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hmad Faizal (kanan) bersama Daroyah (kiri) melawat rumah seorang 
penerima pili cekap air di Klang kelmarin.

Perkara ini menjadi 
fokus SPAN dalam 
memastikan 
pembekalan air 
bersih secara 
berterusan dengan 
penjimatan kadar 
penggunaan air  
per kapita pada 
setiap hari.”
- Ahmad Faizal

Daroyah (tengah) bersama Ahmad Faizal menyerahkan sumbangan beras 
kepada penerima.

176 kediaman di Klang dipasang pili cekap air bantu golongan B40
KLANG - Suruhanjaya Perkhidmatan 
Air Negara (SPAN) dengan kerjasama 
Pengurusan Air Selangor Sdn Bhd (Air 
Selangor) menganjurkan Program 
Penukaran Pili Konvensional Kepada 
Pili Cekap Air melibatkan 176 kedia-
man di sekitar daerah ini di sini 
kelmarin.

Ketua Pegawai Eksekutif SPAN, Da-
tuk Ahmad Faizal Abdul Rahman ber-
kata, matlamat program tersebut adalah 
bagi membantu golongan B40 dalam 
usaha untuk mengurangkan bebanan 
perbelanjaan bil mereka menerusi peng-
gunaan pili cekap air tersebut.

Beliau berkata, penggunaan pili 
cekap air itu dijangka dapat membawa 
impak positif kepada penurunan kadar 
penggunaan air per kapita pada setiap 
hari.

“Perkara ini menjadi fokus SPAN 
dalam memastikan pembekalan air 
bersih secara berterusan dengan pen-
jimatan kadar penggunaan air per ka-
pita pada setiap hari,” katanya pada 
Majlis Pelancaran Penukaran Pili Ce-
kap B40 di Kampung Rantau Panjang 
di sini kelmarin.

Hadir sama, Ahli Dewan Unda ngan 
Negeri (ADUN) Sementa, Dr Daroyah 

Alwi dan Pengarah/Ketua Operasi Air 
Selangor, Ir Abas Abdullah.

Ahmad Faizal berkata, penggunaan 
pili cekap air ini turut akan diperluas-
kan ke negeri-negeri lain seperti Me-
laka dan Negeri Sembilan pada suku 
ketiga tahun ini.

Katanya, pihaknya berharap kem-
pen sebegini dapat meningkatkan ke-
sedaran awam tentang pentingnya 
langkah penjimatan air di negara ini.

“Penggunaan pili cekap ini me-
mang memuaskan di mana ia menge-
luarkan 1.5 liter air sehingga maksi-
mum 4 liter air untuk setiap satu minit 

berbanding 8 hingga 10 liter menerusi 
penggunaan pili konvensional,” kata 
beliau.

Sementara itu, Daroyah berkata, 
secara purata penggunaan air rakyat di 
Selangor pada setiap hari mencecah 
sehingga 233 liter per kapita.

“Namun dengan langkah kempen 
penjimatan air dilaksanakan sebelum 
ini, kita dapat lihat penjimatan kepa-
da 207 liter per kapita pada setiap 
hari.

“Jadi ini menunjukkan kempen-
kempen sebegini sememangnya men-
capai objektif dikehendaki,”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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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S for 
shellfish 
Pollution, smuggling and overharvesting 
have decimated cockle population 
in Selangor. To turn the tide around, 
farmers have set a daily harvest limit 
and the Fisheries Department 
has initiated a multi-prong plan 
for sustainability. >2&3 

Worrying decline: Cockle 
farmer Mohd Noh Ikanan 
showing the varying sizes of 
the mollusc harvested from a 
shared lot near Bagan Nakhoda 
Omar in Sabak Bernam. 
- GRACE CHEN/The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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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ger Asiah Ismail combing the muddy beach flats at Bagan Nakhoda 
Omar to look for 'barai'. The mud flats are rich picking grounds for a 
variety of shellfish, including blood cock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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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kle spats at various stages of growth. Smuggling is one of the causes 
for dwindling cockle population in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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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lkifly harvesting cockles at his lot in Bagan Nakhoda Omar, Sabak 
Bernam. - Photos: GRACE CHEN/The Star 

Race to save 
cockles 
Farmers and Selangor Fisheries 
Dept take steps to stem declining 
population, improve harvest 

The gaps on cockle scoops (foreground) are made to comply with 
Fisheries Department directive to ensure harvest of only matured cockles. 

By GRACE CHEN 
gracechen@thestar.com.my 

THE smell of sea and salt emanat-
ed from a bubbling wok as fisher-
man Mohd Noh Ikanan lifted out a 
plump blood cockle, pried its shell 
apart and popped the meat into his 
mouth. 

Caught just an hour before, the 
freshness was evident as he 
savoured the mollusc that was an 
important ingredient in a good 
bowl of curry laksa. 

"The best blood cockles are from 
Sabak Bernam. They are known to 
have a buttery texture and are best 
enjoyed half-boiled with a spicy 
Thai-style chili sauce as dip," he 
declared. 

Cockle gardens 
Mohd Noh shares a 50ha lot with 

20 other cockle farmers some two 
nautical miles from the Bagan 
Nahkoda Omar Jetty in Sabak 
Bernam. 
- It is part of the Selangor Fisheries 

Department's (SFD) Cockle Garden 
project that started in 2008. 

The "garden" covers the districts 
of Klang, Kuala Selangor and Sabak 
Bernam, inspired by the vast 
muddy beaches that are a preva-
lent geographical feature in this 
state. 

Called the intertidal zone, fishing 
communities have known these 
muddy beach flats to be rich 
picking grounds for a variety of 
shellfish including blood cockles. 

In an effort to increase cockle 
production and improve the 

economic status of traditional 
fishermen, SFD mapped out some 
200 lots of cockle farms covering 
close to 10,000ha and farmers were 
granted temporary occupation 
licences. 

Another farmer, Muhd Fadli 
Rusni, said the farmers enjoyed 
good yield from 2008 to 2016. 

"On average, each of us could 
make more than RM4,000," said 
Muhd Fadli, who is Mohd Noh's 
brother-in-law as well as head of 
MyKomuniti Perikanan (MyKP) for 
Bagan Nakhoda Omar. 

But from 2014 to 2018, cockle 
spats (the brood stock) started 
dying. 

Cockle farmers found the surviv-
al rate was no more than 25% and 
they were told the cause was water 
pollution. 

Discouraged by the bleak 
prospect, many opted out of these 
collective farms. They chose to earn 
a living from construction work 
besides catching crabs and prawns. 

Muhd Fadli himself suffered 
losses of nearly RM200.000. 

Still optimistic 
But not all the cockle farmers 

gave up. 
Zulkifly Ibrahim, who shares the 

same cockle lot with Muhd Noh, is 
among those who persevered. 

The father of three said he took 
to hovering over his spats, shifting 
them to cooler spots when he felt 
the water had become too hot. 

Those that were buried too deep 
within the seabed were either 
shifted or had excess mud rem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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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pot. 
He said movement, instead of 

remaining in a stationary state, 
was considered good exercise and 
encouraged the cockles' growth. 

To address overharvesting, a 
discussion among lot members 
resulted in the decision to set the 
daily limit for each farmer at no 
more than 135kg. 

In addition, the gaps of cockle 
scoops were made to comply to a 
Fisheries Department directive to 
ensure only matured cockles 
(measuring 29mm and above) 
would be landed. 

Though Zulkifly said he wel-
comed offers to restart cockle 
farming at a new spot, he 
remained optimistic that future 
yields might see improvement. 

In his opinion, it would be diffi-
cult to find similar ideal locations 
like Bagan Nakhoda Omar suitable 
for cockle farming in other parts of 
Selangor due to differences in 
shoreline and seabed conditions. 

"The industry may have a better 
chance of revival if authorities, 
researchers and the fishing com-
munities are able to address pollu-
tion issues and introduce better 
farming methods that are also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said 
Muhd Fadli, who spoke on behalf 
of 20 cockle farmers in Bagan 
Nakhoda Omar. 

Cockle farmers in Selangor 
also want better back-up from 
enforcement teams against smug-
glers. 

In 2016, volunteers and Rela 
members detained two foreigners 
who were attempting to escape 
with cockle spats from one of the 
farm lots. 

Volunteers confessed that they 
sometimes feared for their lives 
during their watch, as smugglers 
were becoming bolder. 

Pollution problem 
Selangor Fisheries Department 

director Abdul Rahman Abdul 
Wahab acknowledged that the 
record showed a significant decline 
of cockle harvest in the state within 
the past 10 years. In 2008, produc-
tion was at 14,651 metric tonnes 
but last year, preliminary data 
showed that yields had dropped to 
a mere 33 tonnes. 

Abdul Rahman said this decline 
could not be attributed to a single 
cause as cockles were susceptible to 

Abdul Rahman says the throwing of empty cockle 
shells back into the sea can affect habitats as 
they will transform the soft muddy seabed. 

Muhd Fadli and his wife, Siti Rohaya Ikanan, at their 
seafood stall. The blood cockle price has ballooned from 
RM1.94 per kilogramme in 2008 to RM8 at present. 

