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IS sumbang 
pek makanan 

Majlis Agama 
I s l a m 
S e l a n g o r 
( M A I S ) 

m e m p e r u n t u k k a n 
bantuan sebanyak 
RM10,000 kepada 
10 Pejabat Kesihatan 
Daerah (PKD) dan 
sembilan hospital di 
negeri ini. 

MAIS dalam status 
di Facebook rasminya 
memaklumkan, seba-
nyak 3,000 pek makanan 
kering seperti roti dan air 
kotak disalurkan kepada 
petugas kesihatan dalam 
usaha menangani 
penularan Covid-19. 

Menurut kenyataan 
itu, PKD di negeri ini 
yang menerima bantuan 

Wakil MAIS menyerahkan sumbangan berupa pek makanan 
kering kepada PKD Sepang baru-baru ini.

Sumbangan 
disalurkan kepada 
10 PKD, sembilan 

hospital

Oleh MOHD IZZATUL 
IZUAN TAHIR

SHAH ALAM

itu meliputi PKD 
Gombak, Petaling, Kuala 
Langat, Sabak Bernam, 
Klang, Pelabuhan Klang, 
Sepang, Hulu Langat, 
Kuala Selangor dan Hulu 
Selangor.

“MAIS dengan 
kerjasama Lembaga 
Zakat Selangor dan 
Teraju Ekonomi Asnaf 
Sdn Bhd (TERAS) juga 
s e b e l u m  i n i 
menyampaikan bantuan 
makanan kepada 
sembilan hospital,” 
katanya.

Orang ramai yang 

ingin menyumbang ke-
pada mereka yang me-
merlukan kesan daripada 
Covid-19 ini, bolehlah 
menyalurkan sumbangan 
terus ke http://fpx.mais.
gov.my/epay/sedekah.
php.

Sumbangan juga 
boleh disalurkan melalui 
pindahan wang ke 
nombor akaun Bank 
Islam Malaysia Berhad 
(12038010134961) atas 
nama Majlis Agama 
Islam Selangor. 
(Nya t akan :Tabung 
sumbangan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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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yat mereka lebih lama. Pada tahun 
2017, hanya 18 peratus ahli KWSP 
mencapai sasaran simpanan minimum 
RM228,000. 

Penanda aras untuk rangsangan 
fiskal ialah 4 hingga 10 peratus dari-
pada Keluaran Dalam Negara Kasar 
(KDNK) untuk negara maju. Bahkan 
jiran kita, Indonesia mengumumkan 
stimulus fiskal sebesar 1.4 peratus da-
ripada KDNK. Rangsangan fiskal Ma-
laysia hanya 1.2 peratus daripada 
KDNK jelas tidak mencukupi.

Usaha untuk menyelesaikan masa-
lah itu harus sehingga ke akar perma-
salahan kerana pandemik sejagat itu 
cabaran yang di luar jangkaan semua. 
Dunia yang semakin kecil dan saling 
terhubung sebelum ini telah menjadi 
terkurung dan terkunci akibat Co-
vid-19. Kesan ke atas Malaysia sebagai 
sebuah negara kecil dan terbuka yang 
berdagang adalah besar.

Banyak yang menyamakan cabaran 
Covid-19 umpama menghadapi pepe-
rangan. Kerjasama kita untuk duduk 
di rumah bagi menghentikan penye-
baran virus ini, walaupun tidak dina-
fikan keutamaan pada ketika ini ada 
harganya, iaitu kemelesetan ekonomi. 
Ringkasnya, kita perlu meratakan ke-
dua-dua lengkung pandemik dan ke-
melesetan ekonomi.

Respons ekonomi belum mencukupi

Kemunculan pandemik ko-
ronavirus (Covid-19) ada-
lah sesuatu yang baharu 
dalam sejarah Malaysia. 

Perintah Kawalan Pergerakan diper-
lukan untuk mengatasi pandemik te-
tapi pemulihan ekonomi tidak akan 
dicapai melalui rangsangan ekonomi 
konvensional.

Respons ekonomi bagi mengatasi 
kesan Covid-19 yang diumumkan 
baru-baru ini akan gagal. Selain  per-
untukan untuk Kementerian Kesihatan, 
pakej ekonomi itu belum cukup bagus 
dan penyelesaian yang diberikan agak 
terhad. Pengumuman kerajaan supaya 
pencarum Kumpulan Wang Simpanan 
Pekerja (KWSP) mengeluarkan 
RM500 sebulan selama setahun dari-
pada simpanan persaraan mereka telah 
dikritik secara meluas.

Mengapa? Ia berlaku kerana ramai 
rakyat Malaysia menerima gaji yang 
tidak setimpal dengan simpanan yang 
tidak mencukupi sedangkan jangka 

insentif biasa tetapi tindakan langsung 
untuk membangunkan industri baharu 
dan menyediakan tenaga kerja kita 
untuk Revolusi Perindustrian Keempat. 

Perkara pertama yang perlu dila-
kukan oleh Perdana Menteri dan ke-
rajaan adalah mengadakan sidang 
Parlimen untuk meluluskan belanja-
wan tambahan, lebih awal dari tarikh 
18 Mei yang dijadualkan. Ini akan 
membolehkan rangsangan ekonomi 
yang besar akan diluluskan. Saya yakin 
ahli Parlimen daripada kerajaan dan 
pembangkang akan menyokong pakej 
yang dirancang dengan baik demi ke-
pentingan negara. Tetapi kerajaan per-
lu berbincang dengan pembangkang 
untuk mencapai muafakat rentas parti.

Pada masa yang sama para mente-
ri mesti berani menerima paradigma 
ekonomi yang baharu dan luas jika 
mereka menghadapi bangkangan da-
ripada dalam sistem sedia ada, dan 
Pakatan Harapan mesti menyokong 
kerajaan untuk paradigma baharu ini.

Banyak yang 
menyamakan 
cabaran Covid-19 
umpama menghadapi 
peperangan.”

* Nik Nazmi Nik Ahmad ialah Ketua 
Setiausaha Pengelola Keadilan dan Ahli 

Parlimen Setiawangsa. Beliau juga Pengerusi 
Jawatankuasa Pilihan Khas Pertahanan dan Hal 

Ehwal Dalam Negeri Parlimen Malaysia.

Di Malaysia, beratus-ratus ribu  
bahkan mungkin mendekati angka satu 
juta orang yang berisiko terlibat dalam  
pemberhentian pekerja, pengurangan 
gaji, dan kehilangan waktu bekerja. 
Hampir setiap sektor ekonomi akan 
kehilangan sebahagian besar perniaga-
annya, pendapatan isi rumah akan ter-
jejas, dan perbelanjaan oleh pengguna 
dan syarikat akan berkurangan dengan 
pantas. Bagaimanakah tindak balas 
kerajaan? Kembali kepada analogi pe-
rang, kita mesti bertindak seperti se-
masa dan selepas Perang Dunia Kedua. 

Koordinasi masa perang diperlukan 
untuk mencerminkan keadaan yang 
lebih mendesak. Taklimat oleh Kemen-
terian Kesihatan kepada Majlis Kese-
lamatan Negara perlu ditingkatkan; 
begitu juga dengan Majlis Tindakan 
Ekonomi mesti bermesyuarat lebih 
kerap. 

