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alk of new appointments brewing in Selangor 
division chief Dr Daroyah Alwi, reit-
erating their support for the party 
and its leadership. 

Early last week, some 200 grass-
roots members in the Tanjung 
Karang PKR division bade farewell 
to the party claiming that they have 
lost confidence in Anwar. 

This was followed by a retaliation 
of sorts by the Kota Raja division 
reaffirming their loyalty to PKR and 
its top leadership. 

The Kota Raja division chief is 
Sentosa assemblyman Gunaraj 
George while its deputy is Sungai 
Kandis assemblyman Zawawi 
Mughni. 

PKR veteran and Kapar MP 
Abdullah Sani Abdul Hamid said 
extensive investigations are cur-
rently under way to identify those 
who had caused damage to t h e ' 
party as well as played a role in 

Pakatan Harapan's fall at the feder-
al level. 

"Everyone can reaffirm their loy-
alty to the party and its leadership, 
but the investigations will not stop." 

He added investigations had been 
initiated soon after Azmin, former 
party vice-president Zuraida 
Kamaruddin and Gombak Setia 
assemblyman Hilman Idham were 
sacked from the party. 

Meanwhile, Port Klang assembly-
man Azmizam Zaman Huri assured 
the people that all is well in 
Selangor. 

"We are not facing any issues 
here and the state government is 
stable. 

"We are also steadfast in our 
intent to honour the mandate given 
to us by the people in the previous 
general election," said Azmizam, 
who is an Azmin supporter. 

By WANI MUTHIAH 
wani@thestar.com.my 

KLANG: With the confirmation by 
Selangor Mentri Besa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that he is fully 
behind PKR and its leadership, all 
appears to be well in the state. 

However, party insiders claim 
the nation's richest state is not with-
out its political undercurrents after 
the recent chang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given that Amirudin 
is a protege of former PKR deputy 
president Datuk Seri Azmin Ali. 

It is said three of the four PKR 
state executive councillors and 10 of 
the 19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party in the state are allegedly 
Azmin's "people". 

The PKR insiders said there were 
efforts by loyalists of PKR president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to 

remove Amirudin as well as the 
three exco members from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An insider also claimed Amirudin 
may be removing two of the three 
exco members from the state execu-
tive councillor line-up due to alleged 
pressure on him. 

The source said that a lot of 
changes will be made to the politi-
cal appointments at the state secre-
tariat, state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government-linked companies 
political appointments. 

The state legislative assembly 
currently has 19 PKR assemblymen, 
16 from DAP, Amanah (eight), 
Bersatu (six), Barisan Nasional 
(five), PAS (one) and one independ-
ent assemblyman. 

Last week also saw elected repre-
sentatives linked to Azmin, such as 
Sementa assemblyman and Ka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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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THE ROAD 
Selayang council 
continues to 
remove 
illegal stalls 
in fifth joint 
operations >4 

Selayang council removes illegal stalls 
Business operators without valid licence fined during fifth joint ops in Gombak and Rawang 
By SHALINI RAVINDRAN 
shaliniravindran@thestar.com.my 

IN its ongoing efforts to address the 
mushrooming of illegal stalls and 
businesses, Selayang Municipal 
Council (MPS) conducted several 
joint operations to demolish illegal 
stalls in Gombak and Rawang. 

This was the fifth operation on 
illegal stalls along the Middle Ring 
Road 2 where 13 operators were 
issued compounds for operating 
without a business licence. 

MPS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department director Mohamad Zin 
Masoad said enforcement was car-
ried out as the operators continued 
to put themselves and the public in 
danger by operating by the road-
side. 

"They are adamant to operate 
there although it is a high traffic 
area. 

"They were issued compounds 
for operating without valid permits 
and for causing obstruction in a 
public area. Their equipment were 
seized," he said, adding that 50 
council officers were involved in 
clamping down the illegal stalls. 

During previous operations at the 
site, MPS demolished illegal struc-
tures and confiscated items, under 
Section 46(1) of the Road, Drainage 
and Buildings Act 1974 and 
Hawkers' By-law (MPS) 2007. 

In another operation, seven 
hawkers at the Medan Puteri com-
mercial centre in Bandar Tasik 
Puteri, Rawang, were also issued 
compounds for operating illegally. 

"They also left their business 
equipment at the site overnight, 
causing difficulties for motorists the 
next day," said Mohamad Zin. 

He added that the owner of a res-
taurant was issued a compound for 
placing tables and chairs outside its 
premises obstructing traffic. 

The tables and chairs were also 
confiscated. 

A snooker centre owner in 
Taman Sri Gombak was also fined 
for operating without a licence, an 
offence under Section 6(1) of the 
Entertainment and Places of 
Entertainment Enactment 1995. 

Mohamad Zin cautioned that 
while MPS welcomed more busi-
nesses in the area, operators must 
adhere to the laws that are in place. 

MPS officers confiscating tables and chairs outside a restaurant at the Medan Puteri commercial centre in 
Bandar Tasik Puteri, Ra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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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双（左）获得民众赠送鲜花，并为她加油打气。

楊巧雙冀接掌婦女部者

尋求通過性騒擾法案
(吉隆坡8日讯）前妇女及 

家庭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促请 

将受委为妇女及家庭发展部长 

者，继续推行现有的计划，同 

时在尤其是在来临的国会，将 

提呈性骚扰法案以寻求通过一 

乳

°她说，政府必须为职业女性 

打造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公 

司内部免于性骚扰，并且了解 

现今职业妇女的需求。

她说，要让职业母亲就业， 

就要有弹性的工作时间，提供 
产假、在家工作及育儿设备， 

这些对职业母亲来说很重要， 

以协助妇女兼顾工作。

她认为，如今随著时代的改 

变，现今的妇女与以往不同， 

具有许多挑战，就算已经打卡 

下班了却仍需要工作，通过 
WhatsApp处理公务。

杨巧双也是泗岩沫区国会议 

员，配合国际妇女节，她今早 

tjf往敦依斯迈花园内的武吉加 
拉山(Lembah Bukit Kiara)

休闲公园派发1000支康乃馨给 

各族群的妇女后，如是指出。 

在活动中也获得许多民众为她 

加油打气及送上鲜花。

她也希望该部不要举办太多 

活动，而是专注于政策，因为 

办活动参与的人数有限，但整 

个大马都应参与，因此该部必 

须更专注于政策、标准作业程 

序及流程，这会改变每个人的 
牛j舌A

她°说，妇女部也计划设立 
儿童机构（ agensi kanak— 
kanak)，及在每一个地区的 

社会福利局増建儿童庇护所， 

希望能优先考量儿童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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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活动的决定。

他也说，雪州政府也促请在 

这非常时刻，尽量避免或暂停 

举办一些可聚集人潮的大型活

雪旅遊局沒涉及發獎牌
动。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 
昨曰（7曰）宣布，霸、丨'丨政府将 

