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requent occurrence of sinkholes in the 
capital city in recent years has prompted 
DBKL to commission an inter-agency 
study with utility companies to identify 
the exact locations of underground pipes 
and cables.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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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work taking place near Bukit Bintang area in Kuala Lumpur. - Photos by AZHAR MAHFOF and 
courtesy of Gamuda 

Mapping KL's hidden network 
Mayor: Current data may be inaccurate as records not up to date 

By BAVANIM 
bavanim@thestar.com.my 

WHEN a huge hole appeared on the 
busy intersection of Jalan Imbi and 
Pavilion Kuala Lumpur five years 
ago, causing traffic chaos in the 
business district, initial reports by 
the authorities were vague. 

There was lots of finger-pointing 
as to who or what had caused the 
gridlock at the major thoroughfare 
serving the city's bustling Golden 
Triangle. 

The reason for the 10m-deep 
sinkhole was eventually traced to 
an old underground water pipe that 
had burst due to earth movements 
from construction works nearby. 

Last year, three sinkholes 
appeared in several Kuala Lumpur 
roads within 48 hours, all due to soil 
movements caused by burst pipes, 
stress from construction work and 
heavy rain. 

Concerned over the spate of 
sinkholes, Kuala Lumpur mayor 
Datuk Nor Hisham Ahmad Dahlan 
ordered an inter-agency study with 
utility companies in order to map 
out the numerous cables and pipes 
running underneath Kuala Lumpur. 

Ageing infrastructure 
Since the incident last year, Nor 

Hisham told StarMetro that Kuala 
Lumpur City Hall (DBKL) had man-
aged to come up with a basic frame-
work, but there were still a lot of 
data to gather as the city's reticula-
tion system was over 50 years old. 

He said Kuala Lumpur did not 
have a proper underground utility 
mapping system. 

"The current data we have may 
not be accurate since the records 
could be old and no longer reliable. 

"For example, an old water pipe 
that might have been buried 1.5m 
about 30 years ago could now be 
much lower due to development 
and road tarring over the years. 

"This is not good; if we don't 
know what is buried underground, 
it can lead to problems for road 
users, DBKL and utility contractors 
too," he said. 

The mayor added that this would 
also delay construction projects, 
because not knowing what lied 
underneath meant that contractors 
would take a longer time to com-
plete work. 

The city has seen many of its pro-
jects derailed for months, some even 
years, due to unforeseen infrastruc-
ture buried under the city. 

One example is the multi-mil-
lion-ringgit Bulatan Dato Onn pro-
ject. Called Jejak Warisan, the beau-
tification project was stalled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due to telecom-
munication cables underground. 

Another one is the flood mitiga-
tion project along Jalan Bangsar 
which hit a snag when contractors 
hit a Air Selangor pipe running 
underneath. 

The work had to be pushed back 
several times with DBKL claiming 
that the problem was beyond its 
control. 

Not many know that apart from 
DBKL, information on what lies 
beneath the ground can be sought 
from the Survey and Mapping 
Department (Jupem). 

Due to challenges faced during 
realignment work of utility facilities 
on road reserves in the early 1990s, 
the government decided to appoint 
Jupem to compile and manage all 
underground utility data in the 
country. 

Following that, Jupem established 
Ho says the onus is on the utility companies or service providers to update government agencies like DBKL 
once they have laid out their cables and pi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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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cavator clearing earth beside a main road in Kuala Lumpur. 
A sinkhole near Malaya Mansion in Jalan Masjid India a few 
years ago was believed to have been caused by pipe repair 
works by a utility company. - Filepic 

Contractors are 
required to scan 
for underground 
pipes and cables 
and relocate 
them before 
excavation work 
is carried out. 

A secret escape tunnel built by the people of Mandahiling found at 
Bukit Nanas in Kuala Lumpur in 2015 by workers hired by DBKL to fix 
a collapsed wall. — Filepic 

What's underneath? 
According to Jupem, there are 

thousands of pipes, cables and con-
duits transporting water, sewage, 
electrons and gas through pipes and 
cables under the city's pavements. 

The bulk of them are pipes that 
belong to Air Selangor and Indah 
Water Konsortium, telco cables as 
well as a small number of gas pipes. 

Jupem said each cable was buried 
at different levels; for instance the 
fibre optic cables from telecommu-
nication companies were buried 
between 0.2 to 0.5m while the sewer 
pipes were usually 2m deep. 

In some areas, cables are buried 
10m underground using the hori-
zontal direct drilling (HDD) method. 

Popular gadgets used to map out 
underground objects employ the 
electromagnetic principle which are 
pipe and cable locator (PCL) and 
ground penetrating radar (GPR). 

PCL is used for detection of metal 
pipes and cable, while GPR is used in 
detecting other objects, including 

metal pipes and cables. 
Another technology is the use of 

Mobile GPR for quick and efficient 
data gathering under restrictions. 

Jupem said there were discrepan-
cies in some of the data it received 
from third parties; and that at times 
additional detection and survey of 
underground utilities had to be per-
formed to upgrade the accuracy of 
the data it had. 

MMC-Gamuda Mechanical and 
Engineering department senior 
manager Ho Jit Poe said the onus 
was also on the utility companies or 
service providers to update govern-
ment agencies such as DBKL once 
they had laid out their cables. 

Most service providers tend to 
have a map of their networks but 
according to a DBKL engineer, ser-
vice providers are reluctant to share 
information with one another or 
with third-party contractors as they 
expect the contractor to carry out 
their own mapping first. 

"This is probably because they do 

A sinkhole appeared on Jalan Tuanku Abdul Halim on October 21 last 
year due to a broken culvert running across under the road.-Filepic 

not want to be held responsible if 
something were to happen in the 
event the data that they provided is 
found to be inaccurate," he said, 
adding that most of the time the data 
was only 60% to 70% accurate. 

Surprises unearthed 
Often in the absence of reliable 

data, contractors who are not famil-
iar with Kuala Lumpur's history are 
presented with surprises like what 
was discovered in 2015 by a group 
hired by DBKL to fix a collapsed 
wall. 

The contractors discovered a laby-
rinth of tunnels believed to be centu-
ries-old stretching from Bukit Nanas 
to Sungai Klang. 

The 10m-long tunnel was believed 
to be used as an escape route during 
the Klang Civil War in 1866. 

In 2016, during the upgrading of 
the century-old Masjid Jamek in 
Kuala Lumpur as part of the River of 
Life (RoL) project, workers stumbled 
upon more than 40 tombtones 
believed to be from the early 18th 

century while digging. 
The tombstones were made from 

marble, granite and sandstone. 
The site was formerly a Muslim 

cemetery dating back almost 200 
years, and the workers were at a 
loss as to what to do. Ultimately, the 
RoL conservators were brought it to 
deal with the matter. 

With all these unforeseen discov-
eries, there is indeed the need for an 
agency to act as a regulatory body to 
oversee and work side by side with 
the local authorities and service pro-
viders. 

"It is about time we had one; a 
one-stop centre that anyone can go 
to for updated data. So when disas-
ter strikes, the authorities know 
where to start looking," Ho said, 
adding that the Jalan Imbi sinkhole 
incident could have been better han-
dled. 

SOP on excavation 
It is almost always a bane for resi-

dents who have to deal with con-
struction and road digging in their 

neighbourhood that result in more 
congestion and inconvenience. 

However, the process is not easy 
and often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e 
contractors or DBKL. 

According to Ho, before construc-
tion starts, it takes at least 18 months 
to map out the underground infra-
structure around the area to be 
developed. 

"Old urban areas are the most 
challenging to work with," Ho said, 
adding that they faced the biggest 
challenge mapping out the Bukit 
Bintang area when they were con-
structing the MRT line. 

There were layers of pipes and 
utility cables, and the fact that it was 
located in an area with heavy traffic 
made things even more difficult. 

Ho explained that before starting 
any physical work, construction 
companies would first engage a utili-
ty mapping company which had all 
the expertise, equipment and tech-
nology to carry out the job. 

Once the company completes the 
mapping of a site, they will verify 
the information with service provid-
ers such as TNB and Telekom 
Malaysia," he said. 

This information will be reflected 
in the drawings which will be used 
by the consultants to work out a 
design to relocate the utilities from 
the construction site. 

The relocation design will then be 
shared with the service providers. 

Most service providers will 
engage their own panel of contrac-
tors to do the job. 

Permission will be needed from 
DBKL to excavate the.site and when 
permission is obtained, contractors 
are given a stipulated time to carry 
out work to minimise traffic disrup-
tion. 

'It is our commitment to the 
stakeholders not to disrupt their 
lives too much and be a responsible 
company," he added. 

a Utility Mapping Division in 2006 
which developed an underground 
utility database called Pangkalan 
Data Utiliti Bawah Tanah 
Kebangsaan, better known as Padu. 

However, Jupem is not a regulator 
but merely a repository of informa-
tion comprising data of water and 
sewerage pipes, gas, power and 
telecom cables. 

Agencies like the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JKR), DBKL and utility 
companies that carry out the map-
ping are required to update the data 
with Jupem from time to time. 

Laws pertaining to these map-
pings are governed by the Street, 
Drainage and Building Act 1974, 
The Electricity Supply Act 1990, Gas 
Supply Act 1993, Communications 
and Multimedia Act 1998 and the 
Water Services Industry Act 2006. 

Nor Hisham says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data to gather as Kuala 
Lumpur's reticulation system is 
more than 50 years old. 

Headline Mapping KL`s hidden network
MediaTitle The Star
Date 10 Mar 2020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Metro Circulation 175,986
Page No 1TO3 Readership 527,958
Language English ArticleSize 2519 cm²
Journalist BAVANIM AdValue RM 126,772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380,316



READ THIS 
Encouraging 
early literacy 
was among 
activities at 
15th edition 
of Selangor 
Book Fest >5 

By OH ING YEEN 
ingyeen@thestar.com.my 

THE Selangor Book Fest 2020 was 
held over 11 days at the Shah 
Alam Convention Centre. 

The event, which was first held 
in 2010, carried the theme "Jom 
Baca" this year, in conjunction 
with Kuala Lumpur being named 
World Book Capital 2020. 

This is the 15th time the book 
fest is being organised by the 
Selangor Public Libraries 
Corporation and Selangor govern-
ment. 

Selangor Public Libraries 
Corporation director Mastura 
Muhamad said it had been a 
decade since the corporation held 
its "Berhenti Sebentar, Jom Baca" 
campaign at Taman Tasik Shah 
Alam on June 26, 2010. 

Selangor Mentri Besa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who 
launched the book fest, said the 
state government would continue 
allocating funds for. translation of 
books from other languages into 
Bahasa Malaysia. 

"In line with Smart Selangor's 
goal to create 'smart people' and 
'knowledge workers', Malay clas-
sics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works will also be translated and 
audio books published to encour-
age critical and creative thinking 
among Selangor folk, including 
the visually impaired," he said. 

The event also saw the "Let's 
Read Together for 10 minutes" 
session, where attendees read a 
book of their choice for 10 min-
utes. 

Encouraging Selangor folk 
to cultivate reading habit 
MB: Allocation for translation of books to Bahasa will continue 

The 'Let's Read Together for 10 minutes' session saw parents and 
children taking time out to read a book. 

Reading Seeds kits were also 
handed out to children during the 
launch. 

The Reading Seeds programme 
was first initiated by the Sarawak 
State Library to encourage early 
literacy among children. 

In Selangor, 2,293 kits will be 
distributed to selected clinics in 
the state and a research will be 
conducted to monitor the progress 
of children who have received the 
kits. 

For details, visit ppas.gov.my. 
Amirudin and Mastura checking out titles at one of the booths at the 
Selangor Book Fest 2020. - Photos: LOW LAY PHON/The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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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da tekanan 
supaya berundur

Amirudin akan teruskan 
mandat rakyat untuk 
mentadbir Selangor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
tuk Seri Amirudin Shari 
menjelaskan bahawa beliau 
tidak menerima sebarang 

tekanan supaya melepaskan jawatannya 
susulan perkembangan politik negara 
kini.

Amirudin berkata, sehingga kini, 
Presiden PKR, Datuk Seri Anwar Ibra-
him juga tidak mengeluarkan sebarang 
kenyataan kepada semua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berhubung 
perkara tersebut.

“Sehingga kini tiada (tekanan) dari-
pada Presiden. Kita akan meneruskan 
mandat yang diberikan oleh rakyat pada 
Pilihan Raya Umum (PRU14) lalu untuk 
mentadbir negeri ini dengan sebaiknya,” 
katanya kepada pemberita pada sidang 
akhbar Penganjuran Karnival Tanah 
Selangor 2020 di Bilik Gerakan Mesyu-
arat Tindakan Ekonomi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Oleh ASYRAF MUHAMMAD

SHAH ALAM 

(MTES) di sini semalam.
Sebelum ini, kedudukan Amirudin 

sebaga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menja-
di persoalan kepada pihak tertentu yang 
menganggap beliau perlu melepaskan 
jawatan susulan pertukaran kerajaan.

Sementara itu, mengenai impak per-
tukaran kerajaan Persekutuan kepada  
politik Selangor, Amirudin berkata, pi-
haknya memandang positif perkembang-
an itu, dan berharap wujud satu hubung-
an profesional di antara kerajaan 
Persekutuan dan neg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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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tu pembayar cukai jelas tunggakan
SHAH ALAM - Kerajaan Sela-
ngor memberi peluang kepada 
rakyat di negeri itu untuk menye-
lesaikan tunggakan cukai tanah 
dan cukai petak menerusi pengan-
juran Karnival Tanah Selangor 
2020 pada 14 Mac depan.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berkata, se-
lain itu, karnival yang akan diada-
kan di Dataran Kemerdekaan itu 
juga akan memberi pengecualian 
tunggakan fi denda lewat sebanyak 
100 peratus kepada semua pem-
bayar cukai di negeri itu.

Beliau berkata, langkah itu 
adalah sebagai galakan kepada 
pihak terlibat untuk membuat 
pembayaran cukai secara penuh 
pada hari penganjuran karnival 
berkenaan.

“Insentif pengecualian tung-
gakan fi denda lewat hanya akan 

diberikan kepada individu atau 
syarikat yang menjelaskan semua 
tunggakan secara penuh semasa 
pelaksanaan karnival itu sahaja.

“Selain itu pengecualian fi 
tunggakan denda lewat ini juga 
diberikan untuk pembayaran di 
semua kaunter kutipan hasil Peja-
bat Daerah dan Tanah pada 14 dan 
15 Mac ini,” katanya pada sidang 
akhbar di Bilik Gerakan Majlis 
Tindakan Ekonomi Selangor 
(MTES) di sini semalam.

Amirudin berkata, jumlah ke-
seluruhan fi tunggakan denda le-
wat bagi cukai tanah sehingga 
tahun lalu mencecah sehingga 
RM96.4 juta manakala cukai petak 
pula sebanyak RM2.45 juta.

Beliau berkata, sehingga 29 
Februari lalu, jumlah baki tung-
gakan cukai tanah dan petak ada-
lah sebanyak RM233.79 ju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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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nggu jawapan 4 ADUN Bersatu
PH Selangor menanti 

maklum balas sebelum 
putuskan kedudukan 

ADUN terbabit

Oleh ASYRAF MUHAMMAD

Pakatan Harapan (PH) 
sedang menunggu 
maklum balas daripa-
da empat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Parti Pribumi Bersatu Malay-
sia (Bersatu) yang sebelum ini 
menyatakan sokongan kepada 
gabungan itu di Selangor.

Pengerusi PH Selangor, Da-
tuk Seri Amirudin Shari berka-
ta, beliau sudah meminta kese-
mua ADUN terbabit memberi 

Amirudin (tiga dari kiri) ketika merasmikan Majlis Perhimpunan Penjawat Awam 
Negeri Selangor di Auditorium Dewan Jubli Perak, Shah Alam semalam.

SHAH ALAM 

keputusan selepas pertemuan 
mereka sebelum ini.

“Saya akan bawa perkara ini 
semula dalam mesyuarat PH 
untuk memutuskan kedudukan 

mereka,” katanya kepada pem-
berita selepas Majlis Perhim-
punan Penjawat Awam Negeri 
Selangor di Auditorium Dewan 
Jubli Perak di sini semalam.

Amirudin ber-
kata demikian bagi 
menjawab perta-
nyaan mengenai 
status empat ADUN 
Bersatu yang menyatakan so-
kongan kepada PH Selangor.

Sebelum ini, kerajaan Sela-
ngor menyingkirkan Bersatu 
daripada parti komponen PH 
selepas mengambil kira penja-
jaran semula politik negara 
yang berlaku di peringkat pusat.

Amirudin turut memaklum-
kan peruntukan kepada ADUN 
Bersatu dan Bebas juga akan 
dibekukan selepas ini.

Susulan itu, empat ADUN 
Bersatu iaitu ADUN Jeram, 
Mohd Shaid Rosli; ADUN 
 Kuang, Sallehudin Amiruddin; 
ADUN Batang Kali, Harumai-
ni Omar dan ADUN Dengkil, 
Adhif Syan Abdullah menga-
dakan pertemuan bersama 
Amirudin bagi menyatakan 

sokongan kepada 
PH.

