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hah Alam: Isteri seorang
kakitangan awam ditahan
anggota penguat kuasa Ja-
batan Perkhidmatan Vete-
rinar Negeri Selangor, se-
lepas didapatimemiliki kar-
kas lembu secara tidak sah.
Karkas lembu itu didapati

tiada perakuan kesihatan
veterinar dan perakuan ke-
benaran sembelih dari Pen-
garah JabatanPerkhidmatan
Veterinar Negeri Selangor
selain disyaki disembelih di
luar rumah sembelih yang
diluluskan atau dilesenkan
oleh jabatan berkenaan.
Jurucakap Jabatan Per-

khidmatan Veterinar Negeri
Selangor berkata, tindakan

pemeriksaan mengejut di-
lakukan jam5pagi, 6 Januari
2019 di pasar pagi Batang
Kali, Hulu Selangor.
Menurutnya, dalampeme-

riksaan dilakukan, pegawai
penguatkuasa Jabatan Per-
khidmatan Veterinar Negeri
Selangor mendapati karkas
lembu yang dimiliki wanita
berusia 40-an itu tiada tanda
selar jabatan dan disyaki ti-
dak disembelih di rumah
sembelihan diluluskan atau
dilesenkan jabatan.
Susulan itu semua daging

lembu seberat lebih 232 ki-
logram, alat penimbang dan
lapan pencangkuk daging
dirampas sebelum laporan

dibuat di Balai Polis Batang
Kali hari sama.
Wanita terbabit jelas me-

lakukan kesalahan mengik-
ut Kaedah 5(3) Kaedah-Kae-
dah Binatang (Kawalan Pe-
nyembelihan) 2009 Akta Bi-
natang (Pindaan 2013) dan
boleh dihukum mengikut
Kaedah 17 (Pindaan 2018)
kaedah sama yang mem-
peruntukkan hukuman den-
da sehingga RM10,000, jika
sabit kesalahan.
Susulan rampasandilaku-

kan itu, wanita terbabit, No-
rinah Osman didakwa dan
dibicarakan di Mahkamah
Sesyen Kuala Kubu Bahru
kelmarin.

Keputusan perbicaraan
diputuskan dan Hakim Nu-
rul Mardhiah Mohammed
Redza mendapati tertuduh
gagal menimbulkan kera-
guan yang munasabah ter-
hadap pertuduhan oleh pi-
hak pendakwaan.
Susulan itu dia didenda

RM7,000 atau penjara tujuh
bulan sekiranya gagalmem-
bayar denda ditetapkan.
“Untuk makluman, denda

RM7,000 itu adalah yang
tertinggi setakat ini dike-
nakanmahkamahmengikut
Kaedah-Kaedah Binatang
(Kawalan Penyembeli-
han)(Pindaan) 2018,” kata-
nya.

Wanita didenda miliki karkas tak s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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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la Lumpur: Seramai 18
Ahli Dewan Undangan Ne-
geri (Adun) PKR Selangor
menyatakan sokongan un-
tuk terus setia dengan idea-
lisme perjuangan di bawah
kepemimpinan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selaku pre-
siden parti.
Pengerusi PKR Selango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berkata, kepemimpinan Pa-
katan Harapan (PH) Selang-
or terus memegang teguh

persefahaman demi kepen-
tingan mengangkat marta-
bat rakyat.
Menurutnya, semua Adun

PKR Selangor tetap mem-
berikan sokongan padu de-
mi mengukuhkan kerjasa-
ma dan memberi perkhid-
matan terbaik kepada ra-
kyat.
“Di saat rakyat diselubu-

ngi kekeliruan dan ketidak-
tentuan, kepemimpinan PH
Selangor memegang teguh

persefahaman demi kepen-
tingan mengangkat marta-
bat rakyat.
“Majlis Pimpinan Negeri

(MPN) PKR Selangor juga
menyeru anggota mengu-
kuhkan tekad dan membu-
latkan muafakat untuk me-
menuhi mandat rakyat Se-
langor,” katanya dalam ke-
nyataan media, semalam.
Amirudin yang juga Men-

teri Besar Selangor berkata,
PKR Selangor akan terus se-

tia dan bekerjasama dengan
rakan dalam PH iaitu DAP
dan Amanah serta terus be-
kerja kuat bagi memakmur-
kan negeri dan mensejah-
terakan rakyat.
Komposisi Dewan Unda-

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ialah PKR (21 kerusi), DAP
(16) Amanah (lapan), Ber-
satu (lima), BN (lima) dan
Pas (satu). Walaupun Ber-
satu keluar dari kerjasama
itu, PH masih ada 45 kerusi.

18 Adun Selangor setia bersama P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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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sihanilah nasib kami’
Jalan di hadapan rumah jadi 

laluan utama, penduduk 
bimbang risiko bahaya

Oleh ASYRAF MUHAMMAD

Penduduk di Jalan Se-
lasih U12/24, di sini 
kini berhadapan pel-
bagai masalah terma-

suk jenayah berikutan jalan 
di hadapan kediaman mereka 
menjadi laluan utama bagi 
pengguna lalu lintas di kawa-
san itu.

Mereka mendakwa terpak-
sa berdepan risiko bahaya aki-
bat kesesakan terutama pada 
waktu pagi. 

Seorang penduduk, Johan 
Ramli, 42, berkata,  masalah 
itu berlaku sejak beberapa ta-
hun lalu malah beberapa adu-
an sudah dilakukan kepada 
pihak berkaitan berhubung 
perkara tersebut.

“Jika berdasarkan Perintah 
Pembangunan (Development 
Order), jalan di kawasan ini 
sepatutnya berpagar dengan 
kawalan keselamatan selama 
18 bulan di bawah kendalian 
jawatankuasa penduduk.

“Sepatutnya ada laluan lain 
sebagai jalan utama tetapi 
pembinaan kemudahan itu be-
lum lengkap sehingga kini 
menyebabkan penduduk ber-
hampiran kediaman kami 
menggunakan laluan ini seba-
gai jalan utama,” katanya ke-
pada Sinar Harian.

Menurut Johan, jalan itu 
akan mula sesak dengan ken-

deraan kira-kira jam 7.45 pagi 
sekali gus menyukarkan pen-
duduk di sini.

Johan turut mendakwa, 
beberapa kemalangan pernah 
berlaku di jalan berkenaan 
yang turut digunakan oleh 
kenderaan berat sebagai lalu-
an pintas selain kes pecah 
rumah.

Seorang penduduk, John 
Steven, 56, berkata, situasi itu 
mengundang resah penduduk 
setempat berikutan laluan ter-
sebut merupakan kawasan ta-
man dan bukan jalan utama.

Katanya, beberapa laporan 
telah dipanjangkan kepada pi-
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serta pemaju sebelum ini ber-
hubung perkara tersebut  na-
mun sehingga kini masih tiada 
sebarang tindakan diambil.

“Kawasan kediaman pen-
duduk di sini seperti dianak-
tirikan. Rumah penduduk di 
kawasan sebelah dan penem-
patan berhampiran lain boleh 
memasang pagar berpalang 
namun kami tidak dibenarkan 
sedangkan perkara itu terdapat 
di dalam Perintah Pem-
bangunan.

“Penduduk berharap pihak 
berkaitan dapat mengambil 
langkah segera bagi mena-
ngani permasalahan ini,” 
katanya.

SHAH ALAM

Keadaan di Jalan Selasih U12/24 yang seringkali sesak pada 
waktu pagi sehingga mengganggu penduduk setemp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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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R Selangor setia 
bersama Anwar

SHAH ALAM - Parti Keadilan Rakyat 
(PKR) Selangor berikrar untuk terus setia 
dengan idealisme perjuangan parti di bawah 
pimpinan Presiden, Datuk Seri Anwar Ib-
rahim. 

Pengerusi PKR Selango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berkata, pihaknya juga ber-
janji untuk terus setia dan bekerjasama 
dengan parti komponen Pakatan Harapan 
(PH) iaitu DAP dan Parti Amanah Negara 
(Amanah) demi kesejahteraan rakyat 
Selangor. 

“Majlis Pimpinan Negeri Selangor me-
nyeru semua anggota PKR terutama di 

Selangor mengukuh-
kan tekad dan mem-
bulatkan muafakat 
untuk memenuhi 
mandat rakyat negeri 
Selangor. 

“PH tidak akan 
mensia-siakan keper-
cayaan dan amanah 
yang diberikan oleh 
rakyat Selangor pada 
Pilihan Raya Umum 
ke-14 (PRU14) lalu,”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semalam.
Terdahulu, Amirudin pada majlis solat 

hajat dan doa selamat di kediaman rasminya 
di Seksyen 7, di sini Ahad lalu meminta 
semua pihak untuk bermuhasabah atas apa 
yang berlaku.

Malah, Anwar pada program berasingan 
turut mengingatkan penyokong PKR untuk 
berakhlak susulan insiden kekecohan meli-
batkan Naib Presiden, Tian Chua diserang 
segelintir penyokong parti di luar bangunan 
PKR Tropicana, Ahad lalu.

AMIRU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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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rudin (kiri) bersama Seng Kok (tengah) menunjukkan Buku Mewah GM Klang selepas majlis 
pelancaran buku tersebut di Klang semalam.

KLANG - Pusat pemborong terkemu-
ka, GM Klang melancarkan Buku Me-
wah GM Klang bagi berkongsikan 
mengenai perjalanan syarikat itu sejak 
tahun 2009 lagi.

Pengarah Urusannya, Datuk Lim 
Seng Kok berkata, pelancaran buku 
berkenaan merupakan satu simbolik 
di atas kejayaan GM Klang dalam 
membina sebuah empayar perniagaan 
buat para usahawan khususnya anak 
tempatan.

Beliau berkata, sewaktu awal pe-
nubuhan, GM Klang hanya menem-
patkan 330 lot kedai namun jumlah itu 
telah meningkat kepada lebih daripada 
2,500 lot pada tahun ini sekali gus 
dinobat sebagai Pusat Pemborong 
Terbesar oleh Malaysia Book of 
Records.

“Kami merasa amat berbangga de-
ngan perkembangan GM Klang bukan 
sahaja dalam mengembangkan usaha-
wan malah bagi membantu seluruh ko-
muniti di negara ini,” katanya sewaktu 
Majlis Pelancaran Buku Mewah dan 
Lawatan Rasm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GM Klang berkongsi perjalanan syarikat dalam membina empayar perniagaan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di Function 
Room, GM Klang di sini semalam.

Dalam majlis berkenaan, Amirudin 

sempat membuat gimik pelancaran 
buku tersebut.

Mengulas lanjut, Seng Kok berka-

ta, pihaknya juga berharap agar GM 
Klang akan terus mendapat sokongan 
daripada agensi kerajaan dan pihak 
berkaitan dalam membantu menghu-
bungkan syarikat itu dengan pasaran 
lebih meluas.

“Kami berharap segala usaha kami 
akan terus dapat menyumbang kepada 
peningkatan ekonomi bandar Klang 
dan Selangor melalui penyediaan pe-
luang pekerjaan, transaksi perniagaan 
dan sektor pelancongan,” katanya.

Sementara itu, Amirudin berkata, 
GM Klang menawarkan pelbagai idea 
unik dan berada di barisan hadapan 
dalam menyediakan tawaran terbaik 
kepada pengguna dari seluruh negara.

Amirudin berkata, pihaknya juga 
turut menzahirkan ucapan tahniah ke-
pada seluruh warga GM Klang yang 
berjaya menempa beberapa kejayaan 
sebelum ini.

“Syabas kepada GM Klang dan 
saya optimistik pusat pemborong ini 
dapat menjadi dorongan dalam mem-
percepatkan ekonomi bandar ini dan 
negeri Selangor,”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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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ing serious: Selayang Municipal 
Council is going all out to put a stop 
to illegal hawkers in the municipality 
to ensure all traders are licensed 
and adhere to council by-laws on 
cleanl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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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rough 
cleanliness 

checks a must Health officers in Selangor will intensify inspections at eateries to ensure 
food hygiene standards conform to the existing laws, in hopes of reducing 
the number of complaints received on dirty premis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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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S enforcement officers taking action against errant roadside traders in Taman Enforcement officers seizing items from an unlicensed road-
Samudera and Desa Batu Caves. side stall at a petrol station along Jalan MRR2 in Gombak. 

By EDWARD RAJENDRA and 
BRENDA CH'NG 
metro@thestar.com.my 

DISTRICT and local council health 
inspectors are urged to step up 
checks to ensure that high hygiene 
standards are maintained at eater-
ies in Selangor. 

State health, welfare, women 
empowerment and family commit-
tee chairman Dr Siti Mariah 
Mahmud said all local authority 
health inspectors must carry out 
thorough checks on eateries as 
many complaints on restaurants 
and stalls with poor hygiene prac-
tices were received. 

"Food outlet operators are either 
ignorant or they could not care less 
about hygiene and cleanliness. 

"The cleanliness of restaurants is 
often affected during peak hours, 
especially when an eatery is faced 
with shortage of workers," she said 
after launching the Karnival 3W 
(Wellness, Welfare and Women) at 
Taman Rakyat in Klang. 

The complaints to local authori-
ties noted that eatery operators 
focused more on making profits 
than cleanliness. 

Health inspectors reported that it 
was common to see waiters using 
the same cloth for multiple purpos-
es, including wiping tables and 
other surfaces, as well as failing to 
wash their hands. 

Dr Mariah advised customers to 
avoid patronising dirty eateries. 

"Families who eat out must 
choose clean restaurants. I urge 
people to boycott dirty restaurants. 

"Do a simple check on wash-
rooms to assess the cleanliness of a 
restaurant. 

"Check if the washroom has liq-
uid soap and paper towels and if 
the hand washing area is clean," 
she said. 

She added that by boycotting 
dirty eateries, it would drive home 
the message that unhygienic prac-
tices would not be tolerated. 

"Consumers must lodge a com-
plaint with the Food Safety and 
Quality division in Selangor's dis-
trict health department if a restau-
rant fails to meet hygiene stand-
ards," said Dr Mariah. 

Meanwhile Selayang Municipal 
Council (MPS) said it would come 
down hard on errant operators 
and illegal hawkers this year as 
more enforcement operations 
would ensue to ensure all by-laws 
and regulations were adhered to. 

MPS carried out 15 operations 
last month to deal with illegal 
hawkers and those disregarding 
local laws. 

"There are many illegal hawkers 
popping up along the roadside in 
Selayang. 

