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ijalankandiPSSdalammelahirkan
lebih ramai murid yang cinta akan
buku sekali gus suka membaca
seterusnyadapatmelahirkanmodal
insan berpengetahuan tinggi dan
luas,” katanya.

Beliauberkatademikianketika
majlis Pelancaran NILAM Nafas

rekod NILAM telah diperkenalkan
dan digunakan sepenuhnya di
sekolah mulai tahun 2020 dan
kini hampir 90 peratus murid SK
Cyberjaya sudah mula merekod
hasil bacaan mereka mengikut
format NILAM Nafas Baharu yang
bersesuaian dengan umur, tahap
dan keupayaanmasing-masing.

“Sekolah ini tidak terkecuali
untuk bersama-sama menjayakan
hasrat negara bagi melahirkan
murid yang berilmu.

“Pelbagai usaha dijalankan
antaranya mewujudkan sudut
NILAM murid dan guru di
sekitar kawasan sekolah dan
membabitkan pembabitan ibu
bapa dalam merekod bacaan anak
jagaanmereka yangmana e-rekod
bacaan NILAM juga diwujudkan,”
katanya.

Encik Mohd Royahan berkata,
pihaknya berharap segala usaha
yang dijalankan oleh sekolah
dengan kerjasama semua pihak
dalam menjayakan program
NILAM itu dapat melahirkan
generasi yang berilmu melalui
tabiat suka membaca.

OlehMaria Uffa Zulkafeli
maria.uffa@bh.com.my

Cyberjaya: Pusat sumber sekolah
menjadi nadi utama dalam
melaksanakan gerakan tabiat
membaca di bawah Program
NILAM di sekolah.

Bagi merealisasikan hasrat
berkenaan, Guru Besar Sekolah
Kebangsaan (SK) Cyberjaya, Encik
Mohd Royahan Abdullah, berkata
pihak sekolah kini dalam usaha
untuk mewujudkan pusat sumber
sekolah (PSS) yang bercirikan
abad ke-21.

Beliau berkata, penyediaan
pusat sumber sekolah abad ke-21
itubertujuanuntukmenarikminat
dan meningkatkan kunjungan
murid ke PSS secara optimum,
sekali gus memberi tumpuan
kepada pemerolehan ilmu dan
literasi maklumat.

“Diharap kewujudan PSS
berwajah baharu tidak lama lagi
dapat memberi manfaat kepada
semua terutamanyamurid.

“Pelbagai aktiviti NILAM akan

Tarik minat membaca, tingkatkan kunjunganmurid

Murid-murid mendengar taklimat ketika pelancaran NILAM Nafas Baharu peringkat daerah Sepang tahun
2020 yang dijalankan di SK Cyberjaya, baru-baru ini.

Pusat sumber abad ke-21

Baharu peringkat Daerah Sepang
tahun 2020 di SK Cyberjaya.

Majlis berkenaan dirasmikan
olehAhliMajlisPerbandaranSepang,
Encik RushdanMuhammad.

Menyentuh mengenai NILAM
Nafas Baharu, Encik Mohd
Royahan berkata program yang

ditambah baik berkuatkuasa
Ogos 2019 itu diperkenalkan oleh
Kementerian Pendidikan bagi
memudahkan murid merekod
hasil bacaan serta memberi
fokus kepada aktiviti pengayaan
selepas pembacaan.

Katanya, format baha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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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Z5 peruntuk RM15 juta untuk kebajikan, perubatan 

SAIPOLYAZAN 

SHAH ALAM - Lembaga Zakat 
Selangor (LZS) memperuntukkan 
sebanyak RM15 juta sebagai ban-
tuan segera bagi memenuhi keper-
luan kebajikan dan perubatan be-
rikutan Perintah Kawalan 
Pergerakan akibat penularan wabak 
koronavirus (Covid-19). 

Ketua Pegawai Eksekutif LZS, 
Saipolyazan M Yusop berkata, per-
untukan agihan khas itu khusus 
kepada golongan penjaja, peniaga 
kecil serta pekerja golongan B40 yang terjejas. 

Menurutnya, bantuan itu bagi membolehkan 
golongan tersebut dapat meneruskan kelang-
sungan hidup dalam tempoh getir ketika ini. 

"Peruntukan agihan khas ini turut disalur-
kan bagi menampung keperluan peralatan 
perubatan di hospital-hospital yang beropera-
si menangani Covid-19. 

"LZS juga akan menyalurkan bantuan ma-
kanan kepada pelajar institusi pengajian ting-

gi (IPT) yang terputus bekalan melalui 
peruntukan agihan khas ini,"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di sini semalam. 

Beliau berkata, golongan yang ter-
jejas boleh membuat permohonan 
bermula 25 Mac ini dengan menghu-
bungi Talian Zakat Selangor 1300 88 
4343 (Isnin-Jumaat jam 10 pagi hing-
ga 3 petang). 

Dalam perkembangan sama, beliau 
berkata, LZS akan mempercepatkan 
penyaluran Bantuan Kewangan Bula-

nan kepada penerima pada hari ini yang kebia-
saannya disalurkan pada setiap 25 haribulan. 

"Agihan bantuan bulanan lain juga akan ber-
jalan seperti biasa. Semoga dengan bantuan ini 
dapat membantu meringankan kelangsungan 
hidup umat Islam di negeri Selangor. 

"LZS akan sentiasa melihat keperluan yang 
timbul dari semasa ke semasa bagi menyantuni 
semua pihak yang mengalami kesukaran semasa 
tempoh Covid-19,"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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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us bukan benda hidup 

Sejak WHO mengklasifikasikan 
koronovirus (Covid-19) seba-
gai pandemik, semakin banyak 
maklumat yang kadangkala 

pelik berlegar dalam media sosial. 
Antaranya yang mengatakan bahawa 
air rebusan lima helai daun sirih boleh 
bertindak sebagai hand sanitizer. 

Ada juga yang bahkan mengatakan 
air rebusan ketum mampu menyem-
buhkan pesakit yang dijangkiti Co-
vid-19. Ia benar-benar membuatkan 
kita tepuk dahi. 

Kita perlu faham apa itu virus. Ra-
mai yang beranggapan bahawa virus 
dan bakteria adalah sama kerana kedua-
duanya menyebabkan kita sakit. Bak-
teria boleh dibunuh menggunakan 
antibiotik namun tiada ubat untuk 
membunuh virus. Vaksin pula meru-
pakan ikhtiar untuk mencegah, bukan-
nya mengubati pesakit yang telah di-
jangkiti virus. Benarkah virus bukan 

benda hidup? Jika ia tidak hidup, ba-
gaimana hendak mematikannya? 

Untuk dikategorikan sebagai benda 
hidup, ada kriterianya. Bagi mereka yang 
belajar biologi, sel merupakan unit asas 
hidup. Setiap benda hidup terdiri daripa-
da satu atau lebih sel, atau hasil rembesan 
sel-sel tersebut seperti cengkerang atau 
tulang. Beberapa organisma, seperti ke-
banyakan bakteria, adalah unisel (terdiri 
daripada satu sel) manakala manusia yang 
berbilang sel (multisel) dianggarkan 
mempunyai 100 trilion sel. 