在本月11曰（周三）宣布武汉 

肺炎应对方案，同时指示即时 

起所有涉及上千人的活动都需 

推迟。

…州5K游局(Tourism 

Selangor)澄清，该局 

只是2020年大马女性马拉松 

(MWM)活动的支持单位之一， 

该局并没有涉及任何奖牌发放 

事项。

雪州旅游局节目与旅游专项

女性馬拉松取消仍傳不滿

報導•林彩欣

(八打灵再也8日讯）2020 

年大马女性马拉松（MWM )因 

武汉肺炎（20 19冠状病毒疾 

病）疫情护散宣布取消，活动 

奖牌也因中囯疫情，工厂生产 

线暂停等因素未能及时运送到 

大马，致使奖牌“缺货”。

主办单位今日接受《中国报》询 

问时指出，该活动大部分奖牌已在 
周五（6日）送抵大马，只剩最后一 

批300面奖牌还未到货。

该主办单位也说，因为受疫情和 

一些无法预见的因素影响，对一批 

奖牌未能如期送抵大马深感遗憾， 
预计这批奖牌会在周一（9日）送 

达，待奖牌到货后，会尽快联络参 

赛者做妥善安排。
2020年大马女性马拉松主办单位

今早10时左右在面子书专页指出， 
已有7000份竞赛套件被领取，但5公 

里竞走组别的奖牌数量不足，42公 

里马拉松奖牌数量也所剩无几，但 

此宣布惹来参赛者极度不满。

冀儘早安排

一些参赛者随后在贴文下留言， 

说虽然可以体谅活动最后因肺炎疫 

情扩散被迫取消，但希望主办单位 

就奖牌数量不足一事尽早做安排。
主办单位于周四（5日）在面子书 

专页宣布，有鉴于近日来肺炎疫情 

持续扩散，为了参赛者的健康和安 
全考量，主办单位决定取消周曰（8 

曰）的赛事。

根据记者今日在现场观察，虽然 

主办单位已宣布活动取消，但不少 

参赛者仍身穿运动装来到现场领取 
胃g割牛。

邊些参°赛者说，他们已经知道主 
办单位取消活动，今天一大早来到 

现场除了领取竞赛套件，同时也在 

活动现场周围绕圈晨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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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屋主拖欠逾14萬管理費

居級採法断動
(士拉央8日讯） 

水晶尚原别S有7户 

屋主，分别掩欠了 3 

年至8年共高达14万 

缴付管理费。
当地居民协会今早进 

行居民汇报会，同时召 
开常年大会，推选新一 
届居民协会理事，新上 
任的居民协会主席是江 

地

點
■
■

水
晶
高
原
別
野
土

纖_ 4000令吉的管理费， 

居协将采取法律行动 

向他们追讨这笔欠 

款。
水晶高原别墅于2009 

年3月竣工，有80间住 
屋，入住率超过907。，每 
月管理费分为280令吉 

(半独立式房屋）及35〇 
令吉（独立式房屋）， 
其中7间房屋的屋主不愿

宁裕。
居民协会前主席拿督 

江人强指出，居民拖欠 
管理费却继续免费使用 
住宅区的设施，包括保 
安、游乐场、路灯、园 
艺等等，这种行径对其 
他如期缴付管理费的居 
民不公平。

他说，。拖欠管理费超 
过限定数额的居民，其 
通行卡就会失效，结果

•士拉央市议会接获投诉介入处 
理，表示当地保安设施、栏杆 
若没有获得100%居民的支持， 
是不允许建自动栏杆。

市會禁用自動欄杆

“士拉央市议会一开始就 
批准这项保安围篱的发展项 
目，这样的回应使我们感到费
解。’，

5居市议会于去年12月12曰发

出的信函，市议会以附带条 
件批准该别墅实行保安社区计 
划，包括居协不可阻止没有参 
与保安社区计划的居民进入， 
规定自动栏杆处不可使用通行 
卡，这项批准的期限为期一 
年，有效期至今年12月12曰。

该居协针对市议会不允许住 
宅区使用自动栏杆一事，采取 
法律行动上诉，将在本月12曰 

进行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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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8日讯）

班达马兰州议员梁 
德志对瓜拉雪兰我 

县教育局，禁止反 

对党进入学府，却 

允许巫统区会到校 

园发表政治课题做法感失 

望，在希望联盟执政期间 

，不曾限制反对党进入校 

园。

他说，国民联盟在执政 

后，即禁止反对党代议士 

踏人校园，却让执政盟党 

在校园内发布政治言论， 

做法有欠妥当。
“学府是神圣之地，教 

育部应关注此现象的发 

生，如今虽然只有瓜雪县 

教育局发出禁令，不过， 

相信未来该禁令将继续扩 

大至其他地方。”

禁止反對黨進入學府

梁德志對教局感失望
他今早前往选区巴板路 

早市派发礼物给当地妇 

女，庆贺三八国际妇女节 

受询时指出，希盟执政期 

间，只要不谈政治，皆欢 

迎任何人士提供学校任何 

援助。

梁德志强调，代议士受 

邀进入校园，主要了解校 

方所需，以便协助解决民 

生问题及改善所需设施， 

据悉，雪州在希盟执政10 

余年来，就因国阵政府的 

禁令，导致很多学校无法 

获得雪州政府的福利和援

助。

他说，有关禁令让学校 

无故受损，毕竟代议士主 

要从旁协助，帮助校方改 

善和提升设施，好让学生 

获得良好和舒适的学习环 

境。

今早活动由巴生市议员 

谢秀号召民主行动党妇女 

组及班达马兰州议员服务 

中心所举办，并准备1000 

份饭盒、环保袋及鲜花， 

以便赠送当地居民，出 

席者包括特别助理吴国民 

等。

■谢秀（第2排左4起) 

妇女节。

梁I德志指，今日妇女扮 

演多重角色，尤其参 

政妇女应运用本身智慧和 
理性看待整个政局局面和 

游戏，并希望参政妇女坚 

持本身原则和道义，勿辜

梁德志及吴国民带领党员前往派送礼物，庆祝三八国际

导，包括成为公司董事及 

领导人等。

她表示，现代妇女要兼 

顾多方面角色，为此，希 

望在新冠肺炎肆虐之际， 

她们也能多关注家庭成员 

的卫生和健康，以便让家 

人远离病害的威胁。

负选民的委托。

谢秀指出，庆祝H八国 

际妇女节也在于唤醒大家 

争取女权平等，尤其现今 

有很多女性参与高层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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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敏派的中坚支持者，在喜来登行动后相继切割，就连大 