Boycott dirty 
eateries, public urged 
Customers discouraged from patronising stalls 
and restaurants that fail to maintain cleanliness 

MPS officers putting up concrete barriers to prevent trucks from 
dumping rubbish on an empty land in Jalan Sungai Tua, Ulu Yam. 

"If the stalls are owned by for-
eigners, we will confiscate their 
items immediately and they will 
not be allowed to claim them 
back," said MPS president Shamsul 
Shahril Badliza Mohd Noor, adding 
that business licences were not 
issued to foreigners. 

He said this after chairing MPS' 
monthly full board meeting, adding 
that numerous complaints on 
hawkers h jd been received, mostly 
on the lack of cleanliness and traf-
fic obstruction. 

If locals were caught trading 
without valid licence, MPS' enforce-
ment officers would seize the 
items. 

The illegal traders would be 
allowed to claim their goods after 
paying up the compound. 

"Cleanliness is an issue because 
illegal hawkers tend to leave their 
rubbish and belongings on site 
where they run their business. 

"This is not allowed as licensed 
hawkers should be taking their 
goods back with them and dispos-
ing of trash properly," he said. 

Besides hawkers, MPS also 
nabbed litterbugs with the help of 
10 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 cameras 
(CCTV) installed at hotspots. 

These cameras are also placed at 

strategic places in housing areas to 
catch offenders. 

Once the illegal dumping prob-
lem in that area has been dealt 
with, the CCTV would be moved to 
a different location to monitor ille-
gal dumping activities, the MPS 
chief said. 

"Recently we managed to nab 
one culprit in the Seri Gombak 
neighbourhood. A lorry was dump-
ing domestic waste there and we 
managed to give the vehicle regis-
tration number to the Road 
Transport Department for further 
action. 

"After getting the address, we 
went to the lorry driver's house to 
issue a compound and seize the 
lorry," Shamsul said. 

MPS officers learned that it was 
a private operator collecting rub-
bish and dumping it in the neigh-
bourhood. 

To get the lorry back the owner 
will have to wait 30 days and settle 
a fine totalling RM4.100. 

Other hotspots that are currently 
under surveillance in Selayang are 
Sungai Pusu and Ulu Yam. 

Meanwhile, enforcement officers 
are also actively checking on busi-
ness operators in commercial areas 
who take up more than two public 

Dr Mariah says consumers should 
only patronise eateries that 
practise good hygiene. 

Shamsul says MPS is going all out 
to act against illegal hawkers in the 
municipality. 

parking bays. 
"Each business owner can only 

apply to rent a maximum of two 
parking bays outside their shop but 
there are many who take up more 
than two and some did not even 
apply for the two bays," he said. 

Numerous complaints have been 
lodged by residents over the lack of 
parking space in commercial areas 
and that business operators were 
hogging parking bays for their own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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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KING SAFETY AWARENESS 
Malaysians advised to stop exposing 
themselves to danger by dining 
by the roadside >4 

'Prioritise safety and health always1 

Lee: Malaysians risk their lives by dining at roadsides, oblivious to danger 

Illegal roadside stall diners oblivious to the dangers along Jalan Hulu Langat. - Filepic 

By SHALINI RAVINDRAN 
shaliniravindran@thestar.com.my 

THE level of awareness for safety and health 
among Malaysians remains low despite mul-
tiple efforts to instil these among the public, 
says Tan Sri Lee Lam Thye. 

The Alliance for Safe Community chair-
man said good safety and health practices 
should become a way of life for everyone. 

"The public should prioritise these impor-
tant aspects in every situation and not disre-
gard it for convenience sake," he said. 

Lee was commenting on a StarMetro 
report that highlighted a group of hawkers 
who started operating illegal roadside stalls 
at Bukit Ampang in Ampang, Selangor barely 
three months after the earlier operators 
were relocated. 

The stalls which operate only at night are 
located at the top of a steep slope known for 
its panoramic view of Kuala Lumpur city 
centre. 

Customers come in droves and park their 
vehicles along Jalan Hulu Langat, oblivious 
to the dangers of being knocked down by 
cars, buses and lorries that ply the route. 

"We have all heard about reports where 
vehicles have crashed into roadside stalls, 
leading to injuries and even deaths. 

"Yet, we still have many such stalls operat-
ing in dangerous areas," he said. 

Lee added that safety and health should 
also be a concern for the stall operators. 

"We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n-
livelihood, but they must value their safety 
and health at all times,"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public should take this into consideration 

StarMetro's article on March 4, 2020. 

Just as Amp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AJ) was finally able to clear the area, it 
now needs to figure out a way to deal with 
the illegal hawkers who are putting their 
lives and customers' lives at risk. 

MPAJ president Datuk Abdul Hamid 
Hussain said hawkers continued to break the 
law because of high demand from customers 
who enjoy the night skies. 

Lee says we 
must value 
our health 
and safety at 
all times. 

to ensure their own safety and that of family. 
"I am sure there are other areas where we 

can enjoy a panoramic view of the city with-
out jeopardising personal safety," he said, 
adding that lack of hygiene was also a seri-
ous concern. 

Popularity of Bukit Amps 
lookout point draws dinei 
Patrons learn about stalls through word of mouth, say h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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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FEST 
2020 Selangor Book Fest is taking 
place at Shah Alam Convention 
Centre until March 8, from 10am to 
9pm (weekdays) and 10am to 10pm 
(weekends). Admission is free. For 
details, call 03-5519 7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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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COUNTER 
Shah Alam City Council's Shah 
Alam On Wheels will be at Aeon 
Big Bukit Rimau , Section 32, Shah 
Alam on March 7 from 11am to 
5pm. Visitors can file complaints, 
buy parking coupons, pay assess-
ment and check or pay outstanding 
compounds. For details, call 
03-5522 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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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Y OPEN HOUSE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s 
Chinese New Year 2020 celebra-
tion will be held at the Palazo Mall, 
Persiaran Kewajipan, USJ 19, 
Subang Jaya on March 8, from 7pm 
to 10.30pm. For details, visit www. 
mpsj.gov.my 

Headline CNY OPEN HOUSE
MediaTitle The Star
Date 05 Mar 2020 Color Black/white
Section Metro Circulation 175,986
Page No 2 Readership 527,958
Language English ArticleSize 15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360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1,080



Irate business 
By SHEILA SRI PRIYA 
sheilasripriya@thestar.com.my 

BUSINESS owners in the Bandar Sri 
Damansara commercial centre in Petaling Jaya 
are disappointed with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s (MBPJ) disregard for a broken drain 
in the area. 

Those operating along Jalan Emas SD5/1B 
claimed that part of the drain collapsed in late 
2018. 

Since then, businesses have endured flash 
floods during heavy rain. 

Visitors also find it difficult to park their 
vehicles at the parking bays located next to the 
2m-deep and 30m-long drain as the road was 
uneven, said Kepong Community Service 
Centre head Yee Poh Ping. 

One business owner said she lodged a com-
plaint at the city council in November 2018 and 
again last month. 

"The city council workers repaired only 
about three metres of the collapsed drain wall 
and left the rest untouched. 

"The entire drain should be repaired properly. 

owners want broken drain fixed 
"I sent a WhatsApp message to MBPJ's com-

plaint number at 011-1201 7914 and was told to 
wait another two months," she said. 

She added that there should be prompt 
action to repair broken infrastructure in the 
city as business owners were ratepayers who 
forked out money for assessments and busi-
ness licences to MBPJ. 

'This has caused us so much inconvenience. 
"People cannot park here fearing that then-

cars may be damaged, and the drain gets 
clogged, which leads to flash floods," she 
added. 

MBPJ councillor Suriase Gengiah and MBPJ's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department were 
notified on the matter. 

A spokesman from the department said 
MBPJ would investigate the issue. 

On another problem, Yee said the illegal 
dumpsite in Jalan Mahogani SD 1/2 was still 
there even after StarMetro reported about it on 
Feb 22. 

"It has been three weeks and it is still the 
same. Commuters use this road to walk to 
Kepong Sentral Komuter station," he said. 

Yee showing part of the collapsed drain along Jalan Emas SD5/1B in Bandar Sri 
Damansara as affected business owners look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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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ysia's beauty shot in 8K glory 
Videos by award-winning local production house made using latest technology 
By AMANDA SURIYA ARIFFIN 
metro@thestar.com.my 

ELECTRONICS giant Sharp and 
Tourism Malaysia introduced their 
joint collaboration to the public at 
Pavilion Kuala Lumpur with the 
dual aim of benefiting Malaysia's 
tourism aspirations in the spirit of 
Visit Malaysia 2020 while showcas-
ing the latest in audio-visual tech-
nology. 

Thanks to the collaboration, two 
high-resolution videos titled 
"Amazing" and "Diversity" were 
produced. 

The two-minute videos were 
screened at the launch prior to its 
local and global screening across 
Sharp's extensive retail and cus-
tomer network of 19,500 stores, 
beaming on 195,000 TV panels. 

Sharp Electronics Malaysia Sdn 
Bhd managing director Robert Wu 
thanked Tourism, Arts and Culture 
Ministry secretary-general Datuk 
Dr Noor Zari Hamat for attending 
the launch with Tourism Malaysia's 
deputy director-general (planning) 
Zulkifly Said. 

Citing Sharp's rich heritage in 
Malaysia spanning 35 years, Wu 
expressed his appreciation to 
Malaysians and customers for their 

Collaboration Partnership signed 
between the two organisations in 
2019 which was aimed at boosting 
Malaysian tourism. 

"We received global recognition 
at the Asia Destination Film 
Awards 2020 in Bangkok last 
month, placing first in the Tourism 
Board category, ahead of 1,000 
other submissions and 34 other 
shortlisted films," added Wu. 

Sharp Corporation executive 
managing officer Yoshihiro 
Hashimoto said with this 8K+5G 
technology, amazing images could 
be created and discoveries made 
that were impossible before. 

"We are excited to share the 
beauty of Malaysia and what will 
be new discoveries for many, too," 
he said. 

The 8K technology is said to have 
16 times more resolution than high 
definition (HD), capturing vibrant 
and glorious details to produce 
exceptional brightness and real-
ism. 

These videos by Sharp and 
Tourism Malaysia are said to be the 
first production to be shot and pro-
duced in 8K, with help from direc-
tor Mark Toia, nature cinematogra-
pher Cameron Michael and 25 pro-
duction crew. 

trust and support, before elaborat-
ing on the companys 8K technolo-
gy that helps support national tour-
ism. 

"We are thrilled to promote 
Malaysia to the world through this 
creative collaboration with 
Tourism Malaysia and we can all 
agree there is no place like 
Malaysia with its beautiful rainfor-
ests, unique architecture, friendly 

people and charming islands," he 
said. 

The videos were screened on 
three screens, two of which were 
attached to two sides of an annexe 
of Pavilion. 

The screens, measuring some 
four storeys, allowed crowds 
gathered at Bukit Bintang in the 
evening to view the high-resolution 
videos as Wu detailed the technolo-

gy behind the hyper-realistic 
micro-detailed capture afforded by 
8K technology. 

Award-winning Malaysian film 
and content house Chilli Pepper 
Films was engaged for the effort 
that involved 20 days of production 
and 16 days of post-production. 

The videos were a creative 
endeavour that was an extension 
of the Memorandum of Joint 

Launching the Truly 
Aquos 8K, Truly Asia 
Malaysia' production 
are (from left) Tourism 
Malaysia senior director 
(advertising division) 
Manoharan Periasamy, 
Zulkifly, Wu, Dr Noor 
Zari, Hashimoto and 
Sharp Electronics (M) 
Sdn Bhd deputy 
managing director Ting 
Yang Chung. - GLENN 
GUAN/The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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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sees positive 
side to Covid-19 outbreak

� BY AAMIR IMRAN HUSAIN SAFRI 
sunbiz@thesundaily.com 

 
SHAH ALAM: While the global 
economy has been suffering from 
the Covid-19 outbreak, more 
investments are expected to pour 
into the country, particularly 
Selangor, as China, the epicentre of 
the disease, has been badly hit.  

Selangor state executive council 
member and investment, industry 
and commerce and SMEs 
committee chairman, Datuk Teng 
Chang Kim (pix) said the state 
government has been approached 
by investors to explore the possi-
bility of relocating some of the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from China 
to Southeast Asia. 

“The world is talking about how 
China could no longer be the 
world’s factory, as we can’t put all of 
our eggs in one basket,” he said at a 
press conference after the soft 
launch of the Selang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ummit 2020 (SIBS 2020), 
which will be held from Oct 14-17 at 
the Kuala Lumpur Convention 
Centre.  

He disclosed that a majority of 
the inquiries are from the electrical 
& electronics as well as the medical 
&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Teng expects to continue re-
ceiving a huge number of 
investment enquiries in the next six 
months as the fast-spreading virus 
has led to rising cases and deaths.  

However, he stressed that all 

From left: Selang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mmerce Council general manager Loo Chuan Boon, Selangor 
deputy state secretary Datuk Dr Nor Fuad Abdul Hamid, Teng, Invest Selangor Bhd CEO Datuk Hasan Azhari Idris and SIBS 
director of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Ahmad Khairo Othman at the soft launch of the SIBS 2020 yesterday. – ASYRAF 
RASID/THESUN

oState government 
approached by 
investors on 
possibility of 
relocating some 
factories from China  

investments are required to comply 
with the existing rules, policy and 
standards. 

Speaking of the impact of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on Selangor, 
he said the state government could 
not afford to come up with a 
stimulus package to combat the 
disease, but is looking at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its processes to help 
businesses cope with the impact. 

“Currently, we are looking at how 
to make the existing procedures and 
processes easier for investors, 
especially for development order 
and land matter, including sub-
division of land, application of land 
and land rezoning, to name a few.” 

At this juncture, Teng said, 
Selangor is retaining its investment 
target of RM12 billion for the year. 