Threats to 
cockle farming 

Surface runoff, chemical 
fertilisers, industrial waste and 
farm or plantation effluents. 

Sand mining as sedimentation 
can suffocate cockle spats. 

Cockle spats smuggling. 

Rubbish dumping (plastic bags, 
seafood shells, ghost nets). 

Volunteer divers showing the old 
fishing nets found near artificial 
reefs at Bagan Nakhoda Omar. 

several threats. 
"One is pollution from surface 

runoff, chemical fertilisers, indus-
trial waste and farm effluents. The 
effluents from plantations or other 
industrial entities near river ' 
mouths discharged into the river 
and subtidal zones reach roughly 
one nautical mile from shore, 
which is the area where cockles 
spawn and feed. 

"Another threat is sand mining as 
sedimentation can cover the 
muddy seabeds and suffocate the 
brood stock." 

In combating these problems, he 
said the department was in close 
cooperation and constant discus-
sion with related authorities, add-
ing that they had the support of 
Selangor Public Infrastructure and 
Facility, Agricultural Modernisation 
and Agro-based Industry executive 
councillor Izham Hashim. 

Though some cockle spats may 
survive and develop to maturity, 
they may be exposed to various 
contaminations in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because cockles are 
filter feeders. 

To ensure existing harvests in 
Selangor are safe for consumption, 

Overharv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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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partment conducts scheduled 
monitoring at least twice a year at 
selected sampling points in Sungai 
Besar, Jeram and Klang under the 
National Shellfish Sanitation 
Programme (NSSP). There are three 
points at each location. 

If tested samples are found to 
have exceeded permitted levels of 
contaminants, Fisheries 
Department is responsible for 
informing the state Health 
Department and the marine culture 
operator to withdraw the shellfish 
from sale. 

Operators who do not comply 
will have action taken against them 
as provided for under Fisheries 
Regulations (Marine Culture 
System) 1990 of Fisheries Act 1985. 

Temptation in the form of lucra-
tive pay-offs for smuggling of the 
brood stock is another contributor 
to dwindling cockle population.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9, 
Selangor Fisheries seized 170 sacks 
of cockle spats from smugglers in 
Bagan Nakhoda Omar. 
Enforcement officers were 
informed that the spats were 
sourced from Kampung Banting 
and brought here by sea to be 
smuggled out to a neighboring 
country. 

Revival plans 
To revive'the cockle farming 

industry in Selangor, Fisheries 
Department has plans to remap 
cockle cultivation zones. 

This initiative will identify areas 
of natural spatfall and assess if the 
areas are ideal for blood cockle 
cultivation. 

Abdul Rahman said scientific 
study would also be conducted to 
assist the department in develop-
ing management plan for sustaina-
ble cockle farming in Selangor. 

"We are hopeful these initiatives 
will play a part in conserving 
natural resources and protect them 
against unsustainable and illegal 
harvest. 

'To ensure sustainability, activi-
ties will be monitored and con-
trolled through constant surveil-
lance," he said. 

In the wake of the impact of 
marine debris especially plastic on 
fisheries resources, Fisheries 
Department is leading a nation-
wide programme to raise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dangers from 
rubbish dumped into the sea. 

It is working with key strategic 
partners such as the fishing com-
munities (myKP), primary school 

pupils, Forestry Department and 
Fisheries Development Authority. 

A recent event organised by SDF 
in Bagan Nakhoda Omar saw 
MyKP members from Sungai Besar, 
Kampung Banting, Teluk Rhu, 
Sungai Apong, Parit Baru, Parit 
Baru Baroh, Bagan Parit Baru and 
Bagan Sungai Lang taking part in a 
mangrove planting and beach 
clean-up exercise with pupils from 
SRK Simpang Empat. 

Within two hours, they collected 
close to 180kg of domestic trash. 

Seven Fisheries Department 
and myKP divers who volunteered 
to clean up artificial reefs near 
the Bagan Nakhoda Omar recrea-
tional fishing kelong found aban-
doned fishing nets and more rub-
bish. 

"Fishermen need to be made 
aware that even the throwing of 
empty cockle shells back into the 
sea can affect habitats as piled up 
old shells will eventually turn soft 
muddy seabed into hard bottom 
substrate, which is no longer a 
conducive ecosystem for cockles to 
grow. 

"We are confident that aware-
ness will help improve the chances 
of cockle growth," said Abdul 
Ra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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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FAIR POSTPONED 
Selangor Jobvaganza 2020 @ DUN 
Bukit Melawati career fair, which was 
scheduled to be held this Sunday at 
the Indoor Stadium of Kuala Selangor 
Sports Complex, has been postponed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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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ULPTURE COMPETITION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SJ) 
is calling for entries for its Art In The 
City 2020 sculpture design competi-
tion. It is open to everyone in the 
municipality. The winning sculpture 
design will be built at a strategic 
location in SS13 Millennium Square. 
Closing date for entries is April 30. 
For details, visit www.mpsj.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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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S A MOBILE UNIT 

Shah Alam City Council (MBSA) mobile 
unit will be parked at AEON Mall Shah 
Alam in Section 13 this Saturday from 
11am to 5pm. The public can pay 
assessment fees and parking com-
pounds and selling of parking coup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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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rnetro 
watch 

ROAD CLOSURE 
Part of Persiaran Bandar Raya, Persiaran 
Perbandaran, Persiaran Tasik, Persiaran 
Masjid, Persiaran Dato Menteri and 
Persiaran Damai will be closed on 
March 14 from 7am to 10am for Shah 
Alam City Council's car-fre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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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wner of a house in Taman Sri Andalas has a mini poultry farm with chickens, geese and ducks in the backyard. 
- Photos: AZLINA ABDULLAH/The Star 

Poultry rearing is not allowed in residential areas as it raises 
health concerns. 

Running afoul of rules on fowls 
MPK to investigate complaints, take action against those rearing poultry in urban areas 
By EDWARD RAJENDRA 
edward@thestar.com.my 

REARING poultry appears to be a trend in 
some urban areas but this is against council's 
health regulations. 

However, Klang Municipal Council's (MPK) 
Health and Environment Department will 
only investigate a residential unit if neigh-
bours lodge a complaint. 

MPK Health and Environment Department 
director Azmi Muji said the council did not 

allow owners in urban residential areas to 
build coops and rear chicken or other poultry. 

"Most chicken coops are built in the back-
yard of houses and not easily noticeable. 

"But if their neighbours complain, we will 
issue a notice to the houseowner to remove 
the birds within a stipulated time frame," he 
said. 

He disclosed that there had been numerous 
complaints recently regarding poultry reared 
in urban areas. 

"Our department received a complaint 

about a resident having a mini farm behind 
their semi-detached house in Taman Sri 
Andalas. 

"When we checked, we found chickens, 
geese and a turkey as well as wooden coops 
built outside the perimeter fence," he said. 

He added that the houseowner was issued 
a notice to remove the birds and his depart-
ment would follow up next week. 

"We do not allow poultry rearing in urban 
areas because of health concerns. 

'It is also a nuisance to neighbours as it 
attracts flies, emits foul odour and adds to 
noise pollution," said Azmi. 

MPK Complaints Unit also took note of sev-
eral other residential properties with chick-
ens along Jalan Jambu Air, Jalan Mengkuang 
and Lorong Merlimau off Jalan Teluk Pulai. 

It is learnt that council officers had advised 
all the owners to remove the poultry and if 

they failed to comply, the matter would be 
referred to MPK's Health and Environment 
Department. 

Still on the matter of hygiene, Azmi advised 
all restaurant kitchen helpers, those serving 
food and even customers to wash their 
hands regularly with soap as a way to curb 
the spread of infectious diseases such as 
Covid-19. 

"We need everyone in the food business 
and those going to eateries to be consistent 
hygiene-wise. 

"Washing hands with soap and water for a 
minimum of 20 seconds is important, espe-
cially after blowing your nose, sneezing, 
going to the washroom and before eating," he 
said. 

He added that MPK would step up health 
checks on eateries to ensure a high standard 
of cleanl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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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as usual' for Selangor GLCs 
PORT KLANG: There are no plans 
to remove political appointees from 
Selangor government-linked com-
panies (GLCs) and statutory bodies 
at the moment, says Mentri Besa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He added business was as usual 
in the GLCs for now. 

"We have to look at replacing the 
exco position vacated by Datuk 
Rashid (Selangor Parti Pribumi 
Bersatu Malaysia chief Datuk Abdul 
Rashid Asari) first," he said during 
his maiden visit to Westports 
Malaysia Sdn Bhd in Pulau Indah 
here yesterday. 

Abdul Rashid was removed from 
the state executive council line-up 
after Bersatu left Pakatan Harapan 
and linked up with Barisan Nasional 
and PAS to topple the previous state 
government. 

However, sources within the 
state government say there are 

quite a number of appointees in the 
GLCs, statutory bodies and then-
many subsidiaries who were linked 
to former PKR deputy president 
Datuk Seri Azmin Ali who was the 
Selangor Mentri Besar from Dec 
2014 to May 2018. 

"But the appointees are not as 
many as before 2008 during 
Barisan's time. 

"When Pakatan took the state 
and Tan Sri Khalid Ibrahim became 
the mentri besar in 2008, he reduced 
the number of political appointees 
in GLCs drastically," said the source. 

