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ohd Azizi (kanan) melawat ruang pameran selepas melancarkan program PKNS X HOMES
di pusat beli-belah SACC, Shah Alam, semalam. (Foto BERNAMA)

Perbadanan Kemajuan Negeri Selangor
(PKNS) menyasarkan 100 unit hartanah-
nya dengan nilai sehingga RM46 juta
mampu terjual menerusi program PKNS
X HOMES yang bermula 28 Februari lalu
hingga 8Mac ini di pusat beli-belahSACC,
dekat Shah Alam.
Program PKNS X HOMES dilancarkan

Ketua Pegawai Eksekutif PKNS, Datuk
Mohd Azizi Mohd Zain, adalah penje-
namaan semula pameran Koleksi Har-
tanah PKNS bagimeningkatkan lagi pres-
tasi jualan perbadanan itu.
Mohd Azizi berkata, dengan slogan

‘Hentikan Pencarian, Inilah Penemuan’,
program berkenaan turut memperkenal-
kan inisiatif baharu, iaitu PKNS X LINE
dan PKNS X SQUAD bagi memudahkan
orang awam mendapatkan khidmat na-
sihat mengenai proses jual beli produk
hartanah perbadanan berkenaan.
“Menerusi program ini, jika kita ber-

jaya mencapai 70 peratus jualan pun ia
sudah memadai memandangkan trend
pembelian hartanah agak perlahanketika
ini.
“Program penjualan hartanah siri per-

tama tahun ini juga disertai lima anak

syarikat PKNS serta institusi perbankan
bagi memudahkan urusan permohonan
pembiayaan oleh pembeli sepanjang tem-
poh pameran,” katanya selepas majlis pe-
lancaran itu di Shah Alam, semalam.
Lima anak syarikat PKNS terbabit ada-

lah PKNS Engineering and Construction
Bhd, Selangor Industrial Corporation Sdn
Bhd, Selaman Sdn Bhd, Datumcorp In-
ternational Sdn Bhd dan Worldwide
Holdings Bhd.
Mohd Azizi berkata, untuk promosi ju-

alan itu, lebih lima projek perumahan
siap sepenuhnya dan sedia diduduki di-
tawar kepada pembeli meliputi kawasan
Shah Alam, Bernam Jaya, Kota Puteri,
Alam Nusantara dan Antara Gapi.
“Bagi menggalakkan lagi pembelian

hartanah sempena program itu, pihak
kami menawarkan diskaun sehingga 20
peratus serta kos guaman perjanjian jual
beli dan duti setemMemorandumof Tran-
sfer (MOT) percuma bagi projek terpilih.
“Pengunjung juga berpeluang meme-

nangi hadiah utama melalui cabutan ber-
tuah, sebuah Proton X70 bernilai hampir
RM100,000 bagi setiap pembelian harta-
nah,” katanya. BERNAMA

PKNS X HOMES sasar
jual 100 unit hartan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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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 pesawat
Bombardier
bantu padam
kebakaran
hutan simpan
Shah Alam: Agensi Penguat-
kuasaan Maritim Malaysia (Ma-
ritim Malaysia) semalam meng-
gerakkan dua pesawat Bombar-
dier CL- 415 miliknya bagi mem-
bantu Jabatan Bomba dan Pe-
nyelamat Malaysia (JBPM) me-
madam kebakaran di Hutan
Simpan Kuala Langat Selatan,
Banting, dekat sini.
Pengarah Maritim Selangor,

Kepten Maritim Mohammad Ros-
li Kassim, berkata sebanyak tiga
penerbangan dilakukan pada
operasi pemadaman pertama se-
malam dengan setiap pesawat
mampu membawa kira-kira 6,000
liter air pada satu-satu masa.
“Dua penerbangan digerakkan

kira-kira jam 8.30 pagi tadi (se-
malam). Menerusinya, 30 kali pe-
ngeboman air dilakukan dan di-
anggarkan 180,000 liter air dile-
paskan oleh kedua-dua pesawat
berkenaan.
“Penerbangan ketiga pula di-

gerakkan sekitar jam 2.30 petang
tadi (semalam). Operasi water
scooping serta pelepasan air bia-
sanya mengambil masa sekitar
tiga jam. Anggaran keluasan ka-
wasan yang terbakar setakat se-
malam adalah lebih 30 hektar,”
katanya kepada pemberita di Ste-
sen Udara Maritim Subang, de-
kat sini, semalam.
Yang turut hadir Timbalan

Pengarah JBPM Selangor, Wan
Md Razali Wan Ismail.
Mohammad Rosli berkata, ope-

rasi pesawat itu lebih menumpu-
kan untuk pengeboman air ke-
pada punca api yang besar dan
kebakaran selebihnya dipadam
oleh pasukan bomba.
Katanya, kedua-dua pesawat

itu juga dijadual untuk memban-
tu JBPM Selangor memadam ke-
bakaran hutan itu sehingga
Khamis ini, namun sekiranya in-
siden dapat dipadamkan sepe-
nuhnya lebih awal, operasi ber-
kenaan akan ditamatkan.
Sementara itu, Wan Md Razali

berkata setakat ini, operasi pe-
madaman dan mengawal kebaka-
ran hutan itu masih giat dija-
lankan memandangkan faktor
cuaca yang agak panas dan be-
rangin dikhuatiri mampu mem-
percepatkan perebakan api.
Katanya, JBPM Selangor juga

melakukan 12 pengeboman air
semalam bagi membantu operasi
pemadaman kebakaran hutan
berkenaan menggunakan aset ja-
batan itu.
Kelmarin, JBPM Selangor me-

laporkan kira-kira 35 hektar da-
ripada kawasan hutan simpan
itu terbakar sejak beberapa hari
lalu, disyaki berpunca daripada
tindakan pihak tidak bertang-
gungjawab yang memulakan ke-
bakaran untuk tujuan pertanian.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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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PJ City
tiada
‘laman
sendiri’
Muka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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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h ZulfaizanMansor
zulfaizan@bh.com.my

Kuala Lumpur: Liga Bolasepak
Malaysia (MFL) mengesahkan
gelanggang rasmi Selangor dan
PJ City masih belum dapat di-
gunakan bagi saingan Liga Ma-
laysia (Liga M) musim ini.

Ketua Pegawai Eksekutif
MFL, Datuk Ab Ghani Hassan
menjelaskan pihaknya sudah
memaklumkan perkara itu
kepada Persatuan Bolasepak
Selangor (FAS) menerusi surat
rasmi pada Jumaat lalu selepas
tiga kali melakukan pemerik-
saan keselamatan terhadap Sta-
dium Shah Alam.
Katanya, MFL mendapati

stadium itu yang didaftar seba-
gai gelangang tuan rumah Se-
langor musim ini tidak berada
pada tahapmeyakinkan bermu-
la pemeriksaan keselamatan
pertama pada 10 Januari lalu,
disusuli pemeriksaan kedua
(21 Februari) dan ketiga (28 Fe-
bruari).
“MFL memutuskan bahawa

Stadium Shah Alam tidak bo-
leh digunakan bagi pengelola-
an perlawanan Liga M musim
2020 sehingga proses baik pulih

bumbung siap sepenuhnya ber-
serta jaminan keselamatan da-
ripada Majlis Bandaraya Shah
Alam (MBSA) dan Darul Ehsan
Facilitates Management Sdn
Bhd (DEFM).
“Pemakluman secara dras-

tik ini dibuat selepas mengam-
bil kira aspek persiapan dan
keselamatan pasukan pelawat,
penyokong, penyiaran siaran
langsung, media dan komersi-
al.
“Selangor perlu menamakan

venue lain sebagai gelanggang
tuan rumah dengan kadar se-
gera selewat-lewatnya sebelum
2 Mac iaitu esok (hari ini),” ka-
tanya dalam kenyataan, sema-
lam.
Dalam kenyataan berasin-

gan, Ab Ghani menjelaskan PJ
City juga dikehendaki menda-
patkan gelanggang lain sele-
pas mendapati Stadium Maj-

lis Bandaraya Petaling Jaya
(MBPJ) tidak boleh digunakan
susulan kerja naik taraf se-
dang dijalankan di venue ber-
kenaan.
Katanya, MFL sudah me-

maklumkan perkara itu mene-
rusi surat rasmi kepada Kelab
Bolasepak PJ City, Rabu lalu
hasil keputusan semakan pe-
meriksaan ke atas stadium ber-
kenaan, Khamis lalu.
“Keputusan pemeriksaan

mendapati padang permainan
tidak berada dalam keadaan
bersedia serta bilik persalinan
masih berada dalam proses
naik taraf dan tidak dapat digu-
nakan.
“Sehubungan dengan itu,

MFL memutuskan bahawa Sta-
diumMBPJ tidak boleh diguna-
kan bagi penganjuran Liga M
musim 2020 sehingga kerja naik
taraf itu selesai,” katanya.

Stadium Shah
Alam alami
kerosakan
bumbung,
StadiumMBPJ
sedang
naik taraf

Selangor, PJ City tiada
gelanggang ras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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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dium Nasional Bukit Jalil antara pilihan Selangor untuk menjadi gelanggang alternatif.

Kuala Lumpur: Stadium Nasi-
onal Bukit Jalil menjadi antara
pilihan yang ada buat Selangor
selepasLigaBolasepakMalaysia
(MFL) mengesahkan Stadium
Shah Alam masih belum dapat
digunakan untuk saingan Liga
Malaysia (LigaM)musim ini.
Skuad Red Giants berdepan

kekangan mendapatkan stadi-
um sekitar Lembah Klang sele-
pas MFL turut mengumumkan
Stadium Majlis Bandaraya Pe-
taling Jaya (MBPJ) yang men-
jadi gelanggang rasmi PJ City
juga masih tidak boleh diguna-
kan.
Malah, Stadium Majlis Per-

bandaran Selayang dikatakan

berdepan masalah lampu lim-
pah selain Stadium Bolasepak
Kuala Lumpur di Cheras sudah
menjadi gelanggang rasmi buat
Kuala Lumpur dan PDRM.
Pengurus pasukan Selangor,

Mahfizul Rusydin Abd Rashid
menjelaskan pihak pengurusan
Red Giants sedang mencari ge-
langgang alternatif, sementara
keadaan semasa Stadium Shah
Alam dibaik pulih dan bersedia
untuk digunakan.
“Kita akur dengan pengu-

muman terbaharu pihak MFL
mengenai keadaan Stadium
Shah Alam buat masa ini. MFL
memberikanmasa hingga 2Mac
(hari ini) bagi Selangor mena-

makan stadium yang sesuai un-
tuk digunakan.
“Pihak pengurusan Selangor

akan mengumumkan stadium
pasukan selepas mendapati ge-
langgang yang memenuhi krite-
ria ditetapkan MFL dan memu-
dahkan semua pihak terutama
penyokong Red Giants.
“Pilihan stadium sedang di-

fikirkan termasuklah Stadium
(Nasional) Bukit Jalil. Namun,
segalanya terpulang kepada ke-
lulusan MFL dan kesesuaian
venue untuk kemudahan semua
pihak,” katanya kepada BH Su-
kan, semalam.
MFLsemalammengumumkan

StadiumShahAlamberdepanma-

salahkerosakanbumbung semen-
tara StadiumMBPJmasih berada
dalamprosesnaik taraf.
Sementara itu, pengurus

pasukan PJ City, K Rajan pula
berkata, wakil MFL akan men-
gadakan pemeriksaan terakhir,
hari ini atau esok bagi melihat
secara terperinci sama ada Sta-
dium MBPJ tidak boleh diguna-
kan atau sebaliknya.
Beliau berkata, pihaknya

akan mencari alternatif lain
bagi menghadapi perlawanan
menentang Pahang, Jumaat ini
dengan melihat beberapa sta-
dium di sekitar Lembah Klang
atau bermain di Stadium Darul
Makmur.

StadiumNasional antara pilihan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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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ha of Kuala Langat
forest reserve is on fire
SHAH ALAM:About 35ha of the Kuala
Langat South Forest Reserve in Bant-
ing has reportedly been on fire for a
few days. Selangor Fire and Rescue
Department assistant director (oper-
ations) HafishamMohdNoor said the
department was only informed of the
incident on Saturdaymorning by the
Selangor DisasterManagement Unit,
who received a report from the Se-
langor Forestry Department. He said
68 firefighters, including officers
from several fire stations in the Klang
Valley, were still battling the blaze.
“The firefighting operationwill con-
tinue tomorrow (today),” he said yes-
terday, adding that the department
was not dismissing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fire was started by irrespon-
sible parties.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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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kaji 
kedudukan Bersatu

Mustahil untuk 
kerajaan negeri 

dan kerajaan Pusat 
berlainan gabungan

Oleh ASYRAF MUHAMMAD

Kedudukan pemim-
pin Parti Pribumi 
Bersatu Malaysia 
(Bersatu) dalam 

pentadbiran kerajaan Sela-
ngor akan dikaji semula sele-
pas in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ber-
kata, perkembangan itu dibuat 
susulan daripada pembentukan 
kerajaan Pusat baharu dan hasil 
perbincangan bersama semua 
pengerusi parti Pakatan Ha-
rapan (PH) di negeri itu.

Beliau berkata, pihak-
nya juga telah menyam-
paikan perkara itu ke-

AMIRUDIN

mukakan calon bagi menggan-
tikan kedudukan Abdul Rashid 
kepada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ifuddin Idris Shah selepas 
tiba masanya nanti.

“Saya akan lakukan perbin-
cangan segera mengenai perka-
ra ini,” katanya.

Ketika ditanya mengenai 
dakwaan mengatakan beliau me-
rupakan ‘budak Azmin’, Amiru-
din berkata, pihaknya menghor-
mati bekas Timbalan Presiden 
Parti Keadilan Rakyat (PK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sebagai pemimpin namun aspek 
tanggungjawab perlu jelas dan 

diutamakan.
“Dalam keadaan begini, 

saya tunjukkan untuk kekal di 
dalam parti walaupun beliau 
memilih untuk keluar.

“Kalau saya bertindak 
ikut individu, saya dah boleh 
sabotaj namun aspek tang-

gungjawab kena jelas. 
Ada batas tertentu 
dalam hubungan 
keluarga, kawan 
dan kenalan,” ka-
tanya.

SHAH ALAM 

pada Exco Kebudayaan, 
Pelancongan, Peradaban Melayu 
dan Warisan Selangor, Datuk 
Abdul Rashid Asari yang mewa-
kili parti Bersatu.

“Kita terpaksa kaji semula 
(kedudukan pemimpin Bersatu) 
sebab agak mustahil untuk ke-
rajaan Pusat dan kerajaan nege-
ri yang berlainan gabungan.

“Boleh (jika dilaksanakan) 
tapi agak janggal,” katanya ke-
pada pemberita selepas Peras-
mian Pesta Buku Selangor 2020 
di Pusat Konvensyen Shah Alam 
(SACC) di sini se-
malam.

Amirudin 
berkata, pi-
haknya juga 
akan m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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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任柔佛州务大臣“打卡”上班啦！

柔州政府易杈尘埃落定，国阵柔州主席兼巫统文律区州议员拿 
督哈斯尼（中）周日（1日）早上8时30分，抵达依斯干达城柔州行政 

大厦，并在柔州财政司拿督阿都拉欣（左）和柔州秘书拿督阿茲米诺 
哈尼陪同下，步人柔佛州务大臣办公室，履行大臣职务。

右图为步人大臣办公室后，阿茲米诺哈尼陪同哈斯尼签署文件，之 

后再与各部门主管和职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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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中央政府組成後

(莎阿南1日讯）雪州大臣 
拿督斯里阿米鲁丁指出，、 

州希望联盟政府会在中央政 

府组成后，重新审视与土著 

团结党的合作执政，包括时 

机成熟向苏丹推荐新行政议 

员人选取代。

他说，虽然他早前与民主 

行动党主席哥宾星、国家诚 

信党雪州主席依占哈欣及土 

团党雪州主席拿督阿都拉 

锡，曾探讨维持雪州政局。

“不过，在现在局势下， 

料难以在不同阵线下执 
政。，’

°阿米鲁丁也是人民公正党

雪州主席。他今日莎阿南会 
展中心为2020年图书展主持 

开幕仪式后受访时说，来自 

不同政党阵线能合作执政， 

但是始终会有冲突，所以会 

跟进及重新审视有关的合作 

模式，包括时机成熟后向苏 

丹提呈行政议员人选。

阿米鲁丁驳斥被归类为 

“阿兹敏派系”，坚持本身 

已表明忠于公正党和希盟的 

立场，同时，也做好本身稳 

定雪州政局的工作。

他说，拿督斯里阿兹敏 

在脱离公正党前，是该党署 

里主席和莪麦区部主席，为

■阿7
此，

派，，，

意愿彳

K鲁丁（中）出席书展开幕仪式，左为刘永山<
自己不应该就此被归类为“阿兹敏 

人马。

指出，若他没顾全大局，只按个人 

故事，或许早就作出破坏或坐视不

理的事情。

他指出，政治上，彼此可以是朋友或 

家人关系，不过，在政治道义上则要做 

好个人的责任和职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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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尤丁宣誓就任

M音敦R
(吉隆坡1日訊）大马经历一 

周政变危机后，慕尤丁中途以 

黑马之姿拿下我国第8任首相 

职，唯他宣誓就任时，两 

名前任首相包括拿督斯 

里纳吉和敦马哈迪皆没 

有见证相关仅式。

慕尤丁曾于纳吉掌权时 
期担任副首相职，唯因他

就一马发展公司（1MDB)弊案公开批 
评纳吉，后于201 5年7月内阁改组时 

遭纳吉革除副首相职务，而巫统再于 
2016年6月开除其党籍。

敦馬無法覲見元首

尽管慕尤丁后来筹组土团党并获委 
总裁，唯他在希盟崩盘之际，与马哈 
迪一同争夺首相职，而马哈迪周六 
(1曰）更直言慕尤丁的背叛，让他

很受伤！
马哈迪原打算于慕尤丁宣誓前，入 

宫觐见国家元首表达他拥有114名国 

会议员支持，唯他已无法觐见国家元 
首。

这也意味，两名前任首相都不支持 
慕尤丁任相。

出席慕尤丁宣誓典礼的嘉宾，有此 
次参与“造王行动”的哈迪阿旺、阿 
末扎希、阿兹敏阿里及法迪拉尤索夫 
等人。

■阿都拉迪（左起）、依斯迈沙比里、魏家祥、韩沙再努丁、阿茲敏阿里、法迪 

拉尤索夫、哈迪阿旺和阿末扎希，见证慕尤丁宣誓就任首相。

■慕尤丁（左）完成宣誓仪式后，与苏丹阿都拉陛下和元首 

后东姑阿茲札合影，右为诺莱妮。

意

，掩
不
住
拜
相
的
喜
悦
。

■
慕
尤
丁
在
国
家
王
宫
向
媒
体
挥
手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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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日讯）土团党最高理事 
拿督斯里莫哈末里袓安声称，党内 
不支持丹斯里慕尤丁任相的仅有3 

人，而早前向国家元首提呈的支持 
者名单早已排除了这3人。

“6个人（不支持慕尤丁）并不属 
实。在我看来，也只有3人，那魷 

是（土团党原任主席）敦马哈迪医 
生、（署理总裁）拿督斯里慕克里 
兹，和（青年团团长）赛沙迪。

“这3人很明显，也不需要我解 
释，大家都看得到。这3人一起携手 

反抗土团党的领导。
“我们之前简单多数议席的计算 

中，早就排除了这3人。我们知道 

他们的立场，我们也尊重他们的原

里祖安：6人不屬實

土團僅3人不支持慕尤丁
则。”

莫哈末里祖安今早前来慕尤丁住 
家，为后者前往王宫宣誓任相送行 
后，如是回应媒体的询问。

重建國家

“我们不想要再政治化，我们要 
重建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已经停顿

了一周。
“现在最重要的是人民，不是个 

人利益。”
他也强调，根据土团党党章，任 

何主席请辞或被革职后，如果想要 
回巢担任主席，就必须透过党选， 
即使党最高理事会也不能委任。

他说，如今马哈迪已经请辞主席 
职，慕尤丁就会暂代主席职务。

他也促请，党总秘书拿督马袓基 
停止发表误导性的文告，促使党员 
和人民感到混乱。

他说，马袓基此举已经违反党 
章，希望慕尤丁委任他人担任总秘 
书

1 旬及党会否采取行动对付违反党 
章的党员时，莫哈末里袓安回应， 
党纪律局有依据党章执行这方面的 
程序。

他补充，赛沙迪的青年团团长职 
位也应该悬空，这些职务在党选前 
都应该由主席委任。

“在赛沙迪被纪律局调查期间， 
我也会向主席建议由莫哈末慕扎米 
尔暂时担任这个职务。”

“感謝元首委以重任”
^感谢上苍，也感谢元首委以重 

任。”
慕尤丁3在王宫完成宣誓后返回私邸， 

并在屋前受访时，如是简短指出。 
他补充，将在数小时后发布特别文

n°慕尤丁是于12时15分抵达位于武吉 

白沙罗的私邸，并获得在场等候的支 
持者高呼“丹斯里万岁” （Hidup Tan 
Sri.)迎接。

土团党最高理事莫哈末里袓安随后便

给予刚下车的慕尤丁热情拥抱；而慕尤 
丁也在屋外与支持者一起祈祷，之后便 
进入屋内。

慕尤丁也在其住家设午宴招待来宾， 
其中媒体也首度获准进入慕尤丁私邸的 
楼阁用餐。

不过，媒体仅逗留约1〇分钟，又被要 
求出去门口等候进一步通知。

自土团党宣布推荐慕尤丁为首相人选 
后，媒体这一两天就只能在其大门铁闸 
前守候和采访。

盟黨黨魁陪慕尤丁進宮
+马全新3月迎来新首相新 
A政府，慕尤丁住家自早上 
8时许就已经聚集了多名警察 
驻守，多名领袖也陆续前来拜 
会，部分准备随同慕尤丁进宫 
见证他宣誓就任首相仪式。

早上陆续前来的盟党党魁包 
括巫统主席拿督斯里阿末扎 
希、副主席拿督斯里依斯迈沙 
比里、伊党主席拿督斯里哈迪 
阿旺、总秘书拿督达基尤丁、 
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家祥，

及甫加入土团党的鹅唛区国会 
议员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大多数领袖并未对媒体发 
言；仅阿末扎希抵步现场 
时，面对争先拍照的媒体笑 
言：“不是我宣誓（就任首 
相）。，，

阿末扎希随后在10时30分步 

出私邸，并在哈迪阿旺的带领 
下一起祈祷，随后并未对媒体 
发言就上车离开，前往王宫宣 
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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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走動丹登阿茲敏討好伊黨
p管丹州是伊党执政， 

而登州则是国阵执政 
的州属，但阿兹敏阿里没有 
就此，而边缘化这些州属， 
因此这也不排除伊党国会议 
员全数支持慕尤丁的原因之

° 据阿兹敏在担任经济事务 
部长期间，到访不少州属， 
特别是在东海岸两个主要州 
属，即登州和丹州，都宣布 
不少的拨款，其中最为显著 
则是今年2月14日，中央政 

府拨出11亿4〇〇〇令吉予登嘉

楼，协助推动登州基本建设 
的发展。

此外，阿兹敏也在去年3月 

中宣布，中央政府为丹州发 
展计划拨款14亿令吉，这包 
括2项是启动东海岸大道第三 
阶段工程（LPT3)，以及提 

升苏丹依斯迈布特拉机场。
阿兹敏在担任部长期间也 

承诺，将会把石油税直接还 
给丹州，唯丹州政府指称， 
他们只是获得石油公益金 
(Wang Ehsan) 0

课题。
但也有不少的人士指称，砂州 

政党阵线不支持马哈迪，因后者 
在是否继续担任首相课题上举棋 
不定，进而影响该阵线的支持。

此外，阿兹敏阿里于去年曾经 
指出，在第11大马计划中的第4 
次滚动计划（Rolling Plan 4) 

下，中央政府发展拨款优先拨给 
国内6大欠缺发展州属，即沙巴、 

砂拉越、吉兰丹、登嘉楼、吉打 
和玻璃市，总拨款132亿令吉。

(吉隆坡1日訊）砂拉越政 

党阵线（GFS)和伊斯兰党国 

会议员，纷纷表明支持国民 

联盟的丹斯里慕尤丁任相， 

不排除曾经担任经济事务部 

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是此 

役的幕后功臣，以及前首相 

敦马哈迪医生鲜少到访砂州 

有关。
尽管希望联盟转态支持马哈迪

为首相人选，但希盟最终无法获 
得砂州国会议员青睐，除了与行 
动党有关外，当然还有不排除马 
哈迪在担任首相22年期间，被指 

鲜少到访砂州，因此砂拉越政党 
阵线或许基于这而不给予支持。

根据马哈迪“回锅”任相21个 

月期间，到访东马砂州或沙巴的 
次数也不多，包括7月14日希盟执 

政后，马哈迪首次到访砂州，以 
出席砂州政府准备的砂州发展汇 
报会，随后则是去年的9月16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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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双（左起）、西蒂哈丝玛和张念群紧 

闭双唇难过不已，皆忍不住红了眼眶。

(吉隆坡1日讯）尽管 
丹斯里慕尤丁出任我国 
第8任首相已是板上钉 

钉，但行动党古来区国 
会议员张念群认为，敦 
马哈迪依旧是她心目中 
认定的首相人选。

慕尤丁风风火火赴国 
家王宫宣誓就任，而张 
念群稍后在其面子书张 
贴今早赴吉隆坡阿布卡 
里基金会出席马哈迪召 
开的希盟会议时，与马 
哈迪及其妻子敦西蒂哈 
丝玛的合影。

