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iners in search of affordable food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Kuala Lumpur's night skyline have encouraged a 
new group of illegal roadside hawkers to set up shop 
at Bukit Ampang's lookout point, barely three months 
after the relocation of previous stall operators.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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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not 
within their view 

By popular demand: Since having a meal with a view is usually a costly affair, city folk on a smaller budget choose to patronise illegal roadside stalls that have cropped up once again 
along Jalan Hulu Langat in Bukit Ampang. — ART CHEN/The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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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pot along Jalan Hulu Langat in Bukit Ampang is popular as it offers a panoramic view of the city. - Photos: ART CHEN and LOW LAY PHON 

By SHALINI RAVINDRAN 
shaliniravindran@thestar.com.my 

A NEW batch of hawkers have 
started operating illegal roadside 
stalls at Bukit Ampang in Ampang, 
Selangor barely three months 
after the earlier operators were 
relocated. 

The stalls that operate only at 
night, are located at the top of a 
steep slope known for its panora-
mic view of Kuala Lumpur city 
centre. 

Customers come in droves 
parking their vehicles along Jalan 
Hulu Langat, oblivious to the dan-
gers of being knocked into by cars, 
buses and lorries that ply the 
route. 

To them eating a meal with a 
view just makes the food taste that 
much better - to the extent that 
personal safety often takes a back 
seat. 

Popularity of Bukit Ampang 
lookout point draws diners 
Patrons learn about stalls through word of mouth, say hawkers 

Just as the Amp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AJ) were 
finally able to clear the area, they 
will now have to figure out a way 
to once again deal with the illegal 
hawkers who are putting their 
lives and those of their customers 
at risk. 

MPAJ president Datuk Abdul 
Hamid Hussain said the hawkers 

continued to break the law because 
demand by customers to dine at 
the risky area was high. 

Closure of the popular Ampang 
Look Out Point (ALOP), located 
about 200m from the stalls, in 2012 
resulted in the emergence of road-
side stalls lining the junction of 
Jalan Hulu Langat and Persiaran 
Saujana. 

As such, the hawker site has now 
become the new lookout point. 

Diners can be seen occupying 
plastic chairs and tables sitting on 
boards that doubled up as drain 
covers. 

The hawkers even set up tables 
and chairs at the slope across the 
road. Currently, there are 16 stalls 
operating every night. 

MPAJ enforcement officers confiscating tables left 
overnight by the stall operators at Bukit Ampang. 

Good business 
A trader, who declined to be 

named, said no other place could 
draw that many customers apart 
from the lookout point. 

"We don't even have to advertise 
as people know about the stalls 
through word of mouth. 

"We are only providing a service 
as customers want to have a bite 
while enjoying the view," he said, 
adding that he served more than 
100 customers each night. 

He added that most people did 
not mind the lack of facilities, such 
as toilets or proper carparks, as 
they were only there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nother trader said the area 
should be developed into a tourist 
spot. 

"The previous lookout point was 
very popular, so a similar concept 
could be done here. 

"It can be made safer by 
strengthening the slope and setting 
up proper parking facilities further 
down the road," he said. 

Customers too seem to pay little 
mind to the dangers of dining 
there as they take in the view and 
cheap hawker food. 

'To get this view, we would have 
to pay exorbitant prices at hotels 
or rooftop restaurants. 

"Here, we literally dine under 
the stars and we don't have to pay 
steep prices," said regular 
customer Mohd Anuar Mohd Ishak 
said. 

On the dangers of dining at the 
particular location, he said most 
drivers were cautious driving in 
the area. 

"Those who use this road know 
that they would need to slow down 
as it is narrow. 

"Perhaps MPAJ or the stall oper-
ators could hire Rela member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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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trucks and stalls along Jalan Hulu Langat make the 
road narrow for vehicles. 

direct traffic and parking to limit 
the congestion," he said. 

In 2018, MPA] went on a blitz in 
an attempt to relocate the hawkers 
including continued enforcement 
and legal action. 

MPAJ had even taken eight of 
the hawkers to court for failing to 
adhere to compound notices 
issued, but they still refused to 
vacate. 

The hawkers were issued notic-
es under the MPA] Hawker Bylaw 
2007 for operating without a 
licence and Section 46 of the 
Street, Drainage and Building Act 
1974 for obstruction. 

While the first batch of hawkers 
eventually moved out, they 
were quickly replaced by new 
traders as there was demand by 
customers. 

StarMetro reported that MPAJ 
joined forces with the police to 
slap motorist with summonses for 
parking illegally by the roadside. 

Weekends and public holidays 
are the busiest time as the stalls 
are set up as early as 6pm and con-
tinue operating until the wee 

Diners at the roadside stalls seem to show little concern for safety as they dine close to 
the edge of the steep slope. 

hours of the morning. 
Abdul Hamid said they would 

continue to take action against the 
hawkers. 

"Enforcement personnel are 
stationed there every day from 
5pm to 10pm. "Unfortunately, the 
hawkers will immediately set up 
stall once the officers leave," he 
said. 

In the past, MPAJ has confiscated 

items at the stalls that were left 
overnight, but the move did little 
to deter the hawkers. 

"We are still firm that no busi-
nesses will be allowed to operate 
here and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 police to carry out 
enforcement. 

"But, if the public continues to 
patronise these stalls, they will 
continue to operate," said Abdul 

This roadside 
stall along 
Jalan Hulu 
Langat has 
installed a 
generator and 
gas tanks, 
perilously 
close to 
moving traffic. 

Hamid, adding that they were 
lucky there had been no major 
untoward incidents so far. 

MPAJ councillor Salmah Ismail, 
who is in charge of the particular 
zone, advised visitors to be wary 
of visiting the stalls. 

"There is no clean water supply 
and some of the hawkers also store 
dishes at the site overnight, which 
is unhygienic," s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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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COUNTER 
Shah Alam City Council's Shah Alam 
On Wheels will be at Aeon Big Bukit 
Rimau, Seksyen 32, Shah Alam on 
March 7, from 11am to 5pm. 
Visitors can file complaints, buy 
parking coupons, pay assessment 
tax and check or pay outstanding 
compounds. For details, call 
03-5522 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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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Y OPEN HOUSE 
MPSJ Chinese New Year 2020 cele-
bration will be held at The Palazo 
Mall, Persiaran Kewajipan, USJ 19, 
Subang Jaya Selangor on March 8, 
from 7pm to 10.30pm. For details, 
visit www.mpsj.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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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fairly charged 
The January-June assessment bill 
from Shah Alam City Council 
dated Jan 1 was received on 
March 2. This means the house 
owner has to pay a penalty of 
RM20 for not settling the bill by 
Feb 29. Why do such things 
happen? Why do house owners 
have to endure this extra 
payment through no fault of 
the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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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部澄清無新冠肺炎

