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d Giants pilih SBPJ 
Kuala Lumpur: Pasukan Selangor akan 
menggunakan Stadium Bandaraya Peta-
ling Jaya (SBPJ) sebagai gelanggang tuan 
rumah untuk perlawanan pusingan kedua 
Piala FA pertengahan bulan ini. 

Ini berikutan Stadium Shah Alam yang 
menjadi venue keramat skuad The Red 
Giants masih terbabit de-
ngan kerja baik pulih. 

Setiausaha Agung Persa-
tuan Bolasepak Selangor 
(FAS), Dr Johan Kamal 
Hamidon berkata, sta-
dium itu menjadi pili-
han untuk aksi Piala FA 
jika Stadium Shah Alam 
tidak sempat dibaik pulih. 

"Setakat ini, kita melihat 
proses baik pulih berjalan lan-
car tanpa sebarang masalah dan 
berharap dapat mencapai standard 
yang ditetapkan Liga Bolasepak Malaysia 
(MFL). 

"Jika Stadium Shah Alam tidak sempat 
digunakan sebelum tarikh perlawanan 
mungkin kita akan melihat venue lain 

seperti SBPJ. 
"SBPJ cuma menghadapi 

masalah rumput dan mungkin mengambil 
masa dua atau tiga minggu saja untuk baik 
pulih," katanya. 

Sebelum ini, Arena Metro melaporkan 
Stadium Shah Alam dan SBPJ tidak dapat 
digunakan pada awal saingan Liga Super 

berikutan kerja penambahbaikan 
masih lagi berjalan. 

Perlawanan kedua Liga 
Super menyaksikan Se-
langor terpaksa meng-
gunakan Stadium Nasio-
nalBukitJalil(SNBJ) ke-

tika menerima kunju-
ngan Perak manakala 

Petaling Jaya City (PJ Ci-
ty) pula beraksi di Sta-

dium UiTM menentang Pa-
hang. 
Malang menimpa skuad Ger-

gasi Merah apabila SNBJ hanya di-
benarkan digunakan sekali saja sebagai 
gelanggang tuan rumah manakala per-
lawanan seterusnya perlu dilangsungkan 
di venue lain. 

Ini disebabkan MFL mahu memelihara 
prestij stadium berkenaan sebagai gelang-
gang rasmi pasukan kebangsa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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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ia bekerjasama 
dengan Pusat

Selangor berharap hubungan 
dua hala itu akan berjalan 
dengan lebih profesional

Kerajaan Selangor bersedia 
bekerjasama dengan bari-
san Kabinet baharu yang di-
umumkan Perdana Menteri, 

Tan Sri Muhyiddin Yassin kelmarin un-
tuk kesejahteraan rakyat di negeri in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berkata, pihaknya turut 
berharap hubungan dua hala antara ke-
rajaan negeri dengan kerajaan Perseku-
tuan akan berjalan dengan lebih profe-
sional.

“Demi kesejahteraan Selangor dan 
Malaysia, kedua-dua pihak perlu mem-
punyai kerjasama erat kerana negeri ini 
menyumbang sehingga 25 peratus kepa-
da pendapatan negara. Jika ia gagal, pa-

Amirudin (empat dari kiri) bersama Dr Siti Mariah (empat dari kanan) bergambar pada Majlis 
Pelancaran dan Penyerahan Watikan Lantikan Pengarusperdanaan Gender Negeri Selangor di Shah 
Alam semalam. 

SHAH ALAM 

ling menerima kesan adalah rakyat.
“Menyedari perkara ini, saya hulur-

kan tangan untuk bekerjasama dengan 
kerajaan Pusat secara profesional,” ka-
tanya kepada pemberita ketika diminta 
mengulas mengenai pelantikan barisan 
menteri dan timbalan menteri baharu di 
sini semalam.

Terdahulu, beliau merasmikan Maj-
lis Penyerahan Watikah Lantikan Peng-
arusperdanaan Gender Negeri Selangor 
yang turut dihadiri Exco Kesihatan, 
Kebajikan, Pemberdayaan Wanita Dan 
Keluarga negeri, Dr Siti Mariah Mah-
mud.

Kelmarin, Muhyiddin mengumum-
kan barisan Kabinet baharu yang meme-
nuhi aspirasi rakyat  merangkumi  Parti 
Pribumi Bersatu Malaysia, Bari san Na-
sional, Gabungan Parti Sarawak dan Pas.

Pada 1 Mac lepas, Muhyiddin meng-
angkat sumpah sebagai perdana mente-
ri kelapan di hadapan Yang di-Pertuan 
Agong Al-Sultan Abdullah Ri’ayatuddin 
Al-Mustafa Billah Shah di Istana Nega-
ra.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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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Dzulkefly ketuai Majlis Tindakan Khas Covid-19 Selangor
SHAH ALAM - Majlis Tin-
dakan Khas Covid-19 yang 
mengadakan mesyuarat kali 
pertama semalam melantik 
bekas Menteri Kesihatan, 
Datuk Seri Dr Dzulkefly Ah-
mad untuk mengetuai jawa-
tankuasa bertindak itu.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berkata, mesyuarat berke naan 
turut bersetuju menubuhkan 
pasukan bagi memantau dan 
mengawasi wabak berkenaan.

“Dr Dzulkefly bersetuju mengetuai 
jawatankuasa bertindak berkenaan,” ka-

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di 
sini semalam.

Menurutnya, pada mesyu-
arat sama Jabatan Kesihatan 
Negeri Selangor turut me-
nyampaikan taklimat berkai-
tan perkembangan wabak 
tersebut.

“Sebanyak 60 peratus da-
ripada kes Covid-19 memba-
bitkan warga Selangor. Bagai-
manapun orang ramai tidak 
perlu khuatir kerana keadaan 

masih terkawal dan dinasihatkan mela-
kukan langkah pencegahan yang ditetap-
kan Kementerian Kesihatan,” katanya.

DR DZULKEF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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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S J recognises residents who volunteer their time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s 
(MPSJ) Residents Committee (JKP) 
comprises people who are the 
go-between for the municipality 
and Subang Jaya residents, with 
the aim to serve the people as well 
as shape and build the township 
via constructive feedback. 

State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transport and new village 
development committee chairman 
Ng Sze Han said the committee's 
collaborative effort with MPSJ 
enabled a platform to share ideas 
and address problems. 

"Committee members who 
volunteer their time for the 
betterment of the community must 
be given recognition as it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the local council 
to work with the people and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he 

said at a ceremony organised by 
MPSJ that saw awards given out to 
JKP and other volunteers at 
Sunway Resort Hotel & Spa, 
Subang Jaya. 

MPSJ president Noraini Roslan 
said it was important to work with 
the community and recognise their 
efforts as it allowed the council to 
bring in basic amenities, strength-
en local decision-making and 
improve engagement with resi-
dents in each area. 

"People in various neighbour-
hoods are increasingly working 
together with MPSJ to collectively 
address local issues," she said. 

Ng and Noraini presented the 
awards to volunteers from various 
neighbourhoods during the event 
which featured dinner and 
entertainment. 

Sze Han (centre) 
and Subang Jaya 
assemblyman 
Michelle Ng (at 
his left) wi th JKP 
volunteers who 
were given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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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传武汉肺炎消息众多，引起民众议论纷纷。