张念群也在帖子上留 
言：“我的首相，和他 
的妻子。”，并标签希 
盟会一直存在。

希盟领袖于早上8时开 

始便陆续抵步基金会准 
备出席会议。

出席者包括行动党泗 
岩沫国会议员杨巧双、 
行动党荅吉里区国会议 
员杨美盈和诚信党瓜登 
国会议员拿督拉惹巴林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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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也 
马应伴 
哈媒随 
迪ft _ 
一提旁 慕尤丁背醑

(吉隆坡1日讯）前首相敦马哈迪说，比起公正党 

前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转投敌对阵营，土团 

党总裁丹斯里慕尤丁的背叛让他更受伤。

他说，阿兹敏或有自己的议程才会选择离开公正党，但他 
与慕尤丁共事多时，没想到会遭背叛。

马哈迪今日在吉隆坡阿布卡里基金会召开记者会时，这么 
指出。

他透露，慕尤丁也曾因为行动党和希盟盟党输了前 
几场补选，要求他考虑让土团党退出希望联盟。

“但我告诉他（慕尤丁），有希盟、王团党和伊 
斯兰党的支持，为何要退出？他认为，政治利益显 
然比原则重要。”

不接受巫統加入

马哈迪也说，慕尤丁曾向他透露愿意与巫统 
合作，惟他强调，可以接受巫统个别党员加入 

成为政府，但绝不接受巫统以整个党的形式加 
入。

“巫统确实有些领袖是无辜，但有些还在法 
庭接受审讯，等审讯结束后如果他们真的是无辜 

的，那么可以考虑是否合作。”
他，虽然他已多次表明立场，认为不应匆忙做决 

定，但慕尤丁仍无视他的劝告，土团党最后退出希 
盟，使希盟失去多数议员支持，不能再成为政府。

“我们（希望联盟）有114名议员支持，但你看现 

在，赢家被拉下台，输家却执政了，没有得到大多数 
议员支持的人当了首相，这是很奇怪的事。”

询及会否开除慕尤丁党籍时，马哈迪说，慕尤丁自 
称是现任党主席，但这个党主席职是在他不在场的情 
况下受委，在他看来，慕尤丁的主席职自然也是违法 
白勺。

1旬及是否后悔辞掉首相职，马哈迪无奈的说，他别 
无选择。

“慕尤丁不正當任相”
哈迪指出，若根据宪法， 
慕尤丁是不正当地上任首马

相〇

“有时胜利的政党向国家元 
首或统治者推荐的人选或遭到 
拒绝。如果统治者拒绝并委任 
他人，且国会接受他，那他就 
会成为合法的州务大臣或首 
相。不过这取决于国会，而目 
前这里有114人的支持。” 

马哈迪受询及慕尤丁被指没 
掌握多数国会议员支持，会否 
认为后者是“非法首相”时， 
如是回应。

他坦言，在国会会议召开 
前，很多事情都可能发生，因

此应立即召开紧急国会会议。
“我们阵营的人可能得到献 

议出任部长或其他东西。在来 
临国会会议，我们感觉自己掌 
握114人的支持，但在这些非常 

富有和有权力的人士采取行动 
后，我们或没有114人支持。” 

另外，马哈迪坦言他接下来 
所能做的相当有限，他会告知 
人民自己获得多数议员支持， 
唯慕尤丁仍会宣誓就任首相。

受询及土团党的未来，他 
说，就交由党决定是否要革除 
他的主席职，并指这很可能会 
发生，因为该党大部分人士拒 
绝他担任主席。

.动党双溪比力州议员 
刘天球挑战慕尤丁， 劉天球挑戰出示首相名單

“有人中途轉態不挺我”

马 哈迪披露，国家兀首早前 
1接见个别国会议员了解其 

立场之际，他原应获得多数支 

说，尽管有人没签署法定声 
明，却因身在他处，以书信表 
明支持他，而他持有这些书 

出示支持后者担任首相的
国会议员名单，以兹证明，且人民也有权
利知道此事。

他直言，基于包括马哈迪在内的6名土 

团党国会议员并不支持慕尤丁任相，因此 
后者向国家元首宣称拥有土团党36名囯会 

议员支持的说法，就存有问题。
他说，虽肯定慕尤丁没掌握足够国会议 

员人数的支持，但不知道确切的支持人 
数。

^ ° “我同意马哈迪指应召开紧急国会会议 
的说法，不应等到3月9日（国会下议院会 

议原订召开日期），因为很多事情都可以

发生。
“希望能召开紧急国会会议，以证明慕 

尤丁没有足够人数，这是非常重要的。败 
者夺过所有，胜者却一无所得。”

他说，临时首相有权向国会下议院议长 
要求召开紧急国会会议，只要议长同意即 
可。

询及马哈迪是否已要求召开紧急国会会 
议，刘天球说，前者刚才已提出要求，但 
议长尚未回应。

针对阿兹敏阿里叛变一事，他说，人民 
已看见阿兹敏阿里的真面目，所以就不加 
以评论。

持并连任首相一职，唯有人中 
途转态没支持他。

“我原应该胜出，当时希盟 
将给予我92张支持票，加上土 

团党和伊党等，我获得多数支 
持
! ° “在计算过程中发现，声称 
支持我的人没有支持我，反支 
持他人，所以我没获得多数支 
持，国家元首也没办法任命首 
相人选。另一方也无法获得多 
数支持。”

针对被列入支持马哈迪任相 
的国会议员名单中的人士， 
否认支持前者一事，马哈迪则

信。
1 旬及会否要求慕尤丁公开其 

支持任相的国会议员人数，他 
说，希盟已提出要求，但对方 
坚持己见，所以他才决定向媒 
体解释此事。

询及截至周六（29日）下午4 
时有多少国会议员支持他，他 
指当时有92人，后来加上其他 

人后就获得多数支持。
“是由希盟和民兴党，以及 

支持我们的独立囯会议员所组 
成，他们不是支持希盟，而是 
支持我所领导的班底。”

正党宣传主任拿督斯里 
三苏依斯干达指出，希 

盟将尽快到全国展开路演， 
向人民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 
剩青。

“我们的下一步就是回到 
选区，向人民解释到底发生 
了什么事情，以及我们坚决 
拒绝向贪污和盗贼统治的旧 
政权妥协。”

他周日（1日）在吉隆坡 
阿布卡里基金会出席汇报会 
后，受媒体追问时这么说， 
并指希盟所有领袖都会参与 
有关路演。

受询及希盟会否准备好迎 
来大选，三苏依斯干强调， 
希盟将会为所有可能发生的 
事情做好准备，包括选举。

针对此次马哈迪与国会议 
员进行汇报会的内容，他 
说，马哈迪所汇报的事项就 
如同后者向媒体在记者会上 
汇报的内容一样。

包括公正党主席兼波德申区国

会议员拿督斯里安华、顾问局 
主席兼班丹区国会议员拿督斯 
里旺阿兹莎、八打灵再也区国 
会议员玛丽亚陈、双溪毛糯区 
国会议员西华拉沙、梳邦区国 
会议员黄基全、诚信党署理主 
席拿督斯里沙拉胡丁阿育、土 
团党副总裁兼莪仑区国会议员 
拿督斯里慕克里兹、青年团团 
长兼麻坡区国会议员赛沙迪和 
总秘书拿督马袓基。

行动党方面则有秘书长林冠 
英、槟州首长兼丹绒区国会议 
员曹观友、古来区国会议员张 
念群、士布爹区国会议员郭素 
沁、实旦宾区国会议员张健 
仁。

■多名希盟议员准时抵达会见马哈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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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批评，基于不同看法和意

阿茲敏：流氓元素入侵

意D束該黨®毀滅邊緣
(吉隆坡1日讯）鹅唛区国会 

议员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针对 
公正党副主席蔡添强遭攻击一 
事指出，当一个政党遭流氓元 
素入侵，而党领导层继续任由 
其泛滥，这意味该党处于毁灭 
边缘。

他认为，一个遵照公正斗争 
和民主的政党，应该使用依据 
事实的理性对话和辩论。

阿兹敏今日发文告严厉谴责 
有关暴力事件时指出，蔡添强 
是一名备受尊敬的社运分子， 
也是自公正党创立以来的斗争 
功臣。

见进而攻击身为公正党副主席 
的蔡添强，反映出该党是如何 
暗藏流氓和暴力文化。

“这个行为成为证据，一个 
政党的成立目的是为捍卫人 
民，如何已被戴著改革面罩的 
人士骑劫，并造就神化独裁者 
的议程，作为斗争的基础。” 

他抨击公正党领导层，今曰 
看似漠视有关流氓文化，使该 
党距离捍卫人民更远。

此外，阿兹敏呼吁各方拒绝 
流氓文化和政治暴力，反之我 
们必须努力植入理性辩论和协 
商的精神，以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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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哈麵S大顚亂局前夕

扎希曾要求鼹臟官司
(吉隆坡1日讯）前首相敦马哈迪副新闻秘书阿都 

慕海敏爆料，指巫统主席拿督斯里阿末扎希上周曰 
深夜与马哈迪会面，要求担任内阁高职，但马哈迪 
最终没有妥协。

他指出，马哈迪周日主持土团党会议，讨论是否 
接受巫统和伊斯兰党领袖加入，以组成新政府时， 
被强迫到几乎哭泣。

他说，後来马哈迪回家了，数位领袖包括伊党主 
席拿督斯里哈迪阿旺、土团党阿兹敏阿里、阿末扎 
希和砂拉越首长拿督阿邦佐哈里等人已经在马哈迪 
家等候，希望马哈迪同意他们的“计划”。

他说，就在这时，阿末扎希提出上述条件，以及 
撤销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以及其法庭案件，作为交 
换条件，并要马哈迪立即做决定。

“马哈迪认为这是很愚蠢的事情，还没发生任何 
事情就被威胁。”

阿都慕海敏是在面子书撰文这麽说。
他指出，土团党领袖早前开会也曾经讨论新联盟 

课题，当时马哈迪拒绝与巫统合作，尽管之前接纳

了部分巫统国会议员跳槽。
他说，当时数名土团党领袖支持马哈迪，包括土 

团党署理总裁拿督斯里慕克里兹、青年团团长赛沙 
迪、土团党新邦令金国会议员马智礼等。

他说，马哈迪一直强忍泪水，要求参与会议的人 
不要强迫他违反他的原则。

他续指，当时会议没有做出任何决定，马哈迪得 
到了考虑的时间。

阿都慕海敏说，整个事情最可悲的是马哈迪被许 
多他认为是密友的人出卖，其中包括几位国会议 
员。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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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1日讯）“我们不要 

综合性屋业发展，请将体育馆归还 

给我们！”
逾200名来自哥打白沙罗一带，包括 

De Rozelle和Selangor Polo Residency 

居民，今早在马和加尼大路（Persiaran 

Mahogani )和莫巴大路（Persiaran 

Merbah)交接处展开和平示威。

居民纷纷高举大字报，坚决反对在哥打 
白沙罗第10区的一片空地，兴建综合性屋 
业发展，并希望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可正视 
当地居民的心声，许多轿车经过时都纷纷 
鸣笛支持。

上述空地经已用锌板围起来，据了解， 
空地是会兴建2栋4T层楼高的服务式公寓 

单位等，而根据当地居民所说，该空地原 
本是保留作为体育馆，惟空地至今仍未发 
展。

逢週末塞車

代表发言的居民召开记者会时指出，在 
马和加尼大路转入的尽头其实就是哥打白 
沙罗社区森林保留地（Kota Damansara 

Community Forest Reserve)，每逢周末 

会吸引许多爬山者前来爬山，因此莫巴大 
路两旁都会泊满车，尤其每逢周末都严重 
阻塞，车龙可长达500公尺至1公里。

他们指出，莫巴大路可说是De Rozelle 

公寓、哥打白沙罗镇第十区国中和哥打白 
沙罗社区森林的唯一路口，一旦毗邻的 
高密度发展工程完工，所有人都会集 
中使用莫巴大路，加剧当地的交通问 
题。

“这项发展工程并不适合在森林保 
留区毗邻兴建，这将对环境，交通和 
生活素质产生影响，所以我们是强烈 
反对。”

他们指出，居民曾在去年12月17曰 

与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召开会议，也反 
映空地已围起围栏，而来临的会议将 
在3月6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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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已在空地前，已 

放有发展建议的通知告示牌。

林柏宏冀蘇丹州政府wmm
Selangor Polo Residency® 

民协会财政林柏宏指出，地 
方政府在未获得当地周遭居民的 
同意就批准兴建47层楼的工程， 

因此也希望雪州苏丹殿下和雪州 
政府都可了解居民的问题。

他指出，当地的车辆已很多， 
很多居民都会前来爬山，如果工 
程竣工后就会加剧当地的交通。

他说，因为整条道路都泊满 
车，交警也会前来取缔。

“雪州政府鼓励我们多运动，

可是另边厢却有高密度的工程会 
兴建，就会变相带来污染的效 
果，工程施工期间也会打粧，这 
会影响毗邻的住宅区结构。”

他指出，空地更围起围栏和开 
始宣传屋业，让他们非常惊讶。

他说，因无人听取他们的心 
声，居民就在周日展开和平请 
愿，也希望雪州最高领导人，无 
论是雪州苏丹殿下和雪州政府都 
可了解居民的问题。

■莫巴大路两旁都泊满车，大部分都是 

前往森林保底地爬山和运动的居民。

罟 
協 
主 
席

車
龍
可
達
500
公
尺

D；
Rozelle公 

『寓居民协会 
主席莫哈末阿 
兹哈里指出，
当初购买当 
地的公寓单位 
时，是获知空 
地将为兴 
建为体育 
馆。

他指 
出，每逢 
高峰时 

段，莫
巴大路都会大排长龙，塞至500公 

尺。
他强调，居民的立场就是希望 

争取回体育馆，或建为泊车场， 
甚至两者兼施都可。

据了解，De Rozelle和Selangor 

Polo Residency分别有4〇0和 100 

个单位。

■莫哈末阿茲哈里

■林柏宏

鄧惠國=將召開聽證會
打灵再也市议员邓恵国接受电访时指 

7<出，八打灵再也市政厅还未批准有关
综合性发展计划，会在这个月展开的是收

IIII指出，发展商是在约2个月前提呈申请 

发展，而市政厅目前正在收集各界的意见 
和讨论阶段，一切都还未拍案，同时也会 
听取当地居民的心声。

“我们都有邀请居民出席听证会，一直 
都有和他们接洽，同时也有要求发展商提 
供更多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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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1日訊）雪州行政屋者能早日拥有他们所购 

议员哈妮查促请发展商与买的房屋。

雪州政府合作，以完成搁 她说，雪州目前有超过100项

置发展计划，协助更多购搁置发展计划，其中以房屋发

!lf Us
祖tJi

Ifi!
it 一彳|

TBm
I搁置多年的安邦甘榜巴西Estana Court B座在发展商接手后终于完成计划，并 

展计划占最多数。

她指出，州政府目标是在未来两年 

内，每个地方政府至少完成两项搁置发 

展计划，她因此呼吁更多发展商前来 

与雪州政府合作，接手完成搁置发展计 

划。

她曰为搁置屋业计划发展商移交钥匙 
给安邦甘榜巴西Estana Court B座购屋 

者及安邦再也市议会移交住用证予发展 

商仪式时，如是指出。

成立委員會監督

哈呢查也说，雪州在200T年前有许多 

搁置发展计划，包括商业单位及住宅单 

位，且都是涉及数目较多的发展计划。

“因此，我们在雪州每个地方政府成 

立一个委员会，负责监督及确保发展计 

划进度，避免成为搁置发展计划。”

她说，其中安邦再也市议会及梳邦再 
也市议会在这方面的表现良好，协助数 

项搁置发展计划顺利完成。她因此建议 

安邦再也将处理该项搁置发展计划的过 

程编写成文件，供其他地方政府作为参 

考。

i 居了解，该搁置发展计划属于中价屋 
业计划，共有3座即A座、B座及C座， 

于1998年展开，较后完成A座的兴建工 

程，惟发展商较后清盘，兴建中的B座 

受到影响而搁置，C座则未开始兴建。

出席者包括安邦再也市议会主席阿都 

哈密及可人儿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员 

董事经理拿督蔡金徕。

事 國腰置房屋針劃

1哈妮查促發展商與政府合作

于去年杪获得安邦再也市议会发出人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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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目則整个 

国家停顿下来，这 

场政治酬搞了鼉星 

期则应当结束，应当 

尽快选出新的政府高 

层，无论是谁当首 

相，都必须控制好我 

国的肺炎疫情，稳定 

商业运作，否则国家 

经济将崩溃。

派□罩搓手液

会与国大党，派发口 

罩和搓手液提升民众 

对疫情的防范意识。

这项“病毒侵害， 

马华关爱”活动，派 
发1000张口罩及700 

瓶搓手液给民众，提 

升对应武汉肺炎的防 

范意识。

马华八打灵再也区 

会秘书周显达指出， 

这项是马华在灵市地 

区展开的第二项活 

动，之后陆续会在灵 
市14区举办同样的活 

动。

他希望雪州政府关 

注疫情对州内人民带 

来的影响。

出席者包括马华八 

打灵再也区会团长林 

汉文、妇女组主席林 

美月、快乐花园支会 

主席林家盛、马华志 

工团雪州团长庄赐昭 

及国大党八打灵再也 

区会生席慕都等等。

(八打灵再也1曰 

讯）马华八打灵再也 

区会主席拿督林祥才 
指出，我国再出现3 

宗武汉肺炎（2〇19冠 

状病毒疾病）确诊病 

例，然而国家政局却 

陷入无政府状态，让 

人民旁徨不已，必须 

尽快成立新政府来稳 

定国家。

■周显达（前排左起）、林汉文、林祥才和林家盛，在巴刹派发 
口罩给民众及小贩。

•赐昭指出，防范武汉肺炎 

.不能掉以轻心，意大利确 

定病例超过千宗，我国政府应该 

关注，把焦点放回控制疫情层面 

上。

他说，马华志工团执行三大计 

划，其中|项是将提高卫生意 

识的正确资讯，通过马华网站发 

布给公众，同时也在志工团网站

上，呼吁商家将口罩等医疗物资 

送往有需要的地方派送。

林汉文指出，马华团队将口罩 

往人多的地方派送口罩，其中小 

贩接触广大人群，应当佩戴口罩 

提升卫生意识。

他说，在疫情吃紧的时刻，商 

家们不能囤积炒卖口罩，执法机 
构应对此采取行动。

莊賜昭=應把焦點放回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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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北区（KL NORTH)工业城预售推介礼接青仪式，左 

起为纪顺能、沈亚生及黄木生。

(万挠1日讯）万 
挠州议员蔡伟杰指 
出，随著吉隆坡、 
八打灵再也与莎阿 
南等地发展饱和 
后，新发展计划焦 
点已转向雪兰莪和 
吉隆坡北部一带， 
如万挠、苔当加里 
与乌鲁雪兰莪等 
地，万挠更成了工 
业与居住的首要地 
点。

他周六出席吉隆i北区工业城（KL 

North Industrial Park)预售推介礼致 

词时说，雪隆北部是商家、企业与工业非 
常好的置业地点，政府注重的汽车业也往 
雲隆北部发展。

坐落在万烧Sungai Buaya的吉隆坡北区 
工业城，是由HOONG LI发展商有限公司发 
展，GS Realty国际地产独家代理销售项 

目。

蔡伟杰说，雪州政府去年已表明会注重

该区的基建发展，以更利于商民及带动当 
地发展与国家经济。

他指出，雪州是吸引外资与投资的首个 
选项，也是款项最多的州属，而且雪州政 
权也很稳定，大家可安心在雪州投资发 
展。

今年首季外資下滑

大马中小企业公会总会长拿督江华强 
说，过去两年外资在大马的投资有走下坡 
趋势，今年首季也还在下滑，希望吉隆坡 
北区工业城能吸引大马中小型企业到万挠 
Sungai Buaya地区投资发展。

“希望能真正协助中小企业与制造业。 
制造业是国豕经济动脉，大马必须发展制 
造业，没有制造业就没有服务业。”

“工业投资非常重要，我们需要高科 
技、自动化与现代化中小企业投资。”

出席者包括马来西亚华人行业总会（行 
总）组织秘书戴伟发、马来西亚刘氏总商 
会总会长拿督刘国泰、HOONG L1发展有限 

公司总执行长陈伟德、董事经理沈亚生及 
黄木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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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起德安 
李李、昌 
振新杜、 
光才汉黎 

' it 志 
左杨、平 
7博彭、 
^耀葸李 
与、峰荣 
广陈、强 

鄧章欽：應秉持助華社宗旨m營化
(吉隆坡1日訊）雪 

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 

认为，华人义山应秉持 

办义山精神，协助华社，而非把义山私营 

化，对社会造成负担。

他说，社会需要私人墓园，但义山不应乖离 
义山2 0 0年来的精神与宗旨，必须保持义山的形 

式
° “义山在收费方面，应该顾及到社会人士的能 

力，若动辄就要花大笔钱来殓葬，这不是我们要 
白勺文彳匕。”

他也指出，他因为职务关系，与吉隆坡广东义

山接触増多，观察到后者一t：秉持义山精神，在 
现代化方面也非常成功。

勿對社會造成負擔

他说，站在华社利益的立场来说，一定要保留 
义山精神，形式可以现代化，但并不能以营利为 
主。

他昨晚出席吉隆坡广东义山新春团拜时说，在 
他行政议员的任期期间，他会尝试推动新的殓葬 
方式，以让葬地能够使用更久。

他指出，在2008年雪州就规定新的房屋计划若 

达到一定的面积，就要划出部分土地作为穆斯林 
与非穆斯林的坟地用途。

“我们之前就提出过“花葬”的概念，即死者 
火葬后，把骨灰埋在地下，并种上花木，且若干 
年后，可以再重复埋葬其他骨灰，如此只需要很 
小的空间。”

他说，若其任期内来得及，他可能会拿出一些 
葬地作实验，一亩地有4万多方尺，而1方尺地就 
可作为一个骨灰位，若墓地有4至5亩，在规划得 

当的情况下，相信可以一直重复循环使用。
“当然这一切的细节还有待讨论，有兴趣者可 

以与我们联络，让殡葬行业更符合现代环保概 
念。，’

出席者还有隆雪华堂会长拿督翁清玉及吉隆坡 
广东义山主席李振光。

吉隆坡廣東義山新春團拜

义湘林、 
的发亚陈 
理、平富 
事林、？幸 
们家梁及 
，光国锺 
向、财华 
来郑、烈 
宾金罗。 
敬德添 
酒、财 
，林、 

左书饶

另外，他认为，义山不能过于商 
业化，一小块葬地卖数万令吉，对 
于许多普罗大众来说，是很大的负担。

他希望政府，能够拨出更多土地作为 
义山，让各地中下阶级人民有足够的葬 
地。

他说，广义每年也把法会的盈余捐 
出，每年拨出数十万令吉协助社会贫苦 
大众。

“若各地义山也能向广义学习，对社 
会贡献，对贫苦大众有贡献，如此社会 
将处处有温情。”

李振光=人民不滿政治鬧劇

李

■李振光

振光希望新政府，能够满足全马人民 
期望，打造一个以民为主的政府。 

他说，这一周的政治闹剧，让人民既无 
奈也不满，但如今终于尘埃落定。

他指出，人民希望一个安宁与公平的政 
府，希望新政府可以做到。

另外，他说，广东义山近来也如火如荼 
地编写嫔葬相关守则，以文字记录我国华 
人义山及殡葬文化发展与未来规划。

“我们期望能将经验分享予各大义山，通过 
相互借鉴方式推动我国华人义山朝现代化发 
展〇 ”

^指出，邓章钦倡议引入更符合社会成本效 
益的新殡葬方式，与广义近年来强调人文关 
怀、追求环保的理念相契合。

他说，若雪州政府能够带动华人义山进行嫔 
葬仪式革新，包括拨地给各义山尝试，相信引 
入新殡葬方式将水到渠成。

翁清玉促議員勿沉迷爭權

翁

丨翁清玉

清玉担忧，一个没有绝对议席的政 
权，还是会有不稳定因素存在。 

他说，若议员仍沉迷在争权，不务正 
业，恐怕我国经济会受到影响。

“新冠肺炎造成我国经济萎靡，加上 
政治不稳定，即使推出振兴经济计划， 
局势还是让人担心。”

他呼吁领导人，以国家人民利益优 
先，走出内斗，带领人民走出困境。

■邓章钦

做對民有利益的事

章钦说，无论在朝或在野的从政 
力卩者，应以大部分人民利益出发， 
只要对大部分人民是好的事情，不要 
怕得罪少部分人而不做。

他指出，做政府时就应该敢于以人 
民利益去做对的事。

“做正确的事不要怕被骂，反正也 
不知道何时会下台，来不及做正确的 
事就下台才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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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日 

讯）雪州行政议 
员拿督邓章钦希 

望所有政治人 

物，做任何事都 

要讲求良心， 
只要做的事是对 

的，就不要害怕 

被他人责骂。

“因为你不知 

道什么时候会 

“下台”，当你 

还在岗位上，就 

要敢敢做，做你 

认为是对的事* 

即使会得罪他人 

都还是要做。不 
要等到来不及完 

成就“下台”， 

那就很冤枉 

了。”

