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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tan Selangormahu
tohmahan kerajaan pintu
belakang dihentikan
Muka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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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ti tohmah pentadbiran negara

Oleh Norzamira Che Noh
bhnews@bh.com.my

Shah Alam: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mahu tohmahan mengenai pem-
bentukan kerajaan yang didakwa
sebagai kerajaan pintu belakang
atau rampasan kuasa terhadap
pentadbiran negara, dihentikan.
Baginda bertitah, perkara itu

tidak tepat sama sekali kerana
Yang di-Pertuan Agong, Al-Sultan
Abdullah Ri’ayatuddin Al-Musta-
fa Billah Shah sudah diberi kuasa
menggunakan budi bicara seperti
diperuntukkan dalam undang-un-
dang.
“Baru-baru ini, kita melihat pe-

rubahankepada tampukpemerin-
tahanKerajaanPersekutuan yang
diterajui oleh Kerajaan Perikatan
Nasional bagi menggantikan Ke-
rajaan Pakatan Harapan.
“Beta sendiri mengikuti per-

kembangan perubahan kuasa ter-
babit yang dilaksanakan Yang
di-Pertuan Agong dengan cukup
berhati-hati selaras dengan pe-
runtukan yang terdapat di dalam
Perlembagaan Persekutuan,” ti-
tah baginda.
Sultan Sharafuddin bertitah de-

mikian pada Istiadat Pembukaan
Persidangan Penggal Ketiga De-
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
langor Ke-14, di sini, semalam.
Yang turut berkenaan mengha-

diri istiadat berkenaan adalah
Tengku Permaisuri Selangor,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kin

Sultan Selangor
mahu wakil rakyat
henti berbalah,
tumpu khidmat
bantu rakyat

serta RajaMuda Selangor, Tengku
Amir Shah.
Sultan Selangor turut menza-

hirkan harapan supaya ada ker-
jasama erat di antara kerajaan
negeri denganPersekutuan selain
tidakmahu perbezaan tampuk pe-
merintahan dan ideologi politik
menyebabkan rakyat negeri ini
terpinggir dalam arus pembangu-
nan ekonomi dan sosial.
“Sebagai Sultan, beta bertang-

gungjawab untuk menasihati Ah-
li-Ahli Yang Berhormat sekalian
agar tidakmelakukan sesuatu tin-
dakan yang tidak bertanggungja-
wabyang bolehmerugikan rakyat
beta.
“Beta sedar, dalammenegakkan

pemerintahan berkonsepkan De-
mokrasi Berparlimen dan Raja
Berperlembagaan, Institusi Raja
tidak sepatutnya dilihat terlibat
secara langsung dengan isu yang
berkaitan dengan politik dan se-
harusnya kekal sebagai sebuah
badan yang mengatasi politik
(above politics),” titah baginda.
Sultan Sharafuddin turut men-

zahirkan penghargaan kepada pi-
hak tentera, polis, bomba serta
anggota keselamatan yang bertu-
gas dengan dedikasi bagi memas-
tikan keselamatan rakyat dan ne-
geri terus dalam keadaan aman
dan sejahtera.
Dalam perkembangan berkai-

tan, Sultan Sharafuddinmenegas-
kan rakyat sudah penat dan ge-
lisah melihat pergolakan politik
yang melanda negara sejak se-
lepas Pilihan Raya Umum Ke-14
(PRU-14) pada 2018.
Titah baginda, ahli politik di-

lihat sering berbalah dalam isu
politik yang tiada berkesudahan
sehingga melupakan tanggungja-
wab sebenar mereka untuk me-
laksanakan amanah mentadbir
bagi faedah dan kesejahteraan ra-
kyat yang ketika ini sedang me-
ngalami kesempitan hidup yang
amat sangat.
“Kos sara hidup semakin hari

semakin meningkat akibat keme-
lesetan ekonomi dunia, mata
wang ringgit yang semakin me-
rudum, peluang pekerjaan yang

semakin mengecil mengakibat-
kan pengangguran meningkat
dan terakhir sekali penularanCO-
VID-19 yang melanda dunia tat-
kala ini,” titah baginda.
Baginda bertitah, dalam meng-

hadapi krisis dan kemelesetan ke-
tika ini, rakyat memerlukan tum-
puan Ahli Dewan Undangan Ne-
geri (ADUN) dalam menyelesai-
kan segala permasalahan.
Titah Sultan Selangor, perkara

itu hanya akan dapat dicapai de-
ngan melaksanakan dasar yang
boleh memangkin pertumbuhan
ekonomi mampan serta mengun-
tungkan rakyat.
“Bukan sibuk berbalah dalam

merebut kuasa dan kedudukan.
Wakil rakyat dipilih oleh rakyat
untuk bekerja serta berkhidmat
membantu rakyat demi memas-
tikan rakyat dapat mencapai ke-
makmuran serta menikmati ke-
kayaan Selangor,” titah baginda.
Terdahulu, Istiadat Pembukaan

Persidangan Penggal Ketiga DUN
Selangor itu, berlangsung tanpa
acara perbarisan dan pemeriksa-

an kawalan kehormat.
Sementara itu, Menteri Besa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ber-
kata perubahan itu hasil pertim-
bangan Speaker dan atas titah
Sultan Selangor.
“Kita tidak mengadakan Is-

tiadat Pemeriksaan Kawalan Ke-
hormatan Utama kerana ingin
mengelak acara yang panjang dan
pertemuan yang membabitkan
orang ramai susulan penularan
wabak COVID-19.
“Bagaimanapun, kita teruskan

sesi titah Tuanku.Malam ini (ma-
lam tadi), jamuan santapan diraja
yang diadakan setiap kali pem-
bukaanDUNjugadibatalkan,”ka-
tanya.
Beliau berkata, pihaknya cuba

untuk memendekkan seboleh
mungkin tetapi perlu menghor-
mati Dewan.
Amirudin berkata, setiap butir

perbahasan adalah perkara pen-
ting yang perlu untuk pembangu-
nan negeri dan kelancaran pen-
tadbiran seperti terkandung da-
lam titah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bersama barisan ADUN pada Istiadat Pembukaan Persidangan Penggal Ketiga DUN Selangor Ke-14, di Shah Alam, semalam.
(Foto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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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ktor
pelatih
tak kendali
operasi
COVID-19
Oleh Latifah Arifin

JKNS tempatkan pelajar di tiga
hospital untuk kursus induksi

latifah@bh.com.my

Kuala Lumpur: Jabatan Ke-
sihatan Negeri Selangor
(JKNS) akan menempatkan
102 doktor pelatih terhad ke-
pada tiga hospital latihan
siswazah di negeri itu dan me-
reka akan melapor diri di hos-
pital ditetapkan pada Khamis
ini.
JKNSmengesahkan mereka

sedang menjalani latihan in-
duksi, iaituProgramTransfor-
masi Minda (PTM) Peringkat
Negeri Selangor selama tiga
hari mulai semalam.
Timbalan Pengarah Kesiha-

tan Negeri (Perubatan) JKNS,
Dr Faizal Mat Arifin, berkata
semua doktor pelatih berke-
naan akan ditempatkan ke
hospital latihan siswazah dan
tidak semestinya akan me-
ngendalikan operasi berkaitan
COVID-19.
“Mungkin wujud sedikit sa-

lah fahammengenai doktorpe-
latih yang akan mengendali-
kan operasi COVID-19, sehing-
ga ramai yang memberi ko-
men mengenainya.
“Agak ekstrem untuk me-

nyatakan doktor pelatih ini di-
panggil untuk bantumenanga-
ni COVID-19, tetapi mereka di-
kehendaki menjalani latihan
berkaitan wabak berkenaan
sebagai sebahagian daripada
pengisian latihan,” katanya
ketika dihubungi BH di sini,
semalam.
Dr Faizal berkata, semua

doktor pelatih ini menjalani
induksi sebagai persediaan
melalui latihan amali (house-
manship) seperti mana prose-
dur latihan terdahulu.
“Mereka bukanditempatkan

untuk COVID-19 kerana JKNS
sudah memilih doktor peru-
batan sedia ada di hospital un-
tuk berada di pusat pemerik-
saan kecemasan dan wad.
“Justeru, kita tidaklah me-

latih mereka terus untuk
membantu operasi COVID-19,

jadi penempatan doktor pela-
tih ini bergantung kepada hos-
pital masing-masing.
“Bagi mengendalikan CO-

VID-19 perlu kepada latihan
dan mereka mestilah tahu bi-
dang tugas masing-masing,
termasuk mahir dalam melin-
dungi dirimereka dan pesakit,
jadi tidakwajar pihak hospital
mengarahkan sesiapa sahaja
(tanpa kepakaran) untuk me-
nguruskannya,” katanya.
Mengikut pemerhatian BH,

antara hospital di Selangor
yang termasuk dalamkategori
hospital latihan siswazah ada-
lah Hospital Sungai Buloh,
Hospital Kajang, Hospital Se-
layang, Hospital Ampang dan
Hospital Tengku Ampuan Ra-

Agak ekstrem
menyatakan

doktor pelatih ini
dipanggil untuk bantu
menangani
COVID-19, tetapi
mereka dikehendaki
menjalani latihan
berkaitan wabak
berkenaan sebagai
sebahagian pengisian
latihan.
Dr Faizal Mat Arifin,
Timbalan Pengarah Kesihatan
Negeri (Perubatan) JK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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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Sultan Selang-
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menitahkan tohma-
han berkenaan pembentu-
kan kerajaan pintu belakang
atau rampasan kuasa ter-
hadap pentadbiran negara
perlu dihentikan.
Baginda bertitah, perkara

itu tidak bertepatan sama
sekali selain Yang di-Pertu-
an Agong, Al-Sultan Abdul-
lah Ri’ayatuddin Al-Mustafa
Billah Shah sudah diberi
kuasa menggunakan budi
bicara seperti diperuntuk-
kan dalam undang-undang.
“Baru-baru ini kita me-

lihat perubahan kepada
tampuk pemerintahan Ke-
rajaan Persekutuan yang di-
terajui kerajaan Perikatan
Nasional (PN) bagi meng-
gantikan kerajaan Pakatan
Harapan (PH).
“Beta sendiri mengikuti

perkembangan perubahan
kuasa itu yang dilaksanakan
Yang di-Pertuan Agong de-
ngan cukup berhati-hati se-
laras dengan peruntukan
yang ada di dalam Perlem-
bagaan Persekutuan,” titah
baginda pada Istiadat Pem-
bukaan Persidangan Peng-
gal Ketiga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ke-14

di sini, semalam.
Turut berkenaan meng-

hadiri istiadat pembukaan
berkenaan ialahTengkuPer-
maisuri Selangor,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kin serta
Raja Muda Selangor, Tengku

Amir Shah.
Sultan Selangor turut

menzahirkan harapan supa-
ya ada kerjasama erat di an-
tara kerajaan Selangor de-
ngan Persekutuan selain ti-
dak mahu perbezaan tam-

pukpemerintahandan ideo-
logi politik menyebabkan
rakyat Selangor terpinggir
di dalam arus pembangu-
nan ekonomi dan sosial.
“Sebagai Sultan, beta ber-

tanggungjawab untuk me-

nasihatkan Ahli Yang Ber-
hormat sekalian tidak me-
lakukan sesuatu tindakan
yang tidak bertanggungja-
wab yang boleh merugikan
rakyat beta.
“Beta sedar, dalam me-

negakkan pemerintahan
berkonsepkan Demokrasi
Berparlimen dan Raja Ber-
perlembagaan, Institusi
Raja tidak sepatutnya dilihat
terbabit secara langsung de-
ngan isu yang berkaitan de-
ngan politik dan seharusnya
kekal sebagai sebuah badan
yang mengatasi politik abo-
ve politics,” titah baginda.
Sultan Selangor dalam ti-

tahnya turut menasihatkan
wakil rakyat sentiasa me-
melihara kestabilan politik
dan pentadbiran negeri.

SULTAN Sharafuddin dan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kin berkenan berangkat pulang selepas Istiadat Pembukaan Persidangan Penggal
Ketiga Dun Selangor ke-14, semalam.

Hentikan tohmahan kerajaan pintu belakang: Sultan Selangor

‘‘Beta sendiri mengikutiperkembangan
perubahan kuasa itu
yang dilaksanakan Yang
di-Pertuan Agong
dengan cukup
berhati-hati selaras
dengan peruntukan
yang ada di dalam
Perlembagaan
Persekutuan”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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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tan Selangor 
titah hentikan 
tohmahan kerajaan 
pintu belakang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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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tikan tohmahan kerajaan baharu
Sultan Selangor bertitah 

kerajaan baharu 
Muhyiddin dibentuk 

melalui peruntukan 
undang-undang

Oleh ASYRAF MUHAMMAD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menitahkan semua pi-
hak menghentikan dak-

waan berkaitan pembentukan 
kerajaan baharu di bawah pim-
pinan Perdana Menteri, Tan 
Sri Muhyiddin Yassin sebagai 
‘kerajaan pintu belakang’.

Sultan Sharafuddin bertitah, 
kerajaan baharu itu sememang-
nya dibentuk melalui peruntu-
kan undang-undang. 

SHAH ALAM 

Sultan Sharafuddin berkenan merakamkan gambar bersama Menteri Besar dan ADUN Selangor sewaktu Istiadat Pembukaan 
Persidangan Penggal Ketiga DUN Selangor ke-14 yang bermula di Shah Alam semalam.

FOTO: ASRIL ASWANDI SHUKOR

“Tohmahan berkaitan pem-
bentukan kerajaan Persekutuan 
ini sebagai sebuah kerajaan 
pintu belakang ataupun satu 
rampasan kuasa adalah tidak 

bertepatan sama sekali dan ia 
hendaklah segera dihentikan 
kerana Seri Paduka Baginda 
Yang di-Pertuan Agong telah 
diberi kuasa untuk mengguna-

kan budi bicara Seri Paduka 
sebagaimana yang diperuntuk-
kan di dalam undang-undang,” 
titah baginda sewaktu Istiadat 
Pembukaan Persidangan Peng-

gal Ketiga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ke-14 
yang bermula di sini semalam.

Sementara itu, baginda ber-
titah, walaupun kerajaan Sela-
ngor diterajui Pakatan Harapan 
(PH), namun kerjasama erat 
dengan kerajaan Persekutuan di 
bawah Perikatan Nasional perlu 
dijalinkan demi kelangsungan 
pembangunan ekonomi dan ke-
makmuran rakyat negeri ini.

“Beta tidak mahu disebab-
kan perbezaan tampuk peme-
rintahan dan ideologi politik, ia 
akan menyebabkan rakyat ne-
geri Selangor terpinggir dalam 
arus pembangunan ekonomi 
dan sosial,” titahnya.

Dalam pada itu, Sultan Sha-
rafuddin turut bertitah agar se-
tiap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Selangor tidak 
berbalah sesama sendiri sehing-
ga melupakan tanggungjawab 
sebenar untuk melaksanakan 
amanah diberikan rakyat bagi 
mentadbir negeri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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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teras import plastik terpakai
Sultan Selangor  titah 
kerajaan negeri ambil 

tindakan bersepadu 

Oleh ASYRAF MUHAMMAD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ifuddin Idris Shah 
bertitah supaya kerajaan 
Selangor membanteras 

kegiatan mengimport plastik 
terpakai di negeri ini.

Titah baginda, langkah ini 
bagi menggelakkan Selangor 
menjadi pusat pengumpulan 
sisa plastik terpakai pada masa 
hadapan.