Mengulas me-
ngenai kekosongan 
kerusi Exco diting-

galkan ADUN Selat Klang, 
Datuk Abdul Rashid Asari, 
Amirudin berkata, kerajaan ne-
geri akan mengambil sedikit 
masa bagi mencari calon baha-
ru untuk jawatan itu.

“Kita ambil masa. Lepas 
cerai ada edahnya, lepas mati 
kalau nak kahwin lagi satu ada 
masanya.

“Kita akan buat secara ter-
tib, (dan calon dari) parti mana 
belum ada keputusan lagi,” kata 
beliau.

Tambah beliau, pihaknya 
juga perlu mempersembahkan 
nama calon berkenaan kepada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
fuddin Idris Shah terlebih da-
hulu untuk mendapat perkenan 
dari ist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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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h Nurul Husna Mahmud
nurul_husna@hmetro.com.my

Mahumewujudkan
persekitaran selamat
di pusat jagaan kanak-
kanak di kawasan
tertentu bukan sekadar
bergantung kepada
penilaian ibu bapa
semata-mata, sebaliknya
perlu pengawasan
termasukmematuhi
syarat ditetapkan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Tambahan pula
ketika ini permintaan
perkhidmatan terhadap
pusat penjagaan itu kian
meningkatmenyebabkan
ia berkembang bagaikan
cendawan tumbuh
selepas hujan.

Melihat hal itu Majlis
Bandaraya Shah Alam
(MBSA) melaksanakan
Operasi Pemantauan
dan Penguatkuasaan
Tadika atau Taska dan
Pusat Jagaan Kanak-

kanak di sekitar Shah
Alam, Selangor pada 24
Februari lalu.

Operasi berkenaan
selaras usaha MBSA
untukmengawal kadar
pertumbuhan pusat
jagaan kanak-kanak
yang semakin meningkat
di dalam kawasan
pentadbiran MBSA di
mana kebanyakannya
sudah beroperasi
terlebih dahulu sebelum
mendapatkan kebenaran
MBSA.

Pegawai Perancangan
MBSA Hazlin Ibrahim
berkata, ia penting
dalammemastikan
semua premis
yang menjalankan
perkhidmatan ini
mempunyai kelulusan
memulakan operasi
secara tidak langsung
memberi jaminan
kebajikan dan
keselamatan kanak-
kanak.

“Operasi bersepadu

JAMINAN KESELAMATAN SI CILIK
Operasi bersepadu MBSA pastikan pengusaha tadika dan pusat jagaan kanak-kanak patuhi syarat

ini diadakan untuk
memastikan pengusaha
tadika atau taska dan
pusat jagaanmematuhi
syarat ditetapkan MBSA.

“Di samping
memberikan khidmat
nasihat dan penjelasan
berhubung syarat-
syarat PBT dan agensi
yang berkaitan. Selain
itu, operasi ini juga
untukmemaklumkan
kepada pemilik tadika
atau taska dan pusat
jagaan kanak-kanak
supaya mengemukakan
permohonan kepada
MBSA dan agensi
terbabit sekiranya belum
mempunyai kelulusan
yang sah memulakan
operasi.

“Ini penting dalam
memastikan pusat
yang ada ini benar-
benar berlesen dan
mengikuti spesifikasi
keselamatan serta
kesihatan ditetapkan
pada sesebuah pusat
jagaan kanak-kanak.

“Ketika ini
berdasarkan inventori
MBSA, terdapat 423
pusat jagaan yang
beroperasi di sekitar
wilayah MBSA.
Bagaimanapun, ketika
operasi hanya 152 yang
mempunyai kelulusan
manakala 271 unit
premis lagi tidak
mempunyai kelulusan

Kebenaran Merancang
Perubahan Material
Penggunaan Bangunan
daripada perumahan
kepada perniagaan,”
katanya.

Dalam operasi itu
kata Hazlin, pihaknya
mengeluarkan notis
peringatan terhadap
premis yang beroperasi
tanpa kebenaran dan
tidak mematuhi syarat
sah pusat jagaan kanak-
kanak.

“Jadi ini bidang
kuasa MBSA
memastikan premis
yang beroperasi tanpa
permit sah mengambil
langkah sewajarnya
untuk memastikan
operasi pusat mereka
mengikut peruntukan
PBT dan agensi
berkaitan. Tindakan
penguatkuasaan
dilaksanakan dalam
tempoh 30 hari sekiranya
tiada tindakan diambil
pengusaha yang
beroperasi tanpa lesen,”
katanya.

Operasi yang
diadakan MBSA ini turut
mendapat kerjasama
agensi berkaitan seperti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Negeri
Selangor, Jabatan Agama
Islam Selangor, Jabatan
Kesihatan Negeri
Selangor dan Polis Diraja
Malaysia.

FOTOMBSA

HAZLIN dan pegawai turun ke setiap premis atau kediaman
yangmenjalankan perkhidmatan pusat jagaan kanak-kanak.

PENGUAT kuasa yang
terbabit dalam operasi. OPERASI bersepadu termasuk JKM.

SESI penilaian kepada setiap
pusat penjagaan kanak-kanak.

TAKLIMAT kepada pegawai
serta agensi terba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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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議員空缺未塡補
雪大臣：需時找合適人選

(莎阿南9日讯）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 
米鲁丁指出，土团党雪州主席兼行政议员 
拿督阿都拉昔被辞退留下的空缺，尚需要 
时间讨论合适的人选来填补。

他说，现阶段这个空缺职位未有决定的 
人选，但已有建议名单，将会提呈给雪州 
苏丹过目。

他打趣说，遴选合适的人填补该空缺是 
需要时间的，一切必须依据程序，即便离 
婚也并不是隔日就另娶新欢。

阿米鲁丁今日出席雪州政府常月会议后 
受询时，这么指出。出席会议者包括雪州 
秘书拿督莫哈末阿敏、雪州议长黄瑞林、 

雪州水利灌溉局总监拿督嘉苔。
他说，在过去两周内，他已询问过州政 

府成员，甚至一对一谈论过此事项，若取 
得人选名单，就提呈雪州苏丹寻求御准。

“最重要的是，此人在工作上必须是能 
和我配合，并达致共识的人。”

撥款和計劃不變

针对人民公正党行政议员会否出现变动 
时，阿米鲁丁表示没有听说过，不过，政 
治一切都可能发生，惟，本身至今没有此 
章令

&|§°都拉昔也是巴生海峡区州议员，在中 
央变天前，他也是掌管雪州旅游、马来习 
俗及遗产事务的行政议员，不过已被阿米 
鲁丁辞退。

阿都拉昔曾说，如今雪州变回“在野党 
州”，不过土团党如今执政中央，他会确 
保一切以民为先，包括所有中央的拨款和 
计划，都会如期执行。

黄生 

瑞班€ 
林达t 
和马

希盟會議商土團4議員地位

i团党4名酬议员飾•效忠于希盟，承诺继 
续留在雪州希盟，阿米鲁 
丁会把此课题带入雪州希 
盟会议讨论，以确定4人在 
州政府的地位。

阿米鲁丁说，他十分 
珍惜4人愿意效忠雪州希 

盟，但问题终须归咎予土

团党中央决策，或是4人的 

意愿，因此他们尚仍在抉 
择。

°他指出，虽然土团党员 
分裂成A队与B队，他提供 
解决方案给4人，但他们至 

今尚未回覆。
这4名土团党雪州议员分 

别是轰埠区州议员沙叻胡

丁、而榄区州议员莫哈末 
赛罗斯里、龙溪区州议员 
阿希赛安和荅冬加里区州 
议员哈鲁麦尼奥马。

他们曾在布城召开记者 
会表明支持雪州希盟，他 
们珍惜选民们在20 18年 

全国大选时给予他们的支 
持，因此支持希盟尤其是 
雪州希盟。

■阿米鲁丁出席雪州政府常月会议，向 
州政府官员及职员训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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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9曰讯）武汉肺炎（2〇19冠状病 

毒疾病）和国内政变，令雪州经济面对大 

挑战？

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说，现在估算 

武汉肺炎（2〇19冠状病毒疾病）和国内政 

变对雪州经济的影响还为时过早，一切仍 

有待观察，但肯定构成一定的挑战。

“我们需要2个月的时间继续观察和评估 

後，方能决定是否针对州内经济情况作出 

调整。”

冀吸金3.5億

他指出，此次疫情的爆发，不仅影响雪 

州或大马，也包括全球各地，也让许多投 

资者意识到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 

子，有很多商家开始把生产基地向东南亚

昆於曰釗出 

雪州饮食业 

在记者会 

Bo

面，邓章钦 

1兄，藝fl'l将在今年10 
月14日至17日，在吉 

隆坡会展中心举办2020年雪州国际商务峰 

会（SIBS)，并放眼吸引4万名商贸人士与 

专业买家观展，及设下3亿5000万令吉的交 

易额目标。
“2020年讀州国际商务峰会将一如往年 

呈现4大重点项目，分别是第6届雪州国际 

商展会、第4届雪州东协商务大会、第5届 

雪州精明城市与数码经济大会和第2届雪州 

研发与创新博览会。”
他说，本届峰会将设立850个展摊，容纳 

来自大马以及各地区的参展商。

“此外，大马国际茶与咖啡博览会、着 

州国际烹饪节和雪州国际清真大会，也是 

本届峰会的重点活动之一。

与会者有雪兰莪投资公司总执行长拿督 
哈山、企业通讯及SIBS部董事阿末凯鲁、 

地区转栘。

邓章钦:

疫情政變構成巨大挑戰 席2020,

_懦棚評估經濟影響■

雪州政府（发展）副秘书诺福特及雪兰莪 

资讯科技与电子商务理事会总经理卢传文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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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把領袖都變成聰明人
周若朋鳥

诺
贝尔和平奖应非印尼人类 

与文化发展协调部长穆哈 

基尔莫属，千年难解的贫富悬殊 

问题，他终于发现了最简单的解 

决办法：叫穷女都嫁给富男，不 

就得了吗？原来解救全人类的妙 

方，一直都在韩剧、宝莱坞电影 
里头啊！

你以为他只是“发牙痕”随便 

说说？别人家的部长说话可是经 

过深思熟虑的，否则他不会进一 

步建议宗教事务部发布伊斯兰裁 

判令，指示富人娶穷人、穷人嫁

富人。这位协调部长真的很会协 

调。不过，我们不必羨慕印尼有 

这么睿智的领袖，因为我们也 

有。

樹木是林火的罪魁禍首

雪州政府建议取消瓜拉冷岳北 
部森林保留区，以发展930公顷的 

土地。此举当然引起当地原住民 

反弹，环保份子也纷纷抗议。州 

务大臣阿米鲁丁出来辩护了，说 

这是为了防止林火。意思是，砍 

掉树木，就不会有林火咯！这么 

简单的方法，怎么到现在才由他 

来想到？

交通部应向阿米鲁丁学习，为 

了防止交通意外，禁止使用所有 

交通工具。警方怎样杜绝市中心 

的掠夺案？不让任何人进入市中 

心，就没有罪案了！卫生部怎样 

做到全民健康？很简单，谁生病 

就马上把他宰了。国防部要怎样 
保卫国家？先把所有国家都打下 

来，征服地球。

阿米鲁丁的创见，是要先洞悉 

问题根源，然后直接对付它，树 

木显然是林火的罪魁祸首，火是 

无辜的。教育部也应虚心学习， 

比照办理，比如说考试会不及 

格，那是因为及格标准太高，和

学生的水平无关；要提高全国考 

试及格率，只要把标准拉低不就 
行了？（什么？他们老早就这么 

做了？）如何避免考试平均成绩 

下滑？只要不让成绩差的学生参 

加考试，不就行了？（什么？你 

说有些学校早就这么办了？）于 

是，这个教育体系就生产了阿米 

鲁丁。

除掉少數聰明人

2020宏远未达成，问题根源是 

时间不够，那就把目标推迟到 
2030。国产车计划不成功，不是 

因为管理不当，而是因为卖给外

国人以后变成共产 

车；所以要成功，

就必须再造第彐国 

产车，大概给它到 
2040年的时间吧！

要怎样确保国家 

领袖都聪明睿智？

那也简单。他们之 
所以会看起来愚 

蠢，是因为身边有 

少数聪明的人作比 

较；要把大多数愚人变聪明，是 

比较麻烦的事，不如要把少数的 

聪明人都除掉，那么整个政府就 

看起来很聪明睿智了。

如果你看不顺眼，肯定因为你 

太聪明；那么请你自己保重，这 

地方恐怕容不下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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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大雜交

g近的政治动荡随著新首相 

@慕尤丁宣誓上任而暂告一 

段落，中央政权已定，但各州 

政权却才开始争斗，令人眼花 

撩乱O

^中°央政府是由土团党、国 

阵、伊党和砂联盟组成的“大 
联盟”，临时凑合起来的中央 

政府关系，却未必在各州体 

现，如今各党在各州争权，暗 

潮汹涌。

虽说政治上会有无限可能， 

但各政党之间的关系还是会影 

响合作机率；比如说，诚信党 

是从伊党分家出来，两党合作 

的机率就非常低。

土团党也是从巫统分家出 

来，虽说两家现在已经结盟， 

但是否真正和睦，令人质疑。

公正党分成两派，自阿兹敏 
阿里带著10名议员出走后，党 

内曾经支持阿兹敏阿里的党员 

或领袖，尽管留下不走，但仍 

受到党内人非议，两派早已心 

生嫌隙，还能破镜重圆？

土团党至今未有大动作，却 

也已分成两派“慕派”和“马 

派”，迟早出事。

伊党又和行动党的“婚姻” 

更是三离三合，这是一段情仇

交织，令人看得目不暇给的关 

系，如今到了“有你无我”的 
±竟#〇

父母（中央）已结合，孩子 

(州政权）却可能也在另一头 

与对头人结盟，诡异的是，在 

这段“婚外情”婚姻中，孩子 

的盟友中，会出现一两个”旧 

情人”。

柔佛州政府当中，竟然没有 

唯一的新联盟盟友伊党州议员 

进进入州行政议会，新联盟的 

好关系似乎没有延伸至柔州。

七國咁亂

霹州的大臣权位之争几经拉 

锯，现任霹州州务大臣阿末法 

依扎失联一星期后终于浮上水 

面，不让人意外的宣布土团和 

巫统伊党合作，但大家各怀鬼 

胎，这个弱势政府又能走多 

远？

马六甲州行政议会更是耐人 

寻味，在众新联盟政府行政议 

员当中，出现了一名前朝行动 

党的州议员。

所以说，话不能说得太满， 

爱人可以反目成仇，但随时也 

可复合；从牌面来看，根本不 

知这批人内心的真正算计。

中国战国时代，春秋时代诸 

侯演变为战国七雄，各国雄师 

争霸，各自为政，相互混战， 

诸侯国内外动荡，社会非常不 

稳定。
~马°来西亚现在政党关系和斗 

争，也是“七国咁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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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邦再也市议会团拜晚宴获得众嘉宾踊跃出席。

(梳邦再也9曰 
讯）梳邦再也市议会 
主席诺莱妮指出，梳 
邦再也市议会获准升 
格为市政厅，继续为 
各阶层人民提供服务 
及策划发展，同时确保发展计划涵盖各层 
面，没有任何群体被遗弃。

她说，市议会尤其重视B40低收入阶层 

群体，将授予他们生活技能、改善环境整 
洁，以及将教育、体育及心灵信仰注入社 
区，协肋他们提升生活素质。

诺莱妮昨晚出席梳邦再也市议会新年大 
团拜晚宴致词这么指出，出席嘉宾包括市 
议会副生席朱古纳因、梳邦再也州议员黄 
美诗、梳邦再也市议员叶国荣、谢有坚、 
李燕韵、莫汉星及众多嘉宾。

诺莱妮说，市议会举办华人新春晚宴， 
不仅拉近与社会的距离，也通过活动达到 
各族不同文化的交流，这也是市议会计划 
的首要议程。

黄美诗指出，虽然已过完农历新年，但

諾萊妮：升格市政廳續服務
發展計靈

梳邦再也各族居民仍在庆祝华人新年，她 
希望华人除了与友族庆祝农历新年，在开 
斋节与屠妖节也上门拜访友族同胞，让梳 
邦再也成为国内多元文化社会的典范。

意外踴躍居民出席

她说，原本她担心武汉肺炎（2019冠状 

病毒疾病）疫情将影响出席人数，没想到 
居民都踊跃响应出席，她提醒民众谨慎防 
范病情，勤洗手及正确佩戴口罩。

梳邦再也市议会新年大团拜晚宴是由梳 
邦再也市议会第一区、第三区、第十六 
区和第十八区居委会联办，晚宴也呈现 
二十四节气令鼓、舞狮及太极武术表演等 
节目。

■诺莱妮（前排左4起）和黄美诗及众嘉宾击鼓，为梳邦再也市议会新年大团拜 

晚宴掀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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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茲
敏

