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enginapan
percuma untuk
petugas barisan
hadapan
Shah Alam: Kerajaan negeri de-
ngan kerjasama hospital swasta
menyediakan penginapan percu-
ma kepada petugas barisan ha-
dapan menerusi Pakej Rangsa-
ngan Selangor Prihatin Fasa ke-2.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berkata Ke-
rajaan negeri melalui Perbada-
nan Kemajuan Negeri Selangor
(PKNS) akan menyediakan pe-
nginapan percuma untuk petu-
gas barisan hadapan.
“Sebagai permulaan, kerajaan

negeri terlebih dahulu akan be-
kerjasama dengan Angkatan
Tentera Malaysia (ATM) serta
Polis Diraja Malaysia (PDRM).
“Sebanyak 204 bilik diperun-

tukkan di Hotel De Palma Am-
pang, manakala 83 bilik lagi di-
sediakan di Hotel De Palma Shah
Alam bagi memenuhi keperluan
ini.
“Penawaran ini akan diperluas

kepada kelompok lain yang ber-
sesuaian berdasarkan keperluan
semasa,” katanya dalam satu ke-
nyataan semalam.
Amirudin berkata, kerajaan

negeri dengan pihak hospital
swasta juga bersetuju menerima
kes bukan COVID-19 dari hospi-
tal kerajaan.
“Ini susulan beberapa perbin-

cangan awal membabitkan anak
syarikat kerajaan negeri, SEL-
GATE Corporation bersama Ja-
batan Kesihatan Negeri Selangor.
“Hospital swasta ini juga ber-

sedia untuk menyumbangkan be-
berapa alat bantuan pernafasan
(ventilator) buat kegunaan hos-
pital kerajaan,” katanya.
Pagi semalam, Amirudin me-

ngadakan mesyuarat bersama
Pegawai Kewangan Negeri dan
Unit Perancang Ekonomi Negeri
Selangor bagi memperhalusi Pa-
kej Rangsangan Selangor
Prihatin Fasa ke-2 dalam usaha

merangkul semua pihak yang
terkesan dengan wabak CO-
VID-19 yang sedang melanda se-
luruh dunia.
“Kerajaan negeri akan mem-

buat pengumuman seterusnya
pada permulaan sesi kedua Perin-
tah Kawalan Pergerakan (PKP).
“Semoga sinergi antara pihak

Kerajaan Persekutuan, kerajaan
negeri, GLC dan swasta mem-
buahkan hasil terbaik buat ra-
kyat,” katanya.

Amirudin Sh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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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si ‘cuci’
Beberapa negeri ambil inisiatif
laksana operasi nyah cemar

Oleh Ruwaida Md Zain,
Zuhainy Zulkiffli dan
Hazira Ahmad Zaidi
am@hmetro.com.my

Kuala Lumpur

Walau operasi nyah
cemar besar-besa-
ranbermulahari ini,

ada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dan kerajaan negeri yang me-
ngambil inisiatif melakukan
prosedur itu lebih awal.

Semalam, beberapa lokasi
tumpuan, beberapa negeri
dibersihkan antaranya di Se-
langor yang membabitkan
proses nyah cemar di Ibu
Pejabat Jabatan Bomba dan
PenyelamatMalaysia (JBPM)
negeri di Shah Alam selain
kawasan merah di Gombak.
KetuaPasukanKhasBahan

Kimia Berbahaya (Hazmat)
JBPM Selangor Mohamad
Nazri Ar Azmi berkata, pa-
sukannya membersihkan

stesen bas, pasar raya, kedai,
dewan serbaguna dan
lain-lain lokasi umum yang
jadi tumpuan masyarakat.
Di Pulau Pinang, Pasukan

Bomba Sukarela (PBS)
Mount Erskine sudah me-
mulakan pembasmian ku-
man itu sejak enam hari lalu
secara sukarela.
Pengerusinya, Ngoh Chin

Wah berkata, mereka mem-
bersihkan kawasan awam dan
jalan raya di sekitar Timur

Laut di Georgetown dengan
cecair pembasmi virus itu ada-
lah bancuhan sendiri meng-
gunakan formula dari China.
“Setiap hari sebanyak

5,400 liter air yangdicampur
dengan alkohol dan bebe-
rapa bahan lain digunakan
membuat cecairnyah cemar.
Kosnya hampir RM1,000
yang didermakan orang ra-
mai,” katanya.
Sementara itu, Majlis Per-

bandaran Kota Bharu-Ban-

daraya Islam (MPKB-BRI)
melakukan proses sembu-
ran nyah cemar setiap dua
hari sekali di sembilan pasar
di Kota Bharu setiap kali ta-
mat operasi perniagaan.
Langkah itu diambil sejak

awal Perintah Kawalan Per-
gerakan (PKP) diperkenalkan
bagi melindungi orang ramai.
Antara pasar awam itu

termasuk Pasar Besar Siti
Khadijah, Berek 12 dan Wa-
kaf Che Yeh.

ANGGOTA PBS Mount Erskine melakukan proses nyah cemar
di Ibu Pejabat Polis Daerah (IPD) Timur Laut, semalam.

PETUGAS Jabatan Kesihatan Majlis Perbandaran Klang (MPK)
melakukan semburan disinfeksi di KTM Kampung Raja Uda.

ANGGOTA Bomba dan Penyelamat Jalan Maharajalela
membuat persediaan untuk operasi nyah cemar.

PETUGAS MPK
melakukan
pembersihan dan
sanitasi di sekitar
Kompleks Sukan
Pandamaran.

ANGGOTA Hazmat JBPM Perak
melakukan operasi nyah cemar
di Stesen Bas Sri Maju di Ip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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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dah tiba masa Malaysia ‘serang’

Bagi memenangi perang 
melawan virus Covid-19

Wabak pandemik koronavi-
rus (Covid-19) yang mula 
dikesan pada pertengah-
an Disember tahun lalu 

di Wuhan, China kini menular secara 
global ke-177 negara dengan meragut 
31,700 nyawa daripada 678,720 kes di-
jangkiti.

Negara yang dilabelkan kukuh dan 
kuat iaitu Amerika Syarikat (AS) men-
catatkan jumlah tertinggi kes positif Co-
vid-19 iaitu 124,686 kes diikuti Itali 
(92,472 kes) dan China (82,120 kes).

Malaysia tidak terkecuali apabila men-
jadi negara kes tertinggi di Asia Tengga-
ra dengan 2,470 kes melibatkan 34 kema-
tian setakat jam 5 petang semalam.

Covid-19 dipercayai menular seperti 
influenza melalui titisan pernafasan da-
ripada batuk atau bersin, namun epide-
mik itu dianggap paling mudah berjang-
kit apabila seseorang menerima tanda 
gejala walaupun penyebarannya tidak 
bergejala.