Keadaan sekarang tidak menuntut 

NIK NAZMI NIK AHMAD

PERSPEKTIF

SIRI PERTAMA

BERSAMBUNG ES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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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Checks on Klang 
stalls intensified 
Council seizes three operated by foreigners 
while 43 others given verbal warnings 
By EDWARD RAJENDRA 
edward@thestar.com.my 

STALL operators who are still 
operating outdoors have been 
warned that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enforcement 
personnel will not hesitate to seize 
their pushcarts. 

MPK acting president Elya 
Marini Darmin told traders to 
comply with the movement control 
order (MCO) and not be complacent 
over the Covid-19 outbreak. 

"On March 20 and 21,1 accompa-
nied enforcement staff at various 
locations to ensure businesses were 
closed in compliance with the MCO. 

"A total of 79 locations were 
checked, including shops, food 
courts and street stalls, where 43 

stall operators were given verbal 
warnings to close." 

Elya added that three street stalls 
at Bandar Sultan Suleiman in Port 
Klang operated by foreigners had 
their makeshift tents, cooking 
utensils and food items seized. 

"Foreigners are not allowed to 
operate food stalls," she said. 

Five factories found to be 
operating were told to close 

immediately, she added. 
Elya also said that MPK's 

intensified patrols were being 
conducted after the Additional 
Control on Execution of the MCO 
notification was issued by the 
Selangor Mentri Besar's office on 
March 21. 

The Additional Control on 
Execution of the MCO was 
given out to all local councils to 
ensure coordinated checks were 
carried out and reports prepared 
daily. 

Klang district health officer 
Dr Masitah Mohamed told 
StarMetro that based on her 
observation, fewer vehicles were 
on the road now and people who 
had gone out did so to buy basic 
provisions. 

Makeshift tents set up by foreigners being dismantled by MPK 
enforcement officers in Bandar Sultan Suleiman, Port Klang. 

"I am glad that Klang folk 
understand the severity of the 
outbreak as many are adhering 
to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 to 
protect themselves," she said. 

Dr Masitah added that it was 
also important to maintain high 
standards in personal hygiene. 

Meanwhile,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assistant director Ahmad Iskandar 
Mohamed Mukhtar said those 
going out to get food supplies 
should adhere to social distancing 
and wash their hands thoroughly 
and frequ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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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人拍片馨屬醫護貝

阿茲敏胞弟竟有份
(布城25日讯）高级政 

务部长（国际贸易及工业 
部）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胞弟，即本地艺人阿兹万 

被指闯大祸，与另一名本 
地女歌手在网络拍片“唱 
衰”前线医护人员，气得 
布城医院院方报案处理， 
促警方采取对付行动！

网络近日流传两则视 
频，内容尽是对前线医护 
人员不满的控诉，甚至还 
辱骂和批评他们。

拍摄者分别是在网络上 
拥有高观看率的本地女歌 
手和阿兹万。

影響醫護員信譽

布城医院院长拿督诺拉 
今曰发文告说，有关视频 
已经严重影响前线医护人 
员在处理新冠肺炎（2〇19 
冠状病毒疾病）病例的形 
象和信誉，对此院方已于 
昨晚到布城第7区警局报

案。
°他说，希望警方和大 

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SKMM)能够米取丨了动， 

以对付那些不尊重前线人 
员职责的人士。

“有关人士使用粗俗的 
字眼侮辱医护人员，院方 
严正看待这件事情。” 

他说，正当疫情蔓延之

际，公众应该保持谨慎， 
而每一位医护人员皆按照 
卫生部的标准指示执勤。

他说，前线人员为了抗 
疫，被迫与家人少见面， 
而有关视频对他们的心理 
造成压力，（人民）应 
该给予医护人员支持和鼓 
励，而不是侮辱及谩骂。

^ ,

DIVA DAYANGKU INTAN ? DEDAH POKIMAKKKK 
POKIMAKKKK MEDICAL OFFICER KAT HOSPITAL 
PUTRA JAYA ! MAK! KAN JER MELAYU PALING 
POKIMAKKKK w YG PRASAN GELAR
DOKTOR ■? DOKTOR POKIMAKKKK ! BTW
LETS DOA DIVA DAYANGKU INTAN ? CEPAT SEMBUH ! 

MISSU

■该名女歌手在社交网络上传辱骂医护人员的视频 

后，阿茲万转发贴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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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鼸對照
Mcmc為大家分辨

(吉隆坡烈日讯）通讯及多媒体部驳斥 

数个与新冠肺炎的假新闻，包括否认警方 
会对乘车出门超过一人的情况，发出300令 

吉的罚单。

通讯及多媒体部快速反应部队是一支打 

击新冠肺炎假新闻的应变单位，发表文告 

列出假新闻。

通訊及多媒體部列出假新聞
1 |方向未戴口罩人士发出200令f罚单。

2警方对乘车出门超过一人的情况，发出

300令吉罚单。

3 4名印裔确诊病患从槟城甲抛荅底医院逃

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登州龙运医院所有医疗人员遭隔离。院 

方澄清，虽然该医院有确诊病例，但是 

隔离指示并非针对所有医疗人员。

5当局最新发现新冠肺炎的症状是失去食

欲、失去嗅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_州大臣办公室指国家安全理事会发出 

|_州双溪镭、双溪拉玛达兰、双溪默拉 

和哥本路是新冠肺炎黑区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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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大集會者現身受檢

蘇丹憂民拒遵守管制令

 

 

(吉隆坡25日讯）目前尚有许 

多大城堡清真寺伊斯竺传教士万 

人大集会参与者，尚未接受新 
冠肺炎（2〇19冠状病毒疾病）检 

测，雪州苏丹沙拉夫丁殿下也不 

禁开腔，呼吁尚有接受检测者尽 

快现身受检。

雪州皇室办公室昨日在面书贴 

文指出，雪州苏丹对于部分民众 

仍冥顽不灵，拒绝遵守已执行一 

周的行动管制令感到忧心。

苏丹殿下劝告民众严守管制 

令，留在家里，以便能中止新冠 

病毒的传播链。

“在危急情势时，民众的自私 

和顽固只会给各方造成麻烦，尤

其是前线抗疫人员。”

殿下呼吁民众留在家里，发现 

自己有症状，必须接受检测。

他提醒，如果新冠肺炎病例 

继续上升，管制限行令或会延 

长，如果政府采取更严厉的管制 

行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和生计则 

到冲击。

雪州苏丹°昨天在莎阿南武吉加 

央安皇宫会晤雪州大臣阿米鲁 
丁，后者已向殿下汇报2019冠病 

疫情的最新情势。

雪兰裁目前国内确诊病例最高 
的州属，截至昨午，共有378名 

确诊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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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S PEMBERHENT1AN 
SEMENTARA PERKHIDMATAN 
BAS PERCUMA (PJ CITY BUS)

ANCOR TKLAH I 
£SM€MTARA MAKHlOMATAM «A£ KACUHA (PJ ClTV >U«) 

PAOA 34 MAC 2030 SCHtNOOA KC SATU TAKKH 
TAMG AKJIPf OlVMIUUMKAri UiAK,

I DEI^SAM FVHINTAH 
WABAK C〇VK»*l»

MAN
IW, KWMUA轟麯 NC«€R» 
LINTUK MENANCGUHKAN

da«teMfeji« !•<«■» d«n«Bn fwUAiMMan ^nhnUfi Mnatw 
I b«4» mwi»a«ti MMnww mika« C〇VD<l». rMWUfi
4«nMl » ibu 内im

黃思漢：雪精明巴士喔馨删衙

■黄思汉

黃
思汉说，在行动管制期，为减少公众四处走动， 

加上搭客人数大减，州政府决定暂停免费巴士川 

行服务。
他说，雪州精明巴士共有43条路线及138辆巴士，城 

市巴士则有6条路线，32辆巴士，全部已在本月24曰开 

始暂停川行。

他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还有行动管制期 

间，上班族没班，又刚好是学校假期，搭客人数比平 

常少了很多。

他说，巴士停驶可能会对一些搭客造成不便，但希 

望大家在这段非常时期能给予谅解。
“精明巴士从本月24日开始停驶，我们还没决定何 

时恢复服务，要视届时的疫情等情况而定。”

SJ

KEPADA SEMUA PENDUDUK
Pastikan kend&raan anda dipakir dengan baik

kerjadan tersusun supaya tldak menghalang 
kultpan sanipah dan pembersihan 
KDEBWM.

