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enguat kuasa Halal JAIS memeriksa ayam yang diragui status penyembelihan ketika operasi
bersepadu di Lorong Haji Sirat, Jalan Kapar, semalam.

Oleh Siraj Mohd Zaini
siraj@bh.com.my

Klang

Ayam yang disembelih
dipercayai dilemaskan
di dalam bekas berisi

air bagi mempercepatkan hai-
wan itu mati sebelum proses
selanjutnya dilakukan.
Itu modus operandi sebuah

pusat penyembelihan ayam
yang beroperasi secara haram
di Lorong Haji Sirat, Jalan Ka-
par, di sini.
Bukan itu sahaja, keadaan

premis juga kotor, busuk serta
menjijikkan dengan lantai di-
penuhi sisa ayam, bulu, kulit,
perut serta darah yang bercam-
pur dengan air ketika serbuan
dijalankan penguatkuasa Jaba-
tan Agama Islam Selangor
(JAIS) dengan kerjasama agensi
lain, awal pagi semalam.
Pengarah JAIS, Datuk Haris

Kasim, berkata serbuan selama
hampir lima jambermula jam1

pagi itu disertai penguatkuasa
Kementerian Perdagangan Da-
lamNegeri danHal Ehwal Peng-
guna (KPDNHEP), Jabatan Ve-
terinar, Majlis Perbandaran
Klang (MPK) serta Jabatan Imig-
resenMalaysia itudilakukanha-
sil maklumat orang awam.

Proses sembelih meragukan
“Premis ini bukan pemegang Si-
jil Pengesahan Halal Malaysia
yang sah dan siasatan lanjut
mendapati cara penyembelihan
dilakukan jugameragukan serta

tidak mematuhi hukum syarak.
“Pihak JAIS mengeluarkan

arahan serta-merta agar pemi-
lik premis melupuskan ayam
diragui status sembelihan.
“Selain itu, pihak penguat

kuasa yang terbabit juga me-
ngambil tindakan dengan me-
nyita premismengikut Undang-
undang Kecil 3(1) Pelesenan Es-
tablishment Makanan MPK
2007 kerana menjalankan per-
niagaan tanpa lesen,” katanya
kepada BH di sini, semalam.
Difahamkan, premis itu 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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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h beroperasi sejak beberapa
tahun lalu serta mampu mem-
proses ayam 1,000 ekor sehari.
Mengulas lanjut, Haris ber-

kata, Jabatan Imigresen Mala-
ysia turutmenahanenam lelaki
pendatang asing tanpa izin (PA-
TI) yang bekerja di premis itu.
“Selain itu, orang awam yang

mempunyai maklumat menge-
nai premis yang diragui men-
jalankanpenyembelihan secara
halal bolehmelaporkan kepada
JAIS di talian 03-55143760/3486,”
katanya.

Lemaskan ayam dalam air
JAIS

serbu pusat
penyembelihan
haram,
menjijik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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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nimal quarantine centre 
SELAYANG Municipal Council's 
(MPS) Animal Quarantine Centre 
(AQC) in Rawang is in dire need of 
improvements to its current facili-
ties, including accommodating a 
waiting room for people wanting to 
adopt strays. 

MPS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Department director Mohamad Zin 
Masoad said the municipality needs 
RM192,750 to improve the current 
facilities at the AQC. 

Last week, Selangor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New Village Development 
Committee chairman Ng Sze Han 
visited the AQC to evaluate the 
needs of the centre at Taman 
Industri Integrasi Rawang. The cen-
tre is in need of repairs, new equip-
ment, and a waiting room. 

need of makeover 

Ng (right) visiting-
the AQC to 
evaluate the 
needs of 
the centre in 
Taman Industri 
Integrasi Rawang. 

AQC will wait for an allocation 
from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to 
be approved before embarking on 
the much-needed makeover. 

Mohamad Zin said AQC, which 
sits on a 0.2ha land, was built in 
2008 to hold stray cats, dogs, cows 
and goats. 

MPS has a Gift and Adopt pro-
gramme where people can hand 
over their pets if they no longer 
want them and the council would 
put them up for adoption, for free. 