木营雪兰莪州都公开表态与希盟同在。

高估自身位阶威望

阿兹敏原以为离开公正党与巫伊联手会掀起一波离弃安华的 

大地震，可这却是对敏派非巫裔支持者的一锤重击，如跟随阿兹 

敏退党的话就可能失去既有利益：上阵安全区与选票支持，简言 

之，阿兹敏的一举一动没有顾虑追随者的利益与感受，终究一时 

的骄横短视致使敏派纷纷拉倒。

另外，曾任雪州大臣的阿兹敏原有坚实的选票基本盘为后 

盾，如今选择过档，如此背叛初衷，以及跟巫伊来往甚密已触怒 

不少选民，未来欲说服选民继续委托都难上加难，看来转战单元 

选区或是唯一出路。

简单说，往日阿兹敏有极佳的开局，却严重高估自身的位阶 

与威望，而葬送多年累积的政治老木。

总之，慕尤丁和阿兹敏的举动表面看他们是大赢家，实际上 

他们将是这起风波的大输家。

(作者为台湾东吴大学政治所研究生）

这个新政府丑态百出，无论从廉洁、诚信或包容来 

说，都与国家前途格格不入。

喜来登行动把一个民选政权“被下 

台”，这事可说是大马的史无前例，而最受 

瞩0的莫过于土著团结党主席兼第八任首相 

慕尤丁及前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两 

人先后发难，终于建立一个广传的国民联盟政府。

不过，这个新政府却丑态百出，无论从廉洁、诚信或包容来 

说，都与国家前途格格不人。

当首相慕尤丁在3月3日的特別讲话中誓言建立廉洁内阁 

时，他的老家柔佛州却早在日前易手；吉槟雪的土团党却坚决与 

希盟合作：马六甲和霹雳则阴晴未定。显然时下局面并非全在慕 

尤丁的掌控之中。

此外，党内挺马派续与希盟联手，誓不罢休；而巫统和伊斯 

兰党不是省油的灯，两党的57国席随时可以转态“倒慕”。

尽管慕尤丁实现其拜相之梦，却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慕尤 

丁是靠着巫统、伊党、砂政盟和阿兹敏派的给力下方可胜任，其 

后台在这些势力面前则显得微不足道，是故，慕尤丁的首要绝不 

是廉洁内阁，而是满足各派诉求以保相位。

可当慕尤丁扩大对巫伊砂和敏派的恩惠之际，必触动党内挺 

慕派的疑心，届时转态投向敦马哈迪医生也不无可能。因此对慕 

尤丁个人而言，喜来登行动这步棋或许走对了，却没料到后续利 

益分赃的艰难度，一不小心随时都会“被翻船”，落得孤身挣扎 

的绝境，甚至因为太多背叛历史而断送政治寿命。

一度被视为公正党明R之星的阿兹敏，在蓝眼的长年耕耘中 

建立属于自己的派系，也多次击败进犯的挑战者，最后却自视能 

绊倒安华而铩羽而归，唯有退蓝眼人土团，摇身为慕尤丁爱将： 

当中会发现阿兹敏犹如游侠般走动，跟在他后面的人却越来越 

少，就最初10名退出公正党的国会议员，最后加人土团党的也 

只有8人。

焦点时事
冯振豪

(I
慕”中无人，骄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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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山震虎
谢诗坚博士 改朝换代失败了
整个事件的突变就发生在2月中旬以后。

最初是公正党内的阿兹敏再次重申支持马哈迪继续任相而不 

支持安华上位（很多人直到今天都搞不清楚安华与阿兹敏之间到 

底发生了什么事？在1998年安华出事后，身为安华机要秘书的 

阿兹敏不是一直在安华的身边打转吗？他也似乎成为最后一根 

“压死”安华的稻草）。

阿兹敏与安华的失和始于2014年的加影补选。当时安华是想 

亲自上阵补选，以便在胜出后成为雪兰莪州务大臣；讵料安华W 

第二次鸡奸罪名成立而被阻止参加补选，改由妻子旺姐上阵，岂 

知胜出后，阿兹敏却在伊党支持下上位了。从此，安敏之间结下 

了解不开的政治恩怨

两年之后的2016年，马哈迪出乎意料地到法院与安华握手言 

和。当时的马哈迪因慕尤丁、慕克力（其公子）和沙菲益被纳吉 

排除在巫统主流之外，也就积极发起组织土著I才丨结党，性质与巫 

统一样，意图取代巫统的地位。对马哈迪来说，在1988年N高 

庭宣判巫统为非法组织后，他就成立“新巫统” （UMNO Bam) 

来取代原巫统而顺利地保住了巫统的地位；若此次用土团党取代 

巫统，也不是没有先例的。

果然在2018年5*09的大选，希盟上台执政后，马哈迪就公 

开邀请巫统的议员过档土 I才丨党，直到今天共有13名巫统国会议 

员加入土团党，致其国席增至26席。

巫统实力虽有所失，但尚保有37名议员，加上伊党的18名 

议员和从公正党分裂出来的11名议员（阿兹敏阵容），这个由 

土丨才丨党带头的“国民联盟”木身就有20席（另6席以马哈迪为首不参 

加新联盟），连同新组合在两马共有86席；若加上沙巴的民兴 

党8席和砂拉越的政党联盟的19席，就有113席，超过半数。

马哈迪有何苦衷？

另一方面，希盟即使已失掉土 I才丨党，它仍有公正党的39 

席、行动党的42席和诚信党的11席及土团党的6席，在两马共 

有98席。

若加上沙巴民兴党的8席和砂拉越政党联盟的19席，就已 

超过半数达125席（总数222席）。

按照马哈迪的算法，他共获得114名国会议员的支持（比公 

布的113名多一名），超过一半。这就是为什么两个阵容僵持不 

下，各自声称支持率达到半数以上。

姑且不论5月18日召开的国会会议对不信任票有何结果， 

人民不禁要问的是“宪制危机”从何而来？为什么政局急转直 

下？重要的是，为何希盟在执政后，未对安华接棒事作出明确交

待？这之中马哈迪有何苦衷？都是要向人民交待的，不然对安华 

也是不公平的。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

在2月23 R，马哈迪主持土团党会议，不同意抛弃希盟改与 

巫统和伊党合作；在气愤之下，辞卸首相一职和土W党名誉主 

席，而中途退席。

会议改由慕尤丁主持；当宣布土I才丨党退出希盟后，慕尤丁被 

众人推举为新领袖。

2月24日，在国不能^iR没有行政首脑的情况下，国家元首 

委任马哈迪为过渡首相；随后整个内阁也宣告解散。

2月25日，马哈迪有知会林冠英，他有意组成跨党派的大联 

合政府。

2月26日，希盟会议邀马哈迪主持，但后者缺席；在情急之 

下，会议推举安华为新首相人选；与此同时，在同一天，马哈迪 

在电视台讲话，公布将组成超党派的联合政府，此举是为了国家 

的稳定和人民的利益。

2月28 R，在马哈迪的女儿玛丽娜的撮合下，双方达成共 

识，马哈迪应允回来领导希盟，安华也宣布不人阁；希盟消息 

说，林冠英也表明可以放弃财长位；相等重要的是，行动党的张 

建仁宣布该党可以不参加即将到来的砂州大选，意思是让位予砂 

州组成的政党联盟。

正在各方期待新的和解方案出炉时，乂平地一声雷，国家元 

首在2月29日宣布委慕尤丁出任第八任首相，而且订在3月1 

日宣誓就职。

狂热民粹主义是“敌人”

综观过去两年的政局变化，我们也看到一个不能被改变的定 

律，那就是在战后立下的马来人中心思想的体系及马来人至上的 

观念不仅要维护，而且要消除被弱化的疑虑：可是在2018年 

后，不同的族群有出现一些吵杂声，包拈是“某某党政府”，不 

再是马来人政府。这都是有待查证的，因为从1957年独立之后 

的七任首相，其内阁的非马来人都维持在20% -40%之间，绝X于 

没超过40%。因此将之视为某一种族政府也是缺乏依据的。

既然经过两年的“试验”，这样的改朝换代已是失败了，因 

为政党间是凑合而成（为利益和方便而结合），不是为共同的理 

念和长远的长治久安，反而是各有议程。因此，我们应该从另外 

的思路探讨种族与民族的融合与和谐的基础在哪里？战略又是什 

么？任何极度的、狂热的民粹主义而倒向种族主义，都是人民的 

共同“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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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免于性骚扰，了解现今职业 

妇女的需求。”

