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dah ingkar arahan MPS
Pemilik restoran degil 

sekali lagi dikenakan 
tindakan sita

Oleh MUHAMMAD 
AMINURALIF MOHD ZOKI

Belum pun sampai 
seminggu, seorang 
pemilik sebuah 
restoran sekali lagi 

dikenakan tindakan oleh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kerana 
masih berdegil meletakkan 
kanopi dan meja makan di 
tempat tidak dibenarkan.

Dalam kejadian kelmarin, 
Majlis Perbandaran Selayang 
(MPS) bertindak menyita seba-
nyak 15 meja lipat, sembilan 
unit gerai pelbagai saiz dan 22 
inventori bercampur yang dile-
takkan pemilik berkenaan di 

Anggota penguat kuasa MPS menyita barangan milik pengusaha sebuah restoran di Selayang kelmarin.

SELAYANG 

hadapan restorannya.
Pengarah Jabatan Korporat 

MPS, Mohamad Zin Masoad 
berkata, kesalahan dilakukan 
pemilik tersebut adalah kali ke-
lima dengan kejadian terbaharu 
pada 5 Mac lalu melibatkan 

rampasan sebanyak 15 unit ka-
nopi, 10 unit kerusi, tiga unit 
gerai makanan dan enam meja 
bulat.

“Tindakan sitaan yang me-
libatkan seramai 16 orang ang-
gota penguat kuasa MPS ini 

diambil selaras dengan Seksyen 
46(1)d, Akta Jalan Parit dan 
Bangunan. 

“Sikap tidak bertanggung-
jawab pemilik restoran yang 
terus meletakkan meja makan 
untuk pelanggan di kawasan 

awam telah mengakibatkan ke-
sulitan kepada orang ramai dan 
mengakibatkan kesesakan lalu 
lintas yang teruk terutama pada 
waktu malam selain kebersihan 
kawasan sekitar yang tidak di-
jaga,” katanya menerusi kenya-
taan semalam.

Katanya, MPS juga akan 
mengambil tindakan sewajarnya 
termasuk menjalankan semakan 
ke atas lesen perniagaan pemi-
lik restoran berkenaan bagi me-
mastikan kesalahan sama tidak 
berulang.

MPS turut mengingatkan 
semua pemilik restoran agar 
lebih bertanggungjawab dan 
tidak meletakkan sebarang 
halangan terutama di kaki lima 
di hadapan restoran masing-
masing.

“Pemantauan berterusan 
akan dilaksanakan oleh MPS 
dan tindakan akan dikenakan 
kepada mana-mana individu 
yang didapati  melakukan 
kesalahan tersebut,”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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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SA MOBILE UNIT 
The Shah Alam City Council 
(MBSA) mobile unit will be 
parked at Aeon Mall Shah Alam, 
Section 13, Shah Alam today 
from 11am to 5pm. Services 
include collection of assessment 
fees, payment of parking 
compounds and selling of 
parking coup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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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JVINDER SINGH

 IAN MCINTYRE

Selangor rep 
cleared of drug 
abuse char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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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ALING JAYA: A Selangor 
assemblyman, who was held together 
with 16 others for alleged drug abuse 
at a wild party in Puchong on Jan 13, 
was cleared of wrongdoing after 
conclusive tests revealed he had not 
consumed narcotics. 

When contacted yesterday, federal 
police narcotics crimes investigations 
department director Comm Datuk 
Ramli Din said while the final results 
of clinical tests on the assemblyman 
and several others held with him 
turned out to be negative, there were 
those among them who were found to 
have consumed banned narcotics. 

However, he said the Attorney-
General’s Chambers had ordered 
the case against all of them be 
dropped. 

Dengkil assemblyman, Adhif Syan 
Abdullah of Bersatu, political aides of 
ministers and others were among 17 
people, including six women, nabbed 
by police during the raid. 

Preliminary urine tests at the time 
showed that 16 of them we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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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sb级n长 
r兹敏视为重任

吉隆坡ii日讯i国际贸易及工业高级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认为，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委任他担任高级部长，对他来说是个重任。

他说，本身将连同部门官员 

团结各自的力量，达成首相对他 

们的期望，以推动国际和国内贸 

易0

阿兹敏今日在社交媒体上帖 

文，感谢首相对委任他出任该职 

位的信任。

「我们将关注经济增长，创 

造就业机会和照顾所有大马人的 

福利。」

慕尤丁在周一公布内阁名 

单，共有31人出任各部门部长，

惟慕尤丁在没有委任副首相的情 

况下，委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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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更多就业机会

4名高级部长分别为，国际 

贸易及工业部长阿兹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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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育部长 

莫哈末拉兹。

阿茲敏（左2)周三到贸茳部隹t 
班，在欢迎仪式的电子版上签圣^ 

左为贸工部秘书长拿督洛曼

另外，新任贸工部副部长拿 

督林万锋表示，贸工部将会把重 

点放在吸纳高素质投资，为大马 

全民制造更多就业机会。

他说，贸工部也将致力于提 

升国家在吸纳外资的竞争力。

询及有分析指马华获贸工 

部副部长一职旨在更推进马中的 

「_带一路」，而林万锋向《东 

方曰报》指出，他们目前会听取 

部门各机构的汇报，目前还没有 

明确分配任务。

至于新冠病毒疫情会否影 

响招商引资时，林万锋提到，疫 

情不只是影响一带一路的招商引 

资，也影响在大马及其他区域的 

工作。「贸工部将在抗疫的同 

时，做出调整，以收取最好的成 

效。」

林万锋今早到部门报到后， 

开始聆听官员的汇报，今午也参 

与贸工部高级部长拿督斯里阿兹 

敏主持的部门会议。

另一个到部门上班的是新任 

通讯及多媒体部长拿督赛夫丁阿 

都拉，在这之前，他曾经担任外 

交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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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團州議員或跳槽公正黨
(巴生11日讯）有消息指出，雪州 

6名土团党州议员当中，有4人极可能 

跳槽到公正党。

这4名或跳槽至公正党的州议员，即 

轰埠州议员沙勒胡丁、榄区州议员莫 

哈末赛罗斯里、峑冬加里州议员哈伦 

麦尼及龙溪州议员阿希夫上周曾公开 

指出，他们支持雪州希盟政府。

“我们已经以白纸黒字的方式签署 
法定声明，并已呈上予雪州大臣拿督 

斯里阿米鲁丁，以示支持。”

土团党雪州主席拿督阿都拉昔说， 
上述4人可自由地选择要做的事情，这 

是民主体制的一部分。

英文星报引述他的谈话说，雪州政

府是否将上述4人的支持记录在案，也 

是至关紧要的，假如这4人还没呈交本 

身的法定声明，那就没有课题，且他 

们还可继续留在土团党内。

“如果这4人已呈交法定声明，他 

们就需对本身在党内的地位作出选 

择〇 "

他说，他将会向党中央提呈一份报 

告书说明此事。他也说，他周四将会 

见首相兼土团党主席丹斯里慕尤丁， 

以商讨这4名州议员的地位。

雪州大臣政治秘书波汉阿曼沙则对 
星报说，4名州议员已向大臣提交了 

各自的法定声明，以支持雪州希盟政 

府。

此外，咨冬加里州议员哈伦麦尼也 

证实，他们已把法定声明提交给大 

臣。 ’
询及他们会否跳槽到其他政党一事 

时，他说，根据目前情况，还没有这 

个必要。

他说，他们还未真正考虑这项问 
题，而随著4人已呈交法定声明，他们 

将寻求以公正党为首的希盟州政府+4 

名州议员的模式来合作。

询及他们会否担心遭到党中央的对 

付时，他说："接下来，我们等著 

瞧，看会发生甚么事。”

目前由希盟执政的雪州议席分别是 

公正党掌握19席、行动党16席、诚 

信党8席，另一边则是土团党掌握6席 

(包括国际山庄州议员阿兹敏）、.国 
阵5席、伊党1席及1名独立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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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擅印清真標誌
工廠將被嚴懲

(巴生1 1日讯）商家 

若未获得大马伊斯兰发 
展局（JAKIM )授权， 

擅自在食物包装印上 

“清真” （Halal )标

志，将抵触贸消部商品 

说明法令，可被处以罚 

款高达10万令吉或监禁3 

年I

由雪州贸消部官员莫

哈末扎里夫率领的6人贸 

消部执法队，联同由阿 
米尔率领的雪州宗教局5 

名官员，于昨日下午3时 

前往巴生圣淘沙苹园黄 

梨园路，一家已被监视 

了两周的住家式食品工 

厂，展开取缔行动。

有关行动共起获2100 

包厂家擅自印上清真

标记的糯米饼（biskut 

p u I u t )、花生饼 

(rempeyek )和马来光 

酥饼（roti pong )，总值 

1万2774令吉84仙。

执法队更当场扣捕一 

名年约50岁的男子录取 

口供，初步调查显示该 

厂运作了逾10年。

当局援弓丨2011年商品 

说明法令（清真认证与 

标志）第4(1 Ha)条文调查 

此案，即在没有获得伊 
斯兰发展局的认证与授 

权下，任何食物和物品 

都不能被视为可被穆斯 

林食用的清真食物。

_旦定罪，•个人初犯 

可面临不超过10万令吉 

罚款、或监禁不超过3年 

或两者兼施；重犯者罚 
款可达25万令吉、监禁 

不超过5年或两者兼施。 

公司初犯的罚款可达20 

万令吉，重犯高达50万 

令吉。(TTE)

■该住家式食品工厂在未获大马伊斯兰发展局的 

授权下，擅自在食品包装印上“清真”标志，将 

面临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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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民：疫情殃及制造业

建议设特工队收集数据
(吉隆坡11日讯）前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王 

建民博士建议成立一个类似国际贸丁部用以监督 

中美贸易战效应的特丁队，来收集和监督在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下首当其冲的制造业相关数据。

他说，我国外贸是以制造业主导，而且超过 

三分之一的贸易是跟中国有关，冠病疫情爆发 

后，我国制造业深受其害，以致今年1月的进出 

口分别按年滑落了 1.5%及2.4%，2月的数据恐 

进一步恶化。

他说，由于中国广州电子和电器及湖北汽车 

部件的生产严重受到干扰，我国制造业恐遭殃，

他说，新政府面对重大的经济挑战，尤其是 

冠病危机，国际贸工部对工业界在当前不确定性 

的导航有重大的角色。

王建民今日在致新任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部长 

拿督阿兹敏阿里的公开信中，这么说。

王建民：新政府面对重 

大的经济挑战。

促贸工部关注8大工作范畴
王建民也是万宜国会议员，他在 

这封公开信中，列出他希望贸工部关 

注的8大工作范畴。

他说，我国是2020年亚太经济 

峰会东道国，有责任取得21个参与 

的经济体的共识，于今年11月开会 

时发表领袖联合声明，更重要的是， 

讨以另一个0标（布城目标，也 

许？）来取代将在今年抄届满的茂物 

0标。

“随着2019年在智利圣地亚哥举 

行的亚太峰会领袖会议被取消，及没 

有于2018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发表 

领袖声明后，马来西亚的压力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要大，尤其是换政府后。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部长眼前挑 

