会执法官员展开 
取缔行动后，对方冥顽不灵仍继 
续进行非法倾倒及填埋垃圾工 
f乍。

他指出，市议会无权执行逮捕 
权，只能扣留充公涉事的罗厘， 
惟业者缴付罚单赎回罗厘，事后 
又再重蹈覆辙。

“同时，我已经指示土地局去 
调查有关空地的地主:，I旦证实 
犯错则会发警告信。”

他说，一且不法业者进行非法 
燃烧活动，造成当地环境及空气 
素质污染，不法业者将被环境部 
对付。

“地方政府与各执法部门需全 
面配合，深入调查后才能有效执 
法，对付不法倾倒及填埋业者， 
警方才有权力行使逮捕权。”

担帆沛圖遠掩
♦黄伟雄（居协财政）

g在6个月前，已有一批人士驾驶重型车 
f辆频密出入空地，将空地一部分区域 
填平，还拉起帆布遮掩，当时我们根本不知 
道将被利用进行非法倾倒及填埋垃圾。

直至飘散垃圾异味，居民才知道事态严 
重，对方是趁著夜晚无人时，利用神手车辆 
填埋垃圾，并没有进行焚烧垃圾活动。

皇子城第23路和24路，位置与隔离的填埋 

场最罪近，因此臭味最严重。

真嗛影響健靡
♦锺润营（居民）

住宅24路，本身患有 
M肾病，3年来都需要定 

期洗肾，垃圾臭味严重影响 
我的健康。

由于罗厘频密出入卷起漫 
天泥尘，加上臭味攻鼻，我 
身体的抵抗力越来越下降， 
担心会撑不下去。

如今我24小时紧闭住宅的 

门窗，根本不敢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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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偉翔

玉

安華派的優勢、隱憂和變數

家元首尚未面见完议员之 

前，不可能会有什么结果。 

谁说倾向谁，大家听听就好。双 

面人讲一套做一套的很多，政治 
里尤是

但如今发展，也几乎全部符合 

自己之前的分析。即许多跟主流 

大众和时评人完全相反的看法， 

如今都有证据显示全对。

之前自己的分析如下，之后会 

再一一讲解：

(一） 老马宣布双辞职代表他偏 
向安华派，希盟在223政变不成功 

后占优势；
(二） 老马并没支持或同意223政 

变举动，而是被陈桥兵变；

(三） 慕尤丁竟出人意料与阿兹

敏发动陈桥兵变，是因为他是预 

备首相人选；
(四） 223政变不成功后，政变派 

人数急剧减少流失，时间越拖， 

政变派形势越糟糕，政变派如今 

已里外不是人；

(五） 元首态度也比较倾向于原 

希盟政府。

这些观点，几乎大多人都持与 

自己的相反意见，但结果显然还 

是证明这些观点正确，现在就逐 

一解说。

政變派人數急劇流失

在巫统公开撤回对老马的支持 

后，很明显可以看出老马从头至 

尾并没有放弃过希盟，巫统发出 

此声明后，也证明了在抢夺老马 

之战上，希盟一直都占据著优 

势。
^马若支持223政变，只要在当 

天出现在皇宫就水到渠成了。而

且元首询问名单中出现慕尤丁， 

而非老马对决安华，也完全证明 

了这一点，政变派有替代人选， 

若老马一直站在他们这里，根本 

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

根据一直收到的情报，慕尤丁 

一直都是倾向老马和平交权的， 
就连在221主席会议中，打圆场的 

也是他。可为什么他竟领导政变 

派觐见？因为老马不同意即刻政 

变的因素，慕尤丁就变成了替代 

首相人选，在受不住首相大位诱 

惑下，自然就改变立场铤而走险 

了！如今在政变派出现慕尤丁的 

选项后，已证明自己这个推测完 
全正确。

政变k人数急剧流失，已经是 

板上钉钌的事实。巫统已经公开 

撤回支持，公正党最令人厌恶， 
在223那天说了很多废话的柔州 

议员张发虎，如今已声明自己 

被霸凌但不会退党、玛利亚陈也

一样、且雪州大臣也发了打脸公 

告

°°另一边刘伟强代表民兴党已声 

明自己不能与贪腐巫统合作，民 

兴党并没涉及政变，也没议员在 
223当晚去喜来登酒店。所以可以 

预见的是，再拖下去的话，站在 

阿兹敏慕尤丁身边的人会越来越 

少。

元首态度明显倾向希盟，要不 
然在223皇宫觐见时，大可学霹 

州前苏丹，直接首肯政变，不必 

那么累人花两天一个一个询问。 

正如以上所说，时间长了安华一 

方优势就大，而且也给了本来没 

有人数的安华有时间及空间去拉 

人。

很多人说元首是彭亨苏丹，是 

在巫统和纳吉大本营，为此必然 

倾向巫统。当时笔者马上就对这 

说法嗤之以鼻，因为是对政治完 

全不了解和肤浅。如今也证明看

法完全正确。

第一，亲巫统的是元首的父 

亲，前老彭亨苏丹，而不是他； 

第二，元首接任苏丹时，已经推 

翻多个父皇的政策，比如不再大 

肆封爵这事，证明他与老爸不同 

路线；第三，稍懂历史者都知 

道，父皇的宠臣亲信，在儿子上 

台后都会被扳倒抛弃，道理和原 

因很多，这里就不赘述，有兴趣 

的读友可以找一本名为《中国皇 

太子政治》（张程著）的书来 

看，里边有详细分析。

投安華或分散票數

说完针对已发生事情的分析和 

解读，如今再说说对于未来的看 

法。希盟是原任看守政府，元首 

提出老马和安华来选择是恰当 
的，但正如自己所言（223政变前 

就重申多次），在如今政局动荡 

的时候，让老马继续领导，直到

11月和平交权（或没有交权安华 

方才发难），是对安华派最好也 

是最有利的抉择。

所以现在希盟的最大隐忧就 

是，不知道安华派系中，会不会 

出现被冲昏头脑的人，竟然在元 

首询问之时将票投给安华（火箭 

球哥魷是这种人，尚幸他没有 

票）。若是如此，不单止可能将 

老马推走，更可能导致全部人都 

不够票，元首决定解散的情况出 

现。如今解散国会大选，希盟肯 
定输得难看，将会回到505时的局 

面。

东马尤其是民兴党，现在明显 

倾向安华。这就是一直自己所说 

的，东马都在看老马招牌行事， 

因为只要是跟著老马而不是政变 

派其他领袖，就能合理化自己为 

何突然参合到这场大乱局中，违 

反自己一向立场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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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6日讯）I39名国 

会议员今曰觐见国家元首苏丹 

阿都拉陛下，部分议员仅获一 
道填充题，即建议谁出任第8 

任首相。
这与°昨日83名国会议员拿到 

的书面问答不同，即在3名人 

选中，包括马哈迪、土:团党总 
裁丹斯里慕尤丁和公正党主席 
拿督斯里安华，而今日议员不 

再有选择题，而是自由填上心 

中的首相人选。

来自公正党消息也说，这与 

昨曰的书面问题有分别，但他

議員不再有選擇題

僅填寫新首相人選
们还是填上了安华为他们的首 

相人选。

“虽然陛下忙于接见众国会 

议员，但陛下为人相当亲和， 

还会询问我们，来自哪里与职 

位等。”

另外，有消息指公正党主席 
拿督斯里安华已取得足够票

数，出任第8任首相。

安華有足夠票數

消息告知《中国报》，希盟 

昨曰召开紧急最高理事会议 

中，公正党、行动党与诚信党 

都已同意，支持安华为首相人 

选。

不过，3党只有92名国会议 

员，根本无法达致简单多数议 
席即112个国席标准，对此， 

消息也说，希盟高层努力游说 

其他政党包括人民复兴党等来 

支持安华。

“料安华已有足够的票
数。，，

° 目前，土团党公开表态，旗 
下25名国会议员都投向临时首 

相敦马哈迪，支持他继续成为 

新任首相，而砂拉越政党阵线 

与人民复兴党未对外表态，动 

向未明。

行動黨42議員乘巴士抵王宮 党42名国会议员是被

^■二^动党42名国会议员周三（26日）下 

1」午，在秘书长兼荅眼国会议员林冠英 

带领下，乘坐巴士抵达国家王宫，觐见国 

家元首苏丹阿都拉。
他们于下午4时许离开王宫，没有对外

力党“大军”较早前在行动党总部集 
合出发，并于下午1时42分抵达国家王宫2 

号门，尽管允许摄影上巴士拍照，但没有 

对媒体发言。

议员们也全程面带微笑，表情淡定。

安排在下午2时入宫，

以向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提呈首相人 

选。

这些议员有依斯干达布蒂里区国会议员 

林吉祥、芙蓉区国会议员陆兆福、答吉里 

区国会议员杨美盈、文冬区国会议员黄 

德、蒲种区国会议员哥宾星、木威区国会 

议员拿督倪可汉及甲洞区国会议员杨巧双 
等。

管行动党早前表明挺马哈迪任相，唯 

至截稿前，没有行动党议员透露该党的最 

终首相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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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BM5年非法佔地興都廟拆了
(巴生2 6日讯）巴 

生县土地局于上周拆了 

位于绿林镇一处非法占 

地的牛棚；而毗邻的兴 

都庙获得州政府给予一 

周宽限期，暂时逃过被 

拆下场。今天宽限期已 

满，非法占地的兴都庙 

终究还是被拆！

今早8时30分，巴生县 

土地局联同警方、巴生 

市议会、雪州宗教局、 

巴生县水利灌溉局、国 

能及雪州水务管理公司 

等机构组成约180多人的 

大队，前往绿林镇惹米 

雅2路展开拆庙行动。

考虑到拆除过程中或 

会引发冲突，执法当局 

要求警方出动镇暴部队 

到场驻守。拆除过程中 

虽出现“小插曲”，最 

终还是顺利完成，未出 

现任何不愉快事件。

宽限期过了也没清空

巴生县土地局助理县 

长莫哈末沙里扎指出， 
非法牛羊棚和兴都庙占 

用了河流及清真寺保留 

地，阻碍雪州宗教局兴 

建清真寺及水利灌溉局 

欲进行奥河第5期治水项 

目。

■执法当局将两座毗连的兴都庙拆除

他说，当局从2006年 

10月7日至今共发出4次 

警告信，给了长达15年 

时间的通融，但当事人 

始终不愿搬迁，该局于 

今年2月17日发出最后通 

牒。

“当局上周_( 1 7 

曰）已拆除牛棚、羊 

棚、饲料仓及厨房；而 

该兴都庙理事当时获得 

大臣同意再给予7天宽限 

期，让该庙自行清空。 

但到本月24日，该庙仍 

然没有清空，当局只好 

展开拆除行动。”