Benda hidup berhomeostasis, iaitu 
mengekalkan keadaan dalamannya un-
tuk menjadi stabil (keseimbangan di-
namik). Setiap organisma hidup, baik 
unisel atau multisel, mampu berhome-
ostasis. Contohnya, pada tahap sel, 
homeostasis berperanan mengekalkan 
pH manakala pada tahap organisma 
pula, homeostasis berperanan menge-
kalkan suhu dalaman (bagi organisma 
berdarah panas). 

Virus bukannya sel tetapi merupa-
kan set of genes. Istilah virus berasal 
daripada bahasa Latin yang bermaksud 
racun atau bisa. Virus tidak memerlu-
kan makanan, tidak membiak dengan 
sendiri, tidak bernafas, berkumuh, tum-
buh, atau bertindak balas kepada rang-

• Benarkah virus bukan 
benda hidup? Jika ia tidak 
hidup, bagaimana hendak 
mematikannya ?'' 

sangan maka ia tidak mempunyai ciri-
ciri benda hidup. Bagaimanapun, virus 
juga bukan benda yang mati. Virus 
memerlukan hos (perumah) untuk ber-
kembang iaitu menghasilkan lebih ba-
nyak zarah virus. 

Oleh kerana virus tidak mempunyai 
kemampuan untuk membiak sendiri 
seperti kebanyakan parasit lain, mere-
ka memerlukan perumah yang tertentu. 
Sesetengah virus hanya boleh membi-
ak dalam spesis tertentu tetapi sesete-
ngah yang lain boleh membiak dalam 
pelbagai spesies dalam proses replika-
si. Virus Covid-19 merupakan virus 
baharu kerana sudah bermutasi. 

Virus lebih kecil saiznya berbanding 
bakteria; diameter ukurannya dianggar-
kan antara 20 hingga 300 nanometer. 
Kebanyakan virus tidak dapat dilihat 
melalui mikroskop optik yang biasa; ia 
hanya dapat dilihat menggunakan mik-

roskop elektron. 
Contoh penyakit yang paling biasa 

ialah selesema yang disebabkan oleh 
pelbagai jenis virus; yang biasa kita de-
ngar ialah influenza atau flu. Disebabkan 
virus menggunakan sel perumah, virus 
sukar dibunuh atau dihapuskan. 

Cara yang terbaik ialah pencegahan 
melalui penvaksinan kerana penggunaan 
ubat hanyalah untuk merawat simptom 
penyakit. Contohnya, ubat paracetamol 
untuk mengurangkan suhu badan akibat 
demam selesema bukannya membunuh 
virus influenza. 

Sama-sama kita berusaha mencegah 
diri daripada dijangkiti virus Covid-19, 
iaitu dengan mencuci tangan menggu-

- nakan air dan sabun dengan lebih kerap 
(atau menggunakan pembersih tangan 
beralkohol sintetik seperti ethanol), 
menutup mulut dan hidung ketika batuk 
atau bersin. 

Jauhi atau hindari sesiapapun yang 
menunjukkan gejala demam atau flu 
dan jika anda mengalami demam, ba-
tuk, atau kesukaran untuk bernafas, 
dapatkanlah bantuan perubatan segera 
dan jangan ke tempat awam. 

* Dr Johari Yap ialah Naib Presiden Macma 
Malaysia dan Pengerusi Macma Kelan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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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al lesen jika ingkar 
MPSJ ambil tindakan 

tegas jika pengusaha 
kedai makan langgar 

undang-undang 

O l e h M U H A M M A D AMIN-
NURALIFF M O H D ZOKI 

SUBANG JAYA 

Langkah inijuga bagi 
memastikan kesihatan dan 
keselamatan penduduk 
Subang Jaya terjamin." 

-Noraini 

Majlis Perbanda-
ran Subang Jaya 
(MPSJ) akan 
mengambil tinda-

kan tegas termasuk memba-
talkan lesen perniagaan bagi 
mana-mana pengusaha di 
bawah kawasan pentadbiran 
MPSJ yang didapati melanggar 
undang-undang yang telah di-
tetapkan. 

Yang Dipertua Majlis Per-
bandaran Subang Jaya (MPSJ), 

Noraini Roslan berkata, tindakan 
itu akan diambil selepas pihak-
nya mendapati terdapat ramai 
pengusaha makanan yang masih 
membuka premis mereka dan 
terus melayani pelanggan tanpa 
mengendahkan Perintah Kawa-
lan Pergerakan yang telah diu-
mumkan kerajaan. 

"Langkah ini juga bagi me-
mastikan kesihatan dan kesela-
matan penduduk Subang Jaya 
terjamin tanpa berkompromi 
dengan mana-mana pihak yang 
tidak mematuhi undang-

undang,"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di sini semalam. 

Beliau berkata, pengusaha 
yang melanggar peraturan boleh 
didenda RM1,000 atau penjara 
tidak lebih enam bulan atau ke-
dua-duanya. 

Pada 16 Mac lalu, Perdana 
Menteri, Tan Sri Muhyiddin 
Yassin mengisytiharkan Perin-
tah Kawalan Pergerakan di ba-
wah Akta Pencegahan dan Pe-
ngawalan Penyakit Berjangkit 
1988 dan Akta Polis 1967 selama 
14 hari sehingga 31 Mac 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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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mlah pengunjung pasar dihadkan 
SELAYANG - Majlis Perbandaran 
Selayang (MPS) memantau pergerak-
an pengunjung di pasar awam seluruh 
Selayang pada hari kelima Perintah 
Kawalan Pergerakan semalam. 

Pita kuning turut dipasang di se-
kitar pasar awam dan jumlah pengun-
jung dihadkan, malah kedudukan 
antara pembeli juga dijarakkan sejauh 
semeter. 

Yang Dipertua MPS, Shamsul 
Shahril Badliza berkata, MPS meng-
gerakkan 35 orang anggota daripada 
Jabatan Penguatkuasa dan Kesela-
matan, Jabatan Pelesenan, Jabatan 
Sisa Pepejal dan Kesihatan MPS un-
tuk pemantauan itu. 

Menurutnya, MPS telah mengu-
atkuasakan peraturan bagi urusan 
pembelian di pasar awam Selayang 
bagi mengelakkan kepadatan orang 

ramai. 
"Hanya satu pintu masuk dibuka 

di semua pasar awam dengan hanya 
satu wakil mewakili satu keluarga 
dibenarkan membeli keperluan, tidak 
tertumpu kepada satu pembeli dalam 
satu masa, memastikan jarak selamat 
semeter dan digalakkan memakai to-
peng muka serta sarung tangan. 

Laluan masuk ke 
pasar awam 
dikawal bagi 
mengelak 
kepadatan dan 
bersesak 
sepanjang 
tempoh Perintah 
Kawalan 
Pergerakan. 

"Keadaan di seluruh pasar-pasar 
awam didapati terkawal dan orang 
ramai mematuhi peraturan yang dite-
tapkan,"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ta-
an semalam. 