他强调，政治 

人物不应轻易受 

他人影响，而改

变自己的立场， 

反而要捍卫自己 
的立场，以大多 

数人民的利益为 
主。

邓章钦昨晚出 

席2020年吉隆坡 

广东义山新春团 

拜晚宴致词。他 

表示，近年来他 

都负责处理雪州 

非伊教事务，其 

范畴也已扩大至 

非穆斯林的坟场 
与墓园，因此他 

与吉隆坡广东义 

山的接触也渐渐 

多了 °

他表示赞扬吉 

隆坡广东义山一 

直都秉承义山的 

精神，为华社服 

务及处理义山的 

事务以及多年来

美化义山环境的 

功劳，倒是有些 
私人墓园却造成 

了社会的负担， 
因此，他也呼吁 

其他义山组织不 

要破坏逾百年来 

的义山历史，还 

要保留义山的形 

式0

“义山组织的 

工作方式可以改 
变，但义山的形 

式是属于义山而 

非私人墓园，因 

此在收费方面， 

也必须顾及整个 

社会的能力。”

他认为，华社 

义山一定要保留 

原本的情况，不 

能以盈利为主。

他说，面对土 

地匮乏问题，建

■林家光（左 

起）、郑金德、 

林书德、李振 
光、杜汉光、彭 

茗峰、林亚乎、 
梁国财、罗添 

财、饶安昌、黎 
志平及一众理事 

一起向所有喜宾 

敬酒。

议大众将死者骨 

灰葬在土壌中再 

种上树木，这种 

“花葬”，只需 
小小的空间就可 

完成。

他认为，如果 

这个建议可行， 

同样的地段在若 

干年后还可以再 
埋葬新的骨灰， 

就无需增加墓园 

的面积。“我也 

会抓紧时间，在 

未来三年内与吉 

隆坡广东义山讨 

论“花葬”的可 

行性，并取某 

个地段进行试 

验。”

沲笑言，“花 

葬”也是一个十 

分“罗曼蒂克” 

的方法，若此方 

法可行，相信对 

未来的殡葬事业 

也会有很大及很 

正面的影响。

►隆廣東義山新春團拜晚宴

鄧章欽吁政治人物

在崗位就做該做的事

李振光：鼠年壓力多
隆坡广东义山主席李振光表示， 

□ 2020鼠年给予全世界的人民压 

力，不仅有新冠肺炎的传播及蝗虫的灾 
害，马来西亚还面对政治的波动，对于 

我国所有选民而言，更是十分无奈及无 
助。他说，509大选的改变，是所有选 

民为了要改变整个社会的反贪污现象的 
成果，但如今却迎来这一个星期的煎 

熬，可说是"成也老马，败也老马”。

他也以中国历史人物曹操来形容过渡 

首相敦马哈迪，他认为，从古至今都没 

有任何一个碑文来贬低曹操，马哈迪也 

是一样，难以从历史中谈论他是_名英 

雄或枭雄。 -

他举例表示，马哈迪于1993年主导 

修改联邦宪法，削弱国家元首权限，是

历史上从未出现的事情。

他说，经过1个星期的政治动荡，终 

于在今日（2月29日）下午5时尘埃落 

定，尽管每日的新闻每分钟都在产生变 

化，但他也相信今日的结果已是定局， 
同时也恭喜土团党总裁丹斯里慕尤丁成 

为我国第8任首相。

“我们也要求政府还政于民，我们要 

求有一个以人民为主的社会！”

在谈到广东义山时，他说，他们近来 

正努力编写著华人义山管理守则，并成 

立一个小组来推动有关守则，希望将这 

些经验分享于我国各华人义山，并通过 

相互借鉴的方式来推动我国华人义山朝 

著现代化方向发展。

他表示会配合政府推动更符合社会成 

本效益的新殡葬方式，改变华人义山的 

新景象。 •

翁清玉：政經問題待解決
/f-匕总署理会长兼隆雪华堂会长拿督 
-f一翁清玉表示，经过了一个星期的 

政治闹剧，尽管国家政治依然还不稳 
定，但马来西亚也步入了慕尤丁的领导 

时代。

他说，虽然如今一切已尘埃落定，但 

这都是没有票数所组成的政府，也让人 

民担心还会出现变数，替国家感到忧 

虑。他表示，许多华人商家都面对新冠 

肺炎所造成的国家经济危机，尽管政府 
已推出经济振兴配套，但整个局势仍然 

让大家感到不安。

他呼吁国家领导人拿出从政者的勇气 

与智慧，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国家才

能够走出困境，否则国家未来的路十分 

不明朗。

他说，眼看我国股票来回大跌，可见 

我国人民接下来的生活将过得很苦，他 

希望政治人物尽快走出内斗，寻求共 

识，带领人民走出困境。

他也对广东义山在这么多年来扮演好 

本色，让人民死后有安身之地表示赞 

扬，并希望望政府能够多拨出一些土 
地，让义山组织能够有足够的土地，为 

中下阶层的人民提供一块安身之地。

出席晚宴的尚有吉隆坡广东义山名誉 
主席林家光、林亚平、副主席郑金德、 

总务林书德、财政彭盖峰、副财政罗添 

财、董事杜汉光、饶安昌、梁国财及黎 

志平等。（LPP )

Page 1 of 1

02 Mar 2020
Guang Ming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Supplement • Audience : 49,712 • Page: KB4
Printed Size: 478.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7,242.42 • Item ID: MY003888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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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眼支持者潑水喊叛徒

蔡添强被追打
(八打灵再也1日 

讯）属于阿兹敏派系 

阵营的公正党副主席 

蔡添强遭公正党基层 

及支持者拳打脚踢！ 

更有支持者朝蔡添强 

的眼睛捲了一拳，并 

朝他大喊“叛徒”和 

‘‘狗’’ 〇

甚至还有支持者在怒气难消之下，朝蔡添强抛' 

掷水瓶，或向他泼水以示不满。

蔡添强回头责骂施暴者

现场所见，除了蔡添强遭攻击，敏派阵营的领 

军人物，如雪州大臣拿督阿米鲁丁、公正党槟州 

行政议员阿菲夫及巴生港□州议员阿兹米占也在 

公正党总部会议结束，步出总部时遭公正党及安 

华支持者炮轰是“叛徒”。

现场情绪激动的支持者朝他们大喊，阿菲夫则 

若无其事的尽速离开。

惟较迟步出公正党总部的蔡添强则不幸在总部 

外被追打，他随后在党员的护送前往取车，但他 
不忿遭到如此对待，回头责骂殴?丁他的人。

保护他的党员也一直要求蔡添强赶快上车离 
开，惟蔡添强疑不忿而拒绝上车，较后还有其他 

支持者则从他背后攻击其颈项。

最终蔡添强在党员强力压著他的肩膀及头部下 
终登上车子。（TKM)

男子被扣查蔡添強不追究

■蔡添强（中）在离开公正党总部时，被大批党 

员围住，寸步难行。

打灵再也警区主任聂依查 

7\尼迪助理总监声称，警 

方已扣查一名30岁男子协助调 

查公正党副主席蔡添强被打一 

事。
他今午在公正党总部外召开 

记者会表示，警方是针对社交 

媒体流传蔡添强被人追打的视 
频展开调查。

他披露，蔡添强已联系警方 

说，他无恙及没意愿追究此

事；惟蔡添强的一名代表则已 

报案

他说，警方目前是援引刑事 
法典第147 (骚乱）条文调查 

此案；警方也会调查是否有更 

多人涉及这场骚乱，不排除会 

逮捕更多人助查。他促请大众 

保持耐心和冷静。警方会时刻 

做好准备，并在公正党和土团 

党召开会议时，在总部外驻守 

以维持秩序。（TKM)

法米吁紀委會查涉及者
/\正党通讯主任法米对蔡添强遭粗暴对待 

^感遗憾，并对这些行为加以谴责。' 

他吁请警方采取行动，而该党纪律委员会也 

应展开相关调查。

他希望执法单位的能力及对任何违法纪律者 

采取行动；与此同时，他希望党纪律委员会立 
即展开调查，如果涉及者是党员，必须对他们 

采取严厉行动。（TKM)

■护送蔡添强的党员护著蔡添强的头，避 

免遭其他党员抛掷的水瓶所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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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打白沙羅社區200居民

抗議運動場保留地建公寓
(八打灵再也1日 

讯）哥打白沙罗社区 

近200居民今日高举 

大字报，抗议政府批 

准发展商把该区森林 

保护区ff比邻的综合运 

动场保留地改建服务 

公寓！
■哥打白沙罗第10区居民星期日早上聚集在综合运动场保留地之外前请愿，抗 

议当地兴建服务公寓。

.位于柏西兰马和加尼 

(Persiaran Mahogani)与 

柏西兰毕达拉（Persiaran 
巳idara )交界处旁的这块面 

积达9.5英亩的空地原属综 

合运动场保留地，但附近的 

居民却在2019年杪接获该 

地段将改为兴建接近1000 
个单位的服务公寓的消息， 

引起他们的恐慌。

近曰，随著该地段外墙 

一张张巨型广告看板的张 

贴，显示雪州发展机构 

(PKNS )将于某个发展商 

公司在该区兴建“城中的森 

林生活"，居民再也按捺不 

住，他们深恐此时不站出来 

抗议，一切将为时已晚。

邀驾驶者鸣笛支持

这200名居民今日聚集在 

该地段，高举大字报、不断 
鸣笛、吹哨子等等，并“邀 

请”驾驶者和摩多骑士加入 

其行动，以鸣笛的方式支持 

他们，表达反对心声，并促 

请政府停止该计划，把该地 

段保留为兴建综合运动场的 

用途。

根据发展计划的告示牌显 

示，市政厅接获该地段发展 

计划的申请，包括计划兴建 

两栋47层楼、共计978个单 

位的服务公寓，以及一所宗 

教学校。告示牌也写道，反 

对的民众必须从2019年11 

月25日至同年12月2日以书 

面方式提呈反对信函。

De Rozelle公寓居民协会 

主席阿兹哈M说，部分居民 

代表于去年12月17日曾与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进行会议 

及表达反对意见，可是两个 

月后的今天，有关地段的外 

围却贴上发展计划的告示， 

显示政府似乎没有聆听民 

意.。
他说，当地的塞车情况严 

重，在停车位不足的情况 

下，许多前往哥打白沙罗社 

区森林保护区的民众被迫违 
例把车停在路边，车龙可达 

约1公里，但是为何当局还 

要批准让当地兴建高密度公 

寓？
Selangor Polo住宅区居民 

协会财政林柏宏指出，居民 

担心这个服务公寓工程工期

间会带来空气与噪音污染等 

问题，建竣后则进一步加剧 

该区的交通阻塞问题。

“居民坚决反对综合运动 

场改为兴建公寓的用途，并 

希望政府听取民意。” 

一些居民表示，该区道路 

两旁平日都已经停满许多前 

往森林保护区运动的民众的 
车辆，加上附近尚有中学， 

交通非常不堪，现在又再兴

建高密度公寓，日后的交通 

更形凌乱。

无论如何，八打灵再也市 

议员邓惠国受询时表示，有 

关的发展计划尚未获得八打 

灵再也市政厅的批准，目前 

依然是处于收集民意的阶 

段0

市政厅下次与居民代表会 

见是在3月6日。（LPP )

■基于停车位不足，加上前往森林保留区运动民众把 
车停放道路两旁，柏西兰毕达拉双向道路每天都是大 

塞车，，居民不敢想像若再建公寓，情况会恶化到那儿 

去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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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討吉新政權

傳敏派議員見慕尤丁
(双溪大年1日讯）慕尤丁宣誓出任首相，有传指亲向前 

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的数名吉州希盟州议 

员，近期会与慕尤丁会面商讨吉州新政权事宜，但相关州 

议员皆矢□否认。

被传会与慕尤丁会面的州议员包括在公正党党选中亲向 

阿兹敏派系的西塘区州议林桂亿医生及居林区州议员杨庆 

传。

林桂亿也是公正党双溪大年区部主席，他说，阿兹敏被 

开除后，他在网上遭人攻击为叛徒，不过他对党领导仍忠 
心耿耿，毕竟他也是党票选出来的领袖。

相关州议员矢口否认

他对于吉州大臣拿督斯里慕克力所领导的吉州政府充满 

信心，尽管在这非常时期，来自反对党阵营的州议员想与 

他会面，但都遭他一 □拒绝。

杨庆传指出，他在大选是代表公正党披甲上阵受到人民 

委托，因此他不会辜负人民的期望，更不会作出背叛人民 

的期望。

另外，吉州行政议员兼公正党州青年团副团长黄思敏

■有传言指吉州有数名希盟议员近期会与慕尤丁会面 

商讨吉州新政权事宜。

说，他目前没有听闻有州议员要退出公正党，也没接到有 

传指有希盟议员将会见慕尤丁。

他指出，吉州在土团党署理总裁拿督斯里慕克力领导 

下，相信不会出现任何异样，因此他对于希盟能继续掌控 

吉州政权充满信心。

吉州行动党主席兼行政议员陈国耀受询时也表示，至今 
没有听闻有希盟议员会要去会见新任首相，一切还在观望 

局势演变。（丫 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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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华为阿兹敏派系公正党领袖说话：“他们也是被蒙在鼓里。”

“他们也是被蒙在鼓里”
安华原谅曾支持阿兹敏领袖

(吉隆坡1日讯）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指出，在这次政 

变中，曾支持前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的公正党领袖其实也被 

蒙在鼓里。

他说，这些领袖当时支持阿兹敏并没有错，因为当时阿兹敏 

是党署理主席，而他们对这次的密谋政变并不知道。

“他们说，他们支持阿兹敏，但不曾听说要与巫统及伊斯兰 

党合作。所以他们是不知道的，我们不可以怪他们。”

他指出，公正党必须接受这些依然忠于党的领袖，因为他们 

也在会议中透露，自己感觉被欺骗。
安华今日在公正党总部会见了公正党的国州议员，汇报希盟 

在这次政变事件中的立场后，接受媒体访问时，如是指出。

被视为是阿兹敏派系的公正党副主席蔡添强、槟州行政议员 

阿菲夫及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在离开公正党时，现场的 

“叛徒”声浪不绝于耳，安华表示，这是因为基层不了解他们的 

情况。

他表示，他已经在刚才的会议中，训斥了曾经给予阿兹敏支 

持的公正党领袖。

他说，希盟的立场就是要继续为人民的议程奋斗。

他表示，希盟的奋斗是为了人民，不像一些人是为了自己利 

益，为了脱罪而斗争。

他也说，新的政府并不符合他的理念，因为新的政府是一个 

单一种族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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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斯干达公主城1日讯）新 

任柔佛州务大臣拿督哈斯尼今天 

在大臣办公室正式履职。

他今早8时30分抵达柔佛 

州政府大楼，获州政府秘书拿督 

阿兹米、州财政司拿督拉欣和州 

政府机构长官和职员的迎接。

61岁的哈斯尼周五在武吉士 

林王宫，在柔佛苏丹依布拉欣陛 

下面前宣誓就任第18任州务大 

臣°

哈斯尼是文律区州议员，他 

也是国阵柔州主席和巫统柔州联 

委会主席。

苏丹依布拉欣陛下是鉴于召 

见柔州议员的结果显示新联盟获 

得简单多数州议员即28席的支持，能够组成柔州政府，因 

而宣布委任哈斯尼为新任大臣。

哈斯尼将领导由国阵、伊斯兰党和土著团结党组成的新 

联盟州政府。#

哈斯尼正式履职

哈
斯
尼
履
职
 

新
任
柔
大
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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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党总被马来盟党背叛
令林恩霆

a去数天的政治发展，并非华社想看到的。从原 

本的希盟崩盘，到提议解散国会，直到截稿前 

的大热慕尤丁任相，都是华人咬牙切齿的发展。唯一让 

华人雀跃万分的是希盟传出安华被提名，但这并不是一 

个现实的政治行为，毕竟安华阵营中以非穆斯林国会议 

员占大多数，这不符合这个国家的现实需要。

华社可以很想要安华当首相，很希望行动党在执政 

联盟，但华人的整体政治思维与马来社会背道而驰的。 

若到脸书马来群组去一探民情，大家会发现大部分马来 

网友对走后门政府乐见其成。

倘若慕尤丁顺利一登龙门，这肯定不符合民主精 

神，因为这是一个走后门的政治行为，但却获得马来社 

会的支持。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完全以马来人为主 

的政权，也是一个没有行动党的政权。

华人如今很生气马华支持慕尤丁，但在509大选 

时，却有95%的华裔是不支持国阵马华的，责怪马华是 

缺乏政治道义，而且仅剩两席的马华根本左右不了大 

局，只能跟大队。相反地，华人该生气的是自己95%支 

持的希盟，行动党游说华人给敦马和土团党一个机会， 

并视他们为救国英雄，但如今的敦马和土团党却搞到希

盟政府垮台。

不仅如此，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行动党的合作对象变 

节，前有伊党，现有土团党和阿兹敏派系，为什么行动 

党的盟友始终守不住贞节牌坊，非得一定要出轨不成 

呢？

行动党是马来选票的票房毒药，不管华人接受与 

否，这是事实，也是现实。行动党面对那些有马来基本 

盘的马来政党不愿意合作（除了诚信党）的问题是值得 

我们去深思的，当然也包括曾放话不与行动党合作的砂 

拉越政党联盟，可见行动党存在着问题，不仅是长久以 

来的政党形象，还有领袖的嚣张跋扈。

今天的行动党必须自我慎思，为何得不到马来社会 

的认同？为什么不能获得马来政党或东马土著政党的接 

受？导致一而再，再而三的政权崩盘或联盟瓦解？前有 

民联，差点害到2014年的雪州政权垮台；现有希盟， 

轮到中央政府垮台。

行动党有能力说服华人支持伊党，也有能力说服华 

人支持土团党和敦马，但她的马来盟党却没能力说服马 

来社会接受行动党，也许这些马来政党不给力，但行动 

党也可能给不到马来社会信服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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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添强被一名党员推撞头部后，怒视对方，场面火爆

警方捕1党员助查
(八打灵再也1日讯）警方

已逮捕人民公正党一名党

员，协助调查在公正党总部 

外攻击该党副主席蔡添强一 

案。

八打灵冉也警区主任聂 

依扎尼说，警方接获该党职 

员投报后，在该党总部逮捕

这名约30多岁的男子。

此外，鹅麦国会议员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严正谴责 

攻击人民公正党副主席蔡添 

强的人士，并指只因意见或 

观点分歧就攻击他人的情 

况，显示公正党内部充斥流 

氓文化与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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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阵线不同难共事

雪或换新行政议员
(莎阿南1日讯）雪兰莪州

务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表 

示，鉴于国家政治局势有新 

变化，新中央政府一旦组成 

后，雪州希望联盟政府将重 

新审视与土著团结党的合作 

执政，包括时机成熟时向雪

州苏丹推荐新行政议员人选 

取代。

也是人民公正党雪州主 

席的他指出，尽管旱前木身 

与民主行动党主席哥宾星、 

国家诚信党雪州主席依占哈 

欣及土团党雪州主席拿督阿

都拉锡曾探讨维持雪州政 

局，不过，目前局势料难以 

在不同阵线下执政。

他今日在莎阿南会展中 

心为2020年图书展主持开幕 

仪式后受讯时，向媒体如是 

指丨丨丨。

阿米鲁丁驳斥被归类为 

“阿兹敏派系”，坚持木身已 

表明忠于公正党和希盟的立 

场，同时也做好本身稳定雪 

州政局的工作。

他说，拿督斯里阿兹敏 

在脱离公正党之前，是该党 

署理主席和莪麦区部主席， 

为此，自己不应该就此被归 

类为“敏派”人马。

“若我没顾全大局，只按 

个人意愿做事，或许早就作 

出破坏或坐视不理的事情。” 

他指出，政治上，彼此 

可以是朋友或家人关系，不 

过，在政治道义上则要做好 

个人的责任和职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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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马轰暴尤丁是叛徒
(吉隆坡1日讯）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炮轰，比起退出人民 

公正党的该党原任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土著团结 

党主席丹斯里慕尤丁更是背叛了他。

马哈迪今日在记者会上被询及会否对阿兹敏失望时说， 

阿兹敏有自己的议程，后者选择和慕尤丁合作。

#5%

哈迪说：“大部分时候，我觉得是慕尤丁背叛了 

他做了很多东两，现在他成功了。”

劝等巫统审讯结束再合作

马

马哈迪声称，他曾多次敦促慕尤丁需等到巫统领袖的刑 

事案件都结束后，才考虑跟巫统合作，然而慕尤丁表明愿意 

接受巫统整个政党。

“我说我不能同意……因为我拒绝与那些面对刑事控状者 

共事……N此，我要求（等到）审讯结束。若他们无罪，那 

没问题，但若有罪，我不能和他们共事。”

他提到，慕尤丁还告诉他，政治比原则更重要：

“慕尤丁愿意接受任何事，他说政治比原则更重要。

“他问我会否支持他，我说我别无选择，我是否 

支持他已不会重要……他到处说我支持他成 

为首相人选。”

议员声称挺马却跳票
马哈迪揭露 i些声称要

支持自己出任首相的议员，在 

觐见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 

时选择跳票，导致王宫最终选 

择慕尤丁出任首相。

他说，他当时除了获得希 

盟92名议员支持，土 I才丨党、

伊党和东马议员也表明会支持 

他，但最后却事与愿违。

“当在计算时，那些说要 

支持我的（议员），却没支持 

我，支持了别人，比我没了多 

数支持……当没了多数支持， 

国家元首就选择了他人。”

反对土团退出希盟
马哈迪说，慕尤丁也劝说 

土I才丨党必须退出希盟，但他却 

持相反意见，W为他获得希 

盟、伊党和土团党的全力支 

持。

“我无法选择，为什么我 

要拒绝全力支持我的希盟，并 

接受纳吉？”

他重申，当时自己仅接受 

以个人身分加人政府的巫统议 

员，而非巫统以整个党的形式

加人，因为该党当中有部分人 

士仍有罪在身。

他说，尽管自己在土闭党 

最高理事会中恳求不要立即作 

出决定，但该党还是议决退川 

希盟，进而导致希盟政府崩 

盘。

马哈迪透露，慕尤丁也表 

态愿意接受巫统以整个党的形 

式加人：

能接受0

马哈迪放话，希盟会在国会提呈不信任动议，挑战慕 

尤丁是否获得多数支持。

土团与巫统合作 
法庭审案陷尴尬

马哈迪认为，当出现土团党和巫统合作议决后， 

法庭在米取行动对付政府时就会出现遮尬局面，而纳 

吉时代也出现了相关情况，如检控官被更换。

他相信一旦新政府成立，就会出现上述情况，慕 

尤丁却接受一^切。

过渡首相职务结束
随着慕尤丁在今旱10时30分正式宣誓出任首 

相，马哈迪也宣布，他身为过渡首相的职务于今日中 

止°

马哈迪作出此宣布时，神情相当落寞。

“我当然会中止过渡首相的职务，这是现在的情 

况，但我们是拥有多数议席。

......................... —玄持，但显然地这被忽略，(但）我说，我不 “我们有114名议员: 

慕尤丁声称拥有多数支持

“阿兹敏有本身议程”

希盟无法呈最新名单
虽然希盟尝试力挽狂澜，但王 

宫拍板敲定首相人选后，希盟无法 

提呈最新的支持议员名单。

马哈迪坦言，随着国家王宫拒 

绝他要求觐见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 

陛下，希盟无法阻止仅掌握少数议 

席的慕尤丁宣誓出任第8任首相。

他指国家元首已决定不再会见 

他。“我没机会觐见元首，告知慕 

尤丁并未拥有多数支持，我无法再 

和王宫沟通”

马哈迪失望地说，尽管法律指 

在大选中胜出的政党将执政，但这 

里却是相反，胜出的政党却成为了 

反对党。

他提醒宪法已注明，仅有获得 

多数支持的议员才能出任首相。

马哈迪自嘲，他无法再开除慕 

尤丁，W为慕尤丁已宣称自己是土 

团党的最高领导，尽管有关方式是 

非法。

料将被踢出土团

他预计随着大部分党员不再支 

持他为土团党名誉主席，自己也将 

被“踢出”土丨才丨党。

今旱8时，众希盟领袖如人民 

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顾问拿 

督斯里旺阿兹莎医生、民主行动党 

秘书长林冠英、国家诚信党主席莫 

哈末沙布等先后抵达布卡立基金会 

大厦，陪同马哈迪召开记者会。

不过，马哈迪最终选择一个人 

面对媒体，并回应媒体多道问题。

敦马：元首拒接见

“

慕尤丁指火箭令土团衰退”
土著闭结党退出希盟后，马哈 

迪今日首次揭露该党退出的原W， 

即慕尤丁将该党的衰退因素归咎于 

民主行动党。

马哈迪今早召开约30分钟的记 

者会时，首先为自己在过去数FI避 

开媒体的举动而深感抱歉。

“过去几天你们尝试要见我，问 

我问题，但我躲避，那是因为局势 

当时依旧多变，不断有突变。”

他坦言，自己或判断错误，以 

为发表声明指自己获胜，在下一秒 

却落败，但这似乎错了。

马哈迪随后话锋一转，透露慕 

尤丁随后试图说服他，后者并指行 

动党是土团党衰退的原闪，包拈导 

致土团党在出征3场补选皆落败。

“纳吉是慕尤丁老板”

“他（慕尤丁）说，因为行动 

党，马来人相信行动党才是真正掌 

管政府，不是我，而我是在（财政 

部K)林冠英的阴影下。”

他也嘲讽，慕尤丁等人W此准 

备亲吻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的手， 

并称后者为“我的老板”。

土青团长赛沙迪（左起）、吉打州务大臣拿督斯里慕克力和土团党总秘书拿督 

马祖基在旁聆听马哈迪的记者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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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华团盼乱局速平息

振兴经济最重要

郑德伟

(芙蓉1日讯）政治局 

势变幻莫测，商界及华 

团领袖希望乱局能尽快 

平息，及专注振兴经 

济。

尽管丹斯里慕尤丁已宣. 