战是负责将在4月20及21日举行的 

贸易部氏会议，部【C：将主持这项会 

议，副部艮则将代表马来两亚。

“政府政权突变，可能拖延委任 

亚太经合组织公共关系管理顾问，在 

进行社交媒体，广告和宣传活动的同 

时，特别是考虑到换政府这点，由选 

定的公关顾问在马来西亚境内和境外 

制定有关亚太经合组织的公共叙事将 

至义重要。”

王建民说，工业4.0是国际贸易 

及工业部在希望联盟政府下推川的其 

中一个重大政策，超过500家中小企 

业已获准参与工业4.0准备评估，以 

及100个已有合格的评估员进行评 

估。

“国家汽车政策的核心非常明 

确，也是需要部门和其他相关政府部 

门和机构的策略协调去落实。

“国际贸易及丁业部准备的钢铁 

业白皮书正在最后修饰中，它将概述 

整个行业的发展道路。白皮书概述的 

一点是业界的整合及有利这个进程的 

奖掖。部【(：必须在照顾国内现有业者 

及运行新人加人市场中取得平衡。”

•管理供应链干扰

•达到2020年亚太峰会“布城目标”

參外来直接投资及国内直接投资奖掖和机会

•工业4.0的推出

• 2020年国家汽车政策

•钢铁业白皮书

•对各项自由贸易协定的策略

參第四新工业大蓝图和其他工业相关政策

应致力让印度重返谈判桌
王建民说，部tC：必须和其他贸易 

部长合作，如何让印度重回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又系协定（RCEP)的谈判 

桌。此外，部氏也必须决定是否重启 

陷人僵局的其他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他补充，另一点是我国是否应核 

准跨太平洋伙伴全自及进步协定 

(CPTPP)，如果受我国关注的几点 

能处理好，我国做出正面反应，会对

我国有利，不然就会因为没有核准协 

定，只能在外观望无权提出任何建 

议。

他指川，国际贸易及工业部正拟 

定新工业大蓝图，为未来10年做规 

划，制造业政策也在准备中，这项政 

策对汽车业非常重要。其他在拟定中 

的包括电器和电子业大蓝图，这项都 

有助国家工业发展的持续性。

王建民建议关注8大工作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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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控制成本审查税制

探讨重启消费税
(布城11日讯）首相丹斯里慕尤丁表示，政府将探 他说，为了控制生活成本，新政府也将审查所

讨重启消费税（GST)。 有税制。

m
尤丁今天在首相署主 

持新政府首个内阁会 

议后，在丨己者会上受询及有巫 

统最高理事日前建议政府实行 

3%消费税，以取代现有的销 

售及服务税（SST)时这么回 

应。

“不论是消费税或销售及 

服务税，我们都会探讨。” 

他强调，任何税务政策， 

都必须符合政府的整体政策。

他补充，无论是任何税 

制，政府希望在在税务上取得 

平衡，增加收入的当儿，不会 

加剧人民的负担。

他表示，财政部K：东姑扎 

夫鲁将负责研究各种选项，过 

后向内阁汇报。

希盟政府于2018年5月 

上台后，随即废除国阵政府推 

行的消费税，并重新推出 

SST °
一些批评者认为，落实 

SST后，国人没有感觉到物价 

下跌，N此有人建议废除 

SST，重启消费税。

国民联盟最近执政后，巫

统一名最高理事建议，以3% 

税率重新落实消费税。
4高级部长地位“平等”

慕尤丁首开内阁会议翻不在阿兹敏掌大局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今早在 

首相署召开新政府的首个内阁 

会议。

会议是从今早9时25分 

开始，所有31名昨日宣誓就 

职的部K:到齐出席。

慕尤丁也在会议开始前， 

与全体内阁成员拍大合照。

慕尤丁本周一（9日）公 

布内阁新阵容，这也是我国史 

上首次没有副首相职，并委任 

4名高级部t(：处理4大课题。

4人分别是国际贸易及丁 

业部高级部〖(：拿督斯里阿兹敏

阿里、国防部高级部K:拿督斯 

里依斯迈沙比里、T.程部高级 

部长拿督斯里法迪拉尤索夫， 

以及教育部高级部K莫哈末拉 

兹博十上议员。

内阁部艮昨R在国家元首 

苏丹阿都拉陛下面前宣誓就 

职，而慕尤丁则已于3月1日 

宣誓就任。

出席首次内阁会议者包括 

政府首席秘书拿督斯里莫哈末 

祖基阿里及副首席秘书（内 

阁）拿督法利查阿末。

慕尤丁强调，所有4名高 

级部长的地位“平等”，但如 

果他未克出席和主持内阁会 

议，将由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代为主 

持。

“我在缺席时，阿兹敏将 

主持内阁会议如果阿兹敏缺 

席，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将 

主持。”

慕尤丁补充，今天他有出 

席内阁会议，W此由他来主 

持。

“我拥有许多支援，我认 

为这个制度将使内阁有效运

作，为人民服务。”

他表示，4名高级部长将 

形成4个集群，分别与经济、 

公用事业、社会及国家安全有 

关的部门…

“当相关领域面对问题 

时，则由相关高级部长提出解 

决方案

慕尤丁本周一（9 R )公 

布的内阁阵容，设有4名高级 

部K:职位，除了阿兹敏和出任 

国防部K的依斯迈沙比里，另 

2名高级部长为丁程部长拿督 

斯里法迪拉尤索夫，以及教育 

部长莫哈末拉兹博士上议员。

或修宪满足沙砂要求
政府或将修改宪法，以满足 

沙巴和砂拉越的要求。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强调，内 

阁已同意与掌管沙巴及砂拉越事 

务的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麦西慕 

举行首场会议，讨论一些事项如 

1963年大马协议。

“会议将讨论有关大马协议的 

问题，并可能修宪，以满足沙巴 

和砂拉越人民，已列明在该协议 

内的需求和愿望。”

尽管新政府没有竞选宣言， 

但内阁将针对各部门提出需优先

解决的建议，作出议决。

慕尤丁指出，新政府将通过 

部门和局所呈上的建议，提出更 

惠民的献议《

“人民和外国投资者想要知 

道，我们所成立的这个国盟政府的 

真正政策。W为我们没有竞选宣 

言，所以我们议决每一个部门和 

局，提出何为优先事项的建议。

“肯定的是，它可以付诸落 

实，以及马上惠及特定的群体。 

此事一旦完成，我们将告诉人 

民，国盟政府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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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尤丁 
谈话重点

@调整预算案， 
W或重启消费税

设经济 
行动理事会

于新政府无宣言 
f各部II腿工作建议

设冠病基金 
募款助患者W

書首相出国，
O阿兹敏掌大局

内阁祀薪 
5 至 10%% 0

(布城11日讯）政府将检讨由前 

朝政府推出的经济振兴配套，探讨是 

否加码或调整该配套。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说，财政部氏东姑扎夫鲁负责执 

行工作，预料会在一两周内会宣布。

他今天主持新政府的首个内阁会议后在记者会上 

说，政府将确保在经济振兴配套下，除了加强投资者对 

我国的信心，0标群体也从中受惠。

文转► A3

慕尤丁昨日首次以首相身分，主持新政府的首个内阁会议前，与众内阁部长来 

张大合照。前排左起外交部长拿督斯里希山慕丁、青年及体育部长拿督斯里理 

查马力肯、乡村发展部长拿督阿都拉迪夫博士、通讯及多媒体部长拿督斯里赛 

夫丁阿都拉，以及首相署部长（经济）拿督斯里慕斯达法。

部长一个月内 
贪会申报财产

修宪滿足 
砂沙要求

慕尤丁：应对油价冠病冲击

检瞧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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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国家经济理事会 

应对冠病油价冲击

文接►封面检讨经济振兴配套

慕尤丁宣布，政府成立 

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当务 

之急是解决2019冠状病毒 

病及油价暴跌，对我国经济 

带来的影响。

他说，他将亲自主持经 

济行动理事会会议，该理事 

会将从下周一（16日）起，

每逢周一召开会议，并把相 

关政策提呈内阁讨论。

国行总裁受委成员

经济行动理事会成员包 

拈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长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财长东姑 

扎夫鲁、首相署部K：(经

济）拿督斯里慕斯达法。

此外，数名有威望的人 

士，包括国家银行总裁拿督 

诺珊希亚，也会受委成为一 

员及受邀出席会议，协助国 

家解决当前艰巨挑战。

“所有阁员意识到，特 

別是在这个危急的经济状 

况，油价下跌至每桶30美 

元，即暴跌31%，肯定会影 

响政府的资金来源。

“加上一连几个星期的 

新型冠状病毒所承受的负 

担，同样对国家特别是经济 

问题带来重大影响。

“这是我们的当务之 

急，显示政府没有怠慢。”

吁业者提建议

慕尤丁呼吁相关业者提 

出各自的意见和建议，探讨 

可行的解决方案。

他说，政府将关注受到 

经济低迷冲击的B40群体， 

他们S前面对生活成本大幅 

增加的难题。

针对政府大型基建计划 

会否因此喊停，慕尤丁说， 

有夬计划将继续，惟政府将 

探讨是否需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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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6土团党州议员

或4人跳槽公正党
(吉隆坡11曰讯）雪兰 

莪州6名土著团结党州议员 

中，或将有4人将蝉过别枝 

跳槽人民公正党。

据《星报》报道，上述 
4人为轰埠州议员沙烈胡 

丁、而揽州议员莫哈末沙 

益、龙溪州议员阿迪夫和苔 

冬加里州议员哈鲁迈尼。

尽管土团党已脱离希望 
联盟，并与国阵和伊斯兰党 

组成“国民联盟”执政中 

央，但雪州政府仍然由希盟 

掌权，而他们4人在上周的 

记者会上也表态将继续支持 

希盟雪州政府。

据悉，他们如今已提交 

了一份法定声明，即根据雪 

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的 

要求，“白纸黑字”支持州 

政府。

早前，土团党雪州主席 

拿督阿都拉昔已讲明，上述 

4人可自由做自己想做的 

事，因为他们也是民主制度 

的一部分。

他说：“如果他们没有 

作出任何白纸黑字的声明， 

就没有问题，他们可以留在 

党内，但是如果他们在要求 

下发出法定声明，那么我们

就必须考虑他们在党内的位 
置〇，，

阿都拉昔说，他将就此 

事准备一份报告，然后转发 

给党总部，以采取必要行 

动0

“我明天也将与首相（也 

是土团党主席）的丹斯里慕 

尤丁会晤，讨论我们的4名 

雪州议员。”