Gejala umum termasuk demam, batuk 
dan sesak nafas serta komplikasi mung-
kin berlaku seperti radang paru-paru dan 
sindrom kesukaran pernafasan akut. 

Pada masa ini, tiada vaksin atau ra-
watan antiviral tertentu, maka langkah 
pencegahan disyorkan dan mengekang 
penularan melalui Perintah Kawalan Per-
gerakan (PKP) seperti yang dilakukan di 
Malaysia dan perintah berkurung di be-
berapa negara lain.

Pakar virologi, Profesor Dr Sazaly 
Abu Bakar berkata, jumlah kes di Ma-
laysia masih belum mencapai tahap di-
ramalkan, malah dijangka berterusan 

MOHD RIDZUAN 
ABU HASSAN

tetapi kaedah memadai. 
Tidak perlu tunggu sam-
pai ada ujian paling ter-
sempurna,” katanya.

Selain pengesanan 
awal dari rumah ke rumah, 
Dr Sazaly berkata, ujian 
RTK perlu diperluaskan 
ke atas setiap pemandu 
dan penumpang di semua 
lokasi sekatan jalan raya.

Menurutnya, membi-
arkan individu yang ber-
jangkit berada di luar 
akan merumitkan usaha 
mengekang penularan Co-
vid-19.

“Tidak ada masa lagi... 
tahan setiap kenderaan dan 
cucuk jari mereka (meng-
gunakan ujian RTK).

“Perintah berkurung 
tidak memadai mengarah-
kan mereka duduk di ru-
mah sebaliknya kita perlu 
mencari siapa yang mem-
bawa virus ini,” katanya.

Dalam pada itu, beliau 
berkata, tiada kajian me-
ngenai faktor yang menye-
babkan Malaysia menca-
tat jumlah kes Covid-19 
tertinggi di Asia tenggara.

Namun,  menurutnya, 
pergerakan masyarakat di 
negara ini lebih tinggi ber-

banding negara lain mungkin boleh 
menjadi faktor kepada perkara tersebut.

“Sistem pengangkutan, jalan raya, 
komunikasi kita bagus dan penggunaan 
kenderaan yang banyak.

“Cara hidup masyarakat kita berke-
lompok tinggi selain pergaulan sosial 
yang banyak bersentuhan dengan kelu-
arga yang ramai. 

“Tahap kesedaran masyarakat terha-
dap virus Covid-19 juga masih rendah,” 
katanya.

dalam tempoh sekurang-kurangnya dua 
minggu lagi.

Beliau berkata, jumlah kes terbaru 
dipengaruhi oleh kes membabitkan in-
dividu yang dibawa pulang ke negara ini 
dari negara berisiko.

“Mengikut laporan sidang akhbar 
oleh Ketua Pengarah Kesihatan (Datuk 
Dr Noor Hisham Abdullah) yang diada-
kan pada setiap petang, keadaan belum 
sampai pada tahap yang kita mahu.

“Angka (jumlah kes) itu masih belum 
lagi membantu kita untuk berehat. Saya 
rasa angka sebegini akan berterusan, kita 
kena tunggu sekurang-kurangnya mung-
kin dua minggu lagi.

“Kita sudah masuk minggu kedua 
Perintah Kawalan Pergerakan (PKP). 
Sepatutnya kalau berkesan, kita boleh 
lihat pada Isnin atau Selasa ini,” katanya 
kepada Sinar Harian semalam.

Semua sudut
Sehubungan itu, beliau berkata, sudah 

tiba masanya kerajaan melakukan serang-
an dari semua sudut bagi memenangi 
peperangan melawan penularan wabak 
Covid-19.

Menurutnya, Malaysia yang kini da-
lam situasi bertahan sepanjang tempoh 

fasa pertama PKP perlu 
mengorak langkah lebih 
drastik.

Dr Sazaly berkata, tem-
poh lanjutan PKP sehingga 
14 April merupakan masa 
terbaik bagi melakukan tin-
dakan pengesanan awal dari 
rumah ke rumah menggu-
nakan Rapid Test Kit (RTK).

“Dalam peperangan ini, 
kita sudah mengambil lang-
kah bertahan dengan meng-
arahkan semua orang du-
duk diam di rumah. Kita 
hanya menjadi sasaran.

“Jadi kalau kita hendak 
memenangi peperangan ini, 
kita kena menyerang. Per-
tahanan sudah ada.

“Kita perlu tukar teknik 
lebih agresif dengan me-
nyerang termasuk membe-
baskan satu kawasan demi 
satu kawasan. Kawasan 
hijau dilindungi dan kawa-
san merah dibersihkan,” 
katanya.

Sehubungan itu, beliau 
mengulangi saranannya se-
belum ini agar kerajaan 
menggunakan RTK untuk 
pengesanan awal, walaupun 
terdapat beberapa pihak 
yang tidak bersetuju dengan 
cara tersebut.

Menurutnya, meskipun ujian RTK 
tidak sempurna namun ia tetap boleh 
digunakan bak kata pepatah Melayu ‘jika 
tiada rotan, akar pun berguna juga’.

“Berperang tidak semestinya meng-
gunakan senjata canggih sahaja.

“Ujian makmal yang kita sedang gu-
nakan sekarang ini mengambil masa  
yang lama (keputusan). Ada lebih 8,000 
sampel yang masih pending. 

“Pada masa darurat sekarang ini, ti-
dak perlu guna kaedah paling optimum 

Kakitangan Jabatan Kesihatan Persekitaran Majlis Bandaraya Shah Alam (MBSA) menjalankan proses penyahkuman atau disinfeksi di tapak pasar basah 
Taman Sri Muda Seksyen 25, Shah Alam sebagai langkah pencegahan penularan Covid-19 kelmarin.

Anggota Bomba 
dan Penyelamat 

Sukarela 
menjalankan 

proses 
penyahkuman 
di Ibu Pejabat 
Polis Daerah 

Timur Laut, 
Pulau Pinang 

sebagai 
langkah 

pencegahan 
penularan 

Covid-19 
kelmarin.

Kita kena tukar 
teknik lebih 
agresif dengan 
menyerang 
termasuk 
membebaskan 
satu kawasan 
demi satu 
kawasan. 
Kawasan hijau 
dilindungi dan 
kawasan merah 
dibersihkan.” 

-Dr Sazaly Abu Bak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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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7 bilik percuma 
untuk frontliner

Kerajaan Selangor 
sediakan penginapan kepada 

petugas ATM, PDRM

Oleh MUHAMMAD AMINNURALIFF 
MOHD ZOKI

Kerajaan Selangor melalui 
Perbadanan Kemajuan Ne-
geri Selangor (PKNS) akan 
menyediakan penginapan 

percuma untuk petugas barisan hada-
pan (frontliner).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berkata, inisiatif ini ada-
lah antara dua ketetapan yang dicapai 

hasil mesyuarat bersama Pega-
wai Kewangan Negeri dan Unit 
Perancang Ekonomi Negeri 
Selangor.