Katanya, beliau berharap kerjasa-
ma daripada orang awam itu diterus-
kan dalam bersama membantu kera-
jaan memutuskan rantaian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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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雪隆许多巴刹都限制进人巴刹的人数，避免过度拥挤而遭到执法组的关闭 

指示。

保持距離■須戴口罩-

E剿超市
戒線

i建美

(吉隆坡22日訊）为了控制人 

潮，许多公共巴刹和超市纷出狠招 

限制人群，包括进出巴刹的消费者 

必须戴上口罩、进入巴刹前需喷射 

搓手液、限制进入巴刹的人数、购 

物者排队时需维持1公尺的社区距 

离，以避免人潮集中而增加感染病 

毒！

即使目前正是行动管制执行期间，不 

过周末无疑是众人出动前往各超市和公 

共巴刹购物的日子，加上雪州的许多露 

天早市都已暂停营业，消费者都全面被

引入超市和公共巴刹。

许多巴刹公会的理事担心巴刹被挤爆 

而失控，因此纷纷“出马”维持秩序将 

非必要的进出口封锁，并只开放主要的 

进出口给消费者进出，同时都会限制进 

入巴刹内的人次。

沒戴□罩禁止進入

梳邦再也市议会执法组也在沙登旧巴 

刹和沙登人民巴刹拉起警戒线，以控制 
人流进出巴刹，SS15的巴刹也是限制人 

数进入巴刹购物，每次只会开放50人进 

入，确保室内巴刹的拥挤情况不会再 

现。

蕉赖友力花园巴刹过去数日被许多购

物者，一窝蜂涌进而一度失控，国家安 
全理事会（MKX)已指示巴刹昨日就暂 

停营业，不过经过协商后已允许今日继 

续营业，小畈公会的理事们也自动自发 

维持交通秩序，任何没戴口罩的消费者 

都一律禁止进入，并需在消毒双手后 

才可进入，同时也有小贩会在进出口 

广播传达讯息。
位于孟沙的TMC迷你超市也指定每 

次只会开放让1〇名消费者进入超市 

购物，驻守的保安人员将会负责点 

算进出超市的人数，避免超市出现 

“超标”的情况，同时也促请消费 

者在收费柜台排队付费时也必须保 

持社区距离。

SS15區巴剎允50人進屬
g邦再也州议员黄美诗受访时指出，SS15区 

丨L的巴刹已在控制人群，所有购物者必须保 

持1公尺的社区距离。
她指出，巴刹每次仅允许50名消费者进入购 

物，并没限制购物时间，意指1人进1人出，至 

于没戴上口罩的消费者不被允许进入。

她促请众人只购买需要的物品，千万不要不 

断重复进出巴刹。

黃美詩促團結抗疫

“梳邦再也市议会执法组已在数日前在巴刹 

内外执法，也希望大家这段期间可保持冷静的 

心态，尽量呆在家不出门。”
黄美诗指出，新冠肺炎（2019冠状病毒疾 

病）的确诊病例已逐渐増加，大家必须团结一 

致抗疫。

此外°，甲洞国会议员林立迎也在面子书和推 
特贴文指，截至本月21日，甲洞的确诊病例已 

有24宗，排名全国第11位，因此希望众人可留 

在家中。

他也贴上増江北区周日早上的巴刹情况，可 

见巴刹内人潮依然非常汹涌。

+任何进人蕉赖友力花园 t mx| +
的消费者，都必须事先消毒和 

戴上口罩，否则禁止进人。

迷你超市瑕10人進入

为
了应付庞大的人潮，迷 

你超市决定每次只限制 

10人进入购物！
TMC迷你超市（Teng Mini 

Market Centre)发言人指 

出，如此做法可保持消费者 

之间的社交距离，因前来购

物的消费者实在多而必须有 

所限制。

他指出，保安人员都会协 

助点算进出的人数。

“我们也已指示所有消费 

者就算是排队付钱，都必须 

自我保持距离。”

_ M g t P»- - - It. *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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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队的消费者都戴上口罩。

士B ^■赖高原商业小贩公会 

% €监控组长杨秋鸿接受 

《中国报》电访时指出， 

所有进出蕉赖友力花园巴 

刹的消费者都必须戴上口 

罩，并在进入巴刹前需喷 

射消毒剂，而巴刹公会的 

理事也会在内外配合点算 

人数。

他°指出，几乎超过一半 

^来自吉隆坡的居民都前去 

蕉赖友力花园巴刹购物， 

导致巴刹非常拥挤而几乎 

瘫痪，早前也有许多消费 

者并没有戴上口罩。

他指出，国家安全理事 
会（MKN)周六前来巡视时 

就为了安全起见而下令马 

上关闭，不过很多小贩都 

已订购货源，因此就求助 

于蕉赖区国会议员陈国伟

A
协商，以要求让小贩周曰 
可继续营业。

“我们周日成功控制到 

人群，大家都给予配合， 
我们是保留巴刹的2个路口 

进出，如果5名消费者完成购物， 

我们就会让排著队的另5名消费者 

进入，我们必须控制人潮。”

公會會員助維持秩序

杨秋鸿指出，毕竟他们是在最 

后一分钟才获知可在周曰重新营 

业，也难以找到志愿警卫团，所 

以小贩公会的所有会员，就互相 

配合来维持秩序。

他指出，他们只允许在周曰重 

新营业，随后就必须休业，不过 

他们也有要求继续营业，一切就 

视情况而定。

“如果我们在4月1日才重新营 

业，届时的人潮会更加汹涌，无 

论如何希望可以让我们继续营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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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限制每户1人出外购物，民众之间每人的距离也得维持至少1公尺。

士拉央市會轄區巴剎

僅開1門讓民進入
(士拉央22日讯）配合行动管制令的1 

户只限1人出外购买食材措施，士拉央市 
议会也发出通告，
辖区内的公共巴刹 
也只会开启一道门 
让民众入内购物。

据市议会所发出 
的通告指出，在市 
议会管辖下的公共 
巴刹，从即日起，
将只开启一道门，
让每户1人入内购 
买曰常必需品和食 
材，民众受促遵守 
规则。

此外，除了即曰

起执行上述措施，所 
有到巴刹购物的民众 
也得每人保持至少1公 
尺的社交距离。

购物者也受促勿靠 
近付款柜台，并在出

门时戴上口罩和手套。

■士拉央市议会管辖下的公共巴刹，即日起将封闭所有人 
口，仅留下一个进口让民众排队人内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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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家裡食材用完
♦黄冠弘（37岁、汽车行业）

