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EPS jadi tempat rawatan berisiko
rendah jika bilangan kes meningkat

Kapasiti
hospital, pusat
kuarantin
cukup: PM

Kuala Lumpur: Kapasiti di hos-
pital COVID-19, Pusat Kawalan
Kusta Negara (PKKN) dan Ins-
titut Latihan Kementerian Ke-
sihatan (KKM) mencukupi un-
tuk menempatkan pesakit CO-
VID-19, kata Tan Sri Muhyiddin
Yassin.
Perdana Menteri berkata, pe-

nyediaanPusatKuarantindanRa-
watan COVID-19 Berisiko Rendah
di Taman Ekspo Pertanian Ma-
laysia Serdang (MAEPS) ialah an-
tara langkah kesiapsiagaan kera-
jaan dalam menghadapi penula-
ran wabak berkenaan.
“Hari ini (semalam) saya me-

lawat kerja akhir penyediaan Pu-
sat Kuarantin dan Rawatan CO-
VID-19 Berisiko Rendah di MAE-
PS yang dibina sebagai persedi-
aan bagi menempatkan pesakit
COVID-19 jika bilangan kes positif
wabak ini terus meningkat.
“Ia mampu menempatkan se-

hingga 600 orang pesakit CO-
VID-19 pada satu-satu masa dan
usaha ini diselaraskan Agensi Pe-
ngurusan Bencana Negara (NAD-
MA) dengan kerjasama enam pi-
hak lain.
“Antaranya ialah Kementerian

Kesihatan (KKM), Angkatan Ten-
tera Malaysia (ATM), Jabatan
Bomba dan Penyelamat Malaysia,
Angkatan Pertahanan Awam Ma-
laysia, Jabatan Kebajikan Masya-
rakat (JKM) dan Jabatan Kerja
Raya (JKR),” katanya menerusi
kenyataan dimuat naik di akaun
Facebook rasminya, semalam.
Sambil meluangkan masa me-

ninjau persiapan akhir itu, Mu-
hyiddin berkata, antara perkhid-

matan disediakan di pusat ber-
kenaan ialahrawatanklinikaldan
wad pesakit dalam untuk pesakit
COVID-19.
Katanya, ruang resuscitation

(resusisasi) untuk menstabilkan
pesakit dalam keadaan kecema-
san, perkhidmatan ambulans, per-
khidmatan farmasi, perkhidma-
tan sinar-X dan perkhidmatan
makmal patologi turut dise-
diakan.
“Kemudahan disediakan ke-

pada pesakit termasuk katil, me-
ja, kerusi, lokar, televisyen, ruang
legar, jalur lebar, komputer, su-
rau, sistem kamera litar tertutup
(CCTV), tandas, ruang mandi, bi-
lik persalinan dan ruang istira-
hat.
“Bagi anggota yang bertugas

pula, pusat ini menyediakan
kaunter jururawat, bilik rawatan
dan kecemasan, ruang rehat ang-
gota, bilik persalinan anggota dan
ruangmandi termasuk ruang per-
salinan pakaian perlindungan
persendirian, selain bilikmesyua-
rat dan seminar,” katanya.
Sementara itu, kerajaan sema-

lammenerima sumbanganRM4.25
juta daripada lima syarikat untuk
disalurkan ke Tabung COVID-19.
Sumbangan disampaikan wakil

syarikat masing-masing kepada
Perdana Menteri dalam satu ma-
jlis ringkas di Perdana Putra, Pu-
trajaya.
Syarikat Naza Corporation

Holdings SdnBhdmenyumbang-
kan RM1.25 juta yang disampai-
kan Pengerusi Eksekutif Kum-
pulan dan Ketua Pegawai Ek-
sekutifnya, SM Nasaruddin SM

Nasimuddin.
Pengerusi Eksekutif Puncak

Niaga Holdings Berhad, Tan Sri
Rozali Ismail dan Pengarah E-Ida-
man Sdn Bhd, Zaki Abdul Aziz
Daud,masing-masingmenghulur-
kan sumbangan RM1 juta.
Presiden Persatuan Pengimport

dan Peniaga Kenderaan Melayu
Malaysia (PEKEMA), Datuk Zai-
nuddin Abd Rahman, pula me-

nyumbangkan RM500,000.
Pengerusi Eksekutif Kumpulan

dan Ketua Pegawai Eksekutif
Leong Hup International Berhad,
Tan Sri Francis Lau, tampil mem-
berikan dua unit ventilator dan
peruntukan bernilai RM500,000.
Penerbit danKetuaPegawaiEk-

sekutif The Edge Media Group,
Datuk Ho Kay Tat, menyumbang-
kan peralatan dan keperluan ke-

sihatanbagimendepaniCOVID-19
bernilai RM21 juta.
Semua sumbangan pelbagai pi-

hak itu setakat ini menjadikan
jumlah wang terkumpul, terma-
suk geran kerajaan sebanyak
RM14.2 juta.
Tabung COVID-19 dilancarkan

11 Mac lalu, sebagai usaha ke-
rajaan membantu rakyat terjejas
ekoran wabak itu.

Muhyiddin meninjau persiapan Pusat Kuarantin dan Rawatan COVID-19 Berisiko Rendah di MAEPS, Serdang
semalam. (Foto BERNAMA)

Muhyiddin menerima replika cek RM1.25 juta untuk Tabung COVID-19
daripada SM Nasarudin di Perdana Putra, Putrajaya, semalam.

Penyediaan
Pusat Kuarantin

dan Rawatan
COVID-19 Berisiko
Rendah di Taman
Ekspo Pertanian
Malaysia Serdang
(MAEPS) ialah antara
langkah kesiapsiagaan
kerajaan dalam
menghadapi
penularan wabak
berkenaan.
Muhyiddin Yassin,
Perdana Mente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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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GKAS

Hotel percuma untuk barisan hadapan
Shah Alam: Bagi
meringankan beban tugas
ditanggung, kerajaan
Selangor menyediakan 287
bilik hotel secara percuma
kepada petugas barisan
hadapan yang berusaha
membendung wabak
Covid-19.
Menteri Besa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berkata,
sebanyak 204 bilik
disediakan di Hotel De Palma
Ampang manakala 83 unit di
Hotel De Palma Shah Alam
bagi memenuhi keperluan
berkenaan.
“Sebagai permulaan,

kerajaan negeri terlebih
dahulu bekerjasama dengan

polis dan Angkatan Tentera
Malaysia. Ini adalah hasil
kerjasama dengan
Perbadanan Kemajuan
Negeri Selangor (PKNS).
“Penawaran ini akan

diperluas kepada kelompok
lain yang bersesuaian
berdasarkan keperluan
semasa ke semasa,”
katanya semalam.
Beliau berkata, pihaknya

juga sudah bermesyuarat
bersama Pegawai
Kewangan Negeri dan Unit
Perancang Ekonomi Negeri
Selangor bagi
memperhalusi Pakej
Rangsangan Selangor
Prihatin Fasa Ked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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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la Lumpur: “Takkan sa-
ya perlu berdepan masalah
ini selama tiga tahun,” kata
seorang penduduk Kam-
pung Bangi, dekat sini, yang
mendakwa kawasan kedia-
mannya sering dinaiki air
dari anak sungai berham-
piran apabila hujan lebat.
Pesara kerajaan berusia 62

tahun yang enggan dikenali
itu berkata,masalah terbabit
berlaku apabila satu projek
perumahan baru dibuka
awal tahun ini yang menye-
babkan air mengalir ke anak
sungai di kampungnya.
“Setiap kali hujan, air ber-

sama lumpur akanmelimpah
ke kawasan kebun yang ter-
letak bersebelahan rumah.
Mujur kedudukan rumah sa-
ya agak tinggi, jadi air tidak
masuk ke dalam rumah.
“Saya terpaksa member-

sihkan lumpur itu setiap ka-
li selepas hujan kerana jika
dibiarkan kering, ia akan
mengeluarkan bau busuk.

“Lebih menyakitkan hati
saya ialah pelbagai tanaman
dan pokok buah-buahan sa-
ya hampir rosak disebabkan
air lumpur itu,” katanya ke-
tika dihubungi, semalam.
Lelaki terbabit mendakwa

banjir kilat itu bukan
saja berlaku di ru-
mahnya sebalik-
nya beberapa
rumah di
Kampung Ba-
tu 4 dan Batu 5
yang terletak
berhampiran
turut terkesan.
Katanya, beliau

sudah membuat
aduan kepada pemaju pe-
rumahan dan ketua kam-
pung untuk tindakan lanjut,
malah beberapa wakil agen-
si kerajaan sudah hadir
membuat tinjauan tetapi se-
hingga kini tiada tindakan
diambil.
“Masalah ini bukan sekali

berlaku sebaliknya berulang

kali apabila hujan. Saya di-
beritahu projek perumahan
berkenaanmengambilmasa
tiga tahun untuk siap dan
adakah saya akan berdepan
masalah sama untuk tem-
poh itu,” katanya.

Beliau berharap tin-
dakan segera di-
ambil oleh pihak
berkuasa tem-
patan (PBT),
Jabatan Pe-
ngairan dan
Saliran (JPS)
dan pemaju
demi keselesa-

an penduduk
yang tinggal berde-

katan taman perumahan
terbabit.
Sementara itu, Jurutera

JPS Daerah Hulu Langat Ir
Sv Kalaiselvam ketika di-
hubungi berkata, pihaknya
dan Majlis Perbandaran
Kajang sedia maklum me-
ngenai perkara itu dan su-
dah mengambil tindakan

terhadap pemaju.
Menurutnya, pemaju pe-

rumahan mempunyai ko-
lam takungan sendiri na-
mun ia tidak mampu me-
nampung jumlah air yang
banyak apabila hujan lebat
menyebabkan melimpah
masuk ke anak sungai di
kampung berhampiran.
“Kawasan kampung itu

adalah tanah persendirian
dan JPS tidak boleh menaik
taraf sistem saliran di ka-
wasan berkenaan.
“Apa yang kita lakukan

adalah membuat cuci gali
anak sungai berkenaan se-
tahun sekali membabitkan
kos kira-kira RM40,000.
“Mengikut jadual, kerja

cuci gali di kawasan itu akan
dilakukan pada April ini.
Berikutan Perintah Kawa-
lan Pergerakan (PKP) yang
dilaksanakan kerajaan,
mungkin kita perlu buat
penjadualan semula,” kata-
nya.