He added the numbers increased 
a little during Azmin's time but had 
remained almost static since 
Amirudin became the Mentri Besar 
after the general election in 2018. 

He also added that Amirudin was 
drawing up a list of GLC appointees 
when the sudden change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ok place. 

PKR MP Abdullah Sani Abdul 
Hamid said those linked to Azmin 
must be removed from the GLCs. 

Another state government source 
claimed the first group that would 
be removed from the GLCs were the 
top management. 

"There are about 15 to 18 of them 
currently," the source added. 

On another matter, Amirudin 
said the request of the four Selangor 
Bersatu assemblymen to remain as 
part of the state government will be 
sent to the PKR central leadership 
for a decision. 

"I will have to refer to the party 
leadership if it's okay for me to 
accept them as part of the govern-
ment or have to treat them as the 
Opposition," he added. 

The four - Sallehudin Aminuddin 
(Kuang), Mohd Shaid Rosli (Jeram), 
Harumaini Omar (Batang Kali) and 
Adhif Shan Abdullah (Dengkil) - said 

last week that they were in support 
of the Pakatan Harapan Selangor 
state government. 

This was in spite of Bersatu leav-
ing Pakatan to join forces with 
Perikatan Nasional. 

They have also submitted a statu-
tory declaration stating their sup-
port in black and white to Amirudin. 

In his speech, he said Selangor 
remained open for business and on 
track to realise its goal of becoming 
Asean's premier regional smart 
state by 2025. 

He added Westports' extensive 
capacity to constantly innovate 
since it first started more than 25 
years ago had played a huge role in 
improving connectivity for the busi-
ness community while placing 
Selangor on the global map. 

This was Amirudin's first visit to 
Westport since he took office as 
Mentri Bes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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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志強

:首相慕尤丁的“非典型内 

阁”排阵，暗藏玄机。大马 

史上首个没有副首相的内阁，只 
设“平起平坐”的4个高级政务 

部长，但是，慕尤丁点名，阿兹 

敏将是他不在国内时可主持内阁 

会议的第一人选。

这意味著，身为贸工部长的阿 

兹敏是“有实无名”的实权副首 

相。慕尤丁没有名正言顺让阿兹 

敏出任副手，只是顾及巫统和伊 

党的颜面和野心。

阿茲敏通往耒來責相乏路
阿兹敏在前朝希盟政府是一人 

之下、位高权重的经济部长，时 
任财政部长林冠英的实权被架空 

了一大半，前首相马哈迪把国库 

控股和国民投资公司等交到阿兹 

敏手中，主导国家财富分配大 

权。前副首相旺阿兹莎只掌管妇 

女部，当时的阿兹敏可说是实权 

副首相。

挖走剩下的半個巫統

耐人寻味的是，慕尤丁同样重 

用阿兹敏，为何“明升暗降”把 

他调到贸工部？是否正如行动党 

“军师”刘镇东所说，慕尤丁是 

提防阿兹敏而没有分配重要部 

门？

慕尤丁的新政府就像抱著一个

不稳定的炸弹，最需要的内部稳 

定才能解决国家的问题，须要长 

袖善舞的阿兹敏帮他安内攘外。 

因此，阿兹敏现阶段不能高调当 

副首相，也不能出任太忙碌的财 

政部长或经济部长，其首要任务 

是摆平巫统和伊党。

阿兹敏本是巫统的人，后来成 

为公正党的魂，现在已是土团党 

的宝。他一步步变得老练圆融， 

出任雪兰莪州务大臣的日子里， 

善用政治资源收编了半个公正 

党，出任经济部长的日子里，又 

收编了更多的各路盟友，才能一 

手促成“喜来登政变”之夜。
在2014年大选之前的雪州民联 

时代，伊党和火箭“断交”决 

裂，身为雪大臣的阿兹敏对伊党

展现不离不弃的“江湖义气”， 

逼使火箭继续留在雪州政府与伊 

党共床共枕。

今时今曰，伊党有份入主布城 
却只获分配3正5副部长，党魁哈 

迪阿旺宁可当渔夫也无缘入阁， 

但伊党上下似乎甘之若饴。显 

然，阿兹敏成功安抚伊党稍安勿 
躁，日后自有回报。

至于巫统的饿狼们被赶下台两 

年了，个个饥不择食，好不容易 

重返政府权力就贪得无厌，嫌弃 

所获分配的官职不够多、不够油 

水，巫统总秘书安努亚刚受委联 

邦直辖区部长，却嚷著应该解散 

国会重新选举。

但是，巫统基层数十年来要的 

就是利益，马哈迪成立土团党之

后已挖走半个巫统，阿兹敏现在 
的任务就是在接下来的3年任期 

内挖走剩下的半个巫统。

取得最終勝利

土团党若是吞并了巫统，或者 

两党合二为一，来届大选就不会 

出现选区重叠自相残杀的危机， 

到时马来选票就有了民族性归 
宿，大大提高了 “国阵2.0”的 

月生#〇

这一场政变行动，阿兹敏是最 

关键和得益最大的一人。原本他 

和袓莱达等人铁定在马哈迪交棒 

给安华之后就被削权除名，如今 

政变行动取得最终胜利，阿兹敏 

还掌握了实权副首相的钥匙，放 

眼通往未来首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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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議會議員座位編排

郭貞黎

(吉隆坡12日 

讯）囯际山庄区 

州议员拿督斯里 

阿兹敏、鹅唛斯 

迪亚区州议员 

希尔曼和土团巴生海峡区州议员阿 

都拉昔，在即将于下周召开的雪州 

立法会议中，坐带反对党州议员区 

域。

i州议会也会把4位早前指效忠于雪州 

希盟的4位土团党州议员，包括轰埠区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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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编排在反对 

党州议员的区域。

前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等在遭公正党开除后，土团党曾对外宣布 

阿兹敏阿里已加入该党，但阿兹敏阿里迄 

今仍未对外公表态过。

同时，前公青团署理团长兼鹅唛斯迪亚

区州议员希尔曼在较后也遭公正党开除， 

他在较后只表明可以和愿意以公众利益而 

努力的人合作〇

W雪州议备黄。瑞林接受电访时说，随著最 

近一些政党退出希盟，以及一些州议员被 
党开除，因此在即将于3月16曰召开的州 

议会，一些州议员的座位将会有所调动。

16曰召開

他说，由于一些州议员的动向也不明， 
尤其是4位土团党的翁州议员去留问题还 

没有定案，因此州议会的编排座位工作迄 

今仍在进行中。

他重申，因政治局势的变动，不排除座 

位上的安排在州议会举行之时可能还会有 

变动。

他指出，早前已被公正党开除的阿兹敏 
阿里和希尔曼，其座位将会被划入反对党 

州议员的区域之中，由于2人动向未明， 

所以会暂时被列为独立州议员。

“至于阿都拉昔，因土团党已脱离了希 

盟，同时已表态跟随党中央离开希盟，所 

以会被编排在反对党土团党区域。”
至于其他4位土团党州议员包括轰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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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黄瑞林说， 
州议会将暂时把这4位州议员划入反对党 
区域中I。

^ “目前，雪州希盟还没有针对这4位土 

团党州议员的去留做出决定，因此暂时就 

把他们划在反对党州议员区域中，但如 

果届时有任何变动的话，到时会重新编

排。”

g管目前面对武汉肺炎 
(2〇19冠状病毒疾病）新 

确诊病例的出现，雪州政府于 

本月举办的雪州议会，还是会

据《中国°报》了解，雪州政 
府将于3月举办雪州议会，曰 
期是从3月16日至27日，为期 

两星期，也是今年度的首次州 

议会的举行。

雪州议长黄瑞林接受电访时 

说，截至目前，雪州议会还是 

会如期的举行，暂时不会因为

不因疫情展延 

少M胃5口其月_今3
武汉肺炎疫情而展延。

他没接到州政府提出要展延 

州议会的要求，所以州议会还 

是按照原定日期举行。

門□提供消毒手液

“州议会也不能随便更改举 

行的日期，除非是在特殊的情

况下，否则州议会还是会如期 

举行。”

黄°瑞林说，他们在州议会举 

行期间，也将进行各项防范工 

作，至于预防细节工作等还在 

探讨当中，但他们会确保州议 

员可更安全的出席州议会和参 

与辩论的环节。

他说，他们预计届时将会在 

州议会内进行消毒的工作，尤 

其是州议员及行政议员的桌子 

及麦克风，他们也会在州议会 

进出门口提供消毒手液等。

他指出，如果州议员们认为 

有需要戴口罩出席州议会及戴 
著口罩参与辩论的话，州议会 

也不会阻止。

“由于目前面对武汉肺炎的 

问题，如果他们（州议员）认 

为有需要戴口罩的话，州议会 

是不会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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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继卫生部促 