平
时很少出门，之前也没有特意囤粮，所以 

当家里的食材用完后，今天才来巴刹补买。 

出门在外都会做好防疫措施，包括与别人保 

持安全距离，同时不会太多人一起外出，主 

要都是由我负责在外采买。

1人出外採購
♦苏先生（50岁、德士司机）

往太太会和我一起出门采买，但现在政府 

只限制1人外出，所以今日只有我出门负责 

采购，实施1个人出外采买的措施，更能保障人 

民的安全，因为保命最重要。

購買較多分量
----------------------------------------------------------- ►

♦陈先生（46岁，服务业）

>前都是和太太一起出门米买一家四口的日 

<常用品，如今政府下令只允许让1人出门， 

所以现在就由我和太太轮流出外采买和补货。 

为了减少外出，我们在家都会简单煮食，并 

会购买多一点的分量，包括多买一些猪骨 

可拿来煲汤。

採取防疫措施
-►

♦何翊婷（55岁，家庭主妇）

•是我在行动 

4管制令实行 
以来，第二次到■

巴刹采买曰常用 

品，主要是采购 

肉类和蔬菜，也会 

购买较多的分 

量，尽量减少 

出门购买食材。

如今疫情严重，
出门在外都会采取防疫措施，包 

括佩戴口罩，在外也会保持社交安 

全距离，避免感染病毒。

如今许多民众都在争相抢购，我 
一般于早上8时抵达巴刹采买，避免 

来，所有东西都已卖光。

■际/么只巴刹外，沙宜一芾的褚閃)占X排长疋，邰方氏众遌照杠父安芏 

距离，人与人之间保持一公尺的距离。
■民众继续“扫货日常”，加上营业的巴刹;{ 
导致小贩的工作量倍增，有者为了避免 

过劳发病而计划歇业！

IOT蔡琦淮

盧淑

(沙登22日訊）行 

动管制令迈入第5天，

民众持续进行“扫货日 

常”，加上大邵分露天巴 

刹不得营业，消费者暴增的 

需求导致照常营业的小贩忙 

翻天，一些小贩因而计划休 

息歇业，避免过度劳累而发 

病。
自我国政府在3月18曰，宣布实 

施为期两周的行动管制令后，民 

众纷纷启动“扫货”模式，争相 

到超市、公共巴刹及杂货店抢购 

曰常用品，许多巴刹在凌晨时分 

的人潮攒动，小贩必须应对接踵 

而来的消费者，忙得不可开交。

据知，沙登与蒲种一带的公共 
巴刹，从凌晨5时便开始聚集抢 

购人潮，当中一些肉摊，如猪肉 

与鸡肉摊档的人潮最为拥挤，有 

者更大排长龙；虽然大部分民众 

皆有佩戴口罩，但碍于巴刹空间 

狭小，一些民众并遵照安全的社 

交距离，并排站在摊档前轮流采 

买与付钱。

《中国报》记者今曰走

麟
刹，其中一名猪肉小i郑女士 

告知，近日来的生意暴増两、三 
倍，销售量从以往的2只全猪， 

激増至4只，导致工作量随之倍 

増，如今更休息时间不足，过度 

劳累促使身体健康亮起红灯。

“顾客的需求不断増加，就算 

有再多的货源，都一定有人会 
买，可是我们只有3个人工作， 

庞大的工作量令体力达到极限， 

如今身体开始不适，所以决定从 
明曰开始休息至4月1曰。”

在店外等候開店

此外，人民巴刹周遭的猪肉专 

卖店从早上7时开始，便已大排 

长龙，据业者告知，自政府实施 

行动管制令后，该店的光顾人潮 

从未减退，货架商品经常被一扫 

而空，因此员工必须随时候命， 

及时补货，工作量因而激増。
“我们凌晨6时才开门营业， 

但开店前已有人在店外等候，其 
实大部分的猪肉在早上9时至10 

时便已售罄，但光顾人潮却陆续 

有来。”

沙飲民巴刹

控制人流
、、+、登人民巴刹周六拉起警戒线，控制人流，民众受促 

^采买完毕后立即回家，避免人潮聚集。

据观察，上述巴刹四周围已拉起警戒线，民众只能透过 
唯一的入口出入巴刹，大约早上8时许，现场的人群逐渐 

松动，共有3名梳邦再也市议会执法人员在场监督，确保 

民众采买结束便立即回家，避免人潮在外逗留太久，引起 

人们聚集的情况。

值勤执法人员告知，当局周六晚在上述巴刹拉起警戒 

线，并开放一个出入口控制人流；据知，所有民众受促采 

买所有日常用品后，必须即刻回家，以免在外逗留太久。

据现场所见，大部分民众都依法抢购日常用品，不仅有 

佩戴口罩抢购，一些民众在排队购买猪肉时，也按照社交 

安全距离，即与前方的人保持一公尺的距离，减低感染 

病毒的风险。

民衆啓動掃賃模式

众
采
买
结
束
立
即
回
家
，
避
免
造
成
人
口
聚
集
。 

戒

线

，
控
制
人
流
，
同
时
进
行
监
督
工
作
，
劝
告
民
 

■
梳
邦
再
也
执
法
人
员
在
沙
登
人
民
巴
刹
拉
起
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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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 報導•葉原溢

(吉隆坡22日讯）行动管制令 

导致人民陷入抢购恐慌，但马来 
西亚海商公会和禽畜业联合总会 
纷纷表态，市面上的供应和需求 
依然充足且价钱平稳。

海商公会会长辛建佳指出，尽 
管国内渔船随著加工厂的关闭而 
减少出海捕鱼，但国内的供应有 
近50%都是仰赖泰国和印尼，目前 

政并未禁止这些海产进口，加上 
许多国人早在实施行动管制令前 
就已经抢购和囤货，反倒是海商 
批发商这阵子的销售量减少了 4到 
5成。

他也向《中国报》补充，销售

辛建佳：5肷靠進口

海產供應充足
養减少因为一些露天巴刹和夜市 
无法经营，但还在营业的商家这 
几天下单的海产鸶还是蛮多的， 
也可见大家这几天还是蜂拥而去 
市集囤货。

“我预测下周，即明天起的销 
售量会再往下滑。现在基本上海 
商的来源少了一半，销售也少了 
一半，目前处在供应持平的情 
7兄。

& “但整体而言，目前对整个市 
场的影响不大，价钱也没有多大 
变动。”

另外，他 
解释，基于 
现在的货
量减少后，许多运输公司基于运 
输的货量收获，没办法抵销整体 
的运输成本费，进而选择在明天 
开始停工；批发商也因为销量减 
少，有奖金10%至15%休业。

他也澄清，’吉隆坡批发市场和 
士拉央旧批发公市目前都正常营 
业，呼吁国人不要听信社交媒体 
的不负责任谣tP

政府將釐清業者疑慮
^畜业联合总会顾问拿督黄俊仪说，尽管 

行动管制令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但该 
会已向涉及的政府机构反映面临的问题，而 
后者也正在积极解决这些问题。

他解释，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包括养殖场的 
员工是否一定要减半、运输业是否要向贸消■黄俊仪 
部申请准证才能上路等？

他透露，该会周六（21曰）已跟兽医局、贸消部开会，并提 

出业者们面临的问题；政府机构也积极在厘清业者的疑虑，后 
者每天都会开会来解决业者面对的问题。

“这也是政府第一次执行行动管制令，我觉得大家要尽量跟 
政府配合，现阶段最重要就是保障国人的健康。”