“For now it is still too early to tell 
the impact from Covid-19, we still 
have to wait one or two months 
before deciding to review the target 
as we do not know how serious it 
will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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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魯丁 =以人民為先

遍與申央
(巴生4日訊）雪州大臣 

拿督斯里阿米鲁丁指出， 

虽然中央政府，及雪州政 

府不再是同一个执政联 
盟，但州政府一样会秉持 

专业和遵守程序与中央政

府交涉，以便造福雪州子 

民。

他说，尤其现在我国“内优 
外患”，包括武汉肺炎、中 
美贸易战、伊朗战争等不明朗 
因素，各级政府更应以人民为 
先。

■众嘉宾见证巴生巨盟咖啡桌书《多走一里》诞生；左起为扎瓦威、莫哈末依 
扎、艾丽雅、阿米鲁丁、林成国、阿末祖克纳尼亚及胡禄滨。

“为了雪州人民福祉，希望中 
央政府一样专业和按照程序， 
尤其是推动经济发展。”

政局穩定發展前進

阿米鲁丁今午为巴生巨盟批 
发城推介咖啡桌书《多走一 
里》时指出，若继续受到政局 
动荡影响，最终将让整个国家 
面临严重亏损，有关损失不是 
以10亿令吉计算，而可能是以 
1000亿令吉甚至9000亿令吉的 

计算。

他说，因此，国州不同阵营 
执政下，或有不同政见及政 
策，但还是得联系，最重要的 
是各造，包括政府机构、私人 
界等能继续合作，以便推动国 
家前进发展。

“中央政府一出现变更， 
我在24小时内当机立断，稳定 

政局，因为我相信只有稳定政 
局，才能引领雪州继续前进发 
展。”

i也说，武汉肺炎已影响中国 
产品对市场的供应，因此本地 
企业应该抓紧机会，让本身产 
品填补目前的短缺，他相信本 
地企业或中小企业也有能力提 
供优质产品。

出席者还有双溪甘迪斯区州 
议员扎瓦威、巴生市议会副 
主席艾丽雅、大马旅游局（中 
区）总监莫哈末依扎、g盟批 
发城董事阿末袓克纳尼亚及财 
务总监胡禄滨等。

推介巨盟咖啡桌書《多走一里》

阿
'米鲁丁首度拜访巨盟批发 
城，并为该批发城新出炉 

的巴生巨盟咖啡桌书《多走一 
里》（The Extra Mile)主持 

推介仪式。
阿米鲁丁指出，巨盟批发城 

不仅是一座商城，更于2018年 

民带来福祉，逐渐发展为东南 
亚贸易的管道。

另外，该批发城董事经理拿 
督林成国指出，巨盟批发城是 
由大马人建立的批发贸易枢 
纽，亦是为大马人而做的商 
城。

被委任为巴生旅游大使和被誉 
为马来西亚最大批发商城。

“巨盟位于巴生区，巴生区 
则位于雪兰莪州，换言之，巴 
生巨盟批发城的成就也会打响 
雪州的名声。”

他希望，巨盟继续在批发、
国际合作、旅游、购物等各种 
不同的贸易形式上，好好扮演 
自身的角色，为雪州和巴生人念。

“巨盟历经10多年蜕变，今 
天也是巴生巨盟咖啡桌书《多 
走一里》的推介礼，管理层承 
蒙地方政府和各界的支持，让 
此书顺利面世。”

他说，该书记载著该批发城 
的发展历程，述说批发_在各 
界扶持下，在巴生巨盟批发城 

“多走一里”的精神和营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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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魯丁矢言忠於安華
(吉隆坡4日讯）雪州公正 

党主席拿督斯里阿米鲁丁指 
出，他与18名公正党的州议 

员，矢言忠于党主席拿督斯 
里安华的斗争理念。

他说，该党也将继续和雪 
州希盟的友党，即行动党和 
诚信党保持合作，忠于对雪 
州子民的承诺，为子民谋福 
祉。

°他说，虽然过去人民对政 
治的动荡感到混淆和不安，
但他庆幸，雪州希盟的领袖

为了雪州子民 
的利益，坚持 
共同的协议。

“雪州公正党理事会也呼 
吁所有党员，尤其是雪州党 
员，坚守立场，履行=讀州子 
民的委托。”

阿米鲁丁也是雪州大臣。 
他发表文告，这么指出。

他说，他与18名州议员也 

会全力支持，并提供最好的 
服务予雪州子民。

“我们将继续和雪州希盟 
的友党，即行动党和诚信党 
保持合作，不会白白辜负_ 
州子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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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聯盟需華裔代表”

誓張截虎
(振林山4曰訊）柔州变 

天出现戏剧性转变，早前 

自称与希盟同在的公正党 

柏玛尼斯区州议员张发虎 

宣布退出公正党，成为亲 

新联盟的独立人士。

这意味著，新联盟在柔州立 
法议会取得简单多数议席，掌 
握29席，比柔州希盟的27席多2 

席〇
° 柔佛州务大臣拿督哈斯尼今 

午在柔佛州务大臣办公室，和 
张发虎召开记者会指出，新联 
盟包括国阵16席，伊斯兰党1 

席，加上土团党11席及独立人 
士 1席，因此目前掌握简单多数 
议席组成新政府。

他说，张发虎退出公正党， 
是以柔州人民和选民为优先考 
量，并非承受任何压力，作出 
这项决定不容易。

询及张发虎是否列入柔州行 
政议员团队，哈斯尼坦言，相 
信张发虎加入新联盟，可代表 
华裔反映心声给州政府。

行政議員週五宣誓

他强调，新联盟柔州政府需 
要各族代表，反映柔州各族人 
民比例，而不是以巫裔为多数 
的州政府，所以在柔州行政议 
会会有华裔代表。

哈斯尼透露，他明天会提呈 
名单给柔佛苏丹依布拉欣，他 
已提呈超过十名人选，让陛下

遴选和御准。
他预计，柔州行政议员在周 

五举行宣誓就职仪式。
在希盟崩盘初时，张发 

虎便跟随公正党原任署 
理主席阿兹敏进出，
并在喜来登酒店多次 
向媒体发言；到阿 
兹敏离开公正党 
时，张发虎宣布 
留在希盟不走；
其后柔州酝酿 
变天，张发虎 
被传投向新联 
盟，但同一天晚 
上他又在希盟的聚 
会上出现并宣称与希盟同在。

■张发虎称，辞职决定不是为自己，是为人民。

y

經深思熟慮
1发虎说，他是为了服务人民才 
tTK转投新阵营，因为当牙医3〇年 
来最多可以帮助2万人，但通过政治 

他可以服务更多人。
他一脸沉重指出，他是周三早上才 

作出这个决定，并称这是一个痛苦的 
抉择。

\也1兑，这不是他一人的决定，他谘 
询了很多人，包括支持者、选民、家 
人及朋友，听取各方面意见后，才做 
了此决定。
当独立人士

“我宣布退出公正党，成为独立人 
士，并支持新联盟组成的政府。” 

他说，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选择。
“我是一名专业人d:，大可以选择

安于现状，做回我的牙医，但是，作 
为一名牙医，我可以帮助多少人？”

张发虎说，他当牙医30多年，根据 
他的记录，最多也只是服务2万名人 

民，但政治不同，他可以服务更多 
人。

张发虎称，他不是为自己做这个决 
定，是为了人民。

“我不理其他州是怎样，其他州 
是其他州，我是柔佛子民（bangsa 

Johor)，这里是柔州，我们要往前 

看 ”
k发虎坦言，他知道外头对于他有 

各种评论，但他希望，所有人帮助 
他，这是为柔州好，他也没有回头 
路。

麵利誘為民作出決定
发虎强调，他没有收到任何献议，也没有人 

Of以官职诱他跳槽，更不是受到压力，他的决 
定是考虑到人民。

“我这么做，是为了柔州政治稳定。我从政的 
宗旨是为了柔州人民，其次才是为了自己。”

他说，眼下政治局势混乱，各地政府不稳定， 
也包括柔州。

“我要感谢州务大臣，非常有耐心，他们了解 
我，是公正党之人，有公正党精神，加入公正党
已久〇 ”
^他1兑，他涉入政坛的理念，就是服务更多人。

针对公正党议员中选后若退党需要赔偿1000万 
令吉一事，张发虎说，他以人民利益为先，其余 
的事，他自会面对。

“当初签署(不跳槽）文件时，情况很混乱， 
我也不知道签了什么，但不管如何，我都会面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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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作無間學會謙卑忍耐

楊巧雙發文廳IMH
(吉隆坡4日讯）妇 

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前 
副部长杨巧双向其前上 
司，即前部长拿督斯里旺 
阿兹莎致意，对有机会在 
我国首名女性前副首相领 
导下，和后者一起服务感 
到荣幸。

杨巧双昨午在面子书发 
文时忆述，她和旺阿兹莎 
的办公室，分别坐落在部 
门大厦内的第37及38楼，

她们俩的团队合作无间， 
一起了解和讨论该部所需 
应对及解决的问题。

“在毎一个会议上，
‘旺姐’（旺阿兹莎）强 

调保护儿童和他们福利的 
需求、专注于老年人的需 
求以及关心残障人士社群

I指°出，旺阿兹莎作为 
一名医生的背景和经验， 
让后者在应对社会问题时

■杨巧双（右起）上载和旺阿茲莎一起出席活动的 

照片。

占有优势，而她从后者身 
上学到许多关于谦卑和耐 
心的含义。

開放態度聽取意見

她说，旺阿兹莎在出席 
活动时，经常会在她耳边 
低语表明希望事情从简。

“当有人要向她（旺阿 
兹莎）致敬时，她会说：

‘不用啦当我们在讨 
论樽节的方式时，她毫不 
犹豫提出将钱归还人民的 
建议0.

_ “我们也真的做到了！ 
从2018至2019年，我们削 

减了不必要的活动，为部 
门节省了 200万令吉！” 

此外，她说，旺阿兹 
莎总是抱持开放态度听 
取意见，允许官员在 
会议桌上自由地提供意 
见，而旺阿兹莎也给她 
许多空间探索政策和计 
划事宜。

“当她认为我可能会 
在特定课题上，遭政敌 
攻击时，她会毫不犹豫 
立即保护我。”

她说，旺阿兹莎昨 
早透过手机应用程序

“WhatsApp”向她发送 

讯息，表达自己对新型 
冠状病毒（武汉肺炎） 
疫情的担忧，也非常担 
心病毒对弱势群体的影 
响。

“感谢神，我在她领 
导下服务，爱你‘旺 
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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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尤丁

9J撟數部長
■阿茲敏

%

相、财』 

防部长vL 《新海

讓(

(吉隆坡4日訊）首相丹斯 

里慕尤丁预料会在本周先宣布 

几个重要的部长职，包括副首 

相、财政部长、内政部长及国 

防部长人选。

《新海峡时报》引述消息指出， 
数名经验丰富的国阵政府前部长 

和伊斯兰党主席拿督斯里哈 
迪阿旺，是最有可能出任 

以上4个高职的人选。

这包括国际贸易及工业 
前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 
及国内贸易、合作社与消 
费部前部长拿督斯里韩查 
再努丁，他们都是从巫统 
跳槽至土著团结党的国会

议员。
巫统方面则有国防部前部长拿督 

斯里希山慕丁、来自东马政党的人 
力资源部前部长拿督斯里里察烈以 
及工程部前部长拿督斯里法迪拉， 
希盟时期的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

冀給人民安全感

消息人士指出，慕尤丁希望给人 
民一些安全感，因此他会尽快宣布 
这4个职务，就像前首相敦马哈迪在 
希盟执政后所做的那样。

报导也说，尽管上述7个人选当 
中，有5人是国阵时期的部长人选， 

但相对于那些仍背负法庭案件的国 
阵前领导人，他们被视为是“乾

■里察烈

■慕斯达法

2f!
■希山慕丁

hH，

X 一 y r

Fa
■法迪拉 ■韩查再努丁

净”和“受尊重”的人选。
报导指出，至于其他的正副部长人选， 

则会在未来两周内才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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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nwrwa r«r-f»r

controlthe situation-

T 丁杰隆接获投诉后赶到 

现场了解情况。

—大道公司就周二晚的意 

外事件，在网民帖子留言 

已派指挥人员到现场。

SUKE工程

高
架
橋
水
泥
墜
落
事
件

(安邦4日訊）随 

著昨晚发生水泥坠落 

事件，位于丽华镇路 

(Jalan Taman Putra) 

的新街场一淡丨工尚架天 

桥（SUKE)工程暂时停

工。

丽华镇路从太子园方向 
往安邦大永旺（A e 〇 n B i g 

Ampang)沿途，进行中的新街 

场一淡江高架天桥工程，于 
昨晚8时许，发生水泥从高处

坠落，击中路过的马赛地轿车事 

f牛。

i居了解，昨晚意外只涉及1辆马 
赛地轿车，而非社交网站流传的2 

辆车。

丽华镇路是衔接太子园、丽华 

镇、打昔柏迈、南柏再也等多个住 

宅区的主要道路，车流量甚高。

事發位置如常通車

《中国报》记者今早到场观察， 

工地已停工，不见平时如火如荼的 

赶工情况，绝大部分机器都没有操 

作，只有三三两两的工人在工地。

昨晚的事发位置已被清理，车道 

如常通车，但地面上还有水泥的残

留痕迹。

安邦k也市议员丁杰隆接获通知 
后赶往现场，并建议马賽地车主报 

警处理及前往医院验伤。

他向《中国报》指出，他已向莲 
花苑区州议员黎潍福和安邦再也市 

议会反映这起意外。

他说，根据居民反映，有关洋灰 

从高架天桥上坠落已不是第一次。

“我会要求雪州职业安全与卫生 

局针对此事进行调查，如果承包商 

有疏忽，应该采取行动。”
他要求承包商提升工地周边的安 

全措施，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经
被
青
理
和
如
常
通
羊
。

■
周
-}
晚
发
生
水
泥
坠
落
事
件
，
隔
日
现
场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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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其

商民促搶修免醸禍
(八打灵再也4日訊） 

斯里白沙罗镇工业区主要 

道路沟渠坍塌阻挡排水长 

达2年，每逢倾盆大雨即引 

发突发水灾，当地商民多 

番投诉却求助无门，敦促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与州议 

员，尽快采取修复行动。

据当地商民投诉，位于 
SD5/1B路（Jalan Emas 

SD5/1B)的沟渠共有2个坍塌 

处，豪雨来袭便会影响排水系 

统而引发突发水灾，曾有摩哆 

骑士冒险驶过导致摩哆抛锚， 

土地下陷也对商民构成安全威 

胁，更导致商家缺失泊车位。

“沟渠射塌为公众构成安全 

威胁，稍有不慎将跌入沟渠而 

受伤，因此他们自发在對塌处 

置放障碍物，充作警惕公众之
、今 ”

他们在甲洞社区服务中心主 

任余保凭的陪同下，巡视事发 

路段时，向记者如是投诉。

余保凭指出，碍于当地是吉 

隆坡与雪州的边界地带，许多 

建设问题皆被政府忽视，包括

沟渠坍塌的问题自2018年发生 

后，一直没被修复。
“居民曾在2018年向八打灵 

市政厅的官员投诉，但一 S；没 

有下文，直到约两周前，有承 

包商前来修复其中一个坍塌 

处，居民询问进度时，对方竟 
叫他们等2个月。”

避免突發水災

他促请八打灵再也市议会尽 

快采取行动，展开沟渠的修复 

:n作，避免再次发生突发水 

灾，影响当地商民的作息。

他也不满武吉兰樟州议员黄 

洁冰对当地的基设和民声问题 

不闻不问，至今为对居民投诉 

展开应对措施。

“我曾在上月投诉当地的民 

生问题，但她作为曾任雪州行 

政议员的连任州议员，却只在 

佳节活动时出现，一直没聆听 

居民投诉，故我敦促她尽快和 

市议会配合，并设想短期的解 

决方案。”

他说，他将继续向有关当局 

跟进问题，确保问题能尽快获 

得解决。

;

mMWm

_ .胸/.