他说，州政府曾献议 

该庙迁至一块位于瓜拉 

冷岳的地段，惟遭兴都 

庙理事拒绝。

他强调，据1965年国 

家土法典第425条文，任 

何非法占用政府保留地 

者一旦罪成，可被判罚 

款不超过50万令吉、监 

禁不超过5年、或两者兼 

施。(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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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当地国州议员，家长们还曾签署抗议 

书，惟同一情况仍旧发生，令他们感到 

无奈。她希望相关单位关注此事，协助 

解决非法焚烧事件。

另一方面，雪州天灾管理单位昨日 

(25日）与相关单位已采取灭火行 

动，通过空中与陆地监视，当局发现有 

数个起火点，焚烧的面积约0.5英亩、 

长约58公尺。

在行动中，消拯局出动19人、雪邦 

市议会6人及雪州天灾管理单位4人。 

截至昨日，灭火任务完成12%。事发 

地点曾于2019年6月及12月发生过燃烧 

事件。（TTE)

非法垃圾場又起火

國際學校停課2天
(雪邦2 6日讯）蒲种富吉镇 

(Bandar Bukit Puchong )的非法垃圾 

场又再发生起火事件，滚滚浓烟散发烧 

焦味，邻近的国际学校被迫停课2天！

据有关国际学校学生家长何太太致电 

媒体投诉，上述非法焚烧已持续3天， 

由于情况严重，校方昨日已宣布紧急停 

课，并通知家长今日也无法上课。

她说，该区附近都是住宅区，校方在 

去年发生过类似事件，曾致函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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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市小販拒搬起衝突

餐車撞傷執法員
(力口影26曰讯）夜市小贩 

拒绝搬迁至新夜市摆卖地 

点，更与市议会执法人员发 

生肢体冲突，数名执法人员 

为了阻止一辆小贩餐车硬闯 

路障，混乱中造成受伤事 

件。
■小贩们不满执法人员执行任务，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事后，警方逮 
捕了两人助查.。

据了解，拒绝搬迁的400 

多个摊贩原在万宜新镇16区 

夜市场摆卖。一个星期前， 

小贩们通过小贩代表向市议 

会表达拒搬立场，要求市议 

会收回搬迁决定，但不被市 

议会接纳。

市议会在去年已通知所有 

小贩搬迁去邻近的新地点， 

但小贩以搬迁会流失旧顾客 

为由拒绝，市议会执法主任 

_沙里曼昨午率领100人到场 

执法，在通往夜市场的路□ 

设路障。

逮2男子助查

据悉，小贩不满执法人员 

阻止小贩餐车进入夜市场范 

围，双方继而出现□角，过 

后一辆小贩餐车企图硬闯路 

障被阻，现场气氛顿呈紧 

张，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

所幸事件中受伤的执法人员 

无大碍，警方事后逮捕了两 

名男子助查。

据知，该夜市已有30年 

历史，每星期摆卖两次，分 

别是星期二及星期六，市议 

会过去接获当地居民多次投 

诉，指夜市在窄小马路摆卖 

造成交通严重堵塞。
针对有关事件，加影市议 

会主席拿督罗斯里今早主持 

常月会议时披露，当局去年 

已通知当地小贩迁去新地’ 

点，距离现址'不远，除了设 

为摆卖集中地，更有两百多 
个停车位供泊车，只是小贩 

不愿搬迁。

新地点环境好

他表示，有关事件（肢体’ 

冲突）发生后，执法人员于 

7时许让小贩继续在原地做

生意，但当局经过商议，指 

示小贩最迟需在2月29日前 

迁走。

他说，夜市场的新地点耗 

费百万令吉建设，环境舒 

适、地段宽敞，足以容纳

600个摊贩，未来将会成为 

夜市新地标。

他理解小贩们担心搬迁后 

会影响生意，但是现址己不 

再适合经营，小贩应该理性 

看待搬迁事宜。(TTE)

混乱中造成多名执法人■小贩餐车硬闯路障被阻止 

员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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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森林保留地除名

瓜冷縣原住民請願
(沙亚南26日讯）瓜冷 

县原住民强烈反对雪州政府 

拟将瓜冷北森林保留地从州 

宪报中除名，让路予综合产 

业发展的决定，展开和平请 

愿！

今日上午11时，近300名 

瓜冷县男女原住民乘坐几辆 

巴士，抵达沙亚南市政厅大 

厦前的广场，集合后一路前 

进高举大字报，对著媒体 

高喊“反对撤除森林保留 

地”。

他们步行约200公尺抵达 

雪州政府大厦（雪州秘书

署）前，派出数名代表进入 

守卫亭，呈交备忘录予代表 

雪州大臣接领签收的政治 

秘书兼丹绒士拔区州议员柏 

汉。

原住民要求州政府重新考 

虑，取消撤除931.17公顷 

(约2300英亩）森林保留 

地地位的决定，让世代相传 

的原住民继续保有森林，作 

为寻觅生计和习俗地。

柏汉指出，雪州是全马第 

一个针对森林保留地将被除 

名，召开听证会的州属，州 

政府有一个月的时间通过公

■柏汉（中）代表雪州大臣接领原住民呈上的反对备 
忘录。左三为拉曼。

听会听取民众的声音。

"我们接受了备忘录，州 

政府会考虑和讨论，希望 

能有各方都能接受的最终决 

定。，’ ■

他透露，大臣正与众行政 

议员复返印尼万隆进行干训 

活动，故由他代领备忘录。 

(TTE)

代表:森林是生計來源
■住民代表拉曼巴哈指出，今日 

参与和平请愿的约300名男女老 

少，来自3个原住民非政府组织、原住 

民村村长和瓜冷县12个原住民村。

拉曼表示，早在1845年，便有原住 

民定居在瓜冷北森林保留地。1918 

年，英殖民政府将占地1万7900英

亩的有关森林地段，列进马来联邦 

(FMS )保留地法典，获得时任雪州. 

苏丹阿都沙末送予原住民，可惜不获 

我国政府承认。

“我们促请大臣和雪州政府重新考 

虑除名森林保留地的决定，因为森林 

是原住民的资源和生计来源。没有了 

森林’原住民的特征与形式将消逝无 

踪。”

拉曼举例，已搬迁一次的万津布素 

峑鲁（Busut Baru )原住民村，村民 

饱受失去原住民特性的冲击。

他补充，早在两周前已作出首次反 

对，奈何州政府没有回应，希望接下 
来有机会与大臣会面陈述心声，并表 

示已知会雪州皇室，希望能引起苏丹 

关注。(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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亍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中）带领该党众国会议员觐见国家元首时，在国 
家皇宫留影。

反對敦馬組“團結政府”含巫伊議員

火箭：希盟改薦安華任相
(吉隆坡26日讯）行动党指出，由 

于敦马哈迪计划组成的“团结政府”内 

阁，将包括巫统和伊斯兰党的国会议 

员，以及包括促成当前危机的议员在 

内，因此，希盟才决定改为支持和推举 

拿督斯里安华成为第8任首相。

“本月25日，马哈迪获得了所有政 

党议员表态支持他续任相位，这时候， 

马哈迪就计划成立一个‘以个人议员为 

考量的团结政府’，意味著只有敦马拥 

有决定权，在组阁事宜，行动党及其他 

的政党都不会受到咨询。”

该党周三晚发文告指出，很明显的， 

这样的内阁是敦马的政府，而不是希盟 

政府，而这将导致希盟宣言无法兑现。’ 

文告称，本周二（25日），希盟邀 

请马哈迪出席希盟主席理事会会议，以 

进一步商讨他想要组建的内阁事宜时，

他却拒绝出席，

“因此，希盟3党领袖在该主席理事 

会会议上，议决捍卫人民所给予的委 

托，以及兑现希盟的承诺，我们决定推 

举安华成为希盟的首相。”

这份以“希盟是如何达致推举安华为 

首相”为题的文告指出，本月23曰， 

马哈迪拒绝追随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及 

土团党，因为后者要与巫统和伊党组建 

新政府。
“为表抗议，马哈迪于24日辞去首 

相职位。行动党感谢马哈迪捉紧原则的 

立场，即是坚拒与贪腐的巫统为伍，所 

以，行动党当时表态支持马哈迪继续担 

任希盟政府的首相。”

行动党也吁请马来西亚全民支持安华 
成为第8任的首相，除了遵重人民于第 

14届大选所给予的委托，也确保国家 

继续迈向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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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新首相出炉前

政党应尊重元首决定
(吉隆坡26日 

讯）人民公正党前 

署理主席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呼吁所 

有政党，在新首相 

人选出炉之前，都 

应该尊重国家元首 

陛下作出的任何决 

定。
“我们尊重仍在 

王宫进行中的程 

序，我们应尊重这 

个过程。”

阿兹敏周三觐 

见国家元首之后，

在一家酒店受询时表示，根据 

《联邦宪法》，国家元首扮演确 

保国家稳定与和平的角色，作 

为国会议员，大家都应该尊重 

《联邦宪法》的程序。

阿兹敏是在国阵与伊斯兰 

党希望宣布解散国会举行大 

选，并撤回早前支持敦马哈出 

任首相的签署之后，发表谈 

话。

无论如何，询及巫统和伊

阿兹敏阿里：所有人都应尊重国家元首的 

决定。图为他觐见国家元首后离开王宫。

党撤回支持敦马的签署之后， 

敦马是否仍能组成新政府，阿 

兹敏表示，一切由国家元首作 

出决定。

此外，根据亲阿兹敏派系 

的女性领袖指出，在任期不到 
3年的情况下，不容易解散国 

会0

“只有在首相的建议下，才 

能解散国会，同时需要获得国 

家元首批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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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多名国阵议员将退党