Terima Kasih
Jdbdtdii Penyurubdii Aldm 3c;Kitdr MP3J

oleh

(吉隆坡25日讯）尽管官方机构 

多番呼吁民众妥善泊车，以免影响 

拉圾清收工作，惟因行动管制期 

间，各住宅区街道依旧泊满车辆， 

造成垃圾压缩罗厘难以通行。

雪州子公司达鲁益山集团（KDEB)曰前 

发出文告后，各地方政府近日在各别官方 

网站，呼吁居民把车辆泊好，以免影响垃 

圾压缩车沿户收集垃圾的工作。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及新村发 

展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接受《中国报》 

记者电访时说，尽管他、地方政府和达鲁 

益山集团已陆续向市民发出劝告，但垃圾 

压缩罗厘仍面对遭车辆阻碍的情况。

住宅區道路狹窄

“上述情况是在管制令执行后开始出 
现，我接到KDEB反映，当垃圾压缩罗厘沿 

户收集垃圾时，部分地区会面对罗厘被阻 

饶问题。”

A他指°出，上述情况主要发生在城市住宅 

区，尤其是一些道路原本就不宽的地区。

他说，在行动管制期，许多商家小贩等

■随著行动管制令执行后，许多公☆因 

不用上班，以致住宅区也泊满车辆。

没有营业，上班族也没上班，每个单位 
都有2辆车以上，有的甚至4辆车，以致 

道路两旁泊满车，狭窄空间让垃圾压缩 

罗厘无法通过。”

黄思汉说，当垃圾压缩罗厘去路被 

阻，唯有鸣笛要求居民移车，所幸迄今 

未引发任何不快或纠纷，居民们都愿意 

移车。

“希望居民们给予合作，把车辆停 

好，不只在住家前也包括转弯处，以免 

车型较大的垃圾压缩罗厘无法转过，可 

能因此影响收集垃圾的行程。”

人人在家住宅區泊滿車r：rri

關沿戶K垃坂園
■
■

feCT $mm j
_管制延层

开
始
停
驶
。

贴

文

，
宣
布
雪
州
精
明
巴
士
于
本
月
24
日
 

■
雪
州
的
各
地
方
政
府
于
日
前
在
网
站
上

呼
吁
公
众
要
泊
好
车
辆
。

■
梳
邦
再
也
市
议
会
也
在
官
方
网
站
中
贴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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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热烈响应，总算勉强达到及格线。

该院的血库，除了提供给地中海贫血症病 

人、分娩孕妇、车祸伤者、骨痛热症病患 

等，也提供给滨海区各政府中央医院，包括 

莎阿南、万津、丹绒加弄、沙白安南以及巴 

生区的私人医院。

由于医院血库使用量大，早前就有一名母 
亲申诉，其贫血症的孩子理应每月使用2包 

血液，结果因血库不足，结果只能使用一 

包，让这名母亲感到心酸不已。

因此该院呼吁健康人士，积极前往各医院 

捐血，同时，尽管目前受限于行管令，但是 

各医院还是发起捐血运动，确保医院血库不 

会见底，否则对病人不利。

(巴生25日IX)雪州滨海 

区各医院血库“告急”，所幸 

在这艰难时刻，仍有许多无名 

英雄挺身而出，不怕风险亲自到 

前线捐血，协助疏缓医院血液不 

足的窘境！

行动管制令实施迄今刚刚过半，各医 

院因民间组织无法举办捐血运动，导致血 

库不足，院方早在行管令未开始便担心库 

存问题，因此已通过各管道加强宣传工作， 

强调“捐血不能停”，希望民众继续到各医 

院捐血室捐血，填补血库。

SLIP
PERJALANAN 
DERMA DARAH

■各族男女老少在这非常时期，依旧挺身而出到医院捐 

血，大爱精神让人动容。
虽然行管初期，捐血人数急降，所幸后来捐血 

人数慢慢恢复，各族人民皆现身响应，贯彻救人 

不分你我的大爱精神。
以巴生中央医院为例，行管令于上周三（18曰） 

开跑后，首天捐血室冷冷清清，所幸隔天大家知道 
可以捐血后，情况便有所好转，当天共有47人捐 

血。

过后几天，捐血人数也节节上升，几乎每天在80 

人次上下，让院方感到欣慰，并希望捐血人数可以 

继续増加。

根据该院官方子面子书
Darah HTAR”，该院每天需 

要80至100包的血 

液，民众

■院方发表捐血 

程序，希望降低民众 

到医院馳嶋t貞。

“

■行管期首天，捐血室冷冷清 

I ——— I IMI* 議

清，所幸几天后捐血 

人数有回升。

&通行证、实施5项安全措 

^乙施，院方会保障捐血者的 

安全！
根据 “Derma Darah HTAR” 

面子书，民众可以提前通知院 

方抵达时间，并上网下载通行 

证，他们到了医院，估计半小 

时便可以完成捐血，马上离

大集会者、短期内有出境记录 
及新冠肺炎（2019冠状病毒疾 

病）病人或疑是病人，都不可 

以捐血。”

巴生中央医院的开放时间为 
周一至周五（早上8时至晚上8 

时3〇分）和周六曰（早上8时至 
傍晚5时），莎阿南中央医院则 

是早上10时至下午3时30分；民 

众可以致电诺莎子拉（〇 19-252 

4378)预约。

Dah seminggu min tengok drama Korea 
Crash Landing On You1 ni. Tersentuh 
betul hati min. v v v Part paling 
sedih bila hero tercedera 
menyelamatkan... ®达马s区州议员梁德志证 

实，巴生中央医院的血库已 

告急，因此极需健康民众，前往 

医院捐血。

他说，医院每日都需要用到大 

量血液，因此尽管目前是行管 

期，但是依然需要填补血库，否 

则很多病患和手术都会受到影 

响。

他指出，在这非常时期，前往 

医院捐血的民众需要做好防疫措 

施，院方也有相关措施，只要大 

家做好防备，便可以放心捐血。

院方会贯彻行管令规则，包 
括会准备防菌搓手液、所有医 

护人员会穿戴口罩、捐血者之 

间保持1公尺安全距离、一次只 
限少部分人（5到10人）同时捐 

血、捐血室将频密消毒等。

曾参加大城堡伊斯兰传教

(http://regdonor.bbis.moh. 