.誓出任第8任首相，但希盟 

与国民联盟的政治斗争还未 

落幕，但商团领袖却甚感无 

奈，仅希望无论谁是最终争 

权出线，都必须立即关注国 

家经济。

连日来我国政局发展高 

潮起伏，商团领袖对此感到 

失望，并认为现阶段是非常 

时刻，应该关注国家经济及

新冠肺炎疫情，而不是争权 

夺利，对我国经济没有好 

转，甚至质疑前首相敦马哈 

迪宣布的振兴经济配套是否 

继续进行，或经济刹车。

他们认为.，无论谁做政 

府都必须打造亲商环境，商 

人赚钱才能缴付税务给政 

府，政府必须制定更好的政 

策，他们希望事情能尽快落 

幕。

森美兰中华总商会会长拿督吕海庭
ft

保留前朝良策
我国政治局势依然不稳定， 

影响国家经济，希望新任首相慕 

尤丁能保留前朝政府的良策，特 

别是振兴经济配套。

振兴经济配套尽管是前朝希 

盟政府制定的政策，但慕尤丁、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当时出'任部 

长，该振兴经济配套不应该取

消，而且要保留及加强，促进经 

济脉动。

新政府首要任务是打造亲商 

环境，唯有利商环境，上任才能 

多赚钱，缴付更多的税务，特别 

是目前非常严峻的经济局势，必 

须让商家更容易做生意。

经济稳定前提是政治局势要 

稳定，看起来我国政局短期内无 

法稳定下来，对商贸没有好处。

森美兰中华大会堂主席陈永明
ft

政治影响经济
近两个星期我国经济下挫， 

股市已经下跌超过50点，是近 

年来的最低潮，我希望政治人物 

能关注国家经济，让政治局势稳 

定，打造健康的经济环境。

政治影响经济，没有稳定的 

政治局势，经济活动无法顺利展

开，外资也不会前来我闰；若今 

次事件持续下去，对我国经济不 

是好事。

今次事件会发生是闪为当初 

政府没有制定反跳槽法令，因此 

才出现国会议员频频转态支持情 

况。

无论谁做政府，人民都希望 

权力斗争能尽快平息。

森美兰汽车银业公会会长郑先茯

谈组内阁尚早
我觉得慕尤丁要成立内阁， 

确卑部长人选后才能谈政策及期 

许，现阶段还争。

H前政治局势混乱，未来两 

个星期也不消停，我不觉得短期 

内内阁能诞生，因此无论是前朝 

或新政府的政策，是否继续或取 

消，也不是现阶段能确定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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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马哈迪连日为乱局操劳，茜蒂哈丝玛送 

上拥抱，安慰和鼓励丈夫。

心疼敦马为乱局操劳

茜蒂送上爱的拥抱
(吉隆坡1日讯）眼见前首相敦马哈迪 

医生在过去一周为政治乱局操劳，心疼 

不已的其夫人敦茜蒂哈丝玛今早向马哈 

迪送上拥抱，展现出她永远成为马哈迪 

后盾的恩爱情怀。

在土著团结党主席丹斯里慕尤丁宣 

誓为首相的仪式结束不久，马哈迪于上 

午11时47分在面簿及Instagram上载一■ 

段1分钟的温馨短片，并附上一句话 

“谢谢大家”。

据该面簿专页，茜蒂哈丝玛在马哈 

迪结束记者会后，就向马哈迪送上拥 

抱，这举动也让马哈迪一度尴尬和害 

羞。

茜蒂哈丝玛继续紧紧拥抱他，还边 

说“别害羞’’引起在场者哄堂。

马哈迪随后也轻拍妻子的背部，看 

似反而要安慰茜蒂哈丝玛。两人拥抱的 

画面，比人为之动容，再次证明了乱局 

当前，家人的支持是前进的动力。

一些前副部长如张念群、杨巧双等

也纷纷与茜蒂哈丝玛拥抱，互相勉励， 

场面气氛沉重。

马哈迪女儿拿汀巴杜卡玛丽娜也在 

场拍摄父母俩有趣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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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华支持者攻击蔡添强
(吉隆坡1日讯）人民公正党今天下午在党部召开紧 

急会议商讨最新政局走势，场外却发生骚乱，被视为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派系的公正党副主席蔡添强等 

人，遭遇一群不满的党支持者辱骂和攻击，现场极为

混乱

大批在场人士大骂“敏派”人士，包括蔡添强、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和诗布朗再也州议员阿菲 

夫，有者用语粗俗，甚至比粗口，场面非常火爆。

敏派出席会议遭辱骂

蔡
添强在会议结束准备 

要乘车离开之际，受

到聚集在党部外的一批支持者 

辱骂“狗”、“叛徒”等，他 

突遭矿泉水瓶掷中头部，又遭 

一名身穿公正党服、身形魁梧 

的男子推头部。

蔡添强在身旁人士帮忙阻 

挡下避开袭击，仍躲不过其他 

党员的辱骂现场的公正党支 

持者超过100人。

人民公正党通讯主任法米 

事后在推特发文谴责这起暴力 

事件。

“我要求公正党纪律局立即 

展开调查。若证实他们是党 

员，务必采取行动对付。”

公正党前署理主席阿兹敏 

退党转投土著W结党，使得选 

择留在党内的蔡添强和阿菲夫 

等原“敏派”领袖成为众矢之 

的。

“他们也被蒙在鼓里”

安华不对付“叛徒”支持者
人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 

华说，他不会对支持“叛徒”的 

党员采取行动，因为他们也是被 

蒙在鼓里，有者也已表达受领袖 

欺骗。

“他们向我传达，不知道他 

们的领袖在做什么，（他们）只 

是支持领袖而已，不曾听说过联 

盟，与巫统和伊斯兰党的联 

盟。”

安华在公正党总部会见数名 

被指亲该党前署理主席拿督斯里 

阿兹敏的领袖后，向记者这么 

说。

安华说，这些人作出了解 

释，他们也没有退出公正党： 

“我还是接受他们，因为他们效 

忠党。我的工作是消弭基S党员 

的愤怒。

“刚才，有一些党员表达， 

他们受到领袖的政治游戏所欺 

骗，幸好现在公正党的领导层是 

完好的，国州议员还在一起，一 

些还表达了对后门（政府）操作 

和交易不知情。”

他强调，对于那些公然背叛 

公正党的领袖，他会毫不犹豫采 

取严厉行动，然而他们的跟随者 

也表达感觉遭背叛：“他们（追 

随者）是无辜的，他们不知道有 

阴谋要推翻政府，有后门的安 

排0

安华说，敌对阵营很早就接 

触和游说他了，但他仍坚守原 

则，捍卫多元种族政治而拒绝敌 

对阵营。

他认为，接下来需要密切关 

注的就是法庭程序。

Page 1 of 1

02 Mar 2020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al • Audience : 27,667 • Page: A7
Printed Size: 562.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7,069.18 • Item ID: MY0038889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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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m^

(吉隆坡1日讯）雪州行 

议员拿督邓章钦有意 

在雪州尝试推动新的殓 

葬方式，包括"花葬” 

概念，让葬地能够使用 

更久。

他指出，所谓“花葬”是 

把骨灰埋在地下，种上花木， 

若干年后，可再重复埋葬其他 

骨灰，如此只需要很小空间。

邓章钦：埋了骨灰种花木

推“花葬”省空间
翁清玉：争权政局影响经济

坟地可重复使用

他举例，一亩地有4万多 

方尺，而1方及地就可作为一 

个骨灰位，若墓地有4至5 

亩，在规划得当情况，可一直 

重复循环使用。

他昨晚出席吉隆坡广东义 

山新春团拜时坦言，这一切细 

节有待讨论，有兴趣者可与他 

联络，让殡葬行业更符合现代 

环保概念。

同时，他也吁请华人义山 

秉持过去200年来的办义山精 

神，在收费方面，顾及到社会 

人士能力，勿把义山私营化， 

对社会造成负担。

他说，社会需要私人墓

隆雪华堂会长拿督翁清 

玉担优，一个没有绝对议席 

的政权，会存有不稳定因素 

存在。若议员仍沉迷在争 

权，不务正业，恐怕我国经 

济会受影响。

“新冠肺炎造成我国经济 

萎靡，加上政治不稳定，即 

使推出振兴经济计划，局势 

还是让人担心。”

他呼吁领导人，以国家 

人民利益优先，走出内斗， 

带领人民走出困境。

他认为，义山不能过于 

商业化，一小块葬地卖数万 

令吉，对许多普罗大众而言 

是负担，并希望政府拨出更 

多土地作为义山，让各地中 

下阶级人民有足够葬地。

他说，广义每年把法会 

盈余捐出，每年拨出数十万 

令吉协助社会贫苦大众。若 

各地义山能向广义学习，对 

社会贡献，对贫苦大众有贡 

献，如此社会将处处有温 

情。

李振光（左七）与广义理事向来宾敬酒，左起李新才、杨博耀、陈湘发、林家光、郑金德、林书 

德、杜汉光、彭恙峰、林亚平、梁国财、罗添财、饶安昌、黎志平、李荣强、陈富辖及锺华烈。

李振光：编写守则记载文化

各义山相互借鉴推动发展
园，但义山，必须保持义山形 

式，若动辄得花大笔钱殓葬， 

不是我们要的文化。

“因职务关系，我与吉隆 

坡广东义山接触增多，观察到 

后者一直秉持义山精神，在现 

代化方面也做得成功。.

他说，站在华社利益立场 

来说 '，一定要保留义山精神， 

形式可以现代化，但不能以盈 

利为主。

邓章钦吁朝野

以大部分人民利益为重
邓章钦说，无论在朝或在 

野的从政者，_应以大部分人民 

利益出发，只要对大部分人民 

是好的事情，不要因怕得罪少 

部分人而不做。

他指出，在执政时，就应

该敢于以人民利益去做对的 

事。

“做正确的事不要怕被 

骂，反正也不知道何时会下 

台，来不及做正确的事就下台 

才可惜！”

吉隆坡广东义山主席李 

振光希望在一周的政治闹剧 

尘埃落定后，新政府满足全 

马人民期望，打造一个以民 

为主的政府。

他说，广东义山近来如 

火如荼地编写殡葬相关守 

则，以文字记录我国华人义 

山及殡葬文化发展与未来规 

划，期望能将经验分享予各 

大义山，相互借鉴方式，推

动义山朝现代化发展。

他指出，邓章钦倡议引 

人更符合社会成本效益的新 

殡葬方式，与广义近年来® 

调人文关怀、追求环保的理 

-念相契合。

他说，若雪州政府能够 

带动华人义山进行殡葬仪式 

革新，包括拨地给各义山尝 

试，相信引人新殡葬方式将 

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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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市厅采i-SEKAT系统

发7.5万通知书追欠款
(莎阿南1日讯）莎阿南市政 

厅通过电子绑定（i-SEKAT) 

系统，将发出7万5000张法 

律通知信函予个人或公司，以 

追讨拖欠税务或罚单欠款！ 

市政厅文告指出，电子绑 

定系统是通过个人身分证号码 

及公司注册号码作为追溯依 

据，为此，任何个人或公司在 

申请经营执照或建设发展活动 

时，都必须事先还清拖欠市政 

厅的债务。

“倘若申请者拥有拖欠债 

务记录，其申请将在柜台交易 

或提交文件时遭到阻止。” 

文告说，电子绑定系统可

追索的债务包括市政厅的罚 

款、停车费罚单、门牌税、执 

照、租金、市政厅租借单位的 

电费及土地清理费用等。

凡拖欠上述税务或罚单 

者，将无法申请以下业务，包 

括更新商业或工业执照、准 

证、图测、租赁、预订、注册 

批发供应、参与竞标项召及赎 

回充公物品等。

文告指出，市政厅于今年 

度，将发出三次的法律通知信 

函，即2月、8月及11月，其 

中，首度发出的通知信函，所 

拖欠债务为600令吉以上，为 

此，接获信函的拖欠者，受促

按规定期限或于3月31日前 

还清债务。

“根据统计，上述7万 

5000张法律通知信函，所拖欠 

税务或罚款高达1亿7200万 

令吉0 ”

凡接到法律通知信函者， 

受促下载SnapNPay子机应用程 

式，以便通过扫描信函上的二 

维码，进行检查和线上缴付罚 

款d

.市政厅促请个人或企业若 

涉及拖欠税务或罚款等，请于 

3月31日前缴清，从而避免向 

市政厅申请任何业务发展时受 

到阻碍。

欲知详情，可联络市政厅 

财务局税收管理部门，联系号 

码：03 -5510 5133，分线 

1203 、 1295 、 1522 、 153卜 

1656、1657 和 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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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打白沙罗 不满保留地改用途

逾200居民抗议建公寓
(八打灵再也1日讯）逾 

200位来自哥打白沙罗 

的居民，不满体育馆保 

留地，被改为综合性屋 

业发展计划，今日群起 

和平请愿，要求雪州苏 

丹、州政府及八打灵再 

市政厅关注，取消计 

划！

居民纷纷高举大字报，在 

马和加尼大路和莫巴大路交接 

处展开和平请愿，.许多轿车经 

过时都纷纷鸣笛支持。

据了解，该地段位于哥打 

白沙罗第10区，原为体育馆

保留地，后被锌板围起来，建 

议兴建2栋47层楼高的服务 

式公寓单位等。

加剧交通问题

马和加尼大路转人尽头为 

哥打白沙罗社区森林保留地,， 

每逢周末吸引许多爬山者到来 

山，因此莫巴大路两旁都会泊 

.满车，严重阻塞，车龙可长达 

500公尺至1公里。

莫巴大路也是De Rozelle 

公寓、哥打白沙罗镇第10区 

国中和哥打白沙罗社区森林的 

唯一路口，一旦岫邻高密度发 

展工程完工，所有人都会集中 

使用莫巴大路，加剧当地交通 

问题。

莫巴大路两旁都泊满车，大部分都是前往森林保底地爬山和运 

动的居民。

目前 De Rozelle 和 

Selangor Polo Residency 分别约 

有400和100个单位。

居民曾在去年12月17日

与八打灵再也市政厅苕开会 

议，也反映空地已围起，而来 

临的会议将在3月6日展开。

• Selangor Polo Residency居民协会财政林柏宏

盼雪苏丹政府介入
地方政府在未获得周遭居民同意 

下，批准兴建47层楼工程，希望雪州 

苏丹殿下和雪州政府介人，了解居民 

问题。

雪州政府鼓励我们多运动，另边 

厢却有高密度工程会兴建，变相带来 

污染，打桩更会影响毗邻的住宅区结 

构。

空地围起开始宣传屋业，让我们 

非常惊讶。

參De Rozelle公寓居民协会主席 

莫哈末阿兹哈里

应建体育馆泊车场
当初购买公寓时，获知空地将兴 

建为体育馆。

居民立场是希望争取建体育馆， 

或泊车场，甚至两者兼施都可。

邓惠国：本月幵会

发展计划未拍案

逾200名居民举行和平请愿，强烈反对空地进行综合性发展计划

八打灵再也市议员邓 

惠国接受电访时指出，'灵 

市政厅还未批准有关综合 

性发展计划，将在本月召 

开会议收集意见。

他指出，发展商是在 

约2个月前提呈申请发 

展，当局目前在收集各界 

意见和讨论阶段，一切未 

拍案，同时会听取当地居 

民心声。

邀居民出席听证会

“我们都有邀请居民出 

席听证会，一直都有和他 

们接洽，同时要求发展商 

提供更多的发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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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市政厅竖立发展建 

议的通知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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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日讯吉隆坡广东义山近年来致力于 

改革求变，并己成立特别小组，打造《华人义山管 

理手册》，未来将推广到所有义山管理单位。

吉隆坡广东义山主席李振光 

表示，广东义山面对诸多改变， 

而相关的改变是紧跟著大环境改 

变著，而上述手册，即是把该义 

山百多年来的经营理念，及百年 

古坟蜕变成如今的古迹公园、旅 

游景点之一的点滴，载入其中。

「为此，我们已经成立了一 

个小组，去推动这本手册，冀望 

所有的华人义山（管理者），往 

后能根据该手册作为参考。j 

李振光亦是隆雪华人义山联 

合总会主席，他于昨晚出席「吉 

隆坡广东义山新年团拜」晚宴致 

词时，如是表示。

此外，受邀赴宴的隆雪华堂 

会长拿督翁清玉，则大力赞扬吉 

隆坡广东义山贡献良多。

他认为广东义山每次法会 

举办后，都会拨出其中的数十万 

令吉资金回馈社会，帮助有需要 

的人民和单位，此举更是可圈可 

点，各地义山也应多多效仿。

不能以营利为挂帅

此外，掌管投资、工商业、 

中小企业事务的雪州行政议员拿 

督邓章钦则表示，广东义山是华 

社熟悉的团体，他认可其回馈社 

会的善举，及其一路以来坚持办 

华人义山的信念。

「反观有些义山管理者，却 

逐步把部分义山私营化，私人墓 

园虽有存在必要M旦不应造成社

李振光（左6)带领一众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成员，在团拜晚宴上敬酒，冀望大马无论健康、 

政治或运气皆顺顺利利样样有，左起为杨博耀、陈湘发、林家光、郑金德和林书德；右起则为 

罗添财、梁国财、林亚平、彭蒸峰和林汉光。 -甘月{山-

会的负担，冀其他义山组织，别 

乖离了华人义山近两百年来的历 

史和宗旨。」

同时，他表示，华人义山 

就要保留原状，可以改变经营形 

式，可以现代化，但不能以营利 

为挂帅，若一场丧礼到下葬，需 

耗资数万令吉方能完成，那已偏 

离文化。

配合雪州政府2008年落实的 

政策，即发展项目面积超过特定 

范围的话，就需规划出相应的土 

地作为公共墓园，他也重提骨灰 

「花葬」一事，冀望以3年为限， 

争取州政府拨出5至10亩地做实 

验，并找出方案。

「花葬即将骨灰倒进花坛下 

方地窖，让其自然溶解；让极小

面积的墓地，可以不断的循环再 

使用，若其奏效就有望，未来无 

须再设法增加墓园面积。』

其他出席者包括，广东义山 

名誉主席林家光、林亚平、名誉 

顾问杨博耀、副主席郑金德、财 

政彭恙峰、副财政罗添财、总务 

林书德、董事拿督斯里陈湘发、 

林汉光，和梁国财等人。

邓章钦感叹，政府是随时都 

有可能「下台」的，所以在 

位时，不管是哪方阵营的政 

治人物，都要敢敢讲，要以 

大部分人民利益出发，且做 

对的事，就不怕被人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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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周刊），以「低美感社 

会」为题谈这个时代的审美匮乏，中国 

艺术教育家吴冠中直言现时的中国文盲 

不多了，但美盲很多，识字的非文盲中 

往往有不少不分美丑的美盲。而当代画 

家兼作家木心则这么说：「没有审美力 

是绝症，知识也救不了。」

相关报导列出了审美匮乏症的10 

大病症表现：丑形象、土味家居、奇葩 

建筑、非人街道、塑料设计、网红脸、 

伪古风、广告有毒（简单、重复、大量

m
■：：：.

曝光）、抖式快感（为了博取眼球，什 

么丑事怪事低俗事都做得出来）和文化 

雾霾。

说到底，丑角之所以可以一跃而 

上成为主角，除了主流传播媒介的有 

意吹捧，更关键的原因或许是一一没有 

任何组织、机构或单位必须为社会的低 

美感负起责任。回看我们生活的这片土 

地，不分场合的拖鞋短裤、千篇一律的 

贺岁喜剧、被狠批的旅游年标志，马来 

西亚可曾重视美感教育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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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导

刘思敏

虽说Main Creative Hub的其中一个空间摆卖了许多手作 

创业者的作品，但陆智昭不怕直言：

「手作人有个迷思，会觉得手作就是比量产来得有价 

值，但『手作』充其量只是生产过程的一部分，消费者 
买的是成品，不是r手作』这件事。而且比起量产的无 

瑕疵，手作的稍有不完美之处，消费者还真买不下去。 

所以，价格从来都不是问题，是产品有没有价值的问 

题。如果你的明信片要卖10令吉，那使用的纸张品质就 

要上乘，印刷方式要有质感，基本设计也要好，如此一 

来，价值就产生了。」

Hi®

腰风主流，a有h的美
当我们抨击一个社会美丑不分时，或许应该先讨论这一点：「美不美，重要吗？」 

陆智昭和罗文富是文创设计空间Main Creative Hub的创办人，

同时也是创意、美学及教育设计资源共享平台Main-Main的发起人。

两人皆拥有10余年的教学经验，曾在各大院校担任客座讲师，

关于美感教育，自有一套看法。

罗文富-(左j和陆智昭创办Main 
Main平台，是f著用设计养活^

门爾她All人的理念。他们认为，创意人走在 

社会前沿^是丨前瞻性思维+0$ 

群，唯有他们获彳f支 才能为社

会创造更多改变。

$智昭一针见血地点出：「美或 

不美，是一个人数游戏。做设 

计fe创意’客户、/主重的是效应’看有没 

有人追随。举个例子，有个安娣包伙食， 

照片拍得很好看很有意境，但没人敢订； 

随便摆一摆拍一拍，订单就来了。」他接 

著说：「曾有媒体问我：1粗口应该存在 

吗？ J■我觉得，粗口是文化的一部分，它 

低俗，但也有另一种美。东西有主流，就 

会有非主流，换言之，比较多人站边的就 

是主流’大部人觉得美的就是美。」

虽说美丑本是一件主观的事，但会不 

会也有一定的规范和标准？陆智昭和罗文 

富虽有设计和美术背景，但明显不欲被学 

术界的理论给捆绑，对罗文富而言，每样 

东西都有它的市场，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陆智昭则说：「对我来说，只要很多人在 

看，不美的都变成美的。一种打扮风格， 

有人起了头，借由媒体和社交平台推送， 

慢慢地有人跟随，就会形成标准，形成一 

个小标杆。」再说，每个年代的审美标准 

都不太一样，「像杨贵妃刚好就生在以胖 

为美的唐朝。」

国人不求唯美精致 

生活环境成关键
先从皮相说起，大马人是否特别不在意穿著打 

扮，罗文富认为，无论是外形上或是生活中，人们都 

太容易被大环境影响，「大家觉得不重要，于是就不 

那么重要了，但是本地人还是受场合规范，我们去夜 

市穿短裤拖鞋，但去五星级酒店的高级餐厅就不会那 

么穿。」这时的陆智昭划开手机，展示之前在台湾拍 

到的「正妹」照片，笑说：「是不是很会穿，妆也化 

得很好？J，他接著展示另一批在本地拍摄的照片， 

「其实我们生活周边也有很多模特型的美女。要说为 

什么没有形成一种人人都很美的大环境，我觉得气候 

是一大问题，换季让人有仪式感，天气会影响人们对 

生活的要求。你试想，下午站在户外喝啤酒是多么爽 

的一件事，但是在马来西亚这么做，汗水会浸湿你的 

衣服，化得很精致的妆会即刻溶掉。更不用说开敞蓬 

车或是很有气质地野餐。」

话虽如此，大马也有自己的美，陆智昭认为，我 

们该做的是发现自己的美，而不是照搬别人的风格， 

「我们缺乏文化底蕴，别人看似简约的风格里隐藏著 

的文化气息我们没有，人家怎么穿我们就怎么穿」， 

他直言：「受资讯发达的影响，年轻一代尤其这样。 

他们讲求个性，但个性是很脆弱的，都是表面上说说 

而已，想要有个性还得有强大的内心，大家都跟了， 

你敢不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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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与功能相辅相成
人的外在形象之后'我们讨论商品的外 

在，陆智昭指：「我们受的是视觉设计（Visual 

Design )的教育，所以很肤浅，美的外表才能 

吸引我们去注意。咖啡馆的食物美不美味不重 

要，先去打卡再说，但这家咖啡馆能不能生存 

终究还是取决于它的食物。」美吸引人去发掘 

功能，功能决定美的生存时限。

相比以往，现时有更多人强调「形式追随 

功能.j ( Form follows function )，认为设计的 

美感，来自纯粹的功能，转为重视设计方案和 

用户体验，但陆智昭补充：「很多人有一个误 

区，受到日本和风、北欧风格的影响，一股脑 

儿地相信简约就是美。但为什么宜家的商品都 

很扁平？是为了减低运输成本，也为了减少空 

间的使用，因为瑞典人大多住在公寓。我们嫌 

宜家的商品品质不好’但那是因为我们的生活 

习惯不一样，要求和用法也不一样。」

同样地，本地的多媒体、平面和广告设计 

领域，创作者认为的美不一定和适用及受欢迎 

划上等号，陆智昭笑称：「有的客户接受不到 

你认为的美和创意，以前我会骂他们，现在不 

会了，因为了解到他们长大的环境，被灌输的 

所谓美就是特定模样的美，有一种规范，大家 

也都习惯了。也因为这样，通常拿奖的作品都 

属于小众，叫好不叫座的那种。J

第九届北京围麻电彩节

4J：( 4.JI)

中国式审美
2019年，第九届北京画际电影节的海报被网友戏称为「西兰花海 

报」，有趣的是，主办方还特别为这款海报出了一份海报说明，而且就 

连这份说明都同样欠缺美感。中国式审美一直受到各种嘲弄和枇判，其 

中奇葩建筑可说是中外有名，位于河北的天子大酒店以传统「福禄寿」 

为外观造型，就曾登上各大丑建筑的排行榜。另外，将各种颜色和风格 

的家具齐集在一个空间的家居设计也经常被吐槽。

所谓大马特色 

依然滞留在旧时代
说到底，生活里的美不是必须，那似乎也无需 

在意美感教育的必要性，陆智昭这么认为，「其实 

我们具备基本的条件，离『美^并没有太远。中国 

现在兴起，国潮消费』（编按：国潮指的是国风+潮 

流，具有独特识别性并受民众认可的潮流风尚）， 

本地也开始有这样的风潮，有所谓的『Malaysian 

Fus1〇n^| (融合马来西亚），连鸡尾酒都有炸香蕉 

和肉骨茶口味。重点是，并不需要刻意去标榜这是 

大马特色，就像曰本也没有标榜简约。」

陆智昭坦言，自己在大学院校里主要教授大 

马识别设计（Malaysian Identity Design )，匪夷 

所思的一点是，仍有人认为中央艺术坊（Central 

Market)所展现的就是大马特色，「说到代表大马 

的设计，还是有人会提到新月风筝，但我们现在不 

是身处在甘榜，新月风筝也无法代表我们此时的生 

活状态。I他续道：「所谓的大马识别象征并不是 

传统文化的植入，那已经是旧时代的产物，我们一 

直重复用1970、1980年代的元素，但1000年过去以 

后，什么是能代表2000年代的东西？我们没有去找 

出来。二，

O大马人为什么美不起来?