内
閻
更
有
效
率

(吉隆坡9日讯） 

鹅唛区国会议员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指 
出，首相丹斯里慕尤 
丁对内阁架构进行了 
革新，让内阁更有效 
率〇

1 ° “我要祝贺慕尤 
丁，对内阁架构进行 
革新，让内阁更为有 
效率。”

阿兹敏阿里发文告 
指出，他理解自己的 
责任重大，要面对当 
前全球经济不稳定， 
我国今年也将举办亚 
太经合论坛。

他感谢慕尤丁的信 
任，让他担任高级政 
务部长（国际贸易及 
工业部长）。

他指出，国民联盟 
政府将会致力落实 
2030年共享繁荣愿
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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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林冠英抵达会场时接受工 
作人员检测体温。

—祖基菲里阿末抵达会场时， 
接受工作人员测量体温。

未克出席希盟活動

wmm
,t M

■末沙布抵达会场时笑而不语。

賽夫丁今首_哈迪
(吉隆坡9日讯）公正党总 

秘书拿督斯里赛夫丁纳苏迪安 
指出，前首相敦马哈迪刚从浮 
罗交怡回到吉隆坡，因此未克 
出席今晚的“捍卫人民委托” 
活动，但明天他会去会见马哈 
迪，力证希盟与马哈迪关系依 
旧要好〇

他指°出，希盟议员最后一次 
到国家王宫会见国家元首，一 
致提名马哈迪为第8任首相人 

选。
“前几天公正党主席有和马 

哈迪见面，无论希盟或安华， 
与马哈迪的关系没有出现问 
题，

赛夫丁纳苏迪安今日出席 
“捍卫人民委托”活动，接受 

媒体访问时，这么说。
询及如今再度成为反对党， 

会否担心党员不适应或失去方 
向，他笑言，公正党不会当反

对党太久。
他指出，出席今晚活动的代 

表包括土团党。
他说，“捍卫人民委托”活 

动旨在向党员貪扬希盟目前的 
立场，包括议席数目等，也灌 
输对的知识。

另一方面，公正党通讯主任 
法米指出首相丹斯里慕尤丁今 
曰宣布的内阁人数过于众多， 
且女性代表非常少。

“13°。的女性正副部长如何代 

表我国过半数人口的女性？”
他指出，慕尤丁的内阁有70 

人，也前所未有的委任高级政 
务部长，简直一团糟，无论如 
何，希盟内阁还有两个月时间 
表现。

他也说，希盟不会放弃原则 
以执政，且马哈迪的支持率较 
高，希望反贪会可以调查。

■赛夫丁纳苏迪安

■法米在步人会场前 

接受媒体访问。

活動閉門形式進行
•场名为“捍卫人民委托”的活动，是由希盟 

4于周一（9日）晚上在森那美会展中心举行， 

但活动为闭门形式，只允许党领袖及党员入内。
大批媒体只能在门口守候，不得入内采访，多 

名抵步的领袖也未停下脚步，只是匆匆进入会场 
内，不愿接受媒体访问。

基于国内武汉肺炎疫情严重，会场大门也可见 
严谨把关，有工作人员为抵步的领袖测量体温才 
放行，确保出席者没有发烧症状。

据了解，有关活动将有多名希盟领袖发表演 
说，其中压轴演讲将由诚信党主席莫哈末沙布、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及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 
发表。

其他出席者包括诚信党署理主席拿督沙拉胡 
丁、副主席拿督马夫兹、拿督慕查希、策略局主 
任袓基菲里阿末、宣传主任卡立沙末、公正党副 
主席蔡添强、通讯主任法米、雪州大臣阿米鲁 
丁、行动党元老林吉祥、副主席古拉、副秘书长 
倪可敏、组织秘书陆兆福、政治教育局主任刘镇 
东、槟州首长曹观友等。

此外，赛夫丁也透露，除了来自全马的希盟党 
员，部分土团党党员也有出席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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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控制水閘門開關
大臣：解決水患獲好評

(沙亚南9日讯）为了解决涨潮引起 

的水灾问题，雪州水利灌溉局在州内兴 

建了 14所抽水站、,,360道水闸□和125 
个流动水泵，对此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 

米鲁丁说，只要解决水灾问题，便能对 

地方上的房地产投资作出增值效应，同 

时加强旅游业吸引力。

雪州贯彻2025年精明州理念，今日 

由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推介，可用电 

脑及平板电脑一键在手，便可控制河水 
潮汐涨退的电子水闸门机制，告别过去 

需人手开关水闸□的传统做法，在控制 

及解决地方水患方面深获好评。

阿米鲁丁在州政府常月集会上强调，

因治水而兴建的堤坝，应尽量维护河 

流的自然结构与原状，以便能保育河流 

动植物的原生态空间，进而吸引游客观 
光。

他也敦促水利灌溉局，需采用对环境 

友善的维护河流方式，以保留河流的自 
然原生态画面，例如在瓜雪甘榜关丹雪 

兰莪河推动的萤火虫观光领域。

"州政府于2018年3月批准了推动及 

发展巴生河沿岸的“雪兰莪海上门户”
(SMG)项目，除了发挥巴生河作为 

发展驱动者的潜质，也冀望全长120公 
里的巴生河发展势头，能吸引国内外投 

资者的项目参与。”（TSI)

Page 1 of 1

10 Mar 2020
Guang Ming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Supplement • Audience : 49,712 • Page: KB4
Printed Size: 127.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924.24 • Item ID: MY0038973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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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圑張 
結慶
靜信 
副 
部 

圍長

國
際
貿
工
部
長
阿
茲
敏
阿
里

 .

—

1

 
0
m
l

.
1
 
^

 
d
,

i
:

 
部
長
拉
迪

:
.
.
.
.
.

1

Page 1 of 2

10 Mar 2020
Guang Ming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49,712 • Page: A1,A5
Printed Size: 2244.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34,000.00 • Item ID: MY0038972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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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無前例無副卿
‘灌4高級部長等同副揆

(布城9日讯）首相丹斯里慕尤丁今曰宣 

布委任4名高级部长，协助处理经济、国家 

安全、基建发展，以及教育与社 

会课题，因此暂时不委任副 

首相。MmtL
这也是马来西亚史无前例出现副首相职位悬空。不过，在 

马来西亚联邦宪法下，并没有提到必须委任副首相。

由于早前有传4人争夺副首相职，慕尤丁或许是基于竞争 

激烈而可能暂时悬空副首相职人选；但4名高级部长的地位 

等同于副首相的职位。

慕尤丁就任首相_周后于今日下午在首相署宣布的4名高 

级部长是：土团党的阿兹敏阿里出任国际贸工部长、巫统的 

依斯迈沙比里出任国防部长、砂拉越政党联盟法迪拉出任工 

程部长，以及拉迪出任教育部长。

27部门共31部长38副部长

他说，资深部长将负责协调经济、国家安全、基建发展， 

以及教育与社会这几项课题，确保更有效及提供最好的服务 

予人民，与此同时，若首相不在国内，他们将负责代表主持 

内阁会议。

慕尤丁并没有在他的新内阁中迪任部长职，专注担任首 

相。
至于最重要的财政部长职，他则宣布，联昌银行集团首席 

执行员东姑赛夫鲁将以上议员出任。

除了教育部再次一拆二成为教肓部及高等教育部，新内阁 
也增加两个新部门，即国家团结部，由巫统哥打丁宜区国会 
议员拿督哈丽玛担任部长，副部长则是砂联盟的拿督斯里张 

庆信；而环境部部长则是伊斯兰党署理主席端依布拉欣。

慕尤丁的内阁共有27个部门，共有31名部长、38名副部

■慕尤丁于周一下午在布城首相署宣布内阁阵容。:：

长。其中7个部门有2个副部长，包括财政部、教育部、乡村 

发展部、内政部、卫生部、农业及食品工业，还有种植及原 

产业部。•

哈迪阿旺没入阁

不过，早前传出有意出任副首相职位的伊斯兰党主席拿督 
斯里哈迪阿旺却意外没有入阁，但他的副手拿督斯里端依布 

拉欣则受委为环境部长。
新内阁成员以旧面孔居多，一些曾在首相拿督斯里纳吉 

和敦马哈迪时代的旧阁员也受委入阁。
国阵中拥有两名国会议员的马华重新入阁，马华总会长拿 

督斯里魏家祥受委为交通部长，而丹绒比艾区国会议员拿督 

斯里黄日升则受委为原产业副部长。

砂拉越政党联盟主席拿督巴丁宜阿邦佐哈里因为不是国会 

议员，而且是砂拉越首长，g然没有入阁。（LMY>

6名新上議員今日宣誓就任 _胃相慕尤丁说，为了确保新内阁阵容的廉

正，所有的阁员已通过反贪污委员会及 
@会上议院主席丹斯里威 

@尼斯瓦兰宣布，6名受委 

正副部长的非国会议员，将于 

明日上午10时召开的国会上议 

院会议宣誓就任上议员。

他今晚发文告说，6名上议 

员的委任符合《联邦宪法》第 
4 (3 )条的规定，也在《联邦 

宪法》第45 ( b ) ( 1 )条文 

下获得国家元首认可。

将于明日宣誓的6名上议员 

是受委为部长的拿督斯里祖基 
菲里莫哈末和拿督斯里赛夫

鲁，以及委为副部长的旺阿末 

法依沙、拿督林万锋、拿督马 
汉顺和拿督阿末马斯里察。

同时，新内阁全体正副部长 
将于明日下午3时在布城的美 

拉华蒂王宫，在国家元首苏丹 

阿都拉陛下面前宣誓就任。

慕尤丁在宣布内阁时强调， 
其内阁阵容是有经验丰富的从 

政者、专家政治论者，还有特 

定领域的专才所组成的强稳内 

阁，以专注于有效、廉正、透 
明及惠民的服务传递。（LMY)

IS
I

效:仿“統籌部長”概念
史上首次委高級部長

g相丹斯里慕尤丁宣布的内阁班底是效仿邻国新加坡及印 

目尼的“统筹部长”概念，即由一名高级部长负责协调数 

个部门，这将可加强政策的制定，除了有助提高效率，也能 

让政策更加全面。

这也是大马史上首次出现高级部长。

在邻国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2015年9月宣布内阁改组名 
单时，便首次委任3名统筹部长，即时任副总理张志贤出任 

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副总理尚达曼受委社会政策统筹部长， 

及交通部长许文远担任基础设施统筹部长。

在印尼方面，印尼总统佐科威去年10月成功连任后，宣布 

第二届总统任期的新内阁时也继续委任统筹部长，如经济统 

筹部长艾尔朗，政治、法律与安全事务统筹部长则由玛弗德 

担任、卢胡特续任海事统筹部长。（TKM )

皇家警察部队的筛检。

他说，内阁阵容是由经验丰富的从政者、 

、Bt专家政治论者，还有特定领域的.专才所组 
成，以专注于有效、廉正、透明及惠民的服 

务传递。

有鉴于此，他强调，他将确保阁员能发挥 

功能，以及能更专注的献力。

慕尤丁在首相署宣布内阁阵容时说，当前 

的全球经济不稳定，除了强国之间的贸易战 

及政治博弈，我国也感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疫 

情的影响。
“我意识到人们"希望政府能寻求方案，解 

决人民所面对的问题，因此，组织一个有能 

力解决人民问题并带领国家走向更卓越的成 

就，是我作为首相的责任。”（LMY)

馨i
篩
檢

巫統老大老二首次沒入間

首I
■相慕尤丁所宣布的内阁 

阵容没有巫统主席拿督 

斯里阿末扎希，显示官司缠 

身的他，为了避嫌而没有入 

阁。
这是因为根据传统，若巫 

统成为执政党，巫统主席和 

署理主席一般会分别出任首 

相和副首相。

此外，在这之前盛传会入 

阁的巫统署理主席兼森美兰 

州前大臣拿督斯里莫哈末哈

山，则因为不是国会议员而 

被排除在外。

因此，这是巫统作为执政 

党以来，党的老大和老二首 

次没有入阁，写下历史。

阿末扎希共面对87项涉 

嫌贪污、失信、洗黑钱等罪 

行的控状，也是巫统史上面 

对最多控状的领袖，因此， 

他在这之前多次声明不会入 

阁，并将在法庭证明自己的 

清白。

設2新部門國家圑結部及環境部
#相丹斯里慕尤丁于今日宣布的内 

§阁阵容中出现2个全新政府部门
砂拉越及沙巴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至于另外4名首相署部长，则是掌

------国家团结部及环境部，分别由巫统 管经济事务拿督斯里慕斯达法（土团
的拿督哈丽玛和伊斯兰党的拿督端依布 党）、掌管特别事务的拿督斯里莫哈末

拉欣出任部长。 礼端（土团党）、掌管国会及法律事务
此外，他也委任来自沙巴团结党的拿 的拿督达基尤丁（伊斯兰党）和掌管宗

督斯里麦西慕为掌管砂拉越及沙巴事务 教事务的拿督斯里祖基菲里莫哈末上议
的首相署部长。

这也是我国第一次拥有专门处理东马

员（伊斯兰）。（LMY)

:前到高教負擔重教部一分爲二
+了迎合当前的需要，首相慕尤丁 

强调，他重组一些部门，包括将 

教育部一分为二，重新设立高等教育 
咅

i说，他决定将教育部分拆，是因为 

教育部目前负责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 

的沉重负担，职务与挑战巨大，借以强 

化教育部。

成立全新国家团结部

“如此一来，高教部能专注于高等领 

域，教育部则专注于学前教育、小学和 

中学教育。’’

新科教育部高级部长莫哈末拉迪是希

盟政府执政期间的经济事务部副部长， 

目前是土著团结党的宣传主任，来自吉 

兰丹的他是以上议员担任部长。

慕尤丁在宣布内阁阵容时也说，原隶 

属首相署部长管辖的国家团结事务也分 

拆出来，成立全新的国家团结部。

‘‘鉴于环境永续性对创造更幸福生活 

的重要性，加上为了保护国家的天然资 

源，新政府也成立一个专属的环境部， 

从原本的能源、科学、科技、气候变化 

及环境部分拆出来。”

他说，他也特别为东马人民创建一个 

掌管沙巴和砂拉越事务的职位，并由一 

名首相署部长执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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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商

k

■于新冠肺炎疫情，，阿米鲁丁 

宣布，今天会召见雪州卫生 

局长及相关部门开会商讨，以对州 

政府举办的大型集会和活动的取消 

或否作出定夺。

§他预料会在今午或明早，发布雪 

州政府的官方声明。“我们需向卫 

生局获取疫情的最新数据，包括雪 

州病例宗数，毕竟目前涉及了第二 

波的本土疫情传染，因此我促请民 

众减少参与大型集会。”

阿米鲁丁说，本身于上周六做出 
的相关宣布，即考虑取消1000人以 

上的活动指示或劝告，将视疫情严 

重或受控程度的变化。

不过，他指出，若卫生局提供的 

教据和疫情变化资讯还不充足，州政府不 

会有任何宣布或官方指示，一切仍只是劝 
导形式。（TSI )

雪大臣：等他們回應

辑14 土—i提方案
(沙亚南9日讯）雪州大臣兼雪州希盟主席拿督斯里阿 

米鲁丁披露，他会见了宣称继续支持希盟的雪州土团党4 

名州议员，并向他们提出了一些“方案”，但是至今他 

I们未作正式回覆与表态，因此预料他们在作出回应后， 

才会把4人的心声带入雪州希盟会议中讨论。

他指出，他见过了有关4人，要求他 

In对数个事项（做出决定）。“他们 

需告诉我回应，因此我会把他们的答 

案带入州希盟会议中讨论、或与州希 

'盟成员党主席会商，以定夺他们（在 

>雪州希盟）的地位。'’

$阿米鲁丁今早在沙亚南州政府大厦 

银禧纪念堂，出席州政府与公务员常 

月集会后在记者会上受询时，没有披 

露他向4名州议员提出的有关方案内

容。

4名与土团党雪州主席兼巴生海峡区 

州议员拿督阿都拉昔不同调，宣称继 

续支持希盟的州议员是哈鲁麦尼（答 

冬加里）、莫哈末赛（而榄）、沙勒 

胡丁（轰埠）及阿希夫（龙溪）。

4人仍支持雪州希盟

也是雪州公正党主席的阿米鲁丁证 
实，4人至今仍支持雪州希盟，因此对

4人的支持表示珍惜。

“他们是土团党，我们也接受土团 

党。尽管他们之间出现了AB队分歧， 
但他们（4人）和我们（雪州希盟） 

保持友好。”

出席州政府常月集会的要员有雪州 

议长黄瑞林、雪州秘书拿督莫哈末阿 

敏及常月集会主办单位雪州水利灌溉 
局局长拿督加巴阿山。

不急填补阿都拉昔空缺

另外，阿米鲁丁说，尽管因追随土 

团党中央，而遭撤职的阿都拉昔行政 

议员职务悬空，但州政府有的是时 

间，并不急于填补。

他指出，现阶段希盟三党对行政议 

员人选都提出了讨论和献议，包括集 
体和一对一的讨论，因此他会在获取 

了名单后才公布人选。“我把行政议 

员的人选定夺，交由雪州苏丹沙拉弗 

丁殿下御准。"（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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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比一比