指蒲種茶餐室商場没事
(八打灵再也3日讯）社交媒体疯传声称，蒲种区出现 

了新冠肺炎病例，吁请民众不要前往患者曾去过的多个 

地点，包括多间茶餐室和商场；实际上，卫生部已在昨 

日通过脸书专页澄清，有关的消息内容是一则假消息， 

促民众不要分享与散播不实内容。

据此前广传的消息说，蒲种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例，是 

一对从意大利回马的夫妻。这对夫妻在回马后，并没有 

自我隔离，疑似曾经去过多个地点，包括茶室、菜市场 

与购物中心等。该消息提到，这是一则转发自“院长朋 

友”的消息，惟并没注明所指的院长为哪一家医院的院 

长0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也在其脸书专页上驳斥了这则不 

实消息。他写说，“至蒲种居民，卫生部已澄清以下 

的讯息是假讯息”，并附上卫生部脸书贴文的网址。 

卫生部所发布的澄清贴文网址为https://www.facebook. 

com/373560576236/posts/10156788681626237/。（ T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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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添强重申

坚持拥抱公正党理想主义
(吉隆坡3日讯）虽然一直都被视为是前人民 

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派系的支持 

者，但身为副主席的蔡添强重申，自己坚持拥抱公 

正党的理想主义。

他说，自己身为一名党员，甚至是其中一名创 

党成员，他强调自己所坚持的精神，依然吻合国家 

政治格局。

“因此，我依然会拥抱公正党的理想主义。”

他周二接受《阳光曰报》直播专访，被询问有 

关公正党内斗情况下，他目前在党内的处境时，发 

表以上谈话。

对于2天前发生公正党支持者殴打及辱骂他 

事件，他表示这是十分遗憾的事件，党内的纷争越 

演越烈，甚至领袖也无法控制基层出现过激的行 

为。在开始时，便没有良好处理，以致出现那天的 

情况。

“不过，我不想在扩大此事，我有信心现在的领 

导会良好处理此事。虽然我报警了，但这只是小插 

曲。”

他认为此刻最重要的是，国家需要制定方向，

该往哪里去，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此外，他暂时不谈论阿兹敏阿里及前副主席祖

莱达的叛党事件，并认为新 

政府的未来方向也不明确， 

包括新政府是否能成立。新 

任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在国 

会可能面对挑战，这要看他 

是否去的多数议员的支持， 

继续成为首相。

“新内阁也还没成立， 

会否含括之前被视为滥权 

及贪污的人，是否回归国家 

领导层，我们也不知道！” 

他认为他们现在应该 

要站稳立场，继续马哈迪在 

2018年已制定的方向及政 

策。不管后来是由慕尤丁或 

是马哈迪出任首相，都必须 

要从赢得人民委托的那一方组建新政府。因为，这 

是人民投选出来的。

他重申，自己支持马哈迪的立场及组建大联合 

政府。“我身为公正党党员，我会支持马哈迪的领 

导。”

否认参与“喜来登政变”
提到有关“喜来登政变”时，蔡添强否认自己参 

与其中，并强调自己当天虽然曾于早上出现在喜 

来登酒店，但他仅去拜访在那边的同僚，逗留时间 

不足1小时，当时也没有人知道会发生夺权事件。

他认为促成后来的更换政府，是顺应政治洪流

蔡添强坚持拥抱公 

正党的理想主义。

及动态所引发，并导致诞生新任首相。“我不是国 

会议员，我完全不牵涉在当中。我认为，当时出席 

的那些议员，很多人也不清楚会发生政变。”

他分析指，或许是因为希盟会长理事会，出现 

了激烈的讨论，是否应该制定时任首相敦马哈迪 

的交棒曰期，将首相职交给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 

安华。“最后的议决，是交给马哈迪自己决定曰 

期。”

他续说，其实有关争论兑现希盟竞选承诺的争 

论，已经发生很长一段时间。“据我所知，马哈迪也 

尝试平衡来自各方的压力。”

他本人对有关议决（马哈迪决定交棒日期）是 

感到满意的，但是担忧可能来自国阵。

他强调，最后无论谁当权，2018年提出的改革 

议程都必须进行到底。

“公正党内斗造成希盟瓦解”
蔡添强也认为，公正党的内斗，是造成希盟瓦 

解的因素。党内的安华派系及阿兹敏派系恶斗，最 

终造成党内不稳定，引发希盟瓦解。

他说，公正党过去都是主张多元化的政党，出 

现歧见是常态，但在面对外敌国阵或巫统时，口径 

应该团结一致。不过，可惜的，2018年之后，公正党 

的内部分歧逐渐恶化。

他说，有关分歧也令许多领袖失去信任。他曾 

尝试要推动两派的和解，不过最终却徒劳。“对此， 

我感到遗憾也很失望。我找不到良方去解决。我也 

应该负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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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传霹5火箭州议员跳槽

梁卓经对拉拢没兴趣
(怡保3曰讯）坊间盛传霹雳州将有5 

名行动党州议员跳槽，行动党双溪古月区 
州议员梁卓经承认，有敌对党人士曾尝试 

拉拢他，不过他对巫统和伊斯兰党的后门 

政府不感兴趣。

他也强调，不管对方开出甚么条件， 

都不能打动他。

他表示，不会支持巫统霹州联委会主 
席拿督沙拉尼或伊党霹州主席拉兹曼的后 

门政府，因为与巫伊两党的理念完全不 
同。

梁卓经

跳槽，他会感到非常 

惊讶。

此外，霹州行议 

议员杨祖强周二早在 

怡保地庭，出席本身被控性侵女佣案的聆 

讯后，也否认退党。

杨祖强否认退党
“我还是行动党党员，目前也还是希 

盟霹州行政议员，为什么要跳槽？”

杨祖强指出，本身不是青蛙，要跳去 

哪里？跳来做什么？
他周二前往怡保法庭为行政议员杨祖 

强打气前，在霹雳州政府大厦外受询时不 

否认有人曾试探他，相信知道他无意跳 

槽，所以没向他开价或开出条件。

他不会去揣测对方的用ZL、’因为将会 

忠于行动党。他也不愿透露有关人士何时

“我还在政府内，跳去反对党吗？” 