安努亚责图分裂巫统
(吉隆坡26日讯）巫统总秘书

丹斯里安努亚慕沙指责某方 

“企图分裂巫统”。

他今早在推特发文说： 

“有人质疑希山慕丁、东姑拉 

沙里、拿督斯里纳吉及其他一 

些人我敢说，巫统的所有国 

会议员将继续团结在一■起’巫 

统和伊斯兰党也是如此。” 

他补充，即使希望联盟瓦

解，巫统也将继续作为一个反 

对党。

自昨晚开始，社交媒体流 

传希山慕丁与国阵多名议员将 

退党，加人过渡首相敦马哈迪 

医生的阵营。

另有传言指他正和日前被 

开除党籍的人民公正党署理主 

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组织 

一个新的联盟。

Page 1 of 1

27 Feb 2020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al • Audience : 27,667 • Page: A21
Printed Size: 133.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1,007.58 • Item ID: MY0038845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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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山否认退党

“永远和巫统国阵同在”
(吉隆坡26日讯）巫统前副主

席拿督斯里希山慕丁否认他将 

退党，并加人新政府。

也是森波浪国会议员的希 

山慕丁今；在面簿发表简短声 

明，坚决否认他将退党的任何 

指控。

“请別相信某数方散播的 

任何揣测。

“我的立场向来一致今 

天，我重申我的不二忠心。我 

将永远和巫统和国阵同在。” 

自昨晚开始，社交媒体流 

传希山慕丁与国阵多名议员将

退党，加人过渡首相敦马哈迪 

医生的阵营。

传与阿兹敏组新联盟

另有传言指他正和日前被 

开除党籍的人民公正党署理主 

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组织 

一个新的联盟。

国阵和伊斯兰党原本表态 

支持马哈迪领导国家，但昨晚 

却改变立场，宣布撤回对马哈 

迪的支持，并要求解散国会， 

举行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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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市政厅常月会议

每个塑料袋须收20仙

大部體者同意黼

当局要求大型商业业者不可免费提供塑料袋，必须每个塑料袋征

(八打灵再也26日讯） 

八打灵再也市长拿督沙 

尤迪指出，雪州政府于 

本月4日推出《雪州塑 

料袋收费指南》后，约 

有30至40家大企业公 

司已向当局注册。

他说，当局为响应 

环保，从去年12月即 

已发出3万8058张通 

知书给辖区内的业者， 

要求大型商业业者不可 

免费提供塑料袋，必须 

每个塑料袋征收20 

仙。

尤迪说，掌管环境、 

人> 绿色工艺及消费人事 

务的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在本 

月4日主持《雪州塑料袋收费 

指南》汇报会后，没有业者针 

对这项指南作出任何回馈，相 

信大部分业者同意这项操作标 

竿。

“同时，我们大部分州内 

地方政府同意，以一年4次的 

月季方式，让业者呈上他们所 

征收获的塑料袋收费，并会以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辖区内 

骨痛热症有明显上升迹象，截 

至今年第八周（2月22 R )， 

共有1300宗骨痛热症，比去 

年同期的1097宗上涨了

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式，运用在 

相关环保教育用途来，让更多 

人对环境污染有更大的醒 

觉。”

他今日主持木月灵市政厅 

常月会议后说，广泛及毫无节 

制使用塑料袋，占塑料垃圾类 

内最大量，尤其是来自商业领 

域的；若K期如此使用塑料 

袋，灵市政厅恐怕需要更多土 

埋费来处理垃圾。

“往年，辖区内一年的垃 

圾费高达860万令吉。”

此外，沙尤迪提醒辖内产 

业业主，于木月29 R前缴清 

上半年门牌税，以免被征收逾 

期收费。

他说，当局已通过邮寄服

沙尤迪说，庆幸相较于八 

打灵县内另两个地方政府，灵 

市政厅的个案最低，也没有死 

亡案例。

收20仙。（档案照）

务，寄出27万3434张门牌税 

单给业主，涉及的门牌税额及

他说，至木月22日，辖 

区内热点原有26个，所幸日 

前24日的最新报告是25个， 

并促大家勤清积水区及防蚊虫 

滋生丁作。

另外，他说，市政厅近期 

新增一辆货运车，作为雪州快 

速行动队” （PANTAS)用

积欠额高达1亿8920万3000

令吉。

途，0前当局共有19位由市 

政厅管员组成的救援队，为辖 

内的紧急事故或天灾提供快速 

援助。

“市政厅目前共有2辆多 

用途货车、_一辆4轮喷射车、 

2辆250CC摩托车及2辆 

150CC的摩托车。”

骨痛热症明显上升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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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打华丽山庄农历新年庆典
配合庚子年，雪邦市议会拨款3万令吉，首次在马来人 

居多的哥打华丽山庄举办农历新年庆典，让非华裔居民参与 

华人活动，促进各族了解体现多元文化气息，逾500人日前 

参与这项在哥打华丽山庄吉广场（KIPMALL)举办的新春联 

欢晚会。

新春联欢晚会呈献具备中华文化特色的功夫茶表演、变 

脸、二十四节令鼓、新年歌及代表三大种族的歌舞节目，还 

有美食和丰富幸运抽奖。图为众嘉宾喜接醒狮献瑞，左九起 

为雪邦县土地局长雅兹、雪邦市议员颜志辉、雪邦市议会副 

主席莫哈末哈菲坩及雪州皇室代表登姑加玛鲁汀。掌管雪州 

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和新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为大 

会主持捞生仪式，龙溪州议员阿迪夫与雪邦市议员都出席晚 

会。

Page 1 of 1

27 Feb 2020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KL/Selangor • Audience : 27,667 • Page: B3
Printed Size: 179.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251.57 • Item ID: MY003884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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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加影市议会常月会议

新闻特区

万宜新镇第16区 沒市小贩拒搬引冲突

卿鼸獅騸—

一辆小贩罗里企图硬闯路障，混乱中，导致数名执法人员受伤

要求每3月缴塑料袋费用

罗斯里：仅8企业回应
加影市议会辖区内有逾T- 

间霸级市场、超级市场、连锁 

店和商场等向消费者征收20 

仙的塑料袋费用，不过，目前 

只有8间大企业对有关计划回 

应。

罗斯里说，有关商家将直 

接把塑料袋收费交给市议会， 

其中40%的收费是作为推动零 

塑料活动的经费，另外60%将 

转回给州政府。

他说，希望商家每隔3个 

月就向市议会缴交该笔收人， 

该计划今年才开始实施，0前 

无法估计从中可获得多少款

项

他说，市议会日前才向商 

家发出相关函件，目前只有8 

间大企业回应。

将发证书予商家

“市议会将发出证书给有 

关的商家，证明他们向政府缴 

交20仙塑料袋费用。”

早前，掌管雪州自然环 

境、绿色科技及消费人事务的 

行政议员许来贤宣布从今年 

起，政府将接管征收每个塑料 

袋20仙的费用，预计一年可 

收到500多万令吉。

罗斯里（中）指市议员如常服务

“雪州政权稳定”
罗斯里说，雪州的政权稳 

定，加影市议员包括3名土著 

团结党的市议员，地位不受影

响。.

他说，除非发生意想不到 

的事，否则市议员如常履行职 

务服务社区，而市议员们也合 

作无间，不受政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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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宽限期满

巴生土地局拆非法兴都庙

执法大队劝告一番后，终于可顺利拆除兴都庙建筑

(巴生26日讯）继上周拆除

非法牛棚后，巴生县土地局 

在7天宽限满后，也拆除非 

法兴都庙宇。

设在绿林镇勒米亚2路 

(Jalan Remia 2)的兴都庙宇 

当局；前要求给予7天宽限 

期，以便自行搬离重要物 

品。

轻型镇暴队维安

随着宽限期已届，执法 

人员今；8时30分重返现场 

拆除已有逾15年历史的庙 

于’为免起冲矢’当局召来 

轻型镇暴队（LSF)协助维安 

工作，除了一名印裔妇女在 

拆除期间大声叫嚷表达不 

满，整体拆除过程顺利。

今早参与的单位包括警 

方、巴生市议会、雪州宗教 

局、巴生县水利灌溉局、国 

能、雪州水供管理公司等。

助理局长：献议迁址遭拒

通融15年发4警告信
巴生县土地局助理局LC 

莫哈末沙里查说，遭占用的 

政府河流保留地和回教堂宗 

教保留地，主要被用于兴建5 

栋非法建筑物，作为牛羊饲 

养场、伺料仓、庙宇厨房及 

兴都庙宇等用途。

他说，当局已给予长达 

15年的通融期，即从2006年 

10月7日开始，并陆续发出 

4次警告信，最后一次通牒则 

是在今年2月17日，下令非 

法占用土地者必须自行清空 

所有非法建筑。

“我们上周一执法时，拆 

除了牛棚、羊棚、伺料仓及

厨房，惟庙方向雪州政府上 

诉而获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 

米鲁丁同意宽限7天以丨丨:他 

们自行清空地段，但至24 R 

大限截止，庙方却没有履行 

承诺，所以我们展开第二轮 

拆除行动。”

次轮拆除行动

他说，州政府曾献议搬 

迁至位于瓜拉冷岳的一块新 

庙地，不过却遭庙方拒绝。

“根据1965年国家土地法 

典第425条文，任何非法占 

用政府保留地者，一旦罪 

成，可被判罚款不超过50万

尽管获7天宽限期，惟理事 

却在最后一分钟才自行搬走 

神像、祭拜品及其他物件。

令吉、监禁不超过5年、或 

两者兼施，希望人们不要以 

身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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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会准备升格