答：因为消费能力跟不上。

文化底蕴的欠缺固然是我们美不起来的原 

因，但现实层面的问题亦不可忽视，罗文富认 

为：「懂不懂得审美，能不能让自己美起来，和 

教育程度没有直接关系，反之和经济能力有直接 

的关联。比方说，一对漂亮的耳环80令吉，对你 

来说太贵了，但对于把这个价格看作只是8令吉 

的人而言，她就消费得起这样的美。」不过，他 

也不忘强调：「回到f美不美，重要吗？』的讨 

论，如果那人觉得人生在世，能温饱就好，能偶 

尔去一趟旅行就好，那大可不必去管生活是否精 

致，身边是否充斥美。」

关于这一点，陆智昭表示：「每种潮流都有 

粉丝，而追求潮流的人也不会每样东西都沉迷， 

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他怎么能又追求车又 

为鞋子包包疯狂，还坚持家居的精致程度。总归 

而言，变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我们受到经济条件 

的限制、文化的约束和传统的枷锁。」对他俩而 

言，光从外在条件去评价一个人的审美能力，是 

略显粗暴的，「他们未必不懂得分辨美丑，只是 

必须屈服于现实压力。」

所以低美感社会，谁该负起责任，是谁一手 

造成？陆智昭说：「没有人的错，是社会的错。 

是社会进展必须经历的演变。先进国也有穷乡僻 

壤，美感欠缺的地区，美国以纽约为中心，中国 

也只有一线城市还不错。如果说我们离一个展现 

美和懂得审美的社会还有多远，我相信会一年比 

一年更接近，以前可能说还要多5年，现在或许2 

年就可以了。」

摄影/甘月仙编辑/吴慧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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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努力取得成功阿兹敏祝贺慕尤丁
吉隆坡1日讯I公正党前署

理主席兼鹅唛国会议员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祝贺丹斯里慕尤丁成 

为大马新任首相，并承诺将致力 

于成立一个以联邦宪法和国家原 

则为基础的国家。

阿兹敏今日发文告感谢上

苍，因为他们过去一周的努力取 

得成功，成立新的政府。「这场 

斗争历经艰辛，最终我们获得多 

数国会议员的支持，推举丹斯里

慕尤丁成大马第8任首相。」

他说，他们致力于成立一" 

以联邦宪法和国家原则为基础的 

国家。「我们承诺致力于推动经

济复苏、确保繁荣与共、维护国 

家安全与主权、加强人民团结和 

进行体制改革的国家议程。」

「我祝贺丹斯里慕尤丁获得

委托成为首相并组建一个新的政 

府。他是一名有威望、经验和诚 

偏的领袖。」

率领11名国会议员在上周一 

宣布退出公正党的阿兹敏，在本 

月28日已宣布包括他在内10名国 

会议员，加入土著团结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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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蓝眼支持者打蔡添强
y>A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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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新H
八打炅再也1日讯I多

名阿兹敏派系的公正党领 

袖今午在出席公正党会议 

后离开时，被公正党支持 

者辱骂，大骂叛徒，其中 

副主席蔡添强更与支持者 

发生肢体冲突，遭支持者

拉扯衣服、拋丢水瓶及挥 蔡添强（左）遭到一名公正党支持者（右）挥拳攻击，脸上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左）在公正党支持者谩骂声中

拳攻击。 露出痛楚，在旁者急忙护著蔡添强。 -陈启新- 离去。 -陈启新-

事发时，蔡添强在公正党会 

议结束后离开，当时围在党部外 

的支持者即大声叫骂，大骂蔡添 

强为叛徒。

在蔡添强从步出总部到取车 

离开的短短短离，不断有人拉扯 

蔡添强，也可以看到多个水瓶往 

蔡添强的脸上飞去，而有一些党 

员则一直护著蔡添强，以便让他 

可刹出重围登车离开。

2议员被骂叛徒

在混乱中，蔡添强被旁人 

护著准备登上车时，一名支持者 

非常激动，直接向蔡添强挥拳， 

导致其眼镜掉落，蔡添强也怒视 

对方欲理论，不过被旁人连忙推

进车里，以便让他离开混乱的现 

场0

蔡添强离开时十分狼狈，脸 

上和衣服都是水。

此外，也是阿兹敏派系的雪 

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和诗布 

朗再也区州议员阿菲夫在离开公 

正党总部时，也被现场支持者大 

骂叛徒！

公正党总部今天召开公正党 

最高理事会会议，约100名公正党 

支持者在党总部外围聚。

下午1时35分，当阿米鲁丁 

和阿菲夫步出总部时，支持者们 

难掩激动大骂两人。有的拍打两 

人的车子，有的大骂粗俗语言， 

有的比粗口，来表达对两人的愤 

怒。

间中也传出支持者要求两人 

辞职的呼喊声，甚至有大骂两人 

为马来民族的耻辱。

两人离开时表情肃穆不发 

-言，直到两人的车子离开总部 

后’支持者才稍微冷静。

此外，也是阿兹敏派系的公 

正党妇女组主席哈尼扎在离开时， 

同样面对来自公正党支持者的叫 

嚣0

身穿粉红马来套装的哈尼扎 

随后在两人的拥护下，小跑落荒 

而逃离现场。

上周一，阿兹敏与11名公 

正党国会议员周一宣布退出公正 

党；然而蔡添强、阿米鲁丁、阿 

菲夫及哈尼扎并没有跟随阿敏兹 

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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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盟输掉战役战争未宪

慕龙丁宣誓就任首相
丹斯里慕尤丁在国家元首苏 

丹阿都拉面前完成宣誓仪式后，

正式成为大马第8任首相。

与此同时，声称在国会拥有 

大多数席位的希望联盟，则呼盱 

国会下议院须依照原定计划，在 

下周（3月9日）如期复会，以确 

定支持首相的人数。

换言之，希盟在政变中虽然 

输掉这场战役，但整个战争还没 

完全结束。

图为慕尤丁（左）在囯家王 

宫，正式从囯家元首苏丹阿都拉 

(右）手中接过委任状，正式成 

为大马第8任首相。》报导A3-A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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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供党观礼慕尤丁宣曾任相
吉隆坡1曰讯I土著团结党主席丹斯里慕 

尤丁周日早上10点30分，在国家王宫正式宣誓 

成为我国第8任首相，整个过程历时15分钟！

慕尤丁今早在国家王宫，在 

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面前， 

念出宣誓词，宣誓就任首相。

他在念完宣誓词后就签署委 

任状、保密宣誓文件后，并由联 

邦直辖区宗教司拿督斯里祖基菲 

里刷领大家念诵祈祷文，祈祷结 

束后，宣誓仪式也画下句点。

随著慕尤丁宣誓，过渡首相 

敦马哈迪的委任正式结束，希盟 

政府在执政21个月后也成历史。

身穿黑色马来装及宋谷的慕 

尤丁在住家进行祈祷后，与一身 

粉色马来服装的夫人潘斯里诺莱 

妮等人，于早上9点50分抵达国家 

王宫。其车队在经过王宫大门， 

慕尤丁也向媒体挥手示意。

》> 封面头条

大马細局

末法迪昨午发表文告宣布，国家 

元首苏丹阿都拉卸御准慕尤丁为 

我国第8任首相。

昨日文告指出，所有拥有国 

会议员的政党与独立人士向国家 

元首提呈首相人选名单，而国家 

元首苏丹阿都拉最后认为慕尤丁 

可能掌握多数人支持，因此宣布 

慕尤丁出任为大马第8任首相。

1981年7月16日2003年10月31日2009年4月3曰2018年5月10日 

至2003年 至2009年 至2018年 至2020年

10月30日 4月3日 5月9日 2月24日

1957年8月31日至 1970年9月22日至 1976年1月15曰至

1970年9月22日 1976年1月14日 1981年7月16曰

马来西亚历任首相

扎希哈迪出席

随同出席的人还包括巫统 

兼国阵主席拿督斯里阿末扎希、 

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家祥、伊 

斯兰党主席拿督斯里哈迪阿旺、 

国大党主席丹斯里威尼斯瓦兰、 

鹅唛国会议员拿督斯里阿兹敏阿 

里、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丹斯里 

东姑麦润、政府首席秘书拿督斯 

里莫哈末祖基等。

国家王宫王室事务协调官阿

我国政坛在今年初就流传希 

盟政府或将瓦解，马哈迪在2月 

21日周五主持希盟主席理事会会 

议后宣布，希盟决定首相交棒曰 

期由他来决定，希盟共识的首相 

接班人安华也表示会耐心等候。

可是却在2月23日当天，原 

为公正党署理主席的拿督斯里 

阿兹敏率团举办国会议员共识晚 

餐，紧接著我国政坛大震荡，马 

哈迪在2月24曰先后辞去首相及土 

团党会长的职位，使到国家元首

苏丹阿都拉介入调停。

同时，在这段期间，慕尤丁 

也宣布土团党退出希盟。

由于马哈迪及安华皆无法获 

得222名国会议员的简单多数票， 

我国政坛持续陷入动乱。之后土 

团党在2月28日开会转向支持慕尤 

丁，而慕尤丁也获得国阵及伊斯 

兰党等政党的国会议员支持。

双方在2月29日先后觐见国 

家元首后，在当天下午，王宫就 

宣布，由慕尤丁出任第8任首相。

慕尤丁（左4)宣誓就任我囯第8任首相后，与囯家元首苏丹阿都拉（中）和各政党领导人合 

影；左起为沙巴人民团结党代主席亚瑟古律、公正党前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伊斯兰 

党主席拿督斯里哈迪阿旺、巫统主席拿督斯里阿末扎希、沙立新党主席拿督杰菲里吉丁岸、马 

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家祥及囯大党主席丹斯里威纳斯瓦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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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日讯I人民公正党

前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严厉谴责公正党副主席蔡添强今 

曰在该党总部被袭击的事件，并 

揶揄这在在显示了公正党以和谐 

及为民服务的精神已被骑劫。

他今日发表文告力挺蔡添 

强，指蔡添强是一名受人尊敬的 

社运人士，以及对公正党自成立 

以来的斗争有贡献的创党者。

他直言，对于有不同意见的 

蔡添强的袭击，也显示党内已被 

流氓文化和暴力渗透。

「这样的局面，是证明党成 

立的目的已被戴上烈火莫熄假面 

具以及独裁者骑劫。」

阿兹敏批评，现在公正党的 

最高领导只顾流氓文化，远远抛 

弃烈火莫熄以照顾人民。

他认为，作为一"以公平和 

民主斗争为主的政党，应理性的 

通过论坛或辩论来还原事实。

他说，若领导任由流氓文化 

蔓延，这意味该党正迈向毁灭。

他呼吁应以和谐及协商的方 

式解决问题。

阿兹敏谴责滋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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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米促对付动粗者
吉隆坡1日讯I公正党通讯

主任法米谴责在公正党总部外， 

对公正党副主席蔡添强动粗的数 

名人士的行为。

他要求执法单位应对触犯法 

律的任何人事’迅速米取彳T动。 

此外，他也要求该党纪律委

员会迅速展开调查，如果发现他 

们是党员，就必须对他们采取严 

厉的行动。

今午，亲公正党前署理主 

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派系的蔡 

添强，今日下午步出公正党总部 

时，被公正党支持者辱骂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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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退党党员发言的沙鲁丁（左2)指周六晚有来自槟州公正 

党的3150名党员集体退党；左起胡德春及纳瓦林甘。

槟2区部否认有大批人退党
槟城1日讯I针对被指有大 

批党员退党，公正党荅央荅鲁区 

部和升旗山区部皆否认，更指会 

调查是否真有党员要退党，以及 

要作出指控的人撤回言论。

公正党日落洞区部主席沙鲁 

丁于周六晚宣布，有来自9个区部 

3150名属「阿兹敏阿里派」的槟 

州人民公正党要退党，并扬言槟 

州退党人数会达到1万人。

而这批退党党员，包括荅央 

荅鲁区部700人、升旗山区部300 

人、荅眼区部500人、日落洞区部 

300人、丹绒区部200人、浮罗山 

背区部150人、荅都加湾区部500 

人、武吉牛汝莪区部300人和打昔 

汝莪区部200人。

但公正党升旗山区部今日针 

对沙鲁丁的说法发文告，否认该 

区部有300人退党，并指那是不负 

责任及错误的g论’同时要求做

出指控的人撤回言论及道歉。

而公正党荅央荅鲁区部宣传 

主任祖法兹里指，目前秘书处尚 

未接获任何退党的申请，他们会 

调查是否有700名党员集体退党。

他今日发文告指出，这批宣 

布退党的人只是普通党员，经常 

对抗党的决定及党领袖。「一旦 

确认他们已宣布退党，可根据党 

章第9 ( a )党员本身的要求，以 

及（c )党员本身宣布退党，其党 

员资格将即刻被取消。」

他说，这一小批人是已被革 

除党籍的阿兹敏阿里（前署理主 

席）及祖莱达（前副主席）的忠 

实支持者，两人因纪律问题及背 

叛党导致希盟政府瓦解。

他表示，该党荅央荅鲁区 

部、妇女组及青年团，将在区部 

主席沈志勤的领导下，效忠于党 

及支持全国主席拿督斯里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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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大臣：大学栽培新技术领导人才
万宜1日讯I雪州大臣拿督 

斯里阿米鲁丁指出，雪州公共及 

私人大专学府是塑造新生代人力 

资源的重要资产，以为新技术领 

域提供对应的人才。

阿米鲁丁说，平均每一年 

有上千名毕业生，只是他们自大 

学深造以来并没提早进行就业规 

划’这也是过去20年以来存在的 

现象，以致大学生无法在相关的 

领域就业。「我们谈论如何让大 

学栽培的人才成为未来栋梁，我 

们希望大学培养的人才能够追上

时代需求。」

阿米鲁丁日前在国民大学 

(UKM )，主持雪州大臣亲民活动 

时这么说。

「....... 这让我想起在我就

读中学时期，敦马哈迪医生曾提 

起信息科技进展一日千里’如果 

我们没任何准备，包括多媒体走 

廊、赛城等等，也许今天的我们 

已远远落后，也不知道社交平台 

WhatsApp的使用，而依然使用最 

简陋的系统。』

他提到于2017年雪州不仅有

林国荣创意科技大学以及诺丁汉 

大学，也有1〇〇家的私人及公共高 

等学府（IPT )。

他说，如今的课本教材教 

学，已经无法确保毕业生，在就 

业市场能占一席之地。

阿米鲁丁说，以此发展现况 

来看，雪州政府在综合微型贷款 

计划已发出超过4亿8000万令吉给 

小商家，以及在雪州精明技能教 

育计划（IKTISASS )已发出超过 

5000万令吉，协助年轻一代就职 

寻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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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依霖续效忠公正党
怡保1日讯I希盟十八丁协 

调员蔡依霖强调，本身依然是忠 

贞的公正党党员，且会支持前首 

相敦马哈迪及希盟再战国会，绝 

不退党。

随著公正党前任署理主席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率10名国会议 

员出走后，霹雳州内的公正党目 

前也正酝酿著一股退党潮，惟向 

来被视为阿兹敏派系的蔡依霖今 

曰发文告强调，本身不会退党。

「我仍然是忠贞的公正党党 

员，武吉干当区部主席，及霹雳 

州公正党妇女组主席。」

蔡依霖也是祖莱达在担任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的特别事务 

官，她表示，本身在希盟政府下

蔡依霖®希盟十八丁协调员

台后，不再于中央政府任职，尽 

管中央政府已改朝换代，但会支 

持前首相敦马及希盟再战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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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迪扎希等祝贺慕尤丁

吉隆坡1日讯I 土团党主席

丹斯里慕尤丁今早在国阵成员 

党、伊斯兰党领袖陪同下，从 

武吉白沙罗住家出发前往国家王 

宫，宣誓就任我国第8任首相。

这包括巫统兼国阵主席拿督 

斯里阿末扎希、马华总会长拿督 

斯里魏家祥、伊斯兰党主席拿督 

斯里哈迪阿旺、巫统副主席拿督 

斯里依斯迈沙比里、伊党总秘书 

达基尤丁、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等人，在今早陆续抵达慕尤丁的

住家。

此外，慕尤丁在宣誓仪式返 

回位于武吉白沙罗的住家，以土 

团党最高理事拿督斯里礼端带领 

一众支持者在大门前等候著。

当慕尤丁抵达后，礼端更是 

上前给予拥抱，随后大家一起念 

经祈祷。

在下午，慕尤丁也接见不少 

访客，其中从东马到来的砂首长 

兼砂政治联盟主席拿督巴丁宜阿 

邦佐哈里于下午6时15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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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马指遭慕尤了背叛

吉隆坡1日讯I第7任首相敦 

马哈迪指出，土团党主席丹斯里 

慕尤丁背叛他。

询及会否对前公正党署理 

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感到失 

望，马哈迪表示，比起阿兹敏， 

他对慕尤丁更加失望。

他说，阿兹敏有自己的议 

程，结果选择与慕尤丁合作。

「反倒我觉得是慕尤丁背叛

了我，他暗地里做了很多事情， 

现在他成功了。」

他今日在阿尔布卡里基金 

会，召开记者会时，如是指出。

询及会否革除慕尤丁在土团 

党主席职，马哈迪坦言，他已不 

在位子上做这样的事。

他说，土团党目前在慕尤丁 

的掌控中，且自己宣布是土团党 

会长，但这已抵触土团党章程。

「不过这（抵触章程）对他 

(慕尤丁）已经不重要，他自我 

宣布是土团党的领导，但我还是 

土团党的会长。」

此外，他指出，尽管希盟提 

出掌握多数，但是慕尤丁仍然宣 

誓成为新一任首相，因此自己只 

能召开记者会向媒体解释现况。

「目肖|」的情况没有遵从法 

治，输家组成政府，赢家却丢失 

了组成政府的权利，这是一个很

奇怪的情况。」

询及是否后悔辞职，他指 

出，自己无从选择，所以辞职， 

因为自己无法接受土团党和巫统 

组成联盟。

「若土团党与巫统组联盟， 

代表我需要接受我之前对付的那 

些贪污的人，我还要与这些人合 

作，这都是我没有准备好的，但 

是慕尤丁准备好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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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变天1-----------
希盟倒台重大事件

1>2018年5月9日第14届选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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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首次实现政党轮替， 

敦马哈迪成为我国第7任首相。

1 >由于国家元首苏丹莫哈末五世的特赦， 

安华成功出狱，为了让安华重返国会来 

为担任第8任首相铺路，公正党波德申国 

会议员丹尼雅在2018年9月辞职，安华在 

同年10月13日的波德申补选胜出，而重 

返国会。

公正党2018年11月举行党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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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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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9年6月，社交媒体爆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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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风波让阿兹敏 

与安华决裂。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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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国阵重夺雪州士毛月 

州议席及柔佛丹绒比艾国席。

i銨巫统和伊党在2019年9月1 4日的穆斯 

林团结集会上正式结盟，签署全民共识 

宪章，正式结束两党长达42年的敌对状 

态0

i合在首相交棒日期未明朗化、公正党内斗 

等问题下，朝野马来政党大团结的传闻 

不断，，有意合作成立新的政治联盟一 

国民联盟，同时伊党准备在国会提出信 

任动议力挺马哈迪当首相至5年届满。

1.2020年2月21日，希盟主席理事会召开 

会议，四党没在这场会议决定首相马哈 

迪交棒的日期或细节，反之交由马哈迪 

在APEC峰会后再决定。

i‘希盟主席理事会会议后在2月23曰爆 

发了「喜来登行动」，盛传将会变天， 

当天土团党、巫统、公正党轮番召开会 

议，阿兹敏和副主席祖莱达特会见党领 

袖及支持者，最终东西马议员齐聚在喜 

来登酒店出席「国会议员共识晚宴」， 

一场推翻希盟政府的政变俨然成型。

[釤「喜来登行动」第二天，政坛大地震， 

敦马宣布辞去首相及土团党会长职，慕 

尤丁宣布土团党退出希盟，公正党幵除 

阿兹敏和祖莱达，敏派11名国会议员宣 

布退出公正党及希盟，希盟政府正式垮 
台。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接受首相敦马 

呈辞，但遴选他为过渡首相。

丨>2月29日，国家王宫宣布，慕尤丁得到 

多数国会议员支持，成为第8任首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毀同■:&作室规标至驻林:宏獨

公民力量稍显薄弱
之余，也应该思索人民可扮演的角色和力 
量〇

大同工作室执行主任林宏祥指出， 

在这场政变中，政治人物声音和喊话比较 

大，人民的声音反而稍显薄弱乏力。

「公民也许觉得力量单薄，对局势无 

可奈何，但不能当成一场戏来看，带著买 

爆米花当观众的心态，也应该思考我们现 

在能不能在权力斗争中，发挥公民力量， 

施压政治人物向我们负责。」

「人民应发出强烈讯号，即政治人物 

不管如何权利争斗，但至少应该要做到基 

本的向选民负责’这是公民社会和民间应 

该拉回来的。」

拉曼大学媒体系讲师刘惟诚表示，在 

民主转型的过程中，人民也要同时进步， 

除了要求政治人物的素质，人民也有自己 

的功课需要做。

他说，通过自我教育，加深对民主、 

宪法的了解，就会更清楚知道在政治动荡 

中，人民可扮演的角色，或可用什幺样的 

监督方式，来减少政客典当民主。

他称，成熟民主社会，需要有成熟的 

选民，而且人民也要适应走向民主会出现 

的嘈杂，民主就会出现各种声音，如果缺 

少了解，可能就会因情绪化，选出危害国 

家利益的领袖。

『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

要同时进步，除了要求政治人 

物的素质，人民也有自己的功 

课需要做。

安华于2月邰日（周二）率领希盟三党召开 

记者会证实，在周二邀请马哈迪出席希盟主 

席理事会议不果之后，希盟三党周三，推:举他

为首相人选，筹组< ''