“Tindakan terhadap kegiatan 
ini boleh dilaksanakan melalui 
kerjasama bersepadu antara 
agensi-agensi penguat kuasa 
termasuk Jabatan Alam Sekitar 
(JAS) Selangor,” titah baginda 
sewaktu Istiadat Pembukaan 
Persidangan Penggal Ketiga 
Dewan Undangan Negeri 

SHAH ALAM

Istiadat 
Pembukaan 
Persidangan 
Penggal 
Ketiga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ke-14 yang 
bermula 
semalam.

Sultan Sharafuddin bertitah sewaktu Istiadat 
Pembukaan Persidangan Penggal Ketiga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ke-14 semalam.

FOTO: ASRIL ASWANDI SHUKOR

(DUN) Selangor Ke 14, di sini 
semalam.

Selain itu, baginda 
menitahkan kerajaan Selangor 
memberi tumpuan terhadap 
beberapa insiden pencemaran 
sungai yang menyebabkan 
henti-tugas Loji Rawatan Air 
(LRA) dan gangguan bekalan 
air kepada rakyat.

Baginda bertitah, tindakan 
bersepadu antara semua agensi 
amat diperlukan bagi mena-
ngani isu ini secara kolektif 

berlandaskan bidang kuasa per-
undangan masing-masing. 

“Menerusi Mesyuarat 
Pengurusan Tertinggi Mena-
ngani Pencemaran  Sumber  Air 
yang telah diwujudkan di pe-
ringkat negeri, satu rangka ker-
ja jangka masa pendek dan 
panjang dalam menangani pen-
cemaran sumber air sedang di-
sediakan dengan melibatkan 
semua agensi berkaitan,” titah 
baginda.

Tambah baginda, kawasan-

kawasan hutan, tanah gambut, 
tanah pertanian dan tapak pelu-
pusan sampah haram di Sela-
ngor juga perlu sentiasa dipan-
tau pada musim panas sehingga 
Oktober ini.

Terdahulu,  Sul tan 
Sharafuddin berkenan 
merasmikan Istiadat Pembukaan 
Persidangan Penggal Ketiga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ke-14 yang 
bermula semalam.

Bagaimanapun, istiadat 

pembukaan kali ini berlangsung 
tanpa acara perbarisan dan 
pemeriksaan kawalan 
kehormat.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berkata, pembatalan acara 
perbarisan dan pemeriksaan 
kawalan kehormat itu 
merupakan keputusan Speaker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Ng Suee Lim 
bersama perkenan daripada 
Sultan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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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S tubuh jawatankuasa pemantau pandemik 
tangani Covid-19

SHAH ALAM -  Lembaga Zakat 
Selangor (LZS) menubuhkan Jawat-
ankuasa Pemantau Pandemik yang 
dipengerusikan oleh Ketua Pegawai 
Eksekutifnya untuk memantau per-
kembangan terkini koronavirus 
(Covid-19) di negara ini dan LZS 
secara rapat. 

LZS dalam satu kenyataan sema-
lam memaklumkan, pihaknya turut 
mengambil langkah proaktif 
mencegah Covid-19 di ibu pejabat 
dan cawangannya bagi melindungi 
pelanggan dan warga kerja.

Menurut kenyataan itu lagi, ia bagi 
memastikan keselamatan warga ker-
ja, pelanggan dan semua yang beru-
rusan dengan LZS terjamin, sekali 
gus mengelakkan perkhidmatan serta 
kelangsungan operasi LZS terjejas. 

“LZS turut mengambil langkah 
berjaga-jaga bagi menangani penu-
laran Covid-19 dengan memeriksa 
suhu badan setiap pelanggan dan war-
ga kerja serta menyediakan pembersih 
tangan sebelum memasuki di ibu pe-
jabat serta cawangan LZS. 

“Kebersihan premis LZS turut 
akan dipantau dan dipastikan berada 
pada tahap optimum dengan 
mengadakan proses disinfeksi secara 
berkala,” menurut kenyataan itu.

Kata kenyataan itu, masyarakat juga 
digalakkan memilih transaksi atas 
talian sebagai alternatif urusan zakat. 

Bagi semakan bantuan dan cetak-
an penyata, layari https://ezo.zakatse-
langor.com.my, manakala untuk pem-
bayaran zakat sila layari https://fpx.
zakatselangor.com.my.

LZS mengambil 
langkah 
berjaga-jaga bagi 
menangani 
penularan 
Covid-19 dengan 
memeriksa suhu 
badan setiap 
pelanggan serta 
memberikan 
penutup hidung 
dan mul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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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bar perkara positif, titah Sultan Selangor
SHAH ALAM -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menitahkan rak-
yat di negeri ini menghormati antara satu 
sama lain dengan tidak memperbesarkan 
perkara-perkara sensitif khususnya me-
nerusi penggunaan teknologi.

Sebaliknya baginda bertitah, kema-
juan teknologi pada masa kini perlu di-
gunakan sebaiknya dengan menyebarkan 
perkara-perkara yang positif.

“Gunakanlah kemajuan teknologi 
untuk perkara yang positif dan boleh 
menyumbang kepada perpaduan masya-
rakat dan bukannya untuk menyebarkan 
fitnah, berita palsu dan menghina sese-
orang yang boleh menyebabkan perpe-
cahan masyarakat,” titah baginda sewak-

tu Istiadat Pembukaan Persidangan 
Penggal Ketiga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ke-14, di sini semalam.

Sultan Sharafuddin turut menitahkan 
agar setiap Ahli Dewan Undangan Ne-
geri (ADUN) di negeri ini berbahas se-
cara produktif dengan topik bermanfaat 
dan membangkitkan isu-isu semasa.

Baginda bertitah, setiap ADUN per-
lu memelihara kestabilan politik dan 
pentadbiran di negeri ini demi kesejah-
teraan rakyat. 

“Rakyat sebenarnya telah penat dan 
gelisah melihat pergolakan politik yang 
melanda negara selepas Pilihan Raya 
Umum ke-14 (PRU14) yang lalu sehing-
galah ke hari ini,” titah bagi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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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HUB 
Petaling Jaya Smart Centre's ICT infrastructure all set 
to connect people to city counci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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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centre 
comes into 
operation 
Facility with integrated system 
to improve management of PJ, 
engagement with stakeholders 
By BRENDACH'NG 
brenda@thestar.com.my 

PETALING Jaya's smart centre is 
finally up and running to better 
develop and manage the city. 

The centre, which is located 
beside the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headquarters along 
Jalan Yong Shook Lin, is a data 
hub which can be accessed by 
everyone, including the public as 
well as organisations and agen-
cies. 

The building houses informa-
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
gy infrastructure along with 54 
dashboards and 15 applications to 
connect the people to the city 
council. 

MBPJ is working with Celcom 
Axiata Bhd's 5G technology to 
increase the effectiveness of secu-
rity and monitoring through CCTV 
and traffic surveillance, among 
others. 

"To-date we have already com-
pleted and published 25 dash-
boards while another 29 are under 
the programming, formatting and 
designing stage," said Petaling Jaya 
mayor Datuk Mohd Sayuthi Bakar 
at the centre's launch. 

Among the dashboards which 
are live and running include 

Smart Mobility for the Petaling 
Jaya free bus, Smart Society for the 
PJKita programme and Smart 
Digital City Information Modelling. 

At the smart centre, officers can 
see three-dimensional (3D) map-
ping of the city down to the num-
ber of trees and where they are 
planted. 

It also has an integrated system 
for complaints, waste manage-
ment, licensing and enforcement 
as well as cleanliness, making 
everyday tasks more efficient for 
the officers involved. 

For example, the integrated sys-
tem will allow officers to produce 
reports or take action much faster 
than before. 

Even for planning permits, what 
used to take about.200 days will 
now be cut down to half that time 
frame! 

It is also able to stimulate floods 
at flood-prone areas or even pro-
ject the possible traffic impact of 
flooding for future developments. 

"All this is connecting the city to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which 
makes handling issues like traffic 
congestion, cleanliness, safety and 
even natural disasters easier and 
faster," said Sayuthi. 

Apart from this, the smart cen-
tre will be used to store Petaling 

(From left) Petaling Jaya deputy mayor Azlinda Azman, Sayuthi, Amiruddin, Selangor State Secretary Datuk 
Mohd Amin Ahmad Ahya and Celcom Axiata Bh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Mohamad Idham Nawawi at the launch 
of MBPJ's new smart centre. - Photos: LOW BOON TAT/The Star . 

Jaya's valuable data and measure 
the city's performance in achiev-
ing a smart, sustainable and resil-
ient city come 2030. 

The smart centre comes under 
the PJ Smart City Project which 
comprises three parts — the smart 
centre, a mini smart centre and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used 
in the centre. 

"We allocated RM9mil to build 
this centre where RM4.2mil went 
to infrastructure and interior dec-
oration. Another RM2mil was 
spent on lifts and other mechani-
cal and electrical work. 

"Meanwhile, RM2.3mil was used 
on the hardware and software in 
the building and the rest for mis-
cellaneous items," said Sayuthi. 

Additionally, RM40mil is needed 
to incorporate the mini smart cen-
tre in each MBPJ department. 

In line with the launch, MBPJ 
will also be having a Knowledge 
Week featuring 1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During this week, residents will 
b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attend 
seminars, workshops and other 
activities that can help MBPJ share 
its goals for the city. 

The PJ Smart Centre was 
launched by Mentri Besar Datuk 
Seri Amiruddin Shari who lauded 

MBPJ's efforts in making the city a 
smart one, in line with Selangor's 
Smart State 2025 vision. 

"I hope MBPJ will now work 
with other local councils in the 
state and help them come up with 
their own smart centre. 

"MBPJ is one of the first local 
councils to have such a technologi-
cally integrated facility nation-
wide," said Amiruddin after 

launching the building. 
He expressed hope that process-

es and applications could now be 
made faster with the technology 
available and that services would 
be more efficient from now on. 

"MBPJ has always been ahead of 
other cities and I hope that it will 
continue to improve and adopt 
more new technology to become a 
smart city," said Amiruddin. 

Amiruddin being briefed on some of the features found in the Petaling 
Jaya Smart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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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ier access to cemetery with new link 
new road started last July and it 
was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by 
the end of March. 

"Thankfully, work finished 
early and we managed to open it 
in time for Qing Ming. 

'This year, we are expecting 
3,000 vehicles for the festival. 

'To manage traffic flow during 
the period, the two-way road will 
be made one-way and people will 
need to use another route to exit." 

"This will be in effect two 
weeks before and after the festi-
val," he added. 

Qing Ming also known as 
Chinese All Souls Day or Tomb-

Sweeping Day, usually falls on April 
4 or 5. 

Kaj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j) 
president Datuk Rosli Othman, 
Hulu Langat Hokkien Association 
chairman Tan Tho Kim and several 
MPKj councillors were among 
those present at the launch. 

Rosli said he was thankful that 
despite the Covid-19 situation, the 
official launch of the new access 
road managed to proceed. 

Tan thanked everyone involved 
in expediting the construction 
which would especially benefit the* 
Hokkien community during Qing 
Ming. — By SHALENNY CARINO 

VI Ps at the 
opening of the 
new access 
road and link 
bridge in Taman 
Sungai Jelok, 
Kajang. - LOW 
BOON TAT/ 
The Star 

AN ACCESS road and link bridge at 
Taman Sungai Jelok heading 
towards the Kajang Hokkien 
Cemetery is now open in time for 
the Qing Ming festival. 

The RM1.3mil state government 
project was initiated after the origi-
nal route to the cemetery via Lot 
8768 was taken over for the con-
struction of a new women and chil-
dren's hospital in Kajang. 

The existing road could also not 
cater to the high number of vehi-
cles, resulting in the authorities 
building the alternative route. 

Kajang assemblyman Hee Loy 
Sian said construction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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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tan: Stop all 'backdoor9 govt talk 
Change of administration in line with Constitution, says Selangor Ruler 
By WANI MUTHIAH 
wani@thestar.com.my 

SHAH ALAM: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says he does not want the 
new Federal Government to be 
associated with that of a "backdoor" 
government or one formed after a 
power seizure. 

Opening the third term of the 
14th Selangor Legislative Assembly 
sitting yesterday, the Selangor Ruler 
said such allegations were baseless. 

"We recently saw the change of 
administration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led by Perikatan 
Nasional which replaced the 
Pakatan Harapan government. 

"I myself followed the develop-
ments on the change of administra-
tion, which was implemented by 
Seri Paduka Baginda Yang di-Pertu-
an Agong with great care and upon 
careful and open discourse in lin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Sultan Sharafuddin 
said in his address. 

As such, the Ruler said any talk 
about a "backdoor" government or 
power seizure should cease at once 
as the King was granted the power 
to use his discretion as enshrined in 
the law. 

Sultan Sharafuddin said that 
although Pakatan was leading 
Selangor, he hoped that for the sak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s-
perity, close collaboration would be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 don't want the difference in 
administration and political ideolo-
gy to result in the people of Selangor 
being sidelined in terms of econom-
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aid the 
Ruler. 

Sultan Sharafuddin said he was 
aware that royal institutions should 
not be seen as being directly 
involved with issues related to poli-
tics and should remain above pon-
tics in a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and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sys-
tem. 

"However, as the Sultan of my 
state, I am responsible in advising 
all the Yang Berhormat (elected rep-

Royal greeting: 
Sultan 
Sharafuddin and 
Permaisuri 
Selangor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kin 
leaving after the 
opening of the 
state assembly 
meeting in Shah 
Alam. With 
them is 
Amirudin. 

resentatives) to not do anything 
irresponsible which can adversely 
affect my people," the Ruler said. 

Sultan Sharafuddin also advised 
the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to 
always uphold the state's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dministration. 

"The people are tired and wor-
ried after witnessing the country's 
political strife since the 14th General 
Election till this day. 

"Politicians are seen to be con-
stantly having differences in never-
ending political issues until they 
forget their actual responsibility 
which is to honour the trust of the 
people," said Sultan Sharafuddin. 

The Ruler added that the people 
were facing difficulties due to the 
high cost of living with the decline 
in the global economy, weakening 
of the ringgit as well as decreasing 
employment, with the spread of 
Covid-19 also posing a grave chal-
lenge. 

To face these issues, Sultan 
Sharafuddin - said the people of 
Selangor needed the undivided 
attention of their elected represent-
atives. 

"This can only be achieved with 
the creation of ideas to implement 
policies to support a stable econom-
ic growth that benefits the people, 
instead of being busy fighting to 
seize power and position," advised 
the Ruler. 

He said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were chosen by the people to work 
and serve them so that they could 
achieve prosperity as well as enjoy 
Selangor's wealth. 

On another matter, Sultan 
Sharafuddin said he wanted 
Selangorians to use technology pos-
itively and to promote unity, instead 
of spreading negativity, false news 
and insulting others. 

He said in addition to being a 
prosperous and peaceful state, 

Selangor had a diverse community, 
which was multiracial and multire-
ligious. 

'This unity and harmony is the 
state's asset which must be protect-
ed and propagated to ensure peace 
and stability," said Sultan 
Sharafuddin. 

"My people must always respect 
each other and not inflate matters 
that touch on the sensitivity of a 
religion, community, race or 
lineage as this can threaten 
communal harmony," said Sultan 
Sharafuddin. 

Meanwhile, Mentri Besa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said the legisla-
tive assembly sitting would mini-
mise contact among the attendees. 

He said the sessions would be 
shortened and only important 
issues debated. 

"We want to control and reduce 
contact between individuals to pre-
vent the spread of Covid-19," he told 

reporters yesterday. 
Amirudin said only issues related 

to the state's development and 
administration as mentioned in 
Sultan Sharafuddin's opening 
address would be debated. 