gov .my)报名，该网站24小时 

开放，届时民众到了医院，就 

无需在浪费时间填写资料。
■院方准备防菌搓手液，同 

时捐血者也保持安全距离， 

大家可以放心前来捐血。

“

■偶像都捐了，你还等什么眤？院方面 

子书借鉴热门韩剧“爱的迫降”，鼓励 

民众捐血。

只能撑多35天至42天。

“Derma Darah HTAR”面子书披露，眼见血库数量 

慢慢变少，让院方感到忧心忡忡。

该面子书为了鼓励更多人捐血，尤其是年轻人，甚 

至直接把近期最热门的韩剧“爱的迫降”搬上台，引 

用剧情鼓励大家，希望大家向偶像学习，一起捐血。

M然捐血人数开始回升，但是血库依然“入不敷 
出”，血库的血包数量日益减少，尤其是0型和 

A型血液消耗非常快，依照目前趋势，整个血库估计

鲁各醫院的捐血運動時間表

日期 时间 地点

3月23日至25日 10am-4pm 莎阿南中央医院

3月26日至27日 9am-3pm 万津中央医院

3月28日至29日 8am-5pm 巴生中央医院

3月30日至31日 10am-3pm 丹绒加弄中央医院

Page 1 of 1

26 Mar 2020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1
Printed Size: 2095.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41,325.04 • Item ID: MY0039152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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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生25日讯）雪州大臣阿 

米鲁丁指出，雪州新冠肺炎 
(2〇19冠状病毒疾病）商居不 

下，他再次苦口婆心叮嘱雪州 
子民配合行动管制令，不要出 
门，乖乖待在家。

他说，根据周二（24日）数 
据，全国单日病例虽然下降至 

106宗，但雪州却不降反升， 
创下单日27宗。

“106宗中，有2T宗来自讀 

州，占比率非常高，因此大家 
需要更加遵守行管令。” 

他促请大家贯彻健康的生活 
习惯，尤其是使用香皂和杀菌 
液，每日勤洗手。

他也劝告，任何身体不适 
者，例如发烧、咳嗽、感冒， 
马上到临近医疗所就医。

他也搬出可兰经第195条 

文，即刻意把自己暴露在风险 
中，是违反教义的做法。

大
臣
促
子
民
乖
乖
待
在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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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選盟2.0促公平撥款給在野議員
(吉隆坡25日讯）净选盟2.0促请中央政拨款后，雪州政府再宣布，不会发放3万令 

府与各政党执政的州属，应公正对待反对吉给9名反对党州议员，以应对新冠肺炎

党议员，尤其公平拨款给在野议员。
国民联盟政府日前指收回希盟国会议员

(2〇l9年冠状病毒疾病）所带来的冲击， 
对此净选盟2.0严厉谴责这两宗事件。

净选盟2.0今日发文告指出，执政中央的 
国民联盟、希盟执政的4个州属、国阵的2 

个州属、砂拉越政党阵线（GPS)与民兴党 
执政的沙州，都应该秉持公平态度，摒弃 
边缘化在野党的作风。

“这项卑劣与没有尊严的举动，不仅出 

卖了选民，也‘学习’了国阵年代的作 
法，让大家认为政府就是政党，政党可任 
意引用政府拨款，如同自家财产一样。” 

净选盟2.0也促请希盟领袖兼公正党主席 
拿督斯里安华，遵守希盟州级竞选宣言， 

即公平对待朝野议员，让他们良好服务选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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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吉加星重要領域人員

獲100令吉交通津貼
(吉隆坡25日讯）武吉加星区州 

议员拉吉夫提供100令吉交通津贴 
给在“重要领域”的工作人员。

他发表文告指出，配合行动管制 
令，公共交通限制上路的时间，会

对“重要领域”的工作人员，尤其 
是有轮班制的上班一族造成不便。

他说，如果被编排的上班时间没 
有公共交通，他被被迫使用德士或 
者电召车。

“因此我用州议员拨款100令吉 
交通津贴给在重要领域的工作人 
员，减轻他们的不便。”

符合申请津贴的资格包括，在医 
院、警察局及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工作的武吉加星区居民、有使用公 
共交通、工作时间遇到公共交通停 
驶、非武吉加星区居民但在邻近一 
带的“重要领域”的工作人员。

申请者也必须附上薪水单、身分 
证副本和证明使用公共交通的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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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蘇丹諭令

伊集會出席者速檢測
(沙亚南25日讯）雪州苏丹沙拉弗丁忧心，倘若冠 

病确诊病例持续攀升及在社区散播，必定严重打击和 

影响各阶层百姓，因此谕令那些曾参与大城堡清真寺 

传教士集会者，必须马上现身到医院去检验身体。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往沙亚南武 

吉加央安王宫觐见苏丹殿下，汇报最新冠 

病疫情的危险性和"抗疫专案小组”的工 

作进度后，殿下因有所担忧而发出有关谕 

令。

殿下劝告子民乖乖待在家

殿下为免冠病病毒在社区内散播，让疫 

情进一步恶化，也劝告雪州子民必须听话 
和乖乖待在家里，遵守"行管令”，这样 

才能确保冠病疫情慢慢受控和停止蔓延、 

散播。

“倘若冠病确诊病例持续攀升及在社区

散播，必定严重打击和影响各 

阶层百姓，包括商贩和中小型 

企业等的日常作息和生计。”

殿下说，昨日迈入行管令的 
第7天，还是有冥顽不灵的人 

士不遵守且到处乱跑，情况让 

人担忧。

“在这非常时期，固执和 

自私的行为，只会加重抗疫 

前线工作者的负拒和连累他 

们。”

另外，雪州苏丹殿下也劝请雪州子民留 

守家中，若身体感到不适或出现冠病症

#StayAtHome
#DudukRumah

#HapusCOVIDl9

#ThankYouFrontliners

■雪州苏丹沙拉弗丁呼吁雪州子民留守家中，遵守 

“行管令”，这样才能确保冠病疫情慢慢受控和停 

止蔓延、散播。

状，得马上到医院去检查身体， 

误。（TSI )
莫要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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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部驳芑网传谣言
(吉隆坡25日讯）通讯与多 

媒体部驳斥网络媒体流传的一些 

谣言:

1. 警方否认发出300令吉罚 

单：
a. 有超过一个人的轿车将被 

罚款300令吉。

b. 不戴口罩罚款200令吉。

2. 警方否认提控感染上新冠 

肺炎（C0VID-19)来自槟城甲抛答底的4名印裔男子。

3. 登嘉楼龙运医院否认该医院所有医务人员已被隔离，虽然

该医院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惟隔离者并不包括所有医务人员。

4. 卫生部驳斥没有胃口及失去嗅觉是新冠肺炎症状。

5. 雪州大臣办公室否认雪州首相署国家安全委员会（MKN

发出指示指双溪锡（Sg. Lui)、双溪拉玛（Sg. Ramal Dalam) 

、双溪美勒（Sg. Merab)及哥本路是新冠肺炎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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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苏丹呼吁民众留在家中

(吉隆坡25日讯）

雪兰莪州苏丹沙拉弗丁 

殿下开腔，劝告民众遵 

守行动管制令，以中断 

感染链，并呼吁曾经出 

席大城堡清真寺万人集 

会的一些顽固人士，出 

来接受检测。

苏丹殿下表示，民 

众的顽固和自私只会为 

各方造成麻烦，尤其是前 

线人员。因此，殿下促请 

所有民众待在家中，身体 

出现症状者则应该现身 

接受检验和隔离。

雪州王室办公室本 

周二在脸书发贴文指 

出，殿下担心，假设疫 

情继续蔓延，感染人数 

上升，会导致管制令延长。

殿下指出，这会进一步冲击人民的 

曰常作息，对各阶层人民带来严重的影 

响，如商家和小型企业。

殿下昨天（24曰）在莎阿南武吉加 

央安王宫会晤了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在 

是次会晤中，阿米鲁丁向殿下汇报了新 

冠肺炎疫情，并告知现下情况严峻。

殿下对此表示忧心，因为仍有民众 

冥顽不灵，不遵守管制令。

自行动管制令于3月18曰执行以 

来，今曰（25曰）已经迈入第8天。截 

止昨日中午，雪州确诊病例累计378 

宗，是全国确诊病例最_的州属。#

雪劝 
苏民 
丹遵 
:守 
^行 
断管 
感令 
染待 
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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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内超过一人或不戴口罩罚款？