According to Mohamad Zin, the 
programme is to stop people from 
abandoning their pets. 

Rawang assemblyman Chua Wei 
Kiat had also followed Ng on his 
visit to the AQC, along with several 
councillors, Mohamad Zin and MPS 
department h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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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T olonglah, kami
hanya mahukan
kemudahan air

dan elektrik sahaja,” kata Siti
Aminah Abdullah, 39, pen-
duduk Orang Asli yang ting-
gal di kawasan hutan ber-
hampiran Bukit Bandaraya,
Seksyen 8 di sini.

Katanya, kehidupannya
kini sangat memerlukan ke-
dua-dua kemudahan asas
itu bagi membantu urusan
sehariannya termasuk me-
ngurus empat anak berusia
lapan hingga 10 tahun.

Siti Aminah yang juga
mualaf berkata, mereka ha-
nya bergantung kepada set
generator yang hanya dipa-
sang pada waktu memer-
lukan saja.

“Kalau hujan pada waktu
malam, suami, Sulaiman
Mela perlu membeli minyak
petrol RM20 untuk mema-
sang set generator dan ia cu-
ma bertahan dua atau tiga
jam saja.

“Pendapatan bulanan
kami tidak banyak dan kos
membeli minyak petrol me-
ningkatkan perbelanjaan
kami , ” katanya ketika dite-
mui di sini.

Siti Aminah ditemui dalam

operasi turun padang Lem-
baga Zakat Selangor (LZS)
yang dihadiri Ketua Operasi
Agihan LZS Daerah Petaling
Mohd Nur Fadhil Yohman
serta beberapa wakil penaja.

Difahamkan, kira-kira 10
keluarga Orang Asli men-
diami kawasan berkenaan
yang hanya boleh dimasuki
melalui kenderaan pacuan
empat roda sejauh satu ki-
lometer dari Jalan Bukit
Bandaraya .

Tinj auan Harian Metro ju-

ga mendapati kebanyakan
rumah kayu didiami me-
reka dalam keadaan uzur
dan tidak terurus malah bo-
leh membahayakan nyawa
khususnya ketika cuaca bu-
ruk .

Beberapa bumbung rumah
dilaporkan rosak teruk dan
tidak dibaiki sehingga kini
akibat kejadian ribut yang
melanda Shah Alam, minggu
lalu .

Sementara itu, Mohd Nur
Fadhil berkata, melalui ope-

rasi turun padang terbabit,
kakitangan LZS melakukan
bancian dan semakan secara
terus bagi mengenal pasti
bentuk bantuan yang harus
diberikan kepada golongan
Orang Asli itu.

Katanya, semakan terbabit
secara tidak langsung akan
dapat mengemaskini status
golongan itu sekali gus me-
nilai sama ada pendapatan
seisi keluarga asnaf terbabit
masih berada di bawah garis
minimum kecukupan.

‘Tolonglah kami . . . ’
Penduduk Orang Asli rayu kemudahan asas bekalan air, elektrik

“Pendapatan bulanan kami tidak banyak
dan kos membeli minyak petrol

meningkatkan perbelanjaan kami
Siti Aminah

ANGGOTA LZS (kanan) bertanya kepada Siti Aminah bagi mendapatkan maklumat untuk pemberian bant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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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arah Kasih MPKK

AHLI Majlis Pengurusan Komuniti Kampung (MPKK) Sungai Sekamat, Kajang bersama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Kajang, Hee Loy San (duduk dua dari kanan) yang mengadakan Program Ziarah 
Kasih bagi membantu golongan kurang bernasib baik, baru-baru ini.

PROGRAM Ziarah Kasih memberi bantuan kepada seorang penduduk.

BANTUAN kepada golongan memerlukan. HEE menziarahi pesakit str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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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luang usahawan Selangor kembangkan perniagaan
SHAH ALAM - Hari Ter-
buka Usahawan Perba-
danan Kemajuan Negeri 
Selangor (PKNS) BizPoint 
2019 yang dianjurkan buat 
julung kalinya menjadi me-
dium kepada usahawan di 
Selangor mengembangkan 
lagi perniagaan mereka se-
terusnya mencipta kejaya-
an lebih besar.