The opening ceremony was also 
shortened with the usual parade 
and royal banquet scrapped from 
the itinerary. 

Speaker Ng Suee Lim said 
although the rest of the sitting 
beginning today had not been put 
off, efforts would be made to keep 
sessions as short as possible. 

"All parties involved are discuss-
ing how to handle the situation as 
we want to protect the safety of 
everyone attending," he said. 

W a t c h the video S j p f f i j 

thestartv.com Sî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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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蘇丹：介於3.2%至4.2%

雪今年經濟料慘淡
■雲雜 

墓議

(莎阿南16日讯）雪州苏丹沙拉兰莪计划，还有其它包括雪州综合微型贷 

夫丁殿下说，雪州政府原本放眼款计划（H 1: JRAH)、在各地方政府设立再 
2020年达12〇亿令吉的投资总额，张种麵木计划、严厉看待

但受到中美贸易战、西亚地缘政治1■”除#洋垃°圾问题，州内的河水污染导 

紧张及最近入侵的新冠肺炎（2019致滤水站停止操作也获州政府关注，在各 

冠状病毒疾病），今年经济预料惨相关单位的配合下，我们预防了 11项目河 
淡。 流污染的事件发生。”

殿下说，今年经济预测増长介于3.2%至
,.2%0

大馬面對乾旱季節

苏丹今日在雪州议会中为第14第三季第 沙拉夫丁殿下说，有关当局也正针对河

一次会议主持开幕仪式致御词时，这么指流污染筹备短期和长期应对方案。
出。 “我国也在面对干旱季节至1〇月，必须

殿下说，雪州议会批准了总值23亿令吉避免公开焚烧活动，有关当局必须加强监 
的2020年财政预算案，在未来5年内，著督。
重于5大领域，即经济、教育、安全与卫 殿下说，为了提高水质，《雪州政府保
生、环境及社会。 护河流发展蓝图2020至2025》也在筹备

“这份财政预算案预料面对1亿3300万中，涉及多个专业单位。
令吉的赤字，但相较2019年3亿6000万令 “目前，在雪河、冷岳河和巴生河共成
吉的赤字，是减少的。” 立了 16个河流之友，今年放眼21个。”

殿下说，其中最注重的项目，是精明雪

■虽各分扬镳，阿 
米鲁丁（左）与阿 

茲敏在州议会见面 
时，握手问好。

州议长黄瑞林补充，为了控制疫情，雪州议会尊从卫生部和 
$防控专案小组的建议，采取各种防疫措施，包括向与会者检 

测体温，并置放酒精搓手液在各个角落，若发现发烧者将要求对 
方折返。

他澄清，基于法令规定，雪州政府必须在时隔6个月后召开立 
法议会，加上无法掌握日后的情势发展，因此今日如常举办开幕 

的意愿，如他们同意缩短辩 
论时间，议会天数可被缩 
短。”

也提及，今日共有4名议员 

缺席，包括因父亲离世而缺 
席武吉美拉华蒂区州议员袓 

D子善用科技團結社普彡
“雪州子民继续保持和谐与繁荣，维护 

、、丄、拉夫丁殿下谕令雪州子民，善用现有在很久以前已维系，这不同种族和宗教的 
v的科技发达用在正面，有肋社会团结和谐关系。”
的事情上，而非用在散播污衊及假消息，沙拉夫丁殿下也希望，州议员在议会辩 
甚至污辱一个人至社会破裂。 论时提出有益人民的课题，注重时事问题

殿下说，雪州子民要经常互相尊重，不和挑战，照顾人民福祉 
放大涉及宗教、种族，且威胁安宁的敏感“”州议员必须维持雪州政治局的稳 
课题。 定，人民其实已经厌倦了在14届全国大选

殿下说，团结与和谐是州属的资产，必后还在上演的动荡至今。”

逍■沙拉夫丁殿下为议会开幕后，与众州议员合照。

黃瑞林：檢測與會者體溫

若朝野議員達成共識

或縮短立法議會天數
议
同
雪
开
季
野
论
召
仍
并

野
数
，召
本
朝
辩
短
前

朝
全
间
的
，若的
缩
目
间
重
之

若
即
时
会
表
但
会

倘
，论
议
间
，议或
何
会
须

，识
辩
法
时
周
短
会
如
议
必

出
共
的
立
照
两
缩
议
论
短

指
成
会
短
按
期
意
州
无

林
达
议
缩
，为
同

瑞
员
短
会
。称
会
皆
，

$
、
缩
或
数
他
议

意
州
天
度
议
时
开
在
非
程

仪式，并且进展顺利。
席武吉美拉华蒂区州议员袓 
薇礼亚、因动手术而缺席的 
新古毛区州议员李继香，以 
及开脚部手术而缺席的邓普 
勒花园区州议员阿都拉。

“另名缺席者为乌鲁柏南 
区州议员拿督罗斯尼和荅冬 
加里区州议员哈鲁麦尼， 
但他们并没有告知缺席原 
因。”

議員排位“大風吹”
+央政府政权更迭连带影响 
I雪州政局，反对党议员人 

数从原有的6人増至13人，议 

员排位“大风吹”。
雪州议长黄瑞林指出，有鉴 

根据排位，以往的反对党议 
员的“区域”被一分为二，霄 
州土团党主席兼巴生海峡州议 
员阿都拉昔、鹅唛斯蒂亚州议 
员希尔曼，以及另4名土团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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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雪州议会必须重新排 
位，当中一些在朝议员如今已 
成为反对党议员，因此必须安 
排在反对党的阵营中。

“我们设置一个专属反对党 
议员的“区域”，并由反对党 
领袖双溪侨华州议员里詹，以 
及国际山庄州议员拿督斯里阿 
兹敏阿里坐在前排。”

他在第14届第3季第2次雪州 

立法议会开幕仪式后，这么指 
出。

领袖的座位，分别位于反对党 
议员阵容中的第二、第三及第 
四排。

黄瑞林提及，基于公正党总 
秘书赛夫丁指示已开除阿兹敏 
及希尔曼，意味两人已不属于 
雪州政府的一份子，因此被列 
为反对党议员。

针对4名表明支持雪州希盟 

政府的土团党议员身分，他 
称，对方皆为土团党成员，故 
被列为反对党议员。

卡立沙末否認獲獻議1億
4阿南国会议员卡立沙末否 
»认有人向他献议1亿令吉 

报酬，以加入国民联盟政府。
然而，他并没否认此前有其 

他诚信党议员被献议。
“我没有接到任何献议论，

因为他们知道我不会接受，但 
我确实听闻有人以部长职位提 
出献议，包括前卫生部长拿督 
斯里袓基菲里，这是因为新冠 
肺炎疫情的关系，其献议是众 
所皆知的。”

■辅警为前来采访的媒体探热。

4土團州議員堅持立場
#州土团党主席拿督阿都拉昔指出，目前雪 
洽州政府及州务大臣仍在考虑4名表明支持雪 

州希盟政府的土团党州议员去向，倘若雪州政府 
最后决定接受他们，该党才会采取下一步行动。

他说，4人已经向雪州希盟政府提呈法定宣誓 
书（SD)，从党的立场来看，若4人要退党，必 

须按照正确的程序，但如要继续留在党内，则需 
撤回该份法定宣誓书，并向领袖们表明立场。

“我们包括党主席已在上周二会见4人，但他 

们坚持立场，或许这是他们的个人选择。”
询及他个人立场时，他坦言自己的立场就如早 

前所宣布，即与国民联盟站在同一阵线。

此外，对于土团党党选一事，他也公开表明支 
持党主席丹斯里慕尤丁，毕竟他跟随慕尤丁已 
久，了解对方原则和背景，但同时也尊重资深领 
袖敦马哈迪。

据雪州议长与雪州议会的记 
录显示，国际山庄州议员拿 

督斯里阿兹敏自第13届全国大选 
后，不曾向雪州议会提呈书面与 

口头提问。
黄瑞林指出，按照记录，有一 

些议员鲜少向议会提呈口头和书 
面提问，但情况最为严重者，是 
在第13届全国大选后，卸下所有 

官职的前任雪州大臣阿兹敏阿 
里。
°“（他）之前是雪州大臣，不 

需要提呈问题，但从第13届大选 

后他从未提呈口头或书面提问， 
至是“零问题”，或许他对这些 
提问没有兴趣。” ■已为反对党的阿茲敏阿里（右），被安排换至反对党领袖里占隔壁。

第13屆大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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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議
@隆坡I6日讯）大 

马大专青年协会（大专 

青）建议，若国内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在未来两 

天仍有増无减，政府应 

该考虑采取封国措施， 

以减缓疫情蔓延！

大专青总会长李祥福 
今曰发表文告说，采取 

封国措施有助于将疫情 

扩散的风险降至最低， 

同时也能更有效的鉴 

定、追踪及隔离病患。

李祥福也是八大华青 

总理事长。他建议政府 

成立以首相丹斯里慕尤 

丁，或高级政务部长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为首的新冠肺炎抗 

疫内阁委员会，以负责协调各相关部 

门，包括卫生部、教育部、高等教育部 

及外交部的抗议工作，对疫情进展做出 

即时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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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尤丁：大型項目照跑尤丁宣布，除了之前 
经济配套所宣布，原 

定5月发放的200令吉人民 

生活援助金，提前至周一 
(I6日）开始发放外，新 

政府再加码，増加1〇〇令 
吉，于5月发放。

他说，派发200令吉人民 
生活援助金涉及7亿6000万 
令吉，可让380万户家庭受 

惠。
“早前宣布人民生活援 

助金的受惠者，每人获得 
额外100令吉，将在5月发 
放；涉及拨款5亿令吉，并 
预计有500万名援助金受惠 

者获益。”

■pr尤丁指出，尽管新 
$冠肺炎（2〇19冠状 
病毒疾病）大流行对经 
济产生了影响，但2020 

年财政预算案宣布的所 
有大型项目，仍将按计 
划进行。

他说，2020经济振兴 

配套也将按计划执行。
他指出，东海岸铁路 

计划、捷运第二干线 
(MRT 2)和国家光纤化 

与连接计划（NFCP)将 
继续。

同时，他说，政府继

续推行亲商政策，以让 
外国投资者对大马有信 
心，以便大马可吸引高 
质量的投资。

针对外界好奇，在面 
对国际油价不断下跌、 
股市暴跌等之际，政府 
要如何掏出另一笔庞大 
款项支撑此经济振兴配 
套时，慕尤丁并未正面 
回应，仅表明政府考量 
了国家财务政策，以及 
为各行业所需而准备的 
方案。

潤

|拿無薪傾
I

薪
金

AA

(吉隆坡16日訊）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宣 

布，凡繳纳就业保险 

计划且月收入少过 

4000令吉的员工，若 

自3月1日接获拿无薪 

假期通知，每人每月 

可获得600令吉财政援 

助，最多6个月。

他指出，这项措施耗资 
1亿2000万令吉拨款，有3 
万3000人受惠。

他今日主持国家经济行 
动理事会会议后，在记者 
会上这么指出。

出席者包括高级政务部 
长（国际贸易及工业部）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财 
政部长拿督斯里扎夫鲁、

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慕斯 
达法和国家银行总裁拿督 
诺珊西亚。

慕尤丁也宣布，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的旅游业将 
享受15%电费折扣，其他 

领域包括商用、工业、农 
业及家庭用户也获得2°。电 
费折扣，从4月1日至9月 
30曰，为期6个月。

電費折扣惠及1000萬人

“这项额外2%电费折扣 

将涉及约i亿令吉，预计 
1〇〇〇万人受惠。”

慕尤丁指出，之前宣布 
的2020年经济振兴配套 
下，政府提供的20亿令吉 

拨款，以在全国立即进行 
维修和改善小型基本设施 
工作，有关工程将注重给

予土著承包商。
他说，财政部已在今曰 

发出通知，竞标顶限从5 

万令吉提高到1〇万令吉， 
报价从50万令吉提高到80

万令吉。
慕尤丁说，政府会继续 

执行2020年刺激经济配套 
及2020年财政预算案规划 

的计划，包括东铁计划及

mm

第二捷运工程。
他说，政府也会继续亲 

商政策，吸引有素质的投 
资。

■后敏 
慕，牵口 
尤作扎 
丁出夫 
^多鲁 

右项° 
2宣 
^布 
主； 
持左 
经起 
济为 
行慕
si iit
理达
事法

II

‘我已经告诉她，与她的副部长紧密合
作。

■ ST0恭尤丁（中）在首相署主持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出席会议者有慕斯达法（左2起）、阿茲 

敏阿里和财长扎鲁夫；右4为谢富年。

尤丁保证，市面上物资充足， 
刃万促请公众不必恐慌抢购物资。

由于封城措施谣言在各个社交媒 
体上疯传，造成国内一些超级市场 
出现了抢购囤粮的情况；慕尤丁表 
明知道人们对疫情关注，尤其是现 
在病例激増，但他呼吁国人，不要 
因过度忧心而抢购囤粮。

他说，政府已指示国内贸易与消

物資充足不必囤糧
费人事务部，必须确保日常用品的

~ “我们4信有足够的粮食，农 
业部也和业者们监督市场上的情 
況■。”

i也也说，目前并未出现粮食短缺

的状况，超级市场也会继续营业， 
国人也能前往超市购买日常用品。

“今晚（周一晚）我将向国人解 
释我们将如何处理这一问题。” 

问及政府是否将实行封城时，慕 
尤丁说：“请稍等片刻，请耐心等

待 ”
i也指出，疫情出现第二波危机， 

他深知必须采取行动控制疫情，减 
少确诊病例，因此周一晚会与卫生 
部开会，讨论下一步行动。

首相接下来于周一晚上8时主持 

一项应对新冠肺炎的特别会议，会 
议结束后，预计将通过囯营电视台 
RTM，向全民发表“重大宣布”。

國家經濟行動理事會成員結構
最高级别理事会成员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主席）

高级政务部长（国家贸易及工业部）拿督斯里阿兹敏

财政部长拿督斯里扎夫鲁

首相署（经济）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

国行总裁拿督诺珊西亚

执行董事丹斯里诺阿兹^
The Edge媒体集团主席拿督童贵旺

大马医药援助协会创办人丹斯里洁米拉医生
天地通亚通集团董事总经理丹斯里嘉马鲁丁

西港控股执行主席丹斯里甘纳林甘

双威集团主席丹斯里谢富年

成员

财政部秘书长

首相署经济策划单位总监

秘书处

财政部、首相署、经济策划单位

給婦女部正副部長一11
对妇女及家庭事务部正副部长的表现 

11引起话题，慕尤丁回应：“给他们一 
个机会，她们需要时间适应。”

妇女及家庭事务部长拿督斯里丽娜哈伦和 
副部长拿督西蒂再拉上任以来，表现遭受批 
评。
k中丽娜哈伦被女权组织批评没做事；西 

蒂再拉更因为指穆斯林空姐衣著太过暴露和 
不符合伊斯兰教义，使她们被批评在新冠肺 
炎疫情严重的非常时期，她们所做的事毫无 
建树。

针对西蒂再拉批评空姐衣著性感时，慕尤 
丁指出，西蒂再拉可能对某些事情有其看 
法。
i尤丁保证，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

比部长或副部长们的个人观点更为重要。
“我会告诉丽娜应该如何做和如何管理，

因为她还是新手。”
但首相指出，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丽娜哈伦 

和西蒂再拉完全缺乏经验，而是一个新的部 
门要花更多时间学习。

生
活
援
助
金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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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吉