她说，要丨丨：职业母亲就 

业，就要有弹性的工作时间， 

提供产假、在家丁作及育儿设 

备，这些对职业母亲来说很重 

要，以协助妇女兼顾工作。

她认为，如今时代进步， 

妇女与以往不同，就算已打卡 

下班了却仍需要丁作，通过 

W liatsApp处理公务；而孩子也 

W科技进步，随时连接世界， 

W此父母花时间陪伴和监督孩 

子是很重要。

杨巧双吁新部长

少办活动会注政策
(吉隆坡8日讯）前妇女及家

庭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希望， 

掌管妇女及家庭发展部的新部 

长，可继续执行部门之前规 

划，包括在来临国会，提呈性 

骚扰法案，以寻求通过。

她希望该部不要举办太多 

活动，而是专注于政策，因活 

动参与人数有限，但政策是整 

个大马都参与，因此该部须更 

t?注于政策、标准作业程序及 

流程，这会改变每个人的生

活。

她也是行动党测岩沫国会 

议员，配合国际妇女节到武吉 

加拉山休闲公园派发1000支 

康乃馨给各族群的妇女时说， 

该部计划设立儿童机构 

(agensi kanak -kanak)及在每 

一个地区的社会福利局增建儿 

童庇护所，希望能优先考量儿 

童权益

“政府必须为职业女性打 

造一个安全工作环境，公司内

气
。

送
鲜
花
，并
为
她
加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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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民众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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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双冀政府保留家暴委员会
吉隆坡8日讯|前妇女、家

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配 

合国际妇女节，今日前往加拉休 

闲公园（Lembah Klara Park)派 

送1000支康乃馨予在该公园运动 

的女性。

她透露，希望新政府保留去 

年成立的家庭暴力委员会。

她说，该委员会全面并同步 

地在收集家庭暴力的数据，这是 

以往未曾实践过的。

「家庭暴力数据的问题在于 

它没有以有意义的方式收集，这 

就是我们建立它的原因。」

杨巧双表示，该数据可以 

提供给社区，以进行更具针对性 

的认识。「我们已经开始开会，

所以我希望这种情况会继续下 

去。.」：

去年3月，她曾表示，该部 

与非政府组织商讨后'认为应该 

设立给予家庭暴力的多方利益 

相关者的平台，并且让妇女社会 
部、警方与非政府组织参与其 

中，以让家暴受害者能到邻近的 

地方寻求庇护。

她说，妇女部将在一年内设 

立该家庭暴力委员会。

去年10月，她在记者会上再 

次提及该计划，并表示：「我们 

将定期举行会议，不仅是在政府

部门，而且也在州政府。」

她说，该会议目的为收集准 

确的数据，并对各个地区家庭暴 

力、性骚扰和性侵犯案件报告进 

行讨论。「我们想了解每个实际 

情况，即所报告的内容是否与实 

际发生的情况一致。」

她指出，许多妇女不敢报 

案。

「我们听说过很多案件，但 

没有警方的报告，受害人担心丈 

夫被捕会造成经济问题。」

她说，通过收集数据，委员 

会可以分析所收集到的信息。

杨巧双（右2)在选区加拉休闲公园，派送1000朵康乃馨予在 

晨运的如女们，一同戾祝如女节。 -骆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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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夫丁指慕尤丁常请病假
巴生8日讯|公正党总秘书 

拿督斯里赛夫丁纳苏申表7F，希 

盟在执政时期，（现任首相）丹 

斯里慕尤丁就因身体欠佳，经常 

请病假而无法出席内阁会议，经 

常一"t'月才出席一次内阁会议。

「我们每个周三都会召开内 

阁会议，一个月召开4次，但当时 

慕尤丁作为希盟的一分子，却因 

身体欠佳，而经常缺席会议，- 

个月有时缺席3次。」

他说，慕尤丁之前是一名 

癌症患者，现在他当首相了肯定 

压力更大；他不止要管理国家内 

政，甚至无时无刻要消除被指是 

叛徒的压力。因此，他很同情慕 

尤丁。

「自慕尤丁上任后，人们 

都很好奇，究竟他可以跟巫统、 

伊党、土团党以及砂拉越政党联 

盟，能维持多久的关系；而且国 

际和人民也会观察，慕尤丁跟希 

盟到底会有什么差别。」

「其实，希盟执政时期，公 

正党很多议员就已申报财产，可 

是巫统却拒绝，至今42名国阵议 

员没一个愿意公布财产。j

赛夫丁纳苏申于昨晚致词时 

强调，慕尤丁和人民公正党前署 

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一直 

以来都另有议程，他们指责公正 

党全国主席拿督斯里安华向前首 

相敦马哈迪逼宫，事实上，希盟 

理事会已答应由敦马在亚太峰会 

过后，自己决定什么时候交棒。

他透露，土团党内反对交棒 

予安华，并要求退出希盟阵营， 

原因只因为有行动党。所以，基 

于上述2点，土团党最终退出希盟 

与巫伊结盟，敦马也因此辞掉土 

团党会长的职务。

「尽管国民联盟组政府，但 

不可能由土团党主导，尤其是多 

数议席是由巫统和伊党所组成； 

我有问过慕尤丁，并指出敦马要 

主持大联合政府是有难度，惟慕 

尤丁仍表示愿意和巫统合作。」

此外，他说，虽然慕尤丁告 

诉国家元首，其拥有114议席支 

持；不过如果敦马当天可以进入 

王宫，宣布所获得支持的国会议 

员人数，故事就会往另外发展。 

因此，在慕尤丁宣誓当天，诚信 

党同僚也一并前往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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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土团4议员下周晤慕尤了
莎阿南8日讯| 4名雪州

土著团结党州议员将于下周， 

会见党主席丹斯里慕尤丁。

而榄州议员莫哈末沙益 

表示，这场会面主要是谈论有 

关土团党与希盟在雪州的合作 

关系；他们想针对模城和吉打 

的执政情况，向慕尤丁寻求意 

见。

「在吉打和槟城，土团 

党依然和希盟一起（合作）， 

所以在雪州也可以沿用如此的 

合作模式。j

「有鉴于此，我们4名州

议员将于下周，会见党主席， 

讨论这项事宜。j

莫哈末沙益接受《阳光 

曰报》访问时^如此表7F。

随著土团党宣布退出希 

盟，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 

鲁丁日前宣布，土团党已不属 

于雪州希盟政府的成员，该党 

领袖的官委职务将即日起被终 

止0

他说，土团党领袖必须 

立即从州行政议会、地方政 

府、村委会及雪州政府官联公 

司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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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大臣：大型活动展缓
莎阿南8曰讯|雪州州务

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指出， 

涉及千人以上的大型活动展缓 

举办，是预防国内第二波新冠 

肺炎疫情传播的最佳方案。

他说，为了避免新冠肺 

炎疫情继续传播开来，雪州政 

府已劝告所有的大型活动展缓 

举行。他举例，就如原定在今 

日于八打灵再也举办的妇女马 

拉松赛，预计参与者达到8000 

人，如今已因为健康因素，而 

宣告取消。

他促请各方，必须采取预 

防措施并遵循卫生条例，以防 

止病毒的传播。

阿米鲁丁是在昨日，出席

在莎阿南会展中心（SACC )举 

办的雪州妇女展销会时，如是 

表示。

行政会议商抗疫

阿米鲁丁强调，原定于周 

三（11日）召开的雪州行政会 

议，将会商议新冠肺炎疫情的 

最近进展。届时，雪州政府也 

会宣布采取怎样新增的应对措 

施。

「雪州政府将不时与卫生 

部就新冠肺炎疫情进行磋商， 

若情况紧急，我们不排除或提 

早到周一或周二召开会议商议 

最新的应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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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顯4 土關員命i
莎阿南8曰讯|雪州4名土团党议员曰前表态支持与 