他表示，目前需要关注的是霹雳州将会发 

生的政治局势，而非他个人退党或进入什 

么政党，这根本不重要，霹雳州政府才重 

要。

他说，外界不要把印象停留在当年3
接触他。

对于坊间盛传霹雳州将有5名行动党 

州议员变节，他表示本身并不知情，并对 

霹州的行动党同僚很有信心，如果真有人

人支持国阵造成民联政府垮台，目前的情 

况与2009年不一样。他解释，今天的周 

势是中央政权已改变，霹雳州难免受到影

响。

他说，目前霹雳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 

末法依沙还没有宣布他的动向，如果他跟 

希盟一起，希盟就是政府，否则就成了反 

对党，所以根本不存在跳槽的问题。

他说，他现今还是行政议员，拿督倪 

可汉也还是霹雳州议长。霹州政局一旦发 

生变化，新政府没有华人代表是华社最担 

忧的事。

倪可汉在受询及目前的政治局势时， 

只回应一句就由中央领袖发表。

陈家兴:敌对党放假消息
公正党霹雳州行政议员陈家兴认为， 

霹雳州希盟议员传出跳槽，是敌对党放出 

来的假消息，以利用心理战术，强逼霹州务

大臣拿督斯里阿末法依沙尽快表态支持哪 

个阵营。

他说，目前的霹希盟和国民联盟(不包 
括土著团结党和亲希盟州议员3人)各掌握 

28席，因而在土团党还没有表态前，敌对阵 

营可能因此放出假消息，以让大臣知道，就 

算没有土团党，他们也可以组成政府。

他也强调，无论如何，至今，他并没 

有看到有人，包括被指倾向支持公正党前 

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派系的霹州 
行政议员拿督尤努斯，有要跳槽的迹象。 

目前为止，尤努斯也未向党提呈退党信。

他说，目前他仍联络不上大臣，不 

过，他们(希盟)会尝试劝阿末法依沙留在 

希盟。

他是周二在霹雳州政府大厦行政议员 

办事处进行直播后，针对霹州传出有希盟 

议员跳槽一事，受询时这么表示。

陈家兴也希望大臣要以霹州政治和经 

济大局为重，应当尽快表态。

他对于大臣迄今仍然未表态认为，可 

能有三个情况，第一，如外界广传，他可 

能想上京当部长，因此需要时间等待内阁 

的委任。

“第二，他会留守当大臣，可是他却 

要面对党内外对他的施压，包括基层对各 

种官位职位的不同要求和反弹，所以感到 

为难。”

他说，第三，大臣可能念及和前首相 

敦马，以及吉打大臣拿督斯里慕克立的情 

分，加上和霹雳希盟行政議员建立的深厚 

战友情分，所以还犹豫不决。

他表示，如果阿末法依沙真的面对以 

上的情况，也希望他能尽快做出决定。

对于霹州公正党党员周一退党的行 

动，也是公正党霹州副主席的他认为，有 

关霹州部分党员宣布退党的举动，具有打 

垮党的政治阴谋。

他也说，周一宣布退党者，没有一人 

是支部主席或公青团党员，反而是那些遭 

党吊销或开除党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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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种3日讯|雪州行

政议员黄思汉呼吁市民 

若有收到新冠肺炎疫情 

可疑讯息不要恐慌，而 

是应先留意卫生部防疫 

讯息跟进，或了解讯息 

源头是否可信，以避免 

转发不实谣言对社会秩 

序带来困扰。

「当然民众也需要 

做好防范疫情步骤，留 

意防范新冠肺炎的新资 

讯跟进，我本身也有带 

我孩子去101购物中心， 

但如果有收到可疑讯 

息不要恐慌，以避免胡 

乱转发非专业意见的讯 

息。_i

黄思汉今早在曰来 

美食中心现场早餐享用 

面食和茶饮，以证明美 

食中心并没因卫生部检 

疫而关闭营业场所。

他也呼吁公众，转 

发网络讯息前需先自行过滤，以 

避免转发不实谣言。

他提到，有民众3天前向他 

提出询问，以了解网络流传多个 

语言版本讯息是否正确，惟他表 

7F民众收到这些讯息后可以留意 

跟进卫生部讯息公布，或了解讯 

息源头是否可信，以避免对社会 

秩序带来困扰。

「大马确诊病例仍受到控 

制，即使病患有到过某些地点， 

也应以医学和科学方式让病人接 

受隔离，除非情况严重至必须封 

城，市民无需过于恐慌。」

梳邦再也市议员叶国荣说， 

蒲种市民跟进网络信息非常迅 

速，假消息经澄清后美食中心即 

见人潮回流。

「美食中心要遵循市议会 

指南，每一天要做清洗，以防止 

食物残渣导致公共卫生与鼠疫问 

题，并协助降低市议会对垃圾处 

理的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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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3E

黄毓萍

甲3日讯| 「他应该要 

学习数学，尊重国家民主制度， 

多数州议员已选择不与他同在

贾拉尼促阿德里接受事实

贾拉尼促阿德里接受不获得 

多数州议员支持的事实。

……」与巫统议员组成国民联盟 

政府的公正党文庙州议员拿督贾 

拉尼，促请扬言不会辞去首席部 

长职的阿德里接受事实。

他接受《东方曰报》访问时 

指出，阿德里上任至今，不仅无 

法解决水供的问题，不少投资者 

也撤离马六甲。

「水供的问题需要解决，不 

要把马六甲变成决斗的竞技场， 

来显示出谁才是男子汉。j

他补充，甲州并非是打斗的 

地方，而是为民贡献的地方。

询及第12任甲首长人选， 

他表示，「他们说我没有在名单 

内，不过没有关系，我只是要做 

事j，未直接表明本身有意成为 

新任甲州首席部长的人选。

至于国民联盟政府今日会否 

召开会议，或再会见甲州元首敦 

卡立耶谷，他则表示不清楚。被 

指亲公正党前署理主席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的他也重申，暂时不 

会退出公正党，除非被党革除。

早前，在未确认贾拉尼的立 

场时，公正党署理主席兼吉里望 

州议员魏世德指该党不会革除贾 

拉尼。魏世德的助理黄金城今日 

受访时指出，这需要交由党中央 

去决定，暂时没有消息。

甲州国民联盟昨日宣布取得 

简单多数议席成立州政府，第11 

任首长兼诚信党武吉卡迪州议员 

阿德里则在昨晚放话，本身不会 

辞去首长职，并促国民联盟解散 

州议会，来一场真正决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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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旭肺炎

蒲种3曰讯|网传蒲种 

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假 

消息，导致蒲种日来美食 

中心登门食客人潮锐减， 

生意下挫70%!