‘Tiap kali
hujan mesti
banjir kilat’

Saya terpaksa
membersihkan

lumpur itu
setiap kali

selepas hujan
Penduduk

“

KEADAAN anak sungai di Kampung Bangi yang dilimpahi air dari kawasan projek perumahan berhampiran apabila hujan leb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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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yataan tidak tepat, kata Exco
Kerajaan Selangor 

nafi gesa NGO henti 
bantuan makanan

Oleh NUR FARHANA 
ABDUL MANAN

Kerajaan Selangor 
menafikan mengge-
sa pertubuhan bukan 
kerajaan (NGO) di 

negeri ini untuk menghenti-
kan bekalan makanan kepada 
mereka yang memerlukan se-
masa tempoh Perintah Kawal-

SHAH ALAM

an Pergerakan (PKP) berkuat 
kuasa.

Exco Kesihatan, Kebajikan, 
Pemberdayaan Wanita dan Ke-
luarga Negeri Sela-
ngor, Dr Siti Mariah Mah-
mud berkata, beliau menafikan 
kenyataan seperti yang dilapor-
kan sebuah akhbar berbahasa 
Inggeris sebelum ini.

Laporan itu menyebut, Ke-
rajaan Selangor bersetuju me-
minta NGO untuk berhenti 
membekalkan makanan kepada 
mereka yang memerlukan keti-
ka PKP.

Menurutnya, kerajaan nege-
ri tidak pernah mengadakan 
perbincangan sama ada berse-
tuju atau tidak dengan pengu-

muman Menteri Kanan (Kese-
lamatan), Datuk Seri Ismail 
Sabri Yaakob berhubung kepu-
tusan memusatkan pemberian 
bantuan makanan asas.

“Kenyataan ini adalah tidak 
tepat. Kerajaan negeri tidak 
pernah berbincang sama ada 
bersetuju mahupun tidak 
bersetuju  akan 
pengumuman Menteri 
Kanan (Keselamatan) 
yang memusatkan 
pemberian bantuan 
makanan asas rakyat 
yang terjejas di 
p e j a b a t 
k e b a j i k a n 
masyarakat 
d e n g a n 

bantuan Angkatan Pertahanan 
Awam (APM) dan Jabatan 
Sukarelawan Malaysia (Rela).

“Memahami keperluan 
kepada tindakan dan arahan 
Kementerian Keselamatan, kami 
juga sedar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KM) sahaja tidak 
akan mampu untuk mengedarkan 

makanan kepada rakyat kerana 
kekurangan kakitangan dan 
tidak mungkin sampai ke 
semua pelosok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dan Parlimen,” katanya. 
Justeru, pihaknya 

meminta Majlis 
K e s e l a m a t a n 

Negara (MKN) 
Negeri Selangor 

untuk membenarkan 10 orang 
petugas di setiap Pusat Khidmat 
Masyarakat DUN dan Parlimen 
di negeri ini bagi menyampaikan 
bantuan dan agihan sumbangan 
daripada kerajaan negeri kepada 
mereka yang memerlukan. 

“Pada 23 Mac lalu, kerajaan 
negeri mengeluarkan garis pan-
duan kepada Ahli Dewan Un-
dangan Negeri (ADUN) dan 
sukarelawan yang ingin 
menyampaikan bantuan. 

“Bagaimanapun, kerajaan 
negeri berpendapat supaya NGO 
dapat berbincang terus dengan 
kementerian bagi mendapatkan 
kebenaran,  prosedur 
keselamatan dan kesihatan yang 
lebih terjamin,” katanya.DR SITI MARI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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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iakan sekolah

SMK Bandar Sunway 
gotong-royong

 ceriakan sekolah 
dengan penglibatan 

semua pihak

Oleh ROSHLAWATY RAIEH

Sekolah Menengah Ke-
bangsaan (SMK) Ban-
dar Sunway,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elalui 

Jawatankuasa 3K (Kesela-
matan, Kesihatan dan Keber-
sihan) menganjurkan aktiviti 
Gotong-royong Perdana pada 
22 Februari lalu dengan peng-
libatan pelbagai pihak.

Pengetua Cemerlang, Hani-
za Mohd Jabar@Ibrahim ber-
kata, antara pihak yang terlibat 
ialah Persatuan Ibu Bapa dan 
Guru (PIBG), Rela, Bomba dan 
Penyelamat, Jawatankuasa Pen-
duduk (JKP), Majlis Perbandar-

Pelajar juga tidak 
ketinggalan 

menyertai 
gotong-royong 

membersihkan 
sekolah.

Anggota bomba turut 
membantu 
membersihkan 
kawasan sekolah.

Haniza (kanan) menyampaikan cenderamata kepada Halimey selepas merasmikan 
Program Gotong-Royong Perdana SMK Bandar Sunway.

an Subang Jaya (MPSJ), polis, 
Kumpulan Sarana Ibu Bapa 
(KSIB) dan Jabatan Pertahanan 
Awam (JPAM).

"Pelbagai aktiviti dilaksana-
kan, antaranya mengecat pintu 
bilik darjah, bilik khas dan din-
ding tandas serta membersih-
kan kawasan rumah hijau seko-
lah. Kami juga membaik pulih 
meja dan kerusi sekolah,” ka-
tanya kepada GPS Bestari. 

Menerusi gotong-royong 
yang dianjurkan itu, Haniza 
berharap ia dapat memberikan 
pendedahan kepada pelajar ten-
tang betapa pentingnya menja-
ga kebersihan dan keceriaan 
sekolah terutamanya bilik dar-
jah. 

"Aktiviti ini turut bertujuan 
menerapkan nilai murni dan 
meningkatkan rasa kesepunya-
an sekolah dalam kalangan ibu 
bapa," katanya.

Program itu dirasmikan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Seri Setia, Halimey 
Abu Bak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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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arikat korporat bantu kerajaan
Sebanyak RM4.25 

juta sumbangan 
diterima Muhyiddin 

untuk Tabung 
Covid-19 semalam

Perdana Menteri, Tan Sri 
Muhyiddin Yassin se-
malam menerima sum-
bangan berupa wang 

tunai berjumlah RM4.25 juta 
dan peralatan keperluan kesi-
hatan bernilai lebih RM26 juta 
daripada enam syarikat korpo-
rat untuk Tabung Covid-19. 

Sumbangan yang diterima 
semalam menjadikan wang tu-
nai terkumpul yang diterima 
untuk Tabung Covid-19 kini 
mencecah RM14.2 juta. 

Muhyiddin (kanan) menerima replika cek berjumlah RM1.25 juta daripada SM 
Nasarudin di bangunan Perdana Putra, Putrajaya semalam.

PUTRAJAYA

FOTO: BERNAMA

Kesemua sumbangan itu di-
sampaikan kepada Muhyiddin 
oleh wakil syarikat korporat di 
bangunan Perdana Putra di sini 
semalam.

Syarikat yang menyampai-
kan sumbangan semalam ialah 
Naza Corporation Holdings Sdn 
Bhd diwakili Pengerusi Ekse-
kutif Kumpulannya, SM Nasa-
ruddin SM Nasimuddin yang 
menyampaikan replika cek ber-
jumlah RM1.25 juta. 

Puncak Niaga Holdings Ber-
had menyumbang wang tunai 
RM1 juta selain peralatan per-
ubatan termasuk 28 unit mesin 
bantuan pernafasan dan satu 
unit mesin hemodialisis bernilai 
RM5 juta yang disampaikan 
oleh Pengerusi Eksekutifnya, 
Tan Sri Rozali Ismail.

Turut menyumbang wang 
tunai RM1 juta ialah syarikat 
E-Idaman Sdn Bhd yang diwa-
kili Pengarahnya, Zaim Husni 

Omar. 
Persatuan Pengimport dan 

Peniaga Kenderaan Melayu Ma-
laysia (Pekema) yang diwakili 
Presidennya, Datuk Zainuddin 
Abd Rahman memberi sum-
bangan berjumlah RM500,000. 

Leong Hup International 
Berhad turut menyumbang 
wang tunai RM500,000 selain 
dua unit mesin bantuan perna-
fasan yang disampaikan oleh 
Pengerusi Eksekutif Kumpu-
lannya, Tan Sri Lau Tuang Ngu-
ang. 

Sementara The Edge Media 
Group yang diwakili Ketua Pe-
gawai Eksekutifnya, Datuk Ho 
Kay Tat menyumbang peralatan 
dan keperluan kesihatan Co-
vid-19 bernilai RM21 juta. 

Tabung Covid-19 dilancar-
kan pada 11 Mac lepas sebagai 
usaha kerajaan membantu rak-
yat yang terjejas ekoran wabak 
itu.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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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 Odori fest, Ho Chiak food fair cancelled 
THE Bon Odori Festival 2020 
which was scheduled to be held 
on July 25 will be cancelled due 
to the severity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Penang tourism, arts, culture 
and heritage committee 
chairman Yeoh Soon Hin said his 
office and the Consulate-General 
of Japan in Penang have to make 

the 'difficult, but necessary' 
decision to cancel the event 
which was celebrated culturally 
by the Japanese to commemorate 
the spirits of the ancestors. 

"We will cancel the long-
anticipated festival, as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our partici-
pants, visitors, artists and man-
agement are most important. 

"We are committed to taking 
all necessary steps to safeguard 
everyone. 