Menurutnya, sebagai 
permulaan, kerajaan negeri 
akan bekerjasama dengan 
Angkatan Tentera Malaysia 
(ATM) dan Polis Diraja 
Malaysia (PDRM) dengan 
menyediakan sebanyak 204 
bilik di Hotel De Palma 
Ampang manakala 83 bilik lagi di Hotel 
De Palma Shah Alam.

“Tawaran ini akan diperluas kepada 
kelompok lain yang bersesuaian berda-
sarkan keperluan dari masa ke masa,”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di sini 
semalam.

Beliau berkata, hasil perbincangan 
awal bersama anak syarikat kerajaan 

negeri, Selgate Corporation 
dan Jabatan Kesihatan Ne-
geri Selangor, hospital swas-
ta di negeri ini bersetuju 
untuk menerima pesakit 
bukan Covid-19 dari hospi-
tal kerajaan.

Katanya, hospital swasta 
ini juga bersedia untuk me-
nyumbangkan beberapa alat 
bantuan pernafasan (venti-
lator) bagi kegunaan hospi-

tal kerajaan.
“Kerajaan negeri akan membuat 

pengumuman seterusnya pada permu-
laan sesi kedua Perintah Kawalan Per-
gerakan. 

“Semoga sinergi antara pihak kera-
jaan Persekutuan, kerajaan negeri, GLC 
dan swasta akan membuahkan hasil yang 
terbaik buat rakyat,” katanya.

SHAH ALAM
AMIRU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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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B生活

■黄瑞林在午 

间可慢慢享受 
美味的甘望 

鱼。

S丰

保持聯絡隨時候命
♦雪州议长兼适耕庄州议员黄瑞林

M
然难得有空档的时间，不过却过得非常 

充实，尤其平时少做的东西都可在这段 

期间完成，包括在家收拾文件、收拾房间， 

平时都很忙碌而没时间整理，很多书籍都堆 
积如山，所以我就把握这段空档重新整理！ 

得空的时候也可听歌、补眠和看新闻，以 

及自我増值来阅读更多书籍。

我也无时无刻和选区内的警区主任、村长 

们保持联络，必须清楚掌握和了解各区的问 

题，毕竟我们都是人民代议士，现阶段只是 
在家作业而需随时候命。

民生的投诉固然自然少，可是依然接到许 

多询问，有关行动指令的指南存有模糊和投 

诉难以购买到口罩。

(吉隆坡29日訊）在行动 

管制令期间，YB们拥有更多 

的时间陪伴家人，并把握 

时间在厨房大展拳脚，但也 

不曾放下身为人民代议士责 

任，为前线人员和贫困家庭 

送上日常必需品、口罩和搓 

手液，生活可说更加忙碌、 

多姿多彩和充实！
行动管制令已展延至4月14曰， 

换言之，许多领域的上班族必须继 

续待在家度过曰子，平时已不分昼 

夜，忙得不可开交的人民代议士在 

管制令期间，难得有许多空档和休 

息的时间，而他们也可把握这段休 

息的时间陪伴家人、打扫房间、听 

歌、阅读、下厨、继续完成升学课 

程等。

線上會議保持距離

平时一日24个小时对人民代议士 

而言是不足够，每天为选民四处 
奔波，甚至连一日3餐都无法好好 

享受，都是匆匆忙忙用餐后继续开 

工，即使会下厨都没有多余的时间 

可在厨房大显身手，所以也有人民 
代议士在面子书分享在行动管制令 

期间下厨的经验。

即使人民代议士也被禁止出门， 

可是他们也了解到现今依然有许 

多贫困的选民和前线人员需要协 

助，因此也和队伍不计辛苦作好防 

护，戴上口罩和手套，为选民送上 

曰常用品、为医护人员亲手制作面

原
本涉及垃圾、沟渠、塞车 

的投诉，已纷纷转为“我 

的店可以开吗？ ”、 “我可以上 

班吗”、“我如何拒绝雇主要求 

上班的决定”等！

受访的人民州议员指出，来自 

选民的投诉已大幅度减少，因所 

有人都已待在家而减少出门。

他们指出，投诉虽已少，可是 

却有许多选民询问管制令的各种 

指南，因此来电依然非常多。

也有州议员指出，毕竟是人民 

代议士，也不可能完全待在家而 

必须出门服务，为有需要的家庭 

送上物资。

“我们每个人都有家庭，也很 

担心将病毒传染给家人，所以在 

外也保持社区距离和避免肢体接 

触，回到家后也要消毒一番。”