Pengurus Komunikasi 
Korporat, Ishak Hashim 
berkata, program hasil in-
isiatif Bahagian Pemban-
gunan Usahawan (BPU) 
PKNS itu memberi 
peluang lebih besar untuk 
usahawan berkumpul 
mendapatkan ilmu dan 
pada masa sama berkong-
si kejayaan serta pengala-
man sekali gus mencari 
peluang perniagaan.

Menurutnya, PKNS 
turut mengambil peluang 
mempromosikan pro-
gram-program pemban-

Hari Terbuka Usahawan PKNS BizPoint 2019 menjadi medium mengembangkan perniagaan.

gunan keusahawanan 
PKNS serta perkhidmatan 
yang ditawarkan di PKNS 
BizPoint kepada orang 
awam.

“Pelbagai pengisian 
dirancang sepanjang hari 
terbuka yang dianjurkan ini 
khas buat usahawan dan 
mereka yang ingin 

mendapatkan tips pernia-
gaan secara percuma.

“Kita menampilkan be-
berapa jurulatih bisnes an-
taranya Rik Sadiman atau 
lebih dikenali sebagai Rita-
kamal yang berkongsi tips 
‘Inovasikan Produk & Ser-
vis Anda’ dan Arif  Ahmad 
yang berkongsi tips ‘Cara 

Mudah Kuasai Kewangan 
Perniagaan’, manakala Ni-
nie Dania berkongsi tips 
‘Urus Bisnes Gaya Korpo-
rat’.

“Jurulatih yang kita 
panggil ini adalah mereka 
yang hebat dan berjaya da-
lam perniagaan ma-
sing-masing sekali gus 

boleh dijadikan inspirasi 
kepada usahawan-usaha-
wan lain,” katanya pada hari 
terbuka berkenaan di 
PKNS BizPoint, Seksyen 7, 
di sini.

Selain itu, Ishak berka-
ta, turut dibuka pendafta-
ran kepada orang awam 
yang ingin menjadi ahli 
PKNS BizClub yang mena-
warkan pelbagai tawaran 
menarik.

Katanya, peluang per-
niagaan dengan kadar sewa 
yang minimum ditawarkan 
eksklusif buat ahli PKNS 
BizClub dan tawaran 10 
peratus diskaun diberikan 
di mana-mana karnival 
perniagaan anjuran Eh Eh 
Bazar yang bekerjasama 
dengan PKNS.

“Bukan itu sahaja, 
malah mereka yang men-
jadi ahli akan menerima 
subsidi harga tapak niaga 
sehingga 40 peratus di kar-

nival terpilih dan meneri-
ma jaringan sesama ahli 
PKNS BizClub.

“Ahli juga akan tersena-
rai di dalam direktori BPU 
dan sekiranya ada peluang 
perniagaan, keutamaan 
diberikan kepada mereka, 
malah kursus serta pro-
gram keusahawanan disa-
lurkan terus kepada ahli,” 
katanya.

Menurutnya, PKNS 
juga  menawarkan 
penyewaan pejabat (VIO 
by PKNS) secara bulanan 
lengkap dengan penyambut 
tetamu, nombor telefon, 
faks dan bilik mesyuarat 
bagi usahawan yang tidak 
memiliki pejabat.

“Saya percaya dengan 
penganjuran Hari Terbuka 
Usahawan BizPoint, 
usahawan dan peserta akan 
memperoleh banyak ilmu 
yang boleh dimanfaatkan,”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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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gan bela anjing 
baka terlarang

KUALA SELANGOR – Orang 
ramai dinasihatkan supaya tidak 
memelihara anjing jenis baka ter-
larang yang disenaraikan Jabatan 
Perkhidmatan Veterinar Malaysia.

Yang Dipertua Majlis Daerah 
Kuala Selangor (MDKS), Rahilah 
Rahmat menjelaskan, pihaknya 
menyarankan pemilik anjing peli-
haraan di daerah ini untuk menda-
patkan lesen atau memperbaharui 
lesen anjing peliharaan mereka.