通讯委会：假消息
(赛城25日讯）车内超过

一人罚款300令吉？不戴 

口罩罚款200令吉？都朵 

假消息！

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今天发文告，驳斥行动管 

控指令落实期间流传的各 

项假消息。

文告说，这包括“车 

内超过1人罚款300令 

吉”，以及“不戴口罩罚 

款200令吉”。

“警方也否认槟州甲 

抛峑底医院有4名确诊 

2019冠状病毒病的印裔

男子逃离医院。

“龙运医院也否认所 

有职员已被隔离，虽然该 

医院出现冠病确诊病例， 

但隔离的指示没涉及所有 

职员。”

此外，卫生部否认失 

去食欲及嗅觉是新发现的 

感染冠病症状。

另外，雪州大臣办公 

室辟谣，否认国家安全理 

事会把双溪内、双溪拉马 

达南、双溪莫拉及哥本路 

(Jalan Kebun)列为冠病 

热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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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拉央E表格门牌税 

缴交日期延长至4月30
(士拉央25日讯）士拉央市议

会基于国家正在执行行动管控 

令，将延长E表格门牌税缴交 

日期至4月30日。

该市议会发表文告指出，

29日前缴交，逾期者将在3月 

1 R接获E表格催收单，包括 

迟交罚款20令吉，须在3月 

31日前付清，否则将被市议会 

展开追讨行动，如今延长至4

通过这项延氏，将有5万5000 

户拖欠门牌税者受惠。

当局也会展延扣押或充公 

行动，至5月1 FI才开始取缔 

拖欠及积欠门牌税者。

上半年门牌税需今年2月

月30闩

当局目如周一至五，上午

8时至5时依旧有服务，热 

线：03-6138 9898或免付费电 

话：1800-222-6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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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轚现酋寮雄珍B剿管制人流
沙登25日讯沙登现首宗确诊病例！当地巴 

刹为避免人群聚集而加强管严，实施管制人流行 

动。民众受促务必戴口罩才可以进入巴刹！

史里肯邦安州议员欧阳捍华 

表示，今曰是沙登新村巴刹首曰 

实施人流管制行动，成效显著。

他指出，沙登新村巴刹原本 

约有6个出入口，为方便管制，所 

以已封锁其它路口，仅剩位于SK 
10/6路的出入口。

「过去几天巴刹情况有点失 

控，因为这里出入口太多了，很 

难控制人流。封锁入口后，接获 

很多民众投诉，指不方便，我知 

道初时会不方便，但为了防疫必 

须这么做！」

他说，巴刹每日早上6时开 

市至中午12时左右停止营业，期 

间会有警员轮流驻守。

与此同时，明日起，沙登新

村巴刹和沙登人民巴刹也会为欲 

进入巴刹的民众测量体温，符合 

条件方可通行。

「基本上巴刹每日都会营 

业，所以民众不用抢，也不要听 

信外界指巴刹会关闭的传闻。」

改变生活模式

「不过，在防疫期间，民 

众需要改变生活模式，无须每日 

到巴刹购物或是喝茶。因频繁出 

外，会增加感染风险。」

另外，欧阳捍华亦证实，其 

选区的确有一宗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所以当地的防疫工作刻不容 

缓，亦再三提醒民众需配合政府

实施的行动管制令。特别是到人 

多的地方，必须戴口罩！

「政府要确保市场上口罩供 

应足够，并且价格便宜合理。」 

他补充，行动管制令期间， 

许多贩商断了收入，为了帮助受 

影响的民商度过难关，雪州政府 

亦拨款，给予贩商援助津贴。

根据记者现场观察，警察除 

了驻守在每个入口以防止漏网之 

鱼，并且限制进入巴刹的人数。 

同时也会巡视每个摊位，以便提 

醒购物民众需与其他人保持至少 

一公尺的社交距离，过于亲密的 

民众将被阻止购物。

^欧示厂宇•于，登出现首宗新冠肺炎病1

刹和沙登新村巴刹将实施人流管制，

同日 1页戴□罩和体温过关，方能进人％物"^ <-腺启

Page 1 of 1

26 Mar 2020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85,616 • Page: A29
Printed Size: 577.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0,119.69 • Item ID: MY003915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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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选盟抨雪政府扣押反对党州议员拨款
吉隆坡25日讯|雪州政府

扣押9名反对党州议员抗疫拨 

款引起非议。净选盟2.0批评雪 

州政府此举等同延续国阵时期 

的「政府等同政党」的文化， 

滥用公款来争取选民支持。

净选盟2.0今日发表文告 

表示，该组织严厉谴责雪州政 

府扣押反对党州议员拨款的行 

为，并重申各州政府，无论由 

任何政党执政，都必须摒弃歧 

视反对党的文化，特别是扣押 

选区拨款。

「这是一种卑鄙及不道德

的行为，而且也是一种恋权的 
表现，延续国阵时期，政党等 

于政府的不良文化，将公款当 

作政党的资产。j

净选盟2.0也批评雪州大 

臣政治秘书柏汉指雪州政府发 

放拨款给各州选区协调员，旨 

在合理化扣押反对党州议员拨 

款的行为。

「把公款交给这些非民选 

的协调员，只是合理化庇护主 

义，强迫反对党州选区的选民 

向这些协调员寻求协助，然后 

感恩州政府。J

有鉴于此，净选盟2.0敦 

促公正党主席安华认真对待希 

盟竞选宣言，即公平分配拨款 

给所有国会议员，并率先贯彻 

在各州属，以便所有代议士能 

够履行职责，管理各自的服务 
中心0

同时，净选盟2.0也促请 

雪州反对党领袖礼占施压联 

邦政府率先表态，公平对待 

所有反对党国会议员，否则 

雪州反对党领袖投诉遭到雪 

州政府打压’只是一种虚伪 

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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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吉加星前线人员获RM100交通津贴
吉隆坡25日讯|武吉加星州

议员拉吉夫宣布将给予每位前线 

工作者100令吉交通津贴，以示鼓 

励。

拉吉夫今日发表文告表， 

本地正受疫情影响，不仅经济受 

到冲击，民众也受促遵守政府实 

行的行动管制令。不过，同时间 

有部分国人仍需工作，如在其选 

区就有医护、警察、灵市政厅官 
员等前线人员，仍在为民服务。

他指出，虽然许多工作人 

员并非武吉加星的居民，但是却 

在当地的医院、警局和消拯局值 

班，故这些前线人员依旧可以获 

得有关福利。

「他们使用公交上下班，可 

是近日政府实施公交服务分阶段 

营业，然而这项措施未必符合他

们的工作时间。』

他续指，有关举动是为了减 

轻因公交班次变更而受影响的前 

线人员，所面对的经济负担。

「我希望透过100令吉交通 

津贴，可以帮助从事必要性工作 

的前线人员。』

他也呼吁，符合资格，并且

经常乘搭德士和电召车来往工作 

地点的工作人员，积极申请。

「申请者必须提供薪水单、 

身份证副本等身份证明的文件， 

以便核实其工作性质，又或是 

他们使用公交服务的记录，电 

由阔：vivien@bukitgasing.my / 

help@bukitgas1ng.my民P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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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25日讯）净选盟2.0今日谴责雪 