展示梳邦市厅徽章
梳邦再也市议会常月会议

(梳邦再也26日讯）梳邦再也市议会设 

计市政厅徽章，做好准备迎升格。

梳邦再也市议会今日在常月会议上 

展示新的市政厅徽章设计，除了保持原 

有的市议会徽章颜色主题，蓝色、青 

色、红色和白色，也加入黄色。

据现有设计概念，市 

议会M章上加人雪 

州州徽和2朵黄色依兰花 

(Bunga Kenanga )，以及 2 根 

市长的权杖（cokmar)。

据悉，依兰花是梳邦再也 

市议会的市花（Bunga 

Rasmi)，加上这次升格为市 

政厅，故设计师将依兰花加人 

徽章设计，惟部分官员和市议 

员不接受相关设计。

他们说，依兰花的设计是 

白黄渐变，在举办活动印刷徽 

章的时候，出来的效果可能会 

有偏差。

无论如何，市议会主席诺 

莱妮表不设计仍未落实，有修

梳邦再也市议会园艺组于 

2月26闩至4月30日之间举 

办“城中艺术” （Art In The 

City)设计比赛，胜出者有机 

会M取总值5000令吉的奖 

金。

比赛是寻找放置在策略性

改的空间。

另外，她说今年的斋戒月 

市集摊位申请已经开放线上申 

请，第1阶段（1月1 R至1 

月31 R )的申请已经截止， 

目前正筹备第二阶段，即当局 

会筛选符合资格的申请者，并 

于3月24日进行第货,阶段的 

摊位抽签。

她说，嘉年华暨斋戒月座 

谈会2020将会从3月31日至 

4月2日，在蒲种英达的市议 

会多用途礼堂举行，活动内容 

包括零塑料吸管运动、零宝丽 

龙运动、减少使用塑料袋和自 

备食物容器、使用环保袋运 

动，以及循环食用油运动。

地点的雕塑设计发表灵感，令 

社区的形象更鲜明和吸引，成 

为当地人的骄傲，比赛也开放 

给所有辖区内的商民参与。

市议会建议放置雕塑的地 

点是SS13的Millenium广场， 

设计主题为“活力充沛”，反

梳邦再也市议会在常月会议上 

展示新的市政厅徽章设计。

映出市议会的辖区是具生命 

力、毅力、活泼、安宁、绿意 

盘然及和谐的社区。

辖区商民皆可参赛

这场比赛公开给市议会辖 

区的商民，只要能证明是辖区 

的商民，即能免费参赛。

欲知更多洋情，可以浏览 

www. mpsj. gov. my 查询。

园艺组办“城中艺术”设计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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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市政厅常月会议

莎市厅设特委小组

麵15废置发展计划
(莎阿南26日讯）莎阿南市政厅将 划，以便协助接手发展商取得各项发 

成立特别委员小组，于下月1日开展文件，加速解决废置计划的发展工 

始着手处理市内15个废置发展计程。

阿南市政厅副市tc：莫 

»哈末拉希迪表示，尽 

管废置发展计划受到多个单位 

监管，包括房屋及地方政府 

部、国家房屋局（JPN)、雪 

州房屋与地产局（LPHS)，不 

过，最后发展程序仍受地方政 

府管制。

“为此，我们常常接到投 

诉指地方政府或土地局没有发 

展准证，怠慢工程进展等，市

餐馆业者往往没有维护滤油 

器，一旦损坏就置之不理，严 

重影响周遭环境。

政厅希望有关特委小组的成 

立，可以协助加速业者解决文 

件不齐问题”

他今R代理主持莎阿南市 

政厅常月集会后向媒体说， 

接手发展商住f主面对各项技 

术问题，比如没有废置发展 

计划的图测、规划、销售房 

屋执照等等，导致工程无法 

顺利进行。

“一般上，发展商都会把

对付肮脏餐馆不手软，莎 

阿南市政厅2个月内关31餐

馆！

旲哈末拉希迪说’后巷厨 

房是这些餐馆被关的导因，当 

局不排除未来进一步米取法律 

行动，对付冥顽不灵者。

后.巷厨房制造各种困扰，特 

別是没有遵守排污系统规划，以 

致将食物残渣、洗涤污水等直接 

排人沟渠内，引发各种污染环境 

的问题，包括水源、环境及成为 

害虫滋生温床|

“餐馆业者无效处理垃圾 

及食物残渣问题，也容易成为 

害虫聚集和滋生场所，比如蟑 

螂、老鼠、乌鸦、野狗聚集 

等，对餐饮环境造成食物安全 

的威胁。”

他说，在市政厅取缔行动 

中，就有一家位于第3区的餐

矛头指向市政厅或土地局没有 

配合，不过，实际上有关文件 

必须由他们本身来处理，如今 

特委小组的任务就是协助他们 

如何取得有关文件，好让废置 

工程得以尽速开丁。”

他说，市政厅废置发展计 

划案例不多，不过考虑到以民 

为木，市政厅希望着手处理问 

题，好让居者能尽早获得交屋 

的保障。

馆业者，W拒绝遵守八打灵县 

卫生局指示关闭14天以展开 

清洁工作，最终被起诉。

严惩顽劣者

“我们不会通融让这些破坏 

社区环境卫生的业者继续作业， 

因此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让更 

多顽劣者受到应有的惩罚。”

莫哈末拉希迪说，上述被 

暂时关闭的餐馆中有5家尚未 

恢复作业，而且有关数据只是 

市政厅的行动，不包括八打灵 

县卫生14的取缔行动。

“莎市政厅将继续严谨义 

注餐馆污染环境问题，并严厉 

警告业者切勿滥用后巷作为厨 

房，此外，若排污系统损坏， 

就应修复，不要冉找借口将污 

水、残渣等丟弃沟渠内，最终 

给自己招来严惩的后果。”

2个月关31脏餐馆

取缔重型车停民宅区
市政厅将严厉取缔重型车 

辆随意停放民宅区，车主受促 

遵守条例及考量居民安全，同 

时勿贪罔方便而招致重罚。

莫哈末拉希迪说，莎市政 

厅接获不少民众投诉重型车辆 

停放住宅区的困扰，包拈造成 

安全威胁、阻碍交通、占用停 

车位、破坏公路及滋扰日常生 

活作业等，执法人员也不断展 

开取缔行动，包括开出罚雄和 

拖车等。

拖车费2千元

“尽管罚单只有300令吉， 

不过，拖车费却高达2000令 

吉，希望重型车辆驾驶者能够 

汲取教训，不要再以身试 

法。”

他说，市政厅没有在市内 

提供任何重型车辆停车场，一 

般由私人界自行负责，不过， 

往往这些司机是贪图方便，直

接把有又重型车辆驾回靠近住 

家附近地点，好让隔天方便使 

用。

“把重型车辆停放私人停 

车场会涉及成木问题，闪此一 

些人把重型车辆泊人住宅区， 

但这些都不应成为理由。”

双溪毛糯再出现因拒绝执法员取缔 

而起冲突事件，莎阿南市政厅已报警彻 

查，同时也将检讨标准作业程序，借此 

维护双方权益及避免类似事件重演…

旱前该区曾发生华裔夫妻围堵执法 

人员抄牌，如今，则是一名巫裔妇女尝 

试阻止执法人员展开拖车行动。

莫哈末拉希迪赞扬执法人员采取得 

当行动，避免直接与有关妇女起冲突， 

当局也就此事向警方投报，做进一步彻 

查。

“公众阻止执法人员办事事件再发 

生，也受到市政厅关注执法人员遭攻击 

的问题，为此，市政厅将检讨标准作业 

程序，以期作为未来处理类似事件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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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26日讯）锡米山 

关东峑鲁小型工业协会 

呼吁业主缴交10%的土 

地拥有权转换税，以让 

申请了 14年的工厂漂 

白工作顺利进行和获得

一纸个别地契

关东峑鲁列号 

5250工业区占地10亩 

的地段划分为80段， 

目前，已有50多段地 

的业主缴交10%的土地 

拥有权转换税。

缴10% 土驢纖税

该
会主席陈清海今午召 

开记者会说，公会代

收土地拥有权转换税，过后集 

体交给土地14，不过，还有 

20多个业主不愿缴交10%的 

土地拥有权转换税，希望大家

•起配合，完成工厂的漂白计

划 申请了 14年，关东峑鲁列号5250工业区还无法漂白和获得个别地契

不成功将退还业主

他说，若工厂漂白计划不 

成功，已向业主征收的10%土 

地拥有权转换税将会退还给业

参与工厂漂白计划业主

缴10%税可获临时地契
主

出席者包括加影市议员颜 

丽丽、丘钦瀚，关东村管委会 

主席林天赐，关东峑鲁小型工 

业协会委员梁广东、业主萧观 

祥和叶侨联等

王诗棋说，今年，雪州政 

府有给予参与工厂漂白计划的 

业主优惠，即业主缴交10%的 

土地拥有权转换税后，他们可 

获得一张临时地奥。

她说，当业主的经济能力

允许或是进行买卖时，他们才 

全数缴交土地拥有权转换税。

“以往没这项优惠，参与 

丁厂漂白计划的业主须全数缴 

交土地拥有权转换税，有的税 

务过高，业主无法承担该笔费

关东峑鲁小型工业协会呼吁业主缴交107。土地拥有权转换税，坐者左起萧观祥、叶侨联、丘钦 

瀚、王诗棋、颜丽丽、陈清海、林天赐及梁广东。

用后而放弃《 ”

她说，根据2016年的估 

价，上述地段的土地拥有权转 

换税是550万令吉，因一些业 

主无法缴交该笔费用后，以致 

漂白工作拖延至今。

她指出，0前要等新的估 

价出来后才能确定数额有多 

少，不过，希望该工业区的业 

主配合参与工厂漂白计划，并 

缴交10%的费用，il:该丁业区 

的漂白工作尽速完成，并成为 

其他工业区的楷模。

她说，该丁业区在去年9 

月和12月27 R，分别向水利 

灌溉局和市议会建筑物策划组 

提呈土地转换用途的申请，市 

议会已发出支持信件，但水利 

灌溉局还没下文

她也说，会协助该工业区 

向水利灌溉局查询，希望尽快 

获得水利灌溉局的支持信件。

关东峑鲁工业区业主受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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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加影市议会常月会议