郭貞黎

KOI KINRARA SUITE公寓管 

理层日前发出通告，表明有 

居民被确认患上武汉肺炎。

吉隆坡10日訊）社交媒体传出蒲种区接二连三 

有居民患上武汉肺炎（2〇19冠状病毒疾病），让不 

少蒲种人闻之色变，各个被网传的地区已积极展开 

各项预防工作，包括清洁和消毒等。

据《中国报》了解，一个星期来，社交媒体不断狂传有人 
患上武汉肺炎的消息，包括蒲种地区，相关消息和贴文也在 
社交媒体中狂传，引发居民们和商家的担忧。

据悉，随著于2月28日，社交媒体开始传出有武汉肺炎病 

患在确诊后，在蒲种一带趴趴走消息，有关消息之后也被卫 
生部确认为假消息。

行动党金銮区州议员黄思汉更亲自到其中一间被传的地点 
曰来美食中心，享用早餐辟谣。

在3月5日，蒲种再传出有人患上武汉肺炎的消息，让不

少蒲种人闻之色变。
位于金銮镇的Brainy Bunch私立伊斯兰国际学校也发 

出通告，指其中一位家长曾接触过武汉肺炎患者，以致 
该校也于本月6日关闭学校，要求家载孩子自行隔离。

天主教吉隆坡总教区秘书长也于本月6日发布文告， 
表明蒲种天主教堂的一位信徒于3月5日被确认患上武 

汉肺炎，已在双溪毛糯医院接受治疗。
该教会也劝告曾与该女信徒接触过的信徒到医院 
接受检查，并且自行隔离14天，密切关注本身的 

健康情况。

在本°月9日，蒲种区又传出在蒲种再也的 
KOI K]XRARA SUITE公寓有M民患上武汉 

肺炎，也让该公寓管理公司的通告在 
社交媒体中狂传。

社交媒体也传出在蒲种区 
某间著名健身中心，有 

会员已确诊患

上武汉肺炎，包括该健身中心发给会员的t 
通告也在社交媒体中流传，引起一些会 ̂
员担忧。

展開清潔消毒

根据记者致电给上述被网传单 
位询问时，皆表明确实有居民和」
会员被确诊患上武汉肺炎，而该 
单位已采取了预防措施，包 
括进行清洁和消毒工作。

他们也劝告会员和居民 
不要过于担优，只要注意 
个人卫生和健康情况。

虽然该间健身 
中心曾于昨天关 
闭-天但今日也如 
常营业，也有会员、T〇... ^
的来到使用健身设\ W 

备。
至于位于金銮镇的 

Brainy Bunch私立伊斯 

兰国际学校，该对父母 
已被确诊为武汉肺炎患 
者，目前已在双溪毛糯医 
院接受治疗。

该学校目前是继续上课，
并且也进行了各项防范工 
作，包括清洁和消毒，但许多 
家长都选择让孩子在家隔离，造 
成学生的出席率大减。

金銮镇的Brainy Bunch私立 

伊斯兰国际学校发出通告， 
表明于本月6日关闭学校，如 

今已恢复上课。

天主教吉隆坡总教区秘书长于本 
月6日发布文告，表明蒲种天主 
教堂一位信徒于3月5日被确认患 

上武汉肺炎，已在双溪毛糯医院接受治 

疗。

卫生部之前曽针对社交媒体中狂传的 

消息做出澄清，表明是假消息。

在

♦位于蒲种一间健身中心
实是有一位会员被确认患上武汉肺炎，周 
一（9日）曾关闭一天，进行各项消毒工 

作。
k们目前如常营业，而且每一两个小时进行消 

毒工作，因此会员们也无须过于担忧。

黃思漢:部分網傳為{MU
种金銮区州议员兼雪州行政议员 
黄思汉劝告蒲种区的居民和民众 

不要担忧，尤其是针对最近在社交媒 
体中狂传的武汉肺炎消息，因为有部 
分是假消息。

黄思汉接受《中国报》记者询问时 
说，卫生部所采取的措施证明了能有 
效控制疫情，所以大家无须过于担 
忧，而是需要跟著卫生部的指南处 

理。
他在近期内确实有接获许多居民 

和商家的询问及投斥，其中有部 
分声称买不到口罩、口罩价格太 

高等
&也劝告居民要查询卫生 
部网站及得到最新讯息，

♦金銮镇Brainy Bunch私立伊斯兰国际学校 

分行经理阿法
本月6日曾因其中一位学生的母亲曾接触过 

武汉肺炎病人，当时宣布暂时关闭，以在 
学校进行消毒和清洁等工作。

卫生部之后曾到来确认，在学校展开各项预防 
工作后，当局也允许学校重新恢复运作。 
随雜敝粒祀翻i人患上甜又職，

> 灘炎，他是从胡5日开始隔离14天。
我们的学生人数共有120位，学生年龄是从2岁 

至6岁，随著学校重新开课，目前只有20位学生 
来上课。

学校°曾发出通知，如果家长们担忧，可以让孩 
子在家自行隔离，因此我们相信家长们的忧虑而 
没有让孩子来学校上课。

©疆營雪警惕居民
♦KOI KINRARA SUITE公寓管理层

;^周一（9日）被告知其中一位男性居民被确 

#认患武汉肺炎，该位男子目前是在双溪毛 
糯医院接受治疗。

管理层在接获卫生部的通知后，在4座公寓张 
贴了以3语书写的告示，提醒居民提高警惕，注 

意个人的清洁等，同时开始在公寓的公共区域进 
消毒和清洁工作，包括升降机和内外按钮处也全 
进行消毒。

但在进入管理层的办公室则必须要量体温，也 
有提供消毒搓手液让居民使用，也劝告居民要戴 
□罩。

随i述通告发出后，接到许多居民询问，对于 
消息深表担心，我们也基于安全考量，也没有向 
居民透露过该患者的资料。

该男子是独居，因此并没有家属涉及要隔离。

并根据指南做好防范措施等。
他说，我国面对口罩缺货的其中一 

个原因，是有厂商为了赚取更高盈 
利，把口罩出口到国外。

“之前已向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 
部反映，政府是有需要禁止口罩出 
口，及管制在网上售卖，其价格是比 
顶价贵出几倍，希望新中央政府能继 
续关注此课题。”

他建议当局应考虑提高口罩的顶 
价，因为全球都在抢购口罩或口罩原 
料，价格上涨。所以厂商卖出国以赚 
取更高盈利，零售商也不敢从外国进 
货，因为成本远远超过顶价，如果所 
售卖的口罩价格超过顶价也是属于违 
法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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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曰被迫和这些人纠缠。 
这样还有意义吗？

其实，马来西亚不缺这 
类型的部长，例如教育部 
前部长慕沙莫哈末、首相 
署前部长依德里斯加拉和 
阿都华希。他们在任期间 
大多表现平平。依德里斯 
加拉充其量办了许多实验 
室，但是最后留个后人的 
是什么？

此外i新阵容32名部长 
之中竟然只有4名女性， 
反观希盟27名部长中， 

女性就占了五名。孰优 
孰劣，一看就知。有趣的 
是，杨美盈的MESTECC被 

拆成3个部门。坊间有人 
笑问，难道三个男人的能 
力也比不上一位孕妇？

越看越有趣

另外，还有一些怪事， 
我称之为“不入阁怪 
事”。例如巫伊两党党魁 
不入阁。出任法律事务 
部长的伊党秘书长达基 
尤丁会否重启《355修正 

案》？如果是，那么入阁 
不入盟的砂盟要如何向砂 
州选民解释？马华国大党 
的国会议员会否投反对 
亭？
""如果不，达基尤丁要如 
何向党魁哈迪交代？伊党 
要如何向基层选民交代？ 
当初他们污衊行动党反伊 
斯兰，如今权力在手，他 
们还是办不了，还能怪行 
动党吗？

早前盛传国盟打算以委 
任入阁来交换霹雳州务大 
臣这个职位，可是到今天 
还是那只青蛙还是霹雳州 
务大臣。霹雳巫统坐拥25 

位州议员，难道他们不想 
当州务大臣吗？万一霹雳 
苏丹委任巫统人当州务大 
臣，土团党岂不是赔了夫 
人又折兵？

这场丨圣事连连，但是 

去P越看越有趣，看来应该 
不会那么快落幕。

開 3

新
pq

閣
怪
事
連
連

经

?劉永山

过逾一个星期的折 
腾，由叛徒领导的 

国盟终于公布它的内阁名 
单，以及包含副部长的施 
政团队。不说不知，一 
说就看出新内阁阵容的端 
倪，可谓怪事连连。且看 
下面解说。

这个“国盟++”的内阁 
团队高达70人，占了国盟 
国会议员至少超过62%， 
反观希盟政府垮台前才54 

人，可见其何等臃肿。
第二，大家都在讨论为 

何没有委任副首相，反而 
却挑了盟党代表成为“高 
级政务部长”。到底什么 
是“高级政务部长”？

这让我想起2008年时的 

雪州民联政府不委副大 
臣，另立两个高级州行政 
议员职位。联邦宪法和州 
宪法并没有阐明这两个职 
位，因此这两个职位无实 
权，纯属政治安排。或许 
当首相不在时，就由这4 

个高级政务部长抽签决定 
谁主持内阁会议。

更令我担心的是，如果 
首相不能履行职务，但国 
内有突发事件或天然灾 
害，那么公务员要听哪一 
位“高级政务部长”？

第三，委任没有政治背 
景的人士或技术官僚入阁 
是否能够淡化政治博弈？ 
这些人是否能够推行良 
政、匡除歪风？值得我们 
思考。

在2008年，雪州政府曾 

经委任公民社会组织的成 
员当县市议员。如要他们 
发挥作用，我们必须提供 
一个友善的工作环境让他 
们大展拳脚。试想，如果 
国盟充斥大量的政棍和寻 
租者，那么这些技术官僚

Page 1 of 1

11 Mar 2020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7
Printed Size: 357.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7,042.02 • Item ID: MY003898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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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晋足总 负 登嘉楼二队 1比2

吉兰丹 胜 吉兰丹联 2比0

森美兰 胜 国民大学 2比0

霹雳二队 和 槟城 1比1

今曰賽程（11曰）

9:00PM柔佛达鲁塔克欣二队对吉隆坡 

(新山拉庆体育场）

9:00PM雪兰莪二队 对砂拉越

(士拉央市议会体育场）

昨曰成績（10曰)

*第3輪

馬來西亞首要足球聯賽

Page 1 of 1

11 Mar 2020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Sport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A13
Printed Size: 61.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203.26 • Item ID: MY0038983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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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阿南市政厅为访客测量体温，包括提供消毒手液。

做好預防措施，

政府部門#^
IOT郭貞黎j

病）确诊病例出现，

(吉隆坡10日讯） 
国内持续有武汉肺炎 
(2〇ig冠状病毒疾 

一些地方政府、国州议
员及县市议员只取消部分活动，但有部分活 
动仍如常举行，雪州政府、各地方政府和各 
部门的各大小会议也如常举行。

据《中国报》了解，国内陆续传来武汉肺 
炎确诊病例，社交媒体也频有各种传闻出 
现，也引起不少公众和网友的忧虑。

尽管如此，一些地方政府只是取消部分活 
动，但有关于提倡健康生活的户外活动、会 
议、取缔行动等，还是如常进行，但也采取 
各项预防工作，包括派发口罩和消毒手液。

原于星期日（8日）在八打灵再也举行的 
2020年大马女性马拉松（MWM)活动，也因 

武炎肺炎疫情的扩散而取消。
莎阿南市政厅、安邦再也市议会星期曰如 

常举行无车日活动，并以提倡健康生活为 
主，吸引许多公众出席。

吉隆坡市政局也于曰前在总部举行大扫除 
活动，发动各部门官员参与，并在各公共区

■吉隆坡市政局各项会议如常举行。

域进行消毒工作。
雪州政府昨日也在礼堂举行常月集会活动，现 

场提供消毒手液，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也

出席，出席的公务员相当多，但大部分出席者都 
未戴口罩。

:轉 C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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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活動照跑• 定期跟進衛生部訊息
♦文接a 雪 一