■余保凭（前排右起）陪同居民，巡视斯里白沙罗镇SD5/1B路 

的沟渠坍塌问题，促请有关当局尽快展开修复工作，后左为居 

民辛佩菁。

讀,?V,-

♦辛佩菁（居民） 官員只叫等待
Q D 5 /1B路的沟渠坍塌问题发生于2 018年，我曾致电给八打灵 

〇再也市政厅官员，要求当局进行修复工程，但一直都没有下 
文，直到2周前才来维修，可是另一处料塌位却没维修。

我昨天再次询问有关的负责官员，但对方却叫我等待2个月， 

希望当局尽快进行全面的维修工程。

♦苏辉煌（商家） 摩哆路過拋錨

沟:

■斯里白沙罗镇SD5/1B路的沟渠坍塌阻挡排水系统，导 

致毗邻的主要道路逢雨必灾。

丨渠坍塌导致比邻的主要道路逢雨必灾，最近一次发生于今 

1年1月，早前曾目睹摩哆骑士途经积水处而抛锚。

碍于沟渠坍塌，非常危险，为了避免让其他人经过时，没留意 

而跌倒，我们自行置放障碍物，提醒民众小心为上，其实我们都 

不敢将车辆停在该处，所以现在的泊车位不足，希望当局尽速解 

决问题。

2020年3月5曰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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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不满会所遭封锁，左 

10起为云大栋、吴文富、吴 

亚岭及陈运鸿。

(士拉央4日讯）马 

华诗里美乐地花园支 

会坚持该会会所获得土 

地局批准兴建，不满士 

拉央市议会多番封锁会 

所，今日再次剪锁进入 

会所，促有心人士勿藉 

机回收。

该会强调，该会会所 
早于1991年获得土地局 

批准，使用该地兴建 

支会会所，而非民众会 

堂。

° 马华士拉央区会主席 

拿督吴亚岭说，民联在 
2008年执政后，时任士 

拉央市议员徐灶生就已 

有意收回该处。

“我们针对此事多次 

会见市议会主席，告知 

只要市议会愿意付出当

土地局批建■市會頻封鎖

馬華剪鎖促別藉機回收
霧_

■进鸿
吴人。
亚会
岭所

年兴建会所的开销，约 
20万令吉，他们可以交 

出会所，然而之后就没 

有下文。”

黨員籌款建起

他指出，直至今年1 
月8日，市议会到来剪 

开他们的锁，并换上新 

锁，他们发现后就报 

案，并添上新的锁头。

他也是该支会名誉主 

席。他今日在破开市议 

会封锁，再次进入该会 
所后，召开记者会。

他指出，2008年往后 

数年，当局数次表示要

接管该会所的信函，但

•直没有行动。

“我们在同月14曰第 

一次剪开市议会的锁， 
17曰市议会再来剪开锁 

头，还放上警告牌。” 
他说，他们在18曰 

再次加锁，市政局2月 

20再来剪，这次后他在 
24曰再致函给市议会主 

席，阐明会所是获得批 

准的。

“为了避免会所内财 
物损失，我们在28曰再

加锁。，’

他说，该会所是当年 

马华党员筹款建起，是 

他们的心血，也获得批 

准，不应被当成民众会 

堂般被接管。

出席者有支会主席吴 
文富、马青雪州团长陈 

运鸿、士拉央区会秘书 

云大栋、士拉央区会妇 
女组署理主席谢淑华、 

支会妇女组主席魏梅莉 

等。

中左 
^起 
与为
样 口
兄天

员文
剪富
开及
锁陈
头运

吳亞嶺：質疑徐灶生濫權
亚岭质疑徐灶生滥用权力，指示市 

f议会封锁支会会所。

他说，徐灶生目前是士拉央国会议员 

政治秘书，却能动员到土地局发信收 

地，还能让市议会来上锁。

他指出，早前国会议员拨款赠送垃圾 

桶给当地居民，徐灶生也乘机向居民表 

示要成立居协，而要求居民提供资料。

“我的名字被列入在内，但如今该居 

协是否已经注册，我就不清楚。”

他指出，斯里美拉蒂花园过去已有居 

协，他本身也在多年前曾担任居协秘 

书。

简民发说，如今的雪州政府已执政 

超过10年，若要为当地居民兴建民众会 
堂，理应拥有足够时间寻找适当地点。

“他们应该花心思找新地点，而不是 

打这会所主意坐享其成。”

他说，该会所一直都有让民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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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滿市會多次封鎖會所

詩里美樂地花園馬華剪鎖頭
(士拉央4日讯）马 

华诗里美乐地花园支会 

不满士拉央市议会多次 

封锁会所，今日再次剪 

锁进入会所，并促有心 

人士勿借机锁回。

马华士拉央区会主席 

拿督吴亚岭强调，该会 

所早于1991年获得土地 

局批准，使用该地兴建 

会所，而非民众会堂。

他说，该会所是当年 

马华党员筹款建起，也 

获得批准，不应被当成 

民众会堂般接管。

民联自2008年执政 

后，时任士拉央市议员

徐灶生就有意收回该会 

所°

“我们就此事多次会 
见市议会主席’告知市 

议会只要付还兴建会所 
的约20万令吉，我们愿 

意交回会所，然而之后 

就没了下文。”

吴亚岭指非民众会堂

他也是该支会名誉主 
席，他今日在剪开市议 

会的封锁，再次进入该 

会所召开记者会。’

他指出，2008年之 

后，当局多次表示索要 

接管该会所的信函，但

一直没有行动。
至今年1月8日，市议 

会剪开他们的锁并换上 

新锁，他们发现后就报 

案，改添上新锁头。

"我们在同月14日第 

一次剪开市议会的锁，
17曰市议会再剪，还放 

上警告牌。”

他说，他们在18曰再 

次加锁，市政局2月20 

又再剪；这次之后，他 
于24日再致函市议会主 

席，阐明会所是获得批 

准的。“为了避免会所 

内财物损失，我们在28 

日再加锁。”

吴亚岭还说，徐灶生 

是士拉央国会议员的政 

治秘书，却能动员到土 

地局发函收地，还能让 

市议会来上锁。他质疑 
徐灶生滥用权力，指示 

市议会封锁会所。出席 

者有支会主席吴文富、 

马青雪州团长陈运鸿、 

士拉央区会秘书云大 

栋、士拉央区会妇女组 

署理主席谢淑华、支会 

妇女组主席魏梅莉等。

为
陈
运
鸿
。

所
，
左
是
吴
文
富
，
右
 

同
志
剪
开
锁
头
进
入
会
 

■
吴
亚
岭

(

中

)
与
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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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合斯努:等王宫正式結果霹希盟挺法依沙任大臣
(怡保4日讯）诚信党霹雳州行政议员哈斯努坦承，霹雳 

州希盟三党于周一晚上举行一项接近2个小时的会议，.所有 

州议员一致通过继续给予大臣拿督斯里阿末法依沙全力支 

持，直到获得王宫或大臣办公室的正式结果，并且没有定下 

时限。

哈斯努说，行动党霹雳州主席倪可敏和党所有州议员、诚 

信党和公正党的立场一样。

大臣官邸外站逾小时

他提到，由于土团党已退出希盟，大家的关系跟著结束， 

因此会议并没有邀请土团党；会议上讨论许多课题，包括政 

府的情况。

哈斯努是连同行动党霹雳州行政议员杨祖强与文冬州议员 
西华苏巴马廉，在霹雳州政府大厦接受媒体询问时，这么披 

露。

他指出，尽管大臣昨天已觐见苏丹，但不晓得他们谈论的 

内容，王官和大臣办公室方面过后并无发出官方文告，因此 

州政府还是维持现状，继续履行行政议员职务。

“我也在追问会面成果，今天也联络上大臣政治秘书，被 

告知大臣至今没有给予正式指示。现在霹雳州政府的情况就 

像吉打，尽管土团党跟巫统和伊党组织联邦政府，但有别于 

州政府。”

哈斯努表示理解霹雳州人民目前的忧虑，他和行动党霹雳 

州行政议员杨祖强及其他行政议员一样，确保持续为人民带 
来发展的议程能够全面执行。

他承认，他于周一中午12时30分抵达大臣官邸时.，被要求 

两小时过后再过去；他于下午2时30分折返，但未获准进入 

官邸，因为大臣当时在会客，但他依然抱著希望，在篱色外 

等到3时45分才离开，无功而返。

“我不会觉得怎样，因为要会见领袖，等待是相当平常的 

事情，但大臣官邸不像霹雳州政府大厦般能够遮荫；我没有 

感到生气，因为领袖需要时间讨论和作出决定。”

哈斯努不晓得官邸内的客人是谁，他也没有见到。

哈斯努也承认在星期天接到拉拢电话，因为对方议席不 

足；当时对方没有说出条件，只是表示有机会的话，不妨商 

讨一下，而他也明白对方的意思；不过，他不愿抖出对方的 
身份。（LSL)

■黄溪沄（左起）和陈家兴与驻守在霹雳州政府大厦 

的媒体寒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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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渠崩塌路面下陷未修
商家放障礙物策安全

(八打灵再也4日讯）斯 

里白沙罗镇商业区黄金SD 
5/1 B路部分的沟渠壁崩塌、 
停车位路面下陷的问题已发 

生一年多，至今仍未获八打 

灵再也市政厅修复，为防车 

辆停泊于下陷的车位，当地 

商家自行置放障碍物，保障 

民众安全。

甲洞社区服务中心主任余 

保凭指出，黄金SD 5/1 B路 

一处的沟渠壁崩塌逾一年， 

脱落的瓦砾沙石掉进沟渠内 

致排水受阻，而当地逢大雨 

必水灾，尽管商家曾向八打

灵再也市政厅与武吉兰樟州 

议员黄洁冰投诉，却不见有 

任何实际的解决方案。

沟渠壁崩塌更导致旁边的 
停车位路面下陷，市政厅至 

今仍不处理，使到商家担心 

会有车辆停泊时不慎陷入水 
沟，因此主动置放障碍物， 

避免有车泊在该处。

商家投诉无下文

据悉，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今年2月曾在沟渠崩塌处仅 

约10公尺之外的沟渠修复， 

惟严重的部分尚未处理。

■余保凭（左）指黄金SD 5/1B路沟渠崩塌的情况严 
重，担心会危及路人。

余保凭说，斯里白沙罗镇 
位于八打灵再也市政厅管辖 

范围的边界，当局不应该忽 

略该区的民生问题’应尽快 

修复。_

他也促请当地人民代议 

士、担任武吉兰樟州议员十

多年的黄洁冰多关注民生问 

题。

另一方面，针对靠近甲洞 

中央火车站停车场出现废弃 

车搁置多年的问题，余保凭 

呼吁有关当局尽快展开行 
动。（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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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及安全阻交通

3非法路邊攤被拆
(八打灵再也4日讯）基 

于非法路边摊危及道路使用 

者的安全、制造交通阻塞及 

有损市容，士拉央市议会执 
法组曰前前往鹅唛拆除3个 

非法路边摊及充公业者工 

具。

这些非法路边摊是位于 
MRR2路油站前，该处是禁 

止在“禁区”范围内营业 

的，执法组在取缔行动中充 

公了3个帐篷、2个折叠式桌 

子、2块桌板' 1桶煤气及椅 

子等。

执法组是援引士拉央市议 

会2007年小贩3条例（无牌 

营业）采取对付行动；并援 

引1974年道路、沟渠及建筑 

物法令（阻碍道路）处罚有 

关小贩。

与此同时，士拉央市议会 

执法组日前在柏丽玛鹅唛巡 

逻时，突击2间非法按摩中 

心及充公店内所有按摩工 

具。

据了解，执法员共充公了 

15张床褥、7个枕头、6瓶按 

摩油、5个沙发、1台冷气及

1部电视机。

执法员是援引2007年士 

拉央市议会美容及健康中心 

3条例，对付2间非法按摩 

院。

士拉央市议会同时发出提

■碍遭 
非道市 
法路;I义 

小且会 
贩影对

边公。 
做众 
生的 
意安 
，全 
不， 
但因 
阻此

醒，绝对不允许任何人无牌 

营业，所以勿以身试法， 

否则将被对付。市议会将 

不时突击检查，确保不法 

之徒的非法事业无法得逞。 
(T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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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4日讯）雪州非伊 

斯兰教事务理事会联合主席拿 

督邓章钦宣布，从即日起佛教 

与道教组织可向雪州政府申请 
367万令吉的非伊斯兰宗教拨 

款0

他补充，有鉴于雪州佛教及 

道教组织发展蓬勃，宗教组织 

有增无减，在僧多粥少的情况 
下，州政府只能够提供2000 
令吉给每一个申请单位。

今年所有欲申请宗教活动拨 

款的组织除了需要呈交申请 

信、社团注册文件及银行账单 

副本，也需要交上庙宇或佛堂 

及相关活动的照片各_张。
邓章钦说，州政府也黄助佛 

教及道教组织首100&学生 
100令吉的宗教教育，申请组 

织只需要提供5至18岁的学生 

姓名、年龄、身分证号码及性 

别的资料。

此外，有意申请教学设备的 

宗教组织，需要提供承包商估 

价表副本及教学设备的照片。

与此同时，有意申请重建及 
新建庙宇的宗教组织，需要提 

呈承包商估价表、市政局发出 

的发展批准信或者建筑物图测 

批准信的副本及照片。每一个 

获得批准重建及新建的组织， 
可获最高5万令吉拨款。

不再拨款住家式宗教场所

对于正在进行或需要修复及 

维修的庙宇或佛堂，皆可向州 

政府申请费用，申请单位只需 

提呈承包商估价表副本及修复 

前后的照片即可。

雪州政府并不鼓励住家做 

为宗教场所，因此不再拨款 

予使用排屋住家营运的宗教 
团体。

有意申请的宗教组织，可把 

申请信、社团注册文件及银行 
账单副本及相关文件，邮寄或 

交到各州议员服务中心，或沙 
亚南州政府大厦3楼邓章钦的 

办公室。（TTE )