"We sincerely apologise for 
any inconvenience caused and 
seek the understanding of every-
one.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our 
people is our top priority," he 
said in a recent statement. 

Meanwhile, the Ho Chiak 
Family Food Fair 2020 organised 
by Mount Miriam Cancer 
Hospital has been postponed 
indefinitely due to the pandemic. 

The event was to be held on 
April 19. 

For details, call the hospital's 
Community Relations Depart-
ment (04-892 3874/892 3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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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剎超市餐廳公交等

雪州調整營運時間
(吉隆坡30日讯）随著高级政务部长拿督斯 

里依斯迈沙比里食布第2阶段的行动管制令详 

情，雪州政府也调整批发巴刹、公共巴刹、超 
市、餐厅、送餐服务、公共交通、电召车和德 
士，以及油站的营运时间.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今晚发文告宣 
布，从4月1曰起，批发巴刹的营运时间为早上6 
时至下午4时，公共巴刹为早上8时至下午4时，

超市、杂货店、便利店、餐厅、送餐服务和油 
站的营运时间为早上8时至晚上8时，

公共交通的运作时间分为两阶段，即早上6时 
至10时，及下午5时及晚上10时，商业运输为

晚上7时至早上7 

时，电召车和德 
士的营运时间为 
早上6时至晚上10 

时。
此外，阿米鲁 

丁指出，由他主 
持的雪州安全理 

事会特别会议今日也议决，今晚起分发食品给 
遭封锁的乌鲁冷岳双溪镭（Sungai Lui)全体 

家庭，若在封锁期间有任何需要，州政府也准 
备増加供应。

他说，雪州新闻局将通过流动播报车，以及 
各地区的清真寺广播系统，报告封锁期间应遵 
守的事项，以及紧急情况时的联络资料；州卫 
生局也会立即向该区的高风险居民进行新冠肺 
炎检测。

他补充，州政府会持续配合国家安全理事 
会，以执行抗疫相关的机制，并促请所有州民 
遵守相关指示，共同停止新冠肺炎传播链。

Page 1 of 1

31 Mar 2020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A3
Printed Size: 199.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3,925.00 • Item ID: MY003921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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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
萬
中
小
企
業
申
E主

目冃

i

(吉隆坡3〇日訊）高级政务部长（国 

际贸易及工业部）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指出，政府目前批准约4000家公司，在 

行动管制令期间继续营运。

他说，该部已收到包括中小型企业在内的 
约1万1000份申请，要求在行动管制令期间营
云

° “政府正在采取非常勇敢和负责任的措施 
保护人民，确保公共医疗保健并支持所有企 
业以増强国家经济。”

阿兹敏阿里在推特撰文也形容，这是个学 
习的好时机，这些公司必须利用此次机会増 
强新技术方，以便在管制令之后，为进入数

字经济和工业革命4.|
分准备•

他也恳请中小型企业与政府合作，
要在这段时间开除员工。

史上最大筆數目

“在经济和健康危机之后，政府推出了 
2500亿令吉的经济振兴计划，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17°。，这是历史上最大笔的振 
兴经济数目〇 ”

府正°采取一种开放的方式听取 
中小企业代表的意见和反馈。，拨出 
钜款不仅是为了帮助民众，也支持中 
小型企业。”

■阿茲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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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3〇日讯）高级政务 
部长（国际贸易及工业部）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指出，国内 
基本食品制造_应吸取新t££肺 
炎（2〇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 

危机引发经济动荡，而破坏当 
地食品供应的教训。

他说，由于大马进口食品 
供应过高，甚至超过500亿令

阿茲敏：太依賴進口食品

貿工部將鼓勵國内種植
吉，以致造成食品进出口不平 
衡〇

阿兹敏阿里昨晚接受Astro 
Awani电视台访问时说，贸工

部仔细研究发现，食品和基本 
供应物品进口量逐年剧増，但 
这些产品其实都可在国内种 
植，如辣椒、洋葱、姜等。

他说，该部鼓励菜农引进新 
科技，自行生产和供应国内需 
求，那么大马就无需在爆发新 
冠肺炎诸类外在因素时，过度 
仰赖外国供应基本食品。

他说，庆幸的是，政府尚可 
保证行动管制令期间，食品供 
应足以负荷3260万国民的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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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二二

■ 10种蔬菜包括番茄、黄瓜、菜心和小白 

菜等营养丰富，都是家庭常烹煮的蔬菜。

購蔬菜助弱勢群體If劃

I霧獲熱烈響應
(蒲种3〇日讯）购买蔬菜解生活所需， 

又能帮助金马仑菜农解决成本问题及社会 
贫困人士， “购买蔬菜帮助弱势群体”计 
划一举三得，甫一开放便获得民众热烈响
应！

这项计划源自于金马仑菜农因为全国实 
施行动管制而打乱了粮食供应链，菜农被 
迫忍痛丟弃蔬菜，引起民众关注。

对此，雪州行政议员兼金銮区州议员黄 
思汉通过和彭亨州丹那拉打区州议员张玉 
刚联系后，即在选区内启动上述计划，以 
每箱40令吉售出5公斤的各类蔬菜，并安 

排义工在区内进行定点配送。
值得一提的是，40令吉费用中的30令吉 

将归还给菜农，作为他们的成本，另外10 
令吉则作为帮助选区内贫困人士的基金。

黄思汉指出，行动管制令实行10多天 
来，不少的菜市都因为人潮多而采取限时 
限人数的做法，来进一步减低民众受传染 
的风险〇

1他丨£因此希望通过启动这项计划，一

来通过配送，让民众直接在配送点领取所 
购买的蔬菜，解决三餐问题，二来金马仑 
的菜农至少能领回成本，三来能协助因为 
行动管制而面对温饱问题的家庭。

100箱數小時售罄

他指出，这能达到一举三得的效果，所 
以计划首度在社交媒体开放后就获得热烈 
的反应，首100箱蔬菜在短短数小时便售 
罄，并由团队安排进行定点配送。

“每箱蔬菜共5公斤，菜类10种包括有 

番茄、黄瓜、菜心和小白菜等，甚至今
天200箱和周四的300箱蔬菜量都被预订

”

^^说，随著所有蔬菜都售罄和被预订 
了，因此有关计划将暂时停止，直到另行 
通知〇

他i表示，农夫劳动得来的蔬菜不易， 
因此他很感恩在这段时间，大家发挥了守 
望相助的精神，也避免了造成农作物浪费 
的问题。 '______________

冀減少菜農
♦王伟徵（翠湖苑居民）

_^到金马仑菜农被逼丢弃蔬菜的新闻感 
$到非常可惜，所以知道黄思汉推动 
此计划便决定支持，希望减少对菜农的损 
失。
1箱蔬菜有达5公斤，而且种类多，足以 

供应家人的需龙

^我们前往住家^附近的地点领取蔬菜，都 
有保持政府规定的社交距离，希望疫情尽 
快好转起来。

■黄思汉（左）派发蔬 
菜箱给居民王伟徵。

預訂熱線接不停
♦陈汉强（蒲种邓普雅花园居民协会委员）

#是负责其中一个配送点，没有料到一开放预订热线，就 
A接电话接不停，首批100箱蔬菜很快预订完毕。

居民来领取时，我们也采取防疫措施，收钱时是直接丟进 
钱桶，避免近距离的接触。

这是个可以帮到菜农、居民和贫困人士的运动，大家抱著 
何乐而不为的心态预订，虽然每箱40令吉，但有人给50令吉 

甚至更多，希望能尽绵力来帮助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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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雪州是以宗排居于榜首， 

衝
擊
商
業
活
動
 

人
民
無
法
進
出

(吉隆坡3〇日訊）随著乌 

鲁冷岳7个甘榜区被封，各界 

担心封锁行动将进一步护大 

到整个乌冷县，甚至是雪州 

最多病例的八打灵县，及吉 

隆坡的数个红区。

八打灵县是雪州内新冠肺炎 
(2〇19冠状病毒疾病）确诊病例 

最高县署，其次是乌冷县，接下 

来则是鹅唛县、巴生县、瓜雪 

县、瓜冷县、雪邦县、乌胃县和 

沙白安南县。

在国内确诊病例之中，截至昨

吉隆坡则是以3T2宗排于第二

在吉隆坡区，目前已被列入红 

区的计有班底谷、蒂蒂旺沙、甲 

洞和蕉赖等。

靈縣雪州最多病例

据本报了解，目前暂时只有乌 
冷7个甘榜被封，但其他地区如 

八打灵县、鹅唛县、班底谷等在 

过去两天也频有“封城”、“封 

路”的消息在社交媒体盛传，引 

发居民的担忧。

据悉，卫生部近日也和雪州大 
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探讨有关 

“封城”事宜，但除了日前已封 
的乌冷7个甘榜，截至今日中午，

■在乌冷7个甘榜被封之 

后，警方也出动无人机从高 

空进行监督。v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

暂时没有新的地区被列入封锁名 

单之中。

各界在接受《中国报》记者询 

问时，有不少担心封锁区会随著 

疫情増加而扩大，尤其是在疫情 

高居不下的地区。

他f门说，在执行管制令后， 

商业活动已停止，若加上“封 

城”，人民无法进出，商业活动 

将受到严重冲击。

■警方和军方也在通往主要道路设立路障，严格检查车辆。

病例多縣署細
#至周一（3〇日）中午，霄 
M州和隆市暂时没有其他地 

区被列入封锁之中，但在一些病 

例多的县署中，警方对于人潮的 

进出和车交量的控制更为严格， 

包括在主要道路和公路増加驻守 

地点，要求公众减少外出等。

警方已在八打灵再也采取一系 

列封路措施，被封的路段包括从 

加星英达通往班底谷、哥打白沙 

罗及双溪毛糯边界的路段、灵市 

的一些大道和主要公路等，控制 

来往的人潮和车流量。

尽管警方在灵区进行封路，但

一些单位还是被允许通行，包括 

消拯车、求护车、前线执人员 

等。

但根据消息，在过去的两天 

(星期六和星期日），在疫情高 

地区，一些人潮和车流量还是无 

法全面的受控制，人流量最多地 

区主要是在巴刹和超市一带。

同时，一些主要道路和公路， 

还是有一些车流量出现，相信还 
有一些人仍在上班；另外，在甘 

榜、组屋区和新村区，还有一些 

车流量，尤其是摩哆仍然四處肌 

足八走。

方
在
乌
冷
20
哩

-HH-

帀

设
立
路
障

4
括
设
上
铁

達
藜
进
行
封
路

人:

■消拯局也派员在当地进行 
大型的社区消毒行动。

人民因誤解而驚慌 ♦班底谷区国会议员法米

根

■房屋和地方政府部、消拯 
局、固体废料机构、阿南弗拉、地 

方政府等，联合在双溪南马达南一 

据卫生部数据，在吉隆坡区确诊病 
-例最高的地区是在班底谷（Lembah 

Pantai)，很多人就误以为都是发生在班 

底谷国会选区。

其实，有关诊确病例是以县卫生局为 
准，而有关班底谷县的共有3个国会选 

区，班底谷只是其中一个国会选区，其他 

两个分别是士布爹和武吉免登。

在班底谷县中，预计大约有10%是发生 

在班底谷国会选区。

由于上述的误解，在社交媒体上也有许

多封城、封路的消息，包括每天都在盛传 

一些某区有确诊病例的消息，人民也相当 

的惊慌。

SSk卫生部和卫生局等在有确诊病例 

出现，尤其是在涉及高楼大厦，包括共管 

公寓、公寓、人民组织、广场时，都应该 

要和管理层沟通，避免管理层都是公众和 

居民询问后，才获知相关消息。

据了解，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已封锁了由 

武吉加星区通往我的选区的其中一条道 

路，相信是为了控制人潮的来往。

口密集及流动量高，大城堡 

-清真寺大集会活动及社区感 

染因素等，让雪隆成为国内新冠 
肺炎（2〇19冠状病毒疾病）数据 

最局的地区。

消息说，在卫生部公布国内的 

确诊病例中，雪州和吉隆坡是排 

在前二位，其中有多个地区成为 

了红区，尤其是在八打灵、乌 

冷、班底谷等。

消息说，吉隆坡区和八打灵 

县，是属于人口多和稠密地区， 

因人口流动量高，形成疫情容易 

扩散。

消息指出，大城堡清真寺大集 

会活动成为新冠肺炎的感染区， 

其中部分出席者也是来自于雪隆 

区，也因社区性的感染，造成雪 
隆一些地区的确诊数据飙升。

消息说，在乌冷区，主要是因 

为当地一间宗学校出现社区感 

染，导致七个甘榜被封。

“八打灵县、鹅唛县、班谷 

县、甲洞和蕉赖县等，可通行的 
道路相当的多，要封路和封城的 

话，也不易执行。”

隆

人□
密

集
病
例
最
多

方政府等，联合在双溪南马达南一 
间清真寺和附近地区进行消毒，参 

^与的工作人员全幅武装。y

封城對生活衝擊大
♦万挠区州议员蔡伟杰

每
天也接获许多居 

民的询问，主

要是社交媒体每天流 

传太多消息，包括封 

城等，也导致人心惶 

惶，也有不少居民担 

心封城，但也有一些 

居民赞成封城。

根据卫生部数据，

在过去一星期，鹅唛县确诊数据保持在 
50多宗，情况仍在控制中。

如果是封城，对于居民的生活会有相 

当大的冲击，所有活动必须要停止，居 

民也不可外出。

希望居民保持冷静，最重要是减少外 

出，保持个人卫生和多戴口罩，在此段 

期间也没有必要増加卫生局的工作负 

担，去回答各项社交媒体流传的消息。

Cs
還沒嚴重到要封城
♦史里肯邦安州议员欧阳捍华

六沙登区最 
近是有3宗 

确诊的病例， 

只有一宗是发 
生在我的州选

区内。

虽然八打灵县的确诊病例是相 

当高，但目前史里肯邦安州选区 

的情况还在控制当中，也因为并 

不是社区感染的情况，因此暂时 

还没有严重到要封城的地步。

如果要在城市地区封城是有相 

当难度，最主要是可通行的道路 

多〇

i妾许多居民询问，包括要求进 

行社区消毒活动，但社区消毒工 

活动也不是随便进行，只有在有 

确诊病例发生和有接触过的地区 

才会进行消毒。

目前最重要是大家要有预防的 

意识，减少出门、勤洗手、多戴

口罩及保持距离等，避免 

病茵的传染。

随著管制令执行后，在 

沙登新村一带的车和摩哆 

的流量还是没有减少，反 

而常见一些村民没有事就 

驾著摩哆在新村内四处趴趴 

走，也没戴上口罩。

政府目前是需要大家的配 

合，如果大家还是没有遵守 

管制令，有事没事还是喜欢 
在外趴趴走，若是疫情没有 

受到控制，政府可能会继续延 

长管制令甚至于是封城。

星期日时，沙登大街的巴刹 

和人民巴刹的人潮很多，主要 

是一般人仍习惯在星期六和星 

期曰到巴刹购物。

我也希望居民改变星期六和星 

期曰到巴刹购物习惯，也可选择 

其他日子购物。

根据警方报告，在前几天进出万挠一 

带的车流量是有増加趋势，不排除是有 

人在这段期间上班或工作。

据了解，在过去两天的水流动最多是 
在巴刹地区，包括菁乡岭和万挠巴刹都 

出现人潮多的情况，但因为巴刹的进出 

人潮太多，以及市议会也面对人手问 

题，造成人潮无法受控制。

目前，市议会和警方也将会増加驻守 

巴刹一带的进出路口，控制进出的人 

潮。

警方也在进出万挠的主要道路设立路 

障，盘查进出的车辆，对于进出车辆管 

制得也相当的严格。

擔心封鎖範圍擴大 ♦呀吃十八哩新村村长张全发

遭 封的甘榜区，距离呀吃十八哩 
.新村约有20公里，村民们是担 

心封锁的地区会继续的扩大。
警方目前是在20哩之处封锁进出 

甘榜的路段，在18哩一带村民的进 

出并没有受到影响，大家还是可以
白由狀]彳井屮

随著管制°令的执行，所有工厂和 

商店等都没有影响，村民们也因为

担心，最近也很少人外出，形成 

整个新村最近都是很静。

由于附近有一些甘榜区，村民 

担心会封村，届时整个生活都受 

到影响，完全是不能够出门，连 

粮食都要由卫生部供应。

我们也劝告村民要多注意个人卫 

生，要勤洗手，出门最好是戴上口 

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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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敏：過度依賴進口

食物供應方式需改變
(吉隆坡30日讯）国际贸易及工 

业部高级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说，他 

发现我国过度依赖进□食品，除了进 

出□偏差过大，更发现有很多可以自 

行生产的进□食品却一直依赖进□食 

品，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 
国内基本食物生产工业应该检讨自身 

的生产与操作过程。
阿兹敏在接受Astro Awani电视台访 

问时说，我国进□总额超过500亿令 

吉食物，进出口贸易偏差太大，形成 

过度依赖进□食品，导致食物供应在 

发生新冠肺炎疫情时受到影响。

他呼吁业者吸取教训，改变食物生 

产与供应方式，并提倡国内种植与生 

产。

他说，政府在检视后，发现很多从 

东南亚国家进口的食物，其实是可以 

自家种植生产，这包括辣椒、葱及姜 

等，而从这些农产品的进口量逐年增

加，显见人民过度依赖进□食品。

阿兹敏阿里说，为满足国内市场需 

求，政府将鼓励本地农民提高种植与 

生产量，并使用高科技辅助。

他强调，如果一直过度依赖进口， 

就会受限于外在因素而导致供应不平 

衡，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时出现的情况 

就是一例。
他也再次保证政府有足够的食物库 

存，能在行动管制期间为3260万民众 

供应曰常需求。

他说，政府为了确保各日常需求如 

食物和保健供应都不受影响，也批准 
逾4000家公司照常营业的申请。

另外，阿兹敏说露，政府将会与中 
小型企业会面，聆听他们的意见。

他呼吁国内的中小型企业与员工共 
赴时艰，保障员工的职业，在行动管 

制期后能继续工作。（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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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隨中央步伐調整營業時間
(沙亚南30日讯）雪州大臣拿督斯 

里阿米鲁丁宣布，雪州次阶段的行管 

令规定，批发公市营业时段，只能从 
上午6时至下午4时、巴刹从上午8时 

至下午4时、超市、杂货店和便利店 

则从上午8时至晚上8时。

他发表文告说，因应联邦政府今曰 
宣布从4月1日起的第二阶段更严格行 

动管制令，雪州政府今晚在州安全委 

员会特别会议后，也制定连串严格的 

•fr管令措施，各地方政府和县署将在 

后日执行。

他声称，除了和国防部高级部长拿

督斯里依斯迈沙比利宣布相同的地 

方，雪州在一些领域的营业时段也会 

有所调整。

"州政府将与地方政府领导及担任 

县级安全委员会的县长进行协调，一 
切协调事务会由州秘书处进行。州政 

府在关于防疫的任何措施方面，会给 

予国家安全理事会全力配合。"

另一方面，今日起被封村的乌冷双 
溪镭7村，阿米鲁丁表示，州政府今 

晚起，立即供应粮食给所有一家之 

主，州政府会在封村期间，视有需要 
而增派任何食物。（TKM)

Page 1 of 1

31 Mar 2020
Guang Ming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49,712 • Page: A7
Printed Size: 98.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484.85 • Item ID: MY003921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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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聯銀行前CEO賴鴻儀