效忠由希盟领导的雪州政府后，他们的命运将如何？对 

此，雪州希盟主席拿督斯里阿米鲁丁表示，他将带人中 

央和州级会议商议，由州和中央领导层定夺。

阿米鲁丁指出，他无任欢迎 

任何一方对于雪州希盟的支持， 
但这一方面的决心必须得到证 

明。
「我昨日已经与他们会面， 

并谈及了他们对于雪州希盟支持 

的态度；因此我将会把这件事带 

到中央和州级领导层中探讨，或 
许我们可以参考吉打和槟城的 

合作方式；在这类模式下，土团 
党的州议员将会被视为是希盟成
5U」

旅遊事務如常

阿米鲁丁也是雪州州务大

臣，他是今日在雪州出席一场活 
动后，就雪州4名土团党议员表 

明支持雪州希盟，而作出上述回 
应。

这4名土团党议员，分别为轰 

埠州议员沙烈胡丁、而揽州议员 

莫哈末沙益、龙溪州议员阿迪夫 
和崙冬加里州议员哈鲁迈尼。

据悉，他们4人是在布城与前 

首相，即土团党会长敦马哈迪会 
面后，便于周四对外发表了支持 

雪州希盟的意愿，同时他们在与 

阿米鲁丁会面时，亦再次重申丁 
该立场。

此外，当阿米鲁丁被询及，

先前掌管文化与旅游、马来习俗 
与遗产事务的雪州行政议员，曁 
巴生海峡州议员拿督阿都拉昔阿 

沙里被终止行政职务一事，他表 

示一切安好，州内的旅游事务也 

一切如常。

「我们拥有雪州遗产及場 
来习俗机构（PADAT)，以致所 

有原定计划都能照常运作。」过 
去周四，阿米鲁丁宣布，土团党 

已不再是雪州希盟政府成员，而 
所有土团党官委职务即日起被终 

止，这包括雪州行政议员阵容、 
地方政府、乡村社区管理理事会 
(MPKK)及州政府子公司等。

阿迪夫® 莫哈末沙益® 哈鲁迈尼® 沙烈胡丁®
龙溪州议员 而揽州议员 荅冬加里州议员 轰埠州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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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尤丁（左二）在2月25日劝请马哈迪（左三）恢复土团党主席取位，当时 

在场的有赛沙迪（右起）、莫哈末拉迪、马祖基及慕克力。

網傳照片引揣測
1慕尤丁晤敦馬是舊照

(八打灵再也8日讯）随着土团党 

呼吁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及前首相敦马哈 

迪和解及团结土团党，以及慕尤丁久未 

宣布内阁名单之际，网传慕尤丁及马哈 
迪阵营见面的照片引起诸多揣测。不 

过，此照片已证实是旧照。

也在照片中的土团党总秘书马祖 

基及青年团团长赛沙迪皆回应星洲日 

报说，这张照片摄于2月25日，不是今 

天。

赛沙迪以短讯回应说：“这是旧

照，当时，丹斯里（慕尤丁）呼吁敦 

(马哈迪）回来担任土团党主席。” 

马祖基也表示，他与土团党署理 
总裁拿督斯里慕克力、赛沙迪还有宣传 

主任莫哈末拉迪到马哈迪私邸，是为了 

传达土团党最高理事会议决拒绝马哈迪 

辞职信的决定。

这张照片是由从公正党跳槽至土 
团党的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支持者所经 

营的Pejabat Timbalan Setia专页所上载， 
并写道：“安华，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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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挠8日讯）公正党士 

拉央区部呼吁希盟理事会， 

在雪州政府的政权治理上， 

拒绝土团党州议员的支持。

该区部主席兼士拉央 

国会议员梁自坚表示，尽管 
党内有声首认为-•动不如-- 

静，在现阶段应该按兵不 

动，但妇女组和青年团已表 

明与他同•阵线，拒绝退出 

希盟的土团党议员。

“人民代议士必须有原 

则，也不能共事两党，所以 

土团党既然已退出希盟，则 

该党议员有义务遵守党的指 

示。"

他说，已指示宣传主任 

纳兹林发出文告，表达区部 

立场。

由梁自坚所 

率领的士拉央区 

部向雪州希盟表 

达立场，要求革 

除土团党议员在 

州政府内的一切 

职务。

蔡偉傑：

背叛選民須連根拔起
i拉央区部公青团团长兼万挠州议员 

.蔡伟杰指出，土团党州议员有权表

蔡伟杰认为 

公正党的立场必 

须鲜明，即叛徒 

需连根拔起，清 

除来届大选的障 

碍。

达对希盟雪州政府的支持，但有关支持必须是 

无条件的，同时不认同他们成为治理政府的一 

员，即应该退出管委会主席、县市议员等职。

“在发生此次的政变后，谁友谁敌已经一 

目了然，对于往后的路线和方向，希盟应该要 

有鲜明的立场，背叛选民必须连根拔起，予以 

清除。”

他表明，公正党的当务之急是清理党内的 

叛徒，因为若继续让不忠者掌握重要资源，来 

届大选希盟会因外忧内患而陷人苦战。

納茲林：雪希盟須遵守原則
.都会》社区报较后时亦接获纳兹林所发的文告，文 
-中指雪州希盟政府必须采取强硬的措施，革除土团 

党议员在州政府中的…切职务。.

“部分议员指支持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但却继续对 

土团党表示忠心，无意退党成为独立议员。
“此举与土团党在2月23日所举行的特别会议中，做出退出希 

盟的决定有所冲突。公正党士拉央区部呼吁雪州希盟政府，必须遵 

守原则和早前所做的宣布，不可背叛人民的委托。”

大臣宣布土團非雪執政黨
i前，土团党轰埠州议员沙勒胡丁，崙冬加里州议员哈 

，鲁麦尼、而榄州议员莫哈末赛以及龙溪州议员阿希夫宣 

布继续支持雪州希盟政府。此外，大臣阿米鲁丁也宣布土团党不再 

是州政府执政党。

文告也指出，有鉴于此，土团党在州政府内的所有职务，包 

括由土团党雪州主席拿督阿都拉昔所掌管雪州旅游、马来习俗及遗 

产事务行政议员职，必须即时革除。“在政府机构和官联公司所掌 

握的一切政治委任，也必须即刻取消。”

革
除
土
團
議
員
職
務

士
拉
央
公
正
黨
吁
雪
希
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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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双（次排右七）与在公园内跳尊巴舞的妇女们一同欢庆妇女节:

楊巧雙：無論誰受委掌婦女部

新部長應呈性騒擾法案
(吉隆坡8日讯）前妇女及家庭发 

展部副部长杨巧双希望，不管谁被首相 

丹斯里慕尤丁委任掌管妇女及家庭发展 

部，都可以继续执行该部之前的规划， 

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来临的国会，将提呈 

性骚扰法案以寻求通过。

专注政策勿办太多活动

她也希望该部不要举办太多活动， 

而是专注于政策，因为办活动参与的人 

数有限，但整个大马都应参与，因此该 

部必须更专注于政策、标准作业程序及 

流程，这会改变每个人的生活a

也是行动党泗岩沫国会议员杨巧双 

向星洲日报表示，该部也计划设立儿童 
机构（agensi kanak-kanak )及在每一个 

地区的社会福利局增建儿童庇护所，希 

望能优先考量儿童权益。

她表示，政府必须为职业女性打造 

•个安全的工作环境，公司内部免于性

骚扰，并且了解现今职业妇女的需求。

她说，要让职业母亲就业，就要有 

弹性的T.作时间，提供产假、在家工作 

及育儿设备，这些对职业母亲来说很重 

要，以协助妇女兼顾工作。

她认为，如今随着时代的改变，现 

今的妇女与以往不同，具有许多挑战， 

就算已经打卡下班了却仍需要工作，通 
过WhatsApp处理公务。

她表示，就算孩子被保姆看顾，但 

现已是科技时代，孩子能随时随地连接 

世界，即便他们只是在房间也能上网， 

因此花时间陪伴和监督孩子是很重要。

到武吉加拉山休闲公园派花

配合国际妇女节，杨巧双今早前往 
敦依斯迈花园的武吉加拉山（Lembah 

Bukit Kiara)休闲公园派发1000支康乃 

馨给各族群的妇女，并获得许多民众为 

她加油打气及送上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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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逾10年逢雨必災

煤炭山修建排水溝

(轰埠8日讯）在苦等多时后，：t拉央市议会 

终于委任承包商，重新修建早已崩塌成泥坑的排 

水沟，解决煤炭山市镇交通圈逾10年的逢雨必灾 

的困境a.