黄俊仪以鸡和鸡蛋作为例子，这些供应都是超过100%的，因 
此价钱方面都没有任何波动。

他补充，如果该会发现当中的供应链出现任何问题，他们也 
会与政府反映，而政府也会采取行动去解决，避免出现短缺的 
情况；事实上总会和政府都保持密切的沟通。

謝另 
添
is

■

蝦 
類 
魷
色
/■I%

或
短

■谢添僖

一方面，大 
马渔业总会 

长谢添僖则说，
目前鱼类供应充 
足，但随著安顺 
市议会下令半港 
渔业工厂在行动 
管制令期间暂停 
营业，雪州各地 
区渔民担心捕获 
的海产没地方可销售，纷纷在回岸 
前把部分海产倒会大海，如今也已 
不敢出海捕鱼，相信不久后将面临 
供应紧张的情况。

他解释，半港渔业工厂是国内最 
大的渔业中心，尤其雪州渔民有一 
半以上的海产都批发到该地。

他补充，目前吾榜鱼等一般鱼类 
的库存还很充足，但虾类、鱿鱼及 
其他比较好的鱼品可能会短缺，之 
后将进一步导致供应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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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10横幅提醒待在家
黄瑞林：盼發揮勸阻作用

(巴生2 2日 

讯）为了让.适耕 

庄人更遵守行动 

管制令，多留在 

家勿到处走动， 

适耕庄州议员黄 
瑞林拨款约2000 

令吉印制1 0个 

横巾S，张挂在村 

内显眼处，期望 

能够发挥劝阻作

用0

黄瑞林披露， 
他是动用州选区 

服务中心拨款印 

制横幅1张挂的 
范围包括海□、A 
村、B村、C村、 

巴刹及街道。他 

的用意是要提醒 

所有人留在家 
里，勿外出“趴

趴走” > 更要保

持个人卫生、勤 
洗手、戴□罩及 

照顾好健康。

身兼雪州议长 

的他表示，前线 

人员包括医护人 

员都在奋力救 

人，身为国人的 

群众更应该要更 
多地配合，一

■适耕庄的抗疫横幅写著 

毒，人人有责。
同心协力对抗新冠状病

同面对这场“灾 

难'’，勿让疫情 

变得更加严重。

‘‘希望病毒快 

快散去，各行各 

业重新振作，大 
家的经济和收入 

恢复如常；若大 

家不合作，疫情 

日渐严重，相信 
大家所担心的经 

济和债务压力， 
恐会成梦魇。”

他补充，在抗 

疫的非常时期， 

大家最重要是发 

挥互相合作精 

神，留在家中， 
确保自己、家人 
及社区大众的健 

康不受威胁。
至于一些因管 

制令而“手停口 

停"的民众，若 
有需要，其服务 

中心会资助一些 

日常用品和款 

项。目前已有几 

户巫裔家庭受 

惠，他表示会陆 

续帮助有需要的 
人士。(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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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行动管制令实施的前几天出 
t±l现大量人潮的蒲种公主城巴 

刹，从今日起暂停营业，直到另行 

通知为止。

该巴刹管理层发通告指出，为 

了雇员、租户以及顾客的健康与 

安全著想，该巴刹从即日起暂停 

营业。

金銮区州议员黄思汉昨日也在脸 

书发布有关通知，指该巴刹决定在 

行动管制期间暂时关闭，他劝请民 
众无需担心|蒲种区还有15个巴 

刹或超市可买到新鲜的曰常用品。 
(TTE)

每
户

U

人
購

物

拉央市议会主席三苏沙里 

I尔发文告指出，市议会出 
动了35名官员，分别来自执法 

与安全组、执照组、固体废料及 

卫生组，监控公共巴刹的人潮流 

动0

他说，公众必须遵守规矩，所 

有公共巴刹只允许开放一个入 

□，每户家庭只有一名代表允许 
进入巴刹购买所需日用品。

市议会鼓励民众佩戴□罩及 

手套，民众必须保持一公尺的 

距离，不鼓励民众包围小贩摊 

位。

三苏沙里尔表示，今日情况获 

控制，民众都遵照指示，但市议 

会仍会继续监督。

任何疑问或投诉，可致电市 
议会特别行动室热线（03-6138 

9898、1800-222-677 )，或浏 

览市议会的社交媒体。

瓜冷市议会通告指出，万津公 

共巴刹只开放一个入□，仅一名 

家庭成员进入购物，民众必须保 

持_公尺距离，建议民众佩戴口 

罩及手套，车辆不准驶入巴刹范 
围内。(TTE)

雪各區加強管制

執法員巴刹監控人潮
冠病抗疫

(八打灵再也22日讯）雪 

州政府昨日发布一项附加管 

制措施，雪州各地区巴刹今 

早开始执行人潮管制，各地 

方政府执法人员在巴刹维持 

秩序，监控购物人潮。

联邦政府于1 8日落实行动管制令 

后，全国各地的巴刹都涌现人潮，民 

众担心买不到日常用品而蜂拥抢购， 

引起当局高度关注。

雪州各地方政府今日开始实施紧急 

应对措施，限制巴刹内的顾客以及购 

物时间，避免再出现人潮拥挤情况。

没戴口罩被拒进入

士拉央市议会在万挠巴刹执行严厉 

管制，只开放_个入□，每次只允许 
15人进入，购物时间限15分钟。

公正党万挠区州议员蔡伟杰表示， 

市议会官员这时仍到前线执行任务，

i I
■经过地方政府实行进一步严厉措施后，巴刹的拥挤人潮大为减少

是为确保大家度过艰难时刻。

首邦市SS1 5区巴刹同样今日起实 

施人潮管制，一次只容许50人进入购 

物，其他民众必须在外排队，同时保 
持一公尺距离。

行动党首邦市州议员黄美诗表示， 

凡是没有佩戴□罩的民众都被拒进 

入，她更提醒民众一次性购买所需的 

物品，不要重复回到巴刹。

灵市双溪威巴刹今天采取同一时间 
只限50人进入措施，只开放2个入□ 

让民众排队。

八打灵再也市议员王友泰指出，灵 

市政厅官员昨天拉起警戒线，在地上

贴上_公尺距离的排队线，今早还派 

出卫生组执法人员维持秩序，今日人 

潮不多，巴刹运作很顺利。

沙登巴刹同样今日开始人流管控措 
施，拉起封锁线。今日与前几日比较 

巴刹人潮更少，执法官员到场仅是监 

督，并劝告民众买完后尽快回家。

一名官员表示，虽然人流减少，但 

还是有欠理想。当地一些民众的防疫 

意识不高，一些人像没事一样到处走 

动。有些小贩不遵守限令，照样露天 

摆摊，看见执法官员来到，就马上逃 
掉。（TTE)

Si

■官员在巴刹入口处现场检验购物者的体温，严格执 

行雪州政府的附加措施。
■在巴刹外等待的顾客，排队时都保持距离著一公又 

的规订。

蒲
種
公
主
城
巴
刹
暫
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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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政府虽允限时营业