经营18年的日来美食中心业 

者胡信杰指出，网传刚从意大利 

返马的大马人被检测感染确诊新 

冠肺炎，并指该大马人曾经出没 

蒲种多个地区，其美食中心是被 

点名的其中一家。

「自周五傍晚甚至有人以语 

言信息在网上流传美食中心有员 

工确诊的谣言，事实上这些谣言 

毫无根据，美食中心平日登门光 

顾的顾客不见人潮，直到周一我 

们生意量下挫70%。4

胡信杰今日向在场实地巡视 

曰来美食中心的雪州行政议员兼 

金銮州议员黄思汉反映道，其美 

食中心平日上午时段至少有50%到 

75%的食客人流，一到中午更是高 

朋满座。

「不过，美食中心昨日（周 

-)就少了70%的人潮，美食中心 

上午时段营业的12个熟食贩摊， 

平日即便是在周一都会有上百令 

吉的收入。」

「可是，昨晚各个摊位只有 

数十令吉的收入，茶水生意更下 

跌了 80%。j

顾客取消烧鸭订单

胡信杰表示，假消息散播不 

止影响美食中心，甚至附近的烧 

鸭档也受波及，顾客临时取消烧 

鸭的订单。

他说，本身已于昨曰与卫生

网络近来流传新冠肺炎病患曾到访蒲种日来美食中心的假消息，导致该美食中心人流锐減，生 

意下挫70%! -连国强-

部联系以厘清谣言，消除疑虑， 

他也在昨日向警方报案。其儿子 

也已电邮致函给大马通讯及多媒 

体委员会投报，希望停止假消息 

持续散播。

胡信杰补充，事件经澄清之 

后，其美食中心今天上午只有大 

概10%的人潮，回流到美食中心 

光顾。

遵循卫生指南清洗

曰来美食中心有60个摊位， 

上午有其中12摊位营业，业者 

一向遵循梳邦再也市议会卫生指 

南，于每次结束营业便进行清洁 

工作，桌子也经过多次抹拭，街 

道也会以高压水枪清洁器进行清 

理工作。

美食中心茶水业者何风英表 

示，食客当中尽管有的人知道讯 

息是摇g ’因为有的食客知道如 

果谣言属实，卫生部早已采取行 

动前来美食中心检疫。

「不过，美食中心星期日上 

午的生意已明显受到影响，茶水 

生意下挫80%。」

美食中心咖哩面小贩张先生

黄思汉（左2)在日来美食中心享用早餐，证明美食中心并没 

因卫生部检疫而关闭营业场所。左起为叶囯荣及胡信杰。右 

为彭康贤。 -连国强-

提到，其咖哩面食生意平日从上 

午6时营业至下午3时，周六的生 

意一如往常提早售罄，上午11时 

面食都卖完便收档。

「不过，来到周一上午的生 

意明显人流下跌，平日上午8时 

前美食中心的80张桌都是高朋满 

座。周一当天却只有20%的生意

额。」

「我熬煮的咖哩汤头被迫 

倒掉，咖哩汤材料费80令吉加上 

面食配料，蒙受约100多令吉损 

失。」

他提到，今早上午的生意人 

潮已逐渐有回流，不过美食中心 

的80张桌只坐了 50%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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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霹希盟议员跳槽陈家兴指心理战术
怡保3日讯|公正党霹州行 

政议员陈家兴认为，州内传出希 

盟议员跳槽的假消息，乃敌对阵 

营所故意散播，以期能通过心理 

战术，强逼霹州务大臣拿督斯里 

阿末费沙尽快表态究竟要支持那 

个阵营。

他指不包括土团党及亲希盟 

州议员等3人，希盟与国民联盟各 

掌握28个州议席，所以在土团党 

还没有表态前，敌对阵营可能为 

此散播假消息，借此提醒大臣， 

即使没有土团党，国民联盟也可 

组织州政府。

无论如何，他强调，目前

还未看到希盟州议员，包括被指 

倾向支持公正党前署理主席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的霹州行政议员 

拿督阿都尤努斯，有要跳槽的迹 

像。

「尤努斯到现在，也未向党 

提呈退党信。」

他是今早在霹雳州秘书署行 

政议员办事处进行直播后，针对 

霹州传出有希盟议员跳槽一事， 

如是回应。

陈家兴也说，他目前还联络

不上大臣阿末费沙，但希盟会继 

续尝试劝服阿末费沙留下，与希 

盟继续执政霹雳州。

他希望大臣以霹州政治及经 

济的大局为重，应当尽快表态要 

继续留在希盟或国民联盟。

促大臣尽快表态

同时，他认为，大臣迄今仍 

然未表态，可能有3个情况，第 

一，如外界广传，他可能想上京

当部长，因此需要时间等待内阁 

的委任。

「第二，他会留守当大臣， 

可是他却要面对党内外的施压， 

包括基层对各种官位职位的不同 

要求及反弹，所以面对为难中； 

第三，则是大臣可能念在与前首 

相敦马及吉打大臣拿督斯里慕克 

里兹的情份，加上和霹雳希盟行 

政议员建立了的深厚战友情，所 

以还犹豫不决。」

「如果他（阿末费沙）真的

面对我所述的情况，我希望他尽 

快做出决定。」

另一方面，陈家兴也是公正 

党霹州副主席，他认为，霹州部 

分党员昨日宣布退党的举动，具 

有打垮公正党的政治阴谋，惟宣 

布退党者，无人是支部主席或公 

青团党员，反而是已遭党吊销或 

开除党籍的前党员。

「根据公正党记录，全国今 

有110万名党员，霹州平均每个 

月有600至700人进党，所以我希 

望这些旧党员（退党者）在政局 

不稳定的时候，即便要退党，也 

不应该羞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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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汉：已退出希盟

雪土团应辞受委官职
(蒲种3日讯）雪

州行政议员黄思 

汉强调，土团党 

在中央已决定退 

出希盟并通过后 

门方式组成联邦 

政府，因此他认 

为，通过政治委 

任获得官职的土 

团党党员，不应 

该留在希盟雪州 

政府的体制内

“这包括土丨才丨 

党的行政议员、

县市议员、村长等政治委任的 

官职。”

黄思汉也是金銮州议员， 

他今旱在蒲种一家受新冠肺炎

黄思汉：雪州土团党的 

地位交由大臣处理。

谣言影响的茶餐室 

用餐时向记者说， 

这是原则问题，在 

中央的土 I才丨党已选 

择不与希盟同在， 

雪州土 I才丨党也不适 

合在希盟组成的政 

府体制内。

他说，雪州大 

臣拿督斯里阿米鲁 

丁前两天已说明， 

会针对雪州土 I才丨党 

在雪州的地位，在 

短期内做研究，交 

由大臣去处理。

询及来自土闭党的州行政 

议员阿都拉锡是否继续工作， 

他指对方如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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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rm
蔡琦淮