S離繼
(吉隆坡9日讯）新内阁有5 

名华裔受委正副部长，占全体正 

副部长的7.25%。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周一宣布27个部门 

的新内阁阵容，一共有31名部长（首相署部 

长占5人）、38名副部长，共69人。其中5名正 

副部长中，只有1人即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 

魏家祥博士属部长（交通部长）。

至于马华的3名副部长分别是署理总 

会长拿督马汉顺医生（教育部第一副部 

长）、副总会长拿督林万锋（国际贸易及 

工业部副部长）、马华丹绒比艾区会主席

拿督黄曰升（种植及原产部副部长）。

另一名副部长则是砂拉越民主进步党 

的主席拿督斯里张庆信（国家团结部副部 

长)〇

由于国民联盟中的华裔国会议员寥寥 

无几，以致在上述5名正副部长中，3人 

是民选代议士，有2人则需要以上议员身 

份当官。

比较希望联盟，当时的内阁有25个 

部门，27名部长（其中3人为首相署部 

长），27名副部长，共54人。当中华裔 

脸孔部长便有5人、副部长则有8人，共 

13人，占整体24.1%。

5名华裔部长包括民主行动党林冠英 

(财政部）、陆兆福（交通部）、郭素沁 

(原产业部）、杨美盈（能源、工艺、科 

学、气候及环境部）；以及沙巴民兴党的 

拿督刘伟强（首相署法律事务部）。

副部长方面，华裔脸孔有8人，他们 

是行动党的杨巧双（妇女、家庭及社会发 

展部）、张念群（教育部）、沈志强（青 

年及体育部）、张健仁（国内贸易及消费 

人事务部），王建民（国际贸易及工业 

部）及上议员刘镇东（国防部副部长）； 

人民公正党则有2人，他们是沈志勤（农 

业及农基部）、及李文材（卫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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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 依斯迈沙比里莫哈末拉兹 法迪拉

1^；

魏家祥马汉顺@黄日男黄曰昇林万锋张庆信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周一宣布称为“有功能” 

(functional cabinet)的新内阁阵容，出乎意料没 

有任命副首相，而是委任4名高级部长（Menteri 
Kanan/Senior Ministers)，至于财政部长为联昌 

国际集团首席执行员拿督斯里扎夫鲁阿都阿兹， 

他将被委为上议员。

慕尤丁宣布委任4名高级部长，以协助处理经 

济、国家安全、基建发展及教育与社会课题，因此 

暂时不委任副首相。

4名高级部长分别是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高级

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国防部高级部长拿督斯里 

依斯迈沙比里、教育部高级部长莫哈末拉兹博士 

(土团党前经济事务部副部长)及工程部高级部长 

拿督斯里法迪拉。

马华署理总会长拿督马汉顺出任第一副教 

长，第二副教长是土团党大港区国会议员慕斯利 

敏。

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家祥出任交通部长； 

丹绒比艾国会议员拿督斯里黄日昇任种植及原产 

业部第一副部长；马华副总会长，也是马六甲的前

行政议员拿督林万锋受委贸工部副部长。

这也意味着，马华只有1人入阁任正部长，3人 

受委副部长。

另一名华裔，即砂拉越州民都鲁区国会议员 

兼民进党主席拿督斯里张庆信受委为新设立的部 

门一国家团结部副部长。

慕尤丁是于周一早觐见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 

陛下提呈内阁名单后，在下午5时08分召开新闻发 

布会公布新内阁阵容。

♦A3、A4、A5 版

贸
工
部
副
部
长

工
程
部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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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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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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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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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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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哈末拉兹。

任教育部长莫哈末拉 

兹在希盟执政期间， 

曾出任经济事务部副部长。

也是土著团结党宣传主 

任的莫哈末拉兹，参政前是 

澳洲塔斯马尼亚大学讲师。

他考获澳洲国立大学 

(ANU)法务会计博士学位， 

该所大学是全球10大最佳 

的法务会计系大学。

2〇18年全国大选，代 

表土著团结党上阵格里底区 

国会议席的他，在三角战中 

败阵。现任格里底区国会议 

员为巫统总秘书安努亚慕 
沙〇

据了解，莫哈末拉兹因 

—马公司弊案退出巫统，而 

加入土团党。#

(布城9日讯）首相丹斯里慕 

尤丁周一宣布称为“有功能” 

(functional cabinet)的亲斤内阁阵 

容，出乎意料地副首相暂 

空！

首相委任4高级部长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今曰宣布委任 

高级部长，协助处理经济、国家安全 

建发展及教育与社会课题，因此暂时不委 

任副首相。

这4名资深部长分别是，国际 

工业部高级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

高级部长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教育部 

高级部长莫哈末拉兹及工程部高级部长拿 

督斯里法迪拉。

他今早觐见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 

提呈内阁名单后，在下午5时08分召开 

新闻发布会公布新内阁阵容。

慕尤丁 ：

资深部长可代主持内阁会议
他说，资深部长将负责协调这几项课 

题，确保更有效及提供最好的服务予人 

民，同时若首相不在国内，将负责代表主 

持内阁会议。

7人首次入阁
新政府内阁阵容，有7人首次入阁， 

其中2名专业人士受委上议员出任部长。

在7名新科部长当中，联昌国际首席 

执行员东姑再鲁阿都阿兹担任财政部长， 

他将受委为上议员，而联邦直辖区宗教司 

兼宗教教育学院的创办人拿督斯里祖基菲 

里巴克里为首相署部长（宗教事务）。

另外，首次入阁的巫统议员是能源与 

天然资源部长拿督三苏安努亚及卫生部长 

拿督斯里阿汉荅苔，另3人则来自伊斯兰 

党国会议员，即首相署部长（国会与法律 

事务）拿督达基尤丁、环境部长拿督端依 

布拉欣及种植与原产业部长拿督莫哈末凯 

鲁丁。#

|副揉意外悬空
K^l A郎内阁有5名华裔受委IE副滅，其中马华

^ d 会长拿督斯里贿祥任交通部

雖下华长 此外，署理总会长拿督马汉顺医生出任教育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周一宣布称为“有功能” 

阁阵容。

(functional cabinet)的新内

此外，署理总会长拿督马汉顺医生出任教育 

部第一副部长、副总会长拿督林万锋出任国际贸 

易及工业部副部长、马华丹绒比艾区会主席拿督 

黄曰昇出任种植及原产部副部长。

此外，砂拉越民主进步党主席拿督斯里张庆 

信出任国家团结部副部长。

换言之，5名华裔正副部长当中，马华有4

人0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在宣布内阁阵容时说，马 

汉顺和林万峰将在较后时受委上议员。

马华在第14届全国大选中，只有魏家祥中 

选为国会议员，而黄曰昇在丹绒比艾国会议席补 

选中获胜后，成为国阵的第二位华裔国会议员。

魏家祥是亚依淡区国会议员，2014年至 

2018年曾担任首相署部长，负责中小企业发 

展、小额信贷计划和新村发展；2008年至2013 

年期间曾担任教育部副部长。

黄日昇曾在2008年至201◦年期间，出任青年及 

体育部副部长。

张庆信是民都鲁区国会议员，曾出任首相对东亚 

特使。

民进党是砂拉越政党联盟成员党之一，砂政盟早 

前宣布将参与国盟联邦政府，共组联邦内阁，不过， 

砂政盟将保持独立政党，不会加入国盟。#

首I
内阁成员通过反贪会过滤

势，加上新冠肺炎的肆虐，人 

民对新政府寄予厚望，身为首 

相的他有责任成立一个可以解 

决人民问题的内阁，以将国家 

带领导一个更辉煌的成功点。

他说，为了确保他的内阁 

成员具有廉正，所有的内阁成员 

已经通过反贪会及警方的过滤。

“我会确保是一个具有功能 

性的内阁，可以传递更专注的 

服务。” #

阁是一个更着重在传递服 

务、关注民瘼、透明、廉正及 

效率的阵容。

他说，他在过去一周有机 

会与来自土团党、国阵、砂州 

政党联盟及伊党的同僚商讨新 

内阁阵容，他谨此向所有提呈 

名单的政党领袖表示感激。

他说，国际经济处于不稳 

定的状况，贸易战及政治局

土团7人敏派3人受委正部长

巫统9人重回中央
首

教部一拆为二恢复高教部

巫统有9名大将入 

阁，其中一人是出任 

国防部高级部长的巫 

统副主席兼前国会反 

对党领袖依斯迈沙比 

里。

相丹斯里慕尤丁今天在首相署宣 

布国民联盟新政府内阁名单’重 

回中央的巫统一共有9人受委为部 

长0

在慕尤丁的新内阁阵容，土著团结 

党一共有7人受委部长，至于亲土团 

党的人民公正党前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 

兹敏的1◦人团队，同样有3人受委部 

长0

与巫统结盟的伊斯兰党，同样有3

人入阁，这也是伊党在时隔47年后再 

次入阁，伊党上一次入阁，要追溯到 

1973年加入国阵的前身联盟。

国阵自第14届大选受重挫后，隔 

了 2年多再次回归中央政权成为其中 

一个执政党，另两名成员党，即马华与 

国大党各有1人受委部长。

至于东马有5人受委部长，砂拉越 

占4人，且全来自土保党；沙巴则有1 

人，来自沙巴团结党。#

+更符合时宜，首相慕尤丁

将教育部一拆为二，恢复 

高教部的部门。

他说，由于现有的教育部 

属下架构职务繁重，也面对严峻 

的挑战，而教育部是涵盖从学前 

教育到高等教育层面，因此他才 

决定重新恢复高等教育部的部 

门。

“教育部著重在学前教育至 

中学；高教部则聚焦在高等教 

育°，，

他也说，在新的内阁阵容 

中，有数个部门重新改组，除 

了教育部外，也设立了数个部 

门，这包括国家团结部、自然 

环境部、沙巴及砂拉越事务

部0

他说，我国是由各族群 

组、文化及宗教组成"族群间 

的团结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意 

识到这个重要性，而成立了国 

家团结部。11

他续说，为了保障下一代 

以及维护自然环境的永续性， 

国家的自然环境必须获得保 

障，自然环境部因此而生。

慕尤丁续说，政府慎重看 

待东马人民的社会经济发展与 

进步，为了确保1963年马来西 

亚协议的精神得以贯彻，并让 

东马人民可直接受惠，所以成 

立沙巴及砂拉越事务部，隶属 

首相署掌管。#

睽违逾40年 d 尹党再入阁
睽: :党再次有人受委 

部长和副部长，其中部 

长3人，副部长5人。

其中，伊党署理主 

席端依布拉欣出任环境 

部长、总秘书拿督达基 

尤丁出任首相署部长、 

瓜拉尼鲁斯区国会议员 

莫哈末凯鲁丁出任种植 

及原产业部长。

此外，妇女组主席

拿督茜蒂再拉出任妇女 

及家庭部副部长、吉兰 

丹州联委会秘书拿督仄 

阿都拉出任农业及食品 

工业部第二副部长、瓜 

拉登嘉楼国会议员阿末 

安扎出任科学、工艺及 

革新部副部长、本同区 

国会议员阿旺哈欣出任 

人力资源部副部长、彭 

加兰芝柏区国会议员阿 

末玛祖基沙里出任首相

署（宗教事务）Sll部长。

端依布拉欣是古邦 

阁亮区国会议员，达基 

尤丁是哥打荅鲁区国会 

议员、茜蒂再拉是兰斗 

班让区国会议员、仄阿 

都拉是道北区国会议 

员。

伊党有18名国会 

议员，该党与巫统组成 

的“国民和谐” 

(Muafakat Nasional)

之前宣布支持土著团结 

党主席丹斯里慕尤丁出 

任首相。

1973年伊党加入国 

阵的前身联盟，时任伊 

党主席阿斯里于1973 

年1月1日至1977年11 

月9曰，出任土地及区域 

发展部长，同年11月14 

日，伊党退出国阵。

伊党总秘书拿督达 

基尤丁之前指出，该党 

退出国阵之后在吉兰丹 

州执政30年，而登嘉 

楼州则两度执政，吉打 

也一样。#

0昌集团(CIMB)兼联昌银行

首席执行员东姑扎夫鲁出 

任我国财政部长。

现年46岁的东姑扎夫鲁是 

于2014年再次加入联昌集团。

他在英国埃克塞特大学(1)- 

niversity of Exeter)考获金融与 

管理硕士。

东姑扎夫鲁早前曾在不同 

的金融行业担任要职，除了马来 

亚银行外，也包括大马花旗集团 

及肯纳格集团等，在金融业服务 

超过24年。他亦是东盟商业谘询 

理事会(ABAC)、吉隆坡商业倶 

乐部及国家体育理事会成员。

已辞去首席执行员
联昌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联昌国际）今天宣布，东 

姑扎夫鲁已即时辞去联昌国际 

集团兼联昌国际银行有限公司

首席执行员职位。

同时，他也已于同日辞去 

所有其他董事部职务。

联昌国际主席拿督莫哈末 

纳西尔说：“东姑扎夫鲁在 

2014年重新加入集团迄今已服 

务了6年。他做得出色，在我 

们的T18和Forward23战略计 

划下塑造了联昌国际的转型。

他对联昌国际的动力和承 

诺将难以匹敌，但他留下了一 

个更好的组织，拥有更强大的 

立足点，他团结并灌输了强大 
的联昌国际文化。”

联昌国际董事部已任命现 

任集团首席运营员奥玛西迪， 

为联昌国际集团兼联昌国际银 

行有限公司主管（〇ffi- 

cer-in-Charge)。董事部已启 

动其继任计划。#

新阵容 
27部门
31部长38副部长

t相丹斯里慕尤丁今日宣布27个部门的 

新内阁阵容，一共有31名部长、38名 

副部长。

其中7个部门有2个副部长，包括财政 

部、教育部、乡村发展部、内政部、卫生 

部、农业及食品工业，还有种植及原产业 

部。#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高级部长：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副部长：拿督林万锋（将受委上议员）

国防部高级部长：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 

副部长：拿督斯里依玛希山 

财政部部长：东姑扎夫鲁阿都阿兹（将受委 

上议员）

第一副部长：拿督阿都拉欣

第二副部长：莫哈末沙哈阿都拉

工程部高级部长：拿督斯里法迪拉尤索夫

副部长：拿督沙鲁丁沙烈

教育部高级部长：莫哈末拉兹博士

第一副部长：拿督马汉顺（将受委上议员）

第二副部长：慕斯里敏

首相署部长（经济）：拿督斯里慕斯达法

副部长：佐瑟古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部长（特别事务）：拿督斯里礼端

副部长：拿汀玛斯杜拉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部长（国会及法律事务）：拿督达基尤丁

副部长：拿督依丁沙兹里____________________

部长（宗教事务）：拿督斯里祖基菲里（将 

受委上议员）

副部长：阿末玛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部长（沙巴与砂拉越事务）：拿督斯里麦茜慕 

副部长：拿督哈妮法 

交通部部长：拿督斯里魏家祥 

副部长：哈斯比哈比伯拉 

环境部部长：拿督端依布拉欣 

副部长：拿督阿末玛斯里扎(将受委上议员）

人力资源部部长：拿督斯里沙拉瓦南 

副部长：阿旺哈欣

联邦直辖区部部长：丹斯里安努亚慕沙

副部长：拿督斯里山达拉古玛

妇女及家庭部部长：拿督斯里丽娜哈伦

副部长：拿督茜蒂再拉

高等教育部部长：拿督诺莱妮

副部长：拿督曼梳奥特曼

能源及天然资源部部长：拿督三苏安努亚

副部长：阿里比祖

内政部部长：拿督斯里韩沙再努丁

第一副部长：拿督斯里依斯迈沙益

第二副部长：佐纳登雅欣

卫生部部长：拿督斯里阿汉崙崙

第一副部长：拿督诺阿兹米

第二副部长：拿督艾伦达干

农业及食品工业部部长：拿督斯里罗南建迪

第一副部长：拿督斯里阿末韩沙

第二副部长：拿督仄阿都拉

乡区发展部部长：拿督阿都拉迪

第一副部长：拿督阿都拉曼

第二副部长：拿督亨利松艾贡

外交部部长：拿督斯里希山慕丁

副部长：拿督卡玛鲁丁

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部长：

拿督亚历山大南达林奇

副部长：拿督罗索华希

通讯及多媒体部部长：拿督斯里赛夫丁阿都

拉

副部长：拿督扎西迪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部长：祖莱达 

副部长：拿督依斯迈慕达利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部长：凯里 

副部长：阿末安扎 

企业发展及合作社部部长：

拿督斯里旺朱乃迪

副部长：拿督威拉玛斯恩美雅蒂

种植及原产业部部长：拿督莫哈末凯鲁丁

第一副部长：拿督斯里黄曰昇

第二副部长：威利莫因

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部长：

拿督斯里南茜苏克里

副部长：拿督杰菲里吉丁岸

国家团结部部长：拿督哈丽玛

副部长：拿督斯里张庆信

青年及体育部部长：拿督斯里利查马力肯

副部长：旺阿末法依沙（将受委上议员）

“有功能”新内阁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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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内B名单