些地方政 
府在受询 

问时表明截至目前，尚未接获 
雪州政府发出停止举行大型户 
外活动的指示，但也将定时跟 
进卫生部和雪州政府的相关讯 
肩'。

~°至于一些行政议员、雪#丨国 
州议员、吉隆坡国会议员等，

配合3月8日妇女节，如常赠 

花、赠保温袋等，行政议员办 
公室、国州议员的服务中心也 
是如常的服务，但也各别的进 
行预防工作，包括提供消毒手 
液供访客及选民使用。

他们重申，尽管频有新确诊 
病例的传出，但也不到于需要 
完全停止活动的进行，只要是 
有进行预防工作，相信一般的

活动还是照常出席。
至于一些县市议员也表明已 

减少举办一些活动，尤其是涉 
及到人数众多的户外活动，以 
减少传染的情况出现。

他们也表明如常的出席县市 
议会举办的各项会议，县市议 
会的各项会议也是如常的举 
行。

暫沒取消會議 ♦巴生市议员黄智荣

日g常出席市议会的各项会议，市议会的各项会议也 
是一样举行，暂时并没有取消会议或者是停止活 

动。
至于我领养区的活动，我目前已减少活动的举 

行，尤其是涉及到出席者人数太多的活动，都尽量不 
袁支厉脾〇

~相信i重要的是采取项预防工作，包括戴口罩、 
多注意个人卫生、使用消毒手液等。

減少舞台活動 ♦莎阿南市政厅 

公关主任沙林

然市政厅的无车日活动还是于昨天照样举行，但 
市政厅也减少了昨天的一些活动，例如舞台活动虽

等。

° 由于无车日活动也是提倡健康生活的活动，虽然市 
政厅还如常的举行此活动，但我们也采取各项防范工 
作，包括派发口罩、使用消毒手液等。

周曰（8日）出席无车日活动的人潮也是相当多， 

而且该节日也是配合妇女节活动，因此出席的女性也 
非常多。

沒嚴重到取消 _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

&这几天也如常的出席一些活动，包括星期 
#日在州选区内也出席妇女节的派花活动。

我的州选区的活动也是照样举行，虽然目前 
是有一些病例出现，但还不至于到严重至需要 
取消所有活动的地步。

我的服务中心也是如常运作，但我们也有提 
供消毒手液给民众使用。

本地疫情并不是到封城的地步，我相信只要 
是有做出各项预防工作，尤其是注意个人卫 
生、多洗手、使用消毒手液等，民众是无须过 
于恐慌。
iSl。政府也是根据卫生部指示，但截至目 

前，卫生部没指灌雪州政府停止举行活动。
目前，雪州政府在雪州政府大厦也采取各项 

防预措施，包括在进出口提供消毒手液，我们 
在行政议员办公室外也提供消毒手液，供访客 
使用。
1在°每周举行的行政会议，也汇报州内的武汉 
肺炎的情况，州政府将会根据卫生部的指示， 
采取各项预防措施。

■原定于3月8日在八打灵再也举行的 
2020年大马女性马拉松（MWM)活动，也 

因武炎肺炎疫情的扩散而取消。

t吉隆坡市政局 
在日前在总部举 

行大扫除活动， 
包括在公共区域 

进行消毒。

■莎阿南市政厅在举行大型户外活动时，也采取预防措施， 

包括让出席者使用消毒手液。

提高預防工作
♦万挠区州议员蔡伟杰

T^于我每天接触的选民和公众的人数非 
W常多，目前也已提高预防，包括使用 

消毒手液、多洗手等。
至于我的州选区的活动也是如常的举 

行，服务中心也是照常开放。
如果接到选区一些团体的活动邀请，或 

者是各部门的会议，也是照样出席。

執法行動照辦
♦吉隆坡市政局公关哈山

j隆坡市政局已减少一些户外及大型的 
口活动，但一些会议及执法行动还是照 

样的举行，并没有取消会议的举行。
我们也于日前在市政局总部举行大扫除 

活动，包括在公共区域进行消毒的活动， 
各部门也有参与。

市政局目前也采取各项预防措施，包括 
在进入市政局大厦的访客需要测量体温、 
使用消毒手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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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職場安全護照計劃

水供公司員工須上課
(布城10日讯）雪州水供管 

理私人有限公司与全国职业安 
全与卫生机构（NIOSH)配合， 

推介“职场安全护照”计划， 
规定所有水供公司承包商员工 
必须上课，以提升员工的健康 
与安全意识。

在这项计划下，所有承包商 
员工必须完成由全国职业安全 
与卫生机构安排的课程，才能 
获取“职场安全护照”。

雪州水供管理私人有限公司 
总执行长苏海米说，没有获得 
有关安全护照的承包商员工将 
不被允许进入水供公司管理的 
地方工作，如滤水站。

他说，该公司也是国内第一 
家参与全国职业安全与卫生机 
构推出的安全护照计划的水供 
公司。

他今日出席该计划推介礼 
后，这样指出。

他说，该公司强制规定所有 
承包商员工必须上课，确保所

有员工都了解及遵守该公司在 
健康、安全及环境方面的安全 
条规与政策。

他指出，去年该公司总共发 
生22宗职场意外，公司目标是 
今年的意外可以减少至15宗。

“安全护照包涵员工24小时 

保险，我希望所有承包商员工 
能提高安全意识，遵守所有安 
全程序。”

另一方面，全国职业安全与 
卫生机构执行董事阿育沙列指 
出，取得“职场安全护照”的 
优势是员工无需再上大马建筑 
工业发展局（CIDB)制定的承 

包商员工安全课程。
他说，大马建筑工业发展局 

要求所有承包商员工必须上课 
才能持有“绿卡”，而该机构 
的安全护照，可让员工直接申 
请K，〇

他对于水°供公司愿与政府配 
合，协助提高职场安全，尤其
杲在滤水站的安全感剞满意。

PRINTED AND DISTRIBUTED BY PRESS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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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前擺攤被取締
(吉隆坡10日讯）位于斯里鹅 

唛的餐馆业者，一星期前甫遭± 

拉央市议会取缔，唯仍顽固不 
灵，第5次违例继续把摊位、帐 

架、桌椅等物放置在店前，阻碍 
韵司。

^据士拉央市议会文告，市议 
会曾于本月5日针对该餐馆进行取 

缔行动，当时共有20位执法人员 

的参与，充公15个帐架、10张椅 

子、3个摊位、6张圆桌。

文告说，当时市议会也提醒业

者，不要在没有取得市议会允许 

下，置放物品在五脚基，造成公 

共空间的阻碍。

阻礙空間

文告指出，市议会在3月9曰进 

行巡逻活动时，却再发现业者还 

是把桌椅、摊位等放在五脚基和 

店前。

文告说，市议会再度针对该店 
进行取缔，并充公15张可折叠的 

桌子、9个不同尺寸的摊位等物

品。
“总共有16位执法人员参与此 

次行动，市议会是据道路、沟渠 
和建筑物法令第46 (1) d条文下 

进行的取缔行动。”

文告说，有关业者不负责任的 

行为，已形成公众面对阻碍，在 

晚上也面对交通阻塞问题，环境 

卫生也没有获得照顾，对于在路 

旁和路肩上用餐的顾客也造成生 

命安全的威胁。
文告指出，这也是该业者第5 

次违例，市议会也将会重新检讨 

其营业执照，将会进一步采取行 

动，确保业者不会再三的违反同 

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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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10曰讯） 

前卫生部长拿督斯里 

袓基菲里将领导雪州 

武汉肺炎（2〇19冠状 

病毒疾病）特别防疫 

专案小组，全面监督 

雪州武汉肺炎疫情， 

避免疫情扩散。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 

阿米鲁丁今日a持 

武汉肺疫情特别行动 
理事会的会议后发文 

告，作出上述的宣 

布。这也是该特别行 

动理事会首次会议。

迪卡玛鲁查曼教授。

他指出，他们也将 

使用地理信息系统 
(GIS)，协助追查 

与患者有密切接触人 

士，并将和有关当局 

分享相关资料，以采 

取进一步行动。

他说，特别队伍也 

将在周四向州政府提 

呈行动蓝图，内容涵 

盖向民众传播疫情讯 

息。

“我们不想指示取 

消所有公开活动而引 

起民众不满，但州政 

府将发出指南，确保 

民众在类似活动的安 

全，州内活动主办单 

位提供消毒剂、口罩 

及疫情汇报。”

病患有607。是雪州子 

民，但雪州子民也无 

须过于担忧，因疫情 

仍在卫生局掌控中， 

同时雪州指挥中心会 

掌握疫情，包括通过 

谷歌系统追踪。

“公众不要过于担 

忧，民众应遵守卫生 

部指南，采取各项预 

防措施。”

其他出席者计有雪 

州秘书、雪州行政议 

员、雪州卫生局和雪 

州天灾委员会。

■州大臣阿米鲁丁 

较后在一项活动中受 

询时说，该特别防疫 

专案小组成员包括前 

副卫生总监（研究与 

技术支援）拿督李国 

忠医生、叶伟安医生 

(译音）、拿督慕沙 

莫哈末诺丁医生和阿

監臂州円疫情

;領導雪防疫組

翻市炎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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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副揆排陣最“臃腫”