選
民
投
訴
大
幅
減
少

一

■平时忙于州议员和行政议员职务的黄思汉，行动管制令期间有更多的时间在 

家陪伴孩子。

罩、为驻守的警察军队送上口罩和搓手 

液等。

受i方的州议员们向《中国报》记者指 

出，毕竟新冠肺炎的疫情尚未受到控 

制，他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并时时刻刻 

与地方政府、县市议员、警方、消拯 

局、医院和村委会等保持联系，以随时

伸出援手给予协助。

他们指出，一些会议依然需照常进 

行，不过大家都并保持社区距离，也有 

会议是采用线上的模式。

他们指出，难得有空档的时间，但也 

过得非常充实，尤其平时少做的东西都 

可在这段期间完成。

線上開會方便有效
♦万挠区州议员蔡伟杰

a
 —直都有和前线人员沟通，了解他们需 

要什么物品，并尽我的能力给予协助， 

而行动管制令实行期间，的确很多人的收入 

都面对问题，因此也从其他管道收集物品来 

给予协助，我们也将党员接触人的机率减到 

最低。

现在难得有时间，所以也把握多和家人相 

处。

k资讯发达的时代，许多经商者都已在网 

络上开拓市场，而我们也在这段期间开拓网 

络的平台，以和居民和党员召开会议。

早前大家都没有多余的时间考虑在网络线 

上开会，而公正党和青年团现今也已尝试在 

网络上开会，而且也非常有效方便。

■雪州政府没有停止为选民工作，行政 
议员们通过视频开会商讨各种决策。

視頻會議討論政策
♦雪州行政议员兼金銮区州议员黄思汉

^■二^动管制期间，雪州政府没有停止为选 

1」民工作，行政议员们还是常开会讨论 

各项政策，但在这非常时期，我们都是通 

过视频会议，减少面对面的会议。

毕竟雪州政府也必须推出经济配套，所 

以我们也必须出席会议讨论，大家都会直 

接在大礼堂开会，并保持很远的距离进行

平°时因忙碌的工作而做不到的东西，都 

可在行动管制期逐一进行，尤其是有更多 

的时间可陪伴孩子，是非常难得和享受。

这段期间，选民的投诉已转为询问，以 

了解更多行动管制令的指南。

進行博士論文搜索
♦无拉港州议员王诗棋

就善用在家的时间进行中文系博士论文的捜索，而且一 

M直以来，我都没时间好好整理家，所以我也把握这段空 

档做家务和打扫乾净。

我也和市议会、市议员、党员和村委会在线上保持联络和服 

务，其实一些投诉也必须暂停，比如我的选区也在管制令期间 

发生水灾，不过也无法约市议会官员前往现场巡视。

难得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和自己相处，这是非常难得，也可冷 

静下来去思考和沉淀自己的人生和未来方向。

分發貧困家庭物資

我

♦莲花苑州议员黎潍猖

和团队依然透过Zoom系统线上开会，并分配各自 

的工作，也送上日常物资给需要居民，不过物资 

有限而只能分发给真正需要的贫困的家庭。

我也依然和警方和消拯局保持联系。

我也会把握时间在家下厨，毕竟我也已经很久没下厨 

了而可大显身手，也亲手炮制了烧肉。

其实我觉得这段期间的压力更大，虽然大家会觉得可 

喘口气而暂时休息，不过我依然必须出门去执行我作为 

州议员的任务。 ■久违多时，黎潍福终可在厨房大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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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贈1035個自製面罩

士拉央醫院黜望外
(士拉央29日讯）正当各界为抗疫而努 

力之际，士拉央市议员余深恩周日将一批 
为数1035个自制面罩赠送给士拉央医院， 

从而解决了医护人员的“面罩”荒。

该批面罩是在无拉港州议员王诗棋、：t 

拉央市议员余深恩、民主行动党无拉港先 

锋队代表李凯鸣等人的见证下，移交给院 

方。

有关自制面罩运动是由金銮州议员黄思 

汉发动，金銮先锋队与无拉港先锋队联手 

协助，并获得逾百名义工马不停蹄的漏夜 
在家赶制，经过一周努力后，已完成7万 

5000个，目前正朝著10万个目标前进。

余深恩感谢无拉港先锋队的协助让面罩 

得以在短时间内完成移交。他也向赞肋部 
分材料轻费的士拉央市议会第12区居民委 

员会，热心人士及文具商致谢。

HOSPITAL 5ELAYANG

■余深恩（左2)与王诗棋（右），把1035个自制面罩移交绐 

士拉央医院。

据了解，这批自制面罩除了点医院之后，士拉央医院不 

将赠送给雪州境内所有医院，得不接受更多普通病人前来问 

也获得其他州属医院的踊跃徵疹，同时在行动管制期间也面 

求。 临医护人员面罩短缺问题，然

随著双溪毛糯医院被列为重而这批面罩却来得正是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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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前線人員提供免費住宿

雪政府固
(吉隆坡29日訊）雪州政府 

为站在抗疫前线的值勤人员提 

供免费住宿，安排他们入住酒 

店，同时宣布与私立医院合 

作，让私立医院接收非确诊人 

士的病患，协助減轻政府医院 

的负担。

这是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 

会见财政官员及经济策划单位，展 

开雪州对应新冠肺炎的振兴配套第 

二阶段计划，以惠及所有受到疫情

影响的人士。

阿米鲁丁今日发文告指出，雪州 
政府通过雪州发展机构（PKNS)， 

为前线人员安排免费住宿。

各界協調以惠及人民

州政府首先安排马来西亚武装 
部队（ATM)和马来西亚皇家警察 

(PDRM)人员，分别入住安邦Hotel 

De Palma (获配2〇4间客房）及莎阿 

南Hotel De Palma (获配83间客 

房），同时依据需求，允许其他有

需要的人员也入住。
同时，雪州政府子公司S EL G AT E 

Cor porat_i qn与雪州卫生部初步讨论 

后，州政府宣布与私立医院合作， 

让私立医院从政府医院接收非确诊 

病患的人士，减轻政府医院的病患 

负荷，而私立医院也会捐赠呼吸器 

给政府医院使用。

他说，雪州政府将在第二阶段的 

行动管制令展开前，发表下一轮新 

的公布，希望中央政府、州政府、 

政府与私人机构互相协调，以惠及 

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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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派人手監督公共巴剎

士拉央市會加強防疫
(士拉央29日讯）行动管制 

令期间，许多民众仍未意识到 

新冠肺炎（2〇19冠状病毒疾 
病）的严重性，更忽视该管制 

令规矩，故士拉央市议会已加 

强防疫措施，加派人手在区内 
各公共巴刹进行监督工作。

市议会日前透过发表文吿指 

出，许多市民无视管制令，更有 

者带著家人一起到巴刹购物，迫 

使市议会不得不加紧管控。

文告说，市议会执法人员除 

了为进入巴刹者消毒、在巴刹 
区内画上线条来规定每人之间

的距离，同时也仅开放一个进 

口让民众进入购物，同时也限 
时、限人数进入来控制人潮。

此外，市议会也定时为巴刹 
消毒，每档小贩也规定必须在 

每曰收档时使用1比9对比的漂 

白水来消毒各自摊位。
市议会也再次警惕民众，必 

须遵守这项管制令的规矩以积 

极抗疫，将感染病毒的风险减 
至最低，任何询问，可在周一 
至周五的早上8时至5时之间拨 

打03-61389898或1800-222-677 

Sttjo

Page 1 of 1

30 Mar 2020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2
Printed Size: 128.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524.87 • Item ID: MY0039197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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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新冠肺炎確診病患

公寓展開消毒工作
(沙登卻日讯）早前证实出现新冠肺炎 

确诊病患的沙登岭Serdang Villa公寓，

在史里肯邦安区州议员欧阳捍华及斯里沙 

登义务消防队协助下，展开消毒工作！

欧阳捍华指出，该公寓的联合管理机构 

曰前被令，须在公寓的公共场合展开消毒 
工作，经估价后，消毒工作需耗资3万令
士
n c

始上班，因此志愿警 
队从今天开始，早上6 
时至8时在沙登新村巴 

刹站岗，直到执法人 

员“接班”。”

出席者有梳邦再也 

市议员戴祯兴、唐竟发、王奕翔及斯里沙 

登义务消防队队长杨宝峰。
沙登岭Serdang Villa公寓联合管理机 

构是于3月24日，张贴通告指接获国家安 

全理事会证实一名住户，新冠肺炎检测呈 

阳性，并且即时关闭公共场合，并承诺会 

展开消毒工作。

“有关的联合管理机构无法承担消毒工 

作的高额费用，因此便向我都办公室求 

肋，经商讨，我们同意给予协助，并且提 

供装备与消毒水，以便斯里沙登义务消防 

队，为公寓进行消毒工作。”

他今早巡视该公寓的消毒情况时，向媒 

体如是指出。
他说，约有6名义务消防队队员参与消 

毒工作，消毒范围为公共场所，包括走 

廊、升降机和停车场等地。

多數居民遵守管制令

他提及，目前沙登区共有3宗确诊病 

例，只有一宗发生于其选区；据了解，史 

里肯邦安大部分居民都遵守行动管制令， 

唯独巴刹情况较为混乱，由于人潮较多， 

必须由梳邦再也市议会执法员和警员在场 

维持秩序，监控人流。
“其实许多民众都在凌晨6时，相继到 

巴刹购物，但执法人员却在早上8时才开

■欧阳捍华（左4)出资提供装备与消毒药水，以便斯里沙登义务消防队在沙登岭 

Serdang Villa公寓展开消毒工作。左起为王奕翔、唐竟发、杨宝峰及戴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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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採取積極防疫借施

黃思漢!