“Lesen anjing peliharaan boleh 
diperoleh di Jabatan Kesihatan 
dan Persekitaran MDKS atau da-
tang terus ke kaunter bergerak 
yang akan dibuka pada 6 April ini 
sehingga 21 April nanti.

“Pemohon perlu mengemuka-
kan sijil kesihatan dan mengemu-
kakan status anjing yang telah atau 
tidak dimandulkan daripada Pe-
gawai Jabatan Haiwan Negeri Se-
langor atau lain-lain doktor vete-
rinar yang berdaftar.

“Setiap lesen untuk seekor an-
jing akan dikenakan bayaran se-
banyak RM12 sahaja untuk seta-
hun,”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kepada Sinar Harian.

Rahilah menegaskan, permo-
honan lesen ini penting kerana 
adalah menjadi satu kesalahan 
mengikut Undang-Undang Kecil 
Pelesenan Anjing dan Pembiakan 
Anjing (MDKS) 2017.

“Satu kesalahan mempunya-
i,memelihara atau melindungi 
anjing yang melebihi umur tiga 
bulan,”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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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K Section 18 school field 
in better condition thanks to MBSA 
By ZAWIN SAKDON 
metro@thestar.com.my 

SMK Section 18 in Shah Alam students are 
grateful they have a better field in their 
school following an upgrade by the Shah 
Alam City Council (MBSA). 

The 1.9ha field located in the school com-
pound took two months to complete last year. 

Upgrading works involved improving the 
physical condition and installation of anti-
climb fence around the field. 

Shah Alam deputy mayor Mohd Rashidi 
Ruslan said the project was carried out under 
MBSA'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programme for a few schools in the city. 

He said the aim of the project was to pro-
vide a conducive and proper field for stu-
dents when taking part in sport activities and 
community programmes. 

"The school also allows the public to use 
the field on weekends and public holidays so 
it not only benefits students but also the local 
community," Mohd Rashidi said during the 
launch. 

Mohd Rashidi added that SMK Section 18 
was the third school in the city where the 
school field was open for public use through 
rental basis. 

He said as of April 1, the school would 
shoul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intaining the 
field by trimming the grass, collecting rubbish 
and fertilising the soil. 

Since the football field will also be used by 
the public, the school will have to maintain 
the field for the public to rent the grounds. 

The school management will have to depos-
it the money from the field rental into a con-
solidated fund and not into the parents-teach-
ers association's account, said Mohd Rashidi. 

Besides upgrading school fields, MBSA allo-
cated RM2.5mil to build walkways for seven 
schools around Shah Alam last year. 

SMK Section 18 principal Ahmad Kamal 
Idris said the students were utilising the 

school field at its optimum. 
"The field used to be abandoned years ago 

with many puddles on the field and certain 
parts could not be used for activities," Ahmad 
said. 

"I hope more programmes like this are car-
ried out as we need to churn out students 
who not only excel academically but also in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added Ahmad. 

Mohd Rashidi signing the plaque at the entrance to the upgraded school field. Wi th hime are 
Petaling Perdana district education officer Abdul Ghaffar Bakar and Ahmad (in white sh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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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萊達=讓地段重新發展 

冀高峰搭業主 
靈工佩明 

(安邦3日讯）房屋与地方政府部 

部长祖莱达希望29户欲重新追讨赔偿 

的淡江高峰塔（Highland Towers ) 

业主，以大局为重及公众利益为先， 

放弃继续追讨损失，让高峰塔地段重 

新发展工作尽早展开。 

袓莱达也是安邦区国 

会议员。她指出，从行 

动委员会中取得的初步 

报告，高峰塔有29户业 

主在25年前没有申请赔 

偿，如今事隔多年，其 

中14名业主透过律师追 

讨损失，其余15名则以 

个人名义追讨。 

她说，其实6年法定追 

诉期已过，业主已无法 

针对高峰塔事件获得赔 

偿，希望他们能以公众 

利益为先，让高峰塔的 

个案正式结案。 
“我不想以法律途径来处理， 

这会消耗很长时间，我希望能好 

好与这29名业主会面，向他们解 

释整个情况；此事已过了 25年， 

希望他们能放下过去。” 