慕尤丁陶IS
慕尤丁新内聞亮點

1.史上最失多元色彩的内阁，非土著部长只有4个，副部长也 

只有12个

首次没有副首相，改由4名政务部长取代 

3. T0人的臃肿内阁，排排坐吃果果的味道浓

而最年轻的则是只有32岁的青 

年及体育部副部长旺阿末法依 

沙。

8

9

10

最年长的内阁成员：慕尤丁 

最年轻的内阁成员：旺阿末法依沙 

最资深内阁成员：慕斯达法

最多正副部长职的政党，即土团党，包括跳槽至该党的 

“敏派”国会议员都当官

东马国会议员唱丰收，这次共获得6个部长和11个副部长职 

巫统主席和署理#席首次不在内阁名单内 

伊党睽违逾40年，再度获得3个部长和5个副部长

部长（1"5_1999)及副财长 

(1993-1995)。

在69名正副部长中，只有4 

个部长和12个副部长来自非土 

著，其余都是土著，这意味本 

次的内阁名单可说单一族群占

多数的一次。

值得一提，这也是首次出现 

巫统在执政时，头两号人物均 

不在内阁名单内；伊斯兰党在 
睽违逾40年，也获得3个部长 

职和5个副部长职。

(吉隆坡10日讯）首相丹斯 

里慕尤丁昨日公布的新内阁， 

除了是我国有史以来首次没有 

委任副首相，内阁排阵也是近 

几届政府中相对的“臃肿”， 

这些都成为此次内阁公布后的 

新亮点。

从内阁名单中而言，慕尤丁 

排阵可谓“论功行赏”，大功 

臣之一的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除了获得高级政务部长（国际 

贸易及工业部）外，随同他过 
党至土团党的另9名国会议员 

都当官，可说是大赢家。

至于在这次内阁中，年龄最 
大的莫过于已72岁的慕尤丁，

富豐驗經法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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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魯丁：雖處不同陣營 需回歸到專業化政府運作

沒必要與阿茲敏鬧翻
场合的关系，就像他和巫统及 

国阵领袖等见面时，还是能友 

好握手，只是他不能出席内阁 

会议、阿兹敏不能参与公正党 

会议罢了。

询及这是否意味雪州与阿兹 

‘敏保有共同合作的空间，阿米 

鲁丁强调，雪州及联邦必须共 

同行事，否则人民就是受害 

者。

他说，雪州贡献了全国25% 

经济增长总额，他身为大臣， 
非常明白本身的职责，也希望 

联邦新政府了解本身的责任，. 

以人民利益为前提，与雪州继 
续合作行事。（TTE)

■米鲁丁也是雪州希盟主席兼雪州公正党主 

P」席，他笑称，阿兹敏如今虽然官拜联邦高级 
部长，但一切需回归到专业化的政府运作。

"我不确定（雪州与阿兹敏的关系）会否有特殊 

待遇、或较差的待遇？重要的是他也是雪州鹅唛区 

国会议员，他有责任、也在雪州服务过，他知道雪 

州的利益，以及雪州对联邦的重要性，希望不会因 

为政治上的差异，妨害了专业化运作。”

对于如何看待本身被称为阿兹敏在雪州的接班人 

的说法，他反问，雪州于2008年换政府时的大臣 
为卡立，其前任为国阵大臣莫哈末基尔，难不成卡 
立和基尔两人是好友？

“阿兹敏之后取代卡立担任大臣，若要按照这样 

的继任者的论断，就没有意义。"

对于新出炉的内阁阵容，阿米鲁丁重申，希望雪 

州与联邦政府维持专业合作的关系，不要重现国阵 

时期，雪州被压制和欺负的情况。

“但如果还是发生了，我相信人民会有裁断，会 

在大选时全力支持雪州政府。”

與希盟商量會否改組行政議會

(沙亚南10日讯）向来被 

视为前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 

里阿兹敏在雪州的接班人的雪 

州大臣阿米鲁丁表示，他与阿 

兹敏如今虽在政治上处于不同 

阵营，但基于人道上的联系， 

他私下与阿兹敏仍然保持友好 

关系，没必要因政见不同而闹 

翻。

不过，他重申，在政治和州 

行政事务上，一切还是必须回 
归专业化管理，就算有痛心等 

情绪，也只能收藏在心里。

阿米鲁丁是出席雪州妇女 
力量机构（IWB )的一项活动 

后，被问及他和被委任为联邦 
贸工部高级部长的阿兹敏的私 

人关系时回应，如果要迈向成 

熟政治氛围，无论是人与人之 

间、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 
伊斯兰教义中人与动物的关 

系，都还是需要继续维持的。

“我们不能因政见不同而断 

绝所有来往和关系，那很糟， 

还不至于到如此情况，对方若 

向我们问安示好，我们应给予 

友善回应。”

他形容，他与阿兹敏在公开

■于雪州是否会改组行 

政议会，以填补被 

撤换的雪州土团党主席拿 

督阿都拉昔的行政议员职 

务，阿米鲁丁表示，他将 

就此事和全体行政议员及 

希盟领袖商讨。

对于雪州土团党是否需 

辞去所有地方官职，他表 

示目前阶段性撤除土团党 

在行政议会的官职，原则 

上必须这么做，因土团党 

已退出希盟。

他说，按理土团党雪州

议员也被视为独立和'列为 

反对党，但既然有4名该党 

州议员作出支持希盟的举 

动，所以他尚未指示土团 

党需辞全部地方官职的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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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財長矢解決經濟挑戰冀政局不影響工作
(吉隆坡10日讯）财政部长东姑赛 

夫鲁指出，他将致力于解决国家面临 

的经济挑战，并希望国家当前的政局 

不会给他的工作带来不利的影响。

赛夫鲁今日在国会上议院宣誓就任 

上议员后受询时，恳请各界给予他多 
一些时间来处理财政部的事宜，包括 

在提呈任何行动计划前必须先研究国 

家经济状况。

他对受委为财政部长表示感到惊 

讶，因为他並不是政治工作者。

不过，他强调：“我们现在需要 

集中国家面对的挑战，就是搞好经 

济〇 ”

东姑赛夫鲁在宣誓后于傍晚6时10 

分到财政部打卡上班，并聆听秘书长 

丹斯里巴德里的汇报。

询及会否调整财政预算案时，他表 

示必须听取汇报后才能回应，因此促

媒体给他时间去了解和熟悉部门事 

务，才能回应各种问题。

林万锋：确保续成外资首选

另_方面，贸工部副部长拿督林万 

锋在宣誓为上议员后说，贸工部不仅 

是一个历史悠久且体制相当完善的部 

门，在国际招商引资方面也享有声誉 

的部门。

他说，就如部长阿兹敏阿里所说， 

政府今年将把重点放在2020年亚太经 

合论坛（APEC )峰会，作为主办国， 

希望藉此加强我国与各个经济体的合 
作。

“贸工部向来都推动招商引资的计 

划，我们会确保外资继续把马来西亚 

成为他们投资的首选。”

他也表示，将也会扮演好上议员的 

角色，参与法案的辩论及提出意见。

另外，教育部副部长拿督马汉顺吁 

请大家给他一些时间熟悉部门的运 

作，然后配合部长尽全力把工作做 

好。
他没有对马华再取回教育部副部长 

职，能否走完承认独中统考文凭的最 
后一哩路的问题作出正面回应，只 

说：“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向来作风 

低调，喜欢少说话，多做事的人。” 

"对我来说，教育部是一个相当新 

的部门，我比较注重如何做好份内工 

作〇 ”
马汉顺说，他也会联合各方面的教 

育人士和团体，如董总和教总，大家 

一起努力，协助他推动教育改革。

在感谢首相信任的同时，他也感谢 

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家祥的推荐，让他 

有机会为国家和人民服务。（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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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盟領袖形容純粹討好

新内閥沒明確方向與政策
(吉隆坡10日讯）对首相丹斯里慕 

尤丁昨天宣布的新联盟政府内阁，希盟 

领袖认为，内阁阵容的正副部长人数， 

显示纯粹是为了讨好涉及的各政党。

前直辖区部长卡立沙末说，与希盟政 
府时期的55人相比，国民联盟的政府 

部长人数增至70人，显示是“人人有 

份”的阵容，而且比例不代表由多元种 

族组成的马来西亚。

此外，他指出，除了拖垮希盟及成为 

政府，新内阁没有明确的方向与政策， 

也没有宣言驱动这个内阁。

“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充满盗贼和叛徒 

的政府，只会推翻希盟以前曾经做过的 

好事〇 ”
卡i沙末也是国家诚信党宣传主任， 

他直指慕尤丁组成的"后门内阁”，已 

剥夺人民在上届大选给予希盟的委托。

他说，支持这个政府的国会议员人数 

是否合法依然存在质疑，所以从法律角 

度看，这个政府的有效性也值得怀疑。

“因此，它必须尽快在国会以不信任 

动议投票进行检验。”