iwm張智玟

(蒲种3日訊）假消息惹 

的祸！蒲种区误传武汉肺 

炎病患“ 5八3八走”，引发 

社区恐慌，民众更对其中 

一家“遭殃”美食中心避 

退三尺，其客源瞬间骤減 

70%，直到卫生部证实消息 

为假新闻后客流量才逐渐 

回稳，雪州行政议员兼金 

銮区黄思汉今早更前往该 
美食中心享用早餐辟谣！

自上周五（2月28 

曰）开始，蒲种社 

区在社交媒体开始 

流传中英文和语# 

版本的消息，直指 

一名武汉肺炎确诊 

病患，曾出没在多 
个地点，包括928美 

食中心、日来美食 

中心、顺乐烧腊、蒲种特易购 

和10]购物广场等地，掀起民众 

恐慌，惟消息昨日已被卫生部 

证实为假消息。

假消息指工人患病

受害者之一的曰来美食中心 

经理胡信杰指出，稍早前，网 

传甚至虚报该食肆一名工人已 

患病，引发民众恐慌，导致生 

意额自上周五开始，便大幅下 

跌70%,就连昨日周末的客流 

量，也减少三分之一，生意大 

受影响。

文轉C3吟

食材賣不完倒掉
♦张先生（日来美食中心小贩）

消息对我的生意造成很大影响，因 

IP又为我卖的是咖喱面，单是汤头备料 
都要花上T0至80令吉，周一按平时般备 

料，但最后却只做了 20%的生意，美食中 

心的客源也减少了50%。

因为讲求食材新鲜，卖不完的汤头和备 

料都唯有倒掉，不仅造成浪费，也让我蒙 

受上百令吉的损失。

還是會做足防範
♦陈细妹（62岁、家庭主妇）

日日友在What sApp传来这个消息，一开始信 

/Id以为真，同时也设法证实消息，包括向 

州议员求证和关注新闻，但在消息还未被证实 

真假前，我选择在家自己煮，避免到外用餐， 

以防万一。

每当看见这些广为人传的消息，会透过新闻 

来辨别真假，所以不会随便散播给其他人，但 

自己还是会做足防范。

一切以安全為上
♦覃礼莲（50岁、家庭主妇）

有收到网传武汉肺炎病患在蒲种的假消 

仪息，确实心生恐惧，不敢到消息提到的 

地方活动，因为家里有老人和小孩，一切都 

以安全为上，但事后证实为假消息后，就不 

会担心了。

其实收到这些消息后，我会留意情况，并 

且询问身边的亲友查探消息是否属实，当然 

我也不会随便把消息传给别人，也会叫孩子 

不要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避免造成人心惶 

惶。

■网传一名武汉肺炎确诊病患曽出没 
日来美食中心，导致其生意下跌70%， 

直到卫生部证实为假消息后，美食中 

心的客源才逐渐回稳。 黃思漢：無需過度‘…公衆®SSlMil

■黄思汉（右2)亲身到访日来美食中心享用早 

__餐，驳斥网传蒲种多个餐厅被新冠肺炎病毒袭击 

iP]、哄白 的虚假消息。左起为叶国荣、胡信杰及彭康贤。
不要散J假消息
♦叶添福（59岁j商人）

这些未经证1的消息，都采取半信 

半疑的态度，但仍希望公众不要轻 

易散播假消息，因为这将会造成人心惶 

惶，很多人不敢出门消费和影响商家生 

意，连带影响国家经济。
据我观察，蒲种地区在每逢傍晚6时 

后，就很少人外出了，这些都是假消息所 

造成的祸害，我们不应该肋长让网络成为 

假消息的放大器。

思汉指出，目前我国的武汉肺炎疫情受到控制，公众 

无需过度恐慌，同时呼吁公众须自行过滤网络消息， 

并以医学和科学角度看待各种传言，避免人云亦云。
他说，他在4天前陆续接获民众的询问，但他会要求民 

众不要过度恐慌，一切须等待卫生部的最新报告，而不 

是听信非专家的意见。
“所幸卫生部及时公布这些谣言为假消息，相信许多 

民众在看到新闻后都纷纷回来光顾，希望各影响的商家 

客源可逐渐恢复。“

他说，目前我国的疫情仍受控，未到影响日常生活的 

地步，但民众仍需做好防范措施，在不干扰生活作息 

的情况下，做足防范。

叶国荣提及，日来美食中心向来都会配合市议会， 
做好食肆的清洁工作，并且获得B级的良好等级，因 

此民众无需担心。

週曰生意跌80%
♦何凤英（日来美食中心茶水负责人）

0谣言传开后，许多顾客都不敢来光 

日顾，只有零星熟客不理会传言，如 
常来用餐，导致上周日的生意下跌80°。， 

其实民众不需要恐慌，如果真有问题， 

卫生部会直接查封，并不会让受影响的 

餐厅继续营业。

黃
思
漢
美
食
中
心
用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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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種誤傳病患“趴趴走，，•

♦文接

胡信杰说：“昨^周日，一般的茶水 

收入都会达到数百令吉，但昨日却仅有数 
十令吉，营业额下跌至少507。，至于其他 

摊档也预估下跌70°。；据知，928美食中心 

从上周日开始，基于装修而关闭一周，不 

料却被人用电话录下现场的情况，谎称是 

遭卫生部查封；至于另一家烧腊店也被面 

对顾客退订烧腊的情况，大家都倍感无 

宇 ”

$°他今日在金銮区州议员黄思汉的陪同 

下，召开记者会时，如是指出。陪同出席

者包括梳邦再也市议员叶国荣及市议会第 

10区居委会副主席彭康贤。
他说，该美食中心营业至今已有18年之 

久，早市约有10至12个摊档，自从卫生 

部证实为假消息后，今早的客源已略増 
10°〇〇

他已针对网传的假消息，昨日向警方备 

案，同时上网向通讯及多媒体部作出投 

报，以正视听。

“我们都很关注餐厅的环境卫生，每天 
结束营业后会进行清洁工作，包括使用水 

枪清洗地板，并用消毒水多次清洁桌子， 

确保环境乾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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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种3日讯）雪州行 

政议员黄思汉指出，由于 

土团党中央已决定脱离希 

盟，故雪州土团党也不适 

于留在雪州体制内，包括 

政治委任的县市议员和村 

长等职。

目前，所有受到政治委 

任的土团党县市议员和村

黃思漢：已脫離希盟

土團不應留在雪政府
长，皆仍然在位，但按照 “无论如何，雪州大臣

原则，他们不应继续留在将在近期内进行研究，一 

雪州政府体制里。 切决定将有他定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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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政府透露，目前州内有超过1 〇 〇项搁置 
$发展计划，其中以房屋发展计划占最多 

数。

k于放眼在未来两年内，每个地方政府至少 
完成两项搁置发展计划，州政府也呼吁更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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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否也为住家毗邻出现搁置的发展计划感 
到困扰？

每当进出家门，都被那高高的围篱吸引著你 
的目光，然而里头并没有华丽的建设，而是因长常忽略 
下，杂草丛生的画面。

你不懂，每当夜阑人静，甚至光天化日，是不是有一些 
不法人士溜到里头进行不见得光的勾当，或已成为瘾君子 
追龙的地方。

反正，在这个被废置的空间里头，彷佛是一个没有法律 
的边界。

在繁华先进的吉隆坡大都会，就有两个搁置了 2T年和32 
年的发展计划，分别是人民广场和Nas Pavilion商业住宅 

区。
纷纷扰扰数十年，经过银行介入，最后还是没有一个圆 

满的结局，确实让购屋者心累。
如果你是轻快铁的搭客，当列车行驶在繁华的都市间， 

你从镜子望出去，还仅距离看见人民广场工地内积水的情 
况，好一个“奇景”。

这样，对吉隆坡迈向国际大都市之路的愿景，是一个绊 
脚石，也笑大了游客的嘴啊！

话说地方政府只能对搁置计划引起的卫生与安全问题， 
发出罚单，要真正解决，属中央及相关部门的权限。

希望换了“新政府”后，效率要比从前好哦！

擱
置
計
劃
有
礙
市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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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曰無車曰活動