请民众展延大型 

活动后，雪州政 

府也跟随脚步，

宣布展延所有 

大型官方活动，

并促请私人界和

民间团体跟进，若非必要也展延人 

群集聚的活动，避免疫情进一步扩 

散。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指出，至于 

穆斯林周五祈祷和基督教徒周日礼拜的宗 

教活动，则会在谘询宗教师的意见后，再 

做决定。

(巴生1 2日

P、古著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武汉肺炎为大 

流行疾病后，雪州政府在雪州卫生 

局劝告下，除了取消大型活动，也于今早 

加速通过成立“防疫与监控专案小组”。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今午发表文 

告指出，行政议会今早正式通过成立该小 
组，并委任7名成员。

他说，该小组由刚卸任的前卫生部长袓

阿米鲁丁今午为 

巴生西港物流中心 

主持动土礼后，向 

媒体指出，雪州议

会将如期于下周举 

行，因为这关乎民 

众利益，届时议会 

厅将全面防备。

据知，雲州率先 

取消的官方活动，

包括于这个周末举 

行的雪州土地嘉年 

华活动和职业展活动等。

“若非紧要活动，我们都劝告取消，若 

是无法取消，则要确保做足防范工作。” 

针对巴生中央医院传出疑有确证病例一 

事，他说，他目前还未接到报告，必须等 

到傍晚卫生部的报告出炉后，才能确认。

基菲领导，掌管雪州卫生事务的行政议员 
希蒂玛丽亚是当然委员，另外5名成员为 

李国忠医生、阿德答医生、拿督法兹拉医 

生、阿都拉昔医生及叶伟奥医生。（人名 

旨i特）

'“随著专案小组成立后，我们会随时跟 

进疫情进展，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威再也古马（前左）代表西港与科技管理大学代表阿都加 
里尔（前右）签署合作备忘录，由李万达（后左起）、阿米 

鲁丁及哈末办克力见证。

參考檳城吉打模式

条定4 土著—色
Ksr米鲁丁指出，雪州政府将参考“槟城 
J J模式”和“吉打模式”，决定4名土 

著团结党州议员在希盟州政府内的角色。

他说，目前，州政府是采取“希盟#” 
模式，他并没有听闻4人有意退党。

“如果他们要加入公正党，我个人无任 

欢迎，但是最终还是必须由党中央来决 

定，是否接受他们。”

他说，行政议会成员预料不会出现变 

动，只是会有人顶替已经遭辞退、来自土 

团党的拿督阿都拉昔。

另外，被询及雪州相关官联公司是否会 

出现人事变动时，他说，目前一切运作正 

常，没有任何变动，一切人事委任也要经 

过行政议会通过。

OFFtC^Tf a CY

免疫情進一步擴散

雪大s官方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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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5万令吉堂费给登州王储 
东姑莫哈末及4名登州王 

室理事会成员，分别是依 

沙、东姑依布拉欣、赛奧 

马和赛哈仑，以及登州政 

府。

阿扎哈判决时指出，联 
邦法院3司于2017年裁决 

时是一致决定，东姑苏莱 

曼基于宪法问题的检讨申 

请是事后的想法。

“东姑苏莱曼在兴讼时

登王室合法繼承人訴訟

東姑蘇萊曼檢討由請m

就应提出有关申请。

其馀二司为联邦法院法 
官拿督斯里莫哈末扎瓦威 

及拿督阿都拉曼。
高庭在2016年12月撤销 

东姑苏莱曼诉讼，联邦 
法院于2017年也驳回其上 

诉，维持高庭裁决。

根据东姑苏莱曼的诉 

状，东姑阿里在其父王苏 

丹苏莱曼巴德鲁驾崩后， 
于1942年9月26日登基成为 

登州苏丹。

他说，登州王室理事会 
在1945年1 1月5日废除东 

姑阿里的王位，东姑阿里 

的王叔东姑依斯迈纳斯鲁 

丁，则受委为登州苏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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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各項活動展延
(莎阿南〗2日讯）随 

著雪州经济行动理事会 

下达指示，基于武汉肺 
炎（2〇19冠状病毒疾 

病）疫情出现严重的趋 

势，雪州一些将于近日 

举办各项活动的部门和 
单位也纷宣布展延活动 

的举办。

据悉，随_州经济 

行动理事会于今曰召 

开后，基于武汉肺炎 
(2〇19冠状病毒疾病） 

曰趋严重的局势，已下 

令雪州各单位取缔或展 

延将于近日内举办的活 

动。

掌管青年发展、体育

与人文发展事务的雪 

州行政议员凯鲁丁宣 

布，因来自于雪州经济 

行动理事会下达的指 
示，当局将展延2020 

年甘榜孩童杯（PIALA 
BUDAK KAMPUNG 2020) 

和KERJAYA SELANGOR 
JOBVAGANZA嘉年华活 

动。

上述活动是和瓜雪的 

武吉美华拉蒂区州议员 

服务中心联办，当局宣 

布活动将展延，但并没 

有说明展延的曰期。

另外，雪州土地和矿 

物局主任拿督阻基菲里 

也发布文告，因武汉肺

炎疫情的扩散，以及 

雪州经济行动理事会在 

会议中的决定，当局将 

展延将于本月日举办 
白勺 ‘‘Karni va 1 Tanah 
Selangor 2020” 年竞跑 

活动，以及在本月15曰 

在雪州所有土地局举行 

的豁免拖延延误罚款费 

用曰活动。

当局宣布展延上述两 

个活动的举办日期，也 

同样没表明活动将展延 

至何时。

他说，上述决定也是 

临时发出，主要是在雪 

州卫生局劝告下，加上 

武汉肺炎也于本月11曰 

开始出现严重情况下， 

才做出上述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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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2日讯）

士拉央市议会在双溪 
布苏（SG PUSU)展开 

联合取缔行动，拆除 

一间设立在农业地段 

上的修车厂。

参与行动的计有市议会士拉 
央区、鹅唛1和2区和甲洞等特 

别行动组、市议会建筑物小

士拉央市會取締行動

拆農業地段修車廠
组、执法组和警方等。

上述的联合取缔行动今曰上 
午9时举行，整个活动为时2小 

时多，至11时15分结束。

有关违例者是在 

一段农业地上设立 

非法建筑物，作为 

修车厂的用途，并 

且也未获得市议的 且也未获得市议的 

批准。

市议会也援引 
1974年道路、沟渠 

和建筑物法令第70 

(1)条文，拆除该 

非法建筑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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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管理效率

靈市廳啓用3精明項目

对八打灵再也精明中心所扮演的功能充满信心。

(八打灵再也12日讯）八 

打灵再也市政厅正式启用八 

打灵再也精明城市三大项 

1，包括八打灵再也精明中 

心、迷你精明中心以及系统 

或仪表盘发展与资料通讯科 

技，以提高灵市政厅的管理 

致率0

八打灵再也市长拿督沙尤迪致词时 

指出，精明中心作为储存大数据以及 

报告中心，作为衡量当局迈向"2030 

年八打灵再也精明、永续与弹性"目 

标的关键绩效指数（KPI )。

沙尤迪表示，精明城市的框架专注 
于5大迈向“清洁、绿色、安全、连 

接、快乐”方向的主要功能，包括城 

市社区发展、城市规划与发展、城市 

J艮务、城市管理与执法、城市商业。

他称，灵市政厅将设立54个仪表盘

及15个应用系统，确保在线上服务与 

社区保持连接。

他说，市政厅自2017年开始推行精 

明城市计划，迈向2025年精明雪兰莪 

的目标，而精明中心从2018年开始动 

工，2019年4月竣工，旨为达致可持 

续性发展，塑造精明灵市。

市政厅为此共拨款900万令吉展开 

第一期精明城市项目，为完成整个项 
目，更拨款4000万令吉在每个部门打 

造迷你精明中心（MSC )及线上事务

的应用系统与仪表盘发展。

他表示，八打灵再也目前人□为79 

万3627人，预计到2025年将增加至90 

万6707人。

"我希望八打灵再也可成为全马首 

个精明城市，列进世界精明城市的版 
图° ”

当天的启用仪式是由雪州大臣拿督 

斯里阿米鲁丁主持。出席者包括雪州 

秘书拿督阿敏、八打灵再也副市长哈 

嘉阿兹林达。(TTE)

■阿米鲁丁（左二）在沙尤迪（右二）的陪同下巡 

视菜园。

助落實精明州目標 
大臣盼市廳當領頭羊

《当今雪州》报导，阿 

米鲁丁希望八打灵再也 

市政厅扮演领头羊角色，与 

州内其它地方政府合作，协 
助雪州尽快落实精明州的目 

标。阿米鲁丁表示，一旦各 
地方政府转型成精明城市， 

将有助加速雪州达致精明州 

的目标。

另一方面，八打灵再也市 
政厅将与Celcom Axiata通讯 

公司合作，以采用5G科技来 

监督精明城市的网络安全。

此外，.市政厅为能够测 
试、监督、研究5G科技在商 

业与住宅区的影响、考虑到 
网络对环境的影响，将加以 

推动灵市实施5G。(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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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眼开除叛徒
(吉隆坡12日讯）人民公 

正党开除27名“叛党”党员的 

党籍，当中包括“最后一分钟” 

宣布支持希盟的该党砂拉越 

州主席巴鲁比安。

公正党组织秘书聂纳兹

截至3月11日，公正党开除党籍名单：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鹅唛）

祖莱达（安邦）
+ —'it马哥达）

要议程乃 

人民于第 

希盟的委

时结盟的 

I盟宣言》 

承诺。然 

，无疑是 

际原油价 

的经济挑

党员（区部)

cm ^nr W
非证确凿

聂纳兹米：公正党 

开除27名“叛党” 