Page 1 of 1

17 Mar 2020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A3
Printed Size: 1298.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5,603.77 • Item ID: MY003905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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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臣：疫情出現惡化趨勢

雪8政府罾孩画
^ Amirudin Shari
^ 20^^ 0

Bcnkut adalah scnarai hospital kcrajaan di Selangor yang mcnawarkan 

saringan Covid-19:

1 Hospital Tftngku Ampnan Rahimah Klang
2 Hospital Ampang 

3. Hospital Selayang

(吉隆坡16日訊）雪州 

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宣 

布，在雪州共有8间政府 

医院，可检测新冠肺炎 

(2〇19冠状病毒疾病）。

阿米鲁丁今日下午分别在其 

面子书和推特中贴文，宣布上 

述消息。

阿米鲁丁在贴文中说，目 
前，在雪州总共有8间医院，可 

以为求诊者检验是否感染新冠 

肺炎。
这8间政府医院分别是巴生

中央医院（Hospital Tengku 
Ampuan Rahimah Klang)、安 

邦医院（Hospital Ampang)、 

士拉央医院（Hospital 
Selayang)、沙登医院 

(Hospital Serdang)、双 

溪毛糯医院（H o s p i t a 1 

Sungai Buloh)、莎阿南医院 

(Hospital Shah Alam)、力口 

影医院（Hospital Kajang) 

和万津医院（Hospital 
Banting) 0

根据消息说，随著新冠肺炎 

疫情出现恶化趋势，卫生部等

4. Hospital Serdang

5, Hospital Sungat Buloh 

6 Hospital Shah Alam

7. Hospital Kajang

8. Hospital Banting

^SctangorGcmpurCovid 10

严正看待将为求诊者检验是否 

患上新冠肺炎的医院，以确保 

过程中的安全性和降低传染的 

可能性发生。

消息说，除了医院，一些政 

府诊所和县卫生局是不能为求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 
米鲁丁分别在其面子书 

和推特宣布，在雪州共 
有8间政府医院可为求 

诊者检验是否患上新冠 
肺炎病例。

诊者进行新冠肺炎的检验。

在过去一个星期，雪州也频 

传出一些医院、政府诊所疑患 

上新冠肺炎病人的求诊，以致 

该医院或诊所的相关部门需要 

关闭和进行消毒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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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I6日讯）行动党 

中央执行委员刘天球促请中 

央政府，在我国的新冠肺炎 
(2〇19冠状病毒疾病）还 

未恶化到极点前，向中国 

求助，也认真考虑更多的措 

施，包括关闭学校和学院。

他说，如果情况没有改 

善，可能要封城？还是还有 

什么可以做？

刘天球也是雪州双溪比力 

区州议员，他发表文告说， 

现在也是全体雪州议员和解 

的时候，并与雪州大臣及为 
了对抗新冠肺炎（2〇 19冠状 

病毒疾病）而设立的特别部 

队合作，尤其把拯救雪州经 

济视为目前首要的任务。

他说，这是为了雪州子民 

而做，因为目前的情况没有 

任何改善，游客展延来马旅 

游，商业活动也取消或延 

迟，对旅游业造成重大的损 

失。

i中

目冃一，

中求

府關

閉
學
校

他说，雪州的新冠肺炎病 

例占全国榜首，必须展开许多工作，以减 

少病毒广传。
“雪州在短短3天内出现105宗病例，且 

没有数据现实数字会下降。”

刘天球说，无可否认新冠肺炎对国家精 

子造成很重大的影响，随著吉隆坡和雪 

州有可能被封城，将进一步打击州内的经 

济。

“州政府和州议员能够做什么？我们必 

需要有应急的方案，中国可以在10天兴建 

临时医院，我们是否也有这个能耐？我们 

的应对的水平去到哪里？”

他说，这是最佳的时候让所有州议员和 

解和合作，专注在人民的福利上，如果再 

不停止一切的政治活动，则是在浪费资源 

和时间。

因此，刘天球呼吁所有有关撤换大臣和 

雪州议员的话题要马上停止，事实上，人 

民已经对政治问题感到厌倦。”

“病毒没有政治倾向，如果它可以感染 
400人，也会感染我们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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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16日讯）雪州苏丹沙拉夫丁殿下认 

为，基于囯家元首在宪法上被赋予酌量权，因 

此有关现有的中央政府组成，是“后门政府” 

或夺权的指控是不对的，必须马上停止。

殿下说，虽然雪州政府 
由希盟政府掌权，但为 
了经济发展和雪州子民繁 
荣，殿下希望雪州政府和 
中央政府保持紧密的合作 
关糸。

1关不要因为政治理念 
不同，导致雪州子民在经 
济和社会发展中遭到边缘 
化。”

^丹沙拉夫丁殿下今曰 
在雪州议会中为第14第三 

季第一次会议主持开幕仪 
式致御词时，这么指出。

殿下也知道，在坚持议 
会民主制和君主立宪制的 
治国概念下，王室机构不 
应该直接参与政治，必须 
保持作为“超越政治”的 
一个机构。

“然而，朕作为雪州苏 
丹，朕有责任劝告所有 
州议员，不要做一些不负

责任的事，损害朕的子 
民〇 ”
k下说，在面对各种冲 

击下，雪州子民需要获得 
州议员的关注，解决各种 
问题，确保人民可走出狭 
窄的生活。

勸告議員以民為本

“这必须通过实际有利 
于民的政策刺激经济増长 
才可达到，而不是忙著夺 
取权力和位子。”

殿下说，民选的议员是 
要为人民服务，确保人民 
享受雪州的财富。

1关不要州议员有破坏 
政府和行政管理的不好意 
图，朕要州议员确保政治 
稳定，照顾人民的福利。

殿下表示一直关注中央 
政府的易权过程，是符合 
宪法。

雪
蘇
丹
■
■

政
權
更
迭
符
合
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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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健鋒：保護兒童健康

雪政府應宣布停課

(吉隆坡is日讯）民政 

党雪州青年团团长张健锋 

强烈要求雪州政府，宣布 

州内所有学校即时起停课 

两周，以保护州内儿童的 

健康，并减缓新冠肺炎疫 

情的蔓延。

他说，雪隆地区是国内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最多的州属，而砂拉越州至今虽只 
有34起确诊病例，但是砂州政府今日已 

经宣布系列抗议措施，包括延长中、小 

学假期、州立与私立大学停课两周及强 

制所有入境砂州者，包括从外地返回砂 
州的砂州子民，必须居家隔离14天等。

张健锋也是民政党全国公共服务与投 

诉局主任，他今日发表文告时，如是指
LjJ 〇

1 k也建议，一旦奮州政府决定让州内

所有学校停课，州政府也应该鼓励私人 

领域允许家中有孩子的员工，在学校停 

课期间以“居家工作”的方式取代到公 

司上班，以让为人父母者能够在家中照 

顾好孩子。

他也劝告人民尽量少往人多聚集的各 

种地方，尤其热门旅游地点，除了工 

作或办正事之外，没事尽量不出门且呆 

在家中，注意保暖不要受寒，睡眠要充 
足。

“同时人民也必须保持卫生，用正确 

的洗手方法洗手、不要用手揉搓眼脸 

部、减少与他人握手或身体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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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包素菡

“由于我们对⑶VID-19还不是很了解，所以会继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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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兰莪双溪毛糯医院传染病内科顾问沈林兴医生——：

症狀不明顯 
傳播力卻強

(吉隆坡讯）冠状病毒如何感染我们身体？雪兰莪双溪毛糯医院传染病内科顾问沈 
林兴医生（Benedict Sim Lim Heng )指出，病毒有许多不同的病毒群组，冠状病毒 

属于其中一种病毒群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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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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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冠状病毒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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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 )爆发后，人们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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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提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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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宿主至今尚未查明

"事隔多年的今天，MERS依然存在，但是，MERS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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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病例，其中_人死亡，另一确 

诊者疫愈。” 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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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目前新型冠状病 

毒（C0VID-19 )是目前被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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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传染给中间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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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和MERS的中间宿主分别 

丨是果子裡和骆驼，而C0VID-19的中间宿主至今尚 

未查明。”

他补充，冠状病毒起初是从动物转移至人类，一 

旦人类感染后，就可以发生人传人，而人传人是病 

毒最有效传播的时候。

雪兰莪双溪毛糯医院 "要知道，冠状病毒必须有足够的变异，才能进入

传染病内科顾问 人体后与细胞受体结合，并迅速复制和繁殖。而人体

沈林兴医生 下呼吸道如肺脏存在许多细胞受体，因此成为冠状病
(Benedict Sim Lim Heng ) 毒迅速繁殖和入侵的部位。”

沈
林兴提醒，SARS和MERS的传染性 

4目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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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多数病例入院挂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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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症状病毒量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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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时的病毒蛋最局’病毒星最高表7F传播 

能力最强，因此，许多病人未前往医院挂 

诊以前，就在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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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〇 ”

“科研已证明，C0VID-19感染者初期 

症状表？&虽不明显，但是病毒量却是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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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率比其它病毒高

他说，虽然C0VID-19还是有机会在 

医院内传播，但比起SARS和MERS， 

C0VI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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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虽如此，C0VI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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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死亡 

率更高。”

確死
診亡
秦率

例提
多高

確診者可同時染流感或骨痛熱症
林兴强调，目前确诊C0VID-19主要是采 

用聚合酶链锁反应（PCR )试验技术， 

通过测验病毒的基因组来诊断病人是否感染 
C0VID-19。医生使用棉棒在病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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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切接触者需再检验

“有些高风险病人因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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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进行二次检验，这胥视病人有没有症状及什么 

时候前来挂诊而定。"

他说，有些病人出现症状后才来检验，那检验 

结果多数呈阳性反应。如果出现症状但检验结果

呈阴性反应的话，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会要求对 

方3天后再回诊进行第二次检验。通常（有症状 

者）第一次检验呈阴性反应的话，第二次检验多 

数也是阴性反应。

"不过，有些密切接触者，例如病人同_屋檐 

下的家人虽然第一次检验结果呈阴性反应，但 

是，我们还是会建议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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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机率较低。”

“一般上，医生可以分辨骨痛热症及

C0VID-19

候。"
不过。有时也有难以分辨的时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要增强身 

体抵抗力，建议大家多吃不同食物来摄取 

各种营养。

营养师黄蕴芝博士，讲解以下8种有助 

巩固免疫系统的营养素作用。

♦蛋白质：制造身体抗体的主要成分， 
有助维持免疫功能。肉类、海产类、蛋奶 

类制品及豆制品等都含丰富蛋白质。

♦维他命A :帮助调节免疫系统，以及 
维持黏膜组织细胞健康。黏膜为人体免疫 

系统的第一道防线，有助促进上呼吸道的 

健康。一般红、橙、黄及深绿色的食物如 

胡萝卜、彩椒、木瓜、橙和番薯等都含丰 
富维他命A。

♦维他命B6 :协助身体造血，亦参与免 

疫系统运作中的化学反应及促进人体新陈 

代谢。全谷类食物如红米、糙米及全麦面 

包等都含维他命B6。

♦维他命C :帮助身体制造抗体和白血

球，提升免疫力。黄蕴芝提醒，含丰富维 
他命C食物应在平时适量进食，如在生病 

时才狂吃，功效或会减低。含丰富维他命 

C的水果包括奇异果、橙、苹果等，蔬莱 

如彩椒亦含维他命C，但须留意维他命C 
属水溶性营养素，加热时或会令营养素流 

失0

♦维他命D :帮助巩固免疫系统整体运 
作，鱼类、牛肉、添加维他命D的早餐谷 

物及奶类等都含丰富维他命D。

♦维他命E :具抗氧化功能，帮助抑制 
自由基及保护身体的细胞膜。果仁包括合 

桃、杏仁、葵花好都含丰富维他命E。

♦锌质：帮助维持免疫系统正常运作及 
促进伤口愈合。一般肉类（尤其牛肉）及 

豆类食品含丰富锌质。

♦硒质：具抗氧化功能，帮助提升免疫 

力。一般植物性食物如豆类、果仁及全谷 
类均含砸质。

文/何芍盈《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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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檢閲須量體溫
■第14届第三季第一次的雪州议会如期召 

开，全体雪州议员与雪州苏丹沙拉弗丁殿下 
在议会厅外合影。

雪州議會做足防疫措施
(沙亚南I6日讯）在新冠肺炎疫情严峻之际，第14届 

第三季第一次的雪州议会周一早如期举行，并由雪州苏 

丹沙拉弗丁殿下主持开幕，但取消了原定进行的检阅仪 

式。所有出席的州议员、媒体及工作人员均被要求测量 

体温方可进入议会厅范围，现场也提供消毒搓手液，做 

好防疫措施。 .

新缠發麵

此次是联邦政权更迭后首次召开的 

州议会，各政党州议员都到齐，包括 

首次以反对党议员身分出席雪州议会 

的国&贸易及工业部高级部长阿兹 
敏。

'在州议员与苏丹殿下、雪州苏丹后 
东姑诺拉茜金及雪州王储东姑阿米尔 

沙合影前，原本阿兹敏站在最后方右 

边位置，惟基于他是联邦政府部长的 

身分，被邀请到前排左边位置，并坐 
在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的旁边。

议员座位重新编排

随著土团党退出雪州希盟，数名雪 
州议员的座位也重新进行编排，其中 

包括原本坐在中间前排右一位置的阿 

兹敏。

也是国际山庄区州议员的他已被调

至反对党区，因此，他原本的座位被 

雪州后座议员倶乐部主席黄洁冰所取 

代，行动党万津州议员刘永山则往前 
调，坐在黄洁冰及诚信党淡江州议员 

沙阿里之间。

反对党区域则是_分为二，目前反 
对党区有13名州议员。只有反对党领 

袖巫统双溪侨华州议员礼占的位置保 

持不变。

阿兹敏是坐在反对党区的前排左二 
位置，位于礼占与行动党武吉加星州 

议员拉吉夫之间。

反对党次排位置分别有伊党昔江港 

州议员阿末尤努斯、被革除雪州行政 

议员职务的土团党巴生海峡州议员阿 
都拉昔及巫统双武隆州议员三苏丁； 

阿都拉昔行政议员原本的位置则空 
置。

.種

■阿米鲁丁在进入议会厅前测量体 
温。

目前执政的雪州希盟只有3党，分 
别是公正党、行动党及诚信党，反对 

党则有巫统、伊党、土团党及独立人 
士0

此外，被公正党开除党籍的阿兹敏 

及鹅唛斯迪亚州议员希尔曼目前在雪 

州议会仍属独立人士，未被编入土团 

党。希尔曼坐在巫统州议员旁边。

至于已签署法定声明支持雪州希 
盟政府的4名土团党州议员也是坐在 

反对党区，位置则在最后排的4个位 
置。（TKM )

大臣：取消例行餐會
r=t=1 州大臣拿督斯里 

阿米鲁丁说，为 

防新冠肺炎疫情，今 

曰州议会开幕仪式除 

了取消原定的苏丹沙

拉弗丁殿下检阅仪仗 

队仪式，也取消州议 

会开幕礼当晚的例行 

餐会。此举是为了控 

制与减少人与人之间

的近距离接触，制止 

病毒的散播。

他提到，尽管在防 

治疫情前提下，州议 

会当局尽量缩短开幕 

礼的节目流程，但一 

切还是尊重州议会的

程序。他表示，所有 

的议员辩论和演词， 

都还是需被念出和进 

行，以为了雪州发展 

及治理。

此外，在回应政治 

课题时，阿米鲁丁笑

指，目前未有重组州 
行政议会的灵感；至 

于填补土团党州主席 

拿督阿都拉昔被撤职 

后的行政议员空缺， 

需获苏丹殿下御准才 
能成事。（TKM )