另一方面，阿米鲁丁政 

治秘书博汗阿曼沙受询时 

说，4名土团党议员已提交 

了各自的法定声明，以表示 

他们对希盟政府的支持。

同时，哈鲁迈尼也证实 

他们已提呈了法定声明。

询及他们是否会跳槽 

时，他说目前还没有这个需 

要。“我们目前尚未考虑这 

一点，但在我们支持州政府 

的情况下，我们正寻求的是 

州议会中的公正党+4。”

对于土团党可能对他们 

采取的行动，哈鲁迈尼说， 

他们将拭目以待。

目前，雪州议会有19名 
公正党议员、16人为民主行 

动党、8名国家诚信党、6名 

土团党、5名国阵，1名伊党 

和1名独立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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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栋强：摩托罗拉职员确诊

政府不应坐视不理

(槟城11日讯）民政 

党槟州主席胡栋强左右开 
弓，剑指大马卫生部及槟 

州政府，对槟城摩托罗拉 
解决方案公司（Motorola 
Solutions)工程师传出确 

诊新冠肺炎的消息，竟然 

“坐视不理”，毫无危机意 

识地抹杀人民知情权！

也是民政党全国署理 

主席的胡栋强周三发文告 

指出，该厂基于安全考量 

已自行发布通知，采取最 

即时的应对措施，以减低 

病毒继续传染的风险。反 

观槟州政府无动于衷，依 

然没有发布媒体说明。

“难道卫生部没有公

布，槟州政府就继续被动 

地等？在民众利益前提 

下，这时候还在官僚化处 
理事件？在谣言满天飞的 

情况下，官方消息地资讯 

越详细，人民越安心，这 

总好过道听途说，人人自 

危。”

他强调，这起事件已 

在整个工业区领域、槟岛 

市区，成为热议的话题， 

但槟州首长曹观友却表现 

得异常冷静。他促槟州政 

府仿效雪州政府，成立抗 

疫行动小组应对疫情。

胡栋强也批评卫生 

部，至今没有发布官方确 

认该名工程师是否确诊。 

此外，民众都想了解该名 

工程师的行踪，实际上人

民也有权知道他到访的地 

方，以便能采取防范措 

施0

“尤其我国已进入第二 

波疫情，情况越来越令人 

担忧的情况下，除了预 
防，基本上没有更好的方 

法来抗疫。因此，这需要 

卫生部提供更多公开资 

讯，否则人民怎么防范？”

他促卫生部不要因为 

换了政权，而忽视槟州的 

情况，并希望朝野能合作 

抗疫。

胡栋强也认为教育局 

不该阻止各校向学生发出 

隔离通告，因为这是校方 

采取的最基本防疫行动， 

以降低学生被感染的风 

险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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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愿减薪5-10%

阿兹敏可主持内阁

部长须申报财产

重检“救市”方案 

接受张庆信拒入阁
♦ 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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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经济振兴配套

t相丹斯里慕尤丁强调，所有 

高级部长的地位平等，若他 

缺席内阁会议，内阁会议将由国 

际贸易及工业部高级部长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代为主持。

“若他（阿兹敏）也不在，那 

就由另一名高级部长拿督斯里依 

斯迈沙比里来主持，我有很多人 

选，这就是我所谓的功能性政 

府0 ’，
他也说，内阁拥有4名高级 

部长，是为了落实群集系统 

(Sistem Kluster)，比如新冠肺 

炎疫情不只是涉及卫生部，还有

其他部门，如交通部及农业部。

他说，4名高级部长各自掌 

管的角色，即与经济、社会、安 

全及公共设施相关领域的部门， 

若有需要关注的课题，负责的高 

级部长将会寻找新方向及解决方 

案0

他说，政府首席秘书正在鉴 

定有关职务的名单，以免出现冲
关〇

他举例，在特定课题，如新 

冠肺炎课题上，涉及的部门除了 

卫生部，也有交通部、农业部 

等〇#

阿兹敏代为主持

民联盟政府将会重新检 

讨前朝政府应对新冠肺 

炎对社会冲击，而推出的《经济 

振兴配套》。

“我们将在研究后，再重新 

推出，例如是否需要增加拨款， 

交由财长决定。如果需要再增

加拨款，政府也会同意，确保更多人能 

获得援助。”

他表示，这项检讨没有设下限期， 

只是要求有关部门尽快呈上报告，预 

料在1至2个星期内重新推出。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在主持内阁首 

次会议后，在记者会上如是指出。#

大型基建计划续落实

玉

#及前朝政府的大型政府基建 

计划会否受影响时，慕尤丁 

表示有关计划将继续实行，但会 

研究是否需要调整。

此外，他也指示旅游部长南 

茜苏克里就旅游业受新冠肺炎的 

影响提出应对方案，减少旅游业 

受到的影响。

将公布新利民政策
他也说，由于新政府是在不

寻常的情况下成立，没有任何宣 

言，外资及人民都想知道政府的 

政策。因此，内阁也指示每个部 

门及机构必须提交落实的持久性 

建议，以让特定群体取得立竿见 

影的效果。

“政府会收集及整理后，以在 

最短的时间或1年内，也可能在 

下届大选前向人民公布新的利民 

政策。” #

研究是否增拨款

首相若缺席内阁会议

敏
，
不
时
在
讨
论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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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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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關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宣布，政府将会推 

介新冠肺炎基金会，初步将注入100万令 

吉，并希望人民可以积极响应捐款。

他说，这基金会主要是让低收入病患

被隔离期间没有收入来源时，获得金钱援 

助减轻生活负担。

首相是于周三在主持内阁会议后，在 

记者会上即场捐款，借此抛砖引玉，让更

多人响应。

他说，筹获的款项将协助符合资格的 

人士。

♦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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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新冠肺炎基金f府号召全民捐款
相丹斯里慕尤丁宣布，政府将会推 

介新冠肺炎基金会，初步将注入 

10〇万令吉，并希望人民可以积极响应 

捐款。

初步注入100万
他说，这基金会主要是让低收入病 

患被隔离期间没有收入来源时，获得金 

钱援助减轻生活负担。

首相是于周三在主持内阁会议后，

在记者会上即场捐款，借此抛砖引玉， 

让更多人响应。

他说，筹获的款项将协助符合资格 

的人士。

除了首相捐款外，在场的内阁部长 

也纷纷掏出钱，捐给新冠肺炎基金。其 

中包括国防部高级部长拿督斯里依斯迈 

沙比里及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高级部长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等。#

慕尤丁（左）即场捐款，借此抛砖引玉，让更多人响应。左2起为依 

斯迈沙比里、及阿兹敏阿里，两人也掏钱捐款。

所有■长须申級#
(布城 11 日讯）首相丹斯里慕 mm MWBii n n n

尤丁说，全体内阁成员需在1个月 

内向反贪会申报财产。

他指出，内阁成员在出席首次内阁 

会议时，也受促履行承诺对抗及打击贪 

污，如前朝政府的做法，向反贪会呈报 

财产，以将国盟政府的廉洁程度提高至 

最局点。

他今曰（11日）主持新内阁的首次 

会议后在记者会上如是指出。

“和过往一样，所有内阁部长必须向 

反贪会申报财产。”

他说，在今日的内阁会议上，也提 

醒所有部长必须廉洁及对抗贪污，同时 

也必须签署宣誓书。#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说，政府将成立以 

他为首的经济行动理事会，处理国 

家经济所面对的课题。

慕尤丁周三在首相署主持首次内阁 

会议后，召开记者会时这么说。

他表示，经济行动理事会成员包括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高级部长拿督斯里阿 

兹敏阿里、财政部长拿督斯里东姑扎夫 

鲁、首相署（经济）部长拿督斯里慕斯

内阁会议在周三上午9时25分开始

达法、国行总裁及其他专才，协助 

政府解决重大的课题。

他说，往后经济行动理事会每 

周一开会，内阁会议则是每周三， 

因此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的决定， 

就可带上内阁寻求核准。

他说，首次的会议将订在下周

所有31名内阁部长皆出席会议。

一举行，而财政部和首相署经济策 
略单位将成立联合秘书处。

“政府知道人民的需要，有迫切 

的课题需要政府尽快寻找对策，所 

有内阁成员知道国家情况不佳，国 
际原油价格每桶下降31 %，肯定会 

对国家经济资金来源造成影响，加

上新冠肺炎的肆虐，雪上加霜。” 

他说，这是政府火速采取的 

应对行动，同时也要求利益相关 

者透过各部门提呈看法，如鉴定 

面对问题的群体，如B4◦群体。 

#

谁需援助就帮谁国盟是全_政府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强调，国民联 

盟是隶属全民的政府，更是人 

民的“奴隶”，为民服务。

他强调，内阁成员是由各族组 

成，是一个全民的政府，一视同仁对 

待各族群，谁需要援助就给予协助。

“我告诉部长们，我们要公平对 

待各族，并为各族工作。这是属于马 

来西亚人的新政府，请当我们是马 

来西亚人的4奴隶’。”

他也驳斥新内阁是一个只偏帮 

某族群的政府的说法，并强调新内 

阁涵盖各族群，包括来自沙巴和砂

拉越的少数民族，更体现属于大马 

人的内阁。

他也说，我国的外交政策也会 

一如既往。

敏派人马加入土团
首相兼土团党主席丹斯里慕尤 

丁证实，人民公正党前署理主席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等1◦名国会议 

员，已经加入土团党。

他说，阿兹敏等人的入党表格 

已经获得土团党最高理事会会议通 

过〇#

满足东马鼴再龍《1963码賴亚协议)

首;联盟政府将再商讨《1963年 

马来西亚协议》，并在有必要的情 

况下修宪，以满足东马人民的期 
望。

他在记者会上说，政府会继续 

讨论该项协议，也会在有必要的情 

况下修改宪法第1 (2)条款。 

他说明，沙巴团结党主席拿督

斯里麦茜慕受委处理沙巴与砂拉越 

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就是为了以保 
障东马人民的权利。

希盟政府曾于去年4月9曰在 

国会提出修改《联邦宪法》第1 

(2)条款修正案动议，后来因为遭 

砂拉越和其他反对党议员弃权投 

票，因此在下议院吃闭门羹，无法 

通过。#

以时机不对为由 慕尤丁求遞马被拒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说，尽管他 

已致函给前首相敦马哈迪要 

求会面，不过已遭敦马以“尚未是 

会面的时候”为由而拒绝。
慕尤丁周三在记者会上也向媒 

体披露，他一周前致函给敦马的信 

件内容。

“第一段，我写了祝福敦马身 

体健康，第二段，我说，为过去数 

个星期来所发生的事，如果伤害敦 

马感受，谨此向敦马致歉。”

“我还记得函件内容，第三段 

是说，如果有时间，愿意与敦马会 

面。”