新闻特区

万宜新镇第16区 沒市小贩拒搬引冲突

卿鼸獅騸—

加影市议会到场后就设起路障

(加影26日讯）万宜新镇第16区夜市场小贩拒绝迁往 

新地点营业，加影市议会执法人员咋午到场执法时，一 

辆小贩罗里企图硬闯路障，混乱中导致数名执法人员受 

伤，警方事后逮捕2名男子查办。

据了解，加影市议会咋午1时拉大队到场，整百名 

执法人员用路障把进出夜市场的路口围了起来。

■^过，小贩于下午3时 

^^陆续赚后看到相关 

情况大感不满，有者也在场外 

叫嚣，当时也有一名小贩驾着 

罗里企图硬闯路障，混乱中数 

名执法人员受伤。

该夜市场有30年历史，逢 

周二和六摆卖，早前小贩要求 

继续在原地摆卖但不果，市议 

会的搬迁大限是到1月。

分，市议会允许小贩继续在原 

地摆卖。”

新地点较理想

警逮捕2男子

一辆小贩罗里企图硬闯路障，混乱中，导致数名执法人员受伤

要求每3月缴塑料袋费用

罗斯里：仅8企业回应
加影市议会辖区内有逾T- 

间霸级市场、超级市场、连锁 

店和商场等向消费者征收20 

仙的塑料袋费用，不过，目前 

只有8间大企业对有关计划回 

应。

罗斯里说，有关商家将直 

接把塑料袋收费交给市议会， 

其中40%的收费是作为推动零 

塑料活动的经费，另外60%将 

转回给州政府。

他说，希望商家每隔3个 

月就向市议会缴交该笔收人， 

该计划今年才开始实施，0前 

无法估计从中可获得多少款

项

他说，市议会日前才向商 

家发出相关函件，目前只有8 

间大企业回应。

将发证书予商家

昨午带队执法的市议会执 

法组主任沙里曼今日受询时 

说，有6名执法人员在这起事 

件中受伤，他们先后向警方报 

案后，警方逮捕2名男子查 

办。

“市议会已发出通令要求 

小贩迁往新地点营业，不过小 

贩拒绝搬迁，昨午也在场闹 

事。无论如何，晚上7时30

另外，加影市议会主席拿 

督罗斯里今日主持市议会常月 

会议后受询时说，市议会已发 

出通令，要求110档小贩在1 

月迁到附近的新地点营业。

他说，市议会耗资100万 

令吉开拓新的摆卖集中点，新 

地点可容纳600个摊档，200 

个泊车位，包括农业市集也迁 

往新地点摆卖。

“新地点较理想和舒适， 

小贩拒绝搬迁是担心迁人新地 

点后生意额受影响，相信刚开 

始这问题难免，不过原有的摆 

卖地点狭窄，而且是在路上和 

靠近住宅区，市议会是基于之 

前投诉不断才决定搬迁夜市 

场。”

“市议会将发出证书给有 

关的商家，证明他们向政府缴 

交20仙塑料袋费用。”

早前，掌管雪州自然环 

境、绿色科技及消费人事务的 

行政议员许来贤宣布从今年 

起，政府将接管征收每个塑料 

袋20仙的费用，预计一年可 

收到500多万令吉。

罗斯里（中）指市议员如常服务

“雪州政权稳定”
罗斯里说，雪州的政权稳 

定，加影市议员包括3名土著 

团结党的市议员，地位不受影

响。.

他说，除非发生意想不到 

的事，否则市议员如常履行职 

务服务社区，而市议员们也合 

作无间，不受政局影响。. 土著团结党3名市议员如常出席星期三的常月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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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占政府地通20年 E生拥$法印赓庙■
巴生26□讯I七天宽限期_过，巴生县土地局今 

日到绿林镇拆除非法印度庙；占用政府保留地逾20年 

的非法建筑，在3小时拆除行动终被夷为平地！

巴生土地局于上周（2月17 

曰）^在警方和联邦后备队的支 

援下，顺利拆除上述地段的非法 

养牛场。州政府给予庙方7天的宽 

限期，进行清空与搬迁工作。

7天宽限期限已过，巴生土 

地局今早到现场，庙方在交涉中 

哀求给3小时清空，惟土地局只给 

予短时间清空神像和重要物品。

设庙宇和养牛场

联邦后备队从早上9时50分 

开始进场，神手先拆除完成清空 

小庙。当善信协助清空主庙的物 

品搬空后，神手开始摧毁主庙建 

筑，过程中有一印裔妇女不断向 

围观路人哭诉。

截至上午11时30分为止，两 

栋印度庙建筑终被夷为平地。庙 

方曾不断跟土地局官员交涉，现

场一度充满火药味，幸好没有发 

生不愉快事件。

巴生县土地局副局长莫哈 

末沙里扎指出，绿林镇惹米亚2 

路（Jalan Remia 2 ) 一政府保留 

地，遭非法侵占20年建设非法养 

牛场和印度庙宇。

他透露，该地段原规划为伊 

斯兰宗教发展保留地’以及河 

保留地。然而却被侵占建设5栋非 

法建筑，包括牛栏、羊棚、词料 

仓、厨房和印度庙宇。

「土地局前后已向业者发出 

3次警告信，分别在2006年11月 

13日、2017年10月7日，以及今 

年初1月9日。唯业者继续扩大非 

法养牛场的规模。」

他说，土地局于上周一已拆 

除牛棚、羊棚、饲料仓及厨房。 

唯，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给予7 

天宽限期，让庙方自行清空该地。

神手进场拆除印度庙时，小牛在极度惊吓中乱窜，然后受困废墟中。

「州政府曾献议一片位于瓜 

拉冷岳的地段作为新庙地，却遭 

到理事会拒绝。为此，宽限期于 

周_( 24日）到期，并于今早再 

度展开拆除除行动。」

他透露，根据1965年国家土 

地法典第425条文，任何非法占用 

保留地，一旦罪成，最高罚款不 

超过50万令吉，或最高监禁不超 

过5年，或两者兼施。

今早参与拆除行动的包括警 

方、巴生市议会、雪州宗教局、

雪州水利灌溉局、国能公司、雪 

州水供管理公司等。

神手拆除最后的主庙，联邦后备队成员在清场驱离人群后， 

在现场戒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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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不
敏0111人雄赔千方_

11名被革除党籍及退党 

的前公正党国会议员， 

是否作出1000万令吉赔 

偿，须交由尚庭来裁决 

该份法律文件的效应。

m J, I'"

阿兹敏阿里（鹅麦国会议员，前经济事务部长）

士运 i 亍 立iSSiH 厂 iiS 逼咅

莫拉昔（答S巴辖国会议员，国会下议院副议SS

IU曼梳（高渊国会议员）

[H u少拉ii会议员）

囹iW貪iT(¥萝而
议员）

士纳丹i新丨鼠瑙国会议员）

槟城26 

□讯I为了 

防止中选议 

员跳槽，公 

正党在上届大选前已跟候选人签署 

法律文件，以前署理主席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为首的11名国会议员， 

如今或因退党风波而面对1000万令 

吉的罚款！

过去在第14届大选上阵的公正党国州 

议员候选人，必须签署一份具有法律效应 

的文件，才可获得委任状，一旦当选后跳 

槽，将被罚款1000万令吉。

《东方曰报》探悉，虽然阿兹敏及前 

副主席祖莱达是遭开除党籍，而非主动退 

党，惟该法律文件阐明，若背叛党而被开 

除，也被视为其中一项违反条约。两人将 

和其余退党的9名议员一样，须赔偿1000万 

令吉予该党。

高庭裁决是否有效

消息指出，公正党目前忙于处理组织 

新政府的事宜，暂时无暇向这11人索偿， 

但过后会追究法律责任。

「根据公正党党章，退党无需递辞 

呈，任何对外发表的退党声明皆有效。」

据悉，公正党的主要领袖已签署这份 

法律文件，由于该党有些候选人是在最后 

一分钟才决定被委派上阵，因此不排除有 

漏网之鱼没签署。

不过，一名具有法律背景的党内人士 

透露，最终该法律文件的协议是否有效，

还是必须交由高庭来裁决，一切视该文件 

的撰写内容工整与否。

他说，任何合约必须合乎法律才见 

效。据他了解，公正党的该份法律文件列 

出数个重点，包括不可跳党、中选后「跳 

船」、参与其他阵营违反该党等。被选为 

候选人的人士，必须签名及写下日期，以 

示同意。

属于惩罚性合约

他指出，站在法律的角度，法院如何 

诠释这份文件，全靠撰写者的「功力」， 

如果一份法律文件存有「漏洞j，签署人 

就可能避开承担法律责任。

他说，公正党的法律文件属于惩罚性 

合约，政党提供空间或机会给候选人，一 

旦中选，对方可获得的「好处LI是国州议 

员的薪水，若违约则必须作出赔偿。

「不过，该文件仍有争议性，签署人 

的辩解理由可以是1为民服务』，其工作 

是神圣的，所以无需对党作出补偿。

他说，虽然该党可起诉违约者，但有 

时候法院是不接受惩罚性合约，成败与否 

最终还是取决于该文件的内容。

他分析两个可能性，若法院认为违约 

者在「一物换一物」_下亏欠于该党，就必 

须作出赔偿；相反地，若法院认为对方借 

此平台为民服务，不值得交出惩罚，便不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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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聞

敦馬向全民道歉
fefi

若獾邐腆再任相
99

吉隆坡26曰讯|过渡首相敦马哈迪声称，他已承诺辞职，并给予机会国会下议院来决定其接班人，惟如 

果他还获得支持，他将会回归；反之，他会接受被遴选的人。

然而，敦马也强调，如获得允许，他将会

过渡首相敦马哈迪。

组织一个不分党派的政权，以国家利益为 

先。他说，政治人物和政党过于政治化，以致 
忘了国家当前所面对的经济和健康的威胁。

「无论是对或错，政治和政党必须暂时放 

一边，如果可以，我将尝试建立一个不分党派 

的政权，只是以同家利益优先。」

「如果允许，我会尝试，我祈祷真主，引 

导我完成这•项工作。」

敦马于今日下午4时45分，通过国营电视台 

向同人发言时，如是指出，并首先为国家目前 

出现的政治乱局向国人致歉。

他说，撤换领导人的机会仍存在，只是他 

认为本身仍获得双方的支持，因此他辞职的时 

机还未到。
敦马于2月24日中午，接连宣布辞去首相和 

土著团结党会长职务，连拋两粒震撼弹。

不过，敦马在同R傍晚觐见国家元首苏丹 
阿都拉后，陛下随即宣布委任敦马为过渡首 

相，直至选出新任首相为止。
敦马的辞职引来各方揣测，惟他在隔日（2 

月25日，周一）回到布城首相署继续上班，并 

会晤了各政党领袖，包括阿邦佐哈里（砂州政 
党联盟）、慕尤丁（土著团结党）、安华（公 

正党）、林冠英（行动党）、阿末扎希（巫 

统）、哈迪阿旺（伊党）、莫哈末沙布（诚信 

党）以及阿兹敏阿里（前公正党署理主席）。

昨日更传出，敦马有意成立-个涵盖各个 

政党的跨党派联合政府。

国家元首已在周二和三亲自个人召见所有 

国会议员，以确定个别国会议员的政治立场， 

包括提名谁做首相•以及要组联合政府或解散 

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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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派3議員支持組聯合政府
吉隆坡26日讯隶属公正党前署理 