•祖菜达：高 

峰塔地段将重 

新发展成为纪 

念碑公园。 

、t： t . .  . -  -

妥協后便可拆樓 

袓莱达希望整个交涉过程和平 

进行，一旦29名业主愿意妥协， 

就能展开拆除高峰塔工作，改造 

成为纪念碑公园，再移交给安邦 

再也市议会管理。 

“拆除高峰塔对周遭民宅花园 

都有好处，包括减少罪案率、瘾 

君子追龙、黑斑蚊滋生，以及提 
升当地的产业价值。” 

袓莱达昨晚出席安邦再也市议 

会表扬杰出员工仪式后，向《中 

国报》指出，她2天前与斯里尤 

基花园居民会面时， 

他们都非常支持和期 

待高峰塔地段的重新 

发展计划。 

询及拆除高峰塔的费用时， 

袓莱达说，单单拆除工作预计 

需要20£万令|f，这笔费用会 

由发展商发展商Regal Fields 

Development Sdn Bhd承担，及 

负责园艺工作。 

至于重新发展的预算，袓莱 

达说暂时不知道，仅透露整个工 

程预计耗时2年，完工后将会交 

由市议会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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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高峰塔A座倒塌后，另2栋公寓则被判定为危楼。 

塌樓後2公寓被列危樓 
、、&江高峰塔A 座（H i g h l a n d  
^"wTowers )于 1993年12月 11 曰下 

午1时35分倒塌，造成48人罹难，另 

夕卜2栋公寓则被判定为危楼，超过TO 
户居民被迫搬迁。 

高峰塔倒塌事件发生后，公寓业 

主和住户分别在1994与1996年入 

禀高庭，起诉淡江高峰塔公寓发展 

商、雪州政府等十造疏忽和失责。 
吉隆坡高庭于1998年8月10日开始聆审第2座公寓及第3 

座公寓73名业主和住户的诉讼，经过1年半的审讯，冯正 

仁法官在2000年8月11日裁决7造答辩人疏忽，导致第一座 

公寓倒塌，进而使其余的第2和第3座公寓废置。 

73名起诉人总共要求5000万令吉的赔偿，上述7造对判 

决提出上诉后，上诉庭维持原判，裁定阿马金融须负起 

30%赔偿。 

联邦法院也在2006年2月17日裁决，裁定安邦市议会不 

需为倒塌事件负责。 

不过，在房屋与地方政府部宣布拆除和重新发展该区， 

却因部分业主近期入禀法庭要求赔偿而暂时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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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為發展犧牲綠肺 
高尔夫球 (加影3日讯） 

场必须保留！ ” 

蕉赖双溪龙和皇冠城居民，得知 

发展商申请发展当地，占地150英 

亩的高尔夫球场后，已迅速成立 

“反对双溪龙高尔夫球场重新发展 

计划联盟”，接下来还会举行系列 

活动，让当地居民了解。 

上述联盟今日召开了首次汇报 

会，逾百名出席居民在会上均异口 

同声，反对当地地标的高尔夫球 

场进行发展，以免加剧当地 

的塞车和影响他们环境素 

质。 

据知，以上球 

场属运动与 

休闲用 

途，但发展商申请转换用途，并获 

加影市议会批准进行综合发展，接 

下来就会带到州行政议会上讨论。 

影響生活素質 

“反对双溪龙高尔夫球场重新发 

展计划联盟”主席刘进发指出， 

26年前当地屋业发展前，最先就是 

建造由高尔夫球大师杰克（Jack 
Nicklaus)设计的高尔夫球场，购 

物者为购买面向球场的单位，甚至 

需要交付更高的价格。 

他在汇报会上说，当时进出双溪 

龙只有蕉赖路，购屋者明知交通拥 

挤也购买，就是被球场的环境所吸 

引。 
“临近地区都没有绿肺，若高尔 

进发指出，双溪龙交 

通拥挤、水压不足， 

高尔夫球场也是集水区， 

对此没有必要再发展。 

他说，该去已几乎没有 

空地，过去的地段已进行 

发展，但实情上租用率并 

未满额。 

他强调，当地的排水系 

统已无法负荷，去年底主 

要道路曾发生严重水灾。 

曾發生水災 

素质肯定受到 
影响。” 