州希盟政府扣押9个反对党州议席各3万令吉的冠状 

病毒疾病选区拨款。

净选盟2.0今日发表文告重申，所有执政联盟 

应该在选区拨款分配上避免歧视反对党，公款的用 

途必须跨越政党。

该组织认为，类似不道德及缺乏尊重的做法，

淨選盟：扣押選區冠病撥款

“雪政府歧視反對黨”
不只是背叛选民，同时也脱离不了 •党独大思维， 

即执政的政治人物把公款当作党产。

根据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政治秘书博汉阿曼沙解

释，这笔冠病特别拨款是分发给所有选区，反对党 

选区的拨款由雪州政府委任的“选区协调员’’负责 

管理，净选盟抨击类似跛足的借口是制度化的客户 

主义，强迫选民要成为政治人物的客户。

净选盟呼吁希盟最高领导拿督斯里安华能够在 
州属层次实现希盟竞选宣言的第16项承诺，即恢复 

议会尊严，包括以透明方程式分配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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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
有
統
計

m
没
有
統
治
之处。

娜卽大桌Q

^北市长柯文哲曾说，没有

口统计，就没有统治。几乎 

我国政府各个部门单位，从国民登 

记局、内陆税收局到统计局，从学 

校到医院，从警察政治部到武装部 

队情报单位，都掌握着海量的国民 

资料和日常生活数据，不只大，而 

且齐全。这些属于全民的资产，要 

在关键时期加以整合并应用，才能 

充分显示出其对社会的贡献价值， 
而非只是一串数字，为了统计而统 

计。

特别是，从落实行动管制令至 

今，如何把新冠肺炎疫情充分做到 

公开透明和视觉化，以及如何找到 

隐身在社区里但又急迫需要协助的 

弱势贫穷住户，政府尚有许多改善

最近，卫生总监诺希山在官方脸书发布了 

疫区分布图，显示雪州八打灵再也和吉隆坡班 

底谷为全国疫情最严重的地区。然而，民众如 

果对卫生局管辖分区或地方县署划分不了解， 

可能会造成混淆，因为里头的“八打灵再也” 

并不单指“八打灵再也”，也涵盖白沙罗、梳 

邦再也、双溪毛糯乃至莎亚南部分地区，范围 

甚大。

尽管如此，哪…座住宅花园、甘榜、新村 

或高楼社区住有确诊病患，感染源头来自哪- 

场所，县卫生局和地方政府其实都能充分掌握 

并仔细追踪。这些资讯应该公开，因为已不是 

秘密，一方面可杜绝人云亦云让未经证实的消 

息在社交媒体流传制造焦虑氛围，二来可警示 

民众减少外出并避开这些地方场所，最后则是 

配合军警部队加强巡逻，减少该区人流和车流 

量，以便让卫生局能够充分完成有效阻隔和扑 

灭疫情的任务。

私人领域发起的outhreak.my算是针对国内 

疫情资讯较完善的网站，也是马来西亚和区域 

各国政府值得仿效的大数据整合和视觉化个 

案，网站附有中英巫3语版本，内容涵盖即时 

更新数据、位置追踪地图、分辨真假新闻等。 

即使疫情过后，这类网站也可常年用作追踪国 

内骨痛热症病例和热点区。

此外，行动管制令必然将使部分人士暂时 

失去维持家计的能力，其中又以身心障碍者、 

独居长者、单亲小孩的家庭，乃至低收人且没 

有公积金储蓄的底层合约制劳工和小贩冲击最 

大。

尽管各州政府已陆续宣布拨款给州议员 

以援助弱势贫穷住户，但我们如何能够找出他 

们？以及，如何做到资源的公平分配，而非作 

秀宣传大于人道援助？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关键时期的援助政策 

和拨款发放，应尽可能协调。例如，若要掌握 

B40低收人群体，可开放内陆税收局生活援助 

金名单，或长期领取社会福利局津贴的名单予 

州政府，直接发款，不是更为快速可及？

否则，又是一轮填表格申请，然后再要求 

地方县市议员、村委会、居民协会或社区管理 

层沿户查实，不但可能会因政党背景不同或利 

益关系而把真正需要援助者排除，也增加了人 

与人接触的感染风险。

马来西亚是典型的现代福利国家，联邦和 

州政府都拥有许多福利计划，从生活援助金到 

mySalam医疗保险计划，从雪州的乐龄亲善基 

金到水供津贴，但往往因为部门不一，缺乏协 

调，导致每一项计划的推出或改变，都需要重 

复地填写表格、上缴身分证影本，为何不能有 

-个统一各大数据的作业系统？

不断地“填表格”，也是对政府欲迈 

向大数据时代的•大讽刺。更何况，马哈迪 

推动多媒体超级走廊发展时提出的电子政府 

(e-Gtwemment)概念，迄今已经超过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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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拉央市議員助抗疫

余深恩捐一個月津貼
(士拉央25日讯）士拉央市议会第12区市议员余深 

恩捐出一个月的市议员津贴，与国人一起对抗冠状病毒

他表示，希望能够就此抛砖引王，唤起更多人踊踊 

响应。

“我将把津贴换成物资，送给在前线站间的医务人 

员及执法人员。”

余深恩将在今天各移交1 〇〇〇个口罩给士拉央医院及 

士拉央市议会。他也在日前移交消毒搓手液和干粮给市 

议会，供前线的执法人员使用。他也感谢支持者出钱出 

力，与民共用抗疫。
另一方面，白沙罗国会议员办公室也赞助180公升 

的消毒搓手液给士拉央医院。

会
前
线
人
员
，
并
由
公
关
部
主
任
莫
哈
末
晋
接
领
。

余
深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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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視管制警戒線

村民偸步湧入買菜
(沙登25日讯）梳邦再也市议会联合警方实施沙登新村巴刹人流管制 

及开放单-出入口措施今日顺利开跑，然而不少村民早在清晨6时起就纷纷 

“偷步”，在没有执法人员看守下无视警戒线的限制，如常从四处八方涌 

人巴刹买菜，各档口依旧人头攒动。

执法员抵达后民众乖乖排队

直到早上7时30分左右，市议会执法人员与警方先后抵达巴刹，随即重 

新拉起了警戒线，封锁其中5个出人口，各别位置也有执法员站岗。此时， 

欲窜人巴刹的民众见状只好乖乖绕道。

根据原定计划，即日起村民只能取道SK 10/3路，使用唯一获开放的 

“关卡”进出巴刹。与此同时，驻守警员和市议会执法员也开始规定村民 
必须戴口罩，在出人口处排队等候人群分流，尽可能控制巴刹内的人潮流 

量。

依现场视察所见，巴刹内无论是杂货店、菜档和鱼档，都依旧出现人

群贴近购物的情况，村民普遍上还是不习惯保持社交距离。

值得《的是，只有巴刹肉类区的猪肉档可见民众排好队，一个接-- 

个进人购买新鲜猪肉，只不过彼此之间的距离仍然没有相隔一公尺。

欧阳捍华：探讨调整执勤时间

今早8时前往视察新措施效果的史里肯邦安区州议员欧阳捍华表示，沙 

登新村巴刹首日实行单一出人口管制过程，整体而言尚算顺利，接下来会 

继续观察巴刹人潮流量^

针对许多村民在执法员站岗之前，就已经从各个出入口涌人巴刹的问 

题，他表示将与市议会及警方进•步沟通，探讨是否调整执法员的执勤时 

间。

他说，从明天开始沙登新村巴刹及和平村路人民巴刹也将会推行新措 

施，即民众必须事先通过测温检查，如有发烧症状将不获准进人巴刹：
欧阳捍华指出，虽然巴刹只用一个出人口的限制，初期会造成许多不 

方便，但是为了有效防疫，希望村民能够给予配合及包容。

“在现阶段，市议会规定了巴刹营业时间从早上6时至中午12时结束， 

村民可以不必在同一个时段涌来巴刹购物。”