I；, jp

黃小穎

(莎阿南2 9曰 

讯）雪州行政议员 

黄思汉赞赏地方政 

府，积极对抗新冠 

肺炎疫情，生动采 

取积极防疫措施。

他说，在管制期 

期间，州内许多地 

方政府主动米取措 

施来配合行管令，

例如到巴刹控制人

潮、在巴刹进行消毒、出动执法人员到巴和注意个人卫生等。> 
刹监督和管控，有的甚至也有采取多语广黄思汉说，市政厅在采取这 

播，提醒民众防疫的步骤和重要性。

■在莎阿南市政厅管辖下的巴刹也开始以多语广播，提醒民众防疫。

以不同語言廣播錄音

他今日接受《中国报》记者电访时指 

出，在莎阿南市政厅管辖下的梳邦新村巴 

刹，目前也已开始以中文广播防疫措施， 

提醒商贩、民众时刻注意防疫、保持距离

项措施前，曾谘询他的意见， 

并找来中文广播员录下这段广 

播语音，在巡逻期间都会播出 

这些录音，且语音的语言也随 
著地区而有所不同，华裔占多 

数的则以中文广播，巫裔占多 

数的则以国文广播，最重要是 

将讯息传达到给民众。

他坦言，在行管期进行至接 
近第3周，民众的防疫意识也随 

之提高了，大家几乎都已接受 

并习惯了管制令的限制，也开 

始配合管制令，早前出现情况 

比较难以控制的地方如，蒲种 

批发菜市，在市议会的积极行 

动下，情况如今也好转，民众 

都开始配合了，这是值得鼓舞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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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鎭鶴腿油脂垃圾

王謝其僱承包商清理

(吉隆坡29日讯）为一 

劳永逸解决首都镇沟渠堆 
满油脂及垃圾问题，无拉 
港区州议员王诗棋及加影 
市议员丘钦瀚，雇用承包 
商清理首都镇商业区后巷 
沟渠。

丘饮瀚说，由于雪州主 
要垃圾承包商KDEB不具备 

抽吸式清沟车，去抽取堆 
积的油脂污迹，他们另外 
拨款租借抽吸式清沟车， 
并射水来疏通沟渠，租借 
费用约1万令吉，清洁工作

约进行2天，若无法在依 

时完成清沟工作，国州议 
员服务中心才考虑追加预 
算，继续完成未完的抽吸 
工作，但需要商家们的配 
合

他指出，清洁工程在月

前早已安排，虽然目前尚 
在行动管制期间，但考量 
到大部分商家没有营业， 
清沟工作更容易进行，而 
向警方报备后，如期进行 
清沟工作。

維持溝渠衛生

经巡视后，发现许多食 
肆没有按照市议会指示安 
装或正确使用隔油器，甚 
至把洗碗盆装在店后面， 
直接把污水流进沟渠，造 
成非常厚的油脂，长期积 
压下来的问题导致衍生许 
多卫生冋题，同时后巷有 
许多老鼠，但心会制造更 
多问题。

王诗棋希望这次彻底沟 
渠大清洁后，食肆商家遵 
守市议会的守则使用隔油 
器，减少油脂污迹堆积现 
象，继续维持沟渠卫生。

她也会在行动管制令结 
束后，指示市议会进行检 
查工作，确保食肆的安全 
及卫生，并采取严厉的 
行动对付不守则的食肆商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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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思漢：各部門協商擬配套
M思汉指出，雪州各部门都已 

M在协商，以讨论如何从各部 

门中拟出各自的配套，以协助不 
同领域的人。

他指出，雪州政府已在收集各 

部门的资料，每个部门都已尽力 

在振兴配套中出一分力，以在财

务允许的情况下可给予优惠和援 

助。
他指出，雪州近期发生的2宗水 

供污染事件，各单位已采取积极 

的行动，并在短期内找出源头， 

有效阻止污染蔓延，而造成污染 

的工厂也已受到对付。

雪對應新冠肺炎振興配套

第二輪
(吉隆坡29日訊）行 

动管制令延长至4月1 4 

日，许多行业领域都因 

各种连锁反应而叫苦连 

天，雪州政府也体会 

到众人的痛苦而将在下 
周推出第二轮的“雪 

州对应新冠肺炎振兴配 

套”，受惠范围将会更 

广阔！
雪州政府在本月20日已启 

动首轮的“雪州对应新馆肺 

炎振兴配套” “雪州对应新 

馆肺炎振兴配套”，并拨出1 
亿2778万令吉，而涉及的措 

施就包括延长1个月缴付地税 

和单位税、允许展延精明租 
屋计划、豁免8万名商贩摊档 
白勺禾且

随著中央政府将原本於本 
月31日停止的行动管制令延 
长至4月14日，也导致许多行 

业陆续遭殃而面对不同程度 

的打击。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接受 

《中国报》记者电访时指 

出，在首轮的行动管制令期 

间，雪州政府已立刻拟出振 

兴配套，并主要率先让低收 
入社区和小贩受惠。

根據財政狀況擬定

他指出，基於行动管制令 

已延长，第二轮的振兴配套 

的受惠范围会更广，不过雪 

州政府必须根据本身的财政 

状况来拟定。

他强调，雪州政府在管制 

令期间也不曾中断召开会 

议，尤其一些拨款是已在预 

算案提呈，不过经过讨论後 

是发现并非迫切性展开，也 

还未全面启动，因此就会转 

作为振兴配套的救济工作。

“我们希望透过振兴配 

套来协助雪州人民渡过难

W及雪州政府是否考虑豁 

免水费，他则坦言一切未知 

数，因尚在讨论的阶段，而 

且全面豁免水费也非轻易的 
工作。

匚■■

■雪州政府即将宣布 

第二轮的振兴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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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这一系列的管制措施，主要是为了 
公众利益与安全，虽然可能会造成某些不 
便，希望大家也能够谅解，并给予充分合 
作和遵从。