党员的党籍。

米证实，该党于周三晚召开的 

党政治局会议，已议决开除27 

名背叛希盟政府党员的党籍。

他周四发文告表示，会议也议 

决开除27名弃党或退党党员 

的党籍，当中包括上个月24 

曰，通过党最高理事会，议决 

开除党籍的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和副主 

席祖莱达。

“另外的2名党员则是于3月1曰，党最高理事会做 

出的决定，至于其他开除党籍的党员则是在社交媒 

体、视频、媒体声明等，收集到背叛党的证据，才予以 

开除。”

聂纳兹米也披露，仍有4名党员的开除党籍程序 

正在进行，而开除这4名党员的原因与上述原因相同。

此外，聂纳兹米也披露，自今年1月1日至3月11 

日，该党共批准了 1万2896人的入党申请，当中霹雳州 

的入党申请人数最多，达3108人。

“其次是雪兰莪，有2352人；砂拉越（1559人）、吉 

打（1414人）及和柔佛(959人）。”#

聂纳兹米吁火箭诚信党 
就当前政局表达党立场

正党组织秘书聂纳兹米

疾呼希盟的另外二个政 

党，包括民主行动党和国家诚 

信党，召开希盟党主席理事 

会，以针对当前政局情况表达 

政党的立场。

他是针对前首相敦马哈迪 
周三有关国民联盟政府的评 

论，发另一篇文告表示，马哈 

迪的言论不等同于希盟的立 

场0

“在此之前，任何的声明 

都不应被视为公正党及希盟的 

立场。，’

尽管聂纳兹米 

并未说明马哈迪的 

言论内容，但相信 

指的是“国盟可以执政至下届 

大选”。

马哈迪在接受《阳光曰 

报)〉专访时感叹，身边一些支 

持他的人，如今却转换阵营， 

受委成为部长。

“（国盟政府）可以撑到大 

选。现在当他（慕尤丁）做了 

政府，他就能派糖果给很多 

人。”

无论如何，暴纳兹表示，

丄旱首费大j丨叫有丨(央迎

4. 拿督卡玛鲁丁（蕉赖）

5. 拿督曼梳（高渊）

6. 拿督拉昔哈斯伦（答株巴辖)

7. 拿督山达拉古玛（昔加末）

8. 阿里比朱（砂拉卓）

9. 威利莫因（哥打三马拉汉） 

1〇.巴鲁比安（实兰沟）

11. 佐纳登雅欣（兰瑙）

12. 莫哈末再汉（麻坡）

13. 阿菲兹法米（莎阿南）

14. 阿都阿兹（格底里）

15. 莫哈末哈菲赞（兰斗班让）

16. 诺哈娜再玛（古邦阁亮）

17. 莫哈玛哈里夫（马樟）

18. 嘉法里威廉（里巴兰）

19. 努鲁胡达（关丹）
20. 莫哈玛希尔曼（鹅唛）

21. 诺希兹万（斯蒂亚旺沙）

22. 纳因波达葛（甲洞）

23. 朱里育艾伦（甲洞）

24. 诺拉（班底谷）

25. 张发虎（丹绒加弄）

26. 再纳阿比丁（丹绒加弄）

27. 阿都尤努斯（巴里文打）

公正党主张政府的首 

体制改革，并捍卫. 

14届全国大选对于: 

托0

“希盟应恢复当 

精神，并且实践《希 

内对于人民的各项: 

而，希盟政府的倒台 

加剧了新冠肺炎及国 

格急挫等，所带来I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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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人

I! 直言，那是因为马来人认为安华 

2 $ rui属自由派。“他(安华）在离开巫统 

I后转成多种族主义论述，并创立了一个 
反对我的（多种族)政党。”

敦马续说:“当东姑拉沙里（于1988 

® 年)离开巫统并另创新政党(46精神党） 
+ ^时，那是一个马来政党。”

7j !L> “安华离开了（巫统），并为所有（种 

设地麵7_+贼。飯，麟
^ 到了民主行动党和伊斯兰党的支 

持一他的哲学是自由主义。”

马哈迪是在接受《阳光曰报》专访 

时，透露无法接受安华为副揆的原因。

他说：“马来人不能接受这一点，因 

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地位将受到威胁。他 
yj 们有政治权力，没有经济权力。如果不 

着重马来人的力量，（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观念将 

被拒绝。”

询及安华最终决定支持他担任第8任首相一 

事，敦马说：“当他们（国家诚信党和民主行动党） 

认为我不会获胜（获得国会议员的多数票成为首 

相）时，他们认为安华的票最多。然后，他们意识到 

那些支持安华的人将无法获胜。他们回来支持 

我

马哈迪坦言，安华想当副手，但他不同意，因为 

他知道那些人对安华的支持不是真的。他说：“有 

两个人他们(议员)不喜欢一安华和林冠英。” #

无法掌握新知识将落后担忧英文教数理难延续
71哈迪表示，他对新内阁感到担忧的 
1其中一件事，是首相慕尤丁不喜欢

经位
济受
权威

用英文教数理。“他想恢复马来文（教数 
理)。科学和数学不是地理和历史，这两 

个科目不会改变，但科学和数学却是时 

时都在变化。”

他说，每天都有新的发现、新的应 

用程序，如果使用马来文，下一页的应用 

程序、数码化、人工智能等，若使用马来 

文，我们就无法理解。

§$前 近乎马来人的政府，相信在来届大选将无法获 

w M得华人的支持。

-4- 马哈迪是针对新的内阁阵容中，华印裔的正副

3 〇部长不多的现象，发表其看法。他说：“这个结构是一 

M 个近乎马来人的政府。但是当我们举行选举时，我认

g @为华人不会支持它。当然，印度人也不会支持。所以 

& i现在的马来人大多数，会在下届大选中降低。”

10： 马哈迪早前接受《阳光曰报》专访时也受询有关

31 匕首相慕尤丁悬空副揆一职的做法是否正确，敦马坦 

言，委任副首相与否都难以两全其美，慕尤丁陷入了 

这个困局。

来支 “如果要选，选谁？如果不选，人家就会等，将有

人持

“我们需要有人来翻译，翻译的人必 

须有知识，同时精通马来文和英文。科学 

和数学用词也有别于一般的英文，所以 

要翻译这些字词是一项困难的事。” 

“我们将在曰新月异的科学时代中 

落后，如果我们不了解科学知识的应用， 

我们将会落后。例 

如我们去参加国际 

论坛，一般都是使 

用英文，而我们的

人不明白英文，就难以跟得上论坛。” 

马哈迪认为，即使要翻译也无法翻 

译成科学领域中的新语言和新概念。“这 

就是为何我说科学和数学不是静态学 

识，它一直在发展。”

他解释道：“不是我不喜欢我的语 

言。在许多人出生之前，我已是一名语文 

捍卫者。1945年、1946年，我曾为这个语

文而奋斗，但我更喜欢科学。如果我们错1 

过科学，我们将落伍。即使是现在，我们 

也已经落伍了。”

对于是否期望新政府延续英文教数 

理的政策，马哈迪认为，行政中使用马来 
文是没有问题的。“在我的那个年代，华 

人公务员的马来文比英文更好。事实上， 

他们更喜欢使用马来文多过英文。” #

人会施压他让某人获得这个职位。所以，这是慕尤丁 

需面对的问题。” #

与不正当的人成朋友将监督国盟政府动静

前乂I有法庭案在身的巫统领袖没有 

受委入阁，但目前他仍未做好准备 

支持首相丹斯里慕尤丁。

“还不是时候啦...这是因为慕 

尤丁与不正当的人、小偷、流氓、 

盗窃者成为朋友。”

他也坦言，本身无法支持这个 

政府，但那时候那些人很强势。

“他掌握权势推翻政府，因为 

巫统有超过5◦名国会议员，然而 

土著团结党就算与其他的合起来也 

只有30名国会议员。”

他直言，若巫统退出，国盟政 

府就会垮台。

无论如何，敦马表示，他将监 

督慕尤丁的新政府动静。

他说，他会关注那些支持国民

联盟的人，是否继续在法庭受审， 

如果罪成后是否入狱。

“我要看着国盟政府。他才成 

立一个没有副首相的内阁，也没有 

人被带上法庭。”

马哈迪表示，他现在也不宜置 

评，直到他确切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事。#

(吉隆坡 

12日讯）前首 

相敦马哈迪 

医生揭露，尽 

管人民公正 

党主席拿督 

斯里安华有 

提名他继任 

首相，但他却 

无法任命安 

华为副接。

▼ ■曹

安华为副揉

[女马：马来人难接受自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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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赖敦胡申翁镇国中—校