“但他以还不是会面的时候拒 

绝了，不过我已经准备好了，在任 

何时间与地点会见敦马。”

他说，他需要敦马认同这个政 

府，尤其国盟政府是合法及宪法的 

政府。

希盟政府的倒台及国民联盟政 

府的崛起，导致土团党出现严重分 

裂，也是土团党主席的丹斯里慕尤 

丁向前首相敦马哈迪伸出橄榄枝， 

希望通过和谈化解两人之间的纷 

争。土团党最高理事旺赛夫周曰发 

表文告透露，慕尤丁已经致函马哈 

迪以冀能在近期会面。#

张庆信拒受委部长能将物色新人选

首:民进党主席拿督斯里张庆信以 

不适合为由，拒绝国家团结部副部 

长的职位。

慕尤丁指出，张庆信已经表明 

拒绝受委。“这是他的选择，他认 

为他不适合这个职位，我也接受 

了 °”

张庆信10日缺席正副部长的宣 

誓就职仪式，过后，《婆罗洲邮报)〉 

报道，民主进步党总秘书尼尔逊巴

朗表示，张庆信拒绝了慕尤丁提出 

的副部长职。

慕尤丁说，既然张庆信已经阐 

明理由，他也唯有接受。

“不过，张庆信表示愿意以其他 

方式为国服务。”

有鉴于此，慕尤丁表示将于周 

四与张庆信会面商讨此事。

慕尤丁也表示将向国家元首提 

呈另一名人选，填补国家团结部副 

部长的空缺。#

新内阁会议首召开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周三在首 

相署主持首次内阁会议。

内阁会议在上午9时25 

分开始，所有31名内阁部长 

皆出席会议。

在会议开始前，慕尤丁与 

全体内阁成员拍大合照。

慕尤丁在9曰宣布内阁新 

阵容，这也是我国史上首次没 

有副首相职，并委任4名高级 

部长处理4大课题。

4人分别是国际贸易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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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部高级 

部长拿督斯里法迪拉及教育部 

高级部长莫哈末拉兹。

内阁部长昨曰在国家元首 

苏丹阿都拉面前宣誓就职，而 

慕尤丁则在3月1日宣誓就 

任。

出席首次内阁会议者包括 

政府首席秘书拿督斯里莫哈末 

祖基阿里及副首席秘书（内阁）

拿督法利查阿末。其他部长包 

括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祖莱 

达、内政部长拿督斯里韩沙再 

努丁、农业及食品工业部长拿 

督斯里罗南建迪、高等教育部 
长拿督诺莱妮、人力资源部长 

拿督斯里沙拉瓦南、首相署部 

长（沙巴与砂拉越事务）拿督 

斯里麦茜慕、教育部高级部长 

莫哈末拉兹、财政部长拿督斯 

里东姑扎夫鲁、国际贸易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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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部高级 

部长拿督斯里法迪拉尤索夫、 

交通部长拿督斯里魏家祥、环 

境部长端依布拉欣、妇女及家 
庭部长拿督斯里丽娜哈伦、首 

相署部长（特别事务）拿督斯 

里礼端、首相署部长（经济） 

拿督斯里慕斯达法、通讯及多 

媒体部长拿督斯里赛夫丁阿都 

拉及乡区发展部长阿都拉迪。 

#

研究GST和SST
首相自荐减薪
被

指新内阁臃肿将增加政府的开销 

遂自荐愿意减薪5%或10%。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毛

“我愿意第一个接受这个挑战，可能5%或10%。”

“但我相信我们在这里的人都相信愿意为国家贡献。” 

不过，他表示，内阁会议没有讨论此事。

他在首相署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新内阁被指臃肿的说法 

时说，新内阁阵容听起来庞大，但以国民团结局为例，该机构已 

经存在，只是需要额外的事务，如职员等。

在询及会否重新推行消费税时，他表示，政府会研究所 

有的可能性，如消费税或消费与服务税。

“所有相关部门将会给予建议，请别太快下定论，毕竟今 

天才第一天举行内阁会议。”

他也说，政府也会尽力解决1兆令吉的国债问题。

询及会否重新调整《2020年财政预算案》，他说已经指 

示财长研究此事，下周一召开的经济行动理事会也会了解国 

家的经济状况，是否需要重新调整需要等待财长的报告。#

“请给机会服务人民”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表示无意举行闪电大选。

今天才第一天，拜托，给我们一个机会，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他是受询及政府会否提早举行全国大选或举行闪电大选 

时如是表7F。

“如果你要闪电大选，我可不想要。人民可能不只是会诅 

咒，因为，现在也不是适当的时候，我们准备解决问题。”

他说，人民希望一个具有传递性的政府，而新政府也承 

诺准备执行这个角色，

针对马哈迪指慕尤丁领导的政府已经拥有足够的国会议 

员的支持来执政，慕尤丁笑说：“这当然，否则我也不会在 

这里了。”

他也感谢马哈迪评他领导的国盟政府可以维持到下届；

“谢谢敦〇，，

慕尤丁表示，尽管如此，但是或许尚会面对一些挑战， 
若所有国会议员听取前首相马哈迪的劝告，或许他们就不会 

在国会提呈不信任动议了。

“不过这也是我的揣测而已，对我而言，最重要是强化政 

府，所有部长都努力工作，我不相信，到时人民不会提高对 

政府的信任。” #

成立经济行动理事会

首相：限时一个月内

窗接停联隔專考

无意举行闪电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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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贸工部长阿兹敏（左2)周三到贸工部上班，在欢迎仪式的

电子版上签名；左为贸工部秘书长拿督洛曼。

(布城11曰讯）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高 

级政务部长拿督阿兹敏和副部长拿督林万 

锋上议员周三在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履职。

国际贸工部周三在一篇文告中说，正 

副部长今早到部门报到，并会晤了该部门 

和旗下11个机构的高层人员。

在会上，部长阿兹敏强调了提高中小 

型企业生产力，加强马来西亚公司的国内 

投资以及吸引高质量外国投资的重要性，

特别是在面对新冠肺炎(COVID-19)爆发后 

对经济影响所带来的挑战，这些挑战已导 

致本地如旅游业和酒店业等本地行业的增 

长大幅滑落。当局还将采取措施解决那些 

从中国采购货品却受疫情影响的零售商问 

题。

文告指出，该部门将特别着重于2020 

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组织工作，

以确保即将举行的亚太经合首脑会议得以 

成功举行，并推动马来西亚不仅作为东道 

国，而且作为区域和全球投资的枢纽。在这 

方面，该部将优先考虑加强马来西亚的国际 

贸易和投资绩效。

其他紧迫的问题集中在国家汽车政策 

(NAP)和工业4.0方面。

作为负责工业发展，贸易和投资促进 

的部门，国际贸工部将通过向首相办公室 

新成立的经济行动理事会提供相关意见，

从而在执行最近宣布的经济刺激方案中增 

加价值。

文告说，部长阿兹敏还强调，便利化 

需要增加全球供应链中的本地公司数量，并且加快国内投资。

展望未来，在部长领导下的国际贸工部和各相关机构将动员 

其所有引擎，以确保马来西亚的经济表现得到保障，从而确保人 

民的福祉。

林万锋:将重吸纳高素质投资
另外，新任贸工部副部长拿督林万锋表示，贸工部将会把重 

点放在吸纳高素质投资，为大马全民制造更多就业机会。

他说，贸工部也将致力于提升国家在吸纳外资的竞争力。

至于新冠病毒疫情会否影响招商引资时，林万锋提到，疫情 

不只是影响马中“一带一路”的招商引资，也影响在大马及其他 

区域的工作。

“贸工部将在抗疫的同时，做出调整，以收取最好的成效。”

林万锋周三早上到部门报到后，开始聆听官员的汇报，今午 

也参与贸工部高级政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主持的部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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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王储东姑阿米尔沙聆听有关莎阿南体育场的情况，确保雪州主场举行的 

其中一场马来西亚超级足球联赛顺利举行。

確保馬超聯賽順利舉行

雪王儲巡莎阿南體育館

曰前到该体育场巡 

视，包括了解该体 

育场的设施和安全 

情况。

莎阿南副市长莫 

口合末拉昔迪

、丨』球靆2, _政厅工程组等皆有益
岛于f 2赍3?5南该体育馆是在达鲁益山设备管理层 

订的其中一场马来西（darul ehsan fasmti managment}所

亚如入i #髓，莎阿南市政厅工程组也在该体育馆 
东阿■+/】、心'1!1=1胃，足忘、^：&。丨也的安全事项提供技术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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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覃福榮1

(安邦1 1曰讯）经 

济淡季遇上武汉肺炎 

(2〇19冠状疾病）疫情爆发，巴刹人潮也 

明显減少，部分小贩申诉生意下滑20%至 

30%。

武汉肺炎疫情正处于爆发阶段，确诊病例节节

攀升，以致人心惶惶。
《中国报》记者今日走访安邦太子园巴刹，虽 

然人潮不至于太少，但许多小畈申诉生意额明显 
下滑。

大^分受访小贩指出，这期间看到顾客人潮减 
少，尤其小孩更是少见。

他们说，原本过了农历新年就是淡季，如今遇 
上武汉肺炎疫情更是雪上加霜。

“有些人只是匆匆买了粮食就回家，有些则是 
原本一家人来巴刹，也变成只是安排一名家人来 
买东西〇 ”

i也们i兑，生意额下滑让他们背负更重的经济压

力，贷款、生活费都无法削减。
同时，受访者申诉口罩非常难买，几乎各个西 

药坊都没有存货，想戴口罩也不行。
询及如何保护自己和防疫，他们说，我国的疫 

情不至于让公众大量囤粮，不过因为减少外食， 
所以也会买一些粮食在家烹煮。

“近期都会尽量减少在外用餐的次数，在家自 
B 煮°，，
ST养太子园区的安邦再也市议员蔡耀宗奉劝公 

众，若身体感到不适，就减少到人多的地方。
“如果从国外回来就自我隔离14天，同时提高 

卫生意识，保持多洗手的习惯。”

t周志坚

i于各地游客减 
少，许多餐馆对 

鸡只需求下降，选择减 
少入货，反而鸡只零售 
市场在这时期蓬勃起 
来。

鸡贩周志坚指出，现 
在非常时期，许多人选 
择在家煮食，所以他的 
零售鸡只生意上升了约 
20〇〇〇

他说，现在市场上的 
鸡只充裕，加上批发量 
减少，所以大家都可以 
买到价廉物美的鸡。

不过，他直言，随著 
扣:发量需求下降，养鸡 
场可能会减少饲养的数 
量，那么，几个月后市 
场上的鸡就会减少，届 
时鸡价可能会上涨。

經濟壓力很大

t武汉肺炎疫情爆发期间，部分公众去巴刹也戴著口 

罩。

—许多人在疫情期间选择在家煮食，所以鸡贩生意不降 

反升。

♦陈金福（油炸鬼小贩）

丨在很难买到口罩，所以比较少人 
(出来买东西，以前可能一家人来 

巴刹，现在就只有一个代表来买东西。
我的生意下降2〇%至307。，还要养家 

糊口、还贷款，经济压力很大。

现;