鄭
章
欽
：
各
單
位
2

千
元

雪
即
起
撥
款
非
伊
教
組
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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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308国际妇女节

逾60庆典全槟开跑
(槟城4日讯）配合308国际妇 

女节，多达60项庆典活动将于3月 

份，在全槟各区陆续开跑，料吸引 

逾万人参与。

槟州妇女及家庭发展、性别包容 

及非伊斯兰宗教委员会主席章瑛于 

周一下午召开记者会时说，槟州国 

际妇女节活动已迈入第8个年头， 

今年主题为“人人平等” （Each for

Equal) 〇

章瑛提及，随着槟州政府于 

2019年实行性别包容政策，在4〇 

个选区各成立一个妇女和家庭发展 

委员会（JPWK)，这4◦个委员会 

皆参与筹办。
“去年，槟州共有56项国际妇 

女节活动，参与人数达9000人；今 

年则有至少6◦项，目标人数为

槟主体的 
州题秦 
国为与势 
际尸考。 

妇人公 
女人';E 

节平I

1000 人 <

她指出，2020年国际妇女节活 

动（IWD2020)将于本月5日，在 

槟州大会堂举行推介礼，当天活动 

包括小组讨论、激励讲座等，预计 

将有1000名公务员、非政府组织代

表、政府相关公司代表出席。

她补充，当天将邀请槟州元首后 

杜潘哈芝雅玛芝末主持开幕，及前 

任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 

兼吉隆坡泗岩沬国会议员杨巧双出 

席演讲。
此外，她说，槟 

州首个“妇女研讨 

会” （Sidang 
Wanita)目前正进入 

申请程序，一旦申 

请顺利，将在6、7 

月举行。不过，目 

标人数仅为4◦人， 

因此，当局将从报 

名者中进行筛选和 

录取人选。

欲知更多详情， 

可浏览脸书专页 

(PWDC Malaysia) 

或官网 （WWW. 

pwdc.org.my) 〇 

出席者尚有槟州 

妇女发展机构董事 

拿督罗哈娜、总经 

理王美玲、威省市 

政厅秘书罗斯娜妮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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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党议员等逾一小时

仍见不到霹大臣
(怡保4日讯）霹雳州政权不明朗，诚 

信党霹州行政议员哈斯奴曾在大臣官邸篱 

笛外等候一小时15分钟，仍无法见到大臣。

他指出，他周一(2曰）中午曾前往大臣 

官邸，但被要求两小时再回来，他于2时 

30分再度前往，等至3时45分依然无法 

见到大臣。

他说，他知道大臣在与其他人会面，

但不知道是谁，而对于在篱笆外等待多时 

仍无法见到大臣并不生气，因为等待领袖 

会见是平常的事。

他也表示，虽然阿末法依沙在周二已 

觐见霹州苏丹，但他们并不知道情况如 

何，王宫和大臣办公室过后也没有发出官 

方声明，所以霹州政府依然维持现状，行 

政议员也继续执行任务。

他过后有联系大臣政治秘书，但被告 

知大臣并没有给予正式的指示，霹州的情 

况现在有如吉打。

他也表示，他在上周曰 

有接获拉拢电话，虽然对方 

没有提出任何献议，只表示 

有机会作出讨论，但他明白 

对方的用意。

哈斯奴表示，霹州希盟于 

本月2曰召开的最高理事会议 

中，议决希盟州议员将给予霹 

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末法依 

沙全力的支持，直到王宫或大 

臣办公室有所决定。

他说，该约两小时的会 

议，并不包括土团党，这是由 

于土团党已退出希盟。

他指出，包括行动党、公 

正党及诚信党立场一致，而会议 

上也谈及时局及各项课题。

杨祖强:何需跳槽
行动党霹州行政议员杨祖强表示，希 

盟和巫伊两党各掌握28席，霹州大臣如果 

加入国民联盟，连同另一名土团党党员及 

独立议员，就已掌握31席，可以组成政府 

，根本不需要拉扰希盟议员，希盟议员又 

何需跳槽，所以又何来拉拢献议。

无论如何，他说，霹州希盟仍是政 

府，一切如常，只是等待霹州务大臣的决 

定。

他也说，一旦霹州由国民联盟执政， 

危机是只有单一种族，人民最关心的是政 

府里有没有华裔代表。

西华苏巴马廉：不需任何献议
文冬州议员西华苏巴马廉表示，本身 

并没有接获任何献议，也不需要任何献议 

，因为目前他仍在政府体系内，照常执行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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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钦（左3)推介第4届雪兰莪国际商务峰会。左起为卢传 

文、哈山、诺福安及阿末凯鲁。

邓章钦:疫情影响经济

冀吸引投资者来马设厂
(莎阿南4日讯）新型冠状 

病毒影响了国内外的经济，雪兰 

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表示， 

雪州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国外投 

资者进来我国设厂。

他说，新型冠状病毒及我国 

联邦政府的更动，肯定会对国内 

经济带来影响，这是大家必须要 

面对的情况。

他指出，尤其是新冠肺炎影 

响的不仅仅是雪州或马来西亚， 

而是全球，雪州政府需要2个月 

的时间，观察进展再探讨是否针 

对州内经济情况作出调整。

无论如何，他表示，新冠肺 

炎让全球意识到，不能够再把鸡 

蛋放在同一个篮子，大家认为不 

能再把中国当作世界的工厂，因 

此有商家开始物色把工厂移至 

东南亚地区。

邓章钦今曰（4曰）出席雪

州饮食领域对话会后，在记者会 

上受询及国内政治及新冠肺炎 

对雪州经济带来的影响时，如是 

指出。

“我们希望更多的投资者来 

马设厂，包括电子电器领域及医 

疗和制药领域，这两个领域过去 
10年多数都在中国生产。”

询及雪州是否会推出经济 

振兴配套，邓章钦坦言，雪州 

政府没有能力承担经济振兴配 

套，而州政府能够做的就是加 

速批准程序等等，而这也符合 
雪州今年推出的“ 10◦天批准 

政策”。

另_方面，邓章钦表示， 

雪州也将在10月14至17曰 

举办国际商务峰会，同时举办 

国际博览会、东盟商业会议、 

精明雪州及电子商务会展及研 

发及创新博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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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布莱组屋出入口藏杀机 逾10街灯失灵

神建华将要求市会

研究5安全S是否保留

仪间行驶险撞安全岛
报道/摄影：林海霞

入夜道路漆黑
无拉港冉也花园居民受 

访时向《南洋商报》记者 

说，在路中突出的安全岛非 

常危险，尤其从布特拉布迪 

曼花园路口的国油油站至无 

拉港再也花园路口，有逾10 

盏街灯皆失灵，人夜后整条 

路黑暗。

大路交通繁忙

他们说，无拉港再也花 

园周遭丁厂林立，使用蒂沙 

沙登无拉港再也大路进出的 

车辆多，尤其是重型罗里， 

这大路可衔接无拉港、锡米

山、沙登等地，交通繁忙。

居民庄玉莲表示，每次 

使用该大路进出时都格外小 

心，不过居民熟悉地理环 

境，知道哪个路口有安全 

岛。

路面线条模糊不清

居民刘亚昌则说，蒂沙 

沙登无拉港再也大路交通繁 

忙，车辆日夜碾压，路面线 

条已模糊不清，包括十字路 

口也没有画上黄格。另外， 

大路街灯已失灵整年，人夜 

后周遭漆黑一片。

无拉港斯里布莱组屋出入口 

的安全岛暗藏杀机。左起为 

陈忠猛及刘亚昌。

安全岛提醒，他得于紧急煞 

车0

“该路口虽有一盏街灯但 

却不亮，根木看不到路中的 

安全岛，因此我建议铲除。”

加影市议员神建华受询时说，会要求市议会研 

究蒂沙沙登无拉港再也大路在花园出人口的5个安 

全岛是否要保留。

他说，根据设计，安全岛上插着一根铁枝，作 

用是提醒公路使用者，奈何铁枝不是被愉就是被车 

辆撞烂

他表示，针对街灯损坏的问题，市议会也会拨 

款50万令吉更换和修理该大路街灯，招标工程已 

进行。

“这地区的街灯、电缆被宵小偷走，早前市议 

会计划把这地区的街灯改为节能灯，后来发现节能 

灯不够亮，最后决定用回普通街灯。”

(加影4日讯）无拉港斯 

里布莱组屋出入口的安 

全岛暗藏杀机，夜间摸 

黑行驶的驾驶者险撞 

上，险过剃头！

据悉，蒂沙沙登无拉港 

再也大路在花园出人口有5 

个安全岛，其中一个在斯里 

布莱组屋出人口，惟人夜后 

该花园大路没街灯照明，以 

致不熟悉当地环境的陌生 

人，险在该路口出事。

告示牌消失

原本在安全岛上插着一 

根铁枝告示牌，以警惕公路 

使用者，但告示牌及路面箭 

头消失后，对公路使用者构 

成威胁。

2月中，来自蕉赖皇冠城 

的居民陈忠猛经过斯里布莱 

路口时就险些撞向安全岛， 

所幸坐在他旁边的朋友发现
入夜后，无拉港再也花园居民需摸黑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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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等2个月才修
-居民 

•辛佩菁

SD5/1B路的沟渠坍塌问题发生于2018年， 

我曾致电给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官员，要求当局 

进行修复工程，但一直都没有下文，直到2周 

前才来维修，可是另一处坍塌位却没维修。

我昨天再次询问有关的负责官员，但对方 

却叫我等待2个月，希望当局尽快全面维修。

摩托经积水拋锚
-商家 

鲁苏辉煌

沟渠坍塌导致比邻的主要道路逢雨必灾， 

最近一次发生于今年1月，旱前曾目睹摩托车 

骑十途经积水处而抛锚。

碍于沟渠坍塌，非常危险，为了避免让其 

他人经过时，没留意而跌倒，我们自行置放障 

碍物，提醒民众小心为上，其实我们都不敢将 

车辆停在该处，所以现在的停车位不足，希望 

当]4尽速解决问题。

斯里白沙罗镇工业区

沟塌阻排水逢雨必淹
(八打灵再也4日讯）主要道路沟渠坍塌阻排

水，斯里白沙罗镇丁业区逢雨必淹，商家居民 

求助无门。

根据商民投诉，位于SD5/1B路（Jalan 

Emas SD5/1B)的沟渠共有2个坍塌处，排水受 

阻情况已为时2年仍悬而未决，即使多次投诉 

仍不得要领，促请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和州议员 

尽快采取修复行动。

他们说，只要下豪雨当地就会水灾，曾有 

摩托车骑十冒险驶过而抛锚，土地下陷也对商 

民构成安全威胁，更导致商家缺失停车位。

他们说，沟渠坍塌也威胁公众安全，若不 

慎跌人会受伤，W此他们自发在坍塌处置放障 

碍物以警惕公众。

他们是陪同甲洞社区服务中心主任余保凭 

巡视事发路段时这么说。

边界地带基建被忽视
余保凭说，碍于当地是吉隆坡与雪州的边界 

地带，政府忽视了很多建设问题，包括沟渠奶 

塌的问题自2018年发生后，一直没被修复。

“居民曾于2018年向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官员 

投诉，但一直没有下文，直到约两周前有承包 

商前来修复其中一个坍塌处，居民询问进度 

时，对方竟叫他们等2个月。”

他促请灵市政厅尽快采取行动，展开沟渠的 

修复工作，避免再次发生突发水灾，影响商民 

的作息。

此外，他也表示武吉兰樟州议员黄洁冰对 

当地基设和民生问题不闻不问。

“我曾在上个月投诉当地的民生问题，但她 

作为曾任雪州行政议员的连任州议员，却只在 

佳节活动时出现，一直没有聆听居民的投诉， 

我希望她尽快和市议会配合，并设想短期的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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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第2城镇往士毛月车道

交通灯绿灯调至120秒
(加影4日讯）加影工艺城第

3区通往伟丽山庄路口的交 

通灯两周前启用后，从加影 

第2城镇往士毛月方向车道 

的绿灯时间太短，以致中午 

和放丁时段出现车龙，W 

此，绿灯时间将从30秒调整 

到120秒。

据了解，上述路口危 

险，交通意外频生，尤其是 

涉及摩托车的交通意外。因 

此，该路口安装交通灯后可 

解决公路使用者横冲直撞的 

问题。

奈何，从加影第2城镇 

往士毛月方向车道的绿灯时 

间太短，导致繁忙时段该方 

向的车道出现交通堵塞。

加影市议员丘钦瀚接到

民众投诉后，中午前往巡视 

时说，上述路段的绿灯时限 

将从30秒调整到120秒，另 

外两个绿灯时限是80秒。

“我也会要求铲除该方向 

车道的其中一个路礅，早前

疾驶往路口。”

他说，上述路段旁设有 

非法小贩摊档，有的民众把 

轿车停在路旁下车打包食 

物，也是导致交通堵塞的原 

丨:夂丨之一■。

“此外，路段交通繁忙， 

工厂林立，附近有一项发展 

计划进行，市议会附带加宽 

和重铺道路及安装交通灯的 

条件，该工程耗资100万令

筑起2个路礅，是避免车辆 吉，由发展商负责

丘钦瀚（左）会要求铲除其中一个路礅，右是罗建文，其旁 

是非法小贩摊档。

加影工艺城大路交通繁忙
丁艺城第5区居民罗建 

文说，加影工艺城大路交通 

繁忙，放工时段，不少来自 

万宜新镇的车辆经过加影第

2城镇后，经过工艺城第3 

区的交通灯往士毛月和加影 

方向。

他说，尤其是晚上7时

左右，交通堵塞最为严重， 

若是星期四晚上，丁艺城第 

4区工业区旁有夜市场，消 

费者把轿车停在路旁后也加 

剧交通堵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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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两士拉央市云封锁云所