部分修车厂选择休业

摄影

潘丽嫜

黄亮晖

(蒲种22日讯）雪州政府基于

市场需要，昨日同意修车行业 

限时营业，不过，据观察，有 

很多业者基于各种理由，决定 

暂时休业。

尤其是蒲种区，修车厂区 

特多，过去有不少业者为了方 

便上班车主，会在周日开店营 

业，但今天《南洋商报》巡视 

时，只有数间业者有营业。

开店也没生意

车或货运爆胎在路中央，虽政 

府允许拖车业服务，但很多人 

怕被感染，宁在这期间休息， 

以致总找我们解决问题。” 

他说，尤其是食物速递员 

的爆胎问题，若无法给予解 

决，就无法开丁。

“基于客户有需要，所以 

我今天〖丨:一半员工回来工作， 

包括继续维修管控令前，客户 

留下的轿车。”

他坦言，旱上开门时，上 

门的车主不多，大多数是必要 

服务领域的车，并有向客户坦 

言，只限一般维修，因许多零

李金就：让一半员工回来营 

业。

件供应商选择继续休，部分零 

件若没存货，则无法维修。

他透露，其他同业因市场 

供应链没正常操作及基于上门 

生意不多，大多人选择休息。

有的修车店虽有开店，但 

不见有人上门，有的则有数辆 

车停在店前，业者透露，该些 

轿车是车主在行动管控t前， 

前交给车行维修，如今继续。

在蒲种市中心开设修车厂 

已有20年的李金就指出，基 

于政府早前政策不明朗，同业 

大多数选择休，如今梳邦再也 

市议会已发出文告说明，修车 

行可从上午10时营业至下午4 

时，所以在今日开始营业。

“在管控令落实后，大量 

熟客急联络我们，说他们客服

据了解由于管控令期间，市民少外出，一些修车行因客源不 

多而考虑休息或再视情况作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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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人员进入

士拉央加强巴刹管制
(士拉央22日讯）士拉央市议

会配合行动管控令进人第5 

天，将会加强在辖内公共巴刹 

的管制，包括限制唯一进口及 

一位家庭成员进人，购买日常 

用品。

士拉央市议会今日发文告 

指出，共派出35位来自执法 

与安全组、执照组及固体废料 

与卫生组的官员，到巴刹管制 

出人口。

当局此举是为了控制人 

潮，避免过多的人群聚，并促 

请民众合作遵守规则，共同努 

力防疫2019冠状病毒病。

任何投诉或是疑问，可拨 

打十拉央市议会特別行动室的 

电话’周一■至五’上午8时至 

下午5时，电话：03 - 

61389898，或免付费电话： 

1800-222-677

士拉央公共巴刹防疫措施

■L只开放_个进口

2. 只有_家庭成员进入采购

3. 每位消费者在消费时，需 

与他人保持一米的距离

4. 消费者不可蜂拥在同一档 

口处

5. 消费者鼓励带手套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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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种公主城巴刹暂停营业
蒲种22日讯|为了雇员、租户以及 

顾客的健康与安全著想，蒲种公主城巴 

刹（Puteri Mart)从今日（22日）起暂 

时停业，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雪州行政议员兼金銮州议员黄思 

汉劝吁蒲种市民，即便蒲种公主城巴刹 

管理层已决定在行动管制令期间暂时关 

闭，惟市民仍然可前往蒲种区内15个地

点购买日常所需。

多个地点可购物

黄思汉昨晚在面子书上，上载一张 

照片通告，并发表帖文指公主城巴刹管 

理层已做出暂时关闭的决定，惟他呼吁 

市民无需过于担心，区内还有多个地点

可以购买到新鲜蔬菜、肉类及杂货。

其余能购买到日常所需的15个地 

点，包括蒲种市中心特易购、101购物中 

心的永旺超市、金銮镇第5区巨人霸市、 

蒲种山庄末腊2A路店铺、金銮花园第一 

区毗邻巴刹店铺、蒲种14里公共巴刹、 

蒲种乌达玛Hero霸级市场、蒲种乌达玛 

大永旺霸级市场、蒲种岭特易购、PUJ 3 
Hero Mart及PUJ 3/1店铺、蒲种柏兰岭 

PP玛珠再也超市、蒲种辉煌0TK超市、 

Setlawalk Redtlck以及PFCC的K 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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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區及舊區巴刹
编辑：賴藝甄

又流管、頂曰官員駐守
■

齊冠病u

民众都遵守规矩排队，保持至少1公尺的社交距离，

報道►伍思薇攝影►陳敬暉

手。

民众进入灵市圣淘沙17 / 2 7路巴刹前，需测量体温及洗

(八打灵再也22日讯）灵市圣淘沙17/27路巴刹 

及灵市旧区奥曼路（Jalan Othman )巴刹首日实行限 

制人数措施，尽管前者的场面受控，但后者却因范 

围太大，约200个档口同时营业，加上民众没有理会 

限制令而出现人潮。

八打灵再也区国会议员玛丽亚陈及武吉加星区州议员 

拉吉夫今早也分别前往上述两个巴刹巡视，灵市政厅官员也 

到灵市数个仍在营业的巴刹进行巡逻，并协助管制及维持秩 

序〇
记者在现场观察，灵市圣淘沙17/27路巴刹分别有2个进 

口及2个出口，皆有官员及灵市17/27路早市小贩公会会员驻 

守，凡进人巴刹的民众，都必须测量体温及洗手。该巴刹也 
限制50人先后进人，至于猪肉档则限制5人先后进人。

至于灵市旧区奥曼路巴刹的出人口较多，部分出人口也 

有官员驻守，尽管该巴刹限制10人先后进人，惟现场并无民 

众理会这项条例。

灵市政厅官员在旧区奥曼路巴刹放置大声公，不断播 

报，要求民众尽快完成采购及冋家。

部分购买少量物品的民众在向小贩下订单后，只需在巴 

刹旁停车一会儿，再取货及还钱，即可离开。

瑪麗亞陳：

舊區巴刹進出口多管制難

玛
丽亚陈受访时表示，圣淘沙17/27路巴刹今日恢复 

营业，情况不错，该巴刹向来有许多民众光顾，

若强制他们暂时休业，也会衍生更多问题

她说，昨天经过他们与八打灵再也市长及灵市政厅官 

员讨论后，同意让该巴刹恢复营业，同时要求民众保持至 

少1公尺的社交距离。

“至于灵市旧区奥曼路巴刹，因该巴刹的进出口比较 

多，因此管制起来也相对麻烦

她透露，尽管官员已限制灵市旧区奥曼路巴刹，不让 

熟食档口营业，但今日还是有约200个档口营业。

灵20巴刹有各4官员驻守

玛丽亚陈（左）到灵市圣淘沙17/27路巴刹巡视，察看该 

巴刹各个出入口的情况。

曼秩
路序

灵巴
市刹
政驻
厅守
官
员协
在助
灵管
市制
旧及
区维
奧持

玛丽亚陈表示，八打灵再也区内目前共有20个巴刹继 

续营业，并且开始实行限制人数措施至本月31日，每个巴 

刹都有至少4名灵市政厅环境与卫生组官员驻守协助，而巴 

刹的营业时间为早上5时至中午12时。

她也呼吁民众尽量在巴刹买足•个星期的分量，不要 

每日出门采购，这才可以减少聚集人潮，让大家处于更安 

全的环境之余，也让其他人有机会购买粮食。同时，这也 

不会影响到商贩的生计。

“当然我也明白，有很多人耐不住长时间待在家，- 

直想出门走一走3但在这段期间，大家都需要改变生活习 

惯并留在家中。”