瓜冷市议会昨天开始在万津公共巴刹展 

开消毒防疫工作，区内其他公共巴刹，包 
括丹绒士拔巴刹、直落邦里马加朗巴刹及 
仁嘉隆巴刹，也将在今天下午4时开始采取 

消毒防疫措施。
巴刹各摊贩受促给予配合，收好自己 

的东西和货品；同 

(万津2 9曰 

訊）瓜拉冷岳市 

议会昨天下午4 

时开始，在万津 

公共巴刹展开消 

毒防疫工作。区 

内其他地方的巴 

刹亦将由今天下午开始采取同样的 
卫生消毒工作。

瓜冷市议会是^遵循雪州政府的指示， 
在这非常时期，在地方政府属下公共建 
筑物资产，包括公共巴刹等进行清洁消 
毒工作，做好防范措施。

公共巴刹是人群聚集的场所，每天人 
来人往，包括巴刹内各摊贩，每天必须 
面对和接触众多的采购人士，因此，巴 
刹也可说是冠病疫情散播的高风险区。

瓜冷市议会从本月18日开始，已经采 

取各项措施及严格执行行动管制令，其 
中包括只开一个篱笆门为主要进出口、 
车辆摩哆不准进入、每户只准一人进入 
采购、同时限制采购人士分批或轮流进 
入，避免人潮拥挤。

強制攤販戴□罩手套

市议会也强制摊贩戴口罩和手套，并 

難公卿驅
瓜冷市會遵循州政府指示

时，在收档过后即 
离开，在进行消毒 
工作时，所有摊贩 
都不准逗留在巴刹 
范围内。

■瓜冷市议会派员到万津公共巴刹进行 

消毒防疫工作。

鼓励进入购物者戴口罩。此外，也促请 
购物人士保持一公尺社交距离等。

瓜冷市议会也派员到场值勤和执行管 
制措施，派员为所有摊贩进行检测体 
温，同时在入口处，为欲进入巴刹采购 
人士测量体温，做足防疫工作。市议会

测
量
体
温
，
采
取
防
疫
措
施
。

■
瓜
冷
市
议
会
人
员
为
进
人
巴
刹
采
购
人
士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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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拯局助衛部抗疫隆3地今起大消毒
(吉隆坡29日讯）吉隆坡消防及拯 

救局将协助卫生部加强新冠肺炎疫情 
的防控工作，并从明天（30日）起至 

下周三（1曰），在隆市3个地区展开 

消毒工作，以降低公众感染的风险。

吉隆坡消防及拯救局发言人声称， 
当局是以卫生部公布的确诊病例数 

据、疫情红区或橙区、公众聚集场 

所、执勤人士及公众的安全保障为考 

量，才展开这项“冠病公共场所消 
毒特别小组”（Task Force Sanitasi

Awam COVID-19 )行动。

他披露，当局将在隆市甘榜峑鲁、 
印度清真寺及半山芭巴刹进行消毒行 

动，并制定了消毒措施。
他说，首项行动是明早9时开始， 

在隆市甘榜岑鲁进行；雪州发展机构 
(PKNS )组屋会是焦点地区，因为当 

地被卫生部列为疫情红区。

发言人说，在执行消毒措施方面， 
共有50名消拯人员携带背负式电动 

喷雾器，走在距离焦点地区半径200

公尺的范围喷雾消毒。至于半径500 

公尺范围，则是使用阿南弗拉公司 
(Alam Flora )的特别交通工具来进 

行消毒工作。

他表示，现场也安排了2辆消拯局 

的水槽车供水；相关行动由吉隆坡市 

政局、大马消防及拯救局、阿南弗 

拉公司、固体废料及卫生管理机构 

(SWCorp )、卫生部及其他机构联 

合展开〇 ( T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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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會將派執法隊

查士拉央巴刹人潮
(吉隆坡29日讯）士 

拉央市议会周一，将派 

出一支包含执法组与执 

照组官员在内的队伍， 

前往士拉央再也巴刹检 

查购物人潮的情况。

据《星报》报道，网 

民在推特上发文说，士 

拉央再也巴刹仍出现大 
量人潮，且所有民众在 

购物时都没保持基本的 

社交距离，也并未发现 

有人在现场控制场面。

士拉央市议会公关主 

任莫哈末晋声称，有关 
巴刹属私人巴刹，业者

有责任确保采取社交距 

离措施；当局周一将派 

出团队前往了解。

他说1当局自周六开 

始，向所有巴刹业者发 
出为期2天的通知，若业 

者无法采取必要措施， 

将失去巴刹的管理权。

“据当局各小组抽查 

显示，士拉央一带的许 

多超市及杂货店仍出现 

大批人潮，所有人都没 

根据卫生部指示，保持1 

公尺的社交距离。”

“官员已□头警告这 

些业者，须更认真的重

视社交距离措施，否则 

会对他们发出警告通 
知，同时，也提醒所有 

民众在购物后要马上离 

开〇 ”
莫哈末晋提到，截至 

本月26日为止，当局已 

检查了 1091个商店与 

小贩摊位，其中有24个 

被勒令关闭、250个发 

出警告及470个接到口 

头警告。他强调，作为 

新冠肺炎爆发期间的一 

项预防措施，他们要提 

醒所有业者在每日结束 

营业后，须使用已稀释 

的漂白液来清洗店铺， 

而当局也派员在部分超 

市，为民众测量体温及 

提供消毒搓手液洗手。
(T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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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旺

遺巧
漏雙 

|籲 
墨公 
利平 
局對

待

吉隆坡2 9 

日讯首相丹 
斯里慕尤丁宣 
布在关心人民经 

济振兴配套下为 
前线人员提供特 
别津贴，惟却遗 
漏社会福利局。 
对此，公正党班 

登国会议员拿督 
斯里旺阿兹莎及 
行动党泗岩沫国 

会议员杨巧双提 
醒，社会福利局 
官员在行动管制 

令期间同样站在 
最前线，因此呼 

吁政府公平对待 
他们。

旺阿兹莎及 
杨巧双也是前妇

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及副 
部长。他们今日发表联合文告 
表示，欢迎政府在振兴配套中 

提供行动管制令期间的前线人 
员，包括军人、警察、关税 
局、移民局及民防局官员每人 
200令吉的津贴。

「无论如何，我们发现 
这个名单中遗漏了社会福利局 

官员，他们也同样直接参与行 
动管制令，但却不在受惠名单 
中。或许政府看漏了社会福利
局的角色。」

有鉴于此，他们希望社会 
福利局官员同样能够获得200 

令吉的特别津贴。
「社会福利局官员在行动 

管制令期间也有履行职责，理 
应被归类为前线人员。与此同
时，政府也必须为社会福利局 

官员提供适合的防护工具，以 
保障他们免受新冠肺炎病毒的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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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防疫