1中一生确诊全班隔离
(加影12日讯）蕉赖敦胡申翁镇国 

中二校一名中一生，确诊感染2019 

冠状病毒病0

该校发文告说，患病学生的班级 

全部同学今日起隔离14天，且需到 

毗邻的敦胡申翁镇政府卫生诊所检 

测，该班级有32名学生《

同时，11名涉及的老师也需于 

13 R检测，并隔离14天居家作业。

文告说，校方和县卫生局与家教 

协会商议后，决定把中一生的考试延 

后到学校假期后，即23日才进行。

其他班级的中一及中二生可以如 

常到校，而；前于3月5 R取消的考

试，也将于明天继续进行。

校方是在昨天发出上述通告给学 

生，媒体今R到该校查问时，被守卫 

告知校方已指示媒体不能进人校园， 

详情可向教育局了解。

王诗棋:32师生须检测
无拉港州议员王诗棋受询时说， 

校方已发通告通知学生，涉及班级的 

32名学生和相义老师须到卫生诊所 

检测。

加影市议员苏仁强说，该校有学 

生染冠病后，原

于昨晚在该地区 

进行的社区活动 

也取消。

另^^方面， 

日前附近的蕉赖 

翠岭镇国中有3 

名学生的亲戚染 

上冠病，蕉赖11 

哩华小也有一名 

六年级学生感染 

冠病，当地家K： 

和民众已感到担 

忧。

1
只

敦胡 

申翁镇政 

府卫生诊 

所每天只 

能检测 

50名患 

者0

该诊 

所一名医 

务人员 

说，该校 

学生今天 

是分批检 

测，每组 

10人。

“诊

所每天只能检测 

50人，我们不接 

受没预约的疑似 

病患，这意味着 

疑似病患须先到 

医院检查，院方 

过后会通知诊所 

某病患会到来检 

测。”

测
50

患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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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公正党施压雪大臣“除根”

纖派”官职料大洗牌
(八打灵再也12日讯） 

雪兰莪州政局虽稳，不 

过被视为人民公正党前 

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 

敏阿里派系的官职人 

马，预料难逃“大洗 

牌”。

消息告诉《南洋商报》 

说，公正党或有更换行政议 

员、市议员及村长等人选的 

大宣布，其中，被列人撤换 

行列的亲敏派高职，包括雪 

州副议长兼士文达州议员达 

罗雅、掌管雪州青年和体育 

及人力资本发展事务的州行 

政议员凯鲁丁（巴也惹拉斯 

州议员）、掌管雪州房屋及 

城市生活事务的行政议员哈 

妮查（南巴再也州议员）、 

掌管自然环境、绿色科技及 

消费人事务的行政议员许来 

贤（加影州议员）。

消息说，上述4人中预 

计至少2人会被刷下，避免 

阿兹敏派系继续掌控资源， 

作为下届大选的跳巢后盾。

，T/

阿米鲁丁料受公正党领导 

层施压，清除阿兹敏派系 

的官职。

此外，在阿兹敏担任大臣期 

间委任的官联公司高层也会 

被换。

官联公司高层或被换

日前，雪州大臣拿督斯 

里阿米鲁丁虽曾表示，没听 

闻任何官职人选被换，不过 

消息表示，公正党领导层已 

向大臣施压，必须清除阿兹 

敏派系人马的官职，包括行 

政议员、市议员和村长和官

联公司职务等。

雪州是阿兹敏扎根基 

地，但在他被指背叛及退出 

公党后，雪州公正党却没有 

出现追随者退党的情况，被 

认为是不可思议的。

政治分析员认为，主要 

是其派系人马目前仍掌握雪 

州重要资源，w此都在盘算 

如何维持现状，以作为继续 

在下届大选运筹帷幄的筹 

码。无论如何，消息表示有 

你的如意算盘，我也有我拆 

牌招数，公正党基层明显表 

达对叛徒残留党羽的不满， 

在明在暗皆推动官职大洗牌 

行动。

公正党基层不满

根据观察，过去几天面 

对媒体单刀直人的提问，阿 

米鲁丁虽面不改色从容回 

应，不过，相信他也了解要 

继续保住阿兹敏派系已超越 

了他的掌控范围，否则也只 

会破坏了本身对公正党的忠 

诚度。

莎市厅料半数市议员被换
随着雪州土著团结党退 

盟，$州政府趁势大刀阔斧 

为公正党“官职”洗牌时， 

预计莎阿南市政厅半数由阿 

兹敏派系出任的公党市议员 

会被换。

消息人士说，市议员和 

村长会有明显变动，希盟三 

个盟党即民主行动党、国家 

诚信党及公正党将瓜分土 i才丨

党市议员留下的空缺。

“到时候，公正党也会 

顺水推舟，把敏派系人马一 

起刷下，以顺理成章组新阵 

容。”

人选名单呈上

据悉，公正党各区部已 

于本周将人选名单呈上，预 

计下周或有洗牌宣布。

雪州12个地方政府中， 

有279个县市议员及9个酋 

长职，雪州土 I才丨党有37个 

县市议员、65个马来甘榜村 

长和1个印裔社区村长的职 

务。

除了填补土 |才丨党上述职 

缺，加上公正党除掉敏派系 

人马委任新的县市议员，可 

以预见会有不少新人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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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菲夫加入国盟？

巴迪亚:单凭照片不足证明
(槟城12日讯）辞去槟 

州行政议员职，被指是 

阿兹敏派系的人民公正 

党峑东埔区会署理主席 

阿菲夫医生已加人国民 

联盟？槟州公正党主席 

巴迪亚认为，单凭一张 

照片不足以证明阿菲夫 

已加人国民联盟，除非 

有正式宣布。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 

高级部长拿督斯里莫哈 

末阿兹敏阿里的助理， 

今日上午在社交媒体上传一张部长与部门官员 

在工作的照片，并写道“Back To Work” （回到 

丁作），照片内可以看到刚辞去槟州行政议员 

职的阿菲夫在内。

此举令不少人怀疑，阿菲夫是否已到布城 

阿兹敏的国际贸易及工业部上班。巴迪亚回应 

说，单凭一张照片无法证明，不过将交由该党

巴迪亚认为，单凭 

一张照片无法说明 

阿菲夫已加入国民 

联盟，不过将交由 

纪律委员会做决 

定。

纪律委员会定夺。

“关于阿菲夫的争论，单凭一张照片不能证 

明他已加人国盟，不过或许可反映出他与新政 

府之间的关系，但无论如何将交由纪律委员会 

决定。”

他今日出席公正党本南地州议员诺蕾拉博 

士宣誓就职槟州行政议员仪式，受媒体询及 

时，如是表7K。

诺蕾拉是获槟州公正党推荐取代于本月4 

日（星期三）宣布辞去槟州行政议员职阿菲夫 

留下的官职，出掌槟州卫生、农业及农基工 

业，以及乡区发展事务会的行政议员。

他说，阿菲夫受纪律委员会调查的新案 

件，仍还未有结论。媒体询及上述事件是否是 

阿菲夫第二宗案件时，他笑言表示，“我觉得 

或许还有更多案件”。

询及何时呈上报告予纪律委员会时，他坦 

言该党在前已做好多份报告，包括其他涉及离 

开政党的党员，将在结合所有报告后，再提呈 

给纪律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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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鲁丁（中）见证西港有限公司与管理与科学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左起韦加亚古玛、 

李万达、莫哈末苏克力，以及阿都加里尔。

雪大臣欢迎领袖加入蓝眼
巴生12日讯|谣传雪州土

团党4名州议员将跳槽公正党。 

对此，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表示， 

他不曾听闻此事，惟欢迎任何支 

持该党斗争理念的领袖加入。

「我个人无任欢迎，然而 

最终依然必须由党中央作决定， 

是否接受他们。」

阿米鲁丁也表示，雪州政 

府目前是米取「希盟+ +」模 

式，同时也会参考槟城和吉打州 

政府的模式，以决定4名土团党

州议员在希盟州政府下的角色定 

位。

4名土团党州议员包括轰埠 

州议员沙列胡丁、而榄州议员莫 

哈末赛益罗斯里、荅冬加里州议 

员哈鲁麦尼，以及龙溪州议员阿 

迪夫。他们早前在新闻发布会上 

宣布支持希盟政府。

另外，阿米鲁丁透露，雪

州行政议会成员预料不会出现变 

动，只是会有人顶替已经遭辞退 

的土团党巴生海峡州议员拿督阿 

都拉昔。

另外，被询及雪州相关官 

联公司是否会出现人士变动，他 

说，一切人事委任也要经过行政 

议会通过，唯目前一切运作正常 

没有任何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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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私人界跟进 
雪州展延大S活动
巴生12日讯|随著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新 