伊斯兰党妇女组主席拿督茜蒂再拉的 

受委为妇女与家庭部副部长，则受到前 

妇女及家庭发展部长杨巧双质问该部针

对童婚的斗争规划将会怎样。

她在推特发文说，慕尤丁的内阁没有 

委任副首相，显示前副首相拿督斯里旺 

阿兹莎是无可替代的。

对巫统的拿督哈丽玛受委为国家团结 

部长讽剌地说，杨巧双祝福根据种族及 

宗教组成的新联盟，在领导该部门时一 

切顺利。

霹雳州行动党顾问兼木威区国会议员 
拿督倪可汉发推文说，相比希盟的55 

名正副部长，由70人组成的新内阁阵 

容，意味着需要使用更多公款支付有关 

正副部长。

另外，青年及体育部前部长赛沙迪则 

恭喜拿督斯里利查马力肯及其副手旺 
阿末法依沙，希望他们在青体部竭尽所 

能，为青年及国家体育发展贡献。

以上议员身份受委的旺阿末法依沙， 

原是赛沙迪的特别官员。

与此同时，公正党通讯组主任法米也 

向新任直辖区部正副部长丹斯里安努亚 
慕沙和拿督斯里山达拉送上祝福，希望 

他们能实施帮助城市贫穷者脱离贫穷的 

政策，建造更多低收入群体的房屋，并 

提高吉隆坡市政厅的服务效率。（LMY>

Page 1 of 1

11 Mar 2020
Guang Ming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49,712 • Page: A7
Printed Size: 201.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3,045.45 • Item ID: MY0038984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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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基菲里阿末已经答应 

抗疫行动小组。

代领雪州

(吉隆坡10曰讯）基于6成我 

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来自雪兰莪，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周二宣 

布委任前卫生部长拿督斯里祖基菲 

里阿末代领抗疫行动小组，应对曰 

益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

阿米鲁丁说，祖基菲里已答应 

接下相关任务，小组成员将包括4 

名医务专家、雪州卫生局代表及州 

天灾应对小组代表，以防止新冠病 

毒继续肆虐及传播，危害州民的健 

康0

“我们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因为 

发现在117宗确诊病例中，其中 

60%的确诊患者来自雪州。”

他今曰（10曰）在雪州莎阿南 

出席一项活动时，向媒体发表以上 

谈话。
阿米鲁丁续说，有关小组即曰

起开始运作，并将与雪兰莪智能指挥中心合作，以便鉴定高风险 

疫情位置的讯息。

“除此之外，我们也将到高风险区的学校及公共场所，与当 

地社区合作联手抗疫。”

他也促请那些即将举办大型活动的主办单位，应该发放口罩 

及洗手液给参与者，以应对疫情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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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尤丁委70正副部长

希盟领袖你L取慊盟党
(布城10日讯）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周一宣布一个 

32个部长及38个副部长的新内阁阵容，遭希盟领袖讥讽 

为一个取悦盟党的内阁。

卡立沙末:为各自利益组成
前联邦直辖区部长卡立沙末周一晚在脸书发文炮轰， 

慕尤丁的内阁成员是由叛徒及盗贼为各自利益组成。

“这个内阁为了推倒希盟政府及执政为目标，让希盟过 

去的努力付诸东流，没有清晰的斗争政策与方向来领导政 

府，更无法反映马来西亚族群的色彩。”

他也是国家诚信党策略局主任说。他说，比起希盟政 

府期间的55个正副部长职位，慕尤丁设立7◦个正副部 

长，旨在确保每个人都获得蛋糕。

他也质疑支持慕尤丁议员的人数，并认为应该回到国 

会，以不信任动议的方式测试支持慕尤丁人数的多寡。

杨巧双质疑副妇女部长人选
前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也质疑伊党 

妇女组主席茜蒂再拉受委该部副部长，会否对部门打击童 

婚的努力造成影响。

她昨晚（9曰）在推特发文说，副首相的人选腾空也 

意味前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是无可取代。

她也对新设的国家团结部长拿督哈丽玛说：“对一个 

以宗教及种族政治的人来领导这个部门，祝一切顺利。”

倪可汉:70职位花更多公款
民主行动党木威国会议员拿督倪可汉也在推特上指，慕 

尤丁设立的7◦个正副部长职位将导致政府花费更多公款。

赛沙迪冀青体部续推动发展
前青体部长赛沙迪则祝福新任正副部长拿督斯里利查 

马力肯及旺阿末法依沙，希望他们继续照顾及推动青年及 

体育的未来及发展。

旺阿末法依沙也是赛沙迪前助理。

法米：礼端隔离中如何宣誓
人民公正党国会议员法米则祝福数名部长的任职，包 

括联邦直辖区正副部长丹斯里安努亚慕沙及拿督斯里山达 

拉古玛的任职，希望他们能够兴建更多廉价房屋以及提升 

吉隆坡市政局的效率。

法米也是公正党通讯主任，他今天（10日）透过推特 

发文，同时也点名曾经同一阵线的拿督斯里礼端是否会在 

今天到国家皇宫宣誓。

“据了解，你仍在14天内的隔离期，你今天会如期到 

国家皇宫宣誓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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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政府设专案小组

前卫长领军雪州防疫

祖基菲里阿末

(莎阿南10日讯）雪兰莪州政

府成立由前卫生部K：拿督斯里 

祖基菲里阿末博士为首的4人 

t?案小组，监督和掌控雪州 

2019冠状病毒病的疫情发展。

六成病患是雪州人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 

丁说，根据卫生部截至3月9 

日的数据，全国共接获117宗 

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当中60% 

病患是雪州人。

“W此，雪州冠病特別行动 

委员会议决成立上述专案小 

组，小组也会和精明雪州指挥 

中心合作，包括使用地理资讯 

系统，以确定冠病流向，并和 

相义单位共享信息，作为进一 

步防范规划。”

防疫t?案小组除了有前卫 

艮兼瓜雪国会议员祖基菲里， 

其他3名成员为前副卫生总监 

(研究与技术支援）拿督李国忠 

医生、叶医生和阿迪卡马鲁查 

曼教授。

阿米鲁丁今早出席雪州妇 

女自我增值机构（IWB)的 

“性别主流化”委任状颁发活动 

后，召开记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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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正副部长宣誓就职
◄国家元首苏丹阿 

都拉陛下颁授委任 

状予新任交通部长 

魏家祥博士。

▼凯利从国家元首 

手上接领委任状。 

左二为希山慕丁。

(布城10日讯）31名内阁部LC及38名副部氏，今 

天在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面前宣誓就职。

元首后东姑阿兹莎出席这项颁发委任状以及宣 

誓就职和忠诚仪式。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和夫人潘斯里诺莱妮、警察 

总tC丹斯里阿都哈密及大马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丹斯 

里阿芬迪，也出席这项在布城美拉华蒂王宫举行的 

仪式。

他们宣誓就职后，由联邦法院首席法官丹斯里 

东姑麦文和政府首席秘书拿督斯里莫哈末祖基见证

签署受委文件。

众部【(：以7人一组的方 

式宣誓，率先在第一组宣誓 

者包括4名高级部长和两名 

部tC：，即国际贸易及工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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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部高级部 

长拿督斯里法迪拉、教育部 

高级部长莫哈末拉兹博士、 

财政部长东姑扎夫鲁、交通 

部长拿督斯里魏家祥博士、 

首相署部长（沙巴及砂拉越 

事务）拿督斯里麦两慕。

所有部长宣誓完毕后， 

38名副部长也在元首面前宣 

誓。

新内阁部长签署委任状。左起为莫 

哈末拉兹、法迪拉尤索夫、扎夫 

鲁、依斯迈沙比里及阿兹敏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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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束西5■印嗲瓜公f

mm
马来西亚邱肇基公会雪隆分会宣布展延30周年联欢晚宴，左起 

邱天宝、邱荣和、邱泉、邱文生、邱志博、邱订福、邱运忠、邱

国强及邱志顺

雪隆邱肇基公会

15日联欢晚宴展延
(巴生10日讯）马来西亚邱肇

基公会雪隆分会宣布，木刀15 

日晚举行的庆祝成立30周年 

联欢晚宴因受2019冠状病毒 

病（前称“新冠肺炎”）影响 

而被迫展延举行。

该会会长邱订福日前主持 

紧急会议后说，雪州大臣阿米 

鲁丁已指示，凡达到T•人集 

会，最好在这个非常时期展延 

举行，为尊重大臣的指示且考 

虑到出席者的健康和安全着 

想，理事会深入讨论后决定展

期举行，日期将另行通知。

原本该会订于本刀15 R 

(星期日）晚上7时，在巴生 

加埔树人华小礼堂举行“血脉 

相连，把根留住”联欢宴会， 

邀请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邱培 

栋主持开藉礼。

“考虑到中国福建邱肇基 

公族亲理事会会长邱生长族长 

和族亲们，已回复受到冠病影 

响而无法川席宴会，希望展期 

至一个方便各方都能出席的闩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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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鲁丁（右2)周二参观八打灵 

明中心，了解中心的运作和电子化管理的. 