刘进发指出， 

综合发展估计带 

来1万个单位，保 

守估计1间家有2辆 

车，当地就会剧增2 

万辆汽车。 

他直言，当地已有拉曼大学， 

即使商业区改成单向道，但泊 

车位不足和拥挤状况，丝毫 
沿有P々盖 

出席5k有副主席卡 

玛鲁扎曼、秘书谭 

国存及财政黄曰 

成等。 “反对双溪龙高尔夫球场重新发展计划联盟” 

灾的照片，指当地不能再过度发展。 

t 1 A 
持著去年水 

“高尔夫球场除了给予 

居民绿肺，其另一作用就 

是集水区。” 

刘进发续说，在屋业发 

展增加下，其实当地的水 

压已偏低，加上综合发展 

的话，只会显得更加供不 

应求。 

他揭露，除了以上综合 

发展以外，他也得知发展 

商有意，发展双溪龙主要 

道路贝壳油站旁的保留 

地，计划包括兴建拉曼大 

学分校。 

“这片保留地是学校保留地， 

建学校， 
况。” 

°卡玛鲁扎曼指出，当地国中能容纳1500 

名学生，遗憾的是学生达3000人。 

他说，当初是发展商建造高尔夫球场， 

现今选择破坏的也是对方。 

本应该兴 

疏缓双溪龙国中人数爆满的情 

:notmdeoffS^^ DON'T 

CONFUSE^ 

nm； 

fL-

丨计 
刘划 
进对 
爰社 
彳区 

右更 

持钽 
地沖 

图考 

取I影市會14曰召開聽證會 

加 ，影市议会将在本月14日，针对高尔夫球场改建计 

划召开听证会，双溪龙和皇冠城居民受促踊跃出 

向窖 

居蛋 
民黄 

ia 
释成 
发。 

席，展示反对立场。 

听证会在双溪龙国中进行，从早上10时30分开始， 

雪州行政议员兼加影区州议员许来贤也会到场。 

刘进发指出，居民必须一起出来反对，透过人数展 

示代表性。 

他说，“反对双溪龙高尔夫球场重新发展计划联 

盟”接下来会透过系列活动，让居民知道社区发生什 

么事，同时考虑展开签名运动，提交给过州议员及呈 

交备忘录给州政府。 

他指出，只要州政府未批准计划，就代表居民还有 

反对的权利，所以居民必须出席关键性的听证会。 

此外，现场也有居民非议市议会的做法，为何批准 

发展商的计划前，从没徵询过当地居民的意见。 

•刘进发（右2)认为发展商兴建高架天桥的做法，是无法改善当地的交通。左起 

是黄日成及卡玛鲁扎曼；右为谭国存。 

..... 
展 i 

是要凌晨出門 
劉進發：建高架橋也沒用 
“现今早上6时15分已 

塞车，再建上综合发 

展，可能凌晨2时就要出门 
避塞车！“ 

一&进发指出，如同现场 

一名居民所说，假设该发 

展建立起来，可能居民凌 

晨时分就要出门。 

他说，发展商改建高尔 

夫球场的附带条件，即兴 

建高架天桥衔接到加影外 

环大道，但这方法并没有 

效，因为大部分居民的上 

班地点都是在吉隆坡，不 

是加影方向。 

他认为，即使发展商在 

马石油前，兴建道路通出 

蕉加大道也于事无补，因 

为解决了外环道路，社区 

内的道路也会因为没有地 

段可扩展而保持现状。 

刘进发指出，假设发展 

商透过改成单向道来舒缓 

交通，届时居民必须进 

出，都得绕过过百英亩的 

地段。 

“发展商指加宽河床的 

说法也不实际，因为过去 

2T年来，居民都没看过河 
床获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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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ll膨市够席 
口于全體以團隊精神為先 