广 ~

领袖需坚守原则政变非人民所愿

由:
丨2020年2月23日开始的这场509最 

l大政治动荡’非人民所愿’政治 

领袖需坚守原则和底线才可避免政局陷入动 

荡0
马来亚大学马来研究院副教授阿旺阿 

兹曼痛批，政治人物权斗导致民选政府垮 

台，政局陷入焦灼情况，不是人民的愿望。

他说，政治人物本身要具有一定的道 

德，政治议程绑架了急需关注的重大课题， 

他们本应该聚焦经济危机、推广国民团结的 

理念，提升人民福利，而不是浪费时间在追 

逐权力。

大同工作室执行主任林宏祥也认为， 

希盟本应该极力维持内部稳定，维持大马政 

局稳定，各个国会议员和政党还应该回到面 

对选民的冋题。

为了相位之争以及权利分配，土著团 

结党退出希盟，阿兹敏阿里率领10名国会议 

员离开，导致希盟分裂，不过公正党、行动 

党和诚信党尚团结一致，维持著希盟最初结

构。 _____

林宏祥称，当初民众在509选 

择了希盟，等于选择了希盟竞选宣 

言，虽然有些承诺无法履行和推迟

阿旺阿兹曼也表示，反对成立只有马 实行，但宣言所提出的精神应该要

来人的单一种族政府，自独立以来的精神就 遵守，包括拒绝种族政治，这已经

2018年5月马来西亚实现首次政党轮替，统治国 

家60年的国阵在第14届大选输掉政杈，希盟上台执 

政，民众翘首以盼的新马来西亚降临，然而在新旧交 

替的过程中，似乎难以避免从威杈政体转型至民主政 

体，容易出现政治动荡的情况。

马来西亚2月23日突发「政变」，喜来登行动_

夜之后，公正党阿兹敏等11人出走，土著团结党宣布 

退出希盟，敦马哈迪辞第7任首相和党职，巫统和伊 

党也伺机而动，局势每分钟都发生变化，政治杈斗和 

博弈连番上演，不管最终如何收场，这场政治动荡让 

执政20个月的希盟政府垮台已成为事实，国家再次经 

历了一场政治巨变。

是在政府中要有各个民族的政治力量，而且 

国家至今都是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这也为 

大马所坚守。

避免反反复复

政治分析员潘永强指出，政治转型需 

要高度智慧、政治操作能力，更需要坚持 

原则和立场的政治领袖，政局才不会反反覆 

覆0

他说，一旦政治领袖无法坚守原则， 

就会发生太多的不道德交易，也容易被收买 

而改变立场，民主政治就会非常脆弱。

是非常低的要求。

「结果突然间变成，一些原 

本属于希盟的议员要去与巫伊组成 

政府，这些人应该想想，当初人 

民选你执政并不是要让你和巫伊合 
作〇」

他指出，一个有操守、负责 

任、有伦理的政党和政治人物，需 

要对选民负责，选民可以理解一些 

承诺的事项在实际操作上有难度， 

但精神至少要坚守，这是基本要 

求，退出希盟寻求新政府的国会议 

员，犹如背叛选民。

政治分析员潘永强博士指出，大马出现这一轮 

政治混乱，属于政治转型期尚未完成时会遭遇到的问 

题，更换政府不代表翻开新篇章，转型是一个过程， 

可能需要5年甚至10年时间。

「在政治转型期间，经常会出现胜负双方的不 
断较量，输掉政权和利益的一方不服气，渴望保住自 

身利益；胜利一方所赢得的支持不够稳定或胜利阵营 

彼此间合作不顺利，因而产生复杂矛盾，大马就是面 

临这一状况才会出现所谓的政变。」

潘永强认为，大马除了不同力量在拉锯，不同 

人存在利益纠葛外，还有首相交棒问题，这一直是大 

马政治冲突的焦点。

「导致这轮政治动荡主要有两大原因，第一是 

有人不想安华出任首相，第二是有人不想行动党在 

政府内，这两大因素把要『造反』的人士联结在一 

起。」

分析指出，当从威权政体转型至民主政体，在 

这一段政治转型期间，很有可能会遇到政治动荡，曰 

本、台湾、印尼都经历过政治动荡才逐渐走向稳定。

潘永强说，在印尼、台湾民主化转型时，均经 

历过复杂的政治波动。1998年印尼总统苏哈多垮台之 

后也出现过政治混乱时期，更换好几个总统。

从1998年苏哈多下台后到2004年，短短6年间印 

尼有3位总统，分别为哈比比、瓦希德和梅加瓦蒂。

拉曼大学媒体系讲师刘惟诚也表示，政治不稳

定是民主转型的规律，日本从威权体制转去民主体制 

时，也经历了过渡时期。

曰本自民党曾连续单独执政长达38年之久，绝 

大部分时间控制著日本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多数席位， 

在1993年8月沦为在野党，在1994年参加三党联合政 

权，重返执政地位，从此接下来的时间自民党都需要

与其他政党组成联合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政府。

刘惟诚分析，

除了利益分配外，希 

盟政府无法获得最大 
族群马来人的绝对支 

持，政权相对脆弱，

普遍预测大马政局在 

变天后肯定不平静，

「政变」迟早会发 

生0

「一般认为在亚 

太经合组织峰会后，

马哈迪依然不要把相 

位交给安华，才有可 

能会发生，但没想到 

会如此快出现，也没 

想到政治权斗程度高 

到导致内阁停顿。」

反对成立只有马来人的单一 

种族政府，自独立以来的精 
神就是在政府中要有各个民 

族的政治力量，而且国家至 
今都是多元种族和多元文

这也为大马所 

坚守。

管政治动荡也许是 

政体转型的规律， 

但2月23日开始的短短几 

天「政治突变」，给大马 

带来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经济受冲击、形象受损 

害、政府运作受阻碍等。

在希盟政府倒台 

后，股市受到政局不稳定 

的冲击，股市跌破1500 

点，同时内阁瓦解，正副 

部长职位也被终止。
马来亚大学马来研 

究院副教授阿旺阿兹曼表示，大马发生政治动荡对 

经济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投资者会对进入大马市场 

持观望态度。

他说，投资者对大马的投资前景评估更为晋 

升，甚至觉得大马政局给人缺乏稳定，认为不适合 

投资。

「大马政局动荡导致商家失去投资信心， 

把目标转移至越南、印尼，或政治相对稳定的国 

家°」

他说，第二的负面影响在于公共行政事务的 

运作，虽然政府内部有秘书长来处理一半公务，但 

随著内阁瓦解，需要内阁做出决策的重大事项不可

避免地被耽搁，政府机构运作其实会放缓。

阿旺阿兹曼称，第三是在政治变化的过程中， 

各种消息满天飞，有的真实，有的虚假，有的半真 

半假，民众不懂真正发生什幺事情，网络上在探讨 

相关时，产生了种族主义言论，政治问题掺杂了种 

族问题只会更复杂及加深误解。

他称，这场政变有损大马形象，在第14届大选 

前，大马的国际形象因为一马公司事件一落千丈， 

希盟成功推翻国阵60年统治，彻查贪污案等，大马 

形象开始复原。

「好不容易恢复的形象却因这场政变受损，外 

界会认为大马政治人物都在争权夺利，质疑是否要 

倒退回去旧政权，是否真的要民主改革。」

政治评论员潘永强认为，这场政变肯定造成伤 

害，比如最直接的是股市下跌，民主信心受动摇， 

人民对政治人物失望等。

「若最终结局没有违背2018年大选结果，还是 

由立场温和的阵营执政，所造成伤害还能缓冲。」 

他说，民主国家都会存在政治斗争和博弈，大 

马的这场政变违反道德和民主精神，但基本遵循宪 

法规范，权力斗争还按照一定的游戏规则。

他表示，另外一点是，目前无明显迹象显示 

军队和警方介入，其他公共机构也没有滥用权力介 

入政治，属于政治人物博弈的局面，社会也保持稳 

定0

政治人物声音压倒

大;
.马进入政治风云变幻时期，政 

4 又更叠后各方势力不断角力争夺 

权位，选票的珍贵用意随时可能被典当， 

人民在政治动荡中抱著看好戏，一昧谩骂

马出现这一轮政治混乱，
于政治转型期尚未完成时会遭 

遇到的问题，更换政府不代 
表翻开新篇章，转型是一个过 
曰可能需要5年甚至10年时 

〇

民主改革蒙阴影政变多方负面影响 A 民应发出强烈讯号，即政 
治人物不管如何杈利争斗， 
但至少应该要做到基本的向 

选民负责，这是公民社会和 

民间应该拉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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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1日讯I雪

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 

丁表_旦中央政府 

组成后，雪州希盟政府 

将会重新审视与土团党 

在州政府的合作执政关 

系。

随著土著团结党主 

席丹斯里慕尤丁任相， 

希盟沦为反对党，雪州 

政权情况，备受关注； 

阿米鲁丁今日受询时表 

示，雪州依然是希盟政 

府执政。

他也说，一旦中央 

政府组成后，将会重新 

审视土团党在州政府的 

位置，毕竟在不同阵线 

之下，难以继续共同执 

政。「如果说，中央政 

府及州政府阵容分别由 

不同党派或联盟组成， 

这是不大可能；虽然也是可以， 

但还是会有所冲突。」

「我们会采取接下来行动， 

这当中也会涉及到很多事项。」

阿米鲁丁今日出席雪州2020 

年书展时，如此表示。出席者包 

括雪州公共图书馆主任玛斯杜拉 

及万津州议员刘永山等。

他会把重新审视土团党位置 

一事，带入雪州王宫，并且在成 

熟的时机，提呈合适的人选。

另外，针对外界一直视他为 

阿兹敏阿里派系人马一事，他指 

出，那时候对方是党署理主席， 

也是鹅唛区部主席，不可能有人 

说他不是阿兹敏派系。

「在现今的情况下，即使他 

退党了，我依然留在公正党，并 

且会确保希盟仍然在雪州履行责 

任。如果我按照个人心态行事， 

这将会对雪州造成破坏。』

他也说，站在政治角度上， 

必须履行该有的纪律和责任。

迈入第15届的雪州2020年书 

展从即日起至3月8日，在莎阿南 

会展中心展开。

畢
视
与
土
团
合
¥

执
政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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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反对党议员或增至双位数
巴生1日讯I联邦政治局势 

的变动，料使雪州政局也跟著 

「变化」；一旦雪州土著团结党 

受施压退出希盟执政政府，届时 

雪州的反对党议员人员就会增加 

至双位数！

随著希盟中央政府失去政 

权，雪州公正党基层对原属阿兹 

敏派系的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 

鲁丁的去留看法不一；然而，在 

雪州土团党是否退出雪州政权一 

事，公正党不同派系的双方则 

明确认为，土团党应体面退出

雪州现有的执政团队。雪州总 

计有56个州议席，分别是公正党 

占20席、行动党16席、诚信党8 

席、土团党5席+ 1席（阿兹敏阿 

里）、巫统5席及伊党1席。

据消息来源指出，如果土团 

党6席都退出希盟执政政府，不 

仅雪州反对党议员人数会增至13 

席，超越2013年大选的反对党议 

席数量外；雪州行政议员职现今

也有一席是由土团党出任，被替 

换可能性也很大。此数字还不包 

括敏派出走的公正党议员人数。

雪州国阵的反对党议员人 

数从之前的56席减至2008年的20 

席，到2013年大选锐减为12席， 

再到509大选仅剩5席。

根据亲安华派系的公正党基 

层指出，雪州大臣职或会出现重 

新分配，这包括公正党行政议员

的职务分配；不过，亲阿兹敏派 

系的基层则表示，阿米鲁丁在阿 

兹敏选择退党当天选择效忠公正 

党，目的是要维持雪州希盟政权 

的稳定，因此大臣职位暂时会是 

保持不变。

至于雪州土团党的去留问 

题，根据消息来源指出，雪州土 

团党最快会在下周作出宣布。

另一方面，雪州各地方市议 

员和村长的委任期限会在今年到 

期，因此，各党继续资源分配， 

必定会进行一轮大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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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打联合政府滅霣生主豳
亚罗士打1日讯I随著土团党主席丹斯里慕尤丁出 

任我国第8任首相后，原本己谈妥由前首相敦马哈迪之 

子慕克里玆为首，领导希盟与土团党组织的吉打州联 

合政府，或再生变！

有媒体报导，有数名来自希 

盟的吉打州议员，会在慕尤丁的 

宣誓就职礼后，与后者和公正党 

前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会面，而商谈的结果则会在下周 

公布。

倘若确实有州议员与慕尤丁 

和阿兹敏阿里会面并谈妥结盟， 

这意味著吉打州希盟和土团的联 

合政府被瓦解，而慕克里兹大臣 

职位也会不保。

目前，吉打州议席以伊党的 

15席占大多数，其次是公正党7 

席、土团党6席、诚信党4席、行 

动党2席及巫统2席。

而早前土团党宣布退出希盟 

后，原本握有19席的吉打州希盟 

只剩下13席，面临巫伊联盟夺权 

的危机。后来该州希盟与土团党 

达成共识，组织联合政府，继续 

支持慕克里兹担任大臣，以2席微 

差保住政权。

据悉，7名公正党州议员当

大马_局
r-

矗
中，有3人属于「敏派」，分别是 

西塘州议员林桂亿、居林州议员 

杨庆传及鲁乃州议员阿兹曼。

慕克里兹划清界限

自吉打州希盟及土团党组成 

联合政府后，林桂亿及杨庆传揭 

发曾接获巫伊州议员来电，邀约 

商讨州政权一事，但已被他们果 

断拒绝，并声称不会背叛选民的 

委托。

如今局势一再转变，两人的 

立场也不知会否再出现变数。

此外，随著近几日的大马政 

局变幻，不排除会有吉打州土团 

党议员的立场再次出现U转。加上 

公正党内的「阿兹敏阿里派」州 

议员，一旦跟随阿兹敏的步伐加

慕克里兹（左3)周日现身其父亲敦马哈迪在阿尔布卡里基金会 

召开的记者会，并透过其大臣新闻官否认辞去吉打大臣一事。

入土团党，或许就能掌握更多的 

州议席与巫伊组成新联合政府。

而慕克里兹早已宣告与慕尤 

丁「划清界限4：，他今日在其社 

交媒体Instagram发帖文抨击后者 

的野心战胜原则，并在文中标签 

「//notmypm」，意指慕尤丁不是 

他的首相，即他和慕尤丁已「分 

道扬镰」。

今曰社交媒体疯传慕克里兹 

辞去吉打州务大臣一职，但其新 

闻官恩雯针对此事发表声明，大

臣并没有辞职，他目前身在吉隆 

坡并与其父亲前首相敦马哈迪会 

面，至今仍没有任何官方宣布。

吉打州伊党主席阿末耶哈亚 

今曰也发文告，恭贺慕尤丁出任 

我国第8任首相，希望借此可以解 

决政治动荡，恢复和平。

吉打巫伊合作就和合共有17 

个席位，若再成功拉拢一二名来 

自希盟或土团党的州议员，慕克 

里兹和希盟就会失去吉打州的政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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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通不胜ASH 
届民拒高密度轚展

八打炅再也1日讯哥打白沙罗第10区一块空地拟展开47层楼发展计划， 

引起当地居民强烈反对，并担忧高密度的发展，恐带来交通和环境影响！

大约200名居民是于今早聚集 

在上述空地处，高举纸卡及横幅 

展开和平请愿，要求地方政府及 

雪州政府聆听民声，并将空地保 

留为建设体育馆和停车场用途。

Selangor Polo Residency居 

民协会财政林柏宏指出，当地 

路段（莫巴路）如今已经相当 

拥挤，一旦建设高楼，车流量暴 

增，恐加剧交通堵塞问题。

「而且莫巴路也是通往哥打 

白沙罗社区森林保留地的道路' 

向来都有不少登山客到来爬山， 

并将车辆停放在道路两旁，现 

今交通已相当拥挤，倘若再展开 

高密度发展，岂不是加剧堵塞问 

题？」

「另外，施工期间所可能构 

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活素质影响， 

也令我们感到担忧。」

De Rozelle公寓居民协会主 

席阿兹哈里也说，当初购屋时， 

明明被告知有关空地日后将建设 

体育馆，孰知如今却计划进行综 

合发展。

冀保留建停车场

「我们希望，政府当局将 

该空地保留为建设体育馆及停车 

场用途，以惠及周遭居民之余， 

也可予以登山客停放车辆的方 

便。j

居民代表是于今日召开记者

会时，如此表示。

居民也说，八打灵再也市 

政厅虽然曾于去年12月召集居 

民开会，但却似乎没有聆听居民 

的意见，如今空地周遭不仅筑起 

围栏，发展计划也开始打广告宣 

传。

无论如何，当局将于3月6日 

再与居民开会商讨，届时居民也 

将积极反映心声。

八打灵再也市议员邓惠国随 

后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该发展 

计划如今尚未获得批准，市政厅 

也正在征收民意进行商讨。

他也否认，当局未聆听民意 

的说法，并指一直都在聆听居民的 

意见，并且召集居民开会商讨。

Page 1 of 1

02 Mar 2020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85,616 • Page: A31
Printed Size: 579.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6,769.85 • Item ID: MY0038888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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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SIRIM认证可降解袋成本高
吉隆坡1日讯I雪隆咖啡茶餐 

商公会会长李昭汉指出，茶室业 

者向供应商了解到，具大马工业 

研究及规格有限公司（SIRIM )认 

证可生物降解的打包饮料袋成本 

非常高，必须一次预订上千份的 

大批米购量。

他说，打包饮料的需求向来 

不多，茶室业者根本没大量入货 

需求，打包饮料若不提供顾客塑 

料吸管，也会影响茶室日后的生 

意。

「虽然打包饮料的需求原本 

就不多，但是可生物降解材料， 

如果没有SIRIM认证，就不适合作

为打包用途，而执法官员也曾经 

向业者说明这点。」

「这好比消费者前来茶室要 

求打包冰茶饮料，茶饮料收费才 

50仙，提供纸吸管成本为5仙，商 

家赚幅变相减少，成本却又不能 

转嫁给消费者，这种情况也并未 

纳入提供SIRIM认证可生物降解袋 

的成本计算。」

李昭汉补充，其他辖区例 

如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早于去年已 

开始对商家执法，商家早已有预 

警，因此雪隆区茶室业者已逐渐 

减少主动提供任何的吸管给消费 

者，以让消费者自行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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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钦：从政者应凭良心做事

吉隆坡1日讯I雪州行政议

员拿督邓章钦呼吁，无论他日 

何方阵营在朝，或在野的所有政 

治人物，到要凭良心做事，做对 

的事不怕被骂，是时候就要放手 

做，别待一切来不及。

他表示，究竟谁会是朝野阵 

营，一时半会也说不明，反正做 

政府是随时都会「下台」的，因 

此他劝诚，只要在位就要敢作敢 

为，敢敢讲。

「民情做不对了就要敢敢

讲，不能为了选票，怕下次（大 

选）会输就不敢讲，要做对的事 

情；要讲对的事情，讲对做对就 

不要怕被骂。j

他是于昨晚出席吉隆坡广东 

义山举办的「新年团拜」晚宴致 

词时，如是表示，并赢得满堂掌 

声及喝彩。

他说，若来不及在对的时候 

做对的事，就被拉下台了，届时 

就会感到很冤枉。

除此，吉隆坡广东义山主席

李振光表示直言「成也敦马，败 

也敦马」，连续一周的政局动荡 

皆由他独自一手操作。

是枭雄还是英雄

他以三国时期的曹操，来 

对比现今的马哈迪，他说，曹操 

虽不如另一名历史人物，秦桧般 

被后人斥责，甚至以油炸桧（油 

条）来贬低、但曹操究竟是英 

雄，还是枭雄仍难以定义，而敦

马是枭雄还是英雄，交由历史来 

给他一"ti全释。

此外，隆雪华堂会长拿督翁 

清玉则表示，大马正式步入「慕 

尤丁时代」，然而他却为不稳 

定的政治感到担忧，因为现任首 

相并非取得绝大多数支持率的人 

选。

「这样组成的政权，我担心 

会依然不稳，有动乱，若政治人 

物各个仍专注于权斗，忽略照顾 

我国经济，定带来经济萎靡、汇 

率和股票大跌等F后遗症』，须 

知经济牵连甚广，尤其华裔大部 

分都是生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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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馬指遭慕尤丁背拜I
吉隆坡1曰讯I第7任首相敦马哈迪指出， 

土团党主席丹斯里慕尤丁背叛他。
询及会否对前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感到失望，马哈迪表示，比起阿兹 
敏，他对慕尤丁更加失望。

他说，阿兹敏有自己的议程，结果选择与 
慕尤丁合作。

「反倒我觉得是慕尤丁背叛了我，他暗地 
里做了很多事情，现在他成功了。」

他今日在阿尔布卡里基金会，召开记者会 

时，如是指出。
询及会否革除慕尤丁在土团党主席职，马 

哈迪坦言，他已不在位子上做这样的事。

他说，土团党目前在慕尤丁的掌控中，且 
自己宣布是土团党会长，但这已抵触土团党章 
程。

「不过这（抵触章程）对他（慕尤丁）已 

经不重要，他自我宣布是土团党的领导，但我 
还是土团党的会长。」

此外，他指出，尽管希盟提出掌握多数， 
但是慕尤丁仍然宣誓成为新一任首相，因此自 

己只能召开记者会向媒体解释现况。
「目前的情况没有遵从法治，输家组成政 

府，赢家却丢失了组成政府的权利，这是一个 
很奇怪的情况。」

询及是否后悔辞职，他指出，自己无从选 
择，所以辞职，因为自己无法接受土团党和巫 
铳相成联盟a

「若土团党与巫统组联盟，代表我需要接 

受我之前对付的那些贪污的人，我还要与这些 
人合作，这都是我没有准备好的，但是慕尤丁 
准备好这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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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n籠fii相

图为慕尤丁（左）在国家王宫，正式从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右）手中接过委任状，正式成为大马第8任首相。

大馬新局
(吉隆坡1日讯） 

土著团结党主席丹 

斯里慕尤了周曰早

上10点30分，在国家王宫正式宣誓成为我国第8任 

首相，整个过程历时15分钟！

慕尤丁今早在国家王宫， 

在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面 

前，念出宣誓词，宣誓就任首 

相。

他在念完宣誓词后就签署 

委任状、保密宣誓文件后，并 

由联邦直辖区宗教司拿督斯 

里祖基菲里刷领大家念诵祈祷

祈祷结束后，宣誓仪式也 

画下句点。

随著慕尤丁宣誓，过渡首 

相敦马哈迪的委任正式结束， 

希盟政府在执政21个月后也成 

历史。

身穿黑色马来装及宋谷的 

慕尤丁在住家进行祈祷后，与 

一身粉色马来服装的夫人潘斯 
里诺莱妮等人，于早上9点50分 

抵达国家王宫。其车队在经过 

王^大门，慕尤丁也向媒体拝 

手不息。

扎希哈迪出席

随同出席的人还包括巫统 

兼国阵主席拿督斯里阿末扎 

希、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家 

尤丁为我国第8任首相。

昨曰文告指出，所有拥有 

国会议员的政党与独立人士向 

国家元首提呈首相人选名单， 
而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最后认 

为慕尤丁可能掌握多数人支 

持，因此宣布慕尤丁出任为大 
马第8任首相。

我国政坛在今年初就流传 

希盟政府或将瓦解，马哈迪在2 

月21日周五主持希盟主席理事 

会会议后宣布，希盟决定首相 

交棒日期由他来决定，希盟共 

识的首相接班人安华也表示会 

耐心等候。
可是却在2月23日当天， 

原为公正党署理主席的拿督斯 
里阿兹敏率团举办国会议员共 

识晚餐，紧接著我国政坛大震 
荡，马哈迪在2月24日先后辞去 

首相及土团党会长的职位，使 

到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介入调 

停。

同时，在这段期间，慕尤 

丁也宣布土团党退出希盟。

由于马哈迪及安华皆无法 

祥、伊斯兰党主席拿督斯里哈 

迪阿旺、国大党主席丹斯里威 

尼斯瓦兰、鹅唛国会议员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联邦法院首 

席大法官丹斯里东姑麦润、政 

府首席秘书拿督斯里莫哈末祖 

基等。

国家王宫王室事务协调官 

阿末法迪昨午发表文告宣布， 

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卸御准慕

获得222名国会议员的简单多数 

票，我国政坛持续陷入动乱。 

之后土团党在2月28曰开会转向 

支持慕尤丁，而慕尤丁也获得 

国阵及伊斯兰党等政党的国会 

议员支持。
双方在2月29日先后觐见囯 

家元首后，在当天下午，王宫 
就宣布，由慕尤丁出任第8任首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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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馬指遭慕尤丁背拜I
吉隆坡1曰讯I第7任首相敦马哈迪指出， 

土团党主席丹斯里慕尤丁背叛他。
询及会否对前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感到失望，马哈迪表示，比起阿兹 
敏，他对慕尤丁更加失望。

他说，阿兹敏有自己的议程，结果选择与 
慕尤丁合作。

「反倒我觉得是慕尤丁背叛了我，他暗地 
里做了很多事情，现在他成功了。」

他今日在阿尔布卡里基金会，召开记者会 

时，如是指出。
询及会否革除慕尤丁在土团党主席职，马 

哈迪坦言，他已不在位子上做这样的事。

他说，土团党目前在慕尤丁的掌控中，且 
自己宣布是土团党会长，但这已抵触土团党章 
程。

「不过这（抵触章程）对他（慕尤丁）已 

经不重要，他自我宣布是土团党的领导，但我 
还是土团党的会长。」

此外，他指出，尽管希盟提出掌握多数， 
但是慕尤丁仍然宣誓成为新一任首相，因此自 

己只能召开记者会向媒体解释现况。
「目前的情况没有遵从法治，输家组成政 

府，赢家却丢失了组成政府的权利，这是一个 
很奇怪的情况。」

询及是否后悔辞职，他指出，自己无从选 
择，所以辞职，因为自己无法接受土团党和巫 
铳相成联盟a

「若土团党与巫统组联盟，代表我需要接 

受我之前对付的那些贪污的人，我还要与这些 
人合作，这都是我没有准备好的，但是慕尤丁 
准备好这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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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任首相llUB
吉隆坡i日讯i 土著团结党主席丹斯里慕尤丁 

周曰早上10时30分，在国家王宫正式宣誓成为我 
国第8任首相，整个过程历吋15分钟!