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派系的3名国 

会议员今日发表联合文告，表明支持过 
渡首相敦马哈迪所建议的不分党派的联 

合政府。这3名国会议员也是前公正党 

成员，他们分别是实兰沟国会议员巴鲁 

比安、砂拉卓国会议员阿里彼袓、婆罗 

洲高原国会议员威利莫京。
3人今日发表联合文告表示，敦马 

建议的联合政府坚定了他们的立场，即 

和解与还原对国家是至关重要。

「我们重申，我们将全力支持这位 

明智的领导者领导国家，因为我们的经 

济正受到全球性问题的冲击*国内的政 

治僵局也受到打击。他有经验，曾经 

使我们的国家摆脱全球金融危机的影 

响。j

文告说，过去几天，计算国会议席 
的数字遊戏压迫着所有人，并给国家造 

成不必要的压力◊因此，他们欢迎敦马

所提出的包容及不分党派联合政府的方 
案。「这是一个全新的方向，也是我们 

所支持的。」

否认加入土团党

文告表示，摆脱当前政治动荡的最 

好方法是在各党之间建立沟通桥梁，并 

指大马必须和解，国家才能恢复如常。

另外，威利莫因今日通过手机简讯 

向《婆罗洲邮报》表示，他与实兰沟国 

会议员巴鲁比安及砂拉卓国会议员阿里 

彼朱等人将加入土团党的消息是假的。
他也否认，他们三人已经U转回到 

公正党。网媒《自由今日大马》引述某 

消息人士的言论所做出的报导指出，除 

了 1人之外，所有在日前宣布退出公正 

党的国会议员都将加人土团党◊相关报 

导所点名的「过档」议员名单，还包括 

了威利莫因、巴鲁比安及阿里彼朱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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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视槽鱺

緻S11A挪千莫
槟城26曰讯|为了防止中选议员跳槽，公正党在上届大选前已跟 

候选人签署法律文件，以前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为首的11名 

国会议员，如今或因退党风波而面对1〇〇〇万令吉的罚款！

过去在第14届大选上阵的公 

正党国州议员候选人，必须签署 

•份具有法律效应的文件，才可 

获得委任状，一且当选后跳槽， 

将被罚款1 〇〇〇万令吉。

《东方日报》探悉，虽然阿 

兹敏及前副主席袓莱达是遭开除 

党籍，而非主动退党，惟该法律 

文件阐明，若背叛党而被开除， 

也被视为其中一项违反条约。两 
人将和其余退党的9名议员一样， 

须赔偿1000万令吉予该党。

高庭裁決是否有效

消息指出，公正党目前忙于 

处理组织新政府的事宜，暂时无 

暇向这11人索偿，但过后会追究 

法律责任。「根据公正党党章， 

退党无需递辞呈，任何对外发表 

的退党声明皆有效。」据悉，公

正党的主要领袖已签署这份法律 

文件，由于该党有些候选人是在 

最后一分钟才决定被委派上阵， 

因此不排除有漏网之鱼没签署。

不过，一名具有法律背景的 

党内人士透露，最终该法律文件 

的协议是否有效，还是必须交由高 

庭来裁决，一切视该文件的撰写内 

容工整与否。他说，任何合约必须 

合乎法律才见效。据他了解，公正 

党的该份法律文件列出数个重点， 

包括不可跳党、中选后「跳船」、 

参与其他阵营违反该党等。被选为 

候选人的人士，必须签名及写下曰 

期，以示同意。

屬於懲罰性合約

他指出，站在法律的角度， 

法院如何诠释这份文件，全靠撰 

写者的「功力」，如果一份法律

文件存有「漏洞」，签署人就可 

能避开承担法律责任。

他说，公正党的法律文件属 

于惩罚性合约，政党提供空间或 

机会给候选人，一旦中选，对方 

可获得的「好处」是国州议员的 

薪水，若违约则必须作出赔偿。

「不过，该文件仍有争议 

性，签署人的辩解理由可以是 

『为民服务』，其工作是神圣 

的，所以无需对党作出补偿。」 

他说，虽然该党可起诉违约 

者，但有时候法院是不接受惩罚 

性合约，成畋与否最终还是取决 

于该文件的内容。他分析两个可 

能性，若法院认为违约者在「一 

物换一物」下亏欠于该党，就必 

须作出赔偿；相反地，若法院认 

为对方藉此平台为民服务，不值 

得交出惩罚，便不成立。

11名被革除党籍及退党的前公 

正党国会议员，是否作出1000 

万令吉赔偿，须交由高庭来裁 

决该份法律文件的效应《

UI阿兹敏阿里（鹅麦国会议员，前经济事务部长） 

E iiii…韩SS义I…E S吴亍砑S立1 S立义

曼梳（高渊国会议员）

涵S•涵罩•涵•

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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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派3議員支持組聯合政府
吉隆坡26日讯|隶属公正党 

前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派系的3名国会议员今日发表联合 

文告，表明支持过渡首相敦马哈迪 

所建议的不分党派的联合政府。这 
3名国会议员也是前公正党成员， 

他们分别是实兰沟国会议员巴鲁比 
安、砂拉卓国会议员阿里彼袓、婆 

罗洲高原国会议员威利莫京。
3人今日发表联合文告表示， 

敦马建议的联合政府坚定了他们 

的立场，即和解与还原对国家是至 

关重要。「我们重申，我们将全力 

支持这位明智的领导者领导国家， 

因为我们的经济正受到全球性问题

的冲击，国内的政治僵局也受到打 

击。他有经验，曾经使我们的国家 

摆脱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文告说，过去几天，计算 

国会议席的数字游戏压迫著所 

有人，并给国家造成不必要的压 

力。因此，他们欢迎敦马所提出 

的包容及不分党派联合政府的方 

案。「这是一个全新的方向，也 

是我们所支持的。」

否認加入土團黨

文告表示，摆脱当前政治动 

荡的最好方法是在各党之间建立 

沟通桥梁，并指大马必须和解，

国家才能恢复如常。

另外，威利莫因今日通过手 

机简讯向《婆罗洲邮报》表示， 

他与实兰沟国会议员巴鲁比安及 

砂拉卓国会议员阿里彼朱等人将 

加入土团党的消息是假的。

他也否认，他们三人已经U转 

回到公正党。网媒《自由今曰大 

马》引述某消息人士的言论所做 

出的报导指出，除了 1人之外，所 

有在日前宣布退出公正党的国会 

议员都将加入土团党。相关报导 

所点名的「过档」议员名单，还 

包括了威利莫因、巴鲁比安及阿 

里彼朱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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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邦市议会在现场搭起帳 

篷，官员在场守候与持续展开灭 
火工作n (市议员刘耀璇提供照 

片）

報道►蘇俐嬋

片）

鎮非法垃圾場再起火

起火面積約0.5英畝
-方面，雪州天灾管理单位昨日（25日）与 

相关单位已采取即时灭火行动，经过空中与 

陆地监视，当局发现现场有数个起火点，被烧的面积估 
计有大约0.5英亩、长约58公尺。

在此次行动中，消挺局出动19人、雪邦市议会6人 

及雪州天灾管理单位4人:消拯员动用消拯车、邻近的 

开放水源取水灭火。截至昨日，灭火任务完成12%。

事发地点曾于2019年6月及12月发生起火燃烧事 

件。

黄思汉：火源在地底需耗时灭火

另一方面，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表示，由于火源在 

非法垃圾场的地底下，有关当局需要时间挖掘及不停地 

注水，需耗时灭火。

邦再也市议员刘耀璇受询时 

表示，虽然非法垃圾场是位 

于蒲种富吉镇，不过该处是由雪邦市 

议会管辖，与其领养的蒲种富吉镇区 

都是边界。

他说，他最近接获蒲种富吉镇居 

民的投诉指非法垃圾场起火，传来浓 

烟和臭味，困扰附近的居民。

“我已向雪邦市议会投报。这次

向關市議會投報
公开焚烧并非第一次，去年也曾发生 

过，当时我也有向雪邦市议会投诉， 

不料不法分子再度进人非法丢垃圾。

“据我所知，邻近的国际学校昨 

日（星期二）也因此暂时停课:”

无论如何，刘耀璇表示，他今日

中午约12时，连同其他梳邦再也市议 

员前往非法垃圾场了解情况。

刘耀璇：非法垃圾场臭味、烧 

焦味飘到梳邦再也市议会管辖的住宅 

区，我们已经雪邦市议会投报。

(雪宇P 2 6日'ffl ) 禾中虽吉f真（B a n d a「 

Bukit Puchong )的非法垃圾场再次发生起火事 

件，飘逸滚滚浓烟及烧焦味，导致邻近的国际 

学校被迫紧急停课2天！

根据有关国际学校学生的家长何太太致电 

《大都会》社区报披露，上述非法焚烧的情况 

已持续3天，由于情况严重，校方昨日已紧急停 

课并通知父母接回孩子，且今日也依旧无法上 

课。

她说，该区附近都是住宅区，校方在去 

年发生类似事件时，曾致函环境局和当地国州 

议员，家长们还曾签署抗议书，惟情况仍旧发 

生，令他们感到无奈。

她希望相关单位关注此事，解决非法焚烧 

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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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末指他在所站之处，即是发现老虎之地。