受委經濟行理會成員
(吉隆坡30曰讯）首相丹斯里慕 

尤丁宣布，任命安联银行（Alliance 
Bank )前首席执行员拿督布丽姬•赖 

(译音，Bridget Lai )作为国家经济行 

动理事会（EAC )新成员。

他今日召开理事会会议后作出上述决 

定。内阁是在本月11日议决，成立国 

家经济行动理事会，并择定每周一举行 

会议，以应付新冠肺炎疫情和油价暴跌 

所带来的经济冲击。

首相署部长（沙砂事务）拿督麦西慕 

翁基里指出，布丽姬•赖是经济理事会 

沙巴代表的最佳人选。

他表示，对方在金融银行业拥有超过 
35年经验，且拥有对沙巴经济的丰富 

经验和第一手知识，也一直关注职场上 

的性别平等如职业女性的问题。

布丽姬•赖是华裔和卡达山混血儿 
(Sino-Kadazan),来自沙巴州兵南 

邦县（Penampang )。她从业经历在 

我国银行业创下多项第一的纪录，包括 

她是渣打银行大马分行负责消费者银行 

业务的第一位大马女性。她也是担任渣 

打银行集团全球分销主管的第一位大马 

人及第一位女性。此外，她也是第二位 

成为首席执行员的大马女性。

西慕翁基里有信心，也相信以对方丰 

富的从业经验，能在进行国家经济的讨 

论和决策时作出巨大贡献。

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是由首相慕尤丁 

领导，其他成员包括国际贸易及工业部 
高级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财政部 

长东姑赛夫鲁及首相署（经济）部长拿 
督斯里慕斯达法。（T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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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箱5公斤僅40元

黄思漢賣菜助弱勢群
(蒲种30日讯）金马仑菜 

农因全国实施行动管制令而 

打乱粮食供应链，菜农被迫 

忍痛丢弃蔬菜，引起民众关 

注。对此’雪州行政议员兼 

金銮区州议员黄思汉在其选 

区内启动“购买蔬菜帮助弱 

势群体，’计戈丨j，以每箱40令 

吉售出5公斤的各类蔬菜， 

甫一开放便获彳寻民众热烈响 

应！

购买蔬菜解生活所需，又能帮助金 

马仑菜农解决成本问题及接济社会贫 

困人士，“购买蔬菜帮助弱势群体” 
计划一举三得，因此黄思汉通过和彭 

亨州丹那拉打区州议员张玉刚联系 
后，以每箱40令吉售出5公斤的各类 

蔬菜，并安排义工在区内进行定点配 
送。

30元归菜农10元作基金

其中，40令吉费用中的30令吉将归 

还给菜农，作为他们的成本，另外10 

令吉则作为帮助选区内贫困人士的基 
金。

黄思汉透露1启动这项计划，一来 

通过配送，让民众直接在配送点领取 

所购买的蔬菜，解决三餐问题，二来 

让金马仑的菜农至少能领回成本，三 

来能协助因为行管令而面对温饱问题 

的家庭。

他指出，这计划首度在社交媒体开 

放后，就获得热烈的反应，首100箱 

蔬菜在短短数小时便售罄，并由团队 

安排进行定点配送。
黄思汉说，每箱蔬菜共5公斤，菜类 

10种包括有番茄、黄瓜、菜心和小白 
菜等，甚至今天200箱和周四的300箱 

蔬菜量都被预订完。随著所有蔬菜都

冠病抗疫°

夺黄思汉（左）亲自派发蔬菜箱给 

预订的居民王伟征。

+以每箱40令吉售出，共有10种重 

5公斤的各类蔬菜，包括番茄、黄 

瓜、菜心和小白菜等。

售罄和被预订：因此有关计划将暂时 

停止，直到另行通知。

“农夫劳动得来的蔬菜不易，因此 

他很感恩在这段时间，大家发挥守望 

相助的精神，也避免了造成农作物浪 

费的问题。”

另外，负责其中一个配送点的蒲种 

邓普雅花园居民协会委员陈汉强说， 

一开放预订热线，就接电话接不停， 

首批100箱蔬菜很快预订完毕。“居 

民来领取时，我们也采取防疫措施， 
收钱时是直接丢进钱桶，虽然每箱40 

令吉，但有人给50令吉甚至更多，希 

望能尽绵力来帮助其他人。” （TSI )

Page 1 of 1

31 Mar 2020
Guang Ming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Supplement • Audience : 49,712 • Page: KB4
Printed Size: 396.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6,000.00 • Item ID: MY003921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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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省市政厅通过视像方式进行例常会议 

主持。

由威省市长拿督罗查理

威省市厅月常会议
24市议员视像会面

(大山脚30曰讯）行动管 

制令第13曰，威省市长拿督 

罗查理周一（30曰）下午3 

时，通过视像主持威省市政厅 
月常会议，全体24名威省市 

议员皆到会。

罗查理在会上说，曰常用 

品供应充足，威省民众无需抢 

购物品，同时促请民众不要涌 

入巴刹及超市等人潮聚集地， 

尤其是在月底时。

他呼吁民众冷静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遵守行动管制令， 

留在家中。

槟州首长曹观友曰前宣布 
7500万令吉“槟州人民援助配 

套”。罗查理表示，在这项配套 

下，威省共有6957个小商家及 

小贩获得500令吉一次性援助。

406开放申请援金
他说，威省市政厅将会设 

立“小商家及小贩现金援助平 

台”，供受惠者进行申请。申 

请者只需填写身份证号码及执 
照编号即可，有关平台将在4 

月6日开放。

他说，申请者必须拥有银 

行户头号码及执照编号，援助 

金将直接汇入申请成功者户

头0

另外，威省共有4532个 

巴刹及小贩中心租户可豁免支 

付4月份租金；250个安邦惹 

惹人民组屋租户可豁免4月及 

5月份租金。

他也不忘感谢所有抗疫前 

线人员，竭尽所能履行职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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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政府提供免费住宿 

非冠病患者转私人医院
(莎阿南30日讯）雪州政府将

为前线人员提供免费住宿，并 

和私人医院合作，接受来自政 

府医院的非2019冠状病毒病 

患者，以及提供呼吸辅助器予 

政府医院

雪州政府将通过雪州发展 

机构（PKNS)，为前线人员提 

供免费住宿作为开始，州政 

府会先与马来两亚武装部队及

大马皇家警察合作。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 

丁发文告指出，安邦德帕玛酒 

店（Hotel De Palma)分配了 

204间房，莎阿南德帕玛酒店 

则准备了 83间房，以填补需 

求。

这项措施将依据即时需 

求，扩充给其他适合群体。

阿米鲁丁也宣布，经雪州

卫生局和雪州发展机构旗下公 

S] SELGATE Corporalion 的初步 

讨论，私人医院和雪州政府合 

作，同意接受来自政府医院的 

非冠病案例。

此外，私人医院也准备提 

供数台呼吸辅助器，让政府医 

院使用。

另外，阿米鲁丁和雪州经 

济策划单位及财政官员举行会 

议，以细节化第二阶段的“雪 

州关怀振兴配套（Pakej 

Rangsangan Selangor PrihaLin 

)”，帮助所有受冠病疫情影 

响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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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政府提供免费住宿 

非冠病患者转私人医院
(莎阿南30日讯）雪州政府将

为前线人员提供免费住宿，并 

和私人医院合作，接受来自政 

府医院的非2019冠状病毒病 

患者，以及提供呼吸辅助器予 

政府医院。

雪州政府将通过雪州发展 

机构（PKNS)，为前线人员提 

供免费住宿。作为开始，州政 

府会先与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及

大马皇家警察合作-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 

丁发文告指出，安邦德帕玛酒 

店（Hotel De Palma)分配了 

204间房，莎阿南德帕玛M店 

则准备了 83间房，以填补需 

求。

这项措施将依据即时需 

求，扩充给其他适合群体。

阿米鲁丁也宣布，经雪州

卫生局和雪州发展机构旗下公 

司 SELGATE Corporation 的初步 

讨论，私人医院和雪州政府合 

作，同意接受来自政府医院的 

非冠病案例。

此外，私人医院也准备提 

供数台呼吸辅助器，让政府医 

院使用。

另外，阿米鲁丁和雪州经 

济策划单位及财政官员举行会 

议，以细节化第二阶段的“雪 

州关怀振兴配套(Pakej 

Rangsangan Selangor Prihatin 

)” i，帮助所有受冠病疫情影 

响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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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议员：忧贫病断炊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 

交通和新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 

员黄思汉受访时向《南洋商 

报》透露，以大臣拿督斯里阿 

米鲁丁为首的州安全理事会虽 

探讨限制派送援助物资人数， 

不过，此事尚未获得通过。

“雪州政府虽有意限制将 

派送援助物资人数降低至10 

人，但也明白到管控令期间， 

不宜让太多人在外走动，为

此，暂时仅建议各州选区呈上 

名单作进一步处理。”

他说，州政府理解过去太 

多义工外出形成一定人数集聚

不宜太多人走动

黄思汉：限派物资人数未通过 问题，所以才会提出限制派物 

资人数，同时按情况作出调 

整，如一些大选区的需求。

福利局人手有限

“我们是考量到雪州福利 

局人手有限，根木无法妥处理 

管控令期的米粮派发工作，而 

且，雪州福利局要处理的个案 

相当多，众所周知，他们本来 

就面对人力有限问题。”