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将宣誓书移交予我国第8任首相丹斯里慕尤丁。

慕尤丁是于今早在闰家王宫，在国 

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面前，念出宣誓 
词，宣誓为我国第8任首相。

他在念完宣誓词后就签署委任状、 

保密宣誓文件后，并由联邦直辖区宗教 

司拿督斯里祖基菲里带领大家念诵祈祷 

文，祈祷结束后，宣誓仪式也划下句 
点，整个过程约15分钟。

希盟执政21个月

随着慕尤丁的宣誓，过渡首相敦马 

哈迪的委任也正式结束，希望联盟在执 
政21个月后也成历史。

身穿黑色马来装及宋谷的慕尤丁在 

住家进行祈祷后*与一身粉色马来服装 

的夫人潘斯里诺莱妮等人前往国家王 
宫，并于早上9时50分抵达国家王宫以 
作准备。其车队在经过王宫大门，慕尤 

丁也向驻守的媒体挥手示意。

王宫前日发文告宣布

随同出席的人还包括巫统兼国阵主席 

昨日文告指出，所有拥有国会议员 

的政党与独立人士向国家元首提呈首相 

人选名单，而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最后 

认为慕尤丁可能掌握多数人支持，因此 
宣布慕尤丁出任为大马第8任首相。

希盟曾让敦马自行决定交棒日期

我国政坛于今年初就流传希盟政府或 
将瓦解•马哈迪于2月21日周五晚主持希 

盟主席理事会会议后宣布，希盟一致决定 

首相交棒H期由他来决定，希盟共识的首 

相接班人安华也表示会耐心等候。
可是却于2月23日当天，原为公正 

党署理主席的拿督斯里阿兹敏率团举办 

国会议员共识晚餐，紧接着我国政坛大 
震荡，马哈迪2月24日先后辞去首相及 

土团党会长的职位，使到国家元首苏丹 

阿都拉介入调停。

土团退出希盟

同时，在这段期间，慕尤丁也宣布 

土团党退出希盟。由于马哈迪及安华 
皆无法获得222名国会议员的简单多数 拿督斯里阿末扎希、马华总会长拿督斯 

里魏家祥、伊斯兰党主席拿督斯里哈迪 

阿旺、国大党主席丹斯里威尼斯瓦兰、 

鹅唛国会议员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联 

邦法院首席大法官丹斯里东姑麦润、政 

府首席秘卞拿督斯里莫哈末祖基等。

国家王宫王室事务协调官阿末法迪 

昨午发表文告宣布，国家元首苏丹阿都 
拉御准慕尤丁为我国第8任首相！

皆无法获得222名国会议员的简单多数 

票，我国政坛持续陷人动乱。之后土团 
党在2月28日开会把支持对象转向慕尤 

丁，而慕尤丁也获得国阵及伊斯兰党等 

政党的国会议员支持，票数超过安华。
双方于2月29日先后第二次觐见国 

家元首之后，当天下午，王宫就宣布， 
由慕尤丁出任第8任首相，并于今早宣 

誓就职。 》另有新闻刊A2及西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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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馬指遭慕尤丁背獾
吉隆坡1曰讯|第7任首相敦马哈迪指出， 

土团党主席丹斯里慕尤丁背叛他。
询及会否对前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感到失望，马哈迪表示，比起阿兹 

敏，他对慕尤丁更加失望。
他说，阿兹敏有自己的议程，结果选择与 

慕尤丁合作。
「反倒我觉得是慕尤丁背叛了我，他暗地 

里做了很多事情，现在他成功了。」
他今日在阿尔布卡里基金会，召开记者会 

时，如是指出。
询及会否革除慕尤丁在土团党主席职，马 

哈迪坦言，他已不在位子上做这样的事。

他说，土团党目前在慕尤丁的掌控中，且 
自己宣布是土团党会长，但这已抵触土团党章
程。

「不过这（抵触章程）对他（慕尤丁）已 
经不重要，他自我宣布是土团党的领导，但我 
还是土团党的会长。」

此外，他指出，尽管希盟提出掌握多数， 
但是慕尤丁仍然宣誓成为新一任首相，因此自 
己只能召开记者会向媒体解释现况。

「目前的情况没有遵从法治，输家组成政 
府，臝家却丢失了组成政府的权利，这是一个 
很奇怪的情况。」

询及是否后悔辞职，他指出，自己无从选 
择，所以辞职，因为自己无法接受土团党和巫 
统组成联盟。

「若土团党与巫统组联盟，代表我需要接 

受我之前对付的那些贪污的人，我还要与这些 
人合作，这都是我没有准备好的，但是慕尤丁 
准备好这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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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

土著团结党

浮罗交怡国会议员敦马咍迪 
尤仑国会议员拿督斯里慕克里茲 
麻坡国会议员赛沙迪 
新邦令金国会议员马智礼 
瓜拉庇労国会议员依丁沙里 
古邦巴素国会议员拿督阿米鲁丁韩沙

沙团结党

114.哥打马鲁都国会议员芰西慕
⑩丨 沙立新党

115.根地晈国会议员拿督杰菲里吉丁岸

89.泗岩沫国会议员杨巧双 
卯.武吉免登国会议员方贵伦
91. 士布爹国会议员郭素沁
92. 蕉赖国会议员陈国伟
93. 芙蓉国会议员陆兆福
94. 亚沙国会议员谢琪清
95. 马六甲市国会议员邱培栋
96. 拉美士国会议员彭学良
97. 答吉里国会议员杨美盈
98. 居銮国会议员黄书琪
99. 依斯干达公主城 

国会议员林吉祥
100. 古来国会议员张念群
101. 亚庇国会议员陈泓缣
102. 丹南国会议员诺丽达苏亚
103. 山打根国会议员黄诗怡
104. 玛士加汀国会议员莫迪
105. 古晋国会议员俞利文
106. 实旦宾国会议员张健仁
107. 泗里街国会议员黄炅彪
108. 南兰国会议员刘强燕
109. 诗巫国会议员林财耀

©I 诚信党

47. 波各先那国会议员玛夫茲

48. 巴里文打国会议员慕扎希

49. 红土坎国会议员哈达兰利
50. 淡马鲁国会议员安努亚达希

51. 瓜拉雪兰莪国会议员祖基菲里

52. 乌鲁冷岳国会议员哈萨努丁

53. 莎阿南国会议员卡立沙末

54. 哥打拉惹国会议员莫哈末沙布

55. 雪邦国会议员哈尼巴迈丁

56. 淡边国会议员哈山荅隆

57. 埔莱国会议员沙拉胡丁阿肓

民兴党

58. 纳闽国会议员罗茲曼

59. 古打毛律国会议员慕丽娜

60. 实邦加国会议员阿玆加曼

61. 兵南邦国会议员达乐雷京

62. 吧巴国会议员阿末哈山

63. 三脚石国会议员刘伟强

64. 诗南国会议员莫哈末马汀可达比

65. 仙本那国会议员沙菲益阿达

66. 卡拉巴干国会议员马n苏拉曼

©I 沙民统党

67.斗亚兰国会议员威弗烈丹敖

独立人士

110. 实兰沟国会议员巴鲁比安
111. 武吉干当国会议员赛阿布胡星跗(否认签法定声明支持敦马）
112. 西连国会议员里察烈
113. 斯里阿曼国会议员玛瑟古占

人民公正党

民主行动党

希盟提供115名国会议员支持马哈迪任相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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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信任動議两決腰負
大马新局

宪法专家尼占说，法律并 
没有禁止对首相提出不信任投 
票，而且可以多种方法表达对不 
信任，如果参照英国国会制度， 

第一是明确对首相发起不信任 
动议，进行投票。第二是国家元 
首发表御词后，拒绝感谢国家元 
首御词的动议；第三让法案不通 

过；第四是让任何重要的立法或 
政策文件无法通过。

他说，如果第8任首相失去下 

议院国会议员的信任，他及其内 
阁就必须辞职。

大马律师公会人权委员会 

主任邱进福则认为，可以通过国 
会对首相发起不信任动议，来确 
认所获得支持，如果不信任动议 
通过，这名首相和内阁就必须辞 
职〇

麦嘉强律师称，若不信任 
动议通过，除了首相和内阁辞职 
外，国家元首也可以解散国会。

他说，国家元首宣布后慕尤 
丁就是第8任首相，尽管有批评声 

认为是后门政府，但依然是在宪 
法内行事。

对于是否可以通过延迟召开 
会议来避免不信任动议，尼占指 
出，任何推迟议会的行为都必须 
依法行使，目前有两种理由会导 
致推迟，第一是内阁尚未形成， 

第二是部长和部门交接工作尚未

吉隆坡1曰讯希望联盟声称获得112名国会议员的 

支持敦马哈迪任首相，要求国会下议院须依照原定计划 

在3月9曰如期复会，以确定支持首相的人数。

尼占④宪法专家

完成。

投票檢驗最透明

邱进福称，首相可以推迟议 

会，但必须考虑法案、法律需要 
通过，政策也需要通过，并认为 

只要他推迟，其政府就没有合法 
性。

°他说，由于双方都声称掌握 
足够支持，因此在国会接受不信 
任投票检验，是目前最透明的方 
式。

邱进福表示，议会召开是阿 
里夫仍然是下议院议长，虽然政 
府会发生变化，撤换议长，但不 
管是谁，根据惯例议长都会允许

EB进丰昌®大马律师公会人杈委 
员会主任

木待体妈西

B尼占$°，根据议会常规，议 
长无法阻止不信任动议提呈。

另外，杨锦城律师认为，在 
大马现今政局，希盟或可以寻求 
高庭下达禁令，阻止第8任首相 

履职，但这非常艰难，而且与宪 
法赋予的国家元首权力相违背。 
最好回归到国会来决定拥有多数 
支持，最理想是召开紧急国会会 

议，进行不信任投票。

他也表示，现在的争论是掌 
握多数支持问题，若国家元首在 
决定谁是首相的过程中，能采取 
更为透明的投票方式，结果将会 

令人更满意及减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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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對待沙砂國家和平穩定

傑菲里對新首相有信心 亚庇1日讯I沙巴立新党主席拿督杰菲里吉丁岸博士 

今日说，丹斯里慕尤丁今早宣誓为我国第8任首相，可以 

为国家带来稳定，且相信他会公平对待沙巴和砂拉越。

「我认为他（慕尤丁）可以为这个国家带来和平与政 

治稳定，这是目前所需要的。」

之前有报导指这名根地咬区国会议员，支持敦马哈迪 

医生任相。

「我的第一选择是在拿督斯里安华依布拉欣和马哈迪 

之间。」

「但是，在马哈迪转与拿督阿兹敏合作后……最好给 
予第三者，否则（政治动荡）将永无止境。」

当被问及慕尤丁是否会按照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将沙巴和砂拉越视为平等伙伴时，他说，他对慕尤丁充满 

信心。

「我相信……我将尽我所能，确保它会被落实，我私 

底下和他们进行了私人对话。」

拿督杰菲里吉丁岸博士今日头戴沙巴州嘉达山族传统 
帽子，在立新党秘书长关帝陪同下，到国家皇宫出席第8 

届首相宣誓就职典礼。
截至下午1时，即使慕尤丁在上午1◦时30分宣誓就任 

新首相后，沙巴行动党仍然坚决支持马哈迪。
沙巴行动党秘书陈泓缣在Whatsapp讯息中回复： 

「我们仍然力挺马哈迪。」

根地咬国会议员兼立新党主席拿督杰菲里吉丁岸 

与最高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合摄，旁为立新党秘 

书长关帝。

Page 1 of 1

02 Mar 2020
See Hua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West Sabah • Audience : 63,549 • Page: A3
Printed Size: 212.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376.97 • Item ID: MY0038890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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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迪扎希等祝賀慕尤丁
吉隆坡1日讯土团党主席丹 

斯里慕尤丁今早在国阵成员党、 

伊斯兰党领袖陪同下，从武吉白 

沙罗住家出发前往国家王宫，宣 
誓就任我国第8任首相。

这包括巫统兼国阵主席拿督 

斯里阿末扎希、马华总会长拿督 

斯里魏家祥、伊斯兰党主席拿督 

斯里哈迪阿旺、巫统副主席拿督 

斯里依斯迈沙比里、伊党总秘书

达基尤丁、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等人，在今早陆续抵达慕尤丁的 

住家。

此外，慕尤丁在宣誓仪式返 

回位于武吉白沙罗的住家，以土 

团党最高理事拿督斯里礼端带领 

一众支持者在大门前等候著。

当慕尤丁抵达后，礼端更是 

上前给予拥抱，随后大家一起念 

经祈祷。

在下午，慕尤丁也接见不少 
访客，其中从东马到来的砂首长 

兼砂政治联盟主席拿督巴丁宜阿 

邦佐哈里于下午6时15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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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努力取得成功阿兹敏祝賀慕尤丁
吉隆坡1曰讯I公正党前署

理主席兼鹅唛国会议员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祝贺丹斯里慕尤 

丁成为大马新任首相，并承诺 

将致力于成立一个以联邦宪法 

和国家原则为基础的国家。

阿兹敏今日发文告感谢 

上苍，因为他们过去一周的努 

力取得成功，成立新的政府。 

「这场斗争历经艰辛，最终我 

们获得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 
推举丹斯里慕尤丁成大马第8任 

首相。」

他说，他们致力于成立一 

个以联邦宪法和国家原则为基

础的国家。

「我们承诺致力于推动 

经济复苏、确保繁荣与共、维 

护国家安全与主权、加强人民 

团结和进行体制改革的国家议 

程。」

「我祝贺丹斯里慕尤丁获 

得委托成为首相并组建一个新 

的政府。他是一名有威望、经 

验和诚信的领袖。」

率领11名国会议员在上周 

一宣布退出公正党的阿兹敏， 
在本月28日已宣布包括他在内 

10名国会议员，加入土著团结 

党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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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左）在公正党支持者谩骂声中离 
去。

法米促對付動粗者
吉隆坡1日讯I公正党通

讯主任法米谴责在公正党总部 
外，对公正党副主席蔡添强动 
粗的数名人士的行为。

他要求执法单位应对触犯 
法律的任何人事，迅速采取行 
动。

此外，他也要求该党纪律

委员会迅速展开调查，如果发 
现他们是党员，就必须对他们 
采取严厉的行动。

今午，亲公正党前署理主 
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派系的 
蔡添强，今日下午步出公正党 
总部时，被公正党支持者辱骂 

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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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審視與土團合作執政關係
莎阿南1日讯I雪州大臣拿 

督斯里阿米鲁丁表示，一旦中央 

政府组成后，雪州希盟政府将会 
重新审视与土团党在州政府的合 
作执政关系。随著土著团结党主 
席丹斯里慕尤丁任相，希盟沦为 

反对党，雪州政权情况，备受关 
注；阿米鲁丁今日受询时表示， 
雪州依然是希盟政府执政。

他也说，一旦中央政府组 
成后，将会重新审视土团党在州 
政府的位置，毕竟在不同阵线之 
下，难以继续共同执政。「如果

说，中央政府及州政府阵容分别 

由不同党派或联盟组成，这是不 
大可能；虽然也是可以，但还是 
会有所冲突。」「我们会采取接 
下来行动，这当中也会涉及到很 
多事项。」阿米鲁丁今日出席雪 
州2020年书展时，如此表示。出 

席者包括雪州公共图书馆主任玛 
斯杜拉及万津州议员刘永山等。

他会把重新审视土团党位置 
一事，带入雪州王宫，并且在成

熟的时机，提呈合适的人选。

另外，针对外界一直视他为 
阿兹敏阿里派系人马一事，他指 

出，那时候对方是党署理主席， 
也是鹅唛区部主席，不可能有人 
说他不是阿兹敏派系。

「在现今的情况下，即使他 
退党了，我依然留在公正党，并 
且会确保希盟仍然在雪州履行责 
任。如果我按照个人心态行事， 

这将会对雪州造成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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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溪毛糯新村團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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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溪毛糯1日讯）掌 
管雪州环境绿色工艺、科学 

工艺、革新及消费人事务的 

行政议员许来贤指出，虽然 

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已宣布新任首相将 

会进行宣誓仪式，但希盟仍不言弃。

数州议员跳槽不影响雪政局

他促请民众无需担忧，或许有数名州 

议员会跳槽，但不影响雪州的政局，而希盟 

尚有机会成为中央政府，惟需给希盟一些时 

间。

“我向大家保证，雪州的政权稳如泰 

山，我们还是有三分之二州议员的支持，州 

务大臣的职位也稳坐，因此雪州不变天，依 

然由希望联盟组成和掌管。”
许来贤是在昨晚出席“2020双溪毛糯新 

村新年大团拜”活动上，如是指出。

西华拉沙（前排站者中）与 
好，还送上温馨的祝福，前排站:

10地方政府統一使用

精明泊車簡化方便
$是加影州议员的许来贤说，雪 
Hi州的目标是于2025年达致卓越 

精明州（Premier Smart State ),该州早前 

推出“精明雪兰莪泊车”（Smart Selangor 

Parking)的手机应用程式，让人民江缴付停 

车费时，简化又方便a
他表示，雪州有12彳、地方政府，目前已 

有10个地方政府统一使用电子钱包缴付停车 

费。他也说，日后也鼓励民众使用电子钱包 

缴付门牌税或土地税，让电子钱包的使用率 

更广泛及大众化，甚至无需携带现金外出。

他表示，雪州在去年的外来投资有所增 

加，从2019年1月至9月，共获得168亿令吉 

的外来投资，州政府也对今年的外来投资有 
信心，希望能达到170亿令吉的目标。

盼飞机零件制造商注资

他也希望今年能吸引更多飞机零件的国 

外制造商进人雪州投资与设立工厂，以带动 

该工业的兴起。

他补充，身为人民代议士，将会继续为 

人民服务，以及继续拨款给各新村作为发展 

用途。

嘉宾们在财神爷陪同下接过瑞狮移交的福品。左起为林 
咏强、许来贤、西华拉沙、蔡添强及何淑云D

西華拉沙社區活動促進團結
正党双溪毛糯国会 

A议员西华拉沙说， 

去年与双溪毛糯乡村管委会 

合作，共同联办多达20项的 

社区活动，也进一步促进当 

地居民的团结精神。

他表示，身为该区的国 

会议员，将会尽所能协助当 

地居民解决问题，包括为儿 

童及年长者谋取福利，以及 

桿卫大家的权益等：

该新春团拜是由双溪毛

糯新村管委会、双溪毛糯国 

会及沙亚南市政厅主办，当 
晚也邀请甲洞百美园（Taman 

Wangsa Permai )协德温馨之 

家的成员参与，共享其盛。

出席双溪毛糯新村新年 

团拜的嘉宾尚有公正党副主 
席蔡添强、双溪毛糯第24区 

会主席祖尼詹、双溪毛糯乡 

村管委会主席何淑云、宋溪 
毛糯华小董事长林咏强及校 

长刘兆娟等人。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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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鲁丁（前排中）说，雪州政府透过不同的计划鼓励民众多阅读。他也在现场 
与民众一起参与阅读10分钟活动。前排左二及右二分别为刘永山及马祖拉。

阿雪

f積

讓善

■郊
者 Im

岳閱 

S讀
逾風

氣

(沙亚南1日讯）雪州大臣拿 

督斯里阿米鲁丁表示，雪州政府重 

视推广阅读计划，透过不同方面的 

努力，改善郊区的阅读风气及推广 
有声书（audio book),让视障者 

也能从中得益。

他今日为雪州书展主持开幕典 

礼时表示，州政府近年来积极改革 

及提升雪州图书馆的设施及运作， 

并在提升图书馆外观的同时，也增 

加了很多创意及革新的元素，改变 

人们对图书馆是“书呆子的天堂” 

的刻板印象。

推广声书让雪继续迈进

“当图书馆不再是沉闷的阅读 

室，而是孩子们聚集玩乐及学习的 

天堂及成年人寻找新知识的场所。 

我们同时也备有人工智能及编码新 

语言的学习，让有兴趣及需求的人 

学习。”

他说，尽管如此，相较之下， 

郊区孩子比城市孩子更能接触有兴 

趣的书籍，雪州图书馆在这方面做 

出许多努力，拉近城乡两区的居民 

及孩子在接触资讯及知识的距离。

“此外，我们也推广有声书， 

让贵为先进州的雪州继续向前迈 

进，让阅读元素多元化，同时也让视障者能培养阅 

读的习惯c ”

他鼓励民众参与10分钟阅读活动，他也在活动 

现场参与该活动，与民众•起翻阅书本。

出席开幕仪式者包括行动党万津区州议员刘永 

山及雪州图书馆馆长马祖拉。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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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保持超過三分二優勢

雪希盟政權不變

莊舜婷

(八打灵再也1日讯）雪州政权不受 

联邦政权变动的影响，雪州希盟继续保 

持超过三分二的州议席执政，并且将与 

土团党主席敦马哈迪的派系合作a

雪州希盟首要关注的是雪州土团党 

的动向，随着国际山庄州议员拿督斯里 

阿兹敏退出公正党成为独立人士，如今 

又跳到土团党，该党在雪州的州议席从 

原本的5席增至6席。

大臣阿米鲁丁料与阿兹敏切割

阿兹敏派的州议员原有12人，其中 

包括“爱徒”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 

丁，惟-•旦阿米鲁丁跟随师父跳槽，掌 

握多数票的雪州希盟势必会更换大臣。

因此，为了保住大臣职，阿米鲁丁 

预料将与阿兹敏切割，不跟随跳往土团 

党，留在公正党组成“大臣派”；惟雪 

州公正党内部却强调，只有-个“公正

消息指出，如 

果阿米鲁丁跟随阿 

兹敏离开公正党， 
雪州将更换大臣。 圓
党派”，并没有分裂任何派系，因此该 

党似乎在进行大整合。

传敏派仅希尔曼将出走

根据本报得到的消息，只有-名 

阿兹敏派系的州议员将跟随他出走，就 

是其政治秘书兼鹅唛斯迪亚州议员希尔 

曼，其他则按兵不动或跟随阿米鲁丁。

目前雪州土团党有6个州议席（包括 

阿兹敏），传言其中有些州议员将“过 

档”希盟，以继续留在希盟内，其中轰 

埠州议员沙勒胡丁已公开表态支持希 

盟，并已辞去雪州土团党宣传主任职。

消息透露，如果现有的土团党州议 

员是敦马哈迪的支持者，同时又支持希 

盟政府，为何不能与他们合作？

阿都拉昔屬慕尤丁派系

雪行政議會或改組
►州土团党主席兼雪 

州行政议员拿督阿 

都知■昔的动向，令人关注。

据了解，他是首相丹斯 

里慕尤丁派系，若他选择跟 

随党中央，与雪州巫统及伊 

党结成国民联盟，则将保不 

住其州行政议员职。预料阿

米鲁丁也不会将他留在州行 

政团队，因此雪州行政议会 

很可能进行改组。
第14届第_ \季第一■次雪 

州议会将于3月16至28日如 

期举行，并由雪州苏丹沙拉 

弗丁殿下主持开幕仪式。

届时整个局势将明朗 

化，•旦土团党脱离雪州希 

盟，将与巫统及伊党一同成 

为雪州反对党，就必须更换 

州议员座位。

阿都拉昔的动向是关键，若他选择与巫统及伊党合 

作，预料将被革除州行政议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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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大臣：或難再同一陣線

“重審視與土團關係”
(沙亚南1日讯）雪州大臣拿督斯里 

阿米鲁丁表示，联邦政府组成后，雪州 

希盟政府将重新审视与土团党的合作执 

政关系。
他今日为2020年雪州书展主持开 

幕仪式时表示，雪州属于希盟领导的州 

属，依照H前政治局势，双方难以再同 

•阵线下执政。

“土团党在联邦政府及州政府与不 

同联盟合作，尽管这样的合作形式并非

不可能，但或会出现冲突现象，因此我 

们将作出检讨，并向雪州苏丹商讨，并 

在适当的时候宣布人选。”

他在回答媒体指他被归类为阿兹 

敏派系时表示，阿兹敏早前是公正党署 

理主席，同时也是公正党鹅麦区部主 

席，但阿兹敏早前已退党，他则留在党 

中。“我们仍能维持朋友的关系，但我 

在政治上仍有责任及纪律需要遵守及履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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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城、怡保1日综合讯）马国明没有放 

假，大家不要轻信网络谣言！

盛传配合第8任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宣誓就任，大 

马将在明日（2日）放假一天，首相署已经辟谣证实 

是恶作剧，政府没有因慕尤丁宣誓就任首相而将明 

天列为全国公共假期。

“这是•则假新闻，首相署要求公众立即停止 

散播这则假新闻:。”

社交媒体今日疯传一则视频截图，指大马将在2 

日放假•天。

这个视频截图中的画面显示，慕尤丁夫妇、伊 

斯兰党主席拿督斯里哈迪阿旺及前公正党署理主席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等人，今早在出发前往国家皇 

宫前，在慕尤丁私邸外祈祷，底下马来文字幕标题 
写著“星期一，2020年3月2日是假期”，在下方的简 

讯则写道“慕尤丁已呈交信函给国家首席秘书，证 

实星期•是假期” s

假的不了

首相署證實網絡惡作劇

今齡放價
—针对 

社媒疯传的 

“马国明天 

假期”视频 

截图，首相 
署郑重否认 
我国明天放 

假。

MUHVIDDIN TELAH HANTAR SURATKEPADA KSN BAGI MANGES AHKAU CUTI PAD A I^N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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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华表示，仍在党 
内的敏派领袖或国州议 

员对“后门政府”计划 
浑然不知，因此不会遭1 

党开除。

不知“後門政府”計劃J

國内I 09

公正黨沒分裂須向前邁進

安
华表示，公正党没有分 

裂，仍然完整，而公正党 

现在也必须走过这场政治风暴，向前 

迈进。

“我们也不该失去对推动制度 

改革的专注力，还有人民福祉的计 

划：”

他说，今日的公正党国州议员会 

议，几乎全员到齐，这也包括公正党

的领导层。

安华指出，这场会议是为了传达 

希盟的决定。

“我们将会站稳立场，继续我们 

的斗争，我相信我们可以带来改变， 

满足人民的诉求。”