雪3王宮訪客須量體溫
(沙亚南2 9日讯）随 

着国家王宫日前有7名职员 

确诊感染冠病.加上国内疫 

情告急，雪州苏丹办公室下 

令，所有要进出巴生阿南沙 

卫宫、沙亚南武吉加央岸王 
宫和默斯迪卡主宫（Istana 

Mestika)办理公务的人士， 

即日起都一律需接受测量体 

温的防疫措施。
雪州王室事务主理拿 

督沙瓦鲁丁，在上传至雪州 

卫室脸书专页的官方文告指 
出，所有要进入上述3所王 

宫办事的访客和承包商，都

必须先在人口处接受体温检 

测，以确保他们的健康状 

态，包括是否出现冠病症状 

等。

他指出，王宫职员于本 

月9日接受了强制健康检查， 

证实所有人都对冠病检测呈 

阴性反应:

他透露，王宫也提供口 

罩和消毒搓手液，予在王宫 

大门和特定场合执勤的轮班 

人员，直到行动管制令结束 

为止。

沙瓦鲁丁强调，工宫职 

员位于巴生甘榜斯里阿南的

住所，已受到警方的严格管 

控。雪州壬宫要求旗下职员， 

遵照雪州苏丹沙拉弗丁殿下的 
谕令，乖乖留在家，不要在此 

时无故出外，以免感染冠病。

所有要进入王宫 

执勤和办理公务的职 

员、公众及承包商， 

都须使用消毒搓手液 

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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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甚
意市
印3

響區 

臺今 
S起 

豈消
巴羞
剎母

(吉隆坡29日讯）吉隆坡消防及拯救局 

协助卫生部加强冠状病毒病疫情防控T.作， 

自明日（30日）起至下周三（1日）在隆市 

3个地区进行消毒工作，以降低公众感染风 

险。

吉隆坡消防及拯救局发言人指出，当局 

是以卫生部公布的确诊病例数据、疫情红区 

或橙区、公众聚集场所、执勤人士及公众的 
安全保障作为考量，展开这项“2019冠病公 

共场所消毒特别小组”（Task Force Sanitasi 

Awam C0V1D-19 )行动。

PKNS组屋被列红区

他说，当局已择定明天起至下周分 

别在隆市甘榜崙鲁、印度清真寺及半山芭巴 

刹进行消毒行动，并制定了消毒措施。

“首项行动于明早卯寸开始，在隆市甘榜 
崙鲁进行；雪州发展机构（PKNS)组屋会是 

焦点地区，因为被卫生部列为疫情红区。 

他表示，在执行消毒措施方面，•共有 

50名消拯人员携带背负式电动喷雾器，走在距离焦点地区 

半径200公尺的范围喷雾消毒。

“至于半径500公尺的范围，则是使用阿南弗拉公司 

(Alam Flora)的特别交通工具来进行消毒工作。”

他补充，现场也会安排2辆消拯局的水槽车供水；相 

关行动由吉隆坡市政局、大马消防及拯救局、阿南弗拉公 
司、固体废料及卫生管理机构（SWCorp )、卫生部及其他 

机构联合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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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助政府醫院抗疫

雪私人醫院收非冠病患者
(沙亚南29日讯）雪州 

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宣布， 

雪州政府将与州内部分私人医 

院合作，接收来自政府医院的 

非冠状病毒病患者，这些私人 

医院也同意借出呼吸辅助器给 

政府医院，以帮助应付冠病疫 

情。

他今日发表文告指出， 

上述合作协议是经过州政府

雪發展機構旗下酒店

子公司——雪州发展机构 

(PKNS )的独资子公司Selgato 

Corporation,与雪州卫生局经 

过数次洽谈后达致的决定。

他披露，州政府将在第 
二波行管令开始时（4月1日） 

公布进…步详情，期盼联邦政 

府、州政府、官联公司和私人 

界的合作，能促成对人民的最 

佳成果。

来安排前线人员住 

进雪州发展机构旗 

下的酒店，将会视 

情况而扩大至其他 

前线群体^

他透露，今早 

在与州财政官员和 

雪州经济策划官员 

对第二轮 

的雪州振兴经济配 

套做了数项细致化 

处理，达成了包括 

上述2项协议。

供前線軍警免費住宿

另]
夕卜，雪州 

'政府将透 

过子公司旗下的酒 

店，为对抗冠病疫 

情的前线人员提供 

免费住宿！

阿米鲁丁指 

出，州政府同样是 

通过雪州发展机构 

提供这项援助，先

和大马皇家警察和 

武装部队合作，因 
此准备了雪州安邦 

De Palma酒店的 204 

间客房和沙亚南De 

Palma酒店的83间 

客房供军人和警察 
住宿，-共287间 

客房。

他表示，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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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染疫風險

靈市巴剎畫“一米線”
(沙亚南29日讯）八打灵再也市政厅（MBPJ ) 

在所有公共巴刹両上1公尺的社交距离标志，以免民 

众购买日用品时，面对人潮拥挤问题。

灵市政厅在文告指出，卫生局和环境局每日监 

督进出巴刹的人潮，以打破冠病传播链。

“为防冠病扩散，我们也张贴健康教育海报， 

对前来的民众进行温度检测，包括消毒。”

灵市政厅说，尽管如此，依旧有…些民众忽视 

行动管制令，包括没有戴口罩甚至带小孩一同到巴 

刹。这些行为只会增加公众感染的风险，破坏政府 

的努力。

“周末的巴刹人潮很多，居民似乎没有意识到 

政府要求留在家里的呼吁。

“希望居民能好好合作，留在家中，并限制外 

出的家庭成员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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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居民確診義消隊出動

Serdang V:
(沙登29日讯）沙登岭Serdang Villa公寓 

于日前证实有一名居民患上冠病后，斯里沙 

登义务消防队今早前往公寓展开消毒工作^

行动党史里肯邦安州议员欧阳捍华指出，该公 

寓的联合管理机构日前接获卫生部确认，指一名居 

民确诊感染冠病的消息，并被指示必须在公寓的公 

共场合展开消毒工作。
欧阳捍华今早巡视消毒进展时表示，有关联合 

管理机构指消毒工作的估价需3万令吉，由于无法承 

担，因此向其办公室求助。

他表示，他愿意提供协助，并与斯里沙登义务 

消防队一同为公寓进行消毒工作，提供有关装备与 
消毒水；有约6名义务消防队队员参与消毒工作。

他指出，史里肯邦安选区目前只有一宗冠病确 

诊个案〇
欧阳捍华（右三）在星期曰（29曰）上午前往有关公寓巡视消毒工作。左起是 

王奕翔、唐竟发和杨宝锋；右二是戴祯兴。

大部分居民遵守行管令

另外，欧阳捍华表示，史里肯邦安大部分居民 

都遵守行动管制令，惟部分巴刹仍出现人潮，必须 

要有梳邦再也市议会执法员、志愿警队驻守以维持 

秩序，并且需限制人数进人巴刹，人与人之间保持 

至少1公尺的社交距离。

他说，很多民众于早上6时就前往巴刹购物，因 

此志愿警队从早上6至8时在沙登旧巴刹站岗，之后 

由市议会官员来接替^

出席新闻发布会者包括梳邦再也市议员戴祯 

兴、唐竟发、王奕翔和斯里沙登义务消防队队长杨 

宝锋。

的
公

斯共
里区
沙域
登进
义行
务消
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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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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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拉央市會加強巴剎管制