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高级部长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国防部高级部长 

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

X- \
工程部高级部长 

拿督斯里法迪拉尤索夫

J靡
教育部高级部长 

莫哈末拉兹博士

东姑扎夫鲁阿都阿兹

首相署部长(经济）

拿督斯里慕斯达法

首相署部长(特别事务）首相署部长I国会及法律事务）首相署部长(宗教事务）
拿督斯里礼端 拿督达基尤丁 拿督斯里祖基菲里

首相署部长(沙巴与砂拉越事务I

拿督斯里麦茜慕

交通部长

拿督斯里魏家祥

L'、一‘，

环境部长 

拿督端依布拉欣

人力资源部长 

拿督斯里沙拉瓦南

联邦直辖区部长 

丹斯里安努亚慕沙

妇女及家庭部长 高等教育部长

拿督斯里丽娜哈伦 拿督诺莱妮

能源及天然资源部长 内政部长 卫生部长

拿督三苏安努亚 拿督斯里韩沙再努丁 拿督斯里阿汉峑峑

农业及食品工业部长 乡区发展部长

拿督斯里罗南建迪 拿督阿都拉迪

iWk
外交部长 贸消部长 通讯部长

拿督斯里希山慕丁 拿督亚历山大南达林奇拿督斯里赛夫丁阿都拉

房地部长 

祖莱达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 企业部长 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旅游部长 国家团结部长

凯里 拿督斯里旺朱乃迪 拿督莫哈末凯鲁丁 拿督斯里南茜苏克里 拿督哈丽玛

国际贸工副部长 

拿督林万锋

国防部副部长 

拿督斯里依玛希山

工程部副部长 教育部第一副部长

拿督沙鲁丁沙烈 拿督马汉顺

教育部第二副部长 财政部第一副部长

慕斯里敏 拿督阿都拉欣

财政部第二副部长 

莫哈末沙哈阿都拉

Mi
青体部长

拿督斯里利查马力肯

首相署副部长(经济）首相署副部长首相署副部长 

佐瑟古禄（特别事务）（国会及法律事务） 

拿汀玛斯杜拉拿督依丁沙兹里

Hi
首相署副部长 

(宗教事务） 

阿末玛祖

首相署副部长 

(沙巴与砂拉越事务） 

拿督哈妮法

交通部副部长 环境部副部长

哈斯比哈比伯拉 拿督阿末玛斯里扎

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联邦直辖区部副部长

阿旺哈欣 拿督斯里山达拉古玛

妇女及家庭部副部长 

拿督茜蒂再拉
高等教育部长副部长能源及天然资源部副部长 

拿督曼梳奥特曼 阿里比祖

内政部第一副部长 

拿督斯里依斯迈沙益

D
^ WA ^ ^

内政部第二副部长 

佐纳登雅欣

卫生部第一副部长 

拿督诺阿兹米

卫生部第二副部长 

拿督艾伦达干

农业及食品工业部 农业及食品工业部

第一副部长 第二副部长

拿督斯里阿末韩沙 拿督仄阿都拉

乡区发展部 乡区发展部 外交部副部长 贸消部副部长 通讯部副部长 

第一副部长 第二副部长 拿督卡玛鲁丁 拿督罗索华希 拿督扎西迪 

拿督阿都拉曼 拿督亨利松艾贡

房地方部副部长 

拿督依斯迈慕达利

科学、工艺及 

革新部副部长 

阿末安扎

企业部副部长 

拿督威拉玛斯恩美雅蒂

种植及原产业部 

第一副部长 

拿督斯里黄曰昇

种植及原产业部 

第二副部长 

威利莫因

旅游部副部长 

拿督杰菲里吉丁岸

国家团结部副部长 

拿督斯里张庆信

青体部副部长 

旺阿末法依沙

首
相
慕
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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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马安华退出政坛子女也会继承

国大博士：慕尤丁改变政治王朝
(吉隆坡9曰讯）国民大学族群关系研究所主任 

三苏安里博士认为，即便前首相敦马哈迪和公正党 

主席拿督斯里安华退出国家政坛，对我因的政治王 

朝现像也不会带来改变。

根据《阳光日报》的报道，他说，资深政治观 

察分析员詹德拉提出的建议可能是有根据，但是国 

家政治结构所形成的版图是根据自独立之时所形成 

的政治王朝。

政治王朝是一个领导从其家系势力中获得政治 

权力的延续，即产自家庭成员中的政治势力者，商 

界巨头或社会领袖。

“能意识到我国真实政治制度的人并不多，其实 

我国的政治制度是在独立之时，由英国所选的政治 

王朝基础所构成，为了确保多元种族国家的稳定。”
他举例，敦阿都拉萨的政治斗争就由其儿子继 

承，即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拿督斯里希山慕丁则 

是延续其父亲敦胡仙翁的政治斗争；林冠英继承林 
吉祥的斗争；哥宾星和蓝卡巴是延续已故的卡巴星 

斗争；马哈迪和安华则分别由其孩子拿督斯里慕克 

里和努鲁依莎继承。

“因此，即便马哈迪和安华决定退出政坛，他们 

的斗争还是会由慕克里和努鲁依莎继承，他们现在 

分别成为土团党和公正党领导。

不过，三苏认为，土团党主席丹斯里慕尤丁受 

委为首相后，成功地打破这个政治王朝，所以对方 

是特殊的。

他说，这是因为慕尤丁是个人政治人物，是依 

赖其他有影响力的政治盟友而登上权位。

他说，个人政治人物，如慕尤丁和巫统署理主 

席拿督斯里莫哈末哈山其实是较难捍卫其权力顶 

峰，因为决定因子仍在政治王朝手中。

他指出，第五位首相敦阿都拉就证明了这点， 

尽管他获得受委震撼了多人，但却坚持不了多久， 

因为他所统治的政府仍然被政治王朝，如马哈迪所 

主宰。

“大马各族人民对政治王朝的印象非常浓，就如 

慕尤丁受委为首相后，人民是感到惊叹的，就算对 

方符合资格。”

不过，三苏也不否认个人政治人物，如莫哈末 

哈山、凯里嘉玛鲁丁、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可以攀 

上国家政治权力的高峰。

“只是，他们的财务方面有必要再加强，以保证 

能继续获得支持，就如每一位政治王朝的领导都有 

重要的财务代理的支持。”

博大通讯学院高级教授也同意詹德拉的观点，但 

他认为马哈迪和安华仍在现有政府履行顾问职责。

他认为，政治领袖退位是好事。他说，如果两 

人退位，国家政治体系不会有影响，因为他们领导 

的政党已经成熟，不需要继续在安华和马哈迪的影 

子之下。

“我相信人民有足够的成熟度，并期望国家可 

能生产更多有潜能的政治领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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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斯1里

眞哈末阿兹敏阿里
斯里

依斯迈:沙比里

于斯里慕尤丁

时事

拿督斯里 
法迪拉尤索夫 拉兹蜃±±议员

000

东姑拿督斯里 
再鲁上议员

000
拿督端依布拉欣

〇@0
拿督斯里 

阿汉峑7答医生

(经济）

拿督斯里 
慕斯达法

©00
拿督斯里 

沙拉瓦南

©©000

罗纳建k博士

(特别任务）

拿督斯里 
莫哈染M端

安II-沙

拿督阿都 

拉迪美丨専士

天I然工资工源工部

(国会及法律）

拿督达基尤丁

拿督斯里丽娜

(沙砂事务）

拿督斯里 
麦西慕

拿督山苏 
阿努亚博士

拿督斯里 
赛夫丁

mmn±

拿督斯里 
韩沙再努丁

(宗教事务）

朱基賴fe上议员

拿督斯里 
希山慕丁

消工费I人工事I务工部

拿督亚历山大 

南达林奇

©©00 ©(〇N©〇
凯利 拿督斯里

旺朱乃迪博士

©Q0C)

拿督莫哈末 
凯鲁丁博士

^ -

拿督哈丽玛拿督斯里南茜 拿督斯里 
里查马里肯

mMm

拿督林万锋 拿督斯里
上议员 依克马希山

0®©©©0
第一副部长第二副部长第一副部长第二副部长 （经济） （特别任务）（国会及法律）（宗教事务)

拿督马汉顺医生慕斯里敏拿督阿都拉欣莫哈末沙哈阿瑟佐瑟古律拿汀玛丝杜拉拿督艾丁沙兹里阿末马苏 
沙鲁丁博士 上议员

(沙砂事务）（沙砂事务) 

拿督哈妮花 哈斯比

^ N ■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〇© ©© 0©@ ©© ©©〇©

拿督阿末马斯里查阿旺哈欣 

博士上议员
拿督斯里拿督茜蒂再拉拿督曼梳奥曼阿里比朱 

山达拉if 士 博士

©m ©©©

第一副部长第二副部长第一副部长第二副部长第一副部长第二副部长第一副部长

拿督斯里佐纳登耶欣拿督诺阿兹米拿督阿隆拿督斯里仄阿都拉拿督阿都拉曼 

依斯迈赛博士 医生 阿高达岗阿末韩沙

第二副部长

拿督

亨利松艾贡

拿督 〇©〇
卡马鲁丁惹化拿督罗梳华希

拿督查希迪 拿督斯里 阿末安萨
依斯迈慕达立

第一副部长第二副部长©〇©

^督^威利蒙金拿督杰賴博士 
玛丝恩美雅蒂黄日升博士 、

旺阿末费沙 
上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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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今纖宣誓
首相慕尤丁指出，国家元 

首御准内阁宣誓就职仪式，于 

明日下午3时在布城美拉瓦蒂 

王宫举行。

他重申，为确保新内阁是 

一个廉正的内阁，所有内阁成 

员都已通过大马反贪污委员会 

和警方的“过滤”。

他说，以其为首的内阁， 

包招了具有丰富经验从政者、 

技术菁英和在某些领域具有专 

长的个人。

“全球经济目前处于不稳 

定状态，包括涉及超级大国的 

贸易战和政治动荡，以及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影响。”

慕尤丁强调，他理解在这 

种充满不确定的情况下，人民 

非常期待政府能找到解决问题 

的方案。

“作为首相，我有责任成 

立一个可以解决人民问题，并 

为我国发展带来更大辉煌的内 

阁。”

刚在昨日宣布土团党及巫伊2党组织霹雳州新政府的阿末法依查 

昨日下午也前往首相官邸。

SSS
A 首相缺勤代掌大局

4臟位特高
(布城9日讯）国民联盟政府的完整内阁名单今日正 

式出炉，首相丹斯里慕尤丁一反我国建国以来的组 

阁传统，首次不设副首相一职，惟创设了 4个高级 

部长职。

这4个高级部长分别是统管国际贸易及工业部 
的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统管国防部的拿督斯里依 

斯迈沙比里；统管工程部的拿督斯里法迪拉尤索 

夫，以及统管教育部的莫哈末拉兹博士。

慕
尤丁在记者会上说

『他要创建一个可以真 

正为人民服务及可以交付的内 

阁，或所谓的“功能性内

阁”，以提供更集中的服务。

“4名高级部氏将协助我协 

调经济、安全、基础设施发 

展，以及教育和社会有关的内

阁事务，确保相关领域的各部 

门之间出现的问题，得到更有 

效的协调。

“高级部长将协助我履行

首相职责，包括在我不在时主 

持内阁会议。由于这些高级部 

长的存在，0前无需委任副首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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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公务员受促以专业态度，继续履行任务

晤卫生局了解冠病进展 

视严重性取消大型活动
阿米鲁丁说，2019冠状病 

毒出现社区扩散现象，雪州政 

府今午会晤雪州卫生局了解进

展，同时胥视数据严重性决定 

是否取消大型活动的举办。 

他说，早前，我国冠病仍

奉劝中央勿为难雪推动经济
阿米鲁丁奉劝中央政府 

切勿重蹈覆辙，再度为难雪 

州推动经济和各项政策的发 

展，闪为雪州的损失肯定也 

将损及国家的发展。

他说，雪州在国内生产 

总值的贡献占25%，州属也 

致力发展航空业，并且定下 

各项发展0标，包括在2025 

年成为智慧州属、设定低碳 

0标、推动联合国永续发展 

目标（SDG)等。

“我相信雪州的发展，不 

在于谁领导或怎么讲述发展

规划，而是被委任职责的公 

务员，怎样去呈现和做好他 

们的工作，中竟在过去10年 

来，州政府一直面对中央政 

府无礼的待遇和为难，最终 

大家还是能够有效地对应， 

以便丨丨:雪州继续获得前进发 

展。”

阿米鲁丁在中央政局出 

现变化后，在今R的常月集 

会中毫不忌讳地和雪州公务 

员坦诚相对，认为只有信任 

和透明才能丨丨:州政府持续运 

作，并呼叮大家务必公开一

处于初步传染及可控情况，不 

过，这'一'、两周开始，却出现 

异常变化，尤其社区感染现象 

已推高患病人数近100宗。

“不过，在尚未取得确切 

数据之前，州政府只会呼叮大 

家减少集会活动，最终取消大 

型集会活动的决定，宵会按卫 

生部给予的建议。”

切的讨论，包括在行政议 

会、各委员会小组会议等。

他也以水灾为例，认为 

大浪冲洗后，肯定给相关地 

段留下痕迹，惟民众抱持的 

态度将带来不一样的结果， 

其中，乐观者将考察地质、 

地段范围变化、对农作物种 

植影响等，反之悲观者只会 

控诉财务损失，哭哭啼啼， 

没完没了地懊恼和谈论无法 

弥补的防范措施。

“为此，我们只能继续向 

前看，包括按程序、专业及 

依据条例与中央合作，好让 

州经济发展得以有效推行”

雪大臣：人选须能与团队合作

土团职缺需时填补
(莎阿南9日讯）土著团 

结党行政议员空缺仍需 

时填补，雪兰莪州务大 

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表 

示有的是时间，理应按 

程序委任，而且最好是 

能和他本身及团队合作 

的人选。

他回应记者提问时也打趣 

说，离婚也要修复期，伴侣刚 

死就另娶也不合理。

“暂时未定夺哪个政党人 

选将填补空缺，我将在近一两 

周内和盟党谈论此事，包括一 

对一讨论或集体开会谈论等， 

各党皆有木身建议人选，因此 

将把有关建议人选交由N州苏

丹定夺。”

他今日出席由雪州水利灌 

溉局举办的州政府公务员常月 

集会后受询时说，无论如何， 

州政府需时探讨人选，以便在 

一致的声音中选出能合作的人 

选。

珍惜2土团议员表态

针对土团党4名党员表明 

愿与希望联盟政府站同一阵 

线，阿米鲁丁深表欢迎及珍 

惜，惟此事涉及党务之间的合 

作，尤其该党出现A队和B 

队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厘清希

盟与土团党之间的合作关系。

“我已会晤4人并且向他 

们提出一些合作方案，不过他 

们尚未回应，彼此的关系需等 

待有回应后，再与各盟党领导 

讨论，才会明朗化。”

另外，针对人民公正党行 

政议员会否出现变动时，阿米 

鲁丁表示沒听说，本身也没此 

意，但不排除政治一切都可能 

发生。

出席者包括雪州秘书拿督 

莫哈末阿敏、雪州立法议会议 

长黄瑞林、雪州水利灌溉局局 

长拿督卡帕阿山等。

阿米鲁丁（左二）为巴生巴板路水闸主持远程启动仪式，左为卡帕阿山，右起莫哈末阿敏及黄 

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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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或15日缴清雪地税

可免征额外拖欠费
(莎阿南9日讯）雪州政府捎

来好消息，凡拖欠土地税遭征 

收额外拖欠费（Fi Tunggakan) 

的雪州子民，若于木月14日 

和15 R期间，前往雪州各县 

土地局缴清所欠税务，额外拖 

欠费可免。

有关优惠也是配合“2020 

雪州土地嘉年华”活动所推 

行，嘉年华将于3月14日 

(周六）上午8时至傍晚6 

时，在莎阿南独立广场举办， 

届时，现场也将设置服务柜 

台，以便协助民众处理缴费和 

税务问题。

雪土地嘉年华设柜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 

丁今午主持雪州经济行动行动 

理事会议后，召开记者会宣布 

上述消息时说，有关优惠只限 

个人和公司，市民只要在上述 

两天缴清所拖欠土地税，就可 

免付额外征收的拖欠费。

“州政府被拖欠的土地税 

达2亿4395万1746令吉，其 

中，143万5588名个人地主应 

缴纳的土地税为5亿2411万 

8359令吉，另外，58万9503 

名业者所须缴交的单位税为 

4593 万 1731 令吉。”

他透露，直到今年2月29 

日为止，州政府所征收到的土 

地税总计为2亿3379万2109 

令吉，其中83%属于土地税， 

来自40万6797名地主，总计 

为10亿9482万4692令吉。另 

外17%为单位税，来自32万 

5698名业主，共计3896万 

7416令吉。

“在拖欠土地税中，州政 

府也向来73万2495名地主和 

业者追收拖欠费，总共为9888 

万3327令吉。”

他表示，为了鼓励人们偿 

还土地税，州政府特別组织类 

似嘉年华活动，并给予拖欠地 

税的地主上述优惠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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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1正4副魏家禅任交长

内》31部长设■揉
首相慕尤丁上任一周后，周一宣布新内阁阵容， 

阁员包括土著团结党、国阵、砂拉越政党联盟、伊 

斯兰党的代表和一些专业人士。

不过，出人意料的，慕尤丁表示目前暂时不需要 

委任副首相，而新内阁有4位高级部长协助他处理经 

济、安全、基建发展、教育及社会事务。

_徐慧美_

图为首相慕尤丁周一下午在首相署公布新内阁名 

单，他形容，这是一个功能性的内阁，以 

便政府更专注于有效的服务传递。

》》报导A3至A5 |爵纖

1设4个高级部长 

4联昌国际CEO任¥长

乂涯J:亜乂.