诗里美乐地花园马华再剪锁
(士拉央4日讯）马华诗里美

乐地花园支会不满士拉央市议 

会多次封锁会所，今早再次剪 

锁进人！

马华士拉央区会主席拿督 

吴亚岭说，该会所是于1991 

年获土地局批准，由马华党员 

在上述地段兴建，是他们的心 

血，闪此不满市议会当作民众 

会堂，多番封锁会所要接管。

“民联于2008年执政后， 

时任士拉央市议员徐灶生就已 

有意收回，针对此事多次会见 

市议会主席，告知只要市议会 

愿意付出当年兴建会所的开销 

约20万令吉，我们就可以交 

出会所，但一直没有下文。”

他说，2008年往后数年， 

当局数次表示要接管该会所， 

但一直没有行动；直至今年1 

月8 R，市议会到来剪开锁头

及换上新锁，他们发现后就报 

案及添上新锁头。

“我们在同月14日第一次 

剪开市议会的锁，17 R市议会 

再来剪开锁头，还放上警告 

牌；因此我们于18日再次加 

锁，市议会2月20再来剪， 

这次后，我在24日致函给市 

议会主席，阐明会所是获得批 

准的，为避免会所内财物损 

失，我们在28日再加锁。”

吴亚岭也是马华诗里美乐 

地花园支会名誉主席，他今日 

在剪开市议会锁头进人会所后 

召开记者会这么说，并促有心 

人士勿借机回收。

出席者有支会主席吴文 

富、马青雪州|才IK陈运鸿、士 

拉央区会秘书云大栋、十拉央 

区会妇女组署理主席谢淑华、 

支会妇女组主席魏梅莉等。

吴亚岭质疑徐灶生滥权
吴亚岭质疑目前为士拉央 

国会议员政治秘书的徐灶生滥 

用权力，指示市议会封锁支会 

会所。他指出，旱前国会议员 

拨款赠送垃圾桶给居民，徐灶 

生也趁机向居民表示要成立居 

协，要求居民提供资料。

“我的名字被列入在内， 

但如今该居协是否已经注册， 

我就不清楚”

他指出，斯里美拉蒂花园 

过去已有居协，他也在多年前 

曾担任居协秘书。

简民发说，雪州政府已执 

政逾10年，若要为当地居民 

兴建民众会堂，理应有足够时 

间寻找适当地点，而不是打会 

所主意坐享其成。

他说，该会所一直都有il: 

民众使用，天天都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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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家察觉到依赖 

中国生产实在 

太胃险，因此我们希望能吸 

引更多海外投资者来马设 

厂，包拈过去集中在中国生 

产的电子电器产品及医疗与 

制药领域。”

邓章钦是于今日出席 

2020 3州饮食领域对话会 

后，在记者会上这么说。会 

上亦同步推介第四届雪兰莪 

国际商务峰会及国际穆斯林 

友好联盟网络（IMFAN)计 

划。

他补充，雪州政府需要 

至少两个月观察疫情进展， 

再探讨如何重新调整策略。

询及雪州会否推出振兴

P^PiSI

卢传文（左起）、哈山、邓章钦、诺福亚及阿末凯鲁共同推介第四届雪兰莪国际商务峰 

会。

经济配套，邓章钦表示，雪 济配套，州政府能够做的是 合雪州今年推出的“100天 

州政府没有能力承担振兴经 加速批准程序等，而这也符 批准政策”。

相信到时疫情受控

10月14起办商务峰会
第四届雪兰莪国际商务 

峰会订于10月14至17 

日，在吉隆坡国际会展中心 

(KLCC)举办。

邓章钦指出，该峰会将 

同步举办第六届雪兰莪国际 

商展会、第四届雪兰莪东盟

商务大会、第五届雪兰莪精 

明城市&数位经济峰会以 

及第二届雪兰莪研发与创新 

博览会。

“新型冠状病毒导致许 

多国内外展会取消或展延， 

我们相信10月份时疫情已

受到控制，希望能吸引更多 

商家前来交流。”

他表示，延续往年的佳 

绩，今年峰会放眼可取得3 

亿5000万令吉的交易额。

他说，2019年共有141 

名买家参与国际买家计划， 

以扩大东盟餐饮产品采购， 

今年参与人数则将扩展至 

300名全球买家。

第四届雪兰莪国际商务 

峰会由雪州政府通过雪兰莪

投资促进机构（Invest 

Selangor)主办，获大马外 

贸促进局（MATRADE)认 

可，预计将设850个本地及 

国际展摊，料吸引4万人观 

展。

对话会列席者包括雪兰 

莪投资促进机构总执行K：拿 

督哈山、董事阿末凯鲁、雪 

州政府副秘书（发展）诺福 

亚及雪兰莪资讯科技与电子 

商务理事会总经理卢传文。

邓章钦：依赖中国生产太冒险

麵艮海驗资进驻
(莎阿南4日讯）掌管雪州投资、商务与中小型企 

业事务的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指出，新型冠状病 

毒影响全球经济，惟也促使雪州放眼能吸引更多 

国外投资者到我国设厂。

他解释，新冠病毒让全球意识到，鸡蛋不能

^ %冠肺炎

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不能再将中国当作世界的工 

厂，因此有业者开始物色将工厂迁移至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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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专业方式与中央交涉

续推动雪经济发屑
(巴生4日讯）雪兰莪州 

务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 

丁说，为了雪州人民福 

祉，州政府将以专业及 

遵守程序的方式和中央 

政府交涉，借此继续推 

动州内经济的发展。

他希望中央政权的事尽 

速解决，以在短期内组织新

内阁。

“国、州由不同阵营执政 

或有不同政见及政策，但州 

政府将继续按t?业方式及依 

据程序来维持和中央政府的 

联系，最重要的是各造包括 

政府机构、私人界等能够继 

续合作，以便推动国家前进 

发展。”

阿米鲁丁今午为巴生巨

盟批发城推介咖啡桌书《多 

走_一里》时这么说。

他说，若彼此继续受到 

政局动荡影响，最终将比整 

个国家无法前进发展，甚至 

面临严重亏损。

“有关损失不是10亿或 

20亿令吉而已，而可能是 

1000亿或9000亿令吉的损 

失。，’

■MIB： VIA

阿米鲁丁（中）推介巴生巨盟咖啡桌书本《多走一里》 

右起胡禄滨，阿末祖克纳尼亚及林成国。

左起扎瓦威、莫哈末依扎、艾丽雅

本地企业应把握机会

填补中国供应短缺产品

“保证雪政权稳固”
阿米鲁丁也直言，h前 

政局已成为各界茶余饭后话 

题，不过，他要向雪州人民 

保证雪州政权稳固。

“尽管中央执政领导出 

现变更，不过，我在24小 

时内当机立断稳定政局， 

因为相信只有稳定的政 

局，才能引领雪州继续前 

进发展。

“就算中央执政党更换，

不过，我保证雪州政府不会 

有任何变更，雪州政策和经 

济将延续早前的计划继续推 

动发展。”

针对国会展延至5月 

18日才举行，阿米鲁丁表 

示尊重有关决定，只要一 

切遵循宪法及获得元首的 

认可，中竟新政府或有木 

身计划及所需准备的丁 

作。

阿米鲁丁（左二）为巴生巨盟咖啡桌书《多走一里》主持推介 

仪式，并由林成国（左）见证。

阿米鲁丁表示，鉴于新 

冠肺炎已影响中国产品对市 

场的供应，本地企业或可把 

握机会，以便让木身产品得 

以填补目前供应短缺现象。

他说，新冠肺炎确实给 

中国带来严峻考验，尤其生 

产线受到一定的影响，而本 

身相信木地企业或中小企业 

也有能力提供同等品质的产 

品，以满足市场需求及借此 

赚取盈利。

“我也促请巴生巨盟批 

发城管理层，以便协助木地

企业将产品推介到市场 

上。”

推介GM咖啡桌书

巴生巨盟批发城董事经 

理拿督林成国指出，巨盟批 

发城是大马人一手建立的批 

发贸易枢纽，历经十多年蜕 

变，如今通过推介巴生巨盟 

咖啡桌书《多走一里》，以 

便向人们讲述批发城的发展 

历程，以及其营运精神和理 

念。

出席者有双溪甘迪斯州 

议员扎瓦威、大马旅游局 

(中区）总监莫哈末依扎、 

巴生市议会副主席艾丽雅、 

巨盟批发城董事阿末祖克纳 

尼亚及财务总监胡禄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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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

雪公正党续留希盟政府
雪州公正党主席阿米鲁丁表示，雪州公正党将会 

继续留在雪州希盟政府，同时全力支持公正党主席拿督 

斯里安华的领导。

他表示，雪州公正党作为雪州希盟的支柱，誓言 

将会继续与希盟友党同在，遵守人民在第14届全国大 

选中的委托。

阿米鲁丁也是雪州大臣，在党内被视为前公正党 

署理主席阿兹敏的派系。他发表文告表示，他及另外 

18名公正党州议员将会继续与党同在，为雪州人民提 

供最好的服务。

「我希望雪州公正党基层能够致力完成人民的委 

托。雪州公正党也将会继续与希盟友党，即诚信党及行 

动党合作。」
随著土团党退出希盟后，雪州希盟共有43个议 

席，依然牢牢掌控雪州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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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篇行腺飘想II政权仍未明BI
怡保4日讯|州务大臣行踪飘忽，霹雳州政 

杈的动向也尚未明朗化！

在中央发生「变天」后，昨 

曰首度于霹雳州内出席公开活动 

的土团党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末 

费沙，中午入宫觐见霹州苏丹纳 

兹林沙后，已匆匆赶返吉隆坡。

媒体是'于今早8时许开始前 

往霹州秘书署驻守，以等待大臣 

阿末费沙现身，惟其新闻秘书阿 

迪却在上午约10时，在社交媒 

体群组透露大臣昨午已返回吉隆 

坡，今日不会前往大臣办公室处 

理公务。

觐见苏丹后避媒体

阿末费沙昨日准备入宫前， 

曾表明在觐见苏丹后会召Ie记 

者，惟在事后却从江沙依斯干达 

王宫的侧门离去，避开驻守在大 

门外的媒体。

同时，媒体也探悉，阿末费 

沙已有长达约2周的时间，未曾返 

回霹州秘书署的大臣办公室处理 

公务。

至于国民联盟方面，巫统霹 

雳州联委会主席拿督沙拉尼及一 

众巫统州议员也如过去数日般，

从今早10时开始聚集在霹雳州巫 

统大厦，讨论州政权的最新动向. 

及部署。

然而，沙拉尼则在中午约1 

时，透过党员向驻守在大厦底层 

的媒体传话，表示霹州政局.的动 

向现阶段尚未明朗化，所以今日 

不会对外发表任何言论，并请记 

者离去。

此外，该名党员也向媒体 

承诺，一旦霹雳州国民联盟获得 

「正面」的消息，沙拉尼将会立 

刻通知媒体，以召开记者会，对 

外做出公布。

希盟续挺阿末费沙

另一方面，诚信党霹州行政 

议员哈斯努今午在霹州秘书署向 

媒体透露，霹州希盟已在周一（2 

.曰）晚召开会议，一致同意继续 

阿末费沙继续出任大臣，直至霹 

州王宫或大臣发出声明。

'他指出，出席上述会议者， 

包括希盟3党，即行动党、诚信党 

及公正党的领袖，而会议长达2个 

小时，谈论的内容包括当下的政

阿末费沙灰霹州大臣

治局势，还有州政府的现状等。

「土团党没有出席，该党 

已退出希盟，所以没有被邀请 

出席会议，但在这个会议上，大 

家也同意继续支持阿末费沙为大 

臣，直到王宫和大臣发出新的声 

明°」

同时，哈斯努也提及|目前 

仍未掌握大臣阿末费沙昨午觐见 

苏丹纳兹林沙殿下所为何事，他 

本身也非常想知道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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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亚岭（前排左3)展示被剪断的锁头，同时在记者会上也出示文件证据，证明该会是经过批 

准成立的马华支会会所。左起为简民发、吴文富及陈运鸿。 -伍信隆-

会斯频雄上锁

9华Jf市会理取
士拉央4日讯I马华诗里美乐地花园支会会所去年杪起，逦到土 

地局及士拉央市议会发函要求接管管理杈，并三度到来剪锁，马华区 

部及支会领袖今日出示文件证据，证明该会所是经过批准合法建设， 

并严厉逋责有关强取的行为！

吴亚岭（右2起）周三率领一众区会及支会领袖，剪断市议 

会所安装上的锁头，并严厉谴责这种强取行为，左起为魏掩 

莉、云大栋、吴文富及陈运鸿。 _伍信隆一

马华士拉央区会主席拿督吴 

亚岭指出，马华诗里美乐地花园 

支会会所是于1991年，在土地局 

的批准下，由该会自费建成，总 

共耗资约20万令吉。

他指出，早于2008年雪州 

政权改变后，当局曾要求接管会 

所，当时他也到市议会开会，表 

明若要接管会所，必须给回20万 

令吉建设资金给该会。

「市议会后来毫无反应，即 

使之后每届市议员也尝试要接管 

会所，但每次经过我解释后，未 

见采取任何行动。j

「惟从去年杪开始，我们又 

再接获土地局的接管会所信函， 

而在今年1月8曰|市议会也到来 

剪断会所的锁头，并自行更换他 

们的锁，对此我们已于隔日向警 

局投报。」

质疑议员秘书牵涉

「为了保障会所的物品，我 

们之后有再加装自己的锁头，数 

天后也剪断市议会装上的锁，但 

不久后市议会又到来剪断我们的 

锁，并竖立起一个告示牌，阐明 

土地归政府所拥有，截至目前为 

止，当局已三度到来剪锁。」

吴亚岭是于今早10时许，率

领一众区会及支会领袖，剪断由 

市议会安装的锁头后，进入会所 

内，召开记者会时，如此表示。

出席者包括马华士拉区会 

秘书云大栋、区团团长陈运鸿、 

妇女组署理主席谢淑华、委员简 

民发、马华诗里美乐地花园支会 

主席吴文富及妇女组主席魏梅莉 

等0

吴亚岭也说，已于2月24 

曰，致函给士拉央市议会主席， 

要求当局勿再重复上锁行动| 

并强调，该座建筑物是属马华会

所，并非民众会堂。

另外，他也点名谴责士拉央 

国会议员政治秘书，并质疑对方 

是否权力过大，犹如可以随时调 

动官员采取行动？他亦促请国会 

议员好好管理职员。

〈东方日报》记者随后联络 

士拉央国会议员政治秘书徐灶生 

寻求回应，他说，本身没有任何 

权力上锁会所，倘若是执法单位 

采取行动，会是按照程序进行。

「若有必要，我会召开记者 

会，清楚交代整个情况。」

Page 1 of 1

05 Mar 2020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85,616 • Page: A36
Printed Size: 510.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8,944.62 • Item ID: MY0038923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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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落實反跳槽法令
不久前发生的夺权事件，无不让真正关心国家 