蔡珮颐：料4月中完工

士拉央市议员蔡珮颐指出，承包商已于2月18 

日动工，修建约30公尺长的排水沟，预计可在4月

中完工。
“排水沟的修建是联同附近的另外8项小型工 

程一同开工，市议会仅是支付承包商•个总额， 

因此未知此项工程的单一报价。”

“根据村民所说，煤炭山逢雨必灾的情况已 

经发生至少5年，由于交通圈是当地的交通枢纽， 

四周有商店、警局和消拯局，各路人马都需利用

交通圈通往各地，所以-旦淹起大水，除了学 

生、警员和消拯员也必须涉水而过，方能出去执 

行公务。”

她说，交通圈旁的排水系统已陈旧，早已不 

胜负荷，数年前便已塌陷。

“据我所知，当年因市议会经费有限，所以 

排水系统的建造不完整，形成一半是排水沟一半 

为大水冲出的泥沟u当排水沟因为年久失修而倒 

塌后，长年遭大水和沙石冲击，最后变成j -个 

泥坑。”

蔡珮颐表示，她在去年初接获村民的投诉 

后，便已向市议会申请款项修建排水沟，并在- 

年后终于获批。

“我明白村民对此颇有不满，因此会在会议 

上提出简化申请流程，务求更快地解决民困。”

一口气，表示将 
在会议上提出简 

化审批的流程， 

加速解决民困。

—•承包商 

已将石沟碎块挖 

起，准备重铺水 

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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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陽松
生班达马兰区州议员 

梁德志对此深为关戀巴
注，日前与负责当地的巴生市议 

员纳兰，联同雪州水务管理公

司、市议会建筑物组、规划组官 

■ 员和高阳苑花园居协副主席莫翰

g等，-同巡视已荒废20多年的储

<^4^水塔，以寻策解决。

梁德志告诉《大都会》社区

_报记者，根据雪州水务管理公司

&说法，这2座储水塔是因不符合

该公司的标准，所以并没从发展 

@商接手，但他观察到储水塔挂上 

/A雪州水务管理公司招牌，足以引 

起混淆。

司

能是发展商因素，所以雪州水务 

管理公d必须跟进处理，若发现 

真是发展商的问题，应探讨可对 

发展商采取的行动。

询及储水塔建好后“无用 

武之地”无法投人启用，导致高 

阳苑居民承受的断水苦恼，为何 

拖延至今才获得正视；梁德志坦 

言，当局之前都有接获来自居民 

的个别投诉，直到当地近来成立 

居民协会，所以才系统化把每件 

民生课题带出处理。

“我们积极处理居协带出 

的每项课题，之前是水灾问题， 

现在是储水塔。”

P Softer
i-m

—>■巴生高阳范两座 

大型储水塔“中看不中 

用”，建好多年以来因被 

指不符合雪州水务公司标 

准，竟然没灌水储存，使 

得只要一有制水事故，当 

地居民便面临断水之忧。

“传言有说这2座储水塔的 

_基座不稳，所以我

查
要求雪州水务管理 

公司调查，是否 

能把水抽上去储 

存。我认为，

必须要把此 

事尽快处理 

好，以造福 

居民。”

他不讳 

言，储水塔的 

构造出现问题可

荒廢建築衍生環境問題

5 Jalan Batu Unjur 8
M恵志受访时指 

7«出，该荒废建 “垃圾站”積水滋生蚊子

多年来辦愆嚣场

生池龙花园神召会恩典堂（Grace 

〖Assembly )后部，■座类似排污 

处理站的荒废建筑，多年来没有操作却任 

凭荒置，衍生环境问题，当地居民协会和 

睦邻原则计划，要求有关当局能把该建筑 

物铲平辟为空地，以方便泊车。

梁德志于同日联同纳兰、英达丽水 

排污公司、雪州水务管理公司、巴生市 

议会建筑物组和规划组官员、池龙华园 

居民协会及睦邻原则计划代表等，巡视 

该建筑物，以找出解决方案。

筑物已对周遭居民生活 

构成十扰，且有人把当 

地当成“垃圾站”，经常 

丢人垃圾，且里头雨后 

积水容易滋生蚊子，让 

居民担心沦为骨痛热症 

受害者〇

他表示，居协和睦 

邻计划成员是江某次的 

社区大扫除活动中，发 

现该荒废建筑物影响环

境和居民健康，因此要 

求有关当局有所行动。

梁德志透露，建筑 

物是发展商于80年代建 

好花园住宅区时设立的 

排污抽水站，但实际功 

能不甚清楚，因英达丽 

水公司和雪州水务公司 

都否认由其管理。

“当局正追溯建筑 

物究竟属于哪个官方单

位需负责，若根据市议 

会记录，建筑物还是属 

于发展商的，但据说发 

展商已不存在。”

“我也会向土地 

局查询荒废建筑物的土 

地状态，若发展商已不 

存在，相信多年来已没 

缴付地税，土地局可基 

于这点援引国家土地法 

典，核实后充公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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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墅7屋主欠14萬管理費
居協採法律行動追討

(士拉央8日讯）水晶局 

原别墅7间房屋的屋主从3至 

8年前开始拖欠超过14万4000 

令吉的管理费，居民协会已 

委托律师采取法律行动追讨 

这笔欠款。
水晶高原别墅自2009年 

3月竣工人伙，共有80间住 

屋，人住率超过90%，每月 

管理费分为280令吉（半独立 

式房屋）及350令吉（独立式 

房屋），但有7间房屋的屋主 

却不愿缴付管理费，其中- 

名欠款的居民还拥有两间半 

独立式房屋。

据了解，拖欠管理费的 

屋主不满有其他居民一开始 

就不缴付管理费，因此也跟 

着拖欠相关费用。

居民协会前主席拿督 

江人强指出，居民拖欠管 

理费，却继续免费享有住宅 

区的设施，包括保安、游乐 

场、路灯、园艺等等。

江人强：

对其他缴费居民不公
江人强表示，欠款居民 

的行为对其他如期缴付管理 

费的居民并不公平，该别墅 
住宅区每个月的开销需超过2 

万令吉，如果经费不足，- 

些提升或保养的工作将会受 

阻。

他说，根据居民协会制 

定的规则，若居民拖欠-定 

的管理费数额，拖欠者的通 

行卡就会失效，而被禁用通 

行卡的居民因此向士拉央市 

议会投诉。

市会介入不允用自动栏杆

“士拉央市议会介人后 

表示，如果保安设施、栏杆 

没有获得100%居民的支持， 

住宅区不被允许建自动栏 

杆，但问题是士拉央市议会 

-开始就批准这项保安围篱 

的发展项目，市议会的回应 

使我们感到费解。”