減少在外用餐

淡;

♦马汉洲（水果小贩）

季遇上武汉肺炎疫情，顾客买东 
.西都匆匆忙忙，也很少看到有小 

孩子跟家长到巴刹，近期生意下滑 
了 30%。

我和家人都买不到口罩，唯有减 
少在外用餐，原本4月去香港的家 

庭旅游也因疫情而取消。

t周志坚

—虽然武汉肺炎疫 

情处于爆发阶段， 
惟太子园巴刹仍见 

人潮。

在家煮減少|梟4

雯隹

戴上口罩的我们也只是希望将武汉肺炎的传染程度减到 

更低，毕竟一个小小的举动就可抗“炎”啊！

平曰明顯少人
♦李财（糕点小贩）

果没有节曰，平日人潮明显减 
少，周末或公假就比较多人到巴如

刹。
现在原本就是淡季，加上疫情 

爆发令部分公众减少出门，近 
期，我的生意下降20。。至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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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敏：責任重大
(吉隆坡11日讯）高级政务部长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拿督斯里阿 
兹敏阿里指出，委任他做高级政务 
部长，是一个重大责任。

他今日在推特推文指出，他会与 
部门官员共同结合努力，根据首相 
丹斯里慕尤丁的愿景，提高国际与

国投资。
“我们会关注经济成长、制造就 

业机会及照顾人民的福祉。” 
他在说，感想首相对他的信任， 

委任他这个职务。
另一方面，阿兹敏阿里也在今曰 

到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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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將如期進行
(吉隆坡11日讯）高级政务部 

长（国际贸易及工业部）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指出，2020年亚太 
经济合作组织峰会（APEC)及今 

年计划举行的相关会议，将如期 
进行，因为参与的经济体成员已 
表态愿意参加该峰会。

他说，该组织的21名成员阐 

明，尽管目前受到武汉肺炎侵袭 
而感到担优，但会议将继续进 
行，并计划更换地点以减低各国

代表的交流动向。
“有必要确保会议场所和地点 

不会过於拥挤，造成会议无法顺 
利进行。”

阿兹敏人今日主持部门首次会 
议後，向“马新社”这样指出。

他续说，必须有条不紊筹备亚 
太峰会的工作，以充分展示大马 
已作好准备在全球舞台上竞争， 
以及与成员国合作解决面临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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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
尤丁说，随著成立 
一个负责沙巴和砂 

拉越事务部门后，将会 
重新讨论1963年大马立 
国契约（MA63)。

他说，政府将继续讨 
论大马建国契约，在有 
必要的情况下进行修 
宪，以满足沙巴和砂拉 
越人民的期望。

他指出，委任沙巴团 
结党主席拿督斯里麦西

会议员拿督曼梳、荅株巴辖区国会 
议员拿督莫哈末拉昔、昔加末区国 
会议员拿督斯里山达拉、砂拉卓区 
国会议员阿里比袓、婆罗洲高原区 
国会议员威里莫金和兰墙区国会议 

重討論大馬立國契約

土團黨接受阿從敏與9人

会通过的三分之二多数 
议决。

砂拉越首长拿督阿邦 
佐哈里当时表明，有关 
法案仍未纳入MA63阐明 

的所有协议与条件，即 
1963年马来西亚立国契 

约里的摘要仍未列入其 
中，因此砂政党选择弃 
权投票。

去年12月，首相署前 

部长拿督刘伟强指出， 
将在3月召开的国会重 

新提交该修正案。

(布城11日讯）首相丹斯里 

慕尤丁日前宣布内阁名单时， 

破天荒没有委任副首相，反而 

委任4名高级政务部长；他说， 

若他无法主持内阁会议，有关 

会议将由高级政务部长（国际 

贸易及工业部）拿督斯里阿兹

敏阿里主持，并在必要时可做 

决定。
不过，他说，这4名高级政务部长 

的地位其实是平等。
“我已在今日的内阁会议上，告 

知所有部长，我没有出席内阁会议 
时，将由阿兹敏阿里来主持。” 

慕尤丁今曰主持内阁会议后，在 
记者会上，询及4名高级政务部长的

地位时，如是指出。
此外，慕尤丁说，由于今天他有 

出席内阁会议，因此会议由他本身 
主持。

功能性政府

他还笑言：“若阿兹敏也无法主 
持（内阁）会议，则接下来的圭持 
将是高级政务部长（国防部）拿督

斯里依斯迈沙比里负责主持。”
他说，这就是他所谓的功能性政 

府。
慕尤丁于周一（9日）宣布的新内 

阁阵容，设有4名高级政务部长职， 
除了阿兹敏和依斯迈沙比里外，另2 

名高级政务部长分别为工程部的拿 
督斯里法迪拉，以及教育部长莫哈 
末拉兹博士上议员。

■扎夫鲁（左起）、旺朱乃迪、南希苏克里、法迪拉尤索夫，以及凯里 

同时抵步首相署，准备出席内阁会议。

事是的将年改款越弃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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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原本也跟随他们退党的实兰 
沟区国会议员巴鲁比安，随后回归 
希盟且签署法定声明，支持马哈迪 
出任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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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逸山：支持者被拉走

敦馬影響力漸減弱
(吉隆坡11日讯）政治评论 

员胡逸山博士认为，前首相敦 
马哈迪医生仍有影响力，但面 
对现任首相丹斯里慕尤丁的地 
位，这种影响力可能会迅速减 
弱。

他指出，这是因为有更多的 
国会议员，可能会与当权者结 
盟。

也说，即使慕尤丁在党内选 
举中失利，但如果他能证明自 
己继续获得下议院大多数国会 
议员的支持，他仍有可以继续 
担任首相。

他向《太阳报》指出，因此 
慕尤丁必须尽快的展示，他确 
实拥有大多数议员支持。

胡逸山也说，但是如果两大

阵营不能和解，该党就会分 
裂，就像巫统在1980年的情 

)兄。
°另一方面，独立民调机构巧 

思中心总执行长阿兹兰说，慕 
尤丁担任首相，将会强化他在 
党内的地位。

他指出，慕尤丁得到土著团 
结党大部分国会议员的支持， 
而且也获得人民公正党前署理 
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阵营 

的支持，更也成功推翻希盟在 
柔佛、马六甲和霹雳的州政 
权，虽然无法获得吉打州政 
丰又。

他说，但是慕尤丁也面对挑 
战，包括如何治理国家、面对 
全球经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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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法定聲明呈大臣表態支持

6土團議員或投藍眼
(巴生11日讯）雪州的6名 

土团党州议员，其中4人极可 

能选择跳槽到公正党。

轰埠州议员沙勒胡丁、榄区州 

议员莫哈末赛罗斯里、峑冬加里州 

议员哈伦麦尼及龙溪州议员阿希夫 

上星期公开表示，他们支持雪州希 

盟政府：

雪土团主席:4人自由选择

他们说，他们目前已经白纸黑 

字地签署法定声明，并已经呈上予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以示

支持。

土团党雪州主席拿督阿都拉昔 

说，上述4人可自由地选择要做的 

事，这是民主体制的一部分。

星报引述他的谈话说，雪州 
政府是否将上述4人的支持记录在 

案，也是至关紧要的，假如4人还 

没呈交本身法定声明便没课题，他 

们还可继续留在土团党。

“如果4人已呈交了法定声 

明，他们就需对本身在党内地位作 

出选择。”

他说，他将会向党中央提呈

-份报告书，说明此事；同时，他 

说，明天他将会见首相兼土团党主 
席丹斯里慕尤丁，以商讨这4名州 

议员的地位。

哈伦麦尼:没确定是否跳槽
雪州大臣政治秘书波汉阿曼沙 

受询时向星报说，4名州议员已向 

大臣提交了各自的法定声明，以支 

持雪州希盟政府。

另-方面，崙冬加里州议员哈 

伦麦尼证实，他们已经将法定声明 

提交给大臣。

询及是否会跳槽到其他政党 

时，他说，目前情况而言还没这个 

必要。

他说，他们还未真正考虑这项 

问题，。

询及是否担忧遭受党中央的对 

付，他说：“接下来我们等著瞧会 

发生甚么事。”

目前由希盟执政的雪州议席分 
别公正党掌握19席、行动党16席、 

诚信党8席，另一边则有土团党6席 

(包括国际山庄州议员阿兹敏）、 

国阵5席、伊党1席1名独立人士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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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燈失靈5年獲維修

翠嶺花園草場放光明

攝影►照片由蔡偉傑提供
(万挠11日讯）在万挠翠岭花园公共草场，因照 

明灯失灵而陷人黑暗，导致居民被迫在黑暗中练功打 

拳逾5年后，士拉央市议会终于在本月初拨款修灯和 

在强力聚光灯的照射下，草场如 

今一片光明，居民喜不自胜。

蔡伟杰（中）在巡视草场的照明设备时， 
与五行太极拳会理事和会员合摄。左一为陈允 

养、右二是谢爱珠。

另加…盏聚光灯，使地方“重现光明”。

太极拳会会员摸黑打拳

万挠区州议员蔡伟杰指出，他是在去年杪方得知 

由于照明灯多年前失灵后，所以建在草场上的两个羽 

球场和儿童游乐场•人夜便形同虚设，难以在场上打 

球和玩乐。

“虽然约50公尺外的马路有街灯，但灯光微弱， 

难以接球，家长也不愿子女们在黑暗中玩乐而发生意 

外。唯有万挠五行太极拳会的会员，勤于学习武术来 

强身健身，每周均在球场上摸黑打拳。据知，偶尔 

也有居民会成群结队，互相壮胆地在草场上跳广场
麵 ”
夕半〇

他说，过去在照明灯未失灵前，偌大的草场仅 

有一盏照明灯，虽然是聊胜于无，但始终光线不足。

“我于是向市议会提呈申请，要求尽速修灯和加强照 

明，让居民无论日夜均可充分利用草场。”

蔡伟杰在巡视大放光明的草场后，这么告诉《大 

都会》社区报记者。随同他巡视的有万挠五行太极拳 

会顾问谢爱珠和会长陈允养。

蔡偉傑：擬增設運動器材休閒椅

同
时也是公青团组织秘书的蔡伟杰说，新增的聚光灯增 

在羽球场旁，使羽球场和儿童游乐场如今恢复光明，

让居民和孩子可在夜幕低垂时争取时间运动，活络筋骨。
“鉴于草场的使用率很高，我计划动用选区拨款，增设 

适合长者使用的运动器材和休闲椅，让他们可在运动后稍事休 
息〇

他也呼吁公众提升公民意识，共同照顾草场上的公共设施£

Page 1 of 1

12 Mar 2020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2
Printed Size: 258.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7,771.00 • Item ID: MY0038997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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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nitiiiirfluiij
^McmaxidangUan 
Timbalan Wcrt«i 
KPWKM adalah dorl 
PA9, maka parhEihwInan 
tfengam kanalt-kartAK 

empuan bawah umur

(■ aoks dcn£anacks dcn^an； 

Itanak-k^iJiak) akan 
ImleliAft&ci sclupas irtl, 
Ivtilali p^fiyaklt Drang 
Islam dtnegara Ini. 