“我们刚才也决定，这个党将会 

继续捍卫自由、公正、人民的目标， 

而不是为了 -时的权力成为叛徒a ”

指民生問題不在濫權者計劃内

安
华说，大马经济需要被提 

振，但他反问，国家能依 

靠这些滥权的人吗？

“更糟糕的是，民生、贫穷课 

题、不平等、制度改革并不在他们的 

计划里，因为他们只是要保住政权及 

那些贪污、国际知名滥权的人。

“农夫、渔民的生活都需要受到

保障，但这些人不会谈这个，而只是 

夺权来拯救他们自己免受法庭裁决 

“法庭的独立现在受到密切关

注。”

另外，他表示，虽然大马是个以 

马来人为主的国家，但我国是多元种 

族社会，他不会容忍任何种族主义议 

程。

(八打灵再也1日讯）公正党主 

席拿督斯里安华表示，仍在党内的敏 

派领袖或国州议员不会因为曾经支持 

“后门政府”计划幕后策划人——公 

正党前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而 

遭党开除。

相反的，安华表示，这批曾经支持阿兹 

敏的公正党领袖也是受害者，因为他们遭到 

阿兹敏的背叛，阿兹敏将他们蒙在鼓里，他 

们对“后门政府”计划浑然不知。

“阿兹敏当时是署理主席，他们支持他 

是没错的，如今他们依然忠诚于党，我对此 

表示欢迎，这些（阿兹敏）支持者也是受害 

者，他们都不知道要和巫统、伊党合作、夺 

权还有推翻政府的计划”

“我们不能将错误怪在这些支持者身

上。”

他在公正党总部会见公正党全国国州议 

员后受访时说，他已经在党内的会议训斥他 

们。

“他们自己也说，他们觉得自己在这场 

政治游戏中被欺骗。”

“他们已经表示忏悔，他们对党内•-些 

(前）领袖进行的后门政府交易并不知情， 

他们也觉得自己被背叛。”
安华表示，阿兹敏的追随者是无辜的， 

因为他们的确不知道阿兹敏要推翻希盟政府 

的阴谋。

他说，这显然是背叛行为，他也足够大 

方地接受与敦马哈迪达成协议，保住及拯救 

国家免于贪污及滥权的人。

左图：蔡添强 

(中）在离开公正党总 
部时，被大批党员围 

住，寸步难行。
中图：情绪激动的 

党员在蔡添强上车前拉 
扯他的头和衣服。

右图：护送蔡添 

强的党员护着蔡添强的 

头，避免遭其他党员抛 
掷的水瓶击中。

敏派陣營被轟“叛徒”

蔡添強遭黨員拳打
胃于敏派阵营的公 

正党副主席蔡添 

强遭公正党基层及支持者拳 

打！有支持者往蔡添强的 

眼睛揍了…拳，大批支持 

者也朝他大喊“叛徒”及 

“狗”。

甚至还有人朝蔡添强抛 

掷水瓶，还有向他泼水: 

不只是蔡添强，敏派阵 
营的领军人物，如雪州大臣 

拿督阿米鲁丁、公正党槟州 

行政议员阿菲夫及巴生港口 

州议员阿兹米占也在公正党 

总部会议结束，步出总部时

被公正党及安华支持者炮轰 

为“叛徒”。

许多支持者朝他们大 

喊，阿菲夫则若无其事的尽 

速离开。

不过，较迟步出公正党 

总部的蔡添强一步出总部便 

被追打，他随后在党员的保 

护下护送到车子，但他不忿 

遭到如此对待，责骂殴打他 

的人。

保护他的党员也一直要 

蔡添强上车离开，但蔡添强 

不愿上车，后来还有其他支 

持者从他背后打他的颈项。

后来，蔡添强在党员强 

力压着他的肩膀及头部下， 

终于上车。

法米：

警方党纪委会应采行动

较后，公正党通讯主任 

法米表示，他对蔡添强遭到 

粗暴对待感到遗憾，并对这 

些行为加以谴责。

他也呼吁警方采取行 

动，而党纪律委员会也应该 

展开调查:

“我希望执法单位能 

立即对任何违法的人采取行 

动，与此同时，我希望党纪 

律委员会能立即展开调查， 

如果他们是党员，必须对他 

们采取严厉行动。”
安华的支持者在公正党总部外朝槟州行政议员阿菲夫（右一） 

大喊。

伊黨促着重國家經濟復甦

“全力支持慕尤丁政府”
(吉隆坡1日讯）伊斯兰 

党主席拿督斯里哈迪阿旺表 

示，伊党希望新政府上任后将 

会着重于国家经济复苏、缩小 

赤贫差距、提升教育水平，确 

保西马与沙巴及砂拉越的平衡 

发展，并维护联邦原则:

他也呼吁大马人民维护社 

会和谐以及种族团结，并监督 

政府公平、不分种族、政治及 

宗教，照顾人民的福利

哈迪阿旺今日在伊党总部 

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表明，伊将 

全力支持丹斯里慕尤丁作为第 
8任首相领导的政府。

促勿再质疑新首相人选

针对希盟有意在重新召开 

的国会针对慕尤丁提呈不信任 

动议，以各种针对新政府的质

疑声音时，哈迪阿旺表示，国 

家元首已在此事上做了最正确 

的决定，因此不应再对新首相 

人选再有质疑。

“国家元首是在考虑所 

有国会议员和政党的意见后， 

做出这项决定；在民主的制度 

下，（反对声音）这是很正常 

的一件事，你不可能满意所有 

人，最重要的是，元首做出了 

-个对于人民最好的决定。”

他认为不必召开国会特别 

会议，以确定慕尤丁是否获得 

足够的支持任相。
这是伊党自1974年后，首 

次以执政党身分召开新闻发布 

会。

哈迪阿旺也表示，伊党尚 

未商讨人阁事项，但会在近期 

内做出讨论。

哈迪阿旺（前排左四）与伊斯兰党领袖召开新闻发布会，表明伊党将会全 

力支持慕尤丁领导的政府。前排左起为莫哈末阿玛、依德里斯及达基尤丁；右 

起为聂扎瓦威、阿末山苏里、阿末耶谷及端依布拉欣。

“最重要的是，先将国家从政治 

动荡中解救出来。”

此外，哈迪阿旺拒绝针对部分背 

负法庭案件的巫统领袖是否应该人阁 

-事作出正面回应，仅表示希盟一些 

领袖也同样有案件在身，甚至没有进 

行公平审讯后就已被释放。

询及II新政府出现与伊党不同 

理念的政策，伊党会否继续支持慕尤 

丁时，哈迪阿旺也以此事纯粹是揣测 

而拒绝回应。

哈迪阿旺赞扬，本次事件也显 

示伊党与巫统，以及其他政党不分理

念、种族和宗教共同展现出的成熟政 

治。

未接诚信党领袖欲回巢意愿

他也说，目前伊党尚未接获有诚 

信党领袖欲回巢的意愿。

出席的伊党领袖还包括伊党署 

理主席拿督端依布拉欣、副主席拿督 

莫哈末阿玛、依德里斯、总秘书拿督 

达基尤丁、登嘉楼州务大臣阿末山苏 

里、吉兰丹州务大臣拿督阿末耶谷及 

伊党长老协商理事会秘书聂扎瓦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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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表示，前往哥打 

白沙罗社区森林保护区的 

柏西兰毕达拉双向道路两 

旁都停满轿车，当地的交 

通已非常拥挤。

©©©©
a

哥打白沙羅社區 

森林保護區毗鄰

鄧惠國：處收集民意階段

(八打灵再也1 
日讯）哥打白沙罗社 

区森林保护区毗邻的 

综合运动场保留地于 

201 9年11月被计划 

改为兴建服务公寓， 

引起当地居民反弹， 

加上该地段外围近期 

贴满相关项目的广告 

贴纸，让居民如惊弓 
之鸟，约200人今早 

聚集表达不满，高举 

大字报反映坚决反对 

的立场。

当地第10区的居 

民申诉，位于柏西兰 

马和加尼（Persiaran 
Mahogani )与柏西 

兰毕达拉（Persiaran 
Bidara )交界处旁一 

块大约9.5英亩的空 

地属综合运动场保留 

地的地段，但201 9 

年约12月却突然接获 

该地段将改为兴建约 

1000个单位的公寓的 

消息，引起四周居民 

的密切关注。

不过，八打灵再 

也市议员邓惠国接受 

媒体电访时澄清，有 

关房屋项目未获得八 

打灵再也市政厅的批 

准，目前依然是处于 

收集民意的阶段。

“市政厅还没有 

批准这个项目，还在 

讨论和收集意见的阶
FA. ”
■FXo

-^=s: ■

ml：
L- i.

■TO

TRA=r(C

BI4NTAH
KONDOMIN1UM

TiNGJCAT DI 10
A,

Ktn-.PLE%

mm

CUT

SUKAlTi
Ci

mif
~jy.

I赚|
* 如NFU]

mm
一上1

I?-

•&U

KAMj fl - KDC
BA顧 fl

Rise ■

遍KJOC〇M[

\^PP〇备

21. MAJLIS BANDARAYAPETALINGJWA
哥打白沙罗第10区居民在星期曰（1曰 

鸣笛，表达反对立场。

)早上聚集在综合运动场保留地之外，分别高举大字报、

jir

rtt»*

200居民聚集舉大字報反對

居

邓惠国：公寓项 

目还没有取得八打灵 

再也市政厅的批准， 

目前依然是处于收集 

民意的阶段

民今早聚集在有关地段，分别高举大 

字报、不断鸣笛及吹哨子等，并“邀 

请”驾驶者和摩哆骑士加人其行动，以鸣笛的 

方式支持他们，表达反对心声B
居民促请政府继续将该地段保留为兴建综 

合运动场的用途。

据了解，有关项目尚未获得八打灵再也

市政厅的批准，但运动场保留地外围已筑起围 

栏，并贴上巨型广告贴纸。

根据外围设立的告示牌显示，市政厅接获 

该地段发展计划的申请，包括计划兴建两栋47层 

楼、共计978个单位的服务公寓，以及一所宗教 

学校。反对的民众必须从2019年11月25日至同年 

12月2日以书面方式提呈反对信函。

居民代表6日與市廳會面

L)1

lMAN#ARA

DeRozdle公寓居民协会主席阿兹哈 

里说，部分居民代表于去年12月 

17日曾与八打灵再也市政厅进行会议及表达 

反对意见，但时隔2个多月，有关地段的外围 

却贴上广告贴纸，让居民认为市政厅并没有 

听取民意。

他披露，居民代表下•次与市政厅会面 

是3月6日D

阿兹哈里促请市政厅解释，当地的塞车 

情况严重，在泊车位有限下，许多前往哥打 

白沙罗社区森林保护区的民众被迫违例把车 

停在路边，泊车车龙可达约1公里，为何当局 敲，

一名妇女拿不锈钢勺子和盘子不断互 

引起民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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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告示牌显示，有关地段计 

划兴建两栋共计978个单位的服务公 

寓及一所宗教学校n
还要批准让当地兴建高密度公寓？

林柏宏：建公寓恐加剧交通阻塞
Selangor Polo住宅区居民协会财政林柏 

宏指出，倘若综合运动场改为高密度公寓住 

宅，施工期间必会带来空气与噪音污染，严 

重影响邻近社区与居民的作息，而且加剧当 

地的交通阻塞问题。

“如果施工打粧，我们也担心会导致住 

家结构受影响。”

他重申，居民坚决反对综合运动场改为 

兴建公寓的用途，并希望政府听取民意。

阿兹哈里：部 

分居民于去年12月 
17曰曾向市政厅表 

达反对意见，但者 

关地段外围却贴上 

项目的广告贴纸.p

林柏宏：我 

们希望政府继续 

保留这个地段为 

综合运动场《

有居民也表示，当地附近有中学，加上 

每日都有许多前往森林保护区运动的民众把 

车停在路边，形成交通阻塞，要是政府批准 

高密度公寓，当地日后的交通将更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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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妮查（左二）移交钥匙给安邦甘榜巴西Estana Court B座购 

屋者。左一为阿都哈密，右一是蔡金徕。

哈至

_少

I完
勞成
i 2

臂擱

暮置

報道►鍾可婷

(安邦1日讯）雪州行 

政议员哈妮查表示，雪州 

目前有超过100项搁置发展 

计划，其中以房屋发展计 

划占最多数，因此雪州政 
府放眼在未来2年内，每个 

地方政府至少完成2项搁置 

发展计划。
她也呼吁更多发展商 

前来与雪州政府合作，接 

手完成搁置发展计划，协 

助更多购屋者能早日拥有 

他们所购买的房屋Q

哈妮查今日为搁置屋 

业计划发展商移交钥匙给 
安邦甘榜巴西Estana Court 

B座购屋者及安邦再也市议 

会移交人伙纸给发展商仪 
式表示，雪州在2007年前 

有许多搁置发展计划，包 

括商业单位及住宅单位， 

且都是涉及数目较多的发 

展计划。

成立委会 

监督发展进度
“有鉴于此，我们在 

雪州每个地方政府成立-- 

个委员会，负责监督及确 

保发展计划进度，避免成 

为搁置发展计划。”

她说，其中安邦再也 

市议会及梳邦再也市议会 

在这方面的表现良好，协

助数项搁置发展计划顺利 

完成她也建议安邦再也 

将处理该项搁置发展计划 

的过程编写成文件，供其 

他地方政府作为参考。

据了解，该搁置发展 

计划属于中价屋业计划， 

共有A、B和C共3座。工程 

于1998年展开，较后完成A 

座的兴建工程，惟发展商 
较后清盘，兴建中的B座受 

到影响而搁置，C座则未开 

始兴建。

“我认为，在处理 

搁置发展计划的时候，必 

须得到各方的合作，才能 

顺利及在最短的时间内完 

成。”

她也说，除了搁置发 

展计划，雪州政府也非常 

重视多层住宅的整洁、安 

全及和谐问题，因此雪州 

政府今年继续拨款协助修 

复组屋计划，提升旧多层 

住宅的形象。

“州政府今年拨出 
1000万令吉及房屋及地方 

政府部拨出3200万令吉来 

展开修复组屋计划，协助 

组屋重新粉刷及修复工 

作。”

出席者包括安邦再 

也市议会主席阿都哈密及 

可人儿控股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员董事经理拿督蔡金

徕。.

—搁置多年的安邦甘榜巴西Estana Court B座在发展商接手后终 

于完成计划，并于去年杪获得安邦再也市议会发出入伙纸。

Page 1 of 1

02 Mar 2020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2
Printed Size: 370.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1,212.12 • Item ID: MY0038888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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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青“病毒侵害，馬華關愛”活動

(八打灵再也1日 

讯）马华八打灵再也区会 

主席拿督林祥才希望过 

去一个星期的闹剧赶快 

落幕，尽快成立一个新政 

府，让领导层制定措施去 

改善我国经济。

他指出，新冠肺炎疫情 

导致我国的经济每况愈下， 

加上我国政府正面临群龙无 

首的时刻，经济处于停顿的

情况。

他认为，政府应想办法 

尽快稳定外国投资者与本地 

商家的心，否则接下来或会 

面临经济更加萧条的情况。

林祥才今早出席由马青 

八打灵再也区团主办的“病 
毒侵害，马华关爱”活动， 

-起到灵市17/27路圣淘沙巴 

刹派发1000个口罩与700瓶抗 

菌洁手液，获得当地民众热 

烈响应与积极索取。

政府應關注嚴控疫情

林
祥才表示，我国这 

两天又发现3宗新冠

肺炎的确诊病例，但目前内 

阁里只有一名首相，国家应 

尽快选出新的领导层，确保 

新冠肺炎的疫情课题，以及 

灵市居民投诉无法购得抗菌 

洁手液及口罩的课题，得到 

政府的关注与管控a

“马来西亚本身有生 

产口罩的工厂，但在公众场 

所却只有极少人戴上口罩， 

且许多人都无法购得口罩与 

抗菌洁手液，到底这些口罩 

与抗菌洁手液都去了何处， 

我想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 

题。”

他认为，政府应针对此

莊賜昭：展開3防疫行動

马:
华雪州区志工团团 

长庄赐昭表示，该 

团于-•个月前开始，分别到 

吉隆坡国际机场、槟城国际 

机场、巴刹及新村等地区派 

发口罩与抗菌洁手液。
他说，该团展开了 3项防 

疫行动，除了派发物资，还 

包括透过社交媒体宣传防疫 

方式等正确的资讯，传达正 

确的讯息给民众:该团也透

过GoCare众筹展开筹募善款 

及防疫物资的活动，呼吁商 

家踊跃参与，让他们可到有 

需要的地方去派发物资。

他表示，民众面对疫 

情不可掉以轻心，我国政府 

除了政治，也要把焦点放在 

控制新冠肺炎疫情上，密切 

关注疫情的情况，否则--口 1 

疫情失控，会带来很大的灾 

难。.

林祥才：速成立新政府

制定措施―垄
事作出调查，并向公众报告 

新冠肺炎最新3宗确诊病例的 

详情，让人民更加了解如何 

防范病毒。

他说，随着意大利的确 

诊病例已达1000宗，政府也 

不能担保接下来不会发生疫 

情大爆发的情况，政府应更 

加关注及严格管控疫情，也 

让公众了解它的严重性。

他表示，今日的活动在 

马青八打灵再也区团的领导 

下举办，政府也要定制一些 

措施，来确保市面上有足够 

的口罩及抗菌洁手液货源， 

让人民可到任何一间便利商 

店购得，同时要管控好价 

格，不要让商家坐地起价。

林美月（前排左起）、林汉文、周显达、林祥才、林家盛、姆都、 
庄赐昭与其他区会成员在活动结束后合照。 林漢文：提局民衆衛生意識

“、t毒侵害，马华关

丨爱”活动发起人 

兼马青八打灵再也区团团长林汉 

文表示，上述活动是在林祥才的 

领导下，以及马青八打灵再也区 

团所有执委与领袖的配合才成功 

举办

他说，该团希望透过活动提

高民众个人卫生意识，因此在人 

多场合派口罩与抗菌洁手液，尤 

其要派给所有小贩:

他表示，许多民众都无法购 

得口罩与抗菌洁手液，商家不应 

再囤货及提高售价，执法单位也 

必须严厉执法，让市面上有足够 

的供应

周顯達：續在靈市派口罩潔手液

觀y

林祥才（左二起）与林美月在灵市17/27路圣淘沙巴刹派发口罩与抗菌 

洁手液给民众。

华八打灵再也区会秘 
书周显达表示，该团 

接下来也会陆续在灵市其他地方 

派发口罩与抗菌洁手液，以提高 

所有民众的疫情防范意识。

他也呼吁雪州政府及灵市国 

州议员关注疫情的发展，并向人 

民灌输防疫措施意识。

国大党八打灵再也区部主席

姆都表示，截至目前都没有其他 

政党到各地派发口罩与抗菌洁手 
液，只有马华积极去派发物资， 

他也感谢马青八打灵再也区团在 

灵市派发物资给民众。

出席者包括马华快乐花园支 

会主席林家盛和马华八打灵再也 

区会妇女组主席林美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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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政府已从今年1月1日起落实商家所征收的 

20仙塑料费上缴地方政府，以纳人“诚信基金”。

准备箱子让顾客装物品

受访有机店商家表示，该店自营业以来，坚持 

不为顾客提供塑料袋及鼓励顾客自备环保袋来装购 

买的物品。

“我们明白顾客难免会忘记携带环保袋，因此 

我们会准备 '些不同大小的二手箱子，方便顾客装 

物品。”

他也说，该店也提供“租借麻布袋”服务，顾 

客只要缴付抵押金后，就能将麻布袋带回家中；顾 

客也可在下•次购物时，把干净及完整的麻布袋归 

还给他们，并取回抵押金:

民衆環保意識待加強 蕭順喜（49歲，糕點業者）

我
赞成雪州政府落实塑料 

袋收费，支持环保的同 

时，也为商家省下购买塑料袋的金钱。

我们作为小商家在向顾客收取塑 

料袋费用时，或会面对顾客不愿缴付塑 

料袋费的问题，或为了塑料袋费用争 

吵。

为避免该现象及考量到糕点在无 

塑料袋的情况下较难携带，因此我都会 

免费塑料袋给顾客。

有些顾客会自动要求不要塑料袋 

或自备容器前来盛装购买的糕点。我认 

为，民众的环保意识仍有待加强，目前 

仅有…半的民众会自备环保袋„ ”

塑膠袋污染環境 趙啓興（雪州馬華公共投訴局主任）

夜L

.认同州政府推介塑料袋 

1收费执行，并希望能有 

效减少塑料袋的使用率。我平日都会 

尽量减少使用塑料袋，尤其与家人前 

往购买日常用品时都会避免使用塑料 

袋。

塑料袋难以化解，对环境污染造

成影响，我们不难发现大部分导致沟 

渠阻塞的垃圾都是以塑料袋为主。因 

此我认为我们应要改变我们的习惯， 

如小时候使用纸制纸袋来装物品般。

另外，我也建议更多商家主动印 

制环保袋，以达到鼓励民众使用环保 

袋及宣传效果。”

提供租借麻布袋服務 邱君波（44歲，有機店業者）

“

我
经营有机连锁店，并认 

i为应支持环保，因此我 

在开始营业时，坚持不提供塑料袋给顾 

客，尽管初时顾客有所怨言及露出不悦 

脸色，惟仅占小部分。我会准备一些二 

乎箱子给忘记携带环保袋的顾客装所购 

物品，我也鼓励顾客将使用后的二手箱

子归还给我们，让下一名顾客可使用。

我们也提供租借麻布袋的服务，即 

顾客在缴付抵押金后就能使用麻布袋， 

当他们下次归还麻布袋后，就能取回抵 

押金。有些顾客会主动告诉我们，他们 

不需要袋子，以为环保献力。”

報道►鍾可婷 

攝影►黃志漢

(蒲种1日讯）蒲种商民普遍认同 

雪州政府推介的“塑料袋收费执行指 

南”，落实商家将征收的20仙塑料费上 

缴地方政府，以纳入诚信基金（Tabung 

Amanah)，并减少使用塑料袋以行动支 

持该活动。

《大都会》社区报记者早前针对有关指南 

走访蒲种公主城一带时，商民都表示他们支持 

环保运动，并身体力行去执行，包括携带环保 

袋出门，尽量减少使用塑料袋。

商家：着重教育長久實行計劃

受访商家表示，他们在支持州政府推介 

“塑料袋收费执行指南”，且认同减少使用塑 

料袋是有利环保的行为，惟他们表示州政府在 

执行的同时，也必须着重教育方面，方能让该 

计划长久实行。

他们说，尽管n前已落实塑料袋收费，连 

锁霸级市场或连锁商店都向顾客征收每个塑料 
袋20仙的收费。不过作为营业规模较小商家的 

他们欲向顾客收取塑料袋费用时，则会招来顾 

客的谩骂，故部分商家干脆不收费，以免费的 

方式继续提供塑料袋给顾客。

“不过，部分前来购买物品的顾客会主动 

n备环保袋或饭盒装他们购买的物品，并对我 

们（商家）说他们无需塑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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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清玉：若從政者還忙爭權

政治動盪後遺症令人憂

翁清玉：希 

望政治人物尽快 

走出内斗并寻求 
共识，带领人民 

走出困境，解决 
国家经济问题。

邓章钦认为， 

政治人物不应轻易 

受他人影响，而改 

变自己的立场D

(吉隆坡1日讯）华总 

署理会长兼隆雪华堂会长拿 

督翁清玉表示，经过一个星 

期的政治闹剧，虽然如今-- 

切已尘埃落定，但这都是没 

有大多数票组成的政府，也 

让人民担心还会出现变数， 

替国家感到忧虑。

“若政治人物还在忙 

于争权，而没有解决政治问 

题，想必还会有许多后遗 

症，其中包括国家经济。”

翁清玉是在昨晚出席 
2020年吉隆坡广东义山新春 

团拜晚宴致词时，这么表

领导应以人民利益 

为依归
他说，许多华人商家都 

面对新冠肺炎所造成的国家 

经济危机，尽管政府已推出 

经济振兴配套，但整个局势 

仍然让大家感到不安。

他呼吁国家领导人拿出 

从政者的勇气与智慧，以人 

民的利益为依归，国家才能 

够走出困境，否则国家未来 

的路十分不明朗。

他说，眼看我国股票 

与汇率大跌，可见我国人民

接下来的生活将过得很苦， 

他希望政治人物尽快走出内 

斗，寻求共识，带领人民走 

出困境。

邓章钦：

做事要讲求良心
另-方面，雪州行政议 

员拿督邓章钦希望所有政治 

人物，做任何事都要讲求良 

心，只要做的事是对的，就 

不要害怕被他人责骂。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 

候会‘下台’，当你还在岗 

位上，就要敢敢做，做你认 

为是对的事，即使会得罪他 

人都还是要做。不要等到来 

不及完成就‘下台’，那就 

很冤枉了。”

他认为，政治人物不应 

轻易受他人影响，而改变自 

己的立场，反而要捍卫自己 

的立场，以大多数人民的利 

益为主

出席者包括吉隆坡广东 

义山名誉主席林家光、林亚 

平、主席李振光、副主席郑 

金德、总务林书德、财政彭 

恙峰、副财政罗添财、董事 

杜汉光、饶安昌、梁国财及 

黎志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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