■雪州苏丹沙拉弗丁殿下在雪州议会开幕仪式上发表御词。

州议长黄瑞林声称，联邦政权变 

兰天后，雪州反对党从以往的6人增 
至13人，因此，在议会厅内将划分_ 

个更大的反对党专属区域。

他在雪州议会开幕仪式后接受媒体访 

问时提到，身为议长，他须根据目前情 

况作出议员座位的调动，这将更方便议 

长或副议长在议会厅内履行工作；有关 

做法也是依据共和联邦议会体制，须设 

有反对党区。

他说明，目前有一个专属区域是反对 
党区，即反对党领袖巫统双溪侨华州议 

员礼占及国际山庄州议员拿督斯里阿兹 

敏坐在最前方，后方全是反对党议员。

他解释，不论是独立人士或土团党党 

员，都须向议长办公室提呈信函。虽然 

阿兹敏已被归纳为反对党，但他至今未 

接获官方信函证实对方已加入土团党， 

所以未能鉴定对方的党籍身分。

議長：增至13人

擴大反對黨專屬區
"我已接获公正党总秘书拿督斯里赛 

夫的信函，证实两名公正党州议员， 

即阿兹敏及鹅唛斯迪亚州议员希尔曼已 

被开除党籍，因此他们不再是执政党议 

员，’
“4名声称支持雪州希盟政府的土团 

党州议员，因为仍是土团党党员，因此 

被安置在反对党区域，除非获雪州希盟 

理事会的最终结论和鉴定他们的身分， 

就会对此做进一步安排。”

阿兹敏没提呈问题

"第14届雪州议会召开以来，有部 

分州议员鲜少提呈问题，尤其是阿兹敏 
几乎是没提呈问题。” （TKM)

州議會召開天數或縮短
瑞林说，依据雪州 
议会常规，每年的 

3月或4月，或每6个月要 

召开州议会，杏则议会 

将面对问题，因此才会 

选择今日如常召开而不 

宣布延期。他声称，受 

疫情影响，取消检阅仪 
式及晚上的雪州议会开 

幕晚宴，这也是遵守卫 

生部及雪州防控专案小 

组的指示。

他表示，若所有州议

员，包括朝野议员达成 

一致共识，此次州议会 

召开的天数有可能会缩 

短，目前尚在讨论中。

“议会原定召开2个 

星期，缩短期限不是议 

长的权限，我尊重民主 

制度，但这是预料之外 

的情况，如果议员同意 

减少辩论，或缩短议会 

时间，但若有议员要辩 

论，会给予机会，除非 

情况恶化至发出警告不

能召开。”

黄瑞林披露，今早有5 

名议员缺席，其中3人有 

通知，2人无故缺席，其 

中巫统乌鲁安南州议员 

罗斯妮及土团党荅冬加 

里州议员哈鲁麦尼便在 

未通知下缺席。若一名 

州议员连续6个月无故缺 

席，将被采取行动。
“公正党武吉美拉华 

蒂州议员祖薇丽亚因父 

亲离世而缺席、行动 

党新古毛州议员李继香 

因进行手术而请病假及 

诚信党邓普勒公园州议 
员莫哈末沙尼也因进行 

脚部手术而请病假。” 
(TKM )

■阿兹敏（右二）首 

次以反对党州议员身 

分出席雪州议会，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及 

雪州议长黄瑞林愉快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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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措施。

“取消苏丹检阅仪式主要简化整个开幕过程， 

以及减少群聚几率，但苏丹御词的部分会照常进 

行0 "

阿米鲁丁在雪州议会厅外向媒体说，每次配 

合雪州立法议会开幕所设的晚宴，今次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也告取消。

“由于国内的疫情曰渐严峻，所以我们今次会 

尽量缩短开会时间。不过，我们尊重州议会的精 

神，所以希望全体朝野议员今次能尽量捉重点， 

在议会厅内辩论重要的事项，尤其涉及雪州行政 

和发展的事项。” #

(莎阿南16日讯）雪州苏丹沙拉夫丁 

殿下谕令各造停止非议国盟政府为“后门 

政府”或夺权政府的言论，并要求雪州政 

府与联邦政府维持密切的合作关系，以免 
雪州人民在经济和文化洪流中被边缘化。

沙拉夫丁殿下为第14届第3季第1次的雪 

州立法议会主持开幕后宣读御词时说，殿下关注 
国家元首早前在处理委任首相人选时作出的裁 

决，经详细和开放的磋商后认为一切都符合联邦 

宪法所赋予的条款。

“所以，各界必须停止指国盟政府是后门政府 

或夺权而来的政府言论，因为这是不正确的。国 

家元首是根据法律赋予的斟酌权，而作出委任首 

相的决定。”

苏丹沙拉夫丁说，虽然雪州希盟政府和国盟 

联邦政府如今分属两个不同阵营，但为了照顾雪 

州子民的福祉和经济发展的大前提下，希望双方 

能维持密切的合作关系。

殿下不希望因为双方在治理与政治上的意识 

形态差异，导致雪州子民在社会与经济的洪流中 

遭边缘化。

此外，为降低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风险，雪 

州立法议会也取消开幕礼的检阅仪式。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表示，在获得雪 

州苏丹沙拉夫丁殿下的御准下，雪州议长办公室 

决定取消今曰开幕仪式上的检阅仪式，以提高防

雪州苏丹谕令各造

鮮议国I为后n政府
的
迎
接
。

雪
州
苏
丹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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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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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朝野一致决定

额霣K嫌纽顧苏丹殿下在宣读开幕致词后，受到一众议员欢送离席，部分 

出席议员也戴上口罩做好防御工作。

(莎阿南16日讯）鉴于 

2019冠状病毒病第二波 

疫情严峻，雪州议会将 

遵循防疫建议，惟是否 

缩短议会时间与天数， 

则需得到反对党一致的 

决定。

雪州议K：黄瑞林指出，会 

议原定举办2周，不过，在 

民主程序下，若得到反对党 

议员认可和同意，将把会议 

缩短至2、3天或4、5天不 

等。

“缩短会议时段非议长个 

人权力，须尊重民主制度， 

给予足够空间丨丨:大家参与辩 

论，除非疫情变得严峻，在 

大家同意简短辩论环节之 

下，才会决定缩短议会的进 

行。”

他是针对有传言指议会将 

于明日下午1时结束一事， 

作出澄清这么说|

他指出，鉴于无法确定疫 

情变化和进展，故议长办公 

室趁疫情未到最坏情况，决 

定遵循立法条规，在此时召 

开会议。

“我们将遵守卫生部指示

卡立沙末：违背道德

政治青蛙风气不可长
莎阿南国会议员卡立沙 

末认为，金钱政治是可耻 

的，政治青蛙风气不可长， 

否则我国政局将无法稳定发 

展，或出现2、3个月就换政 

府的现象。

他说，后门政府不仅是 

不合法成立，也违背政治道 

德的做法。若丨丨:此风持续， 

受委议员一旦心生不满就在 

2、3个月后跳槽组新政府， 

接着又再W不满而于4、5个 

月后跳槽组新政府，最终他 

们完全没有把服务人民和委 

托作为主要任务。

他今日出席雪州立法议 

会开幕典礼后受询时指出， 

本身没受到任何政治献议， 

惟听闻一些党员获得跳槽献

议，如前卫生部长拿督斯里 

祖基菲里博士被献议委任卫 

生部长职。

“有又献议是基于公共卫 

生考量，因为我国当前正面 

对2019年冠状病毒病的威 

胁，然而，在国家面对疫情 

危机之际，这些人却为一己 

私利，不顾一切展开背叛民 

意的政变行动”

询及是否有听闻百万令 

吉政治献议时，卡立沙末指 

不知情及不愿置评，毕竟收 

取这些利诱是可耻的事。

“诚信党至今，只有一名 

来自霹雳州的议员跳槽，这 

位新人做法让人失望，他在 

面对公众时也自知羞愧，中 

竟这是非常可耻的举动”

及雪州公共卫生专案小组建 

议，做好各项防疫措施，如 

为与会者测fi体温，在各处 

提供洗手液；明天也会向出 

席者说明各种预防条例，包 

拈生病者不允许出席，就算

座位有变动

13反对党议员同区
随着中央政权变换，雪州 

议会议员座位也出现变动， 

13名反对党议员被安排同― 

区，包拈党籍身分仍不洋的 

国际山庄州议员拿督斯里阿 

兹敏阿里及鹅麦士蒂亚州议 

员莫哈末希尔曼。

雪州议长黄瑞林受询时表 

示，至今未接获土团党来 

函，确认两人党员身分，故 

遵循人民公正党最高理事会 

的通知，在2人党籍被开除 

后，将他们归类为反对党。

“除了 2人党籍不详外，声 

称支持雪州希盟政府的4名土 

I才丨党州议员，因该党非希盟成 

员党，被视为反对党阵营，议 

会或需要等待希盟最高理事会 

及雪州大臣达至最终协议后，

才能确定其最终身分，所以座 

位安排在最后面。”

不过，希尔曼较后受询时 

向媒体指丨丨丨，木身是土 I才丨党 

党员。

根据今R安排，有一区座 

位属于反对党的，即前排2个 

座位安排给反对党领袖巫统双 

溪侨华州议员利占及国际山庄 

州议员阿兹敏阿里，接着后面 

都是其他反对党议员。

这是中央政变后，雪州首 

次召开州议会，脱离希盟联 

盟的阿兹敏阿里似乎没有与 

大家有太多交流，仅在人会 

场前，礼貌性的与前希盟同 

僚问候，但在开幕典礼结束 

后，趁媒体不注意，匆匆离 

开，也没参与聚餐午宴。

政府官员也一样。”

他说，今天有4名州议员 

缺席，其中3人有给予理 

由，包括武吉美拉华蒂州议 

员祖娃M雅父亲去世、新古 

毛州议员李继香及邓普勒公 

园州议员莫哈末沙尼动手 

术，至于乌鲁安南州议员罗 

丝妮则没有请假缺席。

“一般州议员不得在没有 

请假情况，连续6个月缺席 

州议会，否则将遭到议K:办 

公室采取行动，不过，罗丝 

妮案例则会等候接下来出席 

率再定夺。”

Ik/』
阿米鲁丁接受体温检查

黄瑞林：不曾提交

阿兹敏“零”提问
自第14届大选至今，国 

际山庄州议员拿督斯里阿兹 

敏阿里乃是不交提问常客， 

雪州议长黄瑞林认为，他或 

不感兴趣发问。

他说，根据议会记录，确 

实有议员不交提问，而阿兹 

敏阿里确实持续性不交提问 

的常客，按记录他应该是

“零”提问者。

“过去，他身为雪州大臣， 

无需在州议会提交问题，主要 

负责回答问题而已，在第14届 

大选后，作为普通议员，他理 

应针对州事务发出提问的，或 

许他不热衷于发问，为此根据 

记录他不曾提交过任何提问给 

议会了。”

凡接受体温检测后的出席者，都会被贴上青色 

帖子作为记号。

阿都拉锡：按照程序

4人支持希盟应退土团

fmm
议员名单

诚信党 

公正党 

行动党

E9 |国阵

土团党 

伊斯兰党 

独立人士

土著I才丨结党雪州主席拿 

督阿都拉锡表态支持首相丹 

斯里慕尤丁，并认为雪州4 

名土团党州议员若最终决定 

支持雪州希盟政府，就应按 

程序退党。

他说，4人尚未作出决 

定，不过，他们表态支持雪 

州希盟政府已是公开的事 

实。

“尽管我曾与他们会晤， 

4人也跟首相谈论支持希盟 

政府事宜，不过，最终定论 

仍未有结果。”

他在出席雪州议会开幕 

仪式后受询时补充说，无论 

如何，在党立场上，若4人 

最终决定继续支持希盟政 

府，他们就应该遵循党程 

序，退I1丨丨土丨才丨党。

针对昨日土团党巴生班

达马兰区部党选出现7个造 

假身分证事宜，阿都拉锡表 

示，身为雪州主席，木身无 

权插手此事，一切交由当选 

举委员会着手处理。

无权插手7假身分

他指出，本身听闻及知 

道7个涉嫌造假身分者，也 

接获党员表达不满投诉，不 

过，其他区部党选则顺利进 
行，

巴生南区警区主任二苏 

阿马助理总监昨晚证实接获 

上述投报，报案者是一名土 

I才丨党选举委员会的委员，指 

在班达马兰区部进行党选 

时，接到7人提供伪造的身 

分证号码及名字…

警方已援引刑事法典第 

419冒充欺骗条文调查此案。

中央政变后，阿兹敏（右二）首次以反对党身分出席雪州议会，在镜头下其与过往同僚仍有说 

有笑，左起阿米鲁丁、黄瑞林，右是雪州秘书拿督莫哈末阿敏。

议会厅各处皆有安排洗手液，以便让议员随时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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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跟随中央免恐慌

雪不单方“封州
(莎阿南16日讯）雪兰莪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米 

鲁丁说，多方考量后，雪州不会单方面宣布封城 

措施，一切跟随中央政府指示，避免引发不必要 

恐慌现象，包括抢购粮食。

阿

阿米鲁丁：雪州政府将听从雪州苏丹谕令，把政见不_搁_旁 

和中央政府配合应对抗疫。

雪州会简化开幕仪式
雪州议会首度简化开幕仪 

式，包拈免去军队检阅仪式及 

取消与皇室交流晚宴，以避免 

和减低冠病传染的几率。

阿米鲁丁说，在苏丹殿下 

谕令及州立法议会议K：建议 

下，今旱雪州会议采取减少人 

与人之间的接触，开幕仪式以

米鲁丁说，在2019 

冠状病毒病第二波 

疫情扩散当前，州政府将听 

从雪州苏丹谕令，把政见不 

一搁一旁，和中央政府配合 

应对，尤其封城措施决定权 

在首相和内政部。

他出席雪州第14届第3 

季度第1次会议开幕仪式后 

受询时说，封城涉及各方面 

准备工作，包括粮食筹备、 

军队维安、安排贫病作息等 

等，欠缺考量和准备下宣布 

或引发不必要的恐慌。

疫情仍受控

“疫情虽严峻，但现阶段 

仍可控，因此，州政府将和 

中央保持密切联系。

“雪州方面，我将会晤前 

卫生部长拿督斯里祖基菲里 

阿末博士为首的4人t?案小 

组，听取他们的建议，较后 

冉对外作出公布。”

筒单方式顺利进行。

“我们关注疫情扩散问 

题，同时尊重立法议会条例与 

程序，简化开幕典礼，接着也 

将呼吁参与议员精简及重点讨 

论有关雪州发展的事宜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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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行动理事会名单
主席：首相丹斯里慕尤丁 

成员：

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高级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财政部长东姑扎夫鲁

• 首相署（经济）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 

国家银行总裁拿督诺珊希亚

经济行动理事会执行总监丹斯里诺阿兹兰教授 

TheEdge集团主席拿督童贵旺

大马医药赈济协会（MERCY)创办人丹斯里嘉米拉医生 

天地通董事经理丹斯里嘉马鲁丁

• 西港控股执行主席丹斯里G.甘纳林甘

• 双威集团创办人丹斯里谢富年

包括谢富年童贵旺

5私人界代表入经济纏会
慕尤丁今日宣布经济行动 

理事会的阵容，5名进人该理 

事会的私人界代表，包括双 

威集团主席丹斯M谢富年及 

The Edge集团主席拿督童贵 

旺。

慕尤丁说，该理事会功能 

包括鉴定时事经济课题及确 

保经济稳定，减少全球经济 

不确定闪素、鉴定影响经济 

课题及提供方案刺激经济、 

拟定短期行动蓝图及提高国 

外及木地投资，同时确保所 

有决定能够尽快执行。

他说，该理事会最高级別

委员会以他为首，接着是国际 

贸易与丁业部高级部艮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M、财K：东姑扎夫 

鲁、首相署（经济）部K拿督 

斯里慕斯达法及围行总裁拿督 

诺珊希亚。.