他直言，还有许多贫困人 

士不懂得向福利部求助，若单 

单通过福利部去安排，相信会 

有很多边缘贫户受忽略。

外劳也向代议士求助 惠

贫闲家庭手停口停，连外 

劳也忍受不了饥饿向人民代议 

十求助。

黄思汉说，指管控令落实 

以来，不少家庭被中断收入而 

向其服务中心求助，州政府拨 

出每个选区3万令吉正好作为

救灾用途。

“这笔钱并不足够，单是 

木身金銮选区就有上千人求 

助，包括外劳在内，站在人道 

立场，我还是分发一些米粮给 

他，也幸好有不少热心人十联 

络服务中心，才〖丨:更多人受

他坦承，非常期间获缺乏 

严格审核，以致有人浑水摸 

鱼，叮请大家把机会留给真正 

需要者。

另外，他表示其服务中心 

为确保义工安全，要求他们务 

必遵守卫生指南，同时，不鼓 

励60岁以上高风险群参与。

班达马兰州议员•梁德志 盼内阁收回成命
服务中心参与派发物资者都 

希望内阁务必重新考虑收回

管控令期间 

会做好防疫措施 

有关成命。

我们了解疫情风险，但也关注弱势群体所 

需，就算胃险也会尝试去发放物资，惟并非贸 

然采取行动，而是做足预防工作，避免让派发 

员暴露风险中。

我们也会和居民协会或联合管理机构 

(JMB)联系，了解该区疫情发展，一旦发现相 

义地区有病患，即使知道该区已彻底消毒，也 

会在不接触接收物资者的情况下把物资送过 

去0

派发物资并非容易的 

丁作，如果当局限制将物 

资转送福利部，或比后者 

面对人力吃紧的问题，毕 

竟单单巴生县，加埔和巴 

生同会选区的9个州选区 

就只有一个福利部，试问 

如何足够人力资源应付派 

发工作呢？

柔佛州出现物资置放党标及只派发给党员 

等，也让我们担心有人公器私用，毕竟这是雪 

州政府拨款资源。

万津州议员•刘永山 续和执法单位协调

州议员至今尚未获得州政 选区执法单位协调，避免让派

府发出通行信函，我会继续和 发物资人员受到对付。

齡fl
纖

管控令期间，地方政府拥 

有很大的权限，因此在等候政 

府指示之际，我们会寻求地方 

政府的协调，毕竟若两造合 

作，最终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 

果。

实际上，如果资源获整合 

和充足之下，将能够快速解决 

更多问题，尤其对于范围非常 

大的选区而言，仅批准10个 

人员还是会面对不足的问题 

的。

全程消毒

刘永山（中）在巴刹派发口罩给民众

我们的派发员前往风险高 

的地区时，如巴刹、医院等， 

都会整装出发，包括带上手 

套、口罩、全程使用消毒药水 

等。

41•前也会分散团队行动， 

如果前往一些拥有地方资源援 

助的地区时，就会减少派发 

员，让地方领袖协助集中发放 

地点，让有需要者分散前往领 

取等。

独家报道

林秀芳/潘丽嫜

(巴生30日讯）在政府宣布非政府组织不可派物资 

的声明将于明天起落实，而雪兰莪州政府探讨每州 

选区限制只派10人支援措施仍未有定案之际，雪州 

议员期盼中央政府能放宽指令，以免贫困者面临缺 

粮断炊之苦。

受访的雪州议员们说，基于2019冠状病毒 

病传染严重，不反对当局严加管控防疫，但也 

提醒务必关注“手停口停”的R薪族，以及家 

境贫苦、单身孤老或残疾人十等弱势群体，担 

心他们或在这段期间失去应有的资源与援助。

州议员异口同声说，管控令从3月18日起 

执行近两周来，他们的服务中心就已不断接到 

民众的求助，有者甚至哀求道“家里已三天没

有米了！” ，此情此景叫身为父母官的州议员 

无法袖手旁观。

“家里已三天没有米了！”

他们也质疑国防部高级部K：拿督斯里依斯 

迈沙比里建议集中援助物资，交由福利部安排 

派发的做法，毕竟该部人手有限，届时是否能 

及时、有效送抵急需者手中仍是一大疑问。

盼放宽禁派物资指令

黄
思
汉
接
受
本
报
访
。

达
马
兰
政
府
诊
疗
所
。

梁
德
志

(

左
五

)
早
前
与
团
队
派
发
医
疗
物
资
给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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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星期二

民众受促必要时让路

全副武装的消拯员站在洒水车上，沿街向商店喷射，清洗消m雜消羞篇炉
潘丽婷、杨运祥

(吉隆坡、万津30曰综 

合讯）雪隆区多个公共 

地方从咋日开始展开消 

毒工作，以防止2019冠 

状病毒病的蔓延，民众 

受促配合，必要时让路 

给消毒车或工作人员， 

以便消毒工作可以顺利 

展开。

消毒工作是由房屋与地 

方政府部，联合消拯局、固 

体废料管理机构以及各地方 

政府一同展开的防疫政策； 

而加强公共地方的消毒，主 

要是避免民众或触及病毒感 

染的地方，进而受感染甚至 

传染给其他人。

消毒剂无伤人体

因此，从昨天起，各地 

方政府纷纷出动数以千计官 

员及职员分别在管辖区内， 

积极展开细腻的消毒丁作， 

涉及消毒的公共场合包括公 

共巴刹、商业区公共空间、

安邦再也市议会在各街道上进行消毒工作。（摘自官网）

道路及美食中心等等。

当局多采用喷射消毒的方 

式，以方便在各角落、人可触 

及的地方、桌椅、档口各处等 

空间彻底消毒。当局也声称， 

这些消毒剂成分并不会影响人 

体健康，各地方政府促请民众 

勿慌张及担心。

其中，吉隆坡市政厅两 

FI前已派员到大城堡展开大

规模的消毒工作，早前在大 

城堡回教堂举行的万人宗教 

集会已成了国内冠病确诊病 

例最大的传染源头，因此消 

毒工作也格外仔细。

虽然消毒1：作或对民众造 

成不便，但各市议会表示为了 

公众利益与安全，只好实行一 

系列管制措施，希望大家谅解 

并给予充分合作及遵从。

万津公共巴刹做好防范
雪州方面，瓜拉冷岳市 

议会遵循雪州政府谕令，在 

这非常时期在地方政府属下 

公共巴刹等公共建筑物资产 

业，进行清洁消毒工作，做

好防范措施。

瓜冷市议会于昨日下午4 

时开始，在万津公共巴刹展 

开消毒防疫丁作，区内其他 

地方的巴刹包括丹绒十拔、

直落邦里马加朗及仁.嘉隆巴 

刹，也从今天下午开始，采 

取同样的卫生消毒丁作。

巴刹各摊贩受促给予配 

合，收好东西和货品，并在 

收档后即离开。消毒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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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关注巴刹高风险区
况，各地方议会连R来也派出 

执法人员监督巴刹的运作情 

形，并和当地小贩公会等合 

作，为所有摊贩检测体温。

有的也在巴刹入口处为欲 

进采购人士测量体温，做足防 

疫工作，也有的只开一个主要 

进出口、车辆摩托车不准进 

人、每户只准一人进人采购以 

及限制采购人士分批或轮流进 

人等等，都是为了避免人潮拥 

挤0

此外，商贩和民众也受鼓 

励佩戴口罩和手套，并保持一 

公尺社交距离。

吉隆坡市政厅出动约95人，于周日在吉隆坡批发公市展开约 

4小时的彻底消毒工作。（摘自官网）

每天人来人往的公共巴 

刹、超市和迷你超市等，W为 

售卖民众日常食粮等必需品， 

成了管控令实施期间，人群聚 

集的场所，各地方议会的消毒 

工作把巴刹列为重点区之一。

尤其是传统巴刹内，各摊 

贩每天须面对与接触众多采购 

人十，若人潮不断涌人，巴刹 

也会成为冠病疫情散播的高风 

险区。

鼓励戴口罩手套

为此，各地方议会非常关 

注巴刹的消毒和人流控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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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万津30日综合讯）雪隆区多 