今早陪同视察者包括梳邦再也市议员工奕翔与唐竟发、沙登新村管委 

会主席方年泰以及沙登新村巴刹小贩公会主席唐思恒等。

欧阳捍华（前右）周三前往沙登新村巴刹视察 

市议会落实单一出入口管制的首日情况d

©©©©沙登新村巴剎 在执法员抵达前，村民如常从各个出入口进出巴刹，也无视警戒线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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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納巴迪勞派物資

選區數百戶受惠

民。

甘纳巴迪劳（右））派发物资给有需要的居

(沙亚南2 5日 

讯）行动党哥打哥文 

r州议员甘纳巴迪劳 

服务屮心从前日起-- 

连两天派发物资给选 

区内受行动管制令影 

响的居民，至今已有 

数百户家庭受惠。

也是雪州行政 

议员的甘纳巴迪劳指 

出，其服务中心于前

昨日•连两天，从早 

上卯寸开始，在服务中 

心派发物资给居民， 

以减轻他们的生活负 

担。

他表示，然而所 

有物质存货已派发完 

毕，所订购的货品仍 

未到货，但申请者依 

旧很多，许多人仍难 

以获得干粮，因此他

希望仍未获得物资者 

耐心等待，他们将尝 

试作出安排：

他也说，无论如 

何，他将专注于选区 

内的福利问题，让选 

民的生活获得保障: 

此外，他也捐献 

5000令吉给沙亚南市 

政厅，作为购买前线 

人员的生活必须品， 

以减轻那些在行动 

管制令期间必须在前 

线工作官员的生活负 

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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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3. 2020 星期四 I冰M

假新聞_

通
讯及多媒体部 

快速回应小组发 

布文告否认社交媒 

个假新闻。

假的不了

,lflbn Efuupi

布文告；
1体的刊

未戴口罩共車沒被罰款

b政府£新政苽企

雄制朗间没有任何收人酬友们丨⑶爵砰丨 
似通过AgeW响卯⑴挪曰邮咖W技幵

管制期间

无收入者可申请 

RM 1〇〇政府援助金

|吻—ibu卿由
COV7D,,̂ ^Edrkiu,, ■ *r：ia r,

通miR爾酯聞
(八打灵再也25日讯）通讯及 

多媒体部根据社交媒体的5个假新 

闻做出下列澄清。

通讯及多媒体部快速回应小组发布 

文告表示，大马皇家警察否认民众外出 

没有戴口罩将接获200令吉罚单；车内载 

有其他乘客者将接300令吉罚单的言论。

“其二是大马皇家警察也澄清没有 

4名患上冠病的印裔男子逃离槟城甲抛崙 

底医院”

该文告说，其三是龙运医院否认该 

院所有职员已遭隔离的谣言，并指尽管 

该院有冠病案例，但隔离指令不涉及谣 

言般的所有职员。

“其四是卫生部反驳食欲不振和丧

失嗅觉是冠病的新症状之一。”

“其五是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 
丁否认雪州国家安全理事会指雪兰莪有 

数个地区，如双溪内（Sg. Lui)、双溪 

拉马达南（Sg. Ramal Dalam )、双溪默 

拉（Sg. Merab)及巴生哥本路（Jalan 

Kelnm)出现冠病确诊病例后，被列为 

冠病疫情爆发热点区的言论d

_ Like + Share
留言 ’RMiGtr

i眩卿肺格&帕万巧

“管制期间，无收入 

者可申请RM100政府援助 

金”为假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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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俐苇

士拉央市议会也将展 

延对拖欠门牌税者的逮捕 

和充公物品抵债的执法行 
动，直至5月1日„

IDS

通告E罰載延至4^30
士拉央市會：5.5萬人獲通融

(万挠25日讯）士拉央市议会主 

席三苏沙里尔今日发表文告指出， 

鉴于行动管制令和疫情的影响，将 

通告E ( notis E )的罚款支付费期限 

展延一个月至4月30日。

他在文告中表示，市议会也将展延对 

拖欠门牌税者的逮捕和充公物品抵债的执

法行动，直至5月1日。“这项决定会使5 

万5000名拖欠门牌税的户口持有人受惠。 

市议会是为了给予他们通融，而有此决

疋

他解释，门牌税账单早在去年杪已发 
出，户口持有人本应在今年1月1R至2月 

29日期间缴付。

“总共5万5000名的违规者，已在3月

1日接获罚款20令吉的通告E。市议会本应 

在本月杪展开执法行动，但如今已展延至 

4月杪。”

文告也呼吁民众在周-周五，上午8 

时至下午5时拨电03-6138 9898或免付费热 

线1800-222-677查询更多详情。民众也受 

促关注市议会的官方脸书专页，以掌握更 

多相关情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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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苏丹沙拉弗丁谕令，雪州子民要乖乖呆在家 
里，互相配合，一同抗疫。（照片取自雪州王室脸书专贵)

曾出席大城堡伊集會

雪蘇丹諭令現身檢測
(沙亚南25日讯）雪州苏丹沙拉弗丁谕令，那些曾参 

与大城堡清真寺传教出集会者，必须马上现身到医院去检 

验身体，以免冠病病毒在社区内散播，让疫情进一步恶化!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往沙亚南武吉加央安王宫 

觐见苏丹殿下，汇报最新冠病疫情的危险性和“抗疫专案 

小组”的工作进度后，殿下因有所担忧而发出上述谕令。

殿下忧心，倘若冠病确诊病例持续攀升及在社区散 

播，政府届时或会宣布延长行动管制令。

“如此一来，必定严重打击和影响各阶层百姓，包括 

商贩和中小型企业等的日常作息和生计。”

吁雪州子民遵守行管令

殿下指出，看看昨日迈人行管令的第7天，只见还是 

有冥顽不灵的人士不遵守且到处乱跑，情况让人担忧。

殿下劝告，雪州子民必须听话和乖乖呆在家里，遵 

守“行管令”，这样才能确保冠病疫情慢慢受控和停止蔓 

延、散播。

“在这非常时期，固执和自私的行为，只会加重抗疫 

前线工作者的负担和连累他们。”

有鉴于此，雪州苏丹殿下也谕令，雪州子民要留守家 

中，若身体感到不适或出现冠病症状，得马上到医院去检 

查身体，莫要耽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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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商的定義
路見不平