另外，根据士拉央市 
议会于2019年12月12日发出 

的信函显示，士拉央市议会 

是有附带条件地批准该别墅 

施行保安社区计划，包括居 

民协会不可阻止没有参与保 

安社区计划的居民进人，规 

定自动栏杆处不可使用通行 

卡。

同时，士拉央市议会发 

出批准的期限为期一年，有 
效期至今年12月12日

无论如何，居民协会已 

把士拉央市议会不允许该住 

宅区使用自动栏杆一事采取 

法律行动上诉，并将在本月 
12日进行听证会。

■ -Z ^

江人强：居民 

协会已委托律师，

向欠款的居民追讨 别墅保安亭旁张挂布条，呼吁居民负责任，缴付管

所拖欠的管理费。理费。

居民踊跃出席居民代表常年大会。

居協改選江寧裕任主席

居
民协会今早进行居民汇报出，他将会继续与律师跟进上述法庭 

会，同时也展开常年大

会，推选新一届居民协会理事。

新上任的居民协会主席江宁裕指

案件n

席者包括居民协会前副主席黄 

国南和秘书努尔依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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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狗隊不應殘暴執法
P管大马社会已逐步平等对待任何动 

^二>物，但没有适当法律约束，仍无法有 

效杜绝虐待动物的事情发生。

他指出，由于《2〇15年动物福利法令》没 

有修正，导致以残暴的手法捉拿流浪狗的执法 

者经常与爱狗人士起争执。

他希望政府正视有关问题，勿让流浪狗继 

续受到地方政府捉狗队的残暴对待。

“政府在2015年已制定一项法令，即2015 

年动物福利法令，有关法令的刑罚严厉，一旦 

证据确凿，虐待动物者将面对最低2万令吉及 

最高10万令吉的罚款，或最高监禁3年或两者 

兼施。”

爭取修改法令保護浪浪
、鲁尔表示，他所领导的组织，目前也

积极向地方政府争取修改现有2007年 

地方法令狗只繁殖与执照条文。

他也说，希望动物行动队及动物福利协 

会，可参与地方政府修改相关法令的过程，以 

在这项课题达致共识惠及社会。

他举例1984年霹雳州的地方政府法令已经 

过时，该法令拨款使用枪械，但中央政府已不 

允许使用枪械，除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他表示，捉狗队也不能使用地方政府发出 

的列号5/2014服务通令捕捉流浪狗，除非获得 

动物福利协会的批准。

他指出，若地方政府处理流浪动物涉及虐 

待，动物福利协会可发出指令，一旦当局拒绝 

指令，动物福利协会可采取行动。

他也批评梳邦再也市议会捉狗 

队捉狗方式，已违反标准作业程序，

有关作业程序已清楚阐明不能在捉狗 

行动中伤害流浪狗，用绳圈套住它伯 

的颈项并扔上车，这是一项罪行。........................

他说，该组织已就相关课题时公共■校. 

诉局举报。 二」.■厶.•

愛護動物無關政治立場

沙
鲁尔透露，不希望流浪 

狗课题带有政治目的，

让更多人关注动物虐待课题。

并指出，爱护动物人士无关政治 

立场，只为帮助无法发声的动 

物。

他说，来自不同政党的人民 

代议士分别将相关课题带到国会 

及州议会讨论，包括土团党#眼 

色海国会议员拿督诺阿兹米、行 

动党日落洞区国会议员雷尔及巫 

统鲁博马鲍州议员祖里尔扎拉鲁 

丁。“这并非是政治课题，这课 

题如同体育、天灾及残障群体， 

不同政党共同反对残暴对待动 

物，同时为动物福利带向更好的 

层面。”

他也感激不同政党的人民代 

议士将有关课题带往议会讨论，

吁民众勿随意弃养宠物

针对《20 15年动物福利法 

令》，他指出，若饲主没有好好 

保护自己的宠物将会抵触相关法 

令，其中饲养动物种类包括猫、 

狗、牛、羊等。

他举例狗主若没有保护好宠 

物安全，导致狗只独自走在马路 

被车撞致死，都会触犯《2015年 

动物福利法令》。

“因此，只要有目击证人、 

闭路电视及图片都将成为关键虐 

待动物的证据。”

他也促请社会人士爱护动 

物，勿随意弃养宠物，以免背负 

刑事责任。

胡耀森

(士毛月8日讯）巫裔穆斯林秉持万物 

平等的精神，誓捍卫动物权益，反对违反 

人道及残暴虐待动物的行为。

他是爱护动物人士沙鲁尔，素有“猫哥” 

(AbangKucing)之称，同时也是桿卫动物权益 

组织“动物彳了动队”（Animal Action Team)的主 

席。

沙鲁尔甫于2012年为动物发声，肩负着动物 

代言人责任，迄今有7年的时间。

谈起为何有“猫哥”之称时，他忆述，从 

2012年起为动物争取福利，开始专注在猫只课 

题，这也是猫哥称呼的由来。

直到2013年，他发现，我国的流浪狗被残暴 

待遇，因此决定与友人发起桿卫流浪狗的权益运 

动，替没有说话能力的毛孩发声。

“在2013年，我发现流浪狗受到不平等的待 

遇，因此我想要做出改变，自我鼓励踏出第一步 

去承担这责任。”

沙鲁尔：猫狗应获公平对待

以伊斯兰的角度，沙鲁尔认为，万物皆平 

等，对任何事物不应抱有歧视的态度，猫狗都应 
获公平对待。

他表示，为狗发声更不是过错，反之为自己 

信仰带来更大的价值。

他也强调，伊斯兰代表着崇高道德修养的宗 

教，并非以黑帮或流氓的态度去捍卫伊斯兰。

謝其勝20年收養82隻浪浪

另;
夕卜，“猫哥”也与怡保万里 

1 师子会志工团队，一同探访 

收养82只流浪狗的好心人士。

这名好心收养流浪狗的人就是60 

岁的谢其胜（uncle vin )。

谢其胜独自一人居住在士毛月， 

他曾患骨癌而丧失工作能力，不过， 

仍然坚持救助流浪狗长达20年的光

阴。

现年60岁的他，目前居住在郊区 

武来岸山附近偏远地区，地方环境优 

美，空气清新。

谢其胜平日主要以福建话与狗沟 

通，除了为每只狗取名，他还搭建狗 

棚，让所有流浪狗都有温暖的家，不 

再居无定所。

每天有人致電求收養成困擾

于谢其胜救助流浪狗事迹广 

为人知，因此每日都会有许 

多人联系他，要求他收养流浪狗，对 

此他感到有些许困扰。

“每日电话响起让我很困扰，不 

接（电话）又让我很过意不去，只能 

看缘分（收留流浪狗）。”