高效#莫哈末沙尤迪。> I S贤:

«子化管理解民生
八打炅再也10日讯I座落在灵市政厅的「八打灵再也精 

明中心」今日正式开幕，当局今后将可通过应用系统仪表 

板，以及电子数据的整合，更有效管理这座城市。

设立在灵市政厅总部的八打灵再也精明中心，是从2018年开 

始建设，去年4月竣工，备有齐全的电子设备，来管理灵市交 

通、治安和环境情况。 -邱继贤-

八打灵再也市长拿督莫哈 

末沙尤迪表示，八打灵再也精明 

中心不仅是作为一个数据库，也 

将是衡量当局绩效表现的报告中 

心，充分扮演著知识库的角色， 

以推动灵市朝向精明社区发展。

「为了达成这项目标，当局 

从201 7年开始拟定精明城市的框 

架，其中建设精明中心就是该计 

划的一部分。」

「另外，我们也将设立54个 

仪表板及15个应用系统和网络服 

务，以确保当局与市民随时保持 

著相互连接。」

「如今25个仪表板已经设立 

发布，约29个则还在进行程序规 

划和设计中。」

塑造精明社区

莫哈末沙尤迪是于今曰出席 

八打灵再也精明中心开幕礼及天 

地通5G示范活动时，如此表示； 

该中心是于201 8年建设，去年4 

月竣工。他指出，推行精明城市 

计划，旨为达致可持续性发展，

同时塑造一个精明社区。

「通过电子系统管理，很多 

民生问题，如交通堵塞、垃圾处 

理、安全、卫生及天灾意外的警示 

等，都能迅速地应对和解决。」 

上述开幕活动今日邀来雪 

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主持开 

幕，出席者包括雪州秘书拿督莫 

哈末阿敏等。

阿米鲁丁也希望，随著灵市 

精明中心的成功设立，当局能够作

为领导，持续与其他地方政府合 

作，共同落实精明城市的理念。

「一旦各个地方政府都能够 

顺利转型成精明城市，即能共同推 

动雪州朝向精明州属方向前进。」 

由灵市政厅所落实的精明城 

市计划，涵盖三大重要元素，分 

别是设立八打灵再也精明中心， 

亦是指挥中心、设立迷你精明中 

心，以及开发应用系统仪表板和 

资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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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快拍 吉隆坡

刘镇东：首相实杈财长
民主行动党全国政治教育主任刘镇东认为，新的 

内阁阵容显示，首相丹斯里慕尤丁才是实权财政部长及 

经济事务部长。

他发文告说，慕尤丁没有委任副首相，却委任了4 

名高级部长，此举是要削弱公正党前署理主席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的势力，以防止他再次发动政变。

他指出，虽然有「高级部长」职位，但是比起阿 

兹敏早前担任的经济事务部长，如今阿兹敏担任的部门 

只是属初级部门。「我很肯定阿兹敏现在很失望。」

他说，经济事务部如今重新回归首相署，而慕尤 

丁则委任一名技术官僚来掌管财政部，以避免其他资深 

政治人物干涉。「这意味著首相是实权财政部长。』

Page 1 of 1

11 Mar 2020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85,616 • Page: A8
Printed Size: 116.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034.46 • Item ID: MY0038984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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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尤丁图掌大杈牵制各派系
第8任首相慕尤丁令人好奇的「国 

民联盟」内阁阵容终于出炉，此前有著 

最多纷扰和猜测的副首相职位悬空，外 

界高度关注的巫统主席阿末扎希和伊党 

主席哈迪阿旺均没有入阁。

国民联盟政府内的政党结构复杂， 

主要有土团党、国阵、伊党、砂拉越政 

党联盟，意味著各个党派利益和权力分 

配要达致平衡，有不小难度，为了減少 

表面上的矛盾，新内阁走向臃肿，正副 

部长高达70人。

慕尤丁的内阁部署，除了让土团党 

掌握重要领域，他本身也能大权在握。 

慕尤丁作为来自土团党的首相，尽管其 

政党并非联盟最大政党，不过从官位安 

排上，明显确保土团党能够主导政府， 

多个重要部门如内政部、教育部、首相 

署经济事务部等均由土团党所掌控。

此外，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通讯及 

多媒体部、农业部、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皆由土著团结党议员出任部长。

土著团结党把持著国家的经济、贸

易、财政、治安、发展、舆论、教育多 

个重要环节，而且通过这些职位部署， 

也有机会加大土团党与乡区马来人的接 

触，试图从政策上拉拢马来民心，巩固 

该党在马来社会的地位，淡化巫伊的影 

响力。

阿兹敏派系大有斩获，当初退出公 

正党的10人，有9人分得职位。不过，喜 

来登政变主角之一阿兹敏阿里，虽然出任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的高级部长，却被认为 

其杈力和掌管事务不如在希盟，实际上属 

于被降职，原本其经济事务部长职能转纳 

入首相署，而首相有直接影响。

巫统作为联盟最大政党，在内阁 

中的地位反遭弱化，获得比较重要部门 

的仅有国防部和外交部。有贪污官司和 

丑闻在身的巫统主要领袖，如阿末扎希 

等人都没有入阁，除了避免已被形容为 

「后门」的内阁，产生更多争议和负面 

形象，也极大排除了巫统主流派系。

首次入阁的伊党，也没有分得重 

要职位，第一把手哈迪阿旺没有出现在

今次名单，反映慕尤丁也在防范伊党借 

著执政机会扩张势力。另一边厢，巫统 

和伊党也不会坐以待毙等著被侵吞，柔 

佛、马六甲和霹雳州的政权更迭过程， 

就是血淋淋的例子。

经济财务、种族宗教是大马目前 

最为困扰和急需解决的大问题，不管 

是哪一个政府都必须面对，慕尤丁剑走 

偏锋，任命了无党派的人士来负责，前 

联昌集团首席执行员东姑扎夫鲁出任财 

长，联邦直辖区宗教司祖基菲里出任首 

相署部长，掌管宗教事务，这让伊党无 

法直接影响宗教事务。

缺少党派的東缚或许能够让东姑扎 

夫鲁、祖基菲里有更多施展空间，无须 

考虑政党和政治立场，但由于属慕尤丁 

任命提拔，慕尤丁可以直接形成影响。

东姑扎夫鲁属技术官僚，能否长期 

生存和交出成绩，也打上问号。在纳吉 

政府时期，曾经委任马来亚银行总裁兼 

首席执行员阿都华西担任首相署部长， 

掌管经济事务，最终「水土不服」而离 

开，东姑扎夫鲁是否会成为另一个阿都 

华希？

在这份内阁名单中，也有好一些国

阵时期的老面孔重返内阁，如韩沙再努 

丁、希山慕丁、慕斯达法阿里、依斯迈 

沙比里、凯里、法迪拉、魏家祥、亚力 

山大、沙拉瓦南、理查尔马力肯、安努 

亚慕沙、旺朱乃迪、南希苏克丽、麦西 

慕。政府行事作风和政策推行也可能回 

到国阵执政时期，或对希盟时推行的改 

革作出调整。

除了内部的稳定性存在危机外，新 

政府最大的挑战仍是经济，目前全球经 

济非常疲弱，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还没消 

除，新冠肺炎就冲击中国，并且蔓延到 

全球，大马与中国、美国、新加坡、日 

本、欧洲都有经贸来往，疫情带来的经 

济重创，大马也难逃损失。此外，疫情 

在大马日趋严重，也考验新政府在公共 

卫生的应对能力。

「国民联盟」内部权力交错，在国 

家面临疫情危机和经济疲弱的情况下， 

新政府能应放下争杈夺利的戏码，尽快 

制定出应对措施，不然变天历史可能重 

演，最为重要的是，新政府和部长施政 

能力如何，受到多大国际认可度，都是 

一大问号，至于国民联盟能有多少时间 

来书写答案，同样成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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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卫长领导雪防疫小组
莎阿南10日讯I为应付曰益

严峻的新冠肺炎病毒疫情，雪州 

政府成立防疫专案小组，并敲定 

由前卫生部长拿督斯里祖基菲里 

领军，负责主持雪州疫情的监控 

和防疫工作。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 

披露，我国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 

当中，逾60%的确诊病患都是雪州

子民，因此州政府决定成立专案 

小组来应对挑战，祖基菲里已同 

意领导雪州防疫专案小组。

阿米鲁丁今早主持防疫会议 

后，并通过文告发布上述消息。

他表示，在雪州智能指挥中 

心协助下，包括动用智能中心的 

地理信息系统，目前正在识别和 

追5示新iS肺炎病毒的痕迹。有关

信息可与其他机构共享，有助进 

一步制定预防措施。

另外，雪州行政议员西蒂玛 

丽亚于今午在莎阿南Concorde酒 

店出席活动时，也披露雪州政府 

成立5人防疫专案小组的事宜。

她透露，除了前任卫生部长 

拿督祖基菲里，其余4名成员为前 

卫生部顾问理事成员，包括拿督 

李国忠医生、拿督阿迪卡玛鲁查 

曼教授、拿督慕山莫哈末诺丁医 

生，以及叶伟安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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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囊主辦方喪O病狂

級R意雄義miRRsS
報道►鍾可婷

(八打灵再也10日讯）一场名以“冠 

病意识义跑2020”活动，这数日在网上 

掀起热议，引起网民热烈讨论，不乏网 

民谴责主办单位在冠状病毒病疫情肆虐 

期间举办该场义跑活动简直是“丧心病 

狂”的做法！

许多网民质疑为何在冠病疫情肆虐的期 

间，许多大型活动主办单位都陆续取消或延后 

活动日期，惟“冠病意识义跑2020”活动主办 

单位却在这个非常时期举办活动，并谴责他们 

的做法不仅不能达到提高民众对冠病的意识， 

反之大大增加参与者被感染冠病的风险。

据了解，该场“冠病意识义跑2020”活 

动于7月19日（星期日）在吉隆坡市政局广场 

举行，全程长5公里，报名费为29至45令吉之 

间。该活动主办单位的脸书专页于本月7日发 

出帖文，并开放给有兴趣的民众报名参与。
截至目前为止，该帖文获得200次转载、 

228个留言及264个赞及表情符号，其中以“哈 

哈”符号占最多数。无论如何，记者尝试点人 

该链接，惟该链接已不存在。

The 1st Covid 19 Awareness Run in

名为“冠病意识义跑2020”活动在脸书掀起热议，不少网民谴责主办单位 

的做法丧心病狂，提高民众被感染的可能性。

指T恤獎牌設計如“災難”
只外，该帖文也显示，主办单位将义跑活动的T恤及奖 

W牌都以冠病病毒的“长相”为设计蓝图，奖牌上写 

着“我们能战胜冠病病毒”的字眼。不少网民留言表示，该奖 
牌及T恤设计非常灾难。

许多网民留言质问主办这场活动究竟是谁的主意，并说在 

这个非常时期，这主意一点都不好玩。他们也质疑这场活动是 

否已获得卫生局的支持。

也有网民说，如果真的要提高民众的意识，不应举行义跑 

活动，而是让真正需要援助的人得到帮助。

隆市局未接申請將調查
—方面，吉隆坡市政局谘询理事会成员单 

%敬茵表示，她昨日已向隆市政局反映，吉 
隆坡市长拿督诺希山表示对该义跑活动不知情，市政 

局行政组暂未接获任何相关申请。

“由于该活动有向参与者征收费用，因此市政 

局将做出相关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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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抗痕拉響黃色警嫌
暫不禁大型活動