I-Tldaft b4Hlimaifiui"

杨巧双驳斥网传称她侮辱伊斯兰 

和穆斯林的传言。

楊

__

IS

(八打灵再也11 

日讯）行动党泗岩沫 

jr 区国会议员杨巧双驳 
X-J斥网传她侮辱伊斯兰 

和穆斯林的传言。

网络传言指杨巧 

双在评论伊斯兰党妇 

女组主席拿督茜蒂再 

拉被委任为妇女与家 

庭部副部长时，曾发 

表侮辱伊斯兰和穆斯 

林的言论。

该传言以杨巧 

双的名义发言指称： 

“既然妇女与家庭部 

副部长是来自伊党， 

那未成年女子结婚 

(以合理化与孩童的 

I 性行为）的行为将会 

变得猖狂。这是穆斯 

林的病，不文明：” 

杨巧双在推特上 

反驳传言，指这是虚假的指控，并 

呼吁相关人士停止污蔑她。

“ ‘网络兵团’

(cybertroopers )最近都在加班，这 

是假的，请停止污蔑。”

伊污

園-r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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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11日讯）雪州苏丹沙拉弗丁本月9日 

召见雪州土团党主席兼巴生海峡区州议员阿都拉 

昔（前雪州行政议员），并勉励后者虽然当了州 

反对党议员，但也需要和希盟州政府保持良好合 

作关系。

随着土团党走出希盟，雪州政府果断地撤掉 

土团党议员的所有官职和党员的委任职。

阿都拉昔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当日他在沙 
亚南武吉加央安王宫觐见苏丹约2小时，苏丹对他 

所掌管的旅游及马来文化遗产事务的州行政议员 

-职被撤掉而感到遗憾。

“然而，苏丹殿下劝告我，虽然现在变成了 

反对党议员，但仍需如常认真且具高尚品德地为 

民服务。”

他说，为了顾及马来人和伊斯兰权益，殿下 

谕令他不能和州政府切割关系。

土团党在雪州有5席，除了阿都拉昔之外，还 
有轰埠区州议员沙勒胡丁、峑东加里区州议员哈 

鲁麦尼、而榄区州议员莫哈末赛及龙溪区州议员 

阿希夫。

不过，雪州希盟政府目前在56个州议席中占 

有43席，当中包括公正党有19席、行动党16席及 

诚信党8席。

『
陛
下
勉
勵
需
與
州
政
府
合
作
』

阿
都
拉
昔
覲
見
雪
蘇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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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权更迭，隆市桃花依旧，人面或全非。（档案照.）

(八打灵再也11日讯）随着新内阁成立，巫统总秘书丹斯里安努亚慕沙走 

马上任为联邦直辖区部长，前朝希盟政府在联邦直辖区的政治委任职务，料 

在短期内一个不留！ '

《大都会》社区报探悉，所有前朝希盟政府政治委任的职务#目前仍如常 

履行工作，直到接获婷职指示为止，惟相关拨款己被冻结。

居
委

I
干
人
受
影
響

天
此，预料随着新部长 

新官上任后大刀阔 

斧，重新整顿部门内的政治委 

任职务，并委任国民联盟成员 

党的党员上任，其中巫统和马 

华将会是大赢家。

由联邦直辖区部委任的职 

务包括有吉隆坡市长、吉隆坡 

市政局咨询理事会成员、居民 
代表委员会（MPP );房屋及 

地方政府部委任的则是新村管 

理委员会主席（村长）及新村 

发展官。

据了解，其中影响最大， 

涉及最多人的是居民代表委员会，受 

影响人数预计上千人。

吉隆坡区有11个国会选区，每名 

国会议员委任一名居民代表委员会主 
席（Ketua Zon MPP )，而每个国会选 

区有6至7个分区（Sub Zon ),总计有 

近80个分区，在每个分区下有13至15 

名委员。

各国会选区的居民代表委员会主 

席，其中包括甲洞区主席游佳豪、泗 

岩沫区主席叶依雯、武吉免登区主席 

叶柏权、士布爹区主席张庆益及蕉赖 

区主席蔡珍莉。

虽然居民代表委员会为政治委 

任，大部分成员皆有政党背景，但也 

有部分成员是非政府组织及当地居民 

协会代表；他们的任期2年，直到年杪 

届满。

居民代表委员会的职责是协助国 

会议员处理民生问题，举办亲善活动 

等，惟其权力与地方政府县市议员不 

同，无法出席市政局会议。

据悉，居民代表委员会的常年拨 

款分两次发放，联邦直辖区部已在今 

年初将上半年的拨款发放给各选区:

联邦直辖区前部长卡立沙末（右七）于2019年7月4日，颁发居民代表委员会的拨款给 

各选区代表，右一为叶依雯，右三起为张庆益及蔡珍莉。（档案照）

單敬茵：履行職務至約滿爲止
-I一隆坡市政局咨询理 
O事会H前有12名成 

员，其中5人是由政党委任， 

由行动党所委任的单敬茵是 
唯一-名华裔代表。

另外，公正党及土团党 

各有1名代表，诚信党则有2 

人，分别是由该党及联邦i 

辖区部所委任；他们的任期 

是2年，直到今年10月31日。

据了解，在出现联邦政 

权危机前，联邦i£辖区部有 
意填补另3个咨询理事会成员 

的空缺，计划由行动党、公

正党及土团党各委任一人， 

惟随着政权更迭已无法落 

实。

单敬茵受访时指出，她 

是由行动党委任出任吉隆坡 

市政局咨询理事会成员，目 

前仍未到期，她将履行职务 

直到约满为止，除非新政府 
提早终止其任期3

她说，她是由人民委 

托的政府所委任的，因此会 

继续服务人民，有责任去做 

该做的工作，会议也照常出 

席。

单敬菌：将 

履行职务直到约 
满为止，除非新 

政府提早终止其 

任期。

能
力
II
圍
續
爲
民
服
務

1=^敬茵表示,迄今为止，任何向市

■^政局反映的问题，都像平时•样 

有正常的回应及采取行动，但有些会议已 

展延，也不晓得个中原因。

她承诺，即使往后身为反对党，也会 

继续服务人民，虽然少了在政府机构中的 

便利，但在范围内能做到的也会尽量协助 

人民。

她表示，虽然吉隆坡市长拿督诺希山 

也将于10月约满，但她认为对方是…名勤 

劳及认真做事的市长，2年任期并不足够， 

若是撤换市长，新市长又要重新开始上 

手。
她也说，在509大选前，吉隆坡区也设 

有居民代表委员会，但希盟政府上台后，并没有 

立即解散，而是让他们做到任期届满为止，惟以 

往的居民代表委员会并不活跃，鲜少举办活动**

楊鼓 
巧勵 
雙積 
:極 

參 
與 
示i
I品

3

動

行
动党泗岩沫国会 

议员杨巧双在日 

前晚上也召见了选区内的社 

区领袖，包括居民协会、睦 

邻计划及居民代表委员会的 

成员，以讨论安努亚慕沙受 

委为新任联邦直辖区部长后 

的发展方向。

她在脸书贴文表7K， 

身为泗岩沫国会议员，她会 

继续鼓励社区领袖更活跃及 

积极参与社区活动。

“我们将确保东姑安 

南时代的巫统执政方式不再 

重演，以免影响到泗岩沫的 

人民。”

她说，吉隆坡许多不可持续的发 

展，所制造的混乱真实发生着，这是 

居民每天都在经历的事。
杨巧双（前排左五）召见泗岩沫的社区领袖及居民代表委员会成员，以商讨未来发展方向:

前朝委任3村長任期至12月杪

_^一方面，虽然新任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祖莱达“回锅” 

3继续掌管该部，但前朝希盟时代的政治委任也料•概不

由〇

吉隆坡区有3名由前朝房地部委任的新村管理委员会主席（村 

长），分别是曾长兴（沙叻秀新村）、黄裕发（增江新村）及林 

晋伙（热水湖新村），任期直到今年12月31日。

其中，林晋伙与黄裕发是由行动党所委任，曾长兴则是由公 

正党推荐的无党籍人士；另有一名吉隆坡区新村发展官刘志光则 
是由公正党所委任，后者任期只有一年，将在今年4月到期。

将照跑，惟已无 
法提出新的拨款 

申请。

林晉伙：未接指示工程照跑
良港热水湖新村管委会主席林晋伙表示， 
他暂时没有收到任何来自行动党和房地部 

的任何指示，H前仍在进行的工程照跑，惟已无法 

申请新项目的拨款。

他说，目前仍在进行-项村民屋顶提升工程， 
接近完工阶段，另一项T程是等承包商铺路，这是 

之前批下来，因此也不受影响。

他表示，他身为吉隆坡区的村长，虽然受委自 

房地部，但所处理的民生课题都是向市政局反映， 

目前也照常处理民生课题，如排水系统及道路问题 

等。

他说，房地部每年拨出10万令吉作为新村提升 

T.程，另外拨出1万令吉办活动，惟目前所有拨款申 

请B经暂停。

他补充，就算日后真的被革除了村长职，仍会 

像以往一样服务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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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阿里（左一）到贸工部打卡上班时，与贸工部旗下的大马 

工业发展局（MIDA )首席执行员拿督阿兹曼马目亲切握手。

(吉隆坡11日讯）原本在 

前经济事务部掌管下的法定机 

构、州经济发展机构、基金会 

等32个单位，如今将转移到首 

相署部长（经济）拿督斯里慕 

斯达法掌管之下。

搁置重组 

让路第12计划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高级部 

长拿督斯里阿兹敏说，由于之 

前的经济事务部辖下涉及数个 

首要机构，规模也相当庞大， 

所以新政府有必要重组经济事 

务部。

他说，上述重组事宜，目 

前有必要先行搁置，以让路给 

即将于8月6日提呈到国会的第 

12大马计划。

他表示，鉴于当前的挑战

阿效敏：重組經濟事務部

“32單位轉至首相署”
艰巨，所以新政府必须重组经 
济事务部，同时也在首相署增 

设由单一部长掌管的经济项。 

除此之外，该经济项目也获得 

政府首席秘书审视

他说，在首相署部长慕 
斯达法建议先行准备第12大马 

计划事宜，以及获得他（阿兹 

敏）的支持下，新政府暂搁置 

有关的重组以让路给第12大马 

计划。

也是前经济事务部长的阿 

兹敏，今日在部门举行职权移 

交仪式后向媒体说，第12大马 

计划是2030年共享愿景的一部 

分，为了让官员全心专注在第

12大马计划的准备事宜，新政 

府暂搁置有关的重组。

根据经济事务部的官网， 

该部旗下共掌管2局、11家政 

府相关公司、13州经济发展 

机构、3个基金会和3个法定机 

构。

阿兹敏说，较后他将向 

内阁提呈重组经济事务部的建 

议d

他强调，新政府将确保 

为期5年的第12大马计划，真 

正是•份国家经济规划的计划 

书，以及真正能够惠及人民， 

可应对当前经济挑战的计划 

书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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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須申報財產
一個月內提交資料