郭健平
自由撰稿人

动限制令期间，电商是

1 了获得宪报颁布其中-项 

可以继续经营的行业之一。

这可能是有关当局经过深思 

熟虑后做出的一个决定。表面看 

来，电商的运作，确实可以比让人 

民减少到商店购买货物，更能减 

少人与人的接触，但是实行起来， 

其实也不见得。我们来看两个例 

子。

第…个例子是，假设电商让 
50%的员T上班，员工处理好包 

裹后，让物流或快递公司的员T 

来接收包裹。包裹送到处理中心 

后，中心的员工又把包裹处理好 

后由货车北上南下。最后一里路 

的派送员在派送包裹路上时已和 

不少收件者、住宅区的保安等接 

触。这么看来，如何能真正的减 

少人员的接触？实则看来，网购 

和到实体店购买物品，人员的接 

触幅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第二个例子，是单打独斗 

的电商。其实和第 '个例子的差 

别，就只在于因为包裹量少，所 

以要自己到快递公司寄货。这也 

不能怪他们要自己到快递公司寄 

货。因为在平常日，小电商虽然 

1催四请快递公司上门取件，但 

也不一定出现。现在快递公司的 

T.作时间缩短了，更很难指望他 

们安排足够的人手上门取件。而 

大多数因为行动限制令无法出门 

而继续在网上购物者，也只是一 

味的要求像平日般的快速送货。 
能理性向卖家留=说“行动限制 

令结束才发货也没关系”的消费 

者实在少之又少，所以小电商又 

R复一日的到快递公司寄货。

这两个例子可以告诉你，通 

过网上购物就能减少人与人的接 

触，其实纯粹是假象。电商能蓬 

勃发展，是靠物流团队的大量人 

力才能堆砌起来的。

在大马，经营电商是没有 

人门需求的。当然电商也需要 

报税、商业注册或成立有限公 

m]等，但是宣称自己是电商是没 

有门槛的，也没有 '种叫“电商 

执照”需要申请，所以问题就来 

了。

-间有实体店的公司，如果 

没有经营网卖这…块，但是由于 

有使用快递寄货给顾客，为了可 

以在行动限制令期间执业，也可 

以辩称自己是电商。但是如果那 

些真的是有在经营电商这一块的 

实体店商家，如果在店面打包网 
上的订单，却被有关当局盯上， 

这也对他们极之不公平。^

那些在家里经营的电商， 

就在行管期间不需担心有关当 

局的上门慰问:在家里经营电 

商，有关当局一直以来都不会太 

过干涉。但是日子久了，如果住 

家式的电商规模越来越大，搬运 

货物过程影响到了左邻右舍使用 

电梯的时间等，那么在住家经营 

生意是否合法的问题又将浮上台 

面。理论和技术上，住家是不允 

许经营生意的，但是随着时间的 

转移，除了住家式的电商之外， 

许多如家教、住家式包餐、家庭 

T等已成为许多人在家工作的模 

式。这是各层级政府们应该认真 

思考的问题。今年1月，雪州行政 

议员黄思汉提及州政府将拟定电 

商指南，希望州政府能往这_ -方 

面和地方政府认真探讨。

住家式的生意，家里是住人 

的地方，也是经商的地方，大多 

数人和执法单位睁只眼闭只眼来 

看待。但是如果当这些生意扩大 

了些，业主想要租用邻近的住家 

单位充当办公室的时候，那么这 

个100%用来赚钱的住宅被充作 

“办公室“，是否还合法呢？

说回这次的行动限制令， 

电商是否应该正常营运，也成为 

讨论的话题。譬如服装业、运动 

业、汽车美容、玩具等不是基本 

需求的行业，有人认为根本没有 

必要获得继续营业，只让那些卖 

日用品的电商获得营业，才可以 

减少不必要的人与人的接触。这 

争议也值得社会和政府的讨论。

行动管制还有约一个月才结 

束，随着疫情的发展，许多人越 

来越不看好行管期会如期结束。 

为了更快速的结束行管期，以及 

减少人与人的接触，“电商”的 

定义是否应该收窄，政府应该快 

速和行业内的巨头进行对话。

这次的行动管制，其实也让 

许多在正常日子我们不去关心的 

课题陆续浮出台面。等一切坏的 

情况都过去后，大家认真回望行 

管期间所出现的问题，也是将来 

让国家与社会再进步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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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玉梅（右二）今午在官员陪同下，巡视大巴刹消毒工作。

2■巴生市议会卫生小组官员很仔细消毒巴生各处，确保没有人病毒继续留在巴刹。

3.沙亚南巴士总站每天都会迎人许多搭客，为免病毒扩散或残留，市政厅于周二和 

周三展开全面消毒工作。

(巴生25日讯）全国实 

施行动管制后，目前仍被允 

许运作的公共地方包括巴刹 

和巴士总站总是迎来许多人 

潮，为了阻止疫情扩散及让 

人们放心买菜和搭巴士，巴 

生中路大巴刹和沙亚南巴士 

总站于昨日进行大消毒！

巴生市议员严玉梅向 

媒体指出，为了防止疫情扩 

巴生中路大巴剎沙亞南巴士總站

全面消毒遏止病毒
严玉梅昨午巡视消毒工 

作进度后表示，巴刹营业到 
下午2时30分就停止营业， 

市议会随后就开始进行消毒 

工作。

沙亚南市政厅公关主 

任沙林受询时指出，这项防 

疫措施是配合公共交通机构 
(APAD)日前发出的指令而 

展开。他说，市政厅约10职 

散及让人民放心买菜，巴生 

中路大巴刹昨日下午停止营 

业，以进行全面消毒工作。

她披露，雪州政府于上 

周开始指示州内的巴刹和清 

真寺，都必须进行全面消毒 

的丁作，以遏制病毒散播a 

她说，由于消毒品尚未准备 

好，市议会只能向业者和民 

众宣导防疫措施，并在巴刹 

摊位之间保持社交距离。

她披露，今次消毒行 

动是由卫生小组官员负责 

执行，将会采用次氯酸钠 
(sodium hypochlorite )进行 

消毒，整个过程大约2小时 

“消毒工作只需几小时 

时间，所以巴刹明日就会照 

常开业，不过市议会希望所 

有小贩和顾客都能做好防疫 

措施，保持社交距离，才能 

有效真正防疫。”

严玉梅：巴刹照常开业
沙林:

“巴生中路大巴刹目前 

营业半天时间，而今早照常 

营业，民众首秩序的情况相 

比之前来得好，但还是有进 

步空间：”

确保巴士总站清洁
沙亚南第17区巴士总站 

则是于昨日和今日关闭停业 

两天，以进行消毒及清洁工 

作〇

员从今早10时在卫生小组的 

统筹下，分别到巴士总站各 

处，包括祈祷所、候车亭、 
篱笆、水槽等进行消毒：

“市政厅非常重视巴士 

总站的卫生清洁，所以需时 

时刻刻确保巴士总站处在良 

好清洁状况。”

另外，沙林披露，市政 

厅已启动冠状病毒行动室， 

以确保沙亚南市民能轻易接 

受到有关于行动管制令下的 

讯息d

“行动室从上午9时运 

作到下午4时，民众可播电 

03-5522 2702/2800/2820或 

03-5510 5133或转拨 1515查 

询。

市會大廈分局消毒 

巴
生市议会副主席兼秘书艾丽 

雅披露，市议会即日起派员

在总部大厦和各分局进行彻底消毒防 

疫。消毒人员亦需在出勤前测量体温，

以确保处于健康状态。

她说，消毒范围包括柜台、电梯、 

官员办公桌、候座席、民众等候空间、 

韩沙大礼堂、厕所、门窗和把手等，确 

保每•处空间都不放过，不容许有病毒 

危害人命的风险。

Page 1 of 1

26 Mar 2020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2
Printed Size: 371.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1,242.42 • Item ID: MY0039153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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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