个公共地方从咋日开始展开消毒工作， 

以防止2019冠状病毒病的蔓延，民众 

受促配合，必要时让路给消毒车或工作 

人员，以便消毒工作可以顺利展开。

消毒工作是由房屋与地方政府部，联合消 

拯局、固体废料管理机构以及各地方政府一同 

展开的防疫政策；而加强公共地方的消毒，主 

要是避免民众或触及病毒感染的地方，进而受 

感染甚至传染给其他人|

消毒剂无伤人体

因此，从昨天起，各地方政府纷纷出动数

以千计官员及职员分別在管辖区内，积极展开 

细腻的消毒工作，涉及消毒的公共场合包括公 

共巴刹、商业区公共空间、道路及美食中心等 

等Q

当局多采用喷射消毒的方式，以方便在各 

角落、人可触及的地方、桌椅、档口各处等空 

间彻底消毒。当局也声称，这些消毒剂成分并 

不会影响人体健康，各地方政府促请民众勿慌 

张及担心。

其中，吉隆坡市政厅两日前已派员到大城 

堡展开大规模的消毒T作，早前在大城堡回教 

堂举行的万人宗教集会已成了国内冠病确诊病 

例最大的传染源头，W此消毒工作也格外仔 

细。

虽然消毒丁作或对民众造成不便，但各市 

议会表示为了公众利益与安全，只好实行一系 

列管制措施，希望大家谅解并给予充分合作及 

遵从。

瓜
冷
市
议
会
i
员
到
万
津
公
共

E
刹
进
行
消
毒
防
疫
工

作

安邦再也市议会在各街道上进行消毒工作。 

(摘自官网）

雪州方面，瓜拉冷岳市议会遵循雪州政 

府谕令，在这非常时期在地方政府属下公共 

巴刹等公共建筑物资产业，进行清洁消毒工 

作，做好防范措施。

摊贩收拾好即离开

瓜冷市议会于昨日下午4时开始，在万 

津公共巴刹展开消毒防疫丁作，区内其他地 

方的巴刹包拈丹绒士拔、直落邦里马加朗及 

仁嘉隆巴刹，也从今天下亇开始，采取同样 

的卫生消毒工作。

巴刹各摊贩受促给予配合，收好东两和 

货品，并在收挡后即离开。消毒进行时，所 

有摊贩都不准逗留在巴刹范围内。

.
吉隆坡市政厅出动约95人，于周日在吉隆坡批发公市展开约 

小时的彻底消毒工作。（摘自官网）

加影巴刹休业消毒
继锡米山巴刹，加影巴刹今午 

进行消毒行动。

加影巴刹的消毒行动由加影市 

议会进行，锡米山巴刹则由锡米山

新村管委会进行。

加影市议会副主席纳姆丁也到场 

视察消毒行动的进行，W进行消毒行 

动，加影巴刹今天也休业一天。

更关注巴刹高风险区
每天人来人往的公共巴刹、超市和迷你超市 

等，因为售卖民众日常食粮等必需品，成了管控令 

实施期间，人群聚集的场所，各地方议会的消毒工 

作把巴刹列为重点区之一《

尤其是传统巴刹内，各摊贩每天须面对与接触 

众多采购人士，若人潮不断涌入，巴刹也会成为 

冠病疫情散播的高风险区。

鼓励戴口罩手套

为此，各地方议会非常义注巴刹的消毒和人流 

控管情况，各地方议会连R来也派出执法人员监督 

巴刹的运作情形，并和当地小贩公会等合作，为所 

有摊贩检测体温。

有的也在巴刹人口处为欲进采购人士测量体 

温，做足防疫丁作，也有的只开一个主要进出 

口、车辆摩托车不准进人、每户只准一人进人采 

购以及限制采购人士分批或轮流进人等等，都是 

为了避免人潮拥挤。

此外，商贩和民众也受鼓励佩戴口罩和手套， 

并保持一公尺社交距离。

Page 1 of 1

31 Mar 2020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KL/Selangor • Audience : 27,667 • Page: B1
Printed Size: 1480.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8,616.35 • Item ID: MY003921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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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防护用具。

威省市K：强调，所有的必需品 

供应充足，市民无需恐慌抢购。

“我要求市民给予合作，待在家 

里，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他也促请威省市民保持耐心， 

冷静面对疫情，也遵守管控令，尽 

量不要选在周末到人潮集中的地区 

如巴刹购买-

另外他希望2019冠状病毒病能 

在斋戒月前就消弭。

4532租户免月租
罗扎里说，有4532名市政厅公 

共巴刹及小贩中心的租户，获得市 

政厅豁免一个月（4月份）的租 

金0

“此外，有多达250名威北安邦 

岸人民组屋及安邦惹惹人民组屋的 

租户，豁免2个月（4月份和5月 

份）的租金。”

他说，槟州政府也提供300令 

吉给每名“前线英雄”，同时提供

500令吉援助金予小型商家 

及有执照小贩，威省市政厅 

将从4月6日起，设立一个 

网站让贩商通过网上申请。

威省市K：拿督罗扎里说，在这 

项配套下，威省将有6957名小商 

家及小贩受惠。

他说，这个命名为“小商与小 

贩援助金”网站（Portal Bantuan 

Tunai Peniaga Kecil dan Penjaja) ， 

将在4月6 R开放申请。.

他今R下午在威省市政厅举行 

的常月议会上，这么说道。由于目 

前正执行行动管控指令，所以这项 

常月议会是以“线上会议”的方式 

进行。当天所有24名市议员都参 

与议会。

他说，申请者只须在网上登记 

身分证号码及执照编号而已，申请 

者需有银行户头号码和执照编号， 

若是证明可以受惠，援助金将直接 

汇人申请者银行户头。

全球笔
管控令第ip天

威省市厅设网站

(大山脚30日讯）随着槟州 

政府宣布将提供一次性的 贩商下周申请援金
直描 的

方
式
召
开
常
月
议
会
。

威
省
市
政
厅
第

I

次

以

—线
上
会
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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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线

莎阿南30日讯|雪

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 

JJJ公布，州政府将为前线人 

/ ■ I员提供免费住宿，同时州 

内的私人医院也将合作提 

供政府医院资源。

雪大臣阿米鲁丁今A发表文告指出，雪州政 

府将会透过雪州发展机构 

〇 ( PKNS )，为前线工

员提供免费住宿。

「雪州政府将会与 

民防部队和大马皇家警察 

^6& 合作，位于安邦De Palma 
酒店将提供204间房间住 

宿，而位于莎阿南的De 
Palma酒店也会提供83间 

房间住宿。」

阿米鲁丁在文告中 

提到，上述酒店所提供的 

房间住宿将会胥视情况， 

不排除会在期间提供给适 

合而有需要的单位。

与此同时，雪州政府子公司 

Selgate机构也将与雪州卫生局配 

合，私人医院将接受部分来自政 

府医院的非新冠肺炎病例，而私 

人医院也准备贡献政府医院部分 

呼吸辅助器，以提供政府医院之

犾

费

宿

用0

阿米鲁丁是就雪州财政官员 

与雪州经济策划单位（UPEN )召 

开会议后，而做出上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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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国47痕区进抒清洁大消8
八打炅再也30日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于 

今天和明天，将在全国47个新冠肺炎疫区，包 

括人流集中的公共场所如巴刹和人民组屋区， 

展开为时约3小时的清洁消毒工作；民众受促 

待在家中，以配合清理工作进行。

全国47个新冠肺炎疫区中， 

有23个是红色疫区，以及24个为 

橙色疫区；其中6个红色疫区，会 

在今曰同步进行清洁消毒工作， 

这包括班底谷、八打灵县、乌鲁 

冷岳县、芙蓉、柔佛新山以及居 

銮，清洁范围包括街道上的行人 

走道、公交候车亭、公共巴刹等 

公共设施。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祖莱 

达今天也随队，前后前往灵市八 

打灵再也奥曼（Jalan Othman ) 

巴刹及位于加影甘榜双溪拉玛达

南的Al-Falah清真寺一带，监督 

消毒行动。她指出，这些消毒行 

动，是由房地部联合地方政府，以 

及通过全国消拯局与固体废料及卫 

生管理机构等单位一起进行。

5分钟以内杀菌

祖莱达是在今早9时30分，前 

往八打灵再也奥曼巴刹，巡视该 

区动员大约50位前线人员展开的 

消毒工作时，向媒体如是表示。 

参与的人员包括有消拯员、灵市

政厅官员、阿南弗拉、大马皇家 

警察、志愿警卫以及卫生官员。

她说，有关消毒清洁工作所 

使用的洗漆剂成分，足在清洁5分 

钟以内，达到杀菌效果。随同出席 

者，包括灵市长拿督沙尤迪以及全 

国消拯局总监拿督莫哈末韩丹。

位于加影甘榜双溪拉玛达南 

的Al-Falah清真寺，由于曾出现新 

冠肺炎确诊病例，因此房地部今曰 

也到该清真寺展开消毒行动。除了 

Al-Falah清真寺，双溪拉玛达南主 

要大路也在今曰展开消毒。

房地部陆续会在全国47个新冠肺炎疫区展开消毒行动，消毒期间，市民受促待在家中。图为祖 

来达（前排右2)试用喷刷来消毒街道。 -邱继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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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剎超市雜貨店便利店

營業時間再調整
(沙亚南30日讯）雪州在次阶段的 

行管令规定，批发公市的营业时段，只 
能从上午6时至下午4时、巴刹从上午8 

时至下午4时、超市、杂货店和便利店 

会由州秘书处进行：

他强调，州政府在关于防疫的任何 

措施方面，会给予国家安全理事会全力 

配合。

雪州第二階段行動管制令重點
批发公市：上午6时至下午4时___________

巴刹：上午8时至下午4时 ^

超市、杂货店和便利店：上午8时至晚上8时

餐馆：上午8时至晚上8时_______________

递送服务：上午8时至晚上8时 

公共交通：早上6时至10时；
___________ 下午5时至晚上10时__________

商用车辆：晚上7时至翌日上午7时 

电子召车服务和德士 ：早上6时至晚上10时 

油站：上午8时至晚上8时

烏冷雙溪鐳7村封區

州政府將供應糧食
左[.对今日起被封区的乌冷 

双溪镭7村情况，阿米鲁 

丁指出，州政府从今晚起供应粮食 

给所有家庭，州政府并会在封区期 

间，视有需要来增派粮食。

他透露，所有公告讯息将透过 
雪州新闻局的Info On Wheel发布，

包括透过各村的祈祷所和清真寺扩 

音器广播，以便村民可从中了解加 

强行管令期间需遵守的措施，以及 

若发生紧急事故可联络的对象单 

位。

他说，州卫生局会立即为村内 

的局风险村民进行冠病筛检。

时至下午4时、超市、杂货店和便利

从上午8时至晚上8时等。

因应联邦政府今日宣布从4 

月1日起的第二阶段更严格行动 
管制令，雪州政府今晚在召开州 

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后，制定了 

-连串严格的行管令措施，各地 

方政府和县署将会在后日执行。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 

今晚发文告指出，除了和国防部 
高级部长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利 

宣布相同的地方，雪州在…些领 

域的营业时段做出了调整（见附 

表）。

他透露，州政府将会同地方 

政府领导及担任县级安全委员会 

的县长进行协调，-切协调事务

因应全国第二阶段行管 
令，雪州在4月1日执行的次阶 

段行管令措施，同样对各领域 
的营业时段做出了严格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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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3〇日讯）国 

际贸易及T.业部高级部长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说，

国内基本食物生产丁业应 

在冠状病毒病疫情过后，

检讨自身的生产与操作过 

程，因为他发现大马过度 

依赖进口食品，不仅进出 

口偏差过大，更发现大马 

其实是可以自行生产许多 

进口食品，却一直依赖进 

口食品。

他说，大马的进口食 

物总额超过500亿令吉，

进出口贸易偏差太大，形 

成过度依赖进口食品，导 

致食物供应在冠病疫情时 

受到影响，因此他呼吁业 

者吸取教训，改变食物生产与供 

应方式，提倡国内种植与生产。

“在留意检视后，政府发现 

很多从东南亚国家进口的食物， 

其实是可以自家种植生产的，例 

如辣椒、葱与姜等。这些农产品 

的进口量逐年增加，可见国民过 

度依赖进口食品。”