4扎希哈迪没入阁 

4希山任外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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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离级《长躕内闽副酋相愚S

»封面头条

布城9日讯|首相丹斯 

里慕尤丁今日里布新内阁 

阵容，备受关注的副首相 

职暂时悬空，并设立4个 

高级部长职位。

新内阁共设立了 2 7个部门和 

5个首相署部长职位；5个首相署 

部长分别掌管经济、特别事务、 

各党在新内阁正副部长人数

丹斯里慕尤丁（土团党.

副首相 无

政党 部长 副部长

土团党 10 13

国阵巫统 9 6
砂盟土保党 4

伊斯兰党 3

国阵马华 1

国阵国大党 1

亲敏派独立议员 -

沙巴人民团结党 1

沙巴立新党 — i

砂盟人民党 — i

砂盟民进党 — i

上议员 2* i*

s上议员数目是指尚未确定党籍
慕尤丁（左）觐见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呈内阁名单寻求御准|

国会及法律事务、宗教事务、和 

沙巴及砂拉越事务。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今日宣布 

27个部门的新内阁阵容，共有31 

名部长、38名副部长。

其中7个部门有2个副部长， 

包括财政部、教育部、乡村发展 

部、内政部、卫生部、农业及食 

品工业，还有种植及原产业部。教 

育部也面临重组，即再次被一分为 

二，分别为教育部和高教部。

慕尤丁今日在布城首相署召 

开记者会时指出，在设立高级部 

长职位后，现阶段暂无需委任副 

首相。他指出，他委任的4名高级 

部长，是协助他处理涉及经济、 

安全、基建发展、教育及社会的 

内阁事务。

「高级部长也将在我不在 

国内的期间，协助我主持内阁会 

议。因此，现阶段也没有委任副 

首相的需要。」

财政部长是由拿督斯里扎夫 

鲁出任，他是联昌国际银行集团 

首席执行员，是一名银行家。

根据内阁名单，这4名高级

部长分别为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国防部长 

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工程部 

长拿督斯里法迪拉以及教育部长 

莫哈末拉兹。

魏家祥任交长

另一方面，马华国会议员也 

将入阁，其中马华总会长兼亚依淡 

国会议员拿督斯里魏家祥担任交通 

部长、马华署理总会长拿督马汉顺 

将受委为上议员出任教育部第一副 

部长、副总会长林万锋将受委上议 

员出任贸工部副部长，以及丹绒比 

艾国会议员拿督斯里黄日升担任原 

产业部第一副部长。

巫统主席拿督斯里阿末扎希 

和伊斯兰党主席拿督斯里哈迪阿 

旺，则双双没有受委入阁。

509大选后从巫统跳槽至土 

团党的拉律国会议员拿督斯里韩 

沙再努丁出任内政部长；在509大 

选前，他则是出任贸消部长。比 

鲁兰国会议员拿督斯里罗纳建迪

出任农业及食品工业部长，日里 

国会议员拿督斯里慕斯达法则担 

任掌管经济的首相署部长。

早前盛传有机会出任副首 

相的巫统森布隆国会议员拿督斯 

里希山慕丁，则出任外交部长、 

林茂国会议员凯里出任科学、工 

艺及革新部长。巫统副主席拿督 

斯里依斯迈沙比里则担任国防部 

长。

伊党方面，署理主席拿督端 

依布拉欣出任环境部长，总秘书 

拿督达基尤丁则出任掌管国会及 

法律的首相署部长，达基尤丁本 

身也是一名律师。

慕尤丁于今日上午11时觐见 

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寻求陛下 

御准新内阁名单。在获得陛下御 

准后，首相在今曰下午5时05分， 

于首相署公布内阁成员名单。

慕尤丁 3月1日宣誓就任至 

今，其内阁成员阵容一直是人们 

关注的焦点。据了解，慕尤丁在 

宣布新内阁阵容之前，在首相官 

邸会见数名国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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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地税单位嫌缴清欠款免罚
莎阿南9日讯|雪州政府今日捎来好消息，凡是 

拖欠地税和单位税而遭征收罚款的雪州子民，若能 

够在本月14日和15日期间，一次性缴清所拖欠的税 

务，即可享有豁免罚款的优惠，预计共有73万2495 

名拖欠的地主和业主，可从中受惠！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 

指出’为了鼓励民众缴清地税和 

单位税，本月14日（周六），雪 

州政府将在莎阿南独立广场举办 

「2020雪州土地嘉年华」活动， 

当天在现场设置服务柜台，处理 

缴清拖欠地税和单位税的问题。

他说，截至今年2月29日， 

雪州遭拖欠的地税和单位税，高 

达总额2亿3379万21 09令吉，其 

中地税占了 83%，而单位税则占了 

17% ;而因拖欠地税和单位税而 

征收的罚款（FI Tunggakan )， 

则高达9888万3327令吉，而这笔 

费用将被豁免缴还。

14日至15日缴清

「此次豁免罚款的优惠， 

只限于个人和公司；民众只需在 

当天早上8时至傍晚6时，前往 

莎阿南独立广场的柜台，或到各 

县土地局缴清所拖欠的土地税和 

单位税，即可享有免缴罚款的优 

惠。」

他透露，有关优惠将开放连 

续2天，除了当天（14日）在莎 

阿南独立广场的「雪州土地嘉年

华」之外’外围的民众在两天内 

可前往各个县土地局，或到各地 

流动服务柜台缴还地税和单位税 

即可。

阿米鲁丁是于今早，在主持 

雪州经济行动理事会议后，向媒 

体发布上述好消息。

他说，有关豁免地税罚款的 

措施，是经过一番讨论后，于今 

早的会议中所做出的决定。

另一方面，雪州大臣在新闻 

发布会中也透露，雪州政府今年 

(2020年）所需征收的土地税和 

单位税，分别是地税5亿2411万 

8359令吉（共计143万5588名地 

主），以及单位税4593万1731令 

吉（58万9503名业主）。

他说，而截至今年2月为 

止，有23%的土地税，共1亿1908 

万8502令吉；以及8%的单位税， 

共345万8977令吉，已获缴清。

阿米鲁丁表示，为了鼓励民 

众偿还拖欠的地税和单位税，州 

政府特别主办类似嘉年华活动， 

并给予拖欠地税的地主享有免交 

拖欠罚款的优惠。当天早上除了 

晨跑和文艺活动外，还有提供土 

地法令的讲解和服务。

雪州拖欠地税和单位税的累计余额与罚款

总数► 2亿3379万2109令吉 * _(截至今年2月29曰）

地税► 1亿9482万4692令吉（40万6797名地主）（83% )

单位税► 3896万7416令吉（32万5698名业主）（17% )

，啤巧挫货倍货.1獲翌f昀

总数► 9888万3327令吉

地税► 9643万2876令吉（40万6797名地主）

单位税► 245万451令吉（32万5698名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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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9日讯I雪州

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表 

示，土团党退出雪州执政 

团队后’所留下的州彳T政 

议员空缺，需时间和依照 

程序去委任填补，最好就 

是能推举出能与行政团队 

合作的人选。

他透露，有关空缺 

暂未决定由哪个政党人选 

填补，本身最近2周都有 

与盟党谈论此事，包括1 

对1讨论或集体开会谈论 

等；各党皆有建议人选， 

为此，有关建议人选将交 

由雪州苏丹沙拉夫丁殿下 

定夺。

「我们有的是时 

间，委任上理应遵循程 

序。J

阿米鲁丁于今早出 

席由雪州水利灌溉局举办 

的州政府公务员常月集会 

后，向记者如是表示。

针对土团党4名党员 

表明愿与希盟政府站同一 

阵线，阿米鲁丁说，本身 

对此深表欢迎及珍惜，并 

已跟4人会晤，同时，本 

身也提出一些合作方案。

他指出，必须等待有关议员 

的回应，再与盟党领导讨论后方 

有定案。

此外，阿米鲁丁指出，他今 

曰将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进 

展，召见雪州卫生局局长了解最 

新进展，以决定是否需要取消州 

政府的一些大型活动或会议等。

另一方面，雪州行政议员阿 

米鲁丁劝请国民联盟中央政府， 

在推动政策和经济发展上，切勿 

像过去那样再度为难雪州，因为 

所造成的损失肯定也将损及国家 

发展。

「在过去10年，雪州政府一 

直都面对中央政府无礼的待遇和 

为难，最终大家还是能够有效地 

应对，以便让雪州继续获得前进 

发展。」

他表示，雪州的发展不在于 

谁领导，而是在于被委任职责的 

公务员，怎样去表现和做好他们 

的工作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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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

布城9日讯

#早前出现在挺敦 

马哈迪当首相的 
113名国会议员名 

IE,单中，有两人出现 
在今曰的新内阁名 

单。
°在希盟政府 

时期担任通讯及多 

媒体部副部长的依 
丁沙里，在政治动 

, 荡时期，是6名支

{+{ 持敦马任相的土团 
^ 党国会议员之一。

不过，身为瓜拉 

^ 庇劳国会议员的依

丁沙里现为慕尤丁 
内阁的首相署副部 

长，负责国会及法

db律事务3
rj 之前跟随拿

00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m 退出人民公正党的 

兰瑙国会议员佐纳 

丹耶欣，事后虽然在个人 
社交媒体否认退党，其名 
字也出现在支持敦马哈迪 

任相的国会议员名单中， 
但佐纳丹耶欣现在受委为

現

新

内政部第二副部长。佐纳 

丹耶欣之前没有跟随阿兹 
敏派加入土团党，其目前 

党籍不明。
以阿兹敏为首的11名 

国会议员于2月28日退出公 

正党，加入土团党，但过 
后实兰沟国会议员巴鲁比 

安转向支持敦马哈迪，其 

他人则支持慕尤丁任相。
这9人中，除了担任 

国会下议院副议长的崙株 

巴辖国会议员拿督莫哈末 
拉昔外，剩余的8名国会议 

员都受委入阁担任正副部 
长。

之前担任经挤事务 

部长的阿兹敏，在新内阁 

中成为高级部长，出任国 

际贸易及工业部长；另一 

名大将祖莱达，则继续受 
委出任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长

^前外交部长拿督赛夫 
丁阿都拉，现如今受委为 

通讯及多媒体部长，而前 

交通部副部长拿督卡玛鲁 
丁则出任外交部副部长。

在希盟时期无官职的 
4名国会议员，现都已入阁 

担任副部长，他们分别是 

高教部副部长拿督曼梳、 
种植及原产业部第二副部 

长威利莫京、联邦直辖区 

部副部长拿督山达拉，以 
及能源及天然资源部副部 

长阿里比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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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9日讯）宣称支持希盟的雪州 

土团党4名州议员，接下来会对雪州希盟有 

进一步动作？

雪州大臣兼雪州希盟主席拿督斯里阿米鲁丁 

披露，本身会见了宣称继续支持希盟的雪州土团 
党4名州议员，并向他们提出了 -些“方案”。

将4人心声带入希盟会议

不过他说，4人迄今仍未向他正式回覆与表 

态，因此预料当4人向他回应和提出一些要求时， 

他会把4人的心声带入雪州希盟会议中讨论。

“我见过了他们，要求他们对数个事项（做 

出决定）他们需告诉我，我会把他们的答案带 

人州希盟会议中讨论或与州希盟成员党主席会 

商，以定夺他们（在雪州希盟）的地位。”

无论如何，阿米鲁丁今早在沙亚南州政府大 

厦银禧纪念堂，出席州政府与公务员常月集会后 
在新闻发布会上受询时，没有披露他向4名州议员 

提出的有关方案内容c

4名与土团党雪州主席兼巴生海峡区州议员拿 

督阿都拉昔不同调，宣称继续支持希盟的州议员 

是哈鲁麦尼（峑冬加里）、莫哈末赛（而榄）、 

沙勒胡丁（轰埠）及阿希夫（龙溪）。

4人和雪希盟保持友好

也是雪州公正党主席的阿米鲁丁证实，4人至 

今仍支持雪州希盟，因此对4人的支持表示珍惜； 

但他坦言，4人是来自土团党，因此涉及党的问题 

和个人抉择。他身为雪州希盟党魁，他在此事上 

保持着“应该落实什么”的立场。

“他们是土团党，我们也接受土团党。尽管 

他们之间出现了AB队分歧，但他们（4人）和我 

们（雪州希盟）保持友好。”

出席州政府常月集会的要员有雪州议长黄瑞 

林、雪州秘书拿督莫哈末阿敏及常月集会主办单 

位雪州水利灌溉局局长拿督加巴阿山。

州政府活動是否取消待定奪
于冠状病毒病疫情，阿米鲁丁宣布，今天会 

召见雪州卫生局长及相关部门开会商讨， 

以对州政府举办的大型集会和活动的取消与否作出定 

夺。他预料会在今午或明早，发布雪州政府的官方声 

明：

他表示，本身于上周六做出的相关宣布，即考虑 

取消1000人以上的活动指示或劝告，将视疫情严重或 

受控程度的变化，尤其是雪州出现了多少宗病例来做 

定夺，一切在于卫生部和州卫生局的发布与公告，及 

与他进行的细节汇报》

他说，需向卫生局获取疫情的最新数据，包括 

雪州病例宗数，毕竟目前涉及了第二波的本土疫情传 

染，因此他促请民众减少参与大型集会。

无论如何，他指出，若卫生局提供的数据和疫情 

变化资讯还不充足，州政府不会有任何宣布或官方指 

示，-切仍只是劝导形式。

雪大臣：已提出“方案”

“篇±團_議属1屋
99

不
急
塡
補
阿
都
昔

職

務

阿
米鲁丁认为，尽管因追 

随土团党中央，而遭撤 

职的阿都拉昔行政议员职务悬空， 

但州政府有的是时间，并不急于填 

补。现阶段希盟三党对行政议员人 

选都提出了讨论和献议，包括集体 

和一对一的讨论，因此他会在获取 
了名单后才公布人选„

“我们需要时间，就像离婚 

后也要一段时间再婚，不见得才死 
■了伴侣明天就要新娶吧。我们还有 

^时间，如果就这样直接填补毕竟不 

好，我们按秩序规范会有填补。” 

对于会由哪个成员党填补该 

职，他坦言未有定案，3党都有各 

自的人选提议，因此他把行政议员 

的人选定夺，交由雪州苏丹沙拉弗 

丁殿下御准c

询及希盟是否能在人选方面达致共 

识，他认同需有这番考量，强调他身为州 

务大臣，重点是必须和有能力工作的人共 

事，且人选需获得来自各方面的共识与认

同。=—
雪州公务员出席州政府常月集会，聆听阿米鲁丁讲解在联邦政权变天后带来的影响，以及州政府继 

续迈步向前的斗志。

阿米魯丁：不容許雪變天

阿

阿米鲁丁（左二）为州政府拨款280万令吉给雪州水利灌溉局，提升巴生班达 

马兰新村巴板路水闸工程项目主持竣工启用礼后，在纪念匾上签名留念。左一为 

加巴；右一起为莫哈末阿敏和黄瑞林。

米鲁丁在常月集会上 

向公务员发表演说时 

强调，只要他还是雪州大臣的- 

天，就绝不容许雪州发生如同联 

邦的政权变天情况，因为这造成 

了不稳定局面，举例联邦政权的 

变天首周，国内市场便蒸发了几 
乎近600亿令吉的商业利益及投 

资数额s

他表示，不容许雪州因政权 

易手，而出现的类似无谓损失， 
尤其雪州作为国家经济的主干和 

火车头，贡献了国内生产总值四 

分之•，因此雪州要继续带动国 

内经济成长，强调在州行政管理 

事务上，-定要剔除猜忌与猜疑 

心，以同心同德的团结与团队精

神治理雪州。

阿米鲁丁矢言，雪州政府会 

继续维持现有的希盟治理局面， 
贯彻人民在第14届全国大选给予 

希盟的委托。

他坦言，布城变天后，雪州 

即将面对各种干扰和来自联邦政 

府的挑衅，但州政府行政团队将 

秉持着专业，坚軔不拔面对一切 

变化a

他形容，謂'州在2008年308 

大选换政府后，这些年来官僚与 

官场的工作文化都有一些改变， 

只要秉持这样的正面心态，无论 

遭遇什么风暴，州政府都有能力 

引领雪州上下，在各方面保持着 

冷静沉着度过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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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貫徹精明州概念開關水閘門一键搞定

雪州政府拨款280万令吉给水利灌溉局，把巴生班 
达马兰新村巴板路水闸口，提升成可用电脑及平板电 

脑控制的精明水闸口，良好控制涨潮引起的当地水患 

问题。

(沙亚南9日讯）雪 

州贯彻2025年精明州理 

念，今R由州务大臣拿督 

斯里阿米鲁丁推介，可用 

电脑及平板电脑-•键在 

手，便可控制河水潮汐涨 

退的电子水闸门机制，告 

别过去需人手开关水闸口 

的传统做法，在控制及解 

决地方水患方面深获好 

评。

为解决涨潮引起的 

水灾问题，雪州水利灌溉 

局在州内兴建了 14所抽水 

站、360道水闸口和125个 

流动水栗£>

解决水灾 

为房地产增值
阿米鲁丁在州政府常 

月集会上指出，只要解决 

水灾问题，便能对地方上 

的房地产投资作出增值效 

应，同时加强旅游业吸引 

力。

他举例，州政府于 
2008年在沙亚南TTDI再也 

完成的治水项目，成功为 

当地的房地产增值不少， 

增幅达数十万令吉。.