他指经济行动理事会将由 

官员级別委员会、技术委员会 

及其他工作小组从旁协助。

“经济行动理事会将获得 

一个技术委员会的协助，以准 

备每日全球及本地经济状况报 

告，成员包括财政部、经济策 

划单位、首相署、网家银行及 

统计局的代表。”

包括工商及家庭

电费回扣2%
(布城16日讯）为了纾缓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对 

国人带来的影响及负担，政府宣布，除了旅游业等 

直接受疫情冲击的业者，从4月1曰至9月30 

日，农业、商业界和家庭用户都能享受2%的电费

回扣。

随着冠病疫情对国内经济的冲击有扩大迹象， 

政府今日再祭出4个附加措施，巩固早前所公布的 

经济振兴配套。

首
相丹斯M慕尤丁今 

日下午主持经济行 

动理事会会议后召开记者会 

说，旱前的经济振兴配套为 

旅游业等直接受疫情冲击的 

行业提供了 15%电费回扣， 

而政府考量到此次疫情造成 

的冲击更宽泛，所以如今将 

此措施扩大至其他群体。

他也说，这措施预计耗 

资5亿令吉，同时会有超过 

1000万名家庭用户、商业与 

农业业者从中受惠。

在2月27日，前首相敦 

马哈迪医生已宣布推出一套 

总值200亿令吉的经济振兴 

配套，协助大马度过因冠病 

疫情而引发的经济冲击。

慕尤丁（中）召开他任相后的首次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左起为诺阿兹兰、慕斯达法及阿兹敏； 

右四起为谢富年、童贵旺、诺珊希亚及东姑扎夫鲁。

G
■

甘
纳
林
甘

工程交土著承包商 

拨款20亿维修基建
慕尤丁说，在经济振兴配 

套下，政府将提供总值20亿 

令吉拨款，从4月开始在全国 

进行维修小型基本设施丁作， 

同时会将相关工程交由土著承 

包商执行。

他说，财政部在今日发出 

的通知书中，竞标顶限从5万

令吉提高到10万令吉，报价 

从50万提高到80万令吉。

他强调，政府会继续执行 

经济振兴配套及2020年财政 

预算案中的计划，包括东海岸 

铁路计划及捷运二号路线工 

程。政府也会继续亲商政策， 

吸引有素质的投资。

考量国家财务准备方案
针对外界好奇，面对同际 

油价不断下跌、股市暴跌等之 

际，政府要如何掏出另一笔庞 

大款项支撑此次经济振兴配套 

时，慕尤丁并未正面回应问 

题，仅表明政府考量了国家财 

务政策，及为各行业所需而准

备的方案。

他也说，在今午的经济行 

动理事会上，大家强调了正在 

轨道上的计划将会继续，以确 

保投资者的信心依旧存在，进 

而提升经济增K：。

粮食充足不需囤粮
由于“封城”之说在各个 

社交媒体上疯传，造成国内一 

些超级市场出现抢购囤粮的情 

况，慕尤丁对此安抚国人，不 

要因过度忧心而抢购囤粮。

他说，政府已指示同内贸 

易与消费人事务部，需确保日 

常用品供应充足。

“我明白你我之中是有担 

忧，但我们有足够粮食，农业 

部也和业者们监督市场上的情 

况〇 ”

他也说，0前并未出现粮 

食短缺状况，超级市场也会继 

续营业，围人能前往超市购买 

日常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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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苏丹沙拉夫丁殿下为雪州议会开幕后，和苏丹后诺阿斯晋 

离开议会大厦，一众州议员列队恭送。

雪苏丹：元首有权委任首相

“后门政府”论不正确
(莎阿南16日讯）雪兰莪州苏

丹沙拉夫丁殿下指出，中央政 

权转移是国盟政府夺权或组 

“后门政府”的说词不正确， 

闽为宪法赋予元首委任首相的 

权力，并提醒民众应停止相关 

说法。

“政权转移，希望联盟政

府被国民联盟政府取代，朕亲 

自了解政局发展，国家元首是 

遵循联邦宪法，细心且公开地 

进行磋商，完成委任首相任 

务。”

殿下今日为雪州第14届 

第3季度第1次会议发表开幕 

献同。

殿下也表示不愿看到由于 

中央与雪州W政权不一，导致 

雪州子民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主 

流中遭边缘化。

“尽管中央和州政权不一，即 

雪州政府由希盟执政，惟朕希 

望国州政府能够保持密切合作 

关系，持续推动州内经济发 

展，丨丨:人民享有繁荣生活”

殿下嘱议员关注经济

殿下声称，从第14届选 

举至今，人民对国内政治动荡 

已感到厌倦不安，劝请议员务 

必维持雪州政局与行政稳定。

殿下说，现今国人面对严 

峻生活考验，包拈生活费高

企、失业率增加以及冠病疫情 

爆发等问题，然而，国内政治 

人物经常为一些政治课题争论 

不休，遗忘履行人民所委托的 

执政任务。

“在面对危机与衰退之 

际，雪州人民更需要议员关注 

解决问题，包括拟定构想和落 

实刺激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政 

策，不是忙于政权夺利或巩固 

地位。”

殿下说，人民投选的人民 

代议十应服务大众，确保社区 

获繁荣昌盛发展，为此，促议 

员切勿企图干扰雪州行政管 

理，以及应努力工作谋人民福 

祉及维护州政治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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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党议员不断遭诱惑跳槽
莎阿南16日讯|莎阿南国会

议员卡立沙末坦言，诚信党议员 

目前确实不断遭到收买和诱惑， 

最明显的莫过于是公开向诚信党 

策略局主任拿督斯里祖基菲里喊 

话，并授予卫生部长职务！

「我觉得，在我国新冠肺炎 

疫情吃紧的关键时刻，一些政治 

人物竟然发动政变抢夺政权，这 

对国人而言无疑就是背叛。」

他表示，没有一条法律可支 

持靠后门获得政权，所组成的政 

府是拥有法定地位的；如果靠这 

种手段组织政权，是没有法理支 

撑也不稳定，未来几个月难保会 

不断发生跳槽事件。

「稍有不满意就酝酿跳槽 

事件，这说明这些州议员缺乏责

任感，即便成立政府后继续不稳 

定，更显示他们并非真心为民服 

务。」

卡立沙末是在今日出席雪州 

议会开幕仪式，在回答记者提问 

时，作出上述发言。然而，他也 

透露，目前并没有人收买他，可 

能对方认为他不为所动。

接受百万诱惑丟脸

针对是否有人开价百万令 

吉引诱诚信党党员跳槽一事，卡 

立沙末则表示不予置评。但他认 

为，如果是真的，也是一件非常 

丢脸的事。

当询及究竟有多少诚信党 

议员会跳槽，卡立沙末则表示，

雪兰莪 
立法议会

目前只有一人（霹雳州知知西朗 

州议员兼行政议员哈斯努），他 

们感到很失望，然而，他是个新 

丁，一出道就被选上担任该党的 

青年团团长_职。

「其实，霹雳州变天召开 

记者会时，面对镜头他也感到害 

羞，证明他知道自己所作并非正 

确。」

哈斯努早前联同行动党两名 

州议员包括杨祖强和西华苏巴玛 

廉宣布退党，同时以独立人士身 

份支持原任霹雳州大臣阿末费沙 

领导国民联盟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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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苏丹沙拉夫丁殿下（前 

排中）在州议会主持开幕 

前，与☆雪州议员在议会厅J 
則合影Q

，一
，-徐慧美-

wmmmtn兹敏里反对党應
莎阿南16曰讯|雪州议长黄瑞林今日直指国际山庄州 

议员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是唯一一个从希盟执政雪州至 

今，完全没有向州议会提呈口头提问的人民代议士。

雪兰莪 
立法议会

与雪州反对党领袖，即巫统双溪亚依大华州议员利詹依斯這 

同坐；右起为诚信党摩立州议员哈斯努，以及行动党武吉加 

星州议员拉吉夫。 -徐意美-

黄瑞林是在回应记者追问有 

关雪州州议员的表现时，趁机向 

媒体爆料并指出，虽然议会厅内 

有不少州议员很少提问或在辩论 

环节时鲜少参与发言，不过，当 

中只有阿兹敏阿里维持零记录。

「当然，当时作为时任雪州 

大臣的阿兹敏阿里，只需负责回 

答问题而不必提问。然而，当他 

执政中央到布城当部长，在兼顾 

成为州议员时，阿兹敏阿里却很 

少参与州议会的提问。」

他指出，根据州议会的记 

录，连续最长时间没有呈交（提 

问）的，记录保持者就是国际山 

庄，包括从上届大选中选至今， 

他都不曾向议会提交过任何的提

问。

黄瑞林今日在莎阿南雪州议 

会大厦，主持第14届第3季第一 

次雪州议会后，在接受媒体围访 

时作出上述发言。

政变后变反对党

阿兹敏阿里也是鹅唛国会 

议员，他于2014年9月取代丹斯 

里卡立依布拉欣成为雪州大臣。 

接著在第14届全国大选后，再度 

担任州务大臣，惟较后获委任入 

阁，担任经济事务部长，故辞去 

大臣职，而大臣职后由阿米鲁丁 

出任。

尽管在经历「喜来登政变U

后，阿兹敏阿里如今已经转换身 

份出任首相慕尤丁内阁的高级部 

长，并掌管国际贸易及工业部； 

但在雪州，已退出希盟的阿兹 

敏，则已属于反对党议员的身 

份。

希盟在509大选执政雪州 

后，反对党议席原本只有区区6 

席，即巫统5席和伊党1席，但随 

著政权更迭后，如今反对党议席 

多增加了7席，包括土团党5席和 

独立人士 2席。

与巫统议员同席

州议会首日的席位安排，反 

对党议员共占13席，其中，已退 

出公正党的阿兹敏阿里，今天被 

安排与雪州反对党领袖，即巫统

双溪亚依大华州议员利詹依斯迈 

同坐。而与阿兹敏阿里同排的比 

邻，则是行动党武吉加星州议员 

拉吉夫，以及诚信党摩立州议员 

哈斯努。

根据观察，从前任雪州州 

务大臣到位列反对党议席，阿兹 

敏阿里一直保持平常心；他除了 

跟前同僚雪州希盟议员见面时闲 

聊，在雪州苏丹发表完御词后， 

在离席前也跟雪州反对党领袖利 

詹握手。

据悉，议会结束后，阿兹 

敏阿里便快步离开州议会，没给 

机会让记者围堵或采访。然而， 

其前政治秘书，即同样被公正党 

开除党籍的斯里鹅唛州议员希尔 

曼，则在媒体追问下，承认已加 

入土团党。

虽然身份已转换为反对党，但阿兹敏阿里（右）与昔日雪州 

希盟同僚见面时，大家仍有说有笑。左起为行动党雪州行政 

议员黄思汉和史里肯邦安州议员欧阳捍华。 -徐慧美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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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16日讯|雪州第14届

第3季第一次州议会今日照常进 

行，惟开幕仪式一切从简，不仅 

取消州议员茶聚环节，雪州苏丹 

沙拉夫丁殿下也首度取消检阅仪 

仗队仪式

根据往常州议会的惯例，雪 

州苏丹在发表御词后，都会与州 

议员闲聊和茶聚。不过，由于隆 

雪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因此州议 

会便按照卫生部指示，落实防疫 

标准，因此今日仪式一切简短。

雪州议长黄瑞林强调，雪州 

议会按照卫生部和防疫专案小组 

的指示和建议，为本季会议开幕 

仪式作足防疫措施，除了仪式过

程一切简化，今早在大厅门外也 

有安排警卫测量体温，并为所有 

到访者提供消毒洁手液。

他表示，原本在第一天开幕 

仪式的当天晚上，众议员会跟雪 

州苏丹殿下一起聚餐交流，但如 

今因防疫只好宣布取消。

他坦言，雪州议会目前暂 

时未确定是否按照原订计划召开 

2周，不排除或因新冠肺炎疫情 

的严峻情况，缩短这次的雪州议 

会，或宣布展延。

不管怎样，他指出，有关决

定要视乎众议员的决定，若双方 

达成共识愿意缩短议会，作为议 

长的他，并不会有异议。

他补充，根据民主政治，州 

议会必须给予州议员机会为人民 

谘询州政府而进行辩论；如果州 

议员选择辩论就不能阻止，除非 

大家觉得疫情严重，那么众议员 

可一致决定展延州议会。

「无论如何，雪州议会已跟 

州政府与防疫专案小组协调，即 

凡是出现发烧症状的人士，一律 

不允许进入议会厅范围。』

议会开幕从简取消检阅仪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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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鲁丁（左2)在进入雪州议会厅前，接受体温测量。左为 

希尔曼。 -徐慧美-

阿都拉昔:要留在土团不可挺希盟
莎阿南16日讯| 土团党雪州

主席拿督阿都拉昔今天向其4名同 

僚表明，若要留在土著团结党， 

则必须撤回表态支持雪州希盟的 

立场，否则就应该退党。

他指出，4人现今已经向雪 

州希盟政府提呈法定宣誓书，从 

党的立场来看，如果4人要退党的 

话，必须按照正确的程序，但若 

要继续留在党内，则需要撤回该 

份法定宣誓书，并且向领袖们表 

明立场。

针对日前宣布支持雪州希 

盟政府的4名土团党州议员去向 

一事，阿都拉昔表示，据知雪州 

希盟政府和州务大臣如今还在考 

量之中，该党将在有任何议决之 

后，才采取下一步行动。

被询及他个人立场时，他也

坦言，之前已经宣布将与国民联 

盟站在同一阵线。

土团党党选开打在即，受 

询及将支持党主席丹斯里慕尤丁 

或总会长敦马哈迪时，阿都拉昔 

也说，他跟随丹斯里（慕尤丁） 

已久，清楚对方的背景和处事原 

则，因此自然是支持丹斯里（慕 

尤丁）。

「不过，我也尊重敦马哈迪 

这位资深领袖，只是党选只能选 

择支持一个，不能两个都选。」

此外，针对宣称已支持雪州 

希盟政府的4名土团党州议员是否 

属于反对党，雪州议长黄瑞林则 

表示，有关4人的身份地位需要由 

希盟最高理事会决定。由于土团 

党已退出希盟，所以目前只能安 

排坐在反对党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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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议员未出席
莎阿南16日讯|雪州议长黄

瑞林指出，州议会召开的首日共 

有5名州议员缺席，其中一名州议 

员是父亲去世’另两名议员是刚 

动手术需要休息康复，然而，有2 

名州议员在没通知下无故缺席。

他说，父丧而无法出席的是 

公正党武吉美拉华帝州议员祖薇 

丽亚，动手术无法出席的两名议 

员，包括行动党新古毛州议员李 

继香，以及诚信党邓普勒公园州 

议员莫哈末沙尼；上述3名州议员

2人无故缺席
都有致函州议会通知无法出席。

「另2名缺席的是巫统乌鲁 

安南州议员罗斯妮索哈，以及土 

团党荅冬加里州议员哈鲁麦尼， 

他们在没通知情况下无故缺席。 

我要强调，州议会不允许一名州 

议员连续6个月内无故缺席。」

根据议会常规第79条，州议 

员缺席州议会，必须事先通知议 

会秘书处；如果议员缺席议会， 

却没有给予通知，就是抵触议会 

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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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男:丹：停ihisn政府指霣
莎阿南16日讯雪州苏丹沙拉夫丁殿下指出，有关中央政府 