在黄泥地上所发现的粪便，已被野生动物局鉴 

定为虎粪。

蔡瑕颐呼吁

煤炭山居民一旦

发现虎踪，应保

持冷静和立即向 

当局投报。地上留下了老虎脚印。（蔡珮 

頤提供照片）

疑進村覓食

煤炭山現虎蹤
(轰埠26日讯）煤炭山安卡沙路（Jalan 

Angkasa)出现虎踪！

发现虎踪之处，亦留有老虎脚印和虎粪a根 

据目击者的推测，它极有可能是因为山林被大肆 

砍，野生动物日渐稀少而难以捕猎到足够的食物 

果腹，在饥饿难耐之下，才大胆的进人村庄觅食 

和流连。

该区士拉央市议员蔡珮颐告诉《大都会》社 

区报记者，根据乌雪野生动物局的报告，出现在 

煤炭山的老虎属于温驯类，如非受惊或被攻击， 

否则没有伤害人群的记录。

“该局依据目击者的形容，鉴定这类老虎不 

会在同一地方，尤其是人烟多之处久待，如今应 

已远去，公众不需惊慌。无论如何，公众若再发 

现虎迹应保持冷静，切勿大声叫嚷或试图赶跑老 

虎，以免遭到攻击。”

目击者：第一次发现老虎进村

据了解，-名71岁的农夫阿末是于上周四凌 

晨2时30分左右，听到异声而走出屋外，想要把

屋前的篱笆门关h时，便在前方约40公尺处发现 

老虎。

他大吃一惊之下，慌忙逃回家中锁上家门 

后，从窗口处张望时，已经不见虎迹，但翌日却 

在住家前发现了老虎脚印和粪便a

他在受询时指出，由于房子面向山林，四 

周并无街灯，十分黑暗，因此他夜晚出门时是手 

电筒不离身。“我用手电筒照路时，突然发现前 

方有一对闪着异光的眼睛。我照向其余部分，惊 

觉这个不明物体身上有黑色条纹，竟然是一只老 

虎！ ’’

他说，曾在屋前看见过山猪、大蛇等，但却 

是第一■次发现老虎。

“也许是因为附近的发展计划开发了太多的 

山林，导致这些野生动物无处柄身，所以出来觅 
食。我已在本月23日，针对此事向公主镇警局和 

野生动物局做出投报，希望能赶跑老虎，免得有 

人畜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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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限期已過不妥協

为免拆除兴都庙过程中被干扰或酿冲突，警方派出 

镇暴部队驻守，以防万一。

(巴生26日讯）早前牛棚拆了，如今宽限期已过， 

非法占地的兴都庙也要被拆，无从妥协！

巴生县土地局于上周拉大队到绿林镇惹米雅2路（Jalan 

Remia 2)，拆毁占地超过20年的非法牛棚。惟当时-并要拆的 

毗邻兴都庙，因庙方及时向州政府求情，获得一周“宽限期”。

今天，•周宽限期已过，巴生县土地局今早8时30分，在获 

得警方、巴生市议会、雪州宗教局、巴生县水利灌溉局、国能 
及雪州水务管理公司等机构配合下，组成约180多人的拆除大队 

到场，拆除2座非法占地的兴都庙。

镇暴部队驻守防冲突

不过，执法当局考量到拆除过程中或会引发冲突，警方今 

次也出动镇暴部队到现场驻守，以防万一：

今早的拆毁行动，于上午10开始，尽管过程中出现嚷嚷 

“小插曲”，但拆除工作最终还是顺利完成，未酿任何冲突或 

不愉快事件。

另外，庙方也给予执法人员配合，先行搬离神庙内的神 

像、祭拜品及其他物件。

不过，为免拆毁兴都庙时遭人阻挡，镇暴部队也手持盾牌 

筑起防线，驱散民众。

当局出动神手，拆除非法占用保留地的兴都庙。

發4警告信通融15年

巴：
生县土地局助理县长莫哈末沙里 

〖扎指出，非法牛羊棚和兴都庙已

一名灰衣妇女因感伤兴都庙被拆，忍不住大声责骂

T兴都庙拆除行动也吸引一些 

社交“网红”凑热闹，在现场进行 

直播。

占用的河流及清真寺保留地，阻碍雪州宗 

教局欲建清真寺和水利灌溉局欲进行奥河 
(Sg Aur )第5期治水项目的进行。

他说，执法当局从2006年10月7日开始 

到至今，共发出4次警告信，给长达15年时 

间的通融。但非法占用者始终不愿搬迁或 

自行清空，所以该局于今年2月17日，发出 

最后通牒，谕令非法占用土地者必须自行 

清空非法建筑。

他披露，非法占地的建筑共有5栋， 

分别为牛棚、羊棚、饲料仓、厨房及兴都 

庙。
“执法当局于上周'(17日）已拆除 

牛棚、羊棚、饲料仓及厨房，不过兴都庙 
理事当时及时向雪州政府上诉，获得大臣 

拿督斯里阿米鲁丁的同意，再给予7天宽限 

期，让兴都庙自行清空该地。”

莫哈末沙里扎向记者表示，宽限期于 
周-• (24日）到期，但该庙却没有自行清

由于牛棚非法占地多年 

周边的道路可随地看见牛只的▲ 
便，严重给附近商民带来困扰”

空，因此今早展开次轮拆除行动〇

献议瓜冷地段遭拒

他说，州政府之前曾献议一片位于 

瓜拉冷岳的地段，作为该庙搬迁新地， 

惟兴都庙理事却拒绝此献议。
他强调，据1965年国家土法典第 

425条文，任何非法占用政府保留地 

者，•旦罪成，可被判罚款不超过50万 

令吉、监禁不超过5年、或两者兼施a 

“因此，我劝告所有民众，切勿 

非法侵占政府保留地，否则可能遭到对 

付。”

—兴都庙支持者与民众眼睁睁 

地看着庙宇被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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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前排中）11人阵营表明，他们支持由马哈迪担任首相 

而领导的“国民和解”政府。

盼帶領達國民和解

阿茲敏支持敦馬續任
(八打灵再也26日讯）随 

着过渡首相敦马哈迪宣布，如 

果可以他将会组成一个不倾向 

任何政党的政府；鹅唛区国会 
议员拿督斯里阿兹敏重申对马 

哈迪续任首相的支持，并希望 

可以在马哈迪的带领下，达成 

国民和解。

他在脸书上发布了 •张他 

与10名退出公正党的国会议员 

的照片，并贴文写道：“在敦 

马哈迪的带领下，以及所有想 

要马来西亚稳定的各方的支持 

下，达成国民和解，并持续发 

展及应对种族挑战。_ "

率10议员 

表态挺敦马任满
“我们也重申对敦马哈 

迪续任首相，直到任期届满的 

支持，以便能执行这项国民和 

解〇 ”

较早时，阿兹敏阿里强 

调，他及10名退出公正党的国 

会议员，集体支持敦马哈迪续 

任首相，直到任期届满。

他发表联名文告中指出， 

尽管国阵和伊斯兰党撤冋对马 

哈迪的支持，在面对经济与新 

冠肺炎挑战下，他们全力支持 

马哈迪继续领导国家，摒弃狭 

隘的政治意识。

阿兹敏和原任副主席祖莱 

达被公正党开除党籍后，率领 
10名国会议员退出公正党，包 

括拿督赛富丁阿都拉（英迪拉 

马哥达区）、巴鲁比安（实兰 
沟区）、拿督卡马鲁丁惹（敦 

拉萨镇区）、拿督曼苏（高渊 
区）、拿督拉昔（崙都巴辖 

区）、拿督斯里山达拉（昔加 

末区）、阿里比朱（砂拉卓 

区）、威利吴因（婆罗洲局原 

区）和佐纳丹（兰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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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接罰單

車主怒踢執法員被捕
(八打灵再也26日讯） 

继早前雪州地区接二连 >.发 

生民众与市议会执法人员发 

生冲突事件，昨日再有-名 

男子疑因不满接获交通罚单 

而怒踢执法人员泄愤，结果 

被捕助查。

有关执法人员的友人因 

看不过眼肇事者的行为，逐 

将有关视频上载到网上，要 

为执法人员讨回公道。

视频両面显示，该名车 

主因不满接获罚单而与开罚 

单的执法人员发生口角，当 

发现另-名执法人员正在拍 

摄时，即不满踢向后者。

据了解，执法人员是 

因为肇事者把车泊在停车格 

外，再加上泊车固本没划日 

期和时间，所以对他开罚 

单，未料对方竟口出粗言秽 

语。

据知，有关执法人员的 

手机也因为被肇事者踢到而 

摔坏，执法人员的白色制服 

也留下鞋印。

加影警区主任扎菲助理 

总监证实接获•名加影市议

会执法人员的投报，指昨日 

下午1时许，在加影地区执勤 

时遭到攻击。

他说，警方随后展开调 
查，并于昨日晚上11时30分 

逮捕…名巫裔男子。

他说，被捕嫌犯已被延 

扣，警方目前援引刑事法典 
第186 (妨碍公务员执法）、 

第323 (蓄意伤人）以及第 

5〇6 (刑事恐吓）条文调查此 

案。

冲突事件频发生

较早前于本月6日，-名 

违例泊车的巫裔女子因轿车 

遭执法人员准备拖车而当场 

耍赖，在众目睽睽下乱抛物 

品、昂天咆哮、向路人吐口 

水，甚至推撞执法人员。

随后于本月13日，-名 

华裔男子在首邦市USJ 9因不 

堪汽车被拖，竟用雨伞挥打 

执法人员；另外，同一■天在 

蒲种柏丽玛也发生一起执法 

人员与公众冲突事件，事主 

甚至驾车撞向执法人员的摩 

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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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販圖硬闖執法員受傷