他强调，因治水而兴 

建的堤坝，应尽量维护河 

流的自然结构与原状，以 

便能保育河流动植物的原 

生态空间，进而吸引游客 

观光。

阿米鲁丁敦促水利灌 

溉局，需采用对环境友善 

的维护河流方式，以保留 

河流的然原生态両面， 

例如在瓜雪甘榜关丹雪兰

莪河推动的萤火虫观光领 

域。

他指出，州政府于 
2018年3月批准推动及发 

展巴生河沿岸的“雪兰 

莪海上门户”（SMG)项 

目，除了发挥巴生河作为 

发展驱动者的潜质，也冀 

望全长120公里的巴生河 

发展势头，能吸引国内外 

投资者的项目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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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衆可向市廳投訴

大{
i都会》社区报建议 

4 卖者，遇到上述问 

题时，可致电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24小时热线（03-7954 2020 )、 

电由( aduan@mbpj.gov.com )、

传真（〇3-7958 I494 )或脸书 

(mbpjaduan)，向市政厅作出投 

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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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城往沙叻丁宜 替代路月杪通車

从布城往沙叻丁宜的替代道路，将在3月杪正式通车。

(雪邦9日讯）全长1.7公 

里，从布城往沙叻丁宜的替代 

路将在本月杪通车，让龙溪-- 
带居民享受更便捷的道路设 

备。

根据《3今雪州》报道， 

有关替代路将衔接蒲种、赛 

城、布城、沙叻丁宜镇、吉隆 

坡第•国际机场、吉隆坡第二 

国际机场及雪邦南部。

雪州公共工程局局长沙哈 

布丁指出，该工程耗资7047万 

1000令吉，包括兴建一座120公 

尺长，横跨龙溪及加影十字路

口的高架天桥、提升交通灯及 
徹丁等。

他°表示，该工程于2017年 

10月23日动工，成功比预计时间 

更早竣T.。

他说，这项工程除了提 

高道路安全及纾缓交通阻塞问 

题，也将带动附近…带社区的 

经济发展。

他早前与雪州大臣拿督斯 
里阿米鲁丁一同巡视FT29/FT31 

路口的提升工程时，如是表

7K〇

阿米鲁丁（右四）巡视即将启用的高架天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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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MUNVA HWfTA YANC PATUT DKEMAKAtJ

另
-方面，安邦市议会将会从7月 

开始，不再寄出任何的门牌税账 

单，也意味着市民不会再收到当局所发出 

的“实体”账单。

蔡耀宗指出，市议会配合迈人科技及 

网络时代，并且在环保绿化的概念下，决 
定从7月开始不再发出门牌税账单，而市民 

受促直接上网查看账单，也可以从网上列 

印账单，再前往市议会缴付门牌税。
他说，市民可以通过在网站https:// 

icomm.mpaj.gov.my注册户口，随后即可处 

理各项与市议会相关不同的事务，其中包 

括查看门牌税账单。

鼓励上网查账单

“我们鼓励市民上网（查账单）， 

毕竟现在是网络时代，我们都必须去适 

应。M

无论如何，他说，若市民没办法上网 

查账单，也可以直接前往市议会柜台缴付 

门牌税。他也说，州议员办公室也会配合 

进行巡回讲解，让民众更了解市议会的这 

些新措施。

7月起不再寄門牌稅賬單

報道►陳佩莉

(八打灵再也9日 

讯）安邦再也市议会重新 

评估市内所有的产业价 

值，也是当局相隔23年 

后再次进行评估及资料收 

集工作，以掌握最新资 

料。

市议会于早前对业 

者发出信函及文件，要求 

后者填写及呈报所拥有的 

产业资料。可是，这也让 

不少民众开始紧张。

相隔23年再收集資料

Ok. ：

::〜

m

BEWipn!

a；；-：：

mm

1. 安邦再也市议会相隔23年后展开产业价值重新评估工作，要求业主呈交物业资料，以掌握最新资料。（档案照）

2. 安邦再也市议会将从7月开始不再发出“实体”门牌税账单，市民可通过市议会官网查看账单。

3. 业主可以通过上网填写资料，更简便地完成物业资料呈交工作D

Semakan cten 
Pembayaran Takslran!

蔡耀宗： 

暫未考慮是否調整稅務

安
邦再也市议员蔡耀 

宗在《大都会》社 

区报记者询问下表示，市议 

会对上•次收集物业资料是 
在1997年，而这些资料在相 

隔20余年后的现在已过时， 

因此市议会主席也在上-次 

的常月会议中提出，希望借 

由收集物业资料，来更新物 

、丨丨〔旧资料〇

他强调，市议会主要是 

1为了掌握最新的资料，暂时 

蔡耀宗通过还未考虑是否会调整税务。

脸书直播为市民 脸书直播
解惑，也鼓助他
们自行上网填写 讲角牛填与事项
及呈交资料。 蔡耀宗也了解市民或许

对市议会要求提呈物业资料 

而感到紧张或混淆，因此在日前也通过脸书直播 

讲解有关事项，并指导他们通过上网自行填写资 
料。

他说，网上呈交资料比填写及成交实体文件 
来得简单，市民可以通过网站https://tinyurl.com/ 

pengemaskinimaklumat，根据步骤填写关于目前 

所居住的物业资料。

“或许有者还未收到市议会所发出的信函， 

但他们都可以自行上网填写及呈交资料a ”

他也说，根据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171法 

令），市议会是有权利要求业主呈交物业资料。

StitnaN clan BsvarCiAai Tikiisn di ato 

taUnni ficiaklogi peKw meeiwggu

cukzsi Lik^riln Lerikfli d Kahtur 

kochaman tuafVpuai. ImI 味

mnlih.Kt bfe r.crl.1 pcny.ita tcfkini. dnn 

Q rTpambuaL pc^n&^yaran di alas y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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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文华国际青年商会在历届会长和嘉宾见证下，举行会长交接仪式。左八起为叶绍全、甘喜恩、胡慧梵、李庚哲、 

林金瑛、薛长盛及刘华才Q

薛長盛：助落實理想

青商會#動青年成長
(吉隆坡9日讯）吉隆坡文华国际青年商会会长薛 

长盛说，青年商会是带动更多青年落实他们理念和理 

想的平台，希望吸引新一代的加入。

他说，该会创会至今刚好20年，不断推动活动，提供服 

务，包括社区、慈善、环境和经贸领域。
薛长盛昨晚在吉隆坡文华国际青年商会成立20周年庆暨就 

职典礼上致词时说，该会要特别感激创会会长拿督叶绍全，打 

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积极开拓会务，使到该会茁壮成长，拥 

有目前的规模。

他说，新的理事将秉持原有宗旨，参与各领域活动，同 

时栽培新人，把会务推向新向的高峰，同时为青年开拓国际视 

野。

叶绍全：凝聚年轻人助成长

创会会长拿督叶绍全说，看到该会能持续成长、壮大，- 

代一代传承青年商会理念，令人感到欣慰，并期待在新任会长 

薛长盛的领导下，扩大组织架构，让更多年轻人有机会了解该 

组织的理念。

他说，该会是凝聚年轻人的平台，协助他们成长，并要他 

们铭记，年轻人不要害怕失败，要不断尝试，建立对社会负责

的心态，心手相连，共同努力开创新的未来。

马来西亚国际青年商会总会长李庚哲说，吉隆坡文华国际 

青年商会是特别活跃的组织，理事和会员团结一致，共同宏扬 

该会服务精神。

他说，这也是少见以中文为主的青年商会，在宏扬中华文 

化更突显了 “有情有义”的组织面貌。

胡慧梵：建立人脉规划能力

卸任会长胡慧梵说，担任会长期间学习到许多学问，也建 

立新人脉和规划能力，所幸能得到全体理事合作，逐…完成所 

策划的活动，更感到安慰的是培养许多新领袖，让他们传承工 

作，带动组织跨出舒适圈，与其他华团组织•起合作，举办许 

多有意义的活动。

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建议该会多和雪州政府建立关系，可 

以在许多活动进行配合，雪州政府愿意给予财务上的支援。

他未克出席，由加影市议员林金琪代表。

出席嘉宾有驻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侨务组组长林渭德、 

民政党主席拿督刘华才、八大华青总理事长李祥福、该该会顾 

问甘嘉恩、会企业策略合作伙伴庄雪欣、筹委会主席颜蒋志、 

隆华堂会长拿督蔡志权、星洲日报总经理（项目）谢念芳和企 

业公关及业务促进经理冯靖雯等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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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9日讯）拖 

欠地税或高楼住宅的单 

位税（Cukai Petak ) ?别 

烦！地主受促在本月13及 

14日（星期五及六）一连 

2天，还清积欠的地税及 

单位税，便可免去100%的 

罚款额。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 

米鲁丁今日在沙亚南雪州经 

济行动理事会会议室召开的 

2020年土地嘉年华新闻发布 

会上宣布，地主可在上述2 

天，到各地县署及土地局、 

各县署的流动柜台，或到举 

行2020年土地嘉年华的沙亚 

南独立广场缴付积欠地税及 

单位税，以豁免因迟缴地税

雪大臣：欠地稅單位稅

13及1拍繳清免罰款
和单位税而面临的100%罚款 

额。

他指出，所有县署及土 

地局和流动柜台在上述2天 

的开放时间是上午8时30分至 

下午3时30分；沙亚南独立广 

场地税柜台的开放时间，则 

是14日上午8时30分至下午6 

时。

他强调，地主及公司若

想免除迟缴地税的100%罚 

款，需一次过缴清所有的积 

欠地税款额，这也是州政府 

对地主做出的鼓励举措。

最早缴清者可参与抽奖

阿米鲁丁还说，最早 

在沙亚南独立广场缴清地税 

的民众还有机会参与幸运抽 

奖，成为赢奖幸运儿。

截至2019年为止，州政 

府从73万2495名地主及企业 

中，收取了9888万令吉的迟 

缴地税及单位税罚款。

根据州政府估算，今年 

将从143万5588名地主收取 

5亿2411万8360令吉地税和 

从58万9503名分层地契地主 

中，收取4593万1732令吉的 

单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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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爆裂搶修

安邦多區突制水
(安邦9日讯）基于蕉赖六 

哩村玛斯迪卡组屋（Flat Taman 

Mastika )水管爆裂，雪州水 

务管理公司昨午关闭附近数个 

住宅区的水供，以进行维修工 

程，让当地商民措手不及！

安邦再也市议员蔡耀宗向《大 

都会》社区报指出，受影响地区包 

括安邦太子园、蕉赖六哩村、班登 
美华（Pandan Mewah )、武吉莲花 

苑（Taman Bukit Teratai )及安邦美 

嘉再也（Taman Megah Jaya )。

他说，根据雪州水务管理公司 
于今午3时的更新，原定今早维修" 

好及恢复水供，相信是因为丁程延'j 
误，而必须延迟至今晚8时才能iiiH 
恢复水供。

他也说，此事是突发事句:,：而% 

且该区有很多旧水管及水管生镑/; 

往往会导致水管爆裂发生，而必现 

紧急抢修。

多熟食档没营业

另-•方面，《大都会》:社 

记者也接获来自安邦太子园 

黄女士来电询问，她透露，：^ 

开始就发现制水问题，直到&车 

未恢复水供

也有网民在脸书群组反子 

园制水，并指虽然许多茶室都有劳 

业，但许多熟食面档则没有开档

，►安邦 Ampang

太子园没有水来 

很多茶室有开 

但是很多面档没有开

©V -U 82

<一网民在脸书群 
组表示安邦太子园制 

水，许多熟食面档没 

有开档。

I安邦太子园商 

民对突如其来的制水 
而措手不及。

15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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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部長“有經驗”
副部長多屬新面孔

(吉隆坡9日讯）新内阁的31名部长 

中，有23名部长之前曾经担任部长或副部 

长职位，包括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拿督 

斯里依斯迈沙比利、拿督斯里法迪拉、拿 

督斯里慕斯达法、拿督斯里莫哈末礼端、 

拿督斯里麦西慕、拿督斯里魏家祥、拿督 

斯里沙拉瓦南、丹斯里安努亚慕沙、拿 

督斯里丽娜哈仑、拿督诺莱妮、拿督斯里 

韩沙再努丁、拿督阿都拉迪夫、拿督斯里 

希山慕丁、拿督亚历山大、拿督斯里赛富 

丁、祖莱达、凯里、拿督斯里旺朱乃迪、 

拿督斯里南茜苏克利、拿督哈丽玛及拿督 

斯里理察马力肯。

值得•提的是，教育部高级部长莫哈 

末拉迪曾在希盟政府政府中担任经济事务 

部副部长，并在此次内阁中升正。

另-_方面，

新内阁副部长多 

数属新面孔，在 

38名副部长中，

有达31个属新面 

孔。

之前曾经担 

任副部长的则包 
括拿督沙哈鲁丁 

沙烈、拿督伊丁 

沙兹里、拿督亨 

利宋艾贡、拿督 

卡玛鲁丁查化、

拿督斯里依斯迈 

慕达礼、拿督玛 

丝艾米雅蒂及拿 

督斯里黄日昇。

0>农业及食物工业部长
姓名：拿督斯里罗纳建迪 

年龄：59岁

学历：马来西亚理科大 

学，政治社会学博士 

党职：土团党比鲁兰区 

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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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内閣陣容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土团党）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土团党） 

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利（巫统） 

拿督斯里法迪拉（土保党）

莫哈末拉迪（上议员）（土团党）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

高级部长一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土团党） 

副部长一拿督林万锋（上议员）（马华） 

国防部

高级部长一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利（巫统） 

副部长一拿督斯里依克玛希山（土团党） 

工程部

高级部长一拿督斯里法迪拉（土保党） 

副部长一拿督沙鲁丁（土团党）

教育部

高级部长一莫哈末拉迪（上议员）（土团党） 

第一副部长一拿督马汉顺（上议员）（马华） 

第二副部长一慕斯里敏（土团党）

财政部

部长一东姑赛夫鲁（上议员）

第一副部长一拿督阿都拉欣巴克里（巫统） 

第二副部长一莫哈末沙哈（巫统）

首相署（经济）

部长一拿督斯里慕斯达法（土团党）

副部长一亚瑟古律（人民团结党）

首相署（特别任务）

部长一拿督斯里礼端尤索夫（土团党）

副部长一拿汀马丝杜拉（巫统）

首相署（国会与法律）

部长一拿督达基尤丁 （伊斯兰党）

副部长一拿督伊丁沙兹里（土团党） 

首相署（宗教事务）

部长一拿督斯里祖基菲里（上议员）

副部长一阿末玛索沙里（伊斯兰党） 

首相署（沙巴与砂拉越事务）

部长一拿督斯里麦西慕（沙巴团结党） 

副部长一拿督哈妮法（土保党）

交通部

部长一拿督斯里魏家祥（马华）

副部长一哈斯比哈比波拉（土保党） 

环境部

部长一拿督端依布拉欣（伊斯兰党） 

副部长一拿督阿末马斯里察（上议员）

人力资源部

部长一拿督斯里沙拉瓦南（国大党） 

副部长一阿旺哈欣（伊斯兰党）

直辖区部

部长一丹斯里安努亚慕沙（巫统） 

副部长一拿督斯里山达拉 

妇女与家庭部长

部长一拿督斯里丽娜哈仑（土团党） 

副部长一拿督茜蒂再拉（伊斯兰党） 

高等教育部长 

部长一拿督诺莱妮（巫统）

副部长一拿督曼梳奥曼（土团党）

能源及天然资源部 

部长一拿督三苏安努亚（巫统）

副部长一阿里比朱（无党派）

内政部

部长一拿督斯里韩沙再努丁（土团党） 

第一副部长一拿督斯里依斯迈赛（巫统） 

第二副部长一佐纳丹耶幸 

卫生部

部长一拿督斯里阿汉（巫统）

第一副部长一拿督诺阿兹米（土团党） 

第二副部长一拿督艾伦达干（砂人民党） 

农业及食物工业部 

部长一拿督斯里罗纳建迪（土团党）

第一副部长一拿督斯里阿末韩查（巫统） 

第二副部长一拿督仄阿都拉（伊斯兰党） 

乡村发展部

部长一拿督阿都拉迪夫（土团党）

第一副部长一拿督阿都拉曼（巫统）

第二副部长一拿督亨利宋艾贡（土保党） 

外交部

部长一拿督斯里希山慕丁（巫统） 

副部长一拿督卡玛鲁丁查化（土团党） 

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 

部长一拿督亚历山大（土保党）

副部长一拿督罗索华希（土团党）

(09/03/2020 !