的人民感到痛心，让国民觉得，原本被指正迈向美 

好方向走去的国家，突然被有心人士强硬地拐往别 

的方向了。

那么，夺权事件已经落幕了吗？没人知道，因 

为政治一天都太久，别说每小时都会有变化，上一 

分钟才发生的事，下一分钟可能又有不同结局。

结果，追随而来的就是州政权的更迭。其中，

柔佛州最快易手，接着马六甲也因“青蛙”的出现 

而变天。

至于霹雳和吉打州，目前看似还“撑得住”， 

但霹雳州却爆发退党（公正党）潮，据闻有数千人 

退出该党，若届时出现几只“青蛙”，相信霹雳州 

也会“断送”给夺权者。

反观雪州，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三番几 

次重申雪州很安全，不会变天。确实，庆幸在509 

大选当时，希盟把国阵和伊党“打”得落花流水， 

取得超过三分之二的席位，且土团党赢得的议席也 

不多，否则让那些“青蛙”随便一跳，连雪州也跟 

着垮了。

过去的21个月，希盟在兑现竞选宣言的当儿， 

却也有一些部长搞出一堆无关痛痒的政策或不断地 

归咎前朝，不但惹民怨，也让敌对阵营见缝插针。

其实，希盟既然难得当了政府，就应 

该先落实一些有利执政的政策，其中一 

项应该是反跳槽法令。部分议员随心所 

欲就退党或跳槽，根本无视选民当初投 

他们的那一张票，因此有必要在他们 

;退党或跳槽时，主动丧失议员资格， 

才对得起当初选投他们的选民。

或许，希盟当初先落实这项法 

令，今日也不会再沦为反对党了……

説

亮

話

陈
诗
蕙
 shihui@

sinchew
.com

.m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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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聯邦政策或有所調整

雪政府專業態度面對
(巴生4日讯）雪州大臣拿 

督斯里阿米鲁丁表示，尽管联 

邦政策或有所调整，惟州政府 

将以专业的态度，依据条例处 

理各项事务。

雪政权稳定正常运作

他强调，雪州政权依旧稳 

定和在正常运作，就如今日的 

行政议会也如常召开，所商讨 

的计划都依照程序进行。

“在联邦政权更替后，在 

所落实的政策上或会调整和更 

改，但雪州会以专业的态度和

依照条例行事，并希望在14届 

大选后和各联邦部门所建立的 

良好关系可以继续保持。”

阿米鲁丁是今日为巴生巨 
盟咖啡桌书《多走一里》（The 

Extra Mile )主持推介礼时，这 

么表7K。

他说，无论是政府、私人 

界或非政府组织能继续合作以 

往前迈进，否则将面临困难或

亏损。

“我们清楚知道只有政治 

和经济稳定，是促进雪州成为 

先进州的主要因素。”

尊重國會延遲開會決定
外，询及国会将延迟 
至5月18日开会一事， 

阿米鲁丁指新政府是基于准备 

执政的程序，也可能是他们有自 

己的发展计划和目标等。

他说，联邦政权更替在程 

序上只要符合宪法的规定，或是 

遵循最高元首的旨意，无论是任

何一方都应该给予尊重-

出席活动者包括大马旅游 

局（中区）总监莫哈末依嘉尔、 

双溪甘迪斯州议员扎瓦威、巴生 

市议会副主席艾丽雅、巴生巨盟 

批发城董事阿末祖卡奈及财务 

总监胡禄滨等。

阿米鲁丁（右）受邀为巴生巨盟咖啡桌书《多走一里》（The Extra 

Mile)主持推介礼；左为林成国:

阿米鲁丁（中）在为巴生巨盟咖啡桌书《多走一里》后，和嘉宾们 
合影；左起为扎瓦威、莫哈末依嘉尔及艾丽雅，右起是胡禄滨、阿末祖 

卡奈及林成国。

新冠肺炎帶來契機

廠商可推銷本地產品
P -方面，阿米 

〕^鲁丁指出，新 

冠肺炎的确对经济带来 

影响，但这也给予本地 

厂商一个契机，借此推 

销所生产的产品。

他说，疫情所对

中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影 

响，造成许多大型工程 

都因此停工，进而导致 

许多国家的货源都受影 

响。

“为此，在这段期 

间本地的商家或可使

用由本地厂商出产的产 

品，刺激本地的经济。” 

他举例说，巴生巨 

盟批发城也主动寻找 

本地制造商，协助本地 

商家推广本地制造的产 

品，同时也赞扬巴生巨 

盟批发城对巴生社区所 

作出的贡献，如巴生市 
中心100号交通圈的美化 

工程。

巴生巨盟批發城單位增至2500間

q外，巴生巨盟批发 

W城董事经理拿督 

林成国表示，经过10年的努 

力，巴生巨盟批发城内的批 

发商业单位从330间，已增至 

2500间。

他说，希望未来雪州政 

府可以继续和批发城合作， 

将批发城打造成东南亚最齐

全的一站式批发商城6:.

此外，巴生巨盟咖啡桌 

书《多走一里》是记载着巴 

生巨盟批发城发展的历程， 

并述说批发商在各界的扶持 

下，在巴生巨盟批发城“多 

走一里”的精神和营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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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斯鲁 

(左）透露霹 
州希盟三党同 

意所有州议员 

继续给予阿末 

法依沙全力支 

持,_右起是西 
华苏巴马廉和 

杨祖强。
哈斯魯

霹希盟續支持法依沙
(怡保4日讯）诚信党霹雳州行政 

议员哈斯鲁说，霹雳州希盟3党本月2日 

晚上举行了近2个小时的会议，大家同 

意3党所有州议员继续给予霹雳州务大 

臣拿督斯里阿末法依沙全力支持，直到 

获得王宫或大臣办公室的正式结果，没 

有定下时限。

他说，行动党霹雳州主席倪可敏 

和行动党所有州议员、诚信党和公正党 

的立场皆•致。

州政府仍维持现状

他说，由于土团党已退出希盟， 

大家的关系跟着结束，因此会议没有邀 

请土团党；会议上讨论许多课题，包括 

州政府的情况。

哈斯鲁今日连同行动党霹雳州行 

政议员杨祖强与文冬州议员西华苏巴马 

廉在霹雳州政府大厦接受媒体访问时， 

这么表7K.:.

他指出，尽管大臣昨天已觐见苏 

丹，但不晓得谈论的内容，王宫和大臣 

办公室方面过后并无发出官方文告，所 

以州政府还是维持现状，他也继续履行 

行政议员职务。

“我也在追问会面成果，今天联

络上大臣政治秘书，被告知大臣至今没 

有给予正式指示，现在霹州政府的情况 

就像吉打，尽管土团党跟巫统和伊党 

组织新联盟联邦政府，但有别于州政 

府。”

哈斯鲁表示理解霹州人民目前的 

忧虑，他和杨祖强及其他行政议员-- 

样，确保持续为人民带来发展的议程能 

够全面执行。

他说，会议上也有讨论希盟议员 

跳槽的传言，而各党领袖证实本身的党 

没任何党员跳槽，他也期望霹州继续由 

希盟治理。

曾接到拉拢电话

另外，他说，3月1日他接到拉拢 

电话，因新政府联盟议席不足；当时对 

方没有说出条件，只是表示有机会的话 

不妨商讨一下，他明A对方的意思；不 

过，他不愿说出对方是不是州议员和身 

分。

“他们之前未曾致电给我，如今 

突然来电问候寒暄，或许他们还没说出 

相关的献议，但是我明白啦！如果是仅 

仅问候，我会回答，惟我会忠于自己的 

立场，也秉持希盟的斗争原则〇 ”

r楊袓強：法依沙動向決定一切

辟
雳州行政议员杨祖强说，阿 

1末法依沙的动向决定-•切， 

他未作出任何决定前，希盟依然是霹雳 

州政府，如果他维持跟希盟同在，希盟 

政权将持续下去，若他加入国民联盟， 

意味希盟将成为反对党。

他说，巫统和伊党在霹州共有28 

席，阿末法依沙手上有3席（土团党2 

席和亲希盟独立议员1席），他们-旦

加人国盟，国盟便达到组织州政府的31 

席，又何须再给希盟议员献议，希盟议 

员跳槽来干嘛？

“大臣一旦靠拢国盟，国盟何需再 
联系我们这边。现在的形势并不是2009 

年3人脱离民联支持国阵而变天。”

他说，若由国盟执政霹州，危机是 

单一种族政府，华裔最关注的是没华裔 

代表在里面。

r西華：沒受到其他政黨拉攏
华苏巴马廉指出，他没有： 

u到其他政党的拉拢，n前）

常执行公务，并等候大臣公布决定。

他说，他也不需要其他政党的献 

议，因为他还在政府体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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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小贩在路边开摊做生意，阻碍道路及影响他人，因此

受到对付。

威脅道路使用者安全

市會拆3非法路遺攤
(八打灵再也4日讯）基于造成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受威胁、制 

造交通阻塞及有损市容，士拉央市议会执法组日前出队，前往鵝 
唛MRR2路油站前，拆除3个非法路边摊和充公业者工具。

这些非法路边摊，是不允许在“禁区”范围内营业的，因此 
执法队上门取缔，充公3个帐篷、2个折叠式桌子、2块桌板、1桶 

煤气及椅子等。

执法队乃援引士拉央市议会2007年小贩第3条例（无牌营业） 

采取对付行动；并且援引1974年道路、沟渠及建筑物法令（阻碍 

道路）处罚有关人士〇

篷等。

士拉央市议会执法员拆除路边摊，并充公所有工具包括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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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员将充公的床褥搬上罗里带走。 士拉央市议会警告业者，不要无牌营业，

勿以身试法，否则必受对付。

(八打灵再也4日讯）±拉央市议 

会执法人员日前在柏丽玛鹅唛（Prima 

Gombak)进行巡逻丁作时，发现有2间 

非法按摩中心无牌营业，于是带队展开 

突击取缔行动，充公所有店内的按摩工 

具。

据了解，在取缔行动中，执法员 

共充公了 15张床褥、7个枕头、6瓶按 

摩油、5个沙发、1台冷气及1部电视机 

等。
执法员是援引2007年士拉央市议会 

美容及健康中心第3条例，来对这2间非

法按摩院采取对付行动。

士拉央市议会也提醒各界，在任 

何时候，市议会都不允许任何人无牌营 

业，所以勿以身试法，否则将遭受对 

付。市议会将不时展开突击检查，以确 

保不法之徒的非法事业不能得逞。

市
會
充
公
床
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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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
沙
發

取
締
2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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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钦瀚（左）表示其中一个减速墩会拆除，旁为罗建文。

居民投訴通車時間太短 4&

綠燈30秒調至120秒用f
(加影4日讯）加影工艺城 

大路衔接3/20路新增设的交通 

灯，两星期前启用后，居民投 

诉绿灯通车时间太短，造成上 

下班时段交通缓慢，当局因此 

把从工厂区前往士毛月路方向 

交通灯的绿灯时间从30秒调整 

至120秒。

从工艺城大路转人3/20路及U 
向工业区方向的绿

灯时间没有改变，维持80秒。

加影市议员丘钦瀚今午前往实 

地视察，了解延长绿灯时间的交通 

情况后表示，由于居民作出投诉， 

他早前与市议会工程组及发展商进 

行商讨，最后决定调整绿灯时间:

他说，从工业区驶出的车辆非 

常多，尤其是下班时间，部分驾驶 

人士使用工艺城大路往士毛月，也 

有部分车辆左转取道第三区往加影 

新城

他说，居民对加长绿灯通车时 

间感到满意，因为交通情况大幅改 
善，但却申诉交通灯旁边的巴士候 

车亭有多个非法贩档，很多驾驶人 

士为了买吃，把车子停在路边而阻 

碍了其他车辆左转。

他指出，增设交通灯是要减 

少意外事故发生，也是当地居民的 

要求，有关工程费用全由发展商负 
责，完T后因电供问题造成延迟启 

用„
巴士候车亭有多个非法贩档， 

碍交通。

-旦开档营业，很多民众把车辆停在路边而阻

从工厂区前往毛月路方向的交通灯，绿灯时间从30秒调整为120秒

丘欽瀚：2減速墩距離太近吁拆除

p钦瀚指出，除了调整交通灯 
绿灯通车时间，其中一个减 

速墩必须拆除，有居民反映靠近交通 

灯共有两个距离很近的减速墩，是造

成通车较慢的因素，居民要求只需保 

留一个减速墩已足够。^

他也说，居民也要求市议会解决 

巴士候车亭非法贩档太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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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华士拉央区会 

1主席拿督吴亚 
岭说，民联在2008年执政 

后，时任士拉央市议员徐 

灶生就已有意收回该处。

“我们针对此事多次 

会见市议会主席，告知只 

要市议会愿意付出当年兴 
建会所的开销，约20万令 

吉，他们可以交出会所， 

然而之后就没有下文。” 

他也是该支会名誉 

主席，他今日在破开市议 

会锁头，再次进人该会所 

后，召开新闻发布会，向 

媒体道出事件的来龙去 

脉。

他指出，当局过去 

数次发出表示要接管该会 

所的信函，但一直没有行 

动。

—马华党员在会所大门张 
挂横幅，申诉民产被夺。

市會放警告牌

吴亚岭（中）与 

与党员剪开锁头 
进入会所。左是 

吴文富；右为 

、陈运鸿。，
云大栋剪断会所后门的锁头。

马华不满会所遭封锁。右三起为陈运鸿、吴亚岭、吴文富及云大栋。

吴
亚岭指出，直至今 

年1月8日，市议会

到来剪开会所的锁头，并换上 

新锁，而他们发现后就报案， 

并换上新的锁头。
“我们在同月14日第一 

次剪开市议会的锁，17日市议 

会再来剪开锁头，还放上警告

他说，他们在18日再次加 

锁，市政局2月20再来剪，这 

次之后，他在24日再致函给市 

议会主席，阐明会所是获得批 

准的。

“为了避免会所内财物损 

失，我们在28日再加锁。”