冠肺炎病毒为「全球大流行疫病」后，雪州政府宣布 

展延所有官方大型活动，并促请私人界和民间团体跟 

进，取消非必要聚会避免疫情进一步扩散。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 

丁指出，随著世界疫情趋向严峻 

恶化，在雪州卫生局的建议下， 

州政府决定展延多项影响不大的 

官方大型活动，直到疫情宣告好 

转为止。

「州政府所展延或取消大 

型活动的决定，主要是上述场合 

与大型活动，属于病毒疫情感染 

的高风险区，包括近期举办的职 

业展，都会被展延。」

他说，除非有关活动非常 

重要，而且不能拖延，那么主 

办活动的场合就必须做足防疫措 

施。

他指出，州政府近期内将 

公布一系列的防疫措施，包括 

卫生部所拟定的卫生条例，例如 

戴口罩、使用消毒剂确保清洁卫

生，避免病毒感染。

同时，阿米鲁丁透露，雪 

州经济行动理事会已批准成立一 

个新冠肺炎防控专案小组，并由 

前卫生部长拿督斯里祖基菲里为 

主的6人工作团队，负责监控雪 

州的新冠肺炎疫情进展。

州议会如期举行

成员包括拿督斯里祖基菲 

里、拿督李国忠医生、拿督阿迪 

卡玛鲁查曼教授、拿督法兹拉卡 

玛鲁丁医生、拿督阿都拉昔，以 

及叶伟安医生。

阿米鲁丁是于今午发文 

告，作出上述宣布。同时，他也 

补充，上述专案小组的成立，主 

要是负责监控和跟进新冠病毒疫

情的进展。

另外，阿米鲁丁披露，尽 

管取消官方大型活动，惟雪州议 

会将如期于下周举行，因为这关 

乎民众利益，届时议会厅将会全 

面做足防疫措施。

他今日出席西港货柜物流 

中心的动土礼后，在记者会上指 

出，至于穆斯林周五祈祷和基督 

教徒周日礼拜等宗教活动，则必 

须询问宗教师的意见才能做出决 

定。

他透露，他在2天前，已会 

见雪州卫生局局长，进一步商讨 

该小组的功能和各项防范工作。

针对巴生中央医院传出疑 

有确诊病例一事，他说必须接获 

卫生部的报告后才能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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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B鲁比安公X党好除27人
吉隆坡12日讯人民公

正党政治局宣布开除背叛 

希盟的27人党籍，当中包 

括在政变期间，一度退党 

但后来又重返希盟的实兰 

沟国会议员巴鲁比安。

据所公布的开除或退党名 

单，共涉及11名国会议员及2名 

州议员，柔佛柏玛尼斯州议员张 

发虎是唯一的华裔。

公正党政治局指出，这27人 

因背叛希盟被开除或退党，这包 

括了中央理事会在2月24日开除的 

前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及前 

副主席祖莱达，以及在3月1日开 

除另外的2人。

其他开除及退党的23人，则 

是通过媒体、社交媒体、视频及 
公开声明等管道所收集的证据。

据该党组织秘书聂阿兹米 

发表的声明，他们也正在收集证 

据，还有4人也即将要被开除。

声明也提到，在今年1月1曰 

至3月1日期间，共有1万2896人 

加入公正党，来自霹雳州的新党 

员位居榜首，共有3108人；接著 

依序为雪兰莪（2352人）、砂拉 

越（1559人）、吉打（1414 )及 

柔佛（959 )。

遭开除及退党者名单

名字（只列公职） 隶属区部

〇拿督斯里阿兹敏(鹅唛国会议员） 鹅唛

©祖莱达(安邦国会议员） 安邦

©拿督赛夫丁阿都拉(英迪拉马哥打国会议员） 英迪拉马哥打

©拿督卡玛鲁丁 (敦拉萨镇国会议员） 蕉赖

@拿督曼梳(高渊国会议员） 高渊

0拿督莫哈末拉昔(答株巴辖国会议员） 答株巴辖

〇山塔拉(昔加末国会议员） 昔加末

0阿里彼袓(砂拉卓国会议员） 砂拉卓

©威利莫京(婆罗洲高原国会议员） 三马拉汉

©巴鲁比安(实兰沟国会议员） 老越

©佐纳丹耶新(兰瑙国会议员） 兰瑙

©莫哈末再汉 麻坡

©阿兹斯法米 莎阿南

©阿都阿兹 格底里

©莫哈末哈费赞 兰斗班让

0诺汉那扎玛 >古邦阁壳

©莫哈末阿里夫 马樟

©杰法里威廉 里荅兰岛

©努鲁胡拉(祖莱达原特别助理） 关丹

©希尔曼(阿兹敏政治秘书） 鹅唛

少诺希兹(祖莱达政治秘书） 斯迪亚旺沙

銮纳因 甲洞

牮祖里育斯 甲洞

染诺阿拉 班底谷

®张发虎(柏玛尼斯州议员） 丹绒加弄

©再纳阿比丁 丹绒加弄

銮尤努斯(瓜拉古楼州议员） 巴里文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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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靈市管理效率

啓用三精明_頊丨目！
(八打灵再也12日讯）八打灵再 

也市政厅正式启用二大八打灵再也精 

明城市项目，包括八打灵再也精明中 

心、迷你精明中心以及系统或仪表盘 

发展与资料通讯科技，提高八打灵再 

也的管理效率。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日前举办开幕 八打灵再也精明中心作为数据库，可衡量“2030年八打灵再 
典礼，并邀请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也精明、永续与弹性”目标的关键绩效指数（KPI)。前排左五起 

鲁丁主持开幕仪式是哈嘉阿兹林达、阿敏、阿米鲁丁和沙尤迪。

沙
±
迪

設
54

儀
表
盤
15

應

I

八
打灵再也市长拿督沙尤迪致 

词时指出，精明中心将作 

为储存大数据的中心兼报告中心，以 
衡量当局迈向“2030年八打灵再也精 

明、永续与弹性”目标的关键绩效指 
数（KPI > 6

沙尤迪表示，八打灵再也精明 

城市的框架专注于5大迈向“清洁、 

绿色、安全、连接、快乐”方向的主 

要功能，包括城市社区发展、城市规 

划与发展、城市服务、城市管理与执 

法、城市商业。

他指出，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将设 

立54个仪表盘及15个应用系统，以确 

保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在线上服务与社 

区保持互相连接(5

^ 他说，市政厅自2017年开始积极

推行精明城市计划，迈向2025年精明 

雪兰莪的目标，而精明中心从2018年 

开始动工，2019年4月竣工，旨为达致 

可持续性发展，以塑造精明灵市。

沙尤迪说，市政厅拨款900万令吉 

展开第•期的八打灵再也精明城市项目，为了 

全面完成整个项目，市政厅拨款4000万令吉， 

在每个内部部门打造迷你精明中心（MSC )及 

线上事务的应用系统与仪表盘发展。
他表示，八打灵再也目前的人口为79万 

3627人，预计到了2025年，人口将增加至90万 

6707人〇

“我希望八打灵再也将成为全马首个精 

明城市，甚至列人世界精明城市的地图中

阿米魯丁：

助加速落實精明州目標
士日据《当今雪州》报道，阿米鲁丁希望八打灵 

^再也市政厅扮演为领头羊角色，与州内其它 

地方政府合作，协助雪州尽快落实精明州的目标。

阿米鲁丁表示，■旦各地方政府转型成精明城 

市，势必有助加速雪州达致精明州的目标。

采用5G科技监督安全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将会与Celcom Axiata通讯公司合 

作，以采用5G科技来监督精明城市的安全。

市政厅能够测试、监督、研究5G科技在商业与住 

宅区的影响、考虑网络对环境的影响，接着将加以推 

动八打灵再也市实施5G。

目前有关5G基站已设在再也花园轻快铁站、苏丹 

路、在52区一带的流动车。

出席者包括雪州秘书拿督阿敏和八打灵再也副市 

长哈嘉阿兹林达。

阿米鲁丁（前排左二起）在沙尤迪的陪同下巡 
视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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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生港务局主席欧阳捍 

华致词时指出，巴 

生港口作为国家的主要港口， 

占了总贸易额的一半和区域的 

主要航运中心，去年处理的 

货柜吞吐S1358万标准集装箱 

为创新高，比2018年同期增长 

10.3%

西港私人有限公司也 

在会上，与管理与科学大学 
(MSU )签署一份合作意向书

(MOU ) ■-'

出席嘉宾有西港公司首席 
执行员李万达、市场及常规部 

总经理维再也古玛、该大学主 

席丹斯里莫哈末苏克里教授、 

工业链接与企业部副主席阿都 

佳里尔教授及雪州行政议员许 

来贤。

大臣：屬重要經濟命脈

擴充西港吸引外資到雪
米鲁丁致词指出，西港 

目前取得70%的运作效 

能，因此需加以扩充，以保持在 

马来西亚港口领域的领航地位， 

和世界第12繁忙港口的荣誉。

制造更多就业机会

他表示，扩充项目总值为 

109亿令吉，以吸引更多投资人驻 

雪州，届时扩充完工的西港新物 

流中心和货仓，能制造更多就业 

机会，推动经济前进。

他形容，今天前来西港进行 

工作访问，是要视察西港管理层 

的商业规划，了解州政府提供的 

基础建设处于受控程度；西港属 

于国内重要的经济命脉，去年处 

理了 1100万个集装箱，若加上北 

港共是1300万个。

询及雪州会否兴建第a港 

口，他表示，州政府欢迎前朝希 

盟联邦政府的这项决策，亦能配 

合东海岸铁道项目，在经济上起 

着牵头效应。

(巴生12日讯）因应世卫把冠病升级为“全球 

大流行瘟疫”级别及依据卫生部指示，雪州所有大 

型官方活动，即日起一律展延至疫情好转为止；至 

于私人界所办的大型活动与集会，则受促若非重要 

性质，亦应同时展延，以便全体抗疫！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今午见证巴生港口西港 

物流中心动土礼后受询指出，随着由他发出展延官方大型 

活动的指令并即时生效后，首当其冲的就是州政府定于本 
周六（14日）和星期日，在沙亚南独立广场举办的雪州土 

地嘉年华会和瓜雪武吉美拉华蒂的2020职业展2项大型活 

动。

办活动应先征求卫生部看法

“定于下周…（16日）召开的新一季州议会则继续进 

行，以贯彻我们身为人民代议士的职责，但现场会有测量 

体温、提供口罩及消毒搓手液等防疫措施c ”