沙阿南市區
(莎阿南3日讯）配合3月8 

曰无车日活动，当天莎阿南市 
区局部路段将关闭，以便活动 
举行。

根i居莎阿南市政厅文告，该 
活动将在独立广场（Dataran 

kemerdekaan)举彳了，主要是 

为莎阿南市民提倡健康生活。
文告说，市政厅届时将 

于当天清晨6时30分至9时 
30分，暂时关闭部分道路 
包括Pers i aran Bandaraya 
(Dataran Kemerdekaan)、

Persiaran Perbandaran> 
Persiaran Tasik、 Persiaran 
Masj’id、Persiaran Dato’ 
Menteri 和Persiaran Damai

等。
政厅劝告民众在上述时段 

尽量避使用相关路段，使用其 
他的替代路段，以免面对交通 
阻塞情况，并守市政厅所发 
出的最新指不。

民众若有任何相关询问，也 
可联络莎阿南市政厅公关组 
03-5522 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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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留下的杂物 

没有被清理掉，原 
本翠绿的草地，成 

了这个样。

受水供及排污工程“蹂躪”

草場*為
供系统工程（IWSS)以及 

中央排污系统工程“蹂躏”，帝摩路活力草 

场（Happy Garden)原本翠绿的草地不再， 

工地也有如弃婴般无人理！

中央排污系统工程几年前在帝摩路活力草场施 
工，在原本翠绿的草地挖了个深坑，不料工程延 
误，至今都未完成。

这项工程的深坑因保安措施不足，去年也曾发生 
育华小学生掉入深坑受伤的事件，有关深坑随后被 
填掉，但工地却没有恢复草场原貌，现场甚至可说 

一片狼藉。

學生掉入深坑

有关草场位于育华小学候车亭出入口旁边，许多 
学生上下课也会到草场玩乐，安全措施有必要受关 
注。

记者到现场了解情况时发现，有关工地除了没有 
围起来，工地仍有许多杂物以及高低不平的混凝土 
石板，成了路面陷阱，到草场运动的民众，都必须 
小心脚下。

最让人担心的是，这些高低不平的混凝土石板上 
还有容易绊倒人的铁圈，若小学生在上面跑过，后 
果f堪设想'。

育华小^家协主席郭维权受询时指出，该会曾向 
市议员反映情况，并得知中央排污系统工程的工地 
曾发生数次下沉情况，承包商维修了数次，相信不 
会再下沉。

据他所°知，有关工程已做好，只是路肩还未修复 
或重建。

.廣:

1纖
t加众 

帝影畀 
_市S 
路区择

活其 

5中 

■;方 
是民

电了 

工讯。

地

旁

边

柱

子

的都
马歪

李仁英=排污系統工程逾期

刚
刚

正党加影市议员李仁英说，帝 
/a摩路活力草场有两项工程， 

包括中央排污系统工程以及综合水 
供系统工程，两项工程共用一个工 
地。

他说，其中综合水供系统工程已 
完成，而中央排污系统工程则已经 
逾期，但仍未完工，可能是地下排 
污管未接好。

他会到现场了解情况及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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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有權表達意見

麵集會出席者
(吉隆坡3日讯）鹅唛区国会议员拿督斯里阿兹敏 

阿里说，联邦宪法阐明人民有和平抗议或表达意见的 
权利，他敦促执法单位允许公众表达自己的意见，且 
不要调查出席和平集会活动的人。

他了解警方是履行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的职责，因 
此同意警察总长丹斯里阿都哈密的言论，即呼吁号召 
集会的单位遵守法律，并根据和平法令下的规定，若 
要举行集会，应该尽早通知执法单位。

“公众需要自由与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而 
不是破坏公共秩序与安全。”

阿兹敏阿里今日针对警方开档调查229 “走上街 
头：民主死亡”、301 “还政于民，拒绝叛徒” 2场集 
会，以及传召出席301集会的前首相敦马哈迪长女玛 

丽娜，以及大马人权协会主席拿督安碧嘉一事，在文 
告中么i兑

他说，许多人对过去一周的政治动荡和事态发展表 
达了不少的观点，但并没有对这些观点过于敏感，因 
此他深信，不同观点对民主发展是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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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專學界國勝事務代表團

就大馬政治:局勢之制

SLitemenis on the Current Political Situatioa m Malavsia fro
and Naticjnal Taiwan (Irii\|rei^Stude2i!.A:

■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和台湾大学学 
3会发布联合声明谴责大马后门政府践踏民

〇

港臺學生組織 

譴責後門政府
(吉隆坡3日讯）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 

团和台湾大学学生会指出，马来西亚人民已在 
2018大选里用选票证明他们拒绝国阵政府，如今 

旧势力靠著“走后门”卷土重来，正是赤裸裸地 
践踏民怠。

“政客为求目的竟直接跳过选举从台底夺取政 
权，令东南亚其中一个最民主国家的选举制度形 
同虚设，令人愤怒。”

两造昨日就大马政治局势，发文告谴责以出走 
公正党的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和新任首相兼土团 
党总裁丹斯里慕尤丁为首的数十名跳槽公正党及 
土团党议员，忘记自身职责、背叛信任他们的选 
民。

“这‘后门政权’不是在人民投选下成立，因 
此有违民主价值观。”

文告认为，当权者要服众，必先彰显其公信 
力，以及人民对其授权的民意基础。

文告也举出去年在马大毕业典礼举牌抗议，而 
在近日被控蓄意侮辱破坏公共安宁的时任马大新 
青年主席黄彦铬遭清算议题，呼吁马来西亚政府 
撤回对黄彦铬的指控，尊重大学自主性及保障校 
园人权，守护人权与民主体制，把迫害的手伸出 
校园。

文告说，港台学生共同声援马来西亚公民社 
会，对抗独裁政权，追求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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杈更替后， 
希盟正副 

部长们纷纷赴各 
自部门办公室收 

拾私人物品，而 

妇女、家庭及社 
会发展部一众职 
员，周二（3日） 

在部门为前副部 
长杨巧双举行简 

单又温馨的送别 
会，场面温馨。

部门职员们送 

予杨巧双一束花 
作为祝福，大夥 

儿叙别一番后， 
更不忘拿起手机 

自拍留念。
临别之际，职 

员与杨巧双微笑 
拥抱时道别时， 
忍不住红了眼 
眶。

婦女部職員不捨楊巧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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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口处置放多个告示牌 

及通告，提醒登山客水晶山已 

关闭，不允许进入及登山。

大s

1. 位于甘 

榜内的东部山脉 
出入口没有被 

封锁，登山客仍 
可自由进出。

2. 水晶山 

近年来频频传 
出登山客迷路、 

失足摔伤甚至 
死亡的意外。

(档案照）

3. 水晶山 

的山势险峻，山 

峰一个接一个， 
且山路两旁皆 

是悬崖。

i都会》社区报记者特别走访水 

-晶山西部及东部山脉的出人 

口，也发现准备进人登山或是已下山准备回家 

的登山客身影，当中还有登山客表示东部出人 

口并没有被封锁，因此，相信是允许进人攀 

登《

有3名结伴登山的登山客受询时表示，水 

晶山共分为3个部分，其中东部山脉的地势比较 

容易攀登，而西部山脉则难度比较高，也常常 

发生意外，目前也被当局封锁不允许进人及攀

登。

“水晶山还有一个难度更高的，我们称为 
极限（extreme)山脉。通常意外都发生在（西 

部山脉及极限山脉）这两处地方。”