馬華黨員籌建不應被接管
簡民發：州政府應找新地點建民衆會堂

吴
亚岭说，该会所是当年马华党员筹款建起，是他们

M民发说，如今的雪州政府 

已执政超过10年，若要为

的心血，也获得批准，不应被当成民众会堂般被接

管。

他质疑有人滥用权力，指示市议会封锁支会会所。

当地居民兴建民众会堂，理应拥有足 

够时间寻找适当地点。

“他们应该花心思找新地点，而 

不是打这会所主意坐享其成。”

他说，该会所一直都有让民众使 

用，天天都有活动。

出席者有支会主席吴文富、马青 

雪州团长陈运鸿、士拉央区会秘书云 

大栋、士拉央区会妇女组署理主席谢 

淑华及支会妇女组主席魏梅莉等。

(士拉央4曰讯）马华诗里美乐地花园支会当年用20万 

令吉兴建的会所，多次遭到士拉央市议会封锁，更不断上演 

“你剪锁，我再加锁”的戏码，让他们力促有心人士勿藉机 

回收！

他们更喊说：“支会会所当年获得土地局批准兴建，并 

非建民众会堂，若市议会要建民众会堂，应该花心思找新地 

点，而不是打这间会所的主意，坐享其成！”

“別再打這間會所主意”

市會加鎖馬華再剪
吳
亞
嶺
：
市
會
數
次
發
函
要
接
管
會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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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難停車位下沉
苦等靈市廳修復一年了

©©©©

斯里白沙羅鎮商區SD 5/1B黃金路

fn翻
余保凭（左一）星期三早上巡视黄金SD 5/1B路沟渠崩塌 

的情况。

(八打灵再也4日讯）斯里白 

沙罗镇商业区SD 5/1B黄金路（Jalan 

Emas SD 5/1B )部分的沟渠壁崩塌、 

停车位路面下沉的问题在过去一年多 

都未获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修复，为防 

车辆停泊于下沉的停车位，当地商家 

自动自发置放路障，保障民众安全。

甲洞社区服务中心主任余保凭指 

出，SD5/1B黄金路一处的沟渠壁崩 

塌逾一年，瓦砾掉落沟渠内以致排水 

受阻，加上当地逢大雨必水灾；“尽 

管当地商家曾向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与 

武吉兰樟州议员黄洁冰投诉，但都不

见实际的解决行动。”

商家自置路障提醒

沟渠壁崩塌导致旁边的停车位路 

面下沉，市政厅迟迟不处理，商家纷 

纷担心有车辆停泊恐不慎撞入水沟， 

因此主动置放物品，避免有车泊在该 

处。

无论如何，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已 

于今年2月在沟渠崩塌处仅有约10公 

尺之外的沟渠进行修复，惟严重的部 

分却尚未处理。

余保憑促勿忽略邊界區民生問題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在沟渠崩塌处仅有约10公尺的沟渠进 

行修复，惟严重的部分却尚未处理。

^保凭说，斯里白沙罗镇坐 

;^落在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和 

隆市政局管辖范围的边界处，当局 

不应该忽略该区的民生问题。

斯里白沙罗商业区的沟渠壁崩 

塌与部分停车位路边下沉的问题， 

余保凭呼吁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不要 

忽略这个位于八打灵再也边界地区

的民生问题，尽快采取修复行动。

他也促请，当地的人民代议 

士，即担任十多年的武吉兰樟区州 

议员黄洁冰关注当地的民生问题。

另一方面，针对靠近甲洞中央 

火车站停车场出现废弃车搁置多年 

的问题，余保凭呼吁有关当局尽速 

展开进一步行动。

商家担忧民众安全，因而自动置放木板， 

避免把车停泊在路面下沉与崩塌的停车位。

當局回應需等2個月處理
辛佩菁（商家）

“我早在2018年11月曾向八打灵再也市政 

厅投诉有关沟渠壁崩塌、闪电水灾的问题，相 
隔一年多无下文，直到今年2月27日再度投诉， 

当局回应指需等候2个月来处理。”

幾個停車位路面破損
蘇輝煌（商家）

“由于沟渠壁崩塌，旁边几个停车位路面 

破损，这种情况一年多了没获解决。我担心不 

熟悉这里情况的民众直接把车泊在有关路面下 

沉的停车位会有危险，所以我便放一些物品在 

该停车位。

无论如何，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早在两个星 

期前，有派员前来修复部分沟渠，但崩塌的沟 

渠壁尚未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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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章欽：雪非伊教撥款

367萬供佛教道教申請
(沙亚南4日讯）雪州非伊斯 

兰教事务理事会（HESI )联合主 

席拿督邓章钦说，即日起佛教及 

道教组织，可以向雪州政府申请 

367万令吉的非伊斯兰宗教拨款。

他说，有鉴于雪州佛教及道教组织 

发展蓬勃，宗教组织有增无减，在僧多 
粥少的情况下，州政府只能够提供2000 

令吉给每一个申请宗教活动拨款的单

位。.

今年所有有意申请宗教活动拨款的 

组织除了需要呈交申请信、社团注册文 

件及银行账单的副本，也需要交上庙宇 

或佛堂及相关活动的照片各一张。

也是雪州行政议员的邓章钦说，州 

政府也赞助佛教及道教组织首100名学 

生100令吉的宗教教育，宗教组织只需 

要提供5至18岁的学生姓名、年龄、身 

分证号码及性别的名单。

此外，有意申请教学设备的宗教组 

织则需要提供承包商估价表副本及教学 

设备的照片。

获批组织可获最高5万拨款

与此同时，有意申请重建及新 

建庙宇的宗教组织，需要提呈承包商 

估价表、市政局发出的发展批准信 
(kebenaran merancang )或者建筑物图 

测批准信（pelanbangunan)的副本及

照片6

每一个获得批准的重建及新建的组 
织可以获得最高5万令吉的拨款。

对于正在进行或需要修复及维修的 

庙宇或佛堂，皆可向州政府申请修复的 

费用，有兴趣的单位只需要提呈承包商 

估价表副本及修复前后的照片即可。

由于州政府不鼓励排屋住家用来做 

为宗教场合，因此今天开始不再拨款予 

使用排屋住家营运的宗教团体。

有意申请的宗教组织，可以把申 

请信、社团注册文件及银行账单的副本 

及相关文件邮寄或交到各州议员服务中 
心，或者位于沙亚南的州政府大厦3楼 

邓章钦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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窺見魔鬼的容顏

#盟执政两年里，尽管在匡 

I^ TF “法治”（rule of law ) 

而非强调“人治”的程序过程，让许 

多人感到“不习惯”、“不舒服”、 

“很幸苦”，无法面面俱圆处处可以 

settle,但不能否认的是，希盟政府任 

内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土地交易舞弊或 

贪污丑闻被抓包，相反却大幅削减了 

包括大马城、东铁、捷运二线和第三 

轻快铁在内公共建设的开支。

时过境迁，随着一个着重利益 

分赃且不具正当性的政变集团上台执 

政，再加上希盟在半岛各州的政权陆 

续沧陷，无不令人担忧国家的权力和 

国土资源，必将因为当权者为论功行 

赏而遭到滥用，政商勾结和寻租活动 

再次猖獗。

那些正在法庭排队被控贿赂的发 

展商，以及过去在国阵盗贼统治下以 

“可负担房屋计划”乃至各种发展之 

名收刮人民土地的政商联盟，是否将 

得以漂泊，高调回归？

单在吉隆坡市内，希盟上台执 

政后由吉隆坡市政局负责回收接管的 

202座民众会堂，是否将成为利益分 

赃的贡品，民众会堂再次不属于“民 

众”，回流成为新政府联盟辖下政党 

的支部党所，或者国库通党库牟利， 

租借给幼稚园或亲新政府联盟的非政 

府组织，但租金却是上缴政党私库？ 

民众更要警惕的是，未来-至 

两年，全马各大县市已经或将启动10 

至20年的发展大蓝图修订程序，重新

定义县市范围内的土地使用和分区管 

制，以及长期发展计划，例如《2040 

年吉隆坡结构蓝图草案》经已推介并 

公开展示至3月18日，雪州包括安邦、 

加影和梳邦再也等地方议会也已陆续 

启动《2〇35年地方发展蓝图》程序。

《发展大蓝图》是 '份在地方 

发展上很重要的文献，也是涉及土地 

征用案件审讯时的有力证据，不能轻 
视。

但是，《发展大蓝图》的制定过 

程冗长，从启动到宪报公布一般耗 

时一年或以上，倘若在缺乏足够且具 

正当性的民意代表和县市议员把关 

全程，相反却由“后门”成员在半场 

替补进来主持，以及回到过去国阵政 

府般黑箱作业，常在缺乏公开和民 

主的听证会下通过，那么，我们依然 

会在未来，遭遇过去我们面对的规划 

窘境——民众在空间形塑上的语话 

地位，再次遭到利益集团的垄断和支 

配。

例如，在吉隆坡，绿肺和休闲公 

园可以偷龙转凤贱价变卖成为高级 

豪宅地，在拥挤又狭小的公共保留地 

或商业区，突然冒起…栋超高楼层公 

寓，让居住密度已经很高的社区更加 

窒息，每天上下班路口也必遭遇塞车 

之苦。

2015年，国立台湾大学城乡研 

究所夏铸九教授为梳理毕生所学，出 

版退休论文选集，其中一本以《窥见 

魔鬼的容颜》为名。在我的解读里， 

夏老师隐喻的“魔鬼”当然不是意指 

何人，而是打着发展大旗的“意识形 

态”和“利益集团”魔鬼”如何 

借由复杂交错的社会政治脉络下得以 

“搏大雾”浑水摸鱼，擅自跳过民意 

基础，以塑造出怪兽般的“政策”， 

通常这种政策都会很糟糕，也会债留 

子孙。我们必须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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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钦（右三）为雪州食品讲座及穆斯林友好国际联合 

会主持开幕及启动仪式。右起为阿末凯鲁及莫哈末法勿；左 

起为卢传文及哈山。

(吉隆坡4日讯）雪州行政议员拿 

督邓章钦宣布，2020年第四届雪兰莪国 

际商务峰会将于10月14至17日在吉隆坡 

城中城会展中心举行，并放眼3亿5000 

万令吉交易额为目标。

他今日为由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 

及雪州投资促进机构主办的雪州食品讲 

座主持开幕仪式及穆斯林友好国际联合 

会启动仪式时表示，第四届雪兰莪国际 
商务峰会涵盖4大重点活动，包括第6届 

雪兰莪国际商展会、第4届雪'纟莪东盟 

商务大会、第5届雪兰莪精明城市与数 

码经济论坛及雪兰莪研发及革新博览 
会。

“尽管目前全球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及我国面临政治动荡的两大挑战， 

但他仍对国际商务峰会有信心，并希望 

能达标。”

他说，去年举行的国际商务峰会 

中，印度为最大交易额国家，他预计今 

年最大交易额的国家为印度或印尼。

面对疫情及政变暂按兵不动

“我们有信心今年会吸引4万名民 

众出席国际商务峰会及850名国内外商

家参与这个全国最大型的商务峰会。” 

他坦言，要达到交易额目标并不 

容易，尤其是面对疫情及政变的两大挑 

战，更显艰难。不过，他说，由于需要 

时间去调整及恢复，因此他们暂时按兵 

不动，一切仍言之过早。

“无论如何，推行振兴经济计划 

是在雪州政府能力范围外，但雪州政府 

能做的是简化申请手续，让申请工作更 

为简易。”

他也说，随着中国受到新冠肺炎 

肆虐，他们期待更多国外投资商前来雪 

州进行投资。

雪有望成全球食品商贸枢纽

他说，食品业是雪州其中一个主 

要的领域，为雪州带来180亿令吉收人 

及提供5万个工作机会。同时，他说， 

雪州有望成为全球的食品商贸枢纽。

“另外，穆斯林友好国际联合会 

分阶段协助中小型穆斯林商家取得清真 

证书及开拓清真市场

出席者包括电子商务理事会首席 
执行员拿督哈山、总经理卢传文、公关 

主任阿末凯鲁及拿督莫哈末法勿。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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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億
交
易
額

雪
國
際
商
務
峰
會
10
月
舉
行

Page 1 of 1

05 Mar 2020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9
Printed Size: 214.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6,484.85 • Item ID: MY0038923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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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文華國際青商會 8日慶週年就職頒獎典禮
(加影4日讯）吉隆坡文华国际青年 

商会欣逢创会20周年庆，并订于3月8日 

(星期日）傍晚6时在沙登的华总大厦宴 

会厅举办20周年庆暨就职颁奖典礼。

筹委会主席表示，当晚预计有 
500位企业家参与，并得到了多个青年组 

织出席支持》筹委会也邀请到雪州行政 

议员许来贤担任大会主宾、马来西亚民 

政运动党主席拿督刘华才、马华公会总 
秘书拿督张盛闻、利兴集团主席、具有 

铁人之称的拿督雷志雄和企业达人、吉 

吉隆坡文华国际青年商会20周年庆暨就职颁奖典礼筹委会理隆坡大会堂会长兼KK集团董事主席拿督 

事。前排坐者左起为胡慧梵、戴淑雯、筹委会主席颜菘志、会斯里蔡志权等出席共襄盛举。

长薛长盛、郑泳桦与其他筹委会理事合影 吉隆坡文华20周年庆的主题为“风

雨20,感恩有您”，H的是为了感激过

去所有20年来给于吉隆坡文华国际青年 

商会支持的各个单位。

会长薛长盛指出，吉隆坡文华国际 

青年商会成立已满20周年，-向秉承着 

青商的宗旨《训练自己，服务人群》，以 

非营利方式不断推出各类型不同大小计 

划。除了让会员透过参与的过程而得到 

各方面的训练和服务社会的机会，-个 

提供年轻人发展的平台，并附有四大领 

域即：个人发展，社区发展，商业发展 

及国际发展的管道，让时下年轻人做出 

更积极的改变，以积极的姿态参加国家 

建设为大方向。

有意参加与了解吉隆坡文华国际青 

年商会20周年庆的人士，可以联络大会 

售票处：012-321 0006 / 012-654 0911 / 

012-926 6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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