他促请私人界若要在这段期间内举办活动，应事先 

征求卫生部或卫生官员的看法，并展延不属于很重要的活 

动。

針尋

fit
賃州 

t宗 
S教

看

询
及穆斯林周五的清真寺祈祷及教徒的 

星期日教会礼拜集会时，阿米鲁丁认 
为，他将征求州宗教Mj (mufti)对穆斯林周五 

祈祷的看法，但问题不在于信徒的集会，而在于 

控制疫情和加强出席者的个人卫生管理，因此他 

已于上周指示展延属于次要的活动，如路跑。

他透露，雪州政府成立以前卫生部长拿督 
斯里祖基菲里为首的抗疫特工队6名成员已全部 

受委和投人工作，特工队会着重在卫生部及卫生 

局以外的领域，以便医院和政府诊所能专注于治 

疗病患；特工队则负责州政府权限下，对社会大 

众执行防疫、教育醒觉和培训活动的功能。

他补充，新增的•名特工队成员为拿督法 

兹拉卡玛鲁丁医生。

阿米鲁丁说，特工队今日完成首次会议，他将于明日 

会见特工队主席祖基菲里商讨抗疫对策。

询及今早流传巴生中央医院出现医护人员感染冠病的 

疑似病例，他不予证实，只表示他也是才刚听说此事，需 

获取卫生局的汇报。

I!
1

—众人为西 

港公司的新物流 

中心建设进行动 

土礼。左五起维 

再也古玛、许来 

贤、李万达、阿 
米鲁丁、欧阳捍 

华和苏克里。

-7^ m r- r i 'L -■ v .■,

瓜冷北森林?桌留地除名

州政府獲評估後作決定
对引起争议的瓜冷北森林保留地从州宪报除名- 

卞1事，阿米鲁丁披露，公共听证会已于3月5日召开， 

在完成公听会程序后，相关部门如森林局和地方政府，会提 

呈看法和评估予州政府。

他说，州政府会在获取评估后才做决定。若发展项目需 

进行，州政府还是会安排接见包括反对者的相关人士，目前 

尚言之过早，并强调会依据进程规划表进行。

雪可效仿吉檳以“希盟+”形式執政

西港私人有限公司与管理与科学大学 

签署合作意向书。左一起是维再也古玛、 

李万达、阿米鲁丁、莫哈末苏克里和阿都 

佳里尔。

阿
米鲁丁不排除，雪州可如吉 

打和槟州政府，在获得了-- 

些土团党州议员的支持后，以“希盟 

+”的优势形式执政。
他证实，4名土团党州议员即哈 

鲁麦尼（崙冬加里）、莫哈末赛（而 

榄）、沙勒胡丁（轰埠）和阿希夫（龙 

溪）已呈予他支持希盟的法定声明。 

对于是否能让4人加人公正党，也

是雪州公正党主席兼雪州希盟主席的阿 

米鲁丁表示，一切需交由党中央理事会 

决定，以及州希盟领导层的认可，以便 

让他们成为执政的…分子。

“目前为止他们没向我表明要加 

人公正党，他们还在土团党，但既然他 

们表达对希盟州政府的支持，我已告知 

希盟州领导层，也需要获得党中央的认 

可〇 ”

询及是否撤换早前对土团党人士 

在州官联公司的政治委任职位时，他指 

出，目前没有刻意去撤换人事，-切仍 

运作如常。

他证实，肯定会填补被撤换的土 

团党州主席拿督阿都拉昔的行政议员空 

缺。对于是否也会撤换其他人，他表 

示，目前没有讨论，也无意这么做。

雪所有大型活動#1
大臣：直至疫情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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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章欽：雪州議員料被禁入校

州&府續撥款各校

邓章钦（右四）移 
交支票给8所巴生新城 
州选区的学校。

(沙亚南I2日讯）雪州行政议员 

兼巴生新城州议员拿督邓章钦指出， 

雪州希盟州议员估计将被禁止进人校 

园，不过州政府依然兑现承诺，继续拨 

款给州内学校。

他今日移交制度化拨款给选区内 

8所学校时指出，自联邦政权更迭后， 

预计各源流的学校都会接获联邦政府指 

示，禁止希盟的议员进人学校内。

“不过，无论如何，雪州政府 

依然会兑现承诺，继续拨款给州内学 

校。”
他说，8所受惠的学校包括卫星市 

国中、滨华中学、巴生高级中学、武 

吉拉加园丘淡米尔小学、直落玻璃国 

中、中路淡米尔小学、中路国小•校及 

崙都知甲国小-•校。每一所都获得1万 

令吉的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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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城12日马新社讯）联 

邦法院今日驳回登嘉楼前苏丹 

东姑阿里长孙，要求宣判他拥 

有登州王位的合法继承权，所 

提出的复核申请。
现年63岁的东姑苏莱曼要 

求联邦法院重新聆听他在2017年 

11月被驳回的上诉准令申请。

这项上诉准令申请是要求 

恢复他在2016年被高庭撤销的诉 

讼。

以马来亚大法官丹斯里阿 

查哈为首的r(司今日谕令东姑 

苏莱曼，分别支付5万令吉堂费 

予5名登州王室理事会成员和登 

州政府。

阿查哈在裁决时说，显而 
易见的是，联邦法院\司在2017 

年驳问东姑苏莱曼上诉准令申

请的裁决，为一■致的裁决。

“申请人就宪法所提 

出的复核申请是事后想法
(afterthought ) ’

另两名法官是联邦法院法 

官拿督斯里莫哈末扎瓦威和拿 

督阿都拉曼瑟比。

较早前，东姑苏莱曼的 

代表律师江奕霞（译音）吁请 

法庭复核联邦法院较早前的裁 

决，理由是当时的法官组合有 

缺陷（coram failure ),.因.为驳 

回上诉准令的裁决是由•名法 

官在未咨询另两名法官的情况

下发表。

她也挑起前首席大法官敦 

劳勿斯的任命是否符合宪法的 

课题。

之前驳回东姑苏莱曼上诉 

的联邦法院三司是以劳勿斯为 
首。

东姑苏来曼在诉状中指 

出，东姑阿里的父亲苏丹苏莱 

曼巴德鲁在逝世后，东姑阿里 
在! 942年9月26日登基为登州苏 

丹

他说，东姑阿里接着在 

1945年11月5 R被登州摄政王理

事会废黜王位，而东姑阿里的 

叔叔东姑依斯迈纳斯鲁丁，受 

委为登州苏丹。

诉状指出，当时11岁的东 

姑阿里长子东姑阿都哈林（东 

姑苏莱曼的父亲），理应取代 

其父亲出任登州苏丹。

东姑苏莱曼指出，作为东 

姑阿里的长孙，他拥有王位继 

承权。

他就高庭撤销其诉讼的裁 

决提出上诉，但在2017年7月被 

上诉庭驳回，他过后向联邦法 

院提出最终的上诉a

登州王室理事会的代表律 

师是丹斯里塞西尔，以及登州 

政府是由州法律顾问拿督拉扎 

里代表《:

要求宣判有王位繼承權

登前蘇丹長孫希望破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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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皇城道教联合会宣布，基于国内冠病疫情肆虐关系，展 

延原定本周六晚举行的道教节暨会庆晚宴。前左一起为邱家胜、 
邱订春、拿督吴亚烈、杨忠明、董开春、林成发和陈万塔。

巴生皇城道教聯合會宣布

道教節暨週年宴展延
(巴生12日讯） 

巴生皇城道教联合 
会原定于本月14日 

(星期六）晚上7 

时，在巴生班达马 
兰华小B校大礼堂举 

行的“第4届道教节 

暨4周年会庆联欢晚 

宴”，因国内冠状 

病毒疫情关系，主 

办单位今晚召开临 

时新闻发布会，宣 

告晚宴必须展延。

会长杨忠明指 

出，庄这波冠病疫

情日益严重的非常 

时期，在公众安全 

和卫生局发出劝告 

的前提下，该会经 

与各造商讨后，- 

致决定无限期展延 
晚宴。

“我也联络过巴 

生区国会议员查尔 

斯、雪州行政议员 

拿督邓章钦、班达 

马兰区州议员梁德 

志和本会顾问刘天 

球州议员，他们都 

赞成展延晚宴。”

筹委会主席邱 

订春表示，该会决 

定展延会庆晚宴， 

是基于雪州的冠病 

疫情恶化，他向所 

有已证实会出席晚 

宴的嘉宾、赞助 

人、购买餐席的神 

庙和各界友好等所 

引起的不便，致以 

歉意。

他促请持有 

餐券者继续保留， 

以待日后疫情好转 

后，主办单位确定 

晚宴重新举办的新 

日期，继续使用该 

餐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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