他们也说，准备爬的是东部山脉，并指东 

部出人口并没有遭到封锁，是被允许进人的。

西部出入口被围起警戒线

根据记者现场观察，位于马来甘榜内的东 

部山脉人口处确实没有被封锁，同时也不见任 

何告示牌警告民众不许进人山内。

相反，西部山脉出人口则被重重围起黄色 

警戒线，封锁人口处以禁止任何人进人登山， 

雪州森林局也在外置放告示牌给予警告。

山壁呈90度直角 林先生（當地居民）

夜
、居住在水晶山附近约10年，而该山一■直以 

<来都吸引不少登山客，尤其周六日会迎来 
很多登山客。他们很多都会在清晨5至6时就开始登山。

水晶山的山脉地势严峻，其中有山壁是呈现90度直 

角，攀登这座山是相当危险，我本身是不敢攀登该山，惟 

我孩子曾与朋友结伴去爬山，回来后也告知这座山的挑 

战。

其实当地是有不少专业登山者，因此有兴趣爬这座山 

者应该找专业人士的带领，同时也必须做好准备，包括准 

备齐全的工具才登山，以免意外发生。”

列世遺預備名單

早
前更名为雪 

兰莪鹅唛 

石英山脊6水晶山全 
长14公里，拥有全世 

界最长石英山脉，以 

及有超过1亿年的历 

史，是世界上最长的 

石英矿，并于2017年 

7月联同皇家柏隆公 

园及大马森林研究院 

跟列人世界文化遗产 

预备名单。

此外，雪州政府 
于2010年2月18日， 

宪报颁布占地114公 

顷的鹅唛石英山脊为

乌鲁鶴麦附加森林保 

留区，同时也通过颁 

为国家地质公园的地 

位。

列为国家地质公 

园后的石英山脊将着 

重3大方面，分别是 

维护天然资源的重要 

性、旅游基建发展、 

推动惠及当地人的社 

会经济活动，如此-- 

来有助制造更多就业 

机会，惠及当地居民 

的社会经济活动。

另外，水晶山 

是由山脊组成，分为

东部（east )和西部 

(west )山脉，山脊 

非常突出，山峰一个 

接-个，山路两旁皆 

是悬崖，可说是雪州 

山势最险峻的其中 

个山脉。

极具挑战性的 

山脉近年来频频传出 

意外发生，除了日前 

的坠死意外之外，去 

年10月也有1名偷闯 
进山的华裔青年登山 

客，在登顶后从从离 
地20公尺高处坠山， 

疑伤及脏腑而当场吐 

血。

-名青年登山 

客周二偷闯安邦水晶 
山，登顶后从离地20 

公尺高处坠山，疑伤 

及脏腑而当场吐血， 

被消防及摇救人员抬 

下山后紧急送医^

进入水晶山的路线有多个， 

者也会从小路或甘榜入山。

除了主要的出入口之外，有

根据1985年国家森林法令第47条文，任何 

人不得进人有关森林范围，拥有准证进人森林 

保留地的人士则除外。违例者被控罪成， 
可被罚款不超过1万令吉，或被判监禁不超过3 

年，或两者兼施。无论如何，依然有不少登山 

客罔顾当局的警告，擅闯进人山内及进行登山 

活动，以致意外事件持续不断发生。

其中，1名来自安邦的26岁法国籍男子，曰 

前与女友擅自闯人该山时，结果失足掉落悬崖 

惨死〇

東部出入口沒封鎖

森林局派員駐守入口處
■■夕卜，森林局也派员在人口处 

i驻守，阻止登山客进人。

执勤官员在记者靠近入口处时即 

询问是否来登山，并指水晶山已被关 

闭，不允许任何登山活动。

他随后受询时则透露，在日前的 

意外发生后，当局即派人在当地轮班 

驻守，但是依然发现不少登山客擅自 

闯人他说，他们是每天早上8时至5 

时驻守该处，惟不少登山客相信在天 

亮前就已进人山内，他们唯有对这些 

已下山准备回家的登山客给予劝告。

多次意外而全面关闭

他也说，水晶山早前是开放登山

的，惟登山客必须得到森林局发出的 

准证，并向警方报备后才允许登山， 

惟多次发生意外后，当局决定全面关 

闭水晶山，不允许任何登山活动。

他也表示，还是很多顽固的登山 

客不听劝告，甚至在多次死亡意外发 

生后依然冒险登山，包括在今早也有 

-些登山客前来登山。

“进人水晶山的路线有很多，除 

了主要出人口之外，有些登山客也会 

从甘榜路进人，我们（森林局）很难 

兼顾及看守到所有路线。”

他补充，R前所发生的法国籍 

登山客失足坠死的意外并非在西部山 

脉，而是发生在另外一座山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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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3日讯）土著团结党 

退出希盟后，虽然目前仍在雪州行政团 

队内，但已有“声音”要他们滚出州政 

府，惟目前希盟成员党仍在等待州务大 

臣的决定。

黄思汉：不宜留在雪州政府

雪州行政议员的黄思汉认为，既然 

土团党中央已退出希盟，不与希盟组成 

政府，那么雪州土团党也不应该、不适 

合继续留在雪州政府体制内。

“雪州政府体制包括行政议员、县 

市议员及村长，这些政治委任（来自土 

团党）的官职都不应该留下来。”

他说，雪州希盟主席兼雪州大臣拿 

督斯里阿米鲁丁也将会在近期内研究与 

做出决定a

邓章钦：尊重火箭立场

另一方面，行动党雪州行政议员兼巴生新城区州议 
员拿督邓章钦今日受访时说，在此事上，他将尊重行动 

党的4■切决定。

“相信行动党会有一套机制，去商讨和衡量土团党 

H前在雪州的地位，之后做出适当的定夺。”

他强调，总而言之，他会尊重行动党的最后立场。 

公正党行政议员许来贤则回应说，这项课题应该等 

州务大臣公布结果。

本报记者也尝试联络诚信党雪州主席兼行政议员依 

兹汉，然而他的电话一直没人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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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返馬夫婦染疫是謠言假新聞亭今

蒲種沒新冠肺炎病例
(八打灵再也3日讯）网络流 

传雪州蒲种发现新冠肺炎病例的信 

息是假的。

根据这个信息，蒲种确诊的新 

冠肺炎病例，是一■对从意大利回马 

的夫妇。

“这个女士与他的丈夫在回马 

后，并没有自我隔离，疑似曾经去 

过多个地点，包括茶室、菜市场与 

购物中心等等。”

这个信息补充，这是一则转发 

自“院长朋友”的消息，惟并没有 

注明所指的院长为哪…家医院的院

长。

事实上，这只是一则假消息！ 

卫生部已经在昨日通过其脸书 

专页作出澄清，有关的信息其实是 

假消息，呼吁民众不要分享与散播 

不实消息。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也在其脸 

书专页上驳斥这•则不实消息说， 

“致蒲种居民，卫生部已经澄清以 

下的讯息是假讯息”，并附上卫生 

部脸书贴文的网址

卫生部所发布的澄 

清贴文网址为h 11 p s : / / w w w .