齊冠病

(沙亚南10日讯）雪州政府在防控冠状 

病毒疫情方面，于今早成立以前卫生部长 

拿督斯里祖基菲里为首的4人防控专案小组 

(taskforce)，宣布杠响黄色警报；但为了避 

免引起群众恐慌，州政府现阶段不禁大型活动 

的举办，而是对主办单位发出防疫劝告。

设前卫长为首专案小组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今日出席了雪州妇女 

力量机构（IWB)的性别主流化颁发委任状活动后， 

在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今早与州卫生局正副局长、州秘 
书拿督莫哈末阿敏、掌管州卫生事务行政议员西蒂玛 

丽亚及雪州灾害管理单位负责人法鲁兹召开的特别行 

动理事会临时会议，达致成立4人专案小组，以灌输 

社区防疫意识和加强防范的决议。

阿米鲁丁坦根据卫生部截至昨日的最新数 
据，全国出现了 117宗冠状病毒确诊病例，当中有 

60%病患是雪州人民，因此州政府必须采取行动控制 

疫情，防范于未然。

他指出，成立专案小组的作用，在于协调州级各 

官僚单位的防疫机制运作、在社区层面向各阶层民众 

灌输防疫醒觉意识、及向州政府提供防疫建议等，以 

便卫生部和政府医院可专注于治疗确诊病患者，雪州 

有专案小组辅助卫生部灌输社会醒觉的功能。

防疫专案小组主席除了也是瓜雪国会议员的祖基 
菲里，3名成员为前副卫生总监（研究与技术支援） 
拿督李国忠医生、叶医生和阿迪卡玛鲁查曼教授。

阿米鲁丁（右）在雪州性别主流化活动上签名留念。左起雪州副议 
长达罗雅和行政议员哈妮查。

向主辦方發出防疫勸告

阿米鲁丁表示，为了避免在 

现阶段引起民众恐慌或 

过度反应，且疫情仍受控，故雪州 

不会发出取消或禁止大型活动的指 

示，而是会向主办单位发出防疫劝 

告，如可邀请卫生官员到场向民众 

讲解防疫知识和提供防疫醒觉，及 

在现场提供抗菌洗手液及口罩等措 

施。

取消五六百人路跑活动
他透露，定于本周五（13日） 

及周六的雪州土地嘉年华及下周- 

(16日）召开的新一季雪州议会将 

照旧进行，但州政府决定取消一场 

原定有五六百人参与的路跑活动。

询及全国有60%发生在雪州的 

冠病确诊病患，当中是否以公务员 

为多数，他表示，不便透露患者资 

料，但可以确认全部患者都在医院

接受治疗，疫情处于受控阶段。

“ R前国内进人第二波疫情 

的蔓延，可以说大多数病患，都是 

直接同第26名患者有过接触而引起 

的，

阿米鲁丁透露，州政府在防控 

疫情方面获得精明雪兰莪指挥屮心 
的配合，使用地理资讯系统（GIS) 

追查病毒的流向，并同各部门共享 

讯息。

他指出，即日起投人运作的 

专案小组，将在明日的州行政议会 

会议上，提出更具体的疫情防控措 

施，同时于后日召开的州经济行动 

理事会会议上，向受召参与的县市 

议员、地方青年理事会、村长、乡 

村社区管理理事会等基层干部，讲 

解各项防疫措施和防范意识，以便 

能传达到社会上每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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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政议员西蒂玛丽亚，今日与阿米鲁丁在雪 

州妇女力量机构（IWB)主办的性别主流化颁发委 

任状活动后，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目前首阶段的 

性别主流化运动，获得她、哈妮查、罗兹雅和掌管 

雪州青年、体育及人力资本发展事务的行政议员凯 

鲁丁，共4名行政议员的投人。

“预料在明年进人的第二阶段，将会把另3名行 

政议员纳人，共同推广性别主流化，为该运动的参 

与者提供更多技能培训。”

询及人民对该运动的参与度，她表示，州政府 

向来都有邀请民众参与市政对话等活动，以了解民

出席者有雪州妇女力量机构首席执行员西蒂卡 

玛丽亚、董事达罗雅、拉威依雅及斯里斯迪亚区州 

议员哈利梅。

(沙亚南10日讯）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 

丁指出，随着妇女及家庭发展部推动性别主流化 

运动，雪州是全马第一个落实该理念的州属，包 

括雪州参政女性的比例达21.4%,距离目标30%不 

远。

他指出，雪州出现过首名女议长即杨巧双、2名女副 

议长即时任的哈妮查和现任的达罗雅；3名女行政议员即 

哈妮查、罗兹雅和西蒂玛丽亚，印证了雪州在推动女性 

参政和参与各大事项的努力。

根据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定义，任何行动如 

立法、政策及方案，都会在各领域及层次对不同性别产 

生影响，因此把其纳人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政策 

及方针的设计、执行、监督和评估，使男女都能平等受 

益，终止不平等现象，最终实现性别平等，此为“性别 

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 )。

亚C

大臣：推動性別主流化

雪成首個落竇州屬

^

阿米鲁丁（后 

左四）与受委成 

为性别网络联络 

人（Gender Focal 

Point)和性别联络 

小组（Gender Focal 

T e a m )的前排成 

员及嘉宾合照。后 

左一起为凯鲁丁、 

达罗雅和哈妮查； 

右一起是哈利梅、 

拉威依雅、西蒂卡

料
明
年
進
入
次
階
段

瑪
麗
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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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鎮東：新內閣看出他“懼怕”

“慕尤丁是財部實權部長”
(新山10日讯）行动党 

柔佛州主席刘镇东认为，新任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是因为“惧 

怕”因素才组成目前的内阁阵 

容，并批评慕尤丁如今也成了 

财政部和经济事务部的实权部 

长。

他发表文告指出，他认为 

慕尤丁是惧怕本身的阁员，包 

括与他一起拉倒希盟政府的成 

员。

“害怕”

阿兹敏没委重要职位
他认为，慕尤丁非常害怕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高级部长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因此没有 

给予他经济事务部长和财政部 

长的职位，而他听闻阿兹敏垂 

涎这些职位已经有一段时间。

刘镇东也认为，阿兹敏如 

今被降级成为国际贸易及工业 

部长，而他之前在希盟政府中 

担任的是更高权的经济事务部 

长。

“我相当肯定阿兹敏现在 

是一名失意的男子，在花了超 

过一年的时间发动政变后，他 

的支持者会想要他获得更丰厚 

的回报。

“敦马哈迪为阿兹敏创立 

了经济事务部，以减少首相署 

的规模和对经济的参与，将特

别是经济策划单位（EPU )负 

责的经济事务从首相署转移到 

经济事务部。”

指慕尤丁

完全掌控发展开销
另外，对于财政部，刘镇 

东指出，慕尤丁委任了技术官 
僚来掌管财政部，避免其他内 

阁中资深的政治人物插手，lit] 

这也意味着首相会是财政部的 

实权部长。

他认为，慕尤丁如今完全 

掌控发展开销，特别是政府即 
将提呈2021至2025年第十二大 

马计划。

刘镇东也指出，希山慕丁 

作为资深领袖，曾传出将担任 

副首相，如今被赋予相对不重 

要的外交部长，也意味着慕尤 

丁如今没有副首相作为副手， 

而他认为这是对国家不利的。

刘镇东认为，•个分裂的 

阵营难以掌控，如今国盟分成 

土著团结党、阿兹敏集团、砂 
拉越政党联盟、伊党与巫统5 

大块，就更难以掌控。

他认为，这是慕尤丁充满 

了恐惧的内阁，并称慕尤丁知 

道自己头上有把达摩克利斯之 
剑（sword of Damocles )，因 

此他必须掌控财政部和经济事 

务部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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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瓦兰（右四）和上议院副主席拿督斯里阿都哈林（左四）与6名新任上议员合照。左 

一起为阿末马斯里察、马汉顺和东姑赛夫鲁。右一起为林万锋、旺阿末法依沙和祖基菲里。

“致力充_濟嫌r
賽夫魯：給我多一些時間
(吉隆坡10日讯）财政部 

长东姑赛夫鲁指出，他希望国 

家当前的政局不会对他的工作 

带来不利的影响，并表示将致 

力解决国家面临的经济挑战。

他恳请各界给予他多一些时间 

去处理财政部的事宜，包括在还未 

提呈任何行动计划之前，需要研究 

国家经济状况。

也是联昌集团前首席执行员 

的东姑赛夫鲁今日到国会上议院进 

行宣誓后，在走廊受媒体询及国家 
经济状况以及2020年财政预算案如 

何与布伦特原油价格挂钩的问题时 
说：“请允许我开始我的丁作，我 

之后就会赶去国家皇宫宣誓，之后 

下午会到财政部听取汇报。等我掌 

握了实际的资料才能回应你们。”