萬宜新鎮16區封夜市爆衝突

小贩不满执法人员绪多阻挠，双方一度发生肢体冲突。

(加影26日讯）夜市场小贩拒绝搬迁加影市议会耗费百万令吉建设新夜 

市场摆卖地点，昨午与到场执法的执法人员发生肢体冲突，数名执法人员阻 

止一辆小贩餐车硬闯路障时，混乱中造成受伤。
据了解，拒搬迁的400多个摊贩是在万宜新镇16区夜市场摆卖，他们在 

-星期前曾通过小贩代表向市议会表达拒搬立场，要求市议会收回搬迁的决 

定，但市议会没有接受。

市议会在去年已通知所有小贩迁去邻近新地点，但小贩以搬迁会流失旧 

顾客为由而婉拒，市议会执法主任沙里曼昨午率队100人到场执法，将通往夜 

市场的路口设路障9

餐車硬闖被阻口角變衝突

据

悉，小贩不满执法人员阻 

止小贩餐车进人夜市场范 

围，双方继而出现口角，过后•辆小 

贩餐车企图硬闯路障被阻止，现场气 

氛突然紧张，双方发生肢体冲突，事 

件中造成受伤的执法人员已无大碍，

警方事后已逮捕两名男子助查：
据知，该夜市场已有30年历 

史，每星期两次摆卖，分别是星期二 

及星期六，市议会过去接获当地居民 

多次投诉，指夜市场在窄小马路摆卖 

造成严重交通堵塞。

羅斯里：市會去年已通知

小贩餐车企图硬闯路障被多名执法人员阻止，混乱中造成多 

名执法人员受伤。

#对有关事件，加影市议会 
t|主席拿督罗斯里今早主持 

常月会议后披露，当局在去年已通 

知当地小贩迁去新地点，距离现址不 

远，除了设为摆卖集中地，更有两百 

多个停车位供泊车，只是小贩不愿搬 

迁。

他表示，有关事件（肢体冲 

突）发生后，执法人员过后7时许让 

小贩继续在原地做生意，但当局经过 

商议后，小贩最迟在2月29日之前要

迁走。

新地点足以容纳600摊贩

他说，夜市场的新地点已耗费 

百万令吉建设，是•个舒适环境，地 
段也大，足以容纳600摊贩，未来将 

会成为夜市场新地标。

他理解小贩担心搬迁后影响生 

意，但是现址己不再适合经营夜市 

场，小贩应该以更有远见看待搬迁一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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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0名来自瓜冷县12个原住民村的原住民，在烈日下步行约200 

公尺抵达沙亚南州政府大厦前展开和平请愿，展示 

他们不忍土地受到伤害的决心！

(沙亚南26日讯）瓜冷县原住民 

坚决反对雪州政府把瓜冷北森林保留 

地从州宪报中除名，以让路给综合产 

业发展的决定。

近300名来自瓜冷县的原住民乘坐几辆 

巴士，于今日上午11时在沙亚南市政厅大 

厦前的广场集合后，浩浩荡荡从该处步行 
约200公尺，抵达雪州政府大厦（雪州秘书 

署）前展开和平请愿。

他们在即将抵达州政府大厦前向媒体 

高喊“反对撤除森林保留地”的口号和高举 

大字报表明心声。派出数名代表进\守卫亭 

外，呈交备忘录给代表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 

米鲁丁接领和签收的大臣政治秘书兼丹绒士 

拔区州议员柏汉。

原住民要求州政府能重新考虑，取消 

撤除931.17公顷（约2300英亩）森林保留地 

地位的决定，以让世代相传的原住民，能继 

续保有森林作为寻觅生计和习俗地的场所。

由于州政府大厦适逢今日进行火警演
f 1' * 丄一一、/ •、—...

r

拉曼巴哈：森林是原住民生計來源

始，便有原住民定居在瓜冷北森林保留地。
他说，英殖民政府于1918年将其列人马来联邦（FMS)保 

留地法典中，且有关森林地段占地1万7900英亩，获得时任雪 

州苏丹阿都沙末殿下送给原住民，可惜我国政府不承认原住民 

土地。

他透露，参与和平请愿的有3个原住民非政府组织、原住 

民村村长和瓜冷县12个原住民村的近300名原住民男女老少。

“我们促请大臣和雪州政府能重新考虑除名森林保留地 

的决定，因为森林是原住民的资源和生计来源。-旦没有了森 

林，原住民的特征与形式将消逝无踪。”

他感到遗憾，早在两周前已作出了首次反对，奈何州政府 

没有回音，希望接下来有机会与大臣会面阐述反对心声，并表 

示已知会了雪州皇室此事，希望能引起苏丹关注

I全马第-•个针对 

森林保留地将被除名，而 

召开公开听证会的州属， 

州政府会有-•个月的时 

间，通过公听会听取反对 

声音e.

他强调，前提是反对 

形式必须依循正确管道， 

就如原住民今日派出社区 

代表呈交正式备忘录，而 

非纯粹通过媒体或其他管 

道喊话D

他表示，基于大臣复

展开和 

平请愿的原住 

民们向媒体展 

示大字报和高 

喊口号，要求 
雪州政府取消 

撤除瓜冷北森 

林保留地的决 

定。

J，既从上干9时30分卄®，寸上疵天闭饫 

]不让公众进出，一直到火警演习结束后， 

r重开小门让人步行进出，唯车辆仍被禁。

柏汉（前右四）代表大臣接领原住民呈上的6份反对备忘 

录。左三为拉曼。

返印尼万隆与一众行政议 

员进行干训活动，故由他 

代表接领备忘录。

J.ilh .Hf鳳仏 t iMii/

近300瓜冷原住民呈備忘錄

反
對
形
式
須
依
正
確
管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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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26日讯）八打灵再也市长拿 

督莫哈末沙尤迪表示，自雪州政府从今年起落 

实将征收塑料费上缴给地方政府，以纳人“诚 

f言基金”后，八打灵再也市政厅目前接获逾30 

司大型公司的登记表格，且获正面反应！

他今日在主持灵市政厅常月会议后，接受 
媒体发问时表示，大部分地方政府同意以每3 

个月上缴-次的方式进行，商家将会每3个月 

上缴一次塑料费。

“为改善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尤其 

是•次性塑料引起污染问题让人担忧。因此， 

雪州政府希望透过该计划减少一次性塑料的使 

甲率。”
他说，雪州政府在2010年开始在每个星期 

汽开始实行无塑料袋日，并在2017年1月1日延 

长至每一天，并允许商家向民众征收每个塑料 

袋20仙。

“州政府于今年成立诚信基金，让商家将

靈市長：塑料費納入“誠信基金”

30大公司登記力挺
征收到的塑料费上缴给地方政府，让政府能使 

用该费用进行与大自然相关的活动及计划。” 
他说，市政厅自去年12月开始，发送3万 

8058张通告给管辖区内的商家，告知他们必须 

上缴塑料费的通知。

“该通告是要提醒商家勿免费提供塑料袋 

予民众，避免增加商业区塑料垃圾的分量。”

骨痛热症病例增19%

莫哈末沙尤迪表示，截至今年第8周期为 

止，市政厅共接获1300宗骨痛热症确诊病例， 

比去年同期的1097宗病例增加了19%。他说，

相比起八打灵县其他两个地方政府，灵市政厅 

是接获最少骨痛热症确诊病例的地方政府Q.

“无论如何，市政厅目前未接获任何死亡 

病例。根据今年第9周期资料显示，市政厅共 

有25个骨痛热症黑区。”

他说，市政厅为快速队伍增设…辆客货 

车，供该队伍展开紧急任务及天灾任务所用。 

同时，该客货车经过特别设计能同时容纳5 

人，以作为在灾区充当流动办公室及展开迷你 

会议用途。

“该客货车拥有完善的设备，让快速队 

伍成员能在发生紧急事件后，第一时间给予支 

援。”
灵市政厅快速队伍由19名成员组成，H 

前有两辆多用途客货车、1辆能载轮椅的客货 

车、两辆250CC的摩哆车及两辆150CC的摩哆 

车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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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能人民親善計劃

助12貧戶獲住屋
(八打灵再也26日讯）国家能源通过“国能人民亲善 

计划”（Projek Mesra Rakyat, PMR )，联同吉隆坡市政局 

协助12户吉隆坡贫困家庭获得人民亲善房屋。

国能今日发文告指出，国能总行政长拿督威拉罗斯兰 

阿都拉曼日前在吉隆坡孟沙国能总部主持援助通知书颁发 

仪式。

文告指出，他们目前居住在自己租赁的吉隆坡市政局 

人民组屋(PPR)、

文告指出，人°民亲善计划是国能企业责任的其中-- 

环，旨于协助B40非穆斯林群体，分别以5万令吉协助他们 

修缮、购买或建造自己的屋子。

文告指出，国能自2012年实行人民亲善计划以来，已 

斥资126万令吉予吉隆坡30户家庭，同时拨款697万令吉予 

221住户。

Page 1 of 1

27 Feb 2020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4
Printed Size: 84.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1,870.91 • Item ID: MY0038846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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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诗棋（左四）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锡米山关东各鲁小型工业区漂白计划进展。右起为梁广东、陈清海、林天赐及颜丽丽 

;左起为萧观祥、叶併联及丘钦瀚。

關東崙魯小型I區漂白計劃

王结相1 業主9月前申讅
(加影26日讯）苦等多年的锡米 

山关东答鲁小型工业区80个地段漂白 

计划，目前进展顺利，只是仍有小 

部分业主或地主对漂白计划能否顺 

利而缺乏信心，迄今未缴付10%土地 

用途转换税

期限届满将受对付

关东峑鲁小型工业协会的理事，今午 

与无拉港州议员王诗棋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布申请T.厂漂A计划进展，鉴于还有业 

主或地主观望漂白计划，因此受促配合， 

否则在期限届满后还是冥顽不灵，将会受 

到对付。

王诗棋表示，雪州政府为了让无能力 

缴付转换税的地主或业主，可以只缴10% 

费用以继续经营，惟其土地拥有权会被冻 

结，禁止进行土地买卖活动。

她说，目前该协会代收所有地主缴 

付的10%费用，大部分业者或地主给予配 

合，而对该计划抱着怀疑态度的地主或业 

主，•口1在今年9月之前没有完成漂白计

划，将会面对问题。
她指出，该工业区只有80个厂商，只 

要所有地主或业主与该协会配合，很快完 
成漂AT/(乍。

陈海清吁勿再拖延

另-•方面，该协会主席陈海清也呼吁 

未配合漂白计划的地主或业主，勿再拖延 

有关申请，盼尽快完成。

出席者包括东峑鲁新村管委会主席林 

天赐、加影市议员丘钦瀚及颜丽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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