強制量體溫用搓手液
(万挠2 9日 

讯）鉴于民众依然 

对冠状病毒病的防 

疫掉以轻心，未有 

严格遵守维持安全 

社交距离的标准，

甚至一家大小--同 

出门买菜，士拉央 

市议会宣布从即曰 

起加强对巴刹的管 

制行动，包括强制 

测量体温和以消毒 

搓手液消毒。

巴刹只开放 

—出入口 
主席三苏沙里 

尔发表文告指出，

为了便于管制，市 

议会仅在巴刹开放 

-个出人口，以确 

保所有民众在进人 

巴刹前，先测量体 

温和消毒双手。

“为了限制巴 

刹内的人潮，每个 

家庭只限一人在-- 

定的时限内买菜。

此外，我们也已在 

地上用黄漆両出界 

线，让民众遵守社 

交距离〇

“市议会已分 

阶段在巴刹进行消 

毒，但小贩在收档 
后，依然必须以1比9的比率混合清洁剂和漂白剂，彻底清洗档
口。，’

他在文告中警告，民众在巴刹买菜时，务必严格遵守行动 

管制令的指示，保持卫生和安全距离，避免新冠病毒扩散■： 
文告也呼吁民众在周一至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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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众也受促跟踪市议会的官方脸书专页，以掌握更多相关

情报。

民众在进入巴刹前，必须先以消毒 
搓手液进行消毒。

市议会执法人员在万挠菁乡岭巴 

刹为女市民检验体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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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9日讯）士拉央市议会将于周一 

(30日）起，派出一支包含执法组与执照组官 

员在内的队伍，到士拉央再也巴刹检查人群状 

况

根据《星报》报道， '名网民日前在推 

特上发文指出，士拉央再也巴刹仍出现大量人 

潮，且所有民众在购物时都没有保持社交距 

离，也并未发现有其他人在控制场面。

业者若不采取行动 

将失管理权
士拉央市议会公关主任莫哈末晋表示，该 

巴刹属于私人巴刹，业者有责任确保大众采取 

保持社交距离措施。无论如何，当局将于周一 

派出团队前去检查有关巴刹。

他补充说，当局自星期六开始，向所有巴 
刹业者发出为期2天的通知，若业者无法采取必 

要措施，将失去巴刹的管理权。

他表示，根据当局各小组的定期检查，士 

拉央一带的许多超市及杂货店仍出现大批人潮，所有人都没有 

根据卫生部的指示，保持1公尺的社交距离。

“官员已口头警告这些业者必须认真准守社交距离措施， 

否则会对他们发出警告，同时也提醒所有民众在购物后立即离 

开〇，’

吏突

百又工i拉 
人英
潮篝

也
巴
剎

24业者被勒令关闭720接警告

他说，截至本月26日，当局已检查1091个商店与小贩摊 

位，其中有24个被勒令关闭、250个被发警告，以及470个接到 
曰头藝告。

fll表示，作为冠病爆发期间的一项预防措施，他们也提醒 

所有业者在每日结束营业后，必须使用已稀释的漂白液来清洗 

店铺，而当局也派员在部分超市，为民众测量体温及提供消毒 

搓手液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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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拉央29日讯）正当各界 

为抗疫而努力之际，士拉央市议 
员余深恩今日赠送1035个自制面 

罩给士拉央医院，盼解决医护人 

员的“面罩荒”窘境。

此批面罩是在无拉港州议 

员王诗琪、余深恩及行动党无拉 

港先锋队代表李凯鸣等人的见证 

下，顺利移交给院方。

一周完成7.5万面罩

有关自制面罩运动是由行 

动党金蛮州议员黄思汉发动，金 

銮先锋队与无拉港先锋队联手协 
助，并获得逾百名义丁马不停蹄 

地漏夜在家赶制，经过•周的努 

力后，至今已完成7万5000个， 

目前正朝着10万个目标前进。

余深恩感谢无拉港先锋队的 

协助，让面罩得以在短时间内完 

成移交。他也向赞助部分材料经 
费的士拉央市议会第12区居民委 

员会、热心人士及文具商致谢。

据了解，这批自制面罩除 

了将赠送给雪州境内所有医院之

余深恩：逾百義工漏夜趕製

1035面罩贈士拉央醫院

HOSPITAL SELAYANG

余深恩（左二）与王诗淇（右一）一同移交1035个自制面罩 

给士扭央医院。

夕卜，也获得其他州属医院的踊跃 

征求。

随着双溪毛糯医院被列为重 

点医院之后，士拉央医院不得不

接收更多普通病人前来问诊，同 

时在行动管制令期间也面临医护 

人员面罩短缺问题，因此这批面 

罩来得正是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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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防疫工作

瓜冷市會為巴剎消毒
(万津29日讯）瓜拉冷 

岳市议会昨午到万津公共巴 

刹展开消毒防疫工作，区内 

其他巴刹亦将由今午起，采 

取同样的卫生防范措施。

市议会是遵循雪州政府 

的指示，庄这非常时期，江 

地方政府属下公共建筑物， 

包括巴刹等进行清洁消毒工 

作，做好防疫。

一名清洁工人正按照 
市议会卫生组官员的指示， 

以混有肥鬼和漂白水的清洁 

剂，清洗巴刹公厕。

派员驻守巴刹管制人流

考量到巴刹是人群聚集 

的场所，瓜冷市议会从本月 
18日开始，已采取各项措施 

及严格执行行动管制令，其 

中包括只开一个篱笆门为主 

要进出口、车辆摩哆车不准 
进人、每户只准一人进人采 

购、限制采购人士分批或轮 

流进人、强制摊贩戴口罩和 

手套，并鼓励进人购物者戴 

口罩，以及指示购物者保持1 

公尺社交距离等。

瓜冷市议会派员到万 

津公共巴刹进行消毒防疫工 

作。

市议会也派员到场执勤 

和执行管制措施，同时为所 

有摊贩进行体温检测，并在 

入口处，为欲进人巴刹采购 

的人士测量体温，做足防疫 

工作。

继昨日为万津公共巴 

刹消毒后，区内其他公共巴 

刹包括丹绒士拔巴刹、直落 

邦里马加朗巴刹及仁嘉隆巴 

刹，也将于今午4时开始，采 

取消毒防疫措施。

巴刹各摊贩受促给予 

配合，收好自己的东西和货 

品。同时，在收档过后即离 

开，在进行消毒工作时，所 

有摊贩都不准逗留在巴刹范 

围内a

瓜冷市议会人员为进入 

巴刹采购者测量体温，采取 

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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