慕
尤丁表示，所有国民联盟 

:政府部长皆必须申报财 

产，并且在一个月内将财产资料提交 
予大马反贪污委员会：

慕尤丁指出，n己在会议中提醒 

所有部长谨记国民联盟政府反对及杜 

绝贪污的承诺。新政府的首要任务就 

是打击贪污问题。

“我们将会提交宣誓书，并确 

保联邦政府的机构处于最廉正的情

况 <3 ’，

慕尤丁也在会议中要求所有内 

阁部长如前朝政府做法般，向反贪会 

申报财产。所有部长都有1个月的时 

间，向反贪会申报财产。

希盟政府此前已在国会通过动 

议，强制所有国会议员申报财产。
然而，截至去年12月的申报财产 

的截止日期，几乎所有来自巫统和伊 

斯兰党的国会议员皆拒绝申报财产。
国会下议院于2019年7月1日通过 

强制性要求所有国会议员在3个月内 

申报财产的动议，需申报的财产包括 

个人、配偶、21岁以下子女及受托人 

的财产〇

新内阁成员到首相署出席内阁会议，左起为财政部长东姑赛夫鲁、企 

业发展部长拿督斯里旺朱乃迪、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拿督斯里南茜苏克 

里、国家团结部长拿督哈丽玛、工程部高级部长拿督斯里法迪拉及科学工 
艺及革新部长凯里。

為所有大馬人服務

“國盟是全民政府”

慕
尤丁表示，国 

民联盟政府被 

攻击将不会照顾特定群 

体，但他要全体大马人 

放心，表示：“我们会 
为所有大马人服务！” 

“我们所成立的政 

府是为了全马人民的政 

府，从内阁的结构来看 

都是马来西亚人，包括

砂拉越及沙巴，来自各 

个种族。”

“有人说我们的政 

府不会注重特定群体， 

这是不正确的，这个政 

府代表了所有种族，沙 

巴、砂拉越、伊班人， 

卡达山人、杜顺人、 

马来人、华人、印度 

人……因此我也告诉了

内阁，我们会为所有大 

马人服务。”

他说，国民联盟会 

坚守这个原则，包括公 

平对待社会各个阶层。

“谁需要帮助，无 

论他是谁，他们将会获 

得政府的协助及支援， 

我们就是人民的仆人， 

哪里需要我们帮忙的， 

全部我们都会帮忙:、” 

在这场新闻发布会 

上，慕尤丁也重复了两 

次：“我们会为所有大 

马人服务。”

若無法出席

阿茲敏將代主持内閤會議
慕

慕尤丁（右二）与新内阁拍摄大合照后，与高级部长们还有东姑赛夫 

鲁（右一）愉快交流。左起为莫哈末拉迪、阿兹敏及依斯迈沙比利。

尤丁也宣布，所有 

;高级部长的地位是 

平等的，如果他无法出席及主 

持内阁会议，国际贸易及工业 

部高级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将 

代为主持。今天的情况是他有 

出席内阁会议，因此由他来主 

持。

4高级部长 

采系统集群领导
不过，他已在内阁会议上 

告诉所有部长，他没有出席内 

阁会议时会由阿兹敏主持；若 

阿兹敏也不在，则依斯迈沙比 

利（国防部长）将负责主持会

议。

慕尤丁透露，4个高级部 

长是米取集群系统（system 

cluster)方式领导内阁0._

“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 

比如说冠病疫情涉及的并不仅 

仅是卫生部，也包括了交通部 

和食品安全问题等部门，因 

此，高级部长就会负责领导或 

主持会议，或制定新的方向。

慕尤丁表示，政府首席秘 

书办公室也正在拟定各单位的 

职务，确保不会出现重叠的情 

况。“我获得了在座所有人的 

支持，我相信这会是一个有功 

能的制度〇 ”

(布城11日讯）首相 

丹斯里慕尤丁宣布，为了 

应付冠状病毒疫情和油价 

暴跌所带来的经济冲击， 

内阁议决立即成立经济行 

动理事会，且择定每周一 

举行会议。

他表示，经济行动理事会 

将由他领导，成员包括国际贸 

易及工业部高级部长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财政部长东姑赛 

夫鲁及首相署（经济）部长拿 

督斯里慕斯达法。

成立经济理事会
他说，经济行动理事会 

将会订在每周一开会，而不是 

-月一次，内阁会议则是每周 

三，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的决 

定就可带上内阁定夺。

他说，首次的会议将订在 

下周举行，而财政部和首相署 

经济策略单位将成立联合秘书 

处。

他指出，理事会的成员 

还包括国家银行总裁诺珊霞， 

也会委任其他有能力的人士加 

入。

“由于所有部长都了解 

到国家当前的局势，特别是在 
国际原油价格暴跌至每桶30美 

元，而冠病疫情更加剧了对经 

济的打击。”

他说，政府将毫不怠慢， 

并采取迅速的行动来应对国家 

所面对的经济问题。

首相说，政府也会关切承 
受沉重生活压力的B40群体的 

问题，并寻求其他的方案来加 

以协助。

此外，慕尤丁说，政府在 

重新研究后，在•两周后重新 

提呈希盟政府所提呈的经济振 

兴配套，探讨之前所公布总值 

200亿令吉的配套能否增加拨 

款

“尤其是关注受惠的 

标群体，以及增加外资信心和 

鉴定优先需要关切的群体等问 

题。”

拟推第二振兴配套

他强调，政府将会重新研 

究是否能把其他的一些领域也 

纳人经济振兴配套中，包括先 

落实现有的配套，过后再推出 

第二项振兴配套，交由财长提 
出建议。

首°相也说，大型计划普遍 

会继续进行，由于受到财政的 

影响，但目前尚不能断定会否 

缩小规模或暂停。

考虑恢复消费税
慕尤丁也表明会重新考虑 

恢复消费税，并检讨各税制， 

财政部将会提呈适当的建议。

“我们会研究各种选择， 

包括重新推介消费税和销售 

税，必须寻求•个平衡的机 

制，不会构成太大的负担和影 

响税收^ ”

针对政府会否调整财政 

预算案问题，他已指示财政部 

长探讨此事，下周一举行的经 

济行动理事会会议也会进行讨 

论，并等待财长就国家的经济 

状况提呈报告。

询及1兆负债问题，他 

说，不管喜欢与否，新政府都 

要接受这项遗产，这是…个大 

的挑战，政府将会设法应对。

援助低收入病患

100萬設冠病基金

慕
尤丁宣布，政府将会 

推介冠病基金，初步 

将注人100万令吉：

他说，这基金主要是让低 

收入病患被隔离期间没有收入 

来源时，获得金钱援助，以减 

轻生活负担:

吁人民捐款
他呼吁人民踊跃捐款，不 

仅是为了协助政府，而是协助 

受影响人民渡过难关，政府将 

会把人民的捐款悉数回馈给需 

要的人民。

他是今日在主持国民联盟 

新政府的第•次内阁会议后， 

在新闻发布会上作出这项宣 

布，他过后也为冠病基金主持 

推介，并即场捐款，以起抛砖 

引玉作用，其他在场的部长也 

纷纷捐款。

他说，国家当前最大的挑 

战是应对疫情所带来的冲击， 

包括旅游业受影响，旅游部 

长也受促向内阁建议特别的举

措，包括促进国内旅游来推动 

经济。

没收入病患 

每天获100令吉
此外，卫生部长拿督斯里 

阿汉峑答补充，政府拨款100 

万令吉成立的冠病基金，将会 

发放给接受治疗或隔离期间没 

有收人的病患，每人将会获得 

每天100令吉:、

他今日巡视汝来恩斯德镇 
高等教育领袖学院（AKEPT ) 

后，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上 

述援助金主要发给向卫生部登 

记，进行14天居家隔离或是接 

受治疗的冠病患者。

他呼吁私人界、志愿团体 

和个人踊跃捐款，让确诊冠病 

或正在接受隔离者得到更好的 

照顾和帮助。

冠病基金的户口是 
Muamalat银行的国家天灾基金 

账户 1601-0001138-71-4。

慕尤丁 ：冠病打擊經濟

振興配套或加碼
慕尤丁（前 

排中）根据传 
统，带领32人的 

新内阁在举行第 

一次会议前，来 

个大合照。

Page 1 of 1

12 Mar 2020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3
Printed Size: 939.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8,454.55 • Item ID: MY0038997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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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们对 
COVID-19 还不 

是很了解，所 

以，我们会继续 

观察，包括建议 

已痊愈出院的病 

人在一周后回诊 

进行检验，希望 

从中更了解病毒 

发展的模式。

冠狀病毒
，從SARS “一舉成名”

6 6病毒有许多不同的病毒群组，冠状病毒属 

于其屮一种病毒群组，通常会引起轻微的呼吸 

道感染，例如伤风、咳嗽和喉咙疼痛等。

所以，感染冠状病毒可说是很常见的事， 

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感染冠状病 

毒，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去检验感染了哪些病毒 

株，有些感染也可以不药而愈。

冠状病毒-直是鲜为人知的病毒，直到 

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症候群（Severe Acuta

SARS 及 MERS 
院内傳播力强
SARS和MERS的传染性相似，即在 

早期感染或潜伏期症状不明显，直到症 

状日益严重并寻求治疗时，正是病毒 

繁殖和传播的巅峰期，所以，SARS和 

MERS在医院的传染可说是…发不可收 

拾，因为多数病例人院挂诊时都已有明 

显症状、病毒量最多且散播能力最强的 

时候，而医院就诊前所造成的公共散播 

与感染率较低。

C0VID-19的传染性可说与SARS及 

MERS截然不同，感染者在潜伏期出现 

症状时的病毒量最局，病毒量最局表7K 

传播能力最强，因此，许多病人未前往 

医院挂诊以前，就在日常社交活动上把 

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迅速扩大公共散播 

并提高感染率。

科研已证明，C0YID-19感染者初

COVID-19感染初期

病毒量

最高傳播力

最癌

, ,期症状表现虽不明显，但是病毒量却是

’Hi f 最高和传播能力最强的时候，但随着时
间的推移，病毒则会逐渐消退。

■筆錄包素菡

突然发现冠状病毒也能引起这么严重的疾病。

SARS疫情肆虐长达8个月，虽然最终受到控制和 

绝迹，但是却造成全球约10%确诊者丧命。

2012年，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 

(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MERS )