鼓励农民提高生产量

阿兹敏阿里在接受Astro 

Awani电视台专访时说，政府将

会鼓励本地农民提局种植 

与生产量，并使用高科技 

辅助，以满足国内市场需 

求。，’

“如果我们-直过 

度依赖进口，就会受限于 

外在因素而导致供应不平 

衡，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 

冠病疫情蔓延时。”

他在访谈中再次对人 

民派定心丸，保证政府有 

足够的食物库存，能在行 
动管制期间供应3260万国 

人日常需求。

“政府也批准逾4000 

家公司照常营业，确保各 

日常需求如食物和保健供 

应都不受影响。我要强调 

的是，国内食物生产业者必须善 

用科技，以在短时间内增加生产 

量，以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 

及不时之需。”

他也透露，政府将会与中小 

型企业会面，聆听他们的意见。

“我呼吁所有中小型企业 

与员工共赴时艰，保障员工的职 

业，在行动管制期后能继续工 

作。政府对业者的意见抱持开放 

态度，因此我将与财政部共同会 

见中小型企业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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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聯銀行前首席執行員

賴鴻儀任經理會成員
(吉隆坡3〇 

日讯）首相丹斯 

里慕尤丁宣布，

任命安联银行 
(Alliance Bank )

前首席执行员拿 

督赖鸿仪为国家 

经济行动理事会 
(EAC )新成员。

首相慕尤丁 

今日召开该理事 

会会议后作出这 

项决定。内阁在 

本月11日议决成 

立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且择定每周一 

举行会议，以应付冠状病毒疫情和油价 

暴跌所带来的经济冲击。

首相署部长（沙砂事务）拿督麦西 

慕指出，赖鸿仪是经济理事会沙巴代表 

的最佳人选。
“她在金融银行业拥有超过35年经 

验，且拥有对沙巴经济的丰富经验和第 

-手知识，也一直关注职场上的性别平 

等如职业女性的问题。”

赖鸿仪是华人和卡达山混血儿 
(Sino-Kadazan)，来自沙巴州兵南邦 

县，她的从业经历在我国银行业创下许 

多个第…，她是在渣打银行大马分行负 

责消费者银行业务的第•位大马女性。

她也是担任渣打银行集团全球分销 

主管的第…位大马人及第一位女性。

此外，她也是第二位成为首席执行 

员的大马女性。

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有首相慕尤丁 

领导，其他成员包括国际贸易及工I部 
高级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财政部 

长东姑赛夫鲁及首相署（经济）部长拿 

督斯里慕斯达法。

赖鸿仪获任 
命加入经济行动 

理事会（EA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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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汉指出，行动管制 

^•令实行逾10天来，不 

少的菜市都因人潮多而采取限时 

限人数的做法，进一步减低民众 

受传染的风险。

他认为，启动这项计划，- 

来通过配送，让民众直接在配送 

点领取所购买的蔬菜，解决三餐 

问题，二来让金马仑的菜农至少 

能领回成本，飞来能协助因为行 

管令而面对温饱问题的家庭。

他指出，这能达到一举三得 

的效果，所以计划首度在社交媒 

体开放后，就获得热烈的反应， 

首100箱蔬菜江短短数小时便售 

罄，并由团队安排进行定点配 

送。
“每箱蔬菜共5公斤，菜

类10种包括有番茄、黄瓜、菜

心和小白菜等，甚至今天200箱

和周四的300箱蔬菜量都被预订 

”

他说，随着所有蔬菜都售罄 

和被预订，因此有关计划将暂时 

停止，直到另行通知。

避免浪费农作物

他也表7K，农夫劳动得来 

的蔬菜不易，因此他很感恩在这 

段时间，大家发挥守望相助的精 

神，也避免了造成农作物浪费的 

问题。

(蒲种30日讯）购买蔬菜解生活所需，又 

能帮助金马仑菜农解决成本问题及接济社会贫 

困人士，“购买蔬菜帮助弱势群体”计划一举 

三得，甫一开放便获得民众热烈响应。

这项计划源于金马仑菜农因全国实施行 

动管制令而打乱粮食供应链，菜农被迫忍痛丢 

弃蔬菜，引起民众关注。

对此，雪州行政议员兼金銮区州议员黄思 

汉通过和彭亨州丹那拉打区州议员张玉刚联系 

后，即在选区内启动上述计划，以每箱40令吉 

售出5公斤的各类蔬菜，并安排义工在区内进 

行定点配送。

其中，40令吉费用中的30令吉将归还给 

菜农，作为他们的成本，另外10令吉则作为帮 

助选区内贫困人士的基金。

羞

葸

酉■己 
送 
點 
領 
取 
蔬 

菜

心常

和烹
10小煮
种白的
蔬菜蔬
菜等菜
包营°
括幕
番+
恭冨

、 ，

黄都
瓜是

、家
菜庭

陈汉强负责邓普雅花园其中一个定点，以分散人群进 

行配送工作。

預訂電話接不停
陳漢強（蒲種鄧普雅花園居民協會委員）

是负责其中 

K •个配送 

点，没有料到一开放预订热 

线，就接电话接不停，首批 

100箱蔬菜很快预订完毕c 

居民来领取时，我们也 

采取防疫措施，收钱时是直 

接丢进钱桶，避免近距离接

触。

这是个可以帮到菜农、 

居民和贫困人士的运动，大 

家抱着何乐而不为的心态预 

订。

虽然每箱40令吉，但有 

人给50令吉甚至更多，希望 

能尽绵力来帮助其他人。”

盼減少菜農損失
王偉徵（翠湖苑居民）

到金马仑菜 

农被逼丢弃

蔬菜的新闻，我感到非常可 

惜，所以知道黄思汉推动此 

计划后，便决定支持，希望 

减少对菜农的损失Q.

-箱蔬菜有达5公斤， 

且种类多，足以供应家人的 

需求。我们前往住家附近的 

地点领取蔬菜，都有保持政 

府规定的社交距离，希望疫 

情尽快好转起来。”

黄
思
汉

居民排队领取新鲜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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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白沙羅鎮民生問題

行管期結束後將處理
報道►黃文民

申瓦毫和加尼SDW

(八打灵再也21 R讯）

甲洞社区服务中心主任余 

保凭指出，衔接斯里A沙罗 
镇马和加尼SD 1/6路（Jalan 

Mahogani SD 1/6 )与甲洞中央 

火车站停车场的路段，逾1年 

来面对垃圾泛滥及杂草丛生的 

问题，不过日前已获得大马铁 

道资产机构（RAC )的回应及 

关注，并预计将在行动管制令 

结束后，安排承包商前来处理 

有关问题。
这条150公尺长的路段，除了面对 

大树茂盛、杂草丛生、垃圾泛滥的问 

题，也有废车被停放在该路的•旁，导 

致道路变得狭窄，每当繁忙时段都会面 

对交通阻塞，引起当地居民不满。

余保凭今日受询时指出，早前当地 

居民曾向当地议员及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投诉此事，但问题一直没有获得处理。

品?罗也s

issss.
省停车场费

旁*t
risstss —

余保憑促議員關注
田飼社区眼务中心生’

属铁道机构管辖

他说，他在接获有关居 

民的相关投诉后，已向多个 

单位反映此事，最终获悉该 

路段属于大道铁道资产机构 

的管辖范围。

他表示，他日前已向大 

马铁道资产机构了解此事，

余保凭： 
斯里白沙罗镇相 

关路段的民生问 

题，预计将在行 

动管制令后， 
获得当局前来处 

理。（档案照）

并获悉该机构将安排承包商 

到当地展开视察，以便采取 

下一步行动，处理问题。

他指出，至于废车霸占 

该路段的问题，该机构将会 

联系灵市政厅前来处理。

他补充，他将持续跟进 

及确保有关问题得以解决， 

以便能还当地居民…个良好 

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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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疫區進■潔漏
八打灵再也30日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于 

今天和明天，将在全国47个新冠肺炎疫区，包 

括人流集中的公共场所如巴刹和人民组屋区， 
展开为时约3小时的清洁消毒工作；民众受促待 

在家中，以配合清理工作进行。
全国47个新冠肺炎疫区中，有23个是红色 

疫区，以及24个为橙色疫区；其中6个红色疫 

区，会在今日同步进行清洁消毒工作，这包括 

班底谷、八打灵县、乌鲁冷岳县、芙蓉、柔佛 
新山以及居銮，清洁范围包括街道上的行人走 

道、公交候车亭、公共巴刹等公共设施。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袓莱达今天也随 

队，前后前往灵市八打灵再也奥曼（Jalan 

Othman)巴刹及位于加影甘榜双溪拉玛达南的 
Al-Falah清真寺一带，监督消毒行动。她指 

出，这些消毒行动，是由房地部联合地方政 
府，以及通过全国消拯局与固体废料及卫生管 
理机构等单位一起进行。

5分鐘以内殺菌

祖莱达是在今早9时30分，前往八打灵再也 

奥曼巴刹，巡视该区动员大约50位前线人员展 

开的消毒工作时，向媒体如是表示。参与的人 
员包括有消拯员、灵市政厅官员、阿南弗拉、 

大马皇家警察、志愿警卫以及卫生官员。
她说，有关消毒清洁工作所使用的洗涤剂 

成分，足在清洁5分钟以内，达到杀菌效果。随 

同出席者，包括灵市长拿督沙尤迪以及全国消 
拯局总监拿督莫哈末韩丹。位于加影甘榜双溪 
拉玛达南的Al-Falah清真寺，由于曾出现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因此房地部今日也到该清真寺 
展开消毒行动。除了 Al-Falah清真寺，双溪拉 

玛达南主要大路也在今曰展幵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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