网传蒲种发现新冠肺炎确证病 

例，并指出患者曾经去过当地的茶 

室、菜市场与购物中心等等。（图 

片取自黄思汉脸书）

facebook.com/373560576236/ 

posts/10156788681626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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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渠積水飄臭顧客止:

商家生意麻
©©©©
巴生港口軍營路

(巴生3日讯）巴生 

港口军营路（Jalan Kem ) 

店屋旁屡次面对积水无法 

消退窘境，以致污水溢出 

地面，发出极其难闻的恶 

臭气味，进而令许多顾客 

止步，店家生意下降30至 

40%，让商家深感困扰， 

苦叹无法好好做生意！

张毓烽：投诉没下文

据知，每当下大雨，该 

区店屋旁的水就不能顺排， 

造成沟渠现…大片积水，更 

甚的是积水还滋生满满青 

苔，路过的行人或摩哆骑士 

稍不留神，就容易被绊倒。

新国泰海南茶餐室老 

板张毓蜂今日在巴生市议员 

谢秀的陪同下，召开新闻发 

布会时向记者指出，在此之 

前，她已向巴生市议会、公 

共工程局、雪州水供公司及 

巴生港口区州议员阿兹米占

投诉，虽然之后有人来过巡 

视并了解情况，但却没有进 

-步的行动，不了 了之。

她表示，这个问题已影 
响他们大约4个月，估算从去 

年10月至今，每次顾客都投 

诉用餐时闻到臭味受不了， 

希望当局快速处理问题，让 

商家安心做生意。

“每次顾客一来，看到 
店屋旁一大片积水，就掉头 

走人。看到这么糟糕的环境 

卫生，即使店内整洁，顾客 

也会因沟渠味大倒胃口。不 

过，有些顾客会选择将车子 

泊在没有积水的后方，再步 

行到店内。”

她说，其实沟渠积水已 
是当地多年所遗留下的“病 

根”，只不过2年前在前班村 

州议员陈博雄的协助下，情 

况稍微缓和…阵子，惟问题 

之后卷土重来。

她解释，这或是以前承 

包商，在重修沟渠时没有做 

好的“手尾”，被疑还将砂 

石倒人沟渠内，以致日后沟 

渠无论怎么挖或通，都无法 

发挥排水作用。

巴生港口军营路角头间店屋因面对沟渠阻塞问题， 

商家苦叹生意下降30%至40%。
以致店屋旁现一大片积水，还发出难闻臭味，

雜草叢生滋生蚊蟲私人空地變垃圾場

J

张敏蜂披 

露，店屋旁的-- 

块私人空地，在长期无人监 

管下，杂草丛生，更有人将 
垃圾、Ti也砂石运来这里丢 

弃，而他们也无法及时阻 

止。

她说，通常，这些人选 

择在人夜或凌晨时分，悄悄 

地将东西运来这里丢弃。

“这些垃圾运来空地 

后，长期囤积下就会飘臭， 

继而成了蚊虫滋长温床，而 

部分垃圾也会掉进沟渠内， 

加剧沟渠阻塞。之前，附近 

也有进行提升丁程，殊不知 
T.程完工后，承包商或将丁 

地无用的材料，仍在空地， 

以善后。”

露，2年前，该座

店屋的前几间店面曾发生大 

火，导致店屋因此荒废，里 

头不仅长满杂草，还沧为吸 

毒者落脚处，让治安亮起红 

灯。
“2个星期前，店屋还 

曾遭窃贼潜人，而且还在我 

们营业中明目张胆地‘人 

侵’。为了防止窃贼有机 

可乘，我们把店面后门上 

锁。”

她说，为了不让周围环 

境影响店内生意，她还自费 

约200令吉请人清理空地垃 

圾；惟清理后，还是有人频 

频丢垃圾，让她感到无奈。

“希望有关当局能正 

视问题，尽速解决，打救商

豕。

疑附近提升工程的承包商没善后，将 

废料随地丢弃。

谢秀（左起）陪同张毓巡视民生问

謝秀：空地屬議員管轄已反映

另

店屋旁现一大片积水，导致前来用餐的顾客都将车子泊在后方，再小心翼 
翼地步行到店内。

-方面，针对上述问题，谢秀 

表示，她接获投诉后，就连同 

巴生市议会工程小组、建筑小组及垃圾承 

包商等，前往该处视察，才晓得事主所言 

的空地，是隶属另一名市议员的管辖地 

区。

“所以，我已向该名市议员反映问 

题，他和服务团队已经知晓此事:”

她表示，目前，她所能做的事，是要 

求市议会派人帮忙维修和清理店屋后面及

旁边的沟渠，建议官员使用抽水机将阻塞 

在水沟的污水及垃圾抽出，清掉青苔，让 

行人和摩哆骑士能安心使用道路。

“至于导致沟渠阻塞的原因，或是店 

屋前道路旁沟渠无法排水，才会间接影响 

店屋旁的沟渠阻塞。两条沟之间的排水道 

是衔接的，店屋前道路旁沟渠是隶属公共 
T.程局管辖，因此当局也需观察和了解情 

况后，采取进一步行动为民解困，惟估计 

需要耗时一段时间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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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穗乡（左 

五）呼吁大家踊跃 

参与“健康与保 
健妇女变女神嘉 

年华”慈善公益活 
动。左起为纪顺 

全、曾蝤颐、吴晓 
婷及叶玫伶；右起 

为林威德、苏波 

恺、黄保民、林德 
麟及锺惠贤。

(蒲种3日讯）白沙罗狮子会、蒲种狮子会、双 

溪毛糯狮子会、沙登狮子会、赛城蓝海狮子会、加影 
狮子会及雪州精英狮子会将于本月8日（星期日）配 

合三八妇女节联合主办“健康与保健妇女变女神嘉年 

华”慈善公益活动

筹委会主席林穗乡表示，该慈善公益活动将于上 
午10时开始，在蕉赖塔之缘咖啡馆（Black Tower)举 

行。

她说，当天也邀请到马来西亚中医师公会义诊 

团成员，前来为公众人士免费提供针灸与推拿义诊活

雪州7獅子會

8曰辦慈善嘉年華
动、儿童填色比赛、骨伤科骨骼检查、器官捐献、健 

康咨询、健康与保健讲座、义卖会、骨痛热症测试讲 

解等多项活动。

欲想报名参加儿童填色比赛者，可联系林女士 
(010-760 9443 ),或吴小姐（012-605 40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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