通讯及多媒体部

部长一拿督斯里赛富丁阿都拉（土团党） 

副部长一拿督查希迪（巫统）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部长一祖莱达（土团党）

副部长一拿督斯里依斯迈（巫统）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 

部长一凯里（巫统）

副部长一阿末安赞（伊斯兰党）

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 

部长一拿督斯里旺朱乃迪（土保党） 

副部长一拿督玛丝艾米雅蒂（土团党）

原产业部

部长一拿督莫哈末凯鲁丁（伊斯兰党）

第一副部长一拿督斯里黄日昇（马华）

第二副部长一威利莫因（无党派）

旅游、艺术及文化部 

部长一拿督斯里南茜苏克利（土保党） 

副部长一拿督杰菲里吉丁岸（沙立新党） 

国家团结部

部长一拿督哈丽玛（巫统）

副部长一拿督斯里张庆信（民进党） 

青年及体育部

部长一拿督斯里利查马力肯（巫统）

副部长一旺阿末法依沙(上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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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4高級部長5華人IE副部長

慕尤丁（左）在皇宫觐见元首陛下，寻求陛下御准内阁名单。

暴挫59點
■财经版

霹靂也變天
土團+巫伊32席組州政府

— 产參
'哈斯魯楊祖強金西華'

退黨挺霹國9
■第8版

(布城9日讯）首相丹斯里慕尤丁今日公布 

国民联盟政府的内阁名单，而我国也首次没有 

委任副首相，反之则委任4名高级部长协助管理 

经济、保安、基建发展以及教育与社会事务。

证实本报独家报道

这4名部长将在首相出国期间，履行首相职 

务，如主持内阁会议。

在大马联邦宪法下，并没有提到必须委任 

副首相职。慕尤丁的内阁悬空副首相职，也证 

实本报于3月8日的独家报道。

4名高级部长是由土团党的阿兹敏阿里出任 

国际贸工部长、巫统的依斯迈沙比利出任国防 

部长、砂拉越政党联盟的法迪拉掌管工程部， 

而教育部长则是莫哈末拉迪。

4高级部长地位等同副首相

早前传出有4人争夺副首相职因竞争激烈， 

而可能暂时悬空副首相职人选；无论如何，4个 

高级部长的地位等同于副首相职。

在新内阁名单中，首相慕尤丁并没有担任 

任何部长职。

作为一名银行家的联昌国际银行集团 

(CIMB )首席执行员东姑赛夫鲁受邀入阁，担 

任财政部长职。他是唯一非政党代表的专业人 

士，较后将先宣誓为上议员才入阁。

马华1正3副部长

另一方面，共有5名华裔议员受委为正副部 

长，其中马华分别担任1正3副，而另一副部长 

是来自砂联盟的拿督斯里张庆信，他出任国家 
团结部副部长。

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家祥出任交通部 
长，而另外3名副部长分别由该党的署理总会长 

拿督马汉顺担任第一副教育部长、副总会长拿 

督林万锋出任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以及 

拿督黄日升出任原产业第一副部长。

在国大党方面，该党唯一的国会议员—— 

打巴国会议员沙拉瓦南则出任人力资源部长。

新添国家团结部及环境部

新内阁增添2个部门，即国家团结部，由巫 

统哥打丁宜国会议员拿督哈丽玛担任部长。

另一新增部门是环境部，部长是伊党署理 

主席端依布拉欣。

早前盛传将会出任副首相职的伊斯兰党主 

席拿督斯里哈迪阿旺却意外没有入阁。

新内阁成员大部分是旧面孔，一些曾在前 

首相拿督里纳吉和敦马哈迪时代的旧阁员也受 

委入阁

■相关新闻见第3M/6/9/封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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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林瑞源 BiSmjTil 避開爭議的新內閣
首

相慕尤丁宣布的新内阁阵容有几方面 

的用心，包括杜绝政治争议、消除外

资的担忧、起用专业人士及淡化单一种族的色 

彩。

这是史上第一次悬空副首相职，因为国 

民联盟有多个成员党，如果由土团党担任，拥 

有最多国会议席的巫统会不满，交给巫统、砂 

政党联盟或伊斯兰党，也会有争论。悬空副揆 

职，不失为避免争议的好办法。
同时，慕尤丁委任4名高级部长辅助他， 

即国际贸工部长阿兹敏阿里（土团党）、教育 

部长莫哈末拉迪（土团党）、国防部长依斯迈 

沙比利（巫统）、工程部长法迪拉（砂政党联 

盟），主要成员党都有代表，希望取得皆大欢 

喜的效果。
委任4名高级部长是否能够发挥更高的丁作

效率，有待观察，但在政治上比较安全，可以 

互相制衡。

伊党成为联邦政府•员是外资及商界比较 

担心的事情，因此慕尤丁没有委任伊党领袖担 

任重要的职位，比如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 

长由直辖区宗教司祖基菲里出任：如果分配给 

伊党，可能会引发争议。

伊党主席哈迪阿旺没有人阁，署理主席端 

依布拉欣被委为环境部长，总秘书达基尤丁担 

任掌管国会和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瓜拉尼 

鲁斯区国会议员莫哈末凯鲁丁出任种植及原产 

业部长，其他5人是副部长。如此•来，伊党没 

有涉及宗教和经济事务，减少外资的担忧。

由于经济和教育是重要的领域，因此慕尤 
丁委任联昌国际银行集团（CIMB)首席执行员 

东姑拿督斯里赛夫鲁担任财政部长。他是其中

-名非政党代表的专业人士，首相希望利用他 

的专I能力，能够挽救受到冠状病毒疫情冲击 

的经济。另一人是直辖区宗教司祖基菲里，他 

出任负责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职。

而新任教育部长莫哈末拉迪虽然是土团 

党的宣传主任，但是他拥有专业背景。他在 

参政前，是澳洲塔斯马尼亚大学讲师，也拥 

有澳洲国立大学（ANU )法务会计（Forensic 

Accounting)的博士学位。.

委任负责砂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能够更有 

效处理东马课题，也照顾了东马盟友的感受:

慕尤丁也尽量委任更多的非马来人担任部 

长和副部长，以淡化外界认为这是马来人为主 

的联盟政府，其中华裔正副部长5人，-名印裔 

部长
尽管比起希盟，华裔部长少了4人，副部 

长也从7人减至4人，但马华议员已经是100%做 

官。署理总会长马汉顺被委为教育部副部长， 

可以专注处理华教课题；担任副原产业部长的 

黄日昇，能够协助小园主反映心声。

但是，慕尤丁的内阁也有一些缺点，比如 
部门从25个增至27个，正副部长人数也从希盟 

的50人增至70人，内阁阵容拥肿是因为国盟成 

员党众多，论功行赏所致。

内阁精简化才能提升效率，人数太多行动 

可能缓慢。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拥肿的内阁 
也增加国库的负担

此外，土团党在新内阁中成为大赢家，掌 
握首相、10名部长及15名副部长职，恐怕会引 

起巫统的不满。巫统主席阿末扎希和署理主席 

莫哈末哈山都没有人阁，但跳槽至土团党的阿 

兹敏派系，十人有九人人选，令人非议。

没有党职的巫统前副主席希山慕丁及巫青 

前团长凯里被委为部长，也会引起对巫统分而 

治之的揣测。希山慕丁之前是“保马阵营”的 

牵线人，而凯里曾经在党选中挑战阿末扎希：

总之，新内阁有太多的政治人物，太少的 

专业人士，这可能是国盟政府拿出政绩的致命 

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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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城9曰讯）首相丹斯里 

慕尤丁在宣誓就职一个星期后 

终于宣布他的内阁名单，土团 

党掌握首相、10名部长及15名 

副部长职，堪称大赢家！

土团党目前在国会下议院拥有 
33名国会议员，若扣除前首相敦马 

哈迪及表态支持他，但不支持慕尤 

丁任相的5名议员，还有较后也表 

态挺马哈迪的前教育部长马智礼， 
支持国民联盟的土团党议员有26 

人。
这26名议员中，10人担任部 

长，13人出任副部长，包括2名高 

级部长，即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贸工部）及土团党宣传主任莫哈 

末拉兹（教育部）。
另外8名部长则包括原本在希 

盟政府担任部长的土团党妇女组 
主席拿督斯里丽娜哈伦（妇女及家 

庭），还有拿督斯里莫哈末礼端、 

曾在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时代担任 

部长的拿督斯里慕斯达法及拿督斯 

里韩沙再努丁，他们3人如今都受 

委为首相署部长。

巫統9正8副部長
统方面，拥有39名国会议

^员的巫统是国民联盟的最 

大党，获得了9名部长职及8名副部长 

职，其中前国会反对党领袖兼巫统副 
主席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利出任高级 

部长(国防部)，其他部长包括曾有部 

长经验的拿督斯里希山慕丁（外交 

部）及凯里（科学T.艺及革新部）：

伊党和砂政党联盟（GPS )则分 

别拥有3名及4名部长，副部长皆为5 

名。

伊党主席拿督斯里哈迪阿旺没 

有人阁，署理主席拿督端依布拉欣出 

任环境部长，拥有律师背景的总秘书 

拿督达基尤丁则担任掌管国会及法律 

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砂政党联盟也有-名高级部 

长，即来自土保党的砂政党联盟国会 
党鞭拿督斯里法迪拉，这是他第二次 

出任工程部长。

二度担任部长的还有受委为旅 

游、艺术及文化部长拿督斯里南茜苏 

克里，她曾在纳吉政府担任首相署部 

长。

除
了土团党，阿兹敏阵营也是大赢家。 
土团党的26名议员中，其中8人是阿 

兹敏等从公正党跳槽至土团党的国会议员。

这8名议员中，就有7人被委任官职，被分 

配3名部长职，即阿兹敏、祖莱达（房屋及地方 

部长）及拿督赛富丁（通讯及多媒体部长）， 

还有4名副部长职。

佐纳丹雅辛跳槽土团
这当中也包括早前声称还是公正党议员的 

兰瑙国会议员佐纳丹雅辛，慕尤丁宣布委任他 

为内政部第二副部长；这也意味着，佐纳丹雅 

辛已经跳槽。
敏派阵营中，唯一没有受委官职的是原任 

国会下议院副议长拿督莫哈末拉昔。

國民聯盟政府內閻各政黨 
部長、副部長職分配

政党 部长人数 副部长人数

11 15

巫统9 8

马华〇 ] 1 3

国大党_) 1

伊党■ r^4
5

砂政党联盟4 5

77 7「厶-ft pm

阿兹敏退出公正 

党的东马议员则 

宣称自己无党 

籍，没有加人土 
团党，2人皆受 

委副部长，即砂 
拉卓国会议员阿 

里比朱及婆罗洲 

高原国会议员威 

利莫因，他们分 

首相+10部長+15副部長

正
副
部
長
屬
阿
茲
敏
陣
營

砂政党联盟4 5

沙团结党@■X"! 1 1

沙人民团结党fii! 1

无党籍 1 2

32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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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eri Kanan - Menteri Perd 
Antarabangsa dan Industri

♦局級部長 ♦副部長

Menteri Kanan - Menteri Kerja Raya
♦局級部長 ♦副部長

< 拿督沙鲁丁
YB Datuk Dr Shahruddin 
BinMdSalleh

拿督斯里法迪拉尤索夫
YB Dato' Sri Haji Fadillah Yusof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Menteri Kanan - Menteri Pertahanan
♦局級部長 ♦副部長

Menteri Kanan - Menteri Pendidikan

♦局級部長 ♦副部長 ♦副部長

,^^ 拿督斯里马汉顺

Dr Mah Hang Soon

吴哈末拉迪上___
YB Dr.Mohd Radzi Md Jidin

-# A拿督斯里依克玛希山

YB Dato' Sri Ikhmal 
Hisham Bin Abdul Aziz

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利
YB Dato’ Sri Ismail Sabri Bin Yaakob

Menteri Perumahan dan Kerajaan Tempatan
♦部長 ♦副部長♦第一副部長 ♦第一副部長♦副部長

祖菜达
藝V,1
拿督斯里阿汉
YB Dato' Sri Dr Adham 
bin Baba Menteri Sains, Teknologi dan Inovasi

♦部長 ♦副部長

Menteri Sumber Manusia
♦部長 ♦副部長

Menteri Pertanian dan Industri Makanan
♦部長 ♦第一副部長

y) 阿旺哈欣
\ YB Haji Awang
S. Bin Hashim

拿督斯里沙拉瓦南
YB Datuk Seri Saravanan A/L Murugan

Menteri di Jabatan Perdana Menteri (Ekonomi)
♦部長（經濟） ♦副部長

I戀 YB Khaiiy Jamafuddin

Menteri Wilayah Persekutuan
♦部長 ♦副部長

Menteri Pembangunan Usahawan dan Koperasi
♦部長 ♦副部長

拿督斯里慕斯达法
拿督斯里 
罗纳建迪
YB Datuk Seri 
Dr Ronald Kiandee

Menteri di Jabatan Perdana Menteri 
(Tugas-tugas Khas)
♦部長（特別任務）♦副部長

W 拿督斯里山达拉
, YB Dato’Sri Dr

Yw. Santhara Kumar '

丹斯里安努亚慕沙
YB Tan Sri Datuk Seri Panglima Hajifir 
Annuar Bin Musa

拿督斯里旺朱乃迪
Menteri Pembangunan Luar Bandar
♦部長 ♦第一副部長

Menteri Wanita dan Keluarga
♦部長 ♦副部長

Menteri di Jabatan Perdana Menteri 
(Parlimen dairUndangundang)
♦部長（國會與法律）♦副部長 拿督茜蒂再拉

YB Dato' Majah Siti Zailah 
^ Binti li/lohd Yusoff

拿督斯里丽娜哈仑
YB Datuk Seri Rina Binti Mohd Harun

拿督斯里黄曰昇
YB Dato'.Sri
Dr Wee Jeck Seng 1 ..

拿督li拉迪夫
YB Datuk Dr Hj Abd Latiff 
Bin Hj Ahmad

拿督莫哈末 
凯鲁丁
YB Dato' Dr Mohd Khairuddin 
Bin Aman Razali

Menteri Pengajian Tinggi
♦部長 ♦副部長拿督达基尤丁

YB Dato' Takiyuddin Bin Hassan

Menteri di Jabatan Perdana Menteri 
(Hal Ehwal Agama)
♦部長（宗教事務）♦副部長

♦副部長

拿督曼梳奧曼
^ YB Dato'Dr Mansor 

Bin Othman

拿督诺菜妮
YB Dato' Dr Noraini Binti Ahmad

Menteri Pelancongan, Kesenian dan Kebudayaan

♦部長 ♦副部長

拿督斯里希山慕丁
Menteri Tenaga dan Sumber Asli
♦部長 ♦副部長> 拿督斯里祖基菲里上■属

YB Dato' Seri Dr. Hj Zulkifli 
Mohamad Al-Bakri

Menteri di Jabatan Perdana Menteri 
(Hal Ehwal Sabah dan Sarawak)
♦部長 ♦副部長
(沙巴與砂拉越事務） M ■

Menteri Perdagangan Dalam Negeri 
dan Hal Ehwal Pengguna
♦部長 ♦副部長 國豕團結部

Menteri Perpaduan Negara

♦部長 ♦副部長

分阿s匕朱
___ | YBAIiAnakBiju

拿督三苏丹努亚
YB Dato' Dr Shamsul Anuar Hj Nasarah

拿督哈妮法
YB Dato’ Hajah H, 
Hajar Taib

拿督斯里麦西慕 ♦第一副部長

拿督哈丽玛
YB Datuk Halimah Binti

Menteri Komunikasi dan Multimedia
♦部長 ♦副部長

♦副部長
♦副部長

jm/拿督查希迪
YB Datuk Zahidi 
Bin Zainul-Abidin

拿督斯里赛富丁阿都拉
YB Dato' Seri Saifuddin bin Abdullah

拿督斯里 
韩沙再努丁
YB Datuk Seri Hamzah 
Bin Zainuddin

哈斯比哈比波拉

拿督斯.
YB Datuk Seri 拿督斯里利查马力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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