的出现引起恐慌，因疫情爆发初期，研究指 

MERS的死亡率高达60%。

通常，新疫情或疾病的出现都会引起人们 

的恐慌，这是因为最初被检验的人数不多，但 

随着越来越多人被检验和确诊者痊愈后，人们 

才发现感染MERS并非想像中的危险。虽然如 

此，MERS所造成的死亡率高达30%。

事隔多年的今天，MERS依然存在，但是，

MER坏容易被传播，只有一些地区像韩国在2015 

年爆发MERS疫情。而我国至今只累积2宗MERS%

诊病例，其中一人死亡，另一确诊者疫愈。

下呼吸道受体多病毒易复制
冠状病毒可广泛存在于不同动物身上，目 

前被发现最主要的是蝙蝠，而SARS、MERS和合酶链锁反应（PCR)试验技术，通过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C0VID-19)是目前被发测验病毒的基因组来诊断病人是否感

虽然C0VID-19还是有机会在医 

院内传播，但比起SARS和MERS, 

COVID-19在医院外的传播能力更强， 

属于高传染、低致死的病毒感染Q

话虽如此，COVID-19的传染性 

高，表示确诊案例多，而确诊案例多， 

，死亡案例自然提高，这就是为 

何与SARS和MERS的死亡 

率相比，C0VID-19 

g的死亡率更高。

高風險者 
首檢陰性須再檢
目前确诊C0VID-19主要是采用聚

22

積傷

傷S
塗清

_i發
爛

岁小玲，日前骑摩哆车出门打工，因天雨路滑视线差，不慎摔 

车。返家后，自行至药局购买双氧水和优碘消毒伤口，并涂抹药 

膏；因担心留下疤痕，自行贴人工皮包扎。因为节俭，小玲经过…周才换 

药，没想到伤口已溃疡发烂，紧急就医，经清创手术和湿性敷料两周后才恢

过去，当出现急性伤口时，传统老一辈的观念往往是先以优碘或双氧 

水清洁伤口，认为涂抹双氧水产生的泡沫能有效杀菌，殊不知，此举反而 

会破坏肉芽组织，降低皮肤再生能力，此时若再以四环霉素或红霉素药 

膏涂抹，恐又造成细菌的抗药性，更加不利伤口愈合。

亚洲大学附属医院一般外科主治医生罗文键指出，有患者担心伤口 

留下疤痕，会选择贴人工皮加速伤口愈合。不过，人工皮仅适用于干净% 
伤口，若出现像小玲这种大型、有深度或感染性伤口时，使用人工皮恐 

适得其反；而且人工皮昂贵，许多人为了省钱，会自主延长换药时间， 

反使伤口溃疡化脓，后续治疗更加麻烦。

他进•步说明，错误的伤口照护观念还包括：使用传统纱布当敷 

料，尤其当伤口表面过度干燥，会使表皮细胞难以生长；若伤口渗出体 

液，会与纱布沾黏，换药时更容易拉扯伤口，进而产生疼痛，不但延迟 

伤口愈合，也易产生疤痕。

目前主流伤口照护方式是，先用生理食盐水清洗伤口，再用湿 

y性敷料保持伤口湿润，除了加速伤口愈合、减少疤痕组织增生、预 

防浸润外，更可节省时间与金钱。

相较于过去使用干式愈合，许多人无法判断换药时机，湿性敷 

料则可借由观察渗出液评估，当伤口渗出液超出敷料边缘，则应撕 

除敷料，再以生理食盐水冲洗伤口，擦干后贴上新的敷料。

罗文键建议，民众受伤时应寻求专业医生的协助，经由评估伤口情 

况，衡量患者伤口愈合情形和经济能力，选择最合适的敷料，才能让伤口 

恢复得快又漂亮，不留疤痕。（资料来源：元气网）

现可以跨种传染的冠状病毒。

其实，这些冠状病毒并非 

从蝙蝠（天然宿主）身上 

直接传染给人类，而是传 

染给屮间宿主后再传染 

给人类。这是因为冠状 

病毒每次跨种传染后必定 

发生基因组变异，而科研人 

员从感染者身上的冠状病 
毒基因序列变化证实 

这点并找出传染的源头。

腔、j

翁

^ ;. WHr 次]
次检S

SARS 和

染C0VID-19。医生使用棉棒在病人口 

腔、鼻腔或痰液采样进行检验。

PCR是很敏感的检验，不过在感 

染后2至14天的潜伏期间，病人没有 

出现症状的话，多数PCR检验是呈、 

阴性反应，相反，如果病人出现症 

状下接受PCR检验，结果多数是呈 

阳性反应3有些高风险病人因第- 

次检验呈阴性反应而被要求进行第二 

次检验，其实，并非所有人都需要进行 

次检$，这胥视病人有没有症状及什 

MERS的中间宿主分别是果子狸么时候前来挂诊而定。

'的中IH]可胃日寸胃染流胃
冠"状病毒起i是从动物 或骨热症

转移至人类，-旦人类感染 有些病人出现症状后才来检验，那

^后，就可以发生人传人，检验结果多数垒阳性反应。如果出现症 

而人传人是病毒最有效传状但检验结果呈阴性反应的话，为了安 

播的时候：要知道，冠全起见，我们会要求对方3天后再回诊 

姑状病毒必须有足够的变进行第二次检验。通常（有症状者）第 

异，才能进人人体后与细-次检验呈阴性反应的话，第二次检验 

胞受体结合，并迅速复制和多数也是阴性反应。

繁殖。而人体下呼吸道如肺 不过，有些密切接触者，例如病人

脏存在许多细胞受体.因此同…屋簷下的家人虽然第.次检验结果 

成为冠状病毒迅速繁殖和入侵呈阴性反应，但是，我们还是会建议病

的部位。

沈林兴医生

(Benedict Sim Lim Heng )
雪兰莪双溪毛糯医院传染病内科顾问

人在两周后进行第二次检验:这就是为 

何有些人必须进行两次PCR检验的原因。

有些病人接受检验后发现非感 

染C0VID-19而是流感，因为两者的 

症状相似，而且，有些案例显示， 

C0VID-19确诊者可以同时感染流感或 

骨痛热症，不过几率较低。

一般上，医生可以分辨骨痛热症及 

不过有时也有难辨的时候。$ $C0VID-19,

温馨提醒：文章与广告内提及产品、服务及个案仅供参考，不能作为看诊依据，须以医生的意见为主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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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0年吉隆坡結構藍圖草案》

聶納茲米促隆市局

延長徵收民意期限
(八打灵再也11日 

讯）斯迪亚旺沙国会议员 

聂纳兹米促吉隆坡市政局 
延长《2040年吉隆坡结构 

蓝图草案》征收民意的期 

限。

他今日发表文告指 

出，他是鉴于斯迪亚旺沙 

社区大众的诉求而致函吉

隆坡市长拿督诺希山，要 

求当局将上述蓝图草案征 
收民意的截止日期，从3 

月18 R展延到4月18日。

他说，有居民申诉于 
2月18日前往展示厅，打 

算翻阅草案内容时，却被 

市政局职员告知他们没有 

任何资料，以致无法审查

草案Q

“我们接获居民投 
诉，称《2040年吉隆坡结 

构蓝图草案》的网络版本 

最早需等到3月初才能下 

载，时不是在2月18日推 

介印刷版本时（就能同步 

查阅）：”

有鉴于此，聂纳兹米 

促请市长考量上述申请， 

确保与居民真正针对蓝图 

草案进行深人交流，以符 

合成为世界一流首都城市 

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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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要获取清真认证的食品厂商，除了生产及包装过程 

需符合伊斯兰教义的规定，工厂环境亦需保持高度卫生与整 
洁。

厂家擅自在花生饼包装袋印上清真标志，抵触了贸消部 
2011年商品说明法令（清真认证与标志）第4(l)(a)条文，或面 
对10万至50万令吉罚款。

顧擅印‘猶真”
商家或罰10萬監^
不可=日讯滅乱真？ 311

商家在没获得大马伊斯全发展局 

(JAKIM )授权下，擅自在食物包装 

袋印上“清真”（Halal)标志，足 

以构成抵触贸消部商品说明法令，个 

人可被判罚款高达10万令吉或监禁3 

年，罪名严重。

由雪州贸消局官员莫哈末扎里夫 

率领的6名贸消部执法官员，联同雪 

州宗教局由阿米尔率领的5名官员，

组成一共11人的执法队伍，于昨日下 
午3时对巴生圣淘沙花园黄梨园路，

-家已被埋伏监视了两周的住家式食 

品工厂，展开联合取缔行动。

貿消局起獲2100包食品.
行动起获了2100包厂家擅自印上清真 

标记的懦米饼（biskut pulut)、花生饼 

(rempeyek)和马来光麻饼（roti pong)，总值为1 

万2774令吉84仙。

执法队伍在行动中，当场扣捕了 -名年约50 

岁的男子录取口供，初步调查显示该厂运作超过10 

年。

雪州贸消局局长莫哈末兹克里尔表示，当局是 

于下午3时展开突击行动，发现该厂生产3种食品，

其包装上皆印有没经大马伊斯兰发展局批准的清真 

标志和冒充的清真标志a.

“这间厂估计已经营超过10年，早前曾经被查 

和被劝告申请清真证书，惟业者却没这么做。”

雪州贸消部联同雪州宗教局共11名官员，向一家位于巴生圣淘沙花园黄梨园路的 

住家式食品工厂展开取缔行动，发现厂家在没有获得大马伊斯5兰发展局的批准下，擅 

自在食品包装袋印上“清真”标志

官员在埋伏了两周进行暗中监视后，于周二下午3时对巴生圣淘沙花 

园这家食品厂展开突袭检举行动。

莫
哈末兹克里尔针对该厂的卫 

^生环境指出，官员确实发现 

业者没有遵守食品生产标准，当局将 

会把报告书交到雪州卫生局，以展开 

进一■步彳了动。
他强调，消费者必须学会分辨清 

真标志真伪，以防被•些食品生产商

消費須分辨清眞標誌眞偽
蒙骗。

当局援引2011年商品说明法令 

(清真认证与标志）第4(1)⑷条文调查 

此案，即在没有获得权威伊斯兰机构 

(伊斯兰发展局）的认证与授权下， 

任何食物和物品都不能被视为可被穆

斯林食用的清真食品或物品。

-旦被定罪，个人初犯可面临不 
超过10万令吉罚款、或监禁不超过3年 

或两者兼施惩罚；重犯者罚款可达25万 

令吉、监禁不超过5年或两者兼施。公 

司初犯面对的罚款可达20万令吉，重犯 

为50万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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