她说，行动管制期其实还剩下10天左右，大家应该在 

这段时间与家人好好相处，促进彼此的关系，也可趁机学 

习烹饪及其他技能，让生活变得更充实。

尽管灵市旧区奧曼路巴刹限制10人先后进入，惟现场并没民众理会这项条例。

拉吉夫採購需保持社交距離

拉
吉夫表示，他今早巡视圣淘沙 

17/27路巴刹后，发现民众都有

遵守规矩排队，巴刹内也没有出现拥挤 

的情况，是一大进步。

他说，尽管如此，他还是发现有部 

分民众在采购时，与他人有很近距离的 

接触，他呼吁民众要采取更多的防疫措 

施，并与其他人保持社交距离。

他说，这个周日的人潮比以往的周 

曰来得少，大家也都有小心防范，可见

民众慢慢有了防疫意识，他相信情况会 

越来越好。

拉吉夫也在其脸书专页上公布，灵 

市区内的旧区奥曼路巴刹、圣淘沙17/27 

路巴刹、14区巴刹、17/2路巴刹、千百 

家新村巴刹、美嘉花园巴刹、斯里斯 

迪亚巴刹及拿督哈伦花园（Taman Dato 

Hamn )巴刹即日起将继续营业，至于其 

他巴刹则必须暂时休业。

劉俊富：勸民衆20分鐘完成}米購

灵
市17/27路早市小贩公会主席 

刘俊富表示，该巴刹今日恢复

营业及实行限制人数措施，现场情况甚 

好。
“我们也劝民众尽量在20分钟内 

完成采购及离开，虽然还是有些民众不 

太满意，甚至表示他们需要逛一逛后才 

知道要买些什么东西，但我要求他们在 

家想清楚了才出来，不要在外逗留太 

久。”

他也建议那些只要购买少数东西的

民众可在巴刹外或致电相熟的小贩向他 
们下单，让小贩直接拿到巴刹外交易， 

即可离开，无需逗留太久。

他表示，尽管今日的人潮还是很 

多，但实行限制人数措施后，也让巴刹 

不再拥挤，许多民众都自觉戴上口罩， 

还有很多民众也称赞该巴刹的管理十分 

妥当。

°由于有些民众误会该巴刹只在今日 

营业，因此他再次重申，该巴刹将于每 
周二至周日的早上5时至中午12时营业

灵市旧区奧曼路巴刹有约200个档口营业，现场十分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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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沙登22曰 

讯）尽管雪州政 

府已落实人潮管 

制，沙登巴刹也 

沙登巴刹的另一个 

入口已被拉起封锁线。

報
道

▼

鍾
寶
憶
攝
影

▼

林
毅
鉦

齊冠病
■Mt,

配合该措施而拉 

起警戒线，但巴 

杀IJ内的部分档口 

还是聚集人潮，让人感到担忧！

同时，巴刹范围外还是有部分小贩不遵守行 

动管制令地露天摆摊，直到梳邦再也市议会执法 

官员到场后，来不及打包货物的小贩纷纷落荒而 

逃。 .t#

沙登巴刹早前因售卖猪肉的区域出现人群过 

于拥挤，而被警员勒令停止营业，加上该巴刹因 

昨午拉上封锁线后，让许多民众民众误以为巴刹 

不能营业；小贩声称今日巴刹人潮减少，有者流 

失至少50%生意。

T通往沙 
登巴刹的其中 
一个入口大门 

在星期六（21 

日）被锁上。

|《大S氈
)云记者今日巡访沙登巴刹 

胃时，发现执法官员在场 

Q 仅是监督，并劝民众在 

胃购买完毕后尽快回家。 

在 执法人员表7K，虽
曰然今天的巴刹人流有减 

少，但还是属于不理想 

監情况。

胃 同时，记者发现当

m地些民众的防疫意识 

不高些民众在采购 

后，如常在外逗留0

不愿具名的小贩表示， 

巴刹拉起警戒线有好有坏，

对小贩较不利，生意会减少 

许多，但此举可以防止冠病 

疫情继续扩散1

看见警戒线

误以为巴刹封了
他们说，当网络上传 

出巴刹被拉警戒线消息后，

许多人都以为巴刹封了没有 
开，所以今天巴刹少了-些 t i记者发现，仍有不遵守限令的小贩在巴刹露天部分摆

顾客，来买的人都会尽量买摊，并在执法人员到场后，抛下货物，逃之夭夭。

多一点回家。”

也有者说，目前巴刹都 

在限定时间内营业，除非休 

息日，所以民众无需担心买 

不到食材。

执法人员劝民众不要逗留在外，购买完毕后尽快回家。

罐頭食品貨源不足
陳俊豪（信亨海味行業者）

前店内除了 

罐头食品的 

货有些不足，其他货还蛮充 

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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鬆疆