的组成，是后门政府或夺杈的指控，并不正确，必须立即停止。

殿下表示，近期我国政权迎 

来变化，由国民联盟取代希望联 

盟执政；殿下也有跟进国家元首 

在处理政权演变的进展，都是根 

据联邦宪法’进彳"7仔细和公开的 

提商。

「根据法律，国家元首赋予 

行使酌量权，所以有关中央政府 

的组成，是为后门政府或夺权的指 

责，并不正确，必须立即停止。」 

殿下指出，虽然雪州政府由 

希盟执政，但为了可持续的经济 

发展，以及人民的繁荣，殿下希 

望雪州和中央政府保持密切的合 

作关系。

殿下不希望，因为政府领导 

和政治意识的差异，导致雪州人 

民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主流中，被 

边缘化。

「朕知道，在坚持议会民主 

和君主立宪制之下，王室不应该 

直接参与政治，而是要保持为超 

越政治的一个机构。」

「但是，身为雪州苏丹，朕 

有责任劝告州议员们，勿做出任何 

可能损害人民的不负责任行为。」

沙拉夫丁殿下是于今日主持 

第14届雪州议会第3季第一次会 

议开幕仪式，发表御词时，如此 

表示。出席者包括雪州苏丹后东 

姑诺拉西京及雪州王储东姑阿米 

尔沙。

殿下也劝告，所有议员维持 

雪兰莪州的政治和行政稳定。从 

第14届选举至今，人民已经对国 

内政治动荡，感到疲意和焦虑。

勿忙于争权夺位

殿下说，政治人物经常为了 

政治课题争论不休，以致遗忘了 

履行人民委托的真正责任。

殿下表示，如今人民正在面 

对生活费局涨、失业率渐局及新 

冠肺炎疫情爆发等问题。

「在面对这些危机时，雪州 

人民需要的是议员对解决问题的 

关注，而这只能通过拟定构想， 

以及落实刺激可持续经济增长的 

政策来达成，并不是忙于争取权 

力和地位。」

「人民所投选出的人民代议

雪州苏丹沙拉夫丁殿下周一 

为第14届雪州议会第三季第 

一次会议主持开幕时，吁州 

议员勿忘履行人民委托的责 

任，并希望州政府与中央政 

府保持密切合作关系。-徐意美-

士’应该为民服务’以确保社会 

能够繁荣昌盛。」

「朕不希望看到有议员企图 

干扰雪州的行政和管理，并希望 

所有议员维护雪州的政治稳定， 

为人民的福祉而努力。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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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I

莎阿南16日讯|国

内新冠肺炎病例日渐增 

加，雪州会否落实封城， 

防止新冠肺炎的蔓延？雪 

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 

今曰受询及时表示，虽然 

有如此建议，但并不能随 

意和仓促落实，必须事先 

做好充分的准备。

>^V 他表示，封城是由 

W首相和内政部所决定。 

无论如何，他今午也将 

： 与新冠肺炎防控专案小组

开会，就数项建议做出探 

^讨。「该专案小组已经开 

会2次，并将于今日汇报 

数项应对方案，一旦完成 

会议后有所议决，也将对 

外宣布。」

「封城并不能随意 

宣布和落实，必须做好充 

分的准备及多方面的探 

讨，如食物供应及安全问 

题等，以免引起恐慌。」 

阿米鲁丁是于今日出席雪 

州立法议会开幕仪式后，如此表 

示。他也说，今日的开幕仪式精 

简展开，如取消检阅仪式及聚餐 

晚宴，旨为管制人与人之间的接 

触，避免大型的聚会，以防止新 

冠病毒的扩散。

另外，他也表示，雪州内阁 

目前没有重组的需要，至于还有 

一名行政议员空缺，则将由希盟 

州议员填补。

随
思

封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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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蘇丹：停止後門政府指責
莎阿南16日讯雪州苏丹 

沙拉夫丁殿下指出，有关中央 

政府的组成，是后门政府或夺 

权的指控，并不正确，必须立 

即停止。

殿下表示，近期我国政 

权迎来变化，由国民联盟取代 

希望联盟执政；殿下也有跟进 
国家元首在处理政权演变的进 

展，都是根据联邦宪法，进行 

仔细和公开的磋商。

「根据法律，国家元首赋 

予行使酌量权，所以有关中央 

政府的组成，是为后门政府或 

夺权的指责，并不正确，必须 

立即停止。」

殿下指出，虽然雪州政府 

由希盟执政，但为了可持续的 

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的繁荣， 

殿下希望雪州和中央政府保持 

密切的合作关系。
殿下不希望，因为政府领 

导和政治意识的差异，导致雪 

州人民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主流 

中，被边缘化。

「朕知道，在坚持议会民 

主和君主立宪制之下，王室不 

应该直接参与政治，而是要保 

持为超越政治的一个机构。」 

「但是，身为雪州苏丹， 

朕有责任劝告州议员们，勿做 

出任何可能损害人民的不负责 

任行为。」

沙拉夫丁殿下是于今曰主 
持第14届雪州议会第3季第一次 

会议开幕仪式，发表御词时， 

如此表示。出席者包括雪州苏 

丹后东姑诺拉西京及雪州王储 

东姑阿米尔沙。

殿下也劝告，所有议员 

维持雪兰莪州的政治和行政稳 
定。从第14届选举至今，人民 

已经对国内政治动荡，感到疲 

惫和焦虑。

勿忙於爭權奪位

殿下说，政治人物经常 

为了政治课题争论不休，以致 

遗忘了履行人民委托的真正责 

f壬。

殿下表示，如今人民正在 

面对生活费高涨、失业率渐高 

及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等问题。

「在面对这些危机时，雪 

州人民需要的是议员对解决问 

题的关注，而这只能通过拟定 

构想，以及落实刺激可持续经 

济增长的政策来达成，并不是 

忙于争取权力和地位。」

「人民所投选出的人民代 

议士，应该为民服务，以确保 

社会能够繁荣昌盛。」「朕不 

希望看到有议员企图干扰雪州 

的行政和管理，并希望所有议 

员维护雪州的政治稳定，为人 

民的福祉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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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議

阿兹敏（右二）首次以反对党州议员身分出席雪州议会， 

与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及雪州议长黄瑞林交流。

(沙亚南16日讯）雪州议长黄瑞林 

指出，经过联邦政权遍变天，雪州反对 
党从以往的6人增至13人，因此在议会厅 

内划分一个更大的反对党专属区域9 

他今早在雪州议会开幕仪式后接受 

媒体访问时表示，身为议长，他必须根 

据目前情况作出议员座位的调动，这将 
更方便议长或副议长在议会厅内履行T 

作；有关做法也是依据共和联邦议会体 

制，必须设有反对党区:

□ □

阿兹敏坐最前方

黄瑞林说，目前有一个专属区域是 

反对党区，即反对党领袖巫统双溪侨华 

州议员礼占及国际山庄州议员拿督斯里 

阿兹敏坐在最前方，后方全是反对党议 

员。

他表示，不管是独立人士或土团党 

党员，都必须向议长办公室提呈信函。 

虽然阿兹敏已被归纳为反对党，但他至

今未接获官方信函证实 

对方已加人土团党，所 

以未能鉴定对方的党籍 

身分。

“惟我已接获公正 

党总秘书拿督斯里赛夫 

的信函，证实两名公正 

党州议员，分别是阿兹 

敏及鹅唛斯迪亚州议员 

希尔曼已被开除党籍，

因此他们不再是执政党议员。

他指出，4名声称支持雪州希盟政 

府的土团党州议员，因为仍是土团党党 

员，因此被安置在反对党区域，除非获 

得雪州希盟理事会的最终结论和鉴定他 

们的身分，他就会对此做出进一步的安 

排。

他也说，第十四届雪州议会召开以 

来，有部分州议员鲜少提呈问题，尤其 

是阿兹敏几乎是没有提呈问题。

開幕晚宴取消縮短議會天數

黄'，规，每年的3月或4月，或每6 

个月要召开州议会，否则议会将面对问 

题，因此选择今日如常召开而不宣布延 

期。

他表示，基于受冠病疫情影响，取 

消今早的检阅仪式及晚上的雪州议会开 

幕晚宴，避免多人聚集，这也是遵守卫 

生部及雪州防控冠病专案小组的指示。 

他透露，如果所有州议员，包括朝野议 

员达成•致共识，今次州议会召开的天 

数有可能会缩短，目前还在讨论中：
他说，议会原定召开2个星期，缩短 

期限不是议长的权限。

他尊重民主制度，但这是预料之外 

的情况，如果议员同意减少辩论，或会

缩短议会时间，但若有议员要辩论，会 

给予机会，除非情况恶化至发出警告不 

能召开

2议员无故缺席

他也说，今日有5名议员缺席，其中 

3人有通知，2人无故缺席，其中巫统乌 

鲁安南州议员罗斯妮及土团党崙冬加里 

州议员哈鲁麦尼是在未通知下缺席若 

:名州议员连续6个月无故缺席，将会被 

采取行动。

他补充，公正党武吉美拉华蒂州议 

员祖薇丽亚因父亲过世而缺席、行动党 

新古毛州议员李继香因进行手术而请病 

假及诚信党邓普勒公园州议员莫哈末沙 

尼则因进行脚部手术而请病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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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17. 3. 2020 星期二 板大都會社歐
编辑：王淑莉

雪州議會開幕

測體溫備消毒搓手液

雪州議會如期舉行
(沙亚南16日讯）尽管冠病疫 

情笼罩，第十四届第三季第一次的 

雪州议会今早如期举行，并由雪州 

苏丹沙拉弗丁殿下主持开幕，惟取 

消原定今早进行的检阅仪式。

所有出席的州议员、媒体及工作人 

员均被要求测量体温才能进人议会厅范 

围，现场也摆满消毒搓手液，做好防疫 

措施。

此次是联邦政权更迭后首次召开的 

州议会，各政党州议员到齐，包括首次 

以反对党议员身分出席雪州议会的国际 
贸易及丁业部高级部长阿兹敏。

数议员座位重新编排

在州议员与苏丹殿下、雪州苏丹后 

东姑诺拉西京及雪州卫储东姑阿米尔沙 

合影前，原本阿兹敏站在最后方右边位 

置，但基于他是联邦政府部长身分，被 

请到前排左边位置，坐在雪州行政议员 
许来贤旁。

^着土团党退出雪州希盟，数名雪 

州议员的座位重新编排，其中包括原本 

坐在中间前排右一位置的阿兹敏。

由于也是国际山庄区州议员的阿 

兹敏已被调至反对党区，因此他原本的 

座位被雪州后座议员倶乐部主席黄洁冰 

取。行动党万津州议员刘永山则调前 

来，坐在黄洁冰及诚信党淡江州议员沙 

阿里之间。

第十四届第三季第一次的雪州议会如期召开，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左起）及史里肯邦安 

州议员欧阳捍华与阿兹敏握手寒暄，并提醒对方 

需要测量体温。

取消蘇丹檢閱儀式

開幕禮例行餐會也取消

外，反对党区 
域•分为二， 

目前反对党区有13名州 

议员，只有反对党领袖 

巫统双溪侨华州议员礼 

占的位置保持不变。

阿兹敏坐在反对党

|
目前执政的雪州 

希盟只有3党，分别是 

公正党、行动党及诚信 

党，反对党则有巫统、 

伊党、土团党及独立人 

'去〇

另•方面，被公正

区的前排左二位置，位0党开除党籍的阿兹敏及 

于礼占与行动党武吉加胃鹅唛斯迪亚州议员希尔

星州议员拉吉夫之间。

反对党次排位置分_ 

别是伊党昔江港州议员 

阿末尤努斯、被革除雪州行 

政议员职务的土团党巴生海 

峡州议员阿都拉昔及巫统双 

武隆州议员三苏丁。阿都拉 

昔行政议员原本的位置则被 

空置。

，曼目前在雪州议会仍是 

_独立人士，未被编人土 

团党。希尔曼坐在巫统 

州议员旁边。

至于已签署法定声明 

支持雪州希盟政府的4名土 

团党州议员也是坐在反对党 
区，位置则在最后排的4个 

位置。

1 .刘天球 

(右一）使用消 

毒搓手液，防范 

冠病疫情。

2.拍大合照 

环I7时，原本站 
在最后排的阿兹 

敏（前排左二） 

因联邦政府部长 

身分而被请到前 

排位置坐下。

►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透露，为防治 

冠病疫情，今早的州议会开幕仪式除了 

取消原定的苏丹沙拉弗丁殿下检阅仪仗队仪式， 

也取消州议会开幕礼当晚的例行餐会。

他表示，此举是为了控制与减少人与人之间 

的近距离接触，制止病毒散播。

“在参照议长知会和苏丹谕令后，我们取消 

上午的苏丹检阅仪仗队仪式，以避开较长的流程 

和聚集太多人，但苏丹在开幕礼的环节，还是有 

宣读施政御词。”

阿米鲁丁强调，尽管在防治疫情前提下，州 

议会当局尽量缩短开幕礼的节目流程，但一切还 

是尊重州议会的程序。

他说，所有的议员辩论和演词，都还是需要 

被念出和进行，以为了雪州发展及治理Q

3.阿兹敏 

(左二）被调至 

反对党区，与反 
对党领袖礼占 
(左一）为邻。

大臣：未有重组州行政议会灵感

在回应政治课题时，阿米鲁丁笑称，目前未 

有重组州行政议会的灵感；至于填补土团党州主 

席拿督阿都拉昔被撤职后的行政议员空缺，需获 

得苏丹殿下御准才能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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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蘇丹：河流是生命之源

應綜合管理確保永續發展

雪州苏丹沙拉弗丁殿下在雪州议会开幕仪式上发表御词。

“我获悉州政府在今年度财政预 

算案中，在地方政府的辅警层次，有意 

和大马皇家警察合作，以把州内的闭路 
电视增至5000台，我对这项举措乐见其 

成。州政府也拨款500万令吉落实食物银 

行计划，帮助城市贫户减轻负担。”

对于经贸投资，殿下表示，雪州还 

是外资的首选，去年1月至9月的排名第 

-投资为台湾，即投资额33亿9000万令 

吉、依序为日本26亿3000万令吉和中国 

17亿1000万令吉，全部外来直接投资额 

为111亿7000万令吉。

(沙亚南16日讯）雪州苏丹沙拉弗 

丁殿下形容，河流是生活和驱动雪州经 

济的脉搏，但沿河流域的现代化城市发 

展，对水质和水量都构成影响，因此州 

政府推动沿河流域综合管理系统，把所 

有管理河流的官方机构集中…起，确保 

生命之源能永续发展。

“去年发生了 11宗河流污染事件， 
但得以在雪州水供管理机构（LUAS)、 

雪州水务管理公司及环境局的迅速行动 

下，避开滤水站被污染而需暂停营运的 

困扰。”

今年河流之友目标21支

殿下今日在新…季雪州议会开幕典 

礼宣读施政御词指出，州政府推出2020- 

2025年保护雪州河流蓝图发展，纳人非 

政府组织进行河流保育和教育工作、成 

立河流之友计划、领养河流及绿色发展 

沿河等运动和项目。

“雪兰莪河、冷岳河和巴生河的沿 
河处在去年迎来16支河流之友，他们的 

工作包括大扫除清理河岸，加强本身融 

人于母亲河的归属感；今年的河流之友 

H标为21支。”