他说，财政部秘书长丹斯里阿 

末巴德里将向他汇报有关国家经济 

事务。我们现在需要集中国家面对 

的挑战，就是搞好经济:、

东姑赛夫鲁对自己受委表示谦 

卑，也感到惊讶，毕竟本身不是政 

治工作者:

林万锋：扮好角色

此外，贸工部副部长拿督林万 

锋受访时表示，贸工部是一个历史 

悠久和体制相当完善，也在国际招 

商引资方面享有声誉的部门：

“诚如部长阿兹敏阿里所说，

今年政府将把重点放在2020年亚太 

经合论坛（APEC )峰会，因为我 

们是主办国，希望加强我国与各个 

经济体的合作。贸工部向来都推动 

招商引资的计划，我们会确保外资 

继续把马来西亚成为他们投资的首 

选。此外，我也会扮演好上议员 

的角色，参与法案的辩论和提出意 

见。”

马汉顺：全力以赴

另-•方面，教育部副部长拿督 

马汉顺也请大家给他一些时间去熟 

悉部门的运作，然后配合部长尽全 

力把丁作做好。
询及马华现在重拾教育部副 

部长职，能否走完承认独中统考文 

凭的最后•里路时，他没有正面回 

应，只说：“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 

向来作风低调，喜欢少说话，多做 

事

“对我来说，教育部是一个相 

当新的部门，我比较注重如何做好 

份内工作。”

他也说，不只是教育部，他会 

联合各方面的教育人士和团体，如 

董总和教总，让我们-起努力，协 

助他推动教育改革。

他除了感谢首相的信任之外， 

也感谢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家祥给予 

的推荐，让他有机会为国家和人民 

服务。

(吉隆 

坡10日讯）新 

受委的6名新 

科正副部长， 

今日在上议院 

宣誓出任上议 

员。

宣誓仪 

式是在上议院 

主席丹斯里威 

纳斯瓦兰面前 
进行d 6人当 

中包括财政部 

长东姑赛夫 

鲁、马华两名 

受委为副部长 

^的署理总会长 
#拿督马汉顺和 

■副总会长拿督 

林万锋，前者 

出任教育部副 

部长，后者则 

出任国际贸易 

及工业部副部 

长
另外3人是掌管 

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 

长拿督斯里祖基菲里 

巴克里、青年及体育 

部副部长旺阿末法依 

沙和环境部副部长拿 

督阿末马斯里察。

受
委
正
副
部
長

■±1

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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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立沙末批“人人有份”

“新内閤純為討好盟黨”
(八打灵再也10日讯）希 

盟领袖认为，国民联盟内阁阵 

容的正副部长人数显示，该阵 

容纯粹是为了讨好涉及的各政 

党。

联邦直辖区前部长卡立沙 

末指出，国民联盟的政府部长 
人数相较于希盟的55人增加至 

70人，这显示有关内阁是“人 

人有份”的阵容，并认为新内 

阁比例不代表由多元种族组成 

的我国。

“内阁也没有明确的方 

向及政策，除了拖垮希盟及成 

为政府。没有宣言驱动这个内 

阁。

“这个政府将会是一个 

充满盗贼及叛徒的政府。这会 

推翻希盟以前曾经做过的好

也是诚信党宣传主任的卡 

立沙末形容首相丹斯里慕尤丁 

的内阁为后门内阁，剥夺人民 

在上届大选给予希盟的委托。

“支持这个政府的国会议 

员人数是否合法仍存在质疑。 

因此，从法律角度看，这个政 

府的有效性也值得怀疑s ”

他说，这需要尽快在国会 

以不信任动议投票进行检验。

杨巧双

提制止童婚课题
此外，妇女及家庭发展部 

前副部长杨巧双针对伊党妇女 

组主席拿督茜蒂再拉受委为妇

女与家庭部副部长提出质问， 

该部针对童婚的斗争规划将会 

怎样。

她在推文撰文说，慕尤丁 

的内阁没有委任副首相显示， 
前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是 

无可替代的。

她也针对巫统的拿督哈丽 

玛受委为国家团结部长讽刺地 

说，她祝福根据种族及宗教组 

成的联盟，在领导该部门时-- 

切顺利。

霹雳州行动党顾问兼木 

威区国会议员拿督倪可汉推文 

说，与希盟的55名正副部长相 

比，新阵容由70人组成意味着 

需要使用更多公款支付有关正 

副部长。

另-•方面，青年及体育部 

前部长赛沙迪则恭喜其接任者 

拿督斯里利查马力肯及其副手 

旺阿末法依沙，希望他们竭尽 

所能，为青年及国家体育发展 

贡献。

值得•提的是，以上议员 

身分受委的旺阿末法依沙，原 

是赛沙迪的特别官员。

公正党通讯组主任法米也 

为新任直辖区部正副部长丹斯 

里安努亚慕沙及拿督斯里山达 

拉送上祝福，希望他们能实施 

帮助城市贫穷者脱离贫穷的政 

策，建造更多低收人群体的房 

屋，同时提高吉隆坡市政厅的 

服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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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大臣：政見不同仍友好

“沒與阿茲敏鬧翻”
(沙亚南10日讯） 

向来被视为公正党前署理 
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在雪 

州的接班人兼爱徒的雪州 
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表 

示，尽管如今他与阿兹敏 

在政治上处于不同阵营， 

但私底下还是与阿兹敏保 

持友好关系，没必要因政 

见分歧而闹翻。

不过，他重申，在 

政治及州行政事务上，- 

切还是必须回归专业化管 

理，就算有痛心，也要把 

情绪收藏在心里。

阿米鲁丁今日在沙 
亚南Concorde酒店，为雪 

州妇女力量机构（IWB ) 

的性别主流化颁发委任状 

活动后，在新闻发布会上 

受询他和已被委任为贸工 

部高级部长的阿兹敏的私 

人关系时回应，如果要迈 

向成熟政治氛围，无论在 

人与人之间、穆斯林与非 

穆之间、甚至伊斯兰教义 

中人与动物时间的关系， 

都还是需要继续维持的 

“我们不要因为政 

见不同，而断绝所有来往 

和关系，那就很糟，还不 

至于到如此情况，对方若 

向我们问安示好，我们理 

应友善回应。”

雪及联邦 

须共同行事
他形容，本身与阿 

兹敏在公开场合的关系， 

就像他和巫统及国阵领袖 

等见面时，还是能友好握 

手，只是他不能出席内阁 

会议、阿兹敏不能参与公 

正党会议罢了。

询及这是否意味雪 

州与阿兹敏保有共同合作 

的空间，阿米鲁丁强调， 

雪州及联邦必须共同行 

事，否则人民就是受害 

者。

他说，雪州贡献了 
全国25%经济增长总额， 

他身为希盟大臣，非常明 

白本身的职责，亦希望联 

邦新政府能了解本身的责 

任，以人民利益为前提， 

与雪州继续依法和合作行 

亨：

仍需回归 

专业化政府运作

也是雪州希盟主席 

兼雪州公正党主席的阿米 

鲁丁笑称，阿兹敏如今虽 

为高级部长，但一切需回 

归到专业化的政府运作 

“我不确定（雪州 

与阿兹敏的关系）会否有 

特殊待遇或较差的待遇？ 

重要是，他也是雪州鹅唛 

国会议员，他有责任、也 

在雪州服务过，他知道雪 

州的利益，以及雪州对联 

邦的重要性，所以希望不 

会因为政治阵营的差异， 

而妨害专业化运作。”

对于如何看待本身 

为阿兹敏在雪州的接班人 

说法，他反问记者，雪州 

2008年换政府时的大臣为 

丹斯里卡立，其前任为国 
阵大臣拿督斯里莫哈末基 

尔，难不成卡立和基尔两 

人是好友？

“阿兹敏之后取代 

卡立当上雪州大臣，若要 

按照这样的前后大臣和继 

任者的论断，很难啦（没

有意义）

“我明白，我作为 

希盟成员和公正党领袖 

的职责，所以我维持着 

雪州希盟政府6为了人 

民利益、以及希盟和公正 

党的斗争，我重复多次 

了，就是如此（雪州不变 

天)、”

对于昨日新出炉的 

内阁阵容，阿米鲁丁重 

申，希望雪州与联邦政府 

维持专业合作的关系，不 

要重现国阵时期，雪州处 

于被压制和欺负的情况。

”但如果这情形还 

是发生了，我相信人民会 

有裁断，会在大选时对雪 

州政府给予全力支持。”

将商

是否改组行政议会
对于雪州是否会改 

组行政议会，以填补被撤 

换的雪州土团党主席拿督 

阿都拉昔的行政议员职 

务，阿米鲁丁表示，他将 

就此事和全体行政议员及 

希盟领袖商讨：

对于雪州土团党是 

否需辞去所有地方官职， 

他表示，H前阶段性撤除 

土团党在行政议会的官 

职，原则上必须这么做， 

因土团党已宣布退出希 

盟。

他说，按理土团党 

雪州议员也被视为独立和 

列人反对党，但既然有4 

名该党州议员作出支持希 

盟的举动，所以他尚未有 

勒令土团党基层需辞全部 

地方官职的决定。

他表示，将会和州 

级希盟领袖商讨土团党的 

地方官职课题，并把决定 

知会希盟中央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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