他表示，他在能力范围之内，一 

定会收留流浪狗，并经常到住处附近 

的武来岸路喂食流浪狗。

狗狗染病离世感内疚

谢其胜也透露，18公斤的狗粮只 

能供给82只流浪狗食用3至4天，至于 

10公斤的大米则可在一天内供所有狗 

只吃完。

每当粮食用尽，没有任何收人的 

谢其胜，只能到附近的餐馆领厨余喂 

养狗只。

除了粮食问题，他曾经也面对流 

浪狗没有注射疫苗，而不慎患上狗癍 

的问题。

他说，他原是收留了96只的流浪 

狗，因没有获得良好的治疗，导致14 

只狗离世。

对此，谢其胜感到十分内疚，他 

对待这些狗如亲子一般，认为狗的离 

世是他的责任。

心如刀割的谢其胜为此意志消 
沉，所幸在好心人士的帮助下，为所 

有狗注射预防针，才遏止这场狗癍继 

续蔓延。

符珍瑩：摸狗前雙手須先消毒

^避免谢其胜被干扰，狮子会 

^ij会会长符珍莹说，欲探访 

民众可致电给她（016-551 2585 )， 

她将征询谢其胜的同意。

她也提醒，探访人士在触摸狗只 

前，双手必须先行消毒，以免不小心 

让狗获得感染病。

陪同探访的志工包括创会财政陈 

志刚及会员卢怡铃，他们在探访时，

为谢其胜提供逾500公斤的狗粮、大 

米、罐头、药物等，指导后者如何使 

用药物以及如何判断狗只每日的饮食 

分量。

另有50公斤的食用水、粮食及其 

余用品供谢其胜日常所需。

热心的志工们当日也为谢其胜准 

备蛋糕，庆祝他的生日。

1. 怡保万里狮子会志工符珍莹（右一）指导谢其胜如何合理分配狗粮给82只

2. 谢其胜每去往一个地方，狗只都会跟随在后。

3. 怡保万里狮子会志工团队为谢其胜庆生。

4. 怡保万里狮子会的志工团队为谢其胜提供逾500公斤的狗粮、大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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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山修建排水溝解決逢雨必災

水患之處是煤炭山地標
在；

孩童被迫涉水而过，让村民担心会发生意外。

'此之前，由于每每豪雨 

:必成灾，尤其发生水患 

之处便是煤炭山的地标，即历史 

古镇立碑处前面的交通圈，村民 

曾吁请雪州政府在花钱将煤炭山 

打造成实至名归的旅游古镇前， 

应先修好排水系统，免得在游客
」、、由超下振夕

村民指过去曾数次向市议会 

投诉但均石沉大海，导致他们每 

逢大雨便心惊胆战，害怕习惯在 

小镇通街乱跑的小孩会被冲走或 

不慎而误坠排水沟，造成悲剧。

立埠已经百年的煤炭山，因 

为拥有许多珍贵的历史古迹而在 
2010年被雪州政府选为“历史古 

镇”（PekanWarisan)，投下资 

金推广当地的旅游业，近年来游 

客人数亦有明显的增长。

麵戀_
在过去，排水系统不胜负荷，使水沟崩塌成 

泥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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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 of new appointments brewing in Selangor 
division chief Dr Daroyah Alwi, reit-
erating their support for the party 
and its leadership. 

Early last week, some 200 grass-
roots members in the Tanjung 
Karang PKR division bade farewell 
to the party claiming that they have 
lost confidence in Anwar. 

This was followed by a retaliation 
of sorts by the Kota Raja division 
reaffirming their loyalty to PKR and 
its top leadership. 

The Kota Raja division chief is 
Sentosa assemblyman Gunaraj 
George while its deputy is Sungai 
Kandis assemblyman Zawawi 
Mughni. 

PKR veteran and Kapar MP 
Abdullah Sani Abdul Hamid said 
extensive investigations are cur-
rently under way to identify those 
who had caused damage to t h e ' 
party as well as played a role in 

Pakatan Harapan's fall at the feder-
al level. 

"Everyone can reaffirm their loy-
alty to the party and its leadership, 
but the investigations will not stop." 

He added investigations had been 
initiated soon after Azmin, former 
party vice-president Zuraida 
Kamaruddin and Gombak Setia 
assemblyman Hilman Idham were 
sacked from the party. 

Meanwhile, Port Klang assembly-
man Azmizam Zaman Huri assured 
the people that all is well in 
Selangor. 

"We are not facing any issues 
here and the state government is 
stable. 

"We are also steadfast in our 
intent to honour the mandate given 
to us by the people in the previous 
general election," said Azmizam, 
who is an Azmin supporter. 

By WANI MUTHIAH 
wani@thestar.com.my 

KLANG: With the confirmation by 
Selangor Mentri Besa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that he is fully 
behind PKR and its leadership, all 
appears to be well in the state. 

However, party insiders claim 
the nation's richest state is not with-
out its political undercurrents after 
the recent chang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given that Amirudin 
is a protege of former PKR deputy 
president Datuk Seri Azmin Ali. 

It is said three of the four PKR 
state executive councillors and 10 of 
the 19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party in the state are allegedly 
Azmin's "people". 

The PKR insiders said there were 
efforts by loyalists of PKR president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to 

remove Amirudin as well as the 
three exco members from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An insider also claimed Amirudin 
may be removing two of the three 
exco members from the state execu-
tive councillor line-up due to alleged 
pressure on him. 

The source said that a lot of 
changes will be made to the politi-
cal appointments at the state secre-
tariat, state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government-linked companies 
political appointments. 

The state legislative assembly 
currently has 19 PKR assemblymen, 
16 from DAP, Amanah (eight), 
Bersatu (six), Barisan Nasional 
(five), PAS (one) and one independ-
ent assemblyman. 

Last week also saw elected repre-
sentatives linked to Azmin, such as 
Sementa assemblyman and Ka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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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THE ROAD 
Selayang council 
continues to 
remove 
illegal stalls 
in fifth joint 
operations >4 

Selayang council removes illegal stalls 
Business operators without valid licence fined during fifth joint ops in Gombak and Rawang 
By SHALINI RAVINDRAN 
shaliniravindran@thestar.com.my 

IN its ongoing efforts to address the 
mushrooming of illegal stalls and 
businesses, Selayang Municipal 
Council (MPS) conducted several 
joint operations to demolish illegal 
stalls in Gombak and Rawang. 

This was the fifth operation on 
illegal stalls along the Middle Ring 
Road 2 where 13 operators were 
issued compounds for operating 
without a business licence. 

MPS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department director Mohamad Zin 
Masoad said enforcement was car-
ried out as the operators continued 
to put themselves and the public in 
danger by operating by the road-
side. 

"They are adamant to operate 
there although it is a high traffic 
area. 

"They were issued compounds 
for operating without valid permits 
and for causing obstruction in a 
public area. Their equipment were 
seized," he said, adding that 50 
council officers were involved in 
clamping down the illegal stalls. 

During previous operations at the 
site, MPS demolished illegal struc-
tures and confiscated items, under 
Section 46(1) of the Road, Drainage 
and Buildings Act 1974 and 
Hawkers' By-law (MPS) 2007. 

In another operation, seven 
hawkers at the Medan Puteri com-
mercial centre in Bandar Tasik 
Puteri, Rawang, were also issued 
compounds for operating illegally. 

"They also left their business 
equipment at the site overnight, 
causing difficulties for motorists the 
next day," said Mohamad Zin. 

He added that the owner of a res-
taurant was issued a compound for 
placing tables and chairs outside its 
premises obstructing traffic. 

The tables and chairs were also 
confiscated. 

A snooker centre owner in 
Taman Sri Gombak was also fined 
for operating without a licence, an 
offence under Section 6(1) of the 
Entertainment and Places of 
Entertainment Enactment 1995. 

Mohamad Zin cautioned that 
while MPS welcomed more busi-
nesses in the area, operators must 
adhere to the laws that are in place. 

MPS officers confiscating tables and chairs outside a restaurant at the Medan Puteri commercial centre in 
Bandar Tasik Puteri, Ra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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