殿下矢言，不会让雪州沦为洋垃圾 

废塑料的倾倒地，这方面需要环境局等 

单位携手打击。

拨200万加强社区安全

在城市与居住安全方面，苏丹殿下 
指出，州政府拨款200万令吉，透过地方 

政府发放给各地居民协会，以加强社区 

组织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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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可能实施封城后，雪州经济将进-- 

步受到打击。究竟雪州政府及雪州议 

员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促进旅游业及 

经济？”

建筑物。
他呼吁雪州政府应以雪州子民为 

先，而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则 

应在最短时间内，解决雪州行政议员 

课题，并专注在抗疫工作。

同时，他也敦促雪州子民对于雪 

州大臣及雪州行政议员变动的所有议 

论都应立即停止。他也促请联邦政府 

尽快向中国寻求协助，并认真考虑所 

有建议，包括关闭所有学校与大学， 

甚至是封城。

劉天球：議員首要住務

配合大臣救雪州經濟

(八打灵再也16日讯）行动党 

双溪比力州议员刘天球指出，为了雪 

州及雪州子民，雪州议员目前的首要 

任务，是与雪州大臣及防控专案小组 
(taskforce )-起致力于挽救雪州的 

经济。

他今日发文告表7K，由于冠病 

疫情未有任何改善，不仅游客需展延 

到大马旅游，其他的商务活动也需展 

延或取消，导致我国的旅游业严重受 

创。他说，雪州目前是冠病确诊病例 
最多的州属，仅3天前就有105个确诊 

病例，且有关数据并无下降的迹象， 

因此为了要减少冠病的传播，需进行 

大量工作。

“毫无疑问，冠病的爆发已经对 

我国的经济产生不良影响，随着雪隆

离隔床病够足有否是疑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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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丹沙拉弗丁理解，在贯彻我国君主立宪制民主 

交?%下，王室不应被视为直接参与和干预政治事 

务，反之应是一个可“超越政治”的机构。

殿下劝告议员们，不要做出•些令人民会吃亏的不负 

责任事情。

殿下形容，政治人物进行的权力斗争没完没了，甚至 

忘了他们中选后的职责，是为了执行人民所赋予的托付， 

以便能完善治理国家和州，为人民带来更大的福祉。

“大家都知道，人民此时正因世界经济萎缩、马币贬 

值、就业机会收缩和冠状病毒病疫情，而生活在物价高涨 

的水深火热屮

议员应助民脱困非耽溺权斗

“在人民面对着种种苦境时，议员们应帮助人民脱 

困，他们可以通过良好的施政理念和善政，促使经济永续 

发展，而非-直耽溺在权位的争夺中。

人民选出这些议员，是要他们为民服务，以便人民可 
继续享有雪州的繁荣兴盛。”

殿下强调，不容许有议员试图制造政治纷乱，来动摇 

雪州的政权治力，训示雪州议员们需确保州的稳定，才能 

为雪州子民带来更大福祉：

对于这次的联邦政权权力变化，殿下对大马国防卫 

队、大马皇家警察、消拯队和安全部队的尽忠职守致谢， 

确保雪州人民处于安全境地中。

(沙亚南16日讯）雪州苏丹沙拉弗丁殿下 

强调，所有指责国盟政府是“后门政府”或夺 

权的言论必须停止，因为这是不切实的论述， 

国家元首陛下是根据法律赋予的酌量权（kuasa 

budibicara)，而作出委任首相的裁决。

盼雪希盟国盟紧密合作

殿下今日为雪州议会第14届第3季第1次会议主 

持开幕典礼后宣读施政御词时指出，殿下非常关注 

在国家元首对委任首相人选作出裁决后所出现的国 

家权力变化，在进行了详细与开放的磋商后，确认 

-切都符合联邦宪法的条款。

殿下指出，虽然如今雪州希盟政府和国盟联邦 

政府分属两个不同阵营，但殿下希望基于雪州子民 

的福祉与经济发展的大前提下，双造依然能维持紧 

密的合作关系。

殿下表示，不想看到因为在治理与政治上出现 

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导致雪州子民在社会与经济的 

洪流中遭边缘化。
殿下形容，雪州人民的团结与和谐，是需要 

被捍卫和维护的财产，从而使得雪州保持稳定和安 

宁，因此贯彻各族之间的亲善与和睦是必须的。

雪州苏丹沙 
拉弗丁宣读施政御词 

时训示议员们需以人 

民社稷为重，不应耽 

溺在个人的争权夺位 

中。右为雪州苏丹后 
东姑诺拉茜金。

停it “後n政府”
王
室
應
是
『
超
越
政
治
』
^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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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土團：支持希盟4人見過慕尤丁

“要走要留自行決定”
阿都拉昔： 

交予4名土团党雪 

州议员，决定本 

身的政治动向。

亚南16日讯）雪州土团党主 

席拿督阿都拉昔指出，该党未对4名宣 

称支持雪州希盟的州议员采取行动， 
但他本身上周曾带过4人见过首相兼土 

团党总裁丹斯里慕尤丁，因此接下来 
将视4人本身的政治动向而定。

“在党而言，若他们觉得要退 

党，需遵循现有的党规退党；如果他 

们想继续留在土团党，就需撤回支持 

希盟的法定声明，或告诉希盟领袖， 

他们会继续留在土团党。”

也是巴生海峡区州议员的阿都拉 

昔，今日出席雪州新一季州议会开幕 

典礼后受询证实，党目前没对签署和 

呈交支持希盟法定声明予雪州大臣拿 
督斯里阿米鲁丁的4名州议员采取纪律 

行动，是要看他们会否跳槽加人雪州 

希盟的执政团队，若州政府接受了他 

们，党才会有所行动。

他坦言，本身已见过4人，也劝告 

了4人，但4人有自己的见解，所以他

交由4人自行决定，要继续留在党还是 

离开党。
宣称继续支持希盟的雪州4名土团 

党州议员是哈鲁麦尼（答冬加里）、 

莫哈末赛（而榄）、沙勒胡丁（轰 
埠）和阿希夫（龙溪）：

阿都拉昔证实，本身和慕尤丁共 

事甚久，了解慕尤丁的为人、原则和 

政治动向，所以在本次党选是支持慕 

尤丁；至于敦马哈迪，他尊重敦马为 

-名德高望重的政治前辈，但在•-些 

事情上，只能择其…。

假身分证投票先交警方查

对于该党雪州党选委员会日前报 
警，指有7名使用假身分证的人士在班 

达马兰支部投票，他表示，基于此案 

已交由警方调查，虽然他大概知道7人 

的身分，但不宜对外披露细节，并表 

示若警方调查证明7人有错，党肯定会 

采取纪律行动。

根据报道，巴生南区警区主任3 

苏阿马助理总监证实，警方接获土团 

党选委会的投报，因此援引刑事法典 
第419条文（冒充欺骗）调查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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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统维持6行政议员立场

此外，巫统霹州联委会昨晚也召集州 

内领袖开会，-些领袖如硝山国会议员拿 

督斯里纳兹里、邦咯州议员拿督斯里赞比 

里、崙都古楼州议员拿督莫哈末阿敏及仕 

林州议员古赛里等都有列席，无不让人猜 

想到此会议与行政议员配额有关。

伊党争取2行政议员配额

另一方面，伊党霹雳州主席拉兹曼指 
出，该党依然会争取2名行政议员配额，至 

于最终决定会如何，则交由霹州务大臣作 

出决定。

沙拉尼

沙拉尼：商行政議員配額

巫統領袖今晤霹大臣

11 鄧翠玲

(怡保16日讯）巫统霹雳州联委会主 

席拿督沙拉尼指出，霹州巫统领袖将针对 

霹州行政议员配额之事，明天与新任霹雳 

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末法依沙会面进行商 

讨。

至于会面的时间和地点，沙拉尼接受 

星洲日报访问时则表示待定，R前还不晓 

得。

阿末法依沙于本月13日在江沙王宫礼 

仪厅宣誓就任大臣，沙拉尼早前接受本报 

访问时曾披露国盟霹雳州政府10个行政议 

员名额当中，3党即巫统、伊斯兰党及土团 

党已同意6+2+2的分配。

根据大臣秘书艾迪今天发布在 
WhatsApp媒体群组的消息，阿末法依沙 

明天将在霹州秘书署的大臣办公室打卡上 

班，估计巫统霹州众领袖是在大臣打卡后 

要求会面。

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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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廣告牌影響駕駛者
“

巴
生河流域各大繁忙 

大道的广告牌林 

立，当中以电子广告牌为多。

部分大道在指定车流量高的 

位置，四面八方都可见大型电子广告 

板，早前有一段时间发现广告板荧幕的 

光度太亮，非常刺眼、伤眼；同时还有 

播放广告视频，両面不断变动，大大影 

响驾驶者的专注力。

可向靈市廳反映

大I
.都会》社区报提醒读 

-者遇上类似问题时， 

可直接向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反映与提

最近明显发现八打灵再也一带的广 

告板的亮度已调低，不过依然播放着广 

告视频，

个人认为，广告视频较适合在道路 

繁忙时段播放，毕竟路面车辆的车速较 

慢；但在非繁忙时段，就不应该播放广 

告视频，应驾驶者快速行驶时，当 

旁边的视频间接使驾驶者分心，就 

会带来•定的危险。”

供意见，投报管道包括热线（03-7954 

2020 )投诉，或电邮至aduan@mbpj. 

gov.my、或浏览网站（littps://embpj. 

mbpj.gov.my )及月佥书(https://www. 

facebook.com/mbpjaduan ) 〇

廖太太（蒲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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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立沙末：有聽說1億挖角

“我沒被獻議跳槽國盟”
(沙亚南16日讯）诚信 

党宣传主任卡立沙末指出， 

他本身没有被献议加人国民 

联盟，并认为这是“令人感 

到蒙羞的事”。

询及是否有人献议加人 

国民联盟，他坦言，确实有 

听说有该党的国会议员被献 

议成为部长或其他职务，包 

括该党策略主任拿督斯里祖 

基菲里因为冠病疫情而被献 

议重任卫生部长。

也是沙亚南国会议员的 

卡立沙末表示，他本身没有 

收到任何职位的献议，可能

他们知道他不会接受。

他今早出席雪州议会 

时，针对有希盟国会议员指 

首相慕尤丁领导的国民联盟 

政府提供高达1亿令吉的金额 

给希盟国会议员加人国盟政 

府，而作出回应。

他希望民选的国州议员 

履行职责，关注工作及服务 

人民，停止政治化斗争。

他表示，后门政府是 

对人民的背叛，当国家面对 

危机，他们却更重视政治权 

利，因为他们的背叛而成立 

了新政府。

卡立沙末 
否认本身没有被 
献议加入国民联 

盟，并认为这是 
令人感到蒙羞的 

事。

指哈迪“沒思想中心”

卡立沙末收回言論道歉

另
-方面，卡立沙末收回指责伊 

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是“没有 
思想中心的伊党主席（President Pas sudah 

tirlak centre ) ”的言论，不过他强调伊斯 

兰党并非伊斯兰政治的揩模a

他说，他曾因哈迪阿旺指任何要学 

习伊斯兰政治的人可效仿伊斯党，指责 

对方是没有思想中心的人。

仍认为伊党非伊政治楷模

“在诚信党顾问阿末阿旺的劝告 

下，我正式收回对哈迪阿旺这个言论， 

并向他作出道歉，我并没有作出私人攻 

击。”

也是沙亚南国会议员卡立沙末今午 

在服务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无论如 

何，他依旧认为伊斯兰党并非伊斯兰政 

治的揩模，因为当哈迪阿旺决定与巫统 

合作，并加人国盟时，就已背叛伊党当 

初奋斗的初衷。

针对日前在瓜登遭围堵的事件，卡 

立沙末指当晚结束直播欲离开诚信党瓜 
登党所时，忽然6至8名男子迎面而来， 

开始对他谩骂，所幸他和数名党员及时 

上车。
他在警察报案至凌晨2时，警方后来 

也劝那群人离开，所以当他离开时，已 

不见那群人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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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公青團署理

希爾曼加入土團
(沙亚南16日讯）遭公正党开除党 

籍后，被视为政治动向未明的雪州鹅唛 

斯迪亚州议员及前公青团署理团长希尔 

曼，今日在沙亚南出席雪州议会第14届 

第3季第1次会议开幕仪式后，受记者追 

问时，亲口证实本身已加人了土团党。

希尔曼也是已加人土团党的前公 

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的政治秘 

书兼门生。随着他本人亲口作出这番证 
实，意味他也追随着目前已是贸T部高 

级部长的阿兹敏这名前老板，-同过档 

土团党。

席拿督阿都拉昔选 

择追随党中央退出 

希盟的决定，成为 

雪州反对党议员， 

其原有的行政议员 

职，马上遭大臣拿 

督斯里阿米鲁丁开 

除。 实

希尔曼证 

已追随前老

被视为阿兹敏“重炮手”

希尔曼向来被视为阿兹敏的“重炮 

手”和在前公青团的“代理人”，在蓝 

眼时便针对各项不利于阿兹敏的课题和 

攻击作出回击。

在联邦政权变天后，雪州土团党主

基于他们仍板阿兹、一同加 

是土团党议员的身入土团党。

分，因此在本次雪

州议会的最新座席排位中，被编排到了 

属于反对党阵营的最后一排。

随着阿兹敏和希尔曼两人加人土团 

党，和阿都拉昔同一阵营，加上原有的 
巫统5名和伊党1名州议员一共9人，若再 

加上土团党的4名州议员，则雪州反对党 

议员人数，从国盟变天前的6人，增至13 

人；希盟三党执政党议员，则从50人减 

至43人。雪州共有56个州议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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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兴（左二）从颜薇慧（右二）手上接过捐增物资，左一为王嘉 

琪，右一为沈俊强。

MCT Industrial

再捐防疫用品給學校
(蒲种16日讯）随着昨天我国 

剧增190宗冠状病毒病确诊病例后， 

防疫用品公司MCT Industrial今早继 

上个月捐赠市值5万令吉的口罩、手 

套及消毒搓手液等防疫用品给金銮 

区各源流中小学后，今早再度出手 

相助，捐赠了3万个两层口罩及100 

瓶搓手液给区内的中小学，并交由 

马华梳邦区会主席赵启兴分发。

赵启兴今早在位于蒲种英旦花 
园的MCT公司接收该批捐赠品后说， 

这次的3万个口罩也来得真是时候， 

以弥补他上个月尚未能捐增到的金 

銮区多间所各源流中小学的情况。
也是1华雪州公共服务投诉局

主任的赵启兴接着说，有了 3万个两 

层口罩后，他将在明天开始分派到 

金銮区内各中小学。除此之外，这次 

的口罩捐赠也将扩大至区内的宗教 

学校，因正值学校假期，他正在连 

络各受惠学校安排接收捐赠物品， 

务必把这些口罩及搓手液在本星期 

日学校假期结束前送到这些学校。

除此以外，赵启兴也希望政府 

及教育部能慎重考虑把学校假期再 
延长至4月中旬，以避免学生回到学 

校后发生集体感染事件。
出席移交仪式者尚有MCT高级 

经理沈俊强、市场销售经理颜薇慧 

及营业主任王嘉琪:、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在进入议会厅前，测量体温。

占美回教堂工作人员为前来观光的游客测量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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