潮

幸g (八打灵再也22日讯）雪州政府于

昨日发布一项附加管制措施后，雪州各 

区巴刹今早纷纷进行人潮管制，各地方 

&政府执法人员也到巴刹维持秩序，严格 

g监控巴刹人潮。

在全国落实行动管制令前几天，各 

€巴刹几乎都挤满人潮，民众因担心买不 

到食材而蜂拥至巴刹抢购，部分巴刹甚 

至引起当局高度关注，派员疏散人群《 

据《大都会》社区报了解，雪州各 

地方政府今日都采取紧急应对的措施， 

限制巴刹内的人潮及购物时间，避免区 

内的巴刹出现人潮拥挤问题。

萬撓巴剎

蔡偉傑：每次僅15人進入
/^^正党万挠区州议员蔡伟杰指出，士拉央市议会在万 

A挠巴刹执行严厉行动管制，只允许开放一个入口， 
每次只让15人进人买菜，购物时间限制为15分钟。

他也不忘感谢士拉央市议会职员在紧张时刻却站在前线工 

作，确保大家度过这个艰难的时段

刹只 
也允 

沙进许 
亚行50 
南乂人 
第潮进 
六管入 
区制°
现，
代每 
巴次

双溪威巴刹的民众遵守一公尺社交距离的指示，守秩序
地排队购物。

首邦市SS15區巴剎 

黃美詩：

沒戴口罩不准進入

双溪威巴刹 

王友泰：

八;
设1公尺距离排队线

打灵再也市议员王友泰指 

、出，灵市双溪威巴刹即日 

起，同一时间只允许50人进人，只开放 

2个巴刹人口给民众排队。

他说，灵市政厅官员昨天前往拉 

起警戒线，并在地上贴上一公尺距离的 

排队线，今早也派出卫生组执法人员前 

往维持秩序，情况控制良好，巴刹运作 

-切顺利，人潮也不多。

||

K动党首邦市州议员黄美诗表 
示，首邦市SS15区巴刹今日 

起进行人潮管制，-次只能容纳50人在 

巴刹内购物，其他民众必须在巴刹外排 

队，且必须保持一公尺距离。

她透露，那些没戴口罩的民众将被 

拒之门外，不能进人买菜，并提醒民众 

-次性购买所需的物品，不要再重复回 

到巴刹9

議_|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官员周六在 
双溪威巴刹外贴上一公尺距离的排队 

线a

士拉央市會：出動35官員執法

i拉央市议会主席三苏沙里尔 

.发文告指出，行动管制迈人

万挠巴刹只开放一个入口，每次只允许15人进入买菜， 

民众在巴刹外排队等待进入。

第5天，市议会关注公共巴刹的人潮流 

动，出动了35名官员，分别来自执法与 

安全组、执照组、固体废料及卫生组。

他说，为了避免区内的公共巴刹 

人潮拥挤，公众必须遵守规矩，所有公 

共巴刹只允许开放一个人口，每户家庭 

只有•名代表允许进人巴刹买菜和日用 

品。

他表示，市议会鼓励民众戴口罩

及手套，民众必须保持一公尺的社交距 

离，不鼓励民众包围小贩摊位。

他也说，区内公共巴刹的情况得 

到控制，民众都有遵照指示，市议会希 

望情况维持，社会人士给予配合，协助 

政府对抗冠病疫情，市议会也将继续监 

督。

任何疑问或投诉，可致电市议会 

特别行动室热线（ 03-6138 9898/1800- 

222-677 )，或浏览市议会的社交媒 

体。

雪
各
地
方
政
府
執
法
員
出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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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佳达表 
示，他在接获居 

民的投诉后，已

通知双溪龙镇警 

局，而警方较 
后已前往疏散人 

潮。

—视频画面显示走廊摆放许多 

数名女子戴着口罩进行整理，而一旁有 

男子手持纸张，但并没有出现长长人龙。

補習中心走廊派筆記引熱議

網民：應網上教學
報道►蘇俐嬋

(八打灵再也22 R讯）网上流传双 

溪龙镇一家补习中心疑在行动管制令期 

间，在走廊派发纸本教材，且需家长出 

门索取而引起热议。

根据名为Leong Mak Peng的网民昨 

午12时53分在脸书上载的照片和视频显 

示，有关补习中心胃险出来派发纸张笔 

记，尽管有人善意提醒这么做可增加感 

染几率且还犯法；惟对方则回应表示， 

只是派纸张而已。

刘佳达：通知警局疏散人群

网民纷纷留言斥责这种行为，认为 

在冠状病毒疫情严重的时刻，应该进行 

网上教学，减少家长学生出门的必要。

另外则有网民指贴文者引人混淆， 

所上载的派发教材和排长龙的照片根本 

是在不同场合。

加影市议员刘佳达今日接受电访时 

指出，他昨日上午约U时接获居民的投 

诉，指双溪龙镇商业中心一■家补习中心 

的丁作人员在商店走廊派发笔记，需要

家长出来索取，因此他较后也通知双溪 

龙镇警局。

他说，警方介人后，在大约1小时 

内疏散在场人士;S

他表示，在行动管制令实施期间， 

大家必须遵从禁令，尽量待在家里。若 

出门购买日常用品，就必须做好防疫 

措施，与他人保持至少1公尺的社交距 
离。

他认为，如今科技网络先进，补习 

中心可为学生提供网上教学，家长们也 

可以多陪伴孩子自学自修。

不过，根据补习中心的脸书贴文显 
示，该中心从3月18至28日期间，全面 

进行网络线上学习，学生不需到中心上 

课。

致電補習中心無回应
P者今早尝试致电有关补习中 

心的热线，以及通过脸书私 

讯联系对方，惟至截稿为止，电话依 

然无人接通，也未获得对方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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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外勞也看懂行管令隆市局發六語通告
(八打灵再也22日讯）吉隆坡市 

政局发出6种不同语文的通告，规定 

所有食肆、餐馆只能提供外带、外送 

及免下车点餐饮的服务。

吉隆坡市政局在特定地区增加至 

6种语言，包括国语、英语、华语、

淡米尔语、孟加拉语和罗兴亚语等， 

希望能传达讯息及促请居民可给予配 

合。除了向国人通知相关措施，也让 
在本地T.作的外籍劳工看得明白，以 

遵守行动管制令。

Lei i».-srtwiintjr. ng
FRQii 6AAH lO IMOPHHiJTiQ 

tfMfilcfi 5HU. wca H «tT WIY

tHCOnSCIlURACOORaMKCTOUTJti.H^wrMMWemi
urcnaM 戰 roues 奶伸 mo PAfmnaj
MmWLOTPTOTOWtfWiaaWMftW-------------------
MEMiaUAilQ SUUCCTlDaiWKE.

■ KTMH.POUCStctl
HLAIA LlMW « m Mi WU

此通S-tl-对拟棋（2B20半預防和控W传染Si〔受® 

染汉战内的掊旃> 条所砷市于2〇2〇市3月18 

□至年3 日生效的行动管利令*

依据1976非地7速府法令珀7训条文，并考ffi公 

共利tt的親^JWSETi所c«m)平上 

6的免极晚10肘的苗业对问限削，阳仍只陡通过外j 

诽，外送以及免下年*餐甜务进疗交易.

此*?犮扣的相关通齿屮以取茁■ 

aSRffl』M20年3月13日

吉Bt坡坩长

配合行动管制令，隆市政局发出 
6种语文的通告，勒令辖内饮食业只能提 

供免下车、外卖和外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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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种2 2日 

讯）在行动管制令 

实施前几天就出现 

大量人潮的蒲种公 
主城巴刹（Puteri 

Mart )于今日起暂 

停营业，直到另行 

通知为止。

该巴刹管理层 

发通告指出，为了 

雇员、租户以及顾 

客的健康与安全着 

想，该巴刹将从即 

日起暂停营业。

雪州行政议员 

兼金銮州议员黄思 

汉昨日也在脸书发 

布有关通知，指该 

巴刹管理层已经决 

定在行动管制期间 

暂时关闭，但劝请 

民众无须担心，蒲 

种区还有多个地点可以买到新鲜 

蔬菜、肉类及杂货s

蒲种区市民可前往区内15 

个巴刹或超市购买日常用品，包 

括蒲种市中心特易购霸市、蒲种 

IOI购物广场的永旺超市、金銮 

镇第5区的巨人霸市、蒲种山庄 

美乐2A路的商店、金銮花园第 

-区早市巴刹附近的商店、蒲种 

14里公共巴刹、蒲种乌达玛Hero 

霸市、蒲种乌达玛大永旺霸市、 
蒲种富吉镇（Bukit Puchong)特 

易购霸市、加里尔峰（Puncak 

Jalil )第三区的Hero霸市及PUJ 

3/1路的商店、蒲种柏兰岭PP马 

朱再也超市、蒲种柏丽玛0TK超 

市、蒲种实达走廊（Setia Walk ) 

的Redtick以及蒲种金融企业中心 

(PFCC)的KMart超市。

篇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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