(加影3日讯）新官上任三把火！ 

于4月1曰起出任加影新任 

市议会主席的拿督罗斯里强 

调，加影市议会是个大家庭 

或团队，或许某些时候在一 

些课题上他的想法和市议会 

官员及市议员不同，但作为 

市议会决策人，一旦他作出 

最后决定，他希望市议会全 

体上下包括市议员，都可以 
团队精神为先，接受有关决 

定。 

现年56岁的罗斯里今早在 

加影市议会宣誓就任新任加 

影市议会主席后，向市议会 

各组主任及市议员发表谈话 

时，这样指出。 

考量不同意見 

罗斯里调任加影市议会之 

前是乌冷县县长，他呼吁市 

议会全体上下以大团队方式 

合作，以便共同迈进。 

他认为，每个人都有不同 

意见，他也准备聆听及考量 

各种不同意见，但作为市议 

会主席，他最终必须做出决 

定。 
“今天是历史性一天，我 

开始担著非常具有挑战的责 

任，但我相信，只要获得市 

议会官员和市议员的支持 

与协助，我们可以向前迈 
进。“ 

他强调，他的工作原则是 

以团队方式工作，他相信市 

议会全体上下与他一样有著 

共同目标。 

出生于乌鲁冷岳的罗斯里在 

宣誓就任后，也与众人分享他 

的公务员经验。 

在担任乌冷县长前，他曾服 

务过的政府部门或机构包括 

瓜拉冷岳县署、雪州宗教局、 

_教育部、房屋及地方政府 

部、教育部、雪邦县署以及企 

业发展部。 

另外，行动党无拉港区州议 

员王诗棋也出席见证宣誓仪 

式。 

確 
保 
加 

發 
展 
勿 
失 
衡 

罗 

•罗斯里（前排左6)与众加影市议员，前排左5是王诗棋。 

斯里坦言，加影确实有发展失 

衡情况，他希望他上任后，可 

确保加影获得发展的同时，也不会 

破坏环境。 

他举例，在乌冷地区有数个炸石 

厂，市议会必须确保炸石厂业者遵 

守条例，在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下产 

石供发展用途。 

他说，加影市议会管辖区内的非 

法工厂也是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 

市议会在执法的同时，也希望合法 

化这些工厂，最终目标是不让这些 

工厂破坏环境。 

谈到非法小畈问题困扰多时，他 

如何带来改变时，他认为，为小贩 

寻找合适地点，安顿他们，比不断 

执法好。 

据他了解，市议会已鉴定万宜新 

镇数个地点，有500个小贩摊位，希 

望可重新安顿非法小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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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鑾花園第5區17路，^ 地點 • 

(蒲种3曰讯）疑门前沟渠长期未清理，导致淤 

泥、落叶及垃圾堆积阻碍排水，以致排水满溢倒流 

人屋，让居民蒙受财物损失，水退后还需费功夫清 

洗而怨声载道。 

金銮花园第5区17路的居民曹观英指出，他们居住 

28年来，今年农历新年初四首次发生水灾，过后因 

进人旱季而未投诉，岂料昨午一场大雨后又发生水 

灾，不到数分钟便淹水屋且积水蛮高，久久未退， 

让她和年迈丈夫及孙女旁徨无助。 

居民韦龙飞则投诉，今次水灾比上次 

严重，淹入屋内庭院的水流速度更快， 

水位还比上次高并越过约半尺高的客厅 

地面而渗入客厅内，导致客厅内也淹 

水，水退后，他和太太吕慧萍忙著清理 

湿漉漉及满地坭泞的客厅及庭院，泡水 

的家俱损坏程度及损失一时难以估计。 

客廳也淹水 

居民梁亚生指出，虽然其住家地势比 

对面屋子稍高，但同样面对沟水满溢流 

人屋内，较幸运的是倒流的水只流入庭 

院，但水退后还得费时清洗。 

众人是在马华霄州公共投诉局主任赵 

启兴，赶往该区巡视时，这么指出。 

赵启兴也是马华梳邦区会主席。他 

促请梳邦再也市议会及看管该区的市议 

员，不要轻视该区水灾问题，尽快派人 

清理沟内激泥及垃圾，因气候风交替， 

巴生谷一带开始步入雨季，巴生河距离 

该区仅咫民之遥，若议会不尽快前来清 
理，水灾肯定会一次比一次严重。 

ib P'l f l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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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邦再也市会 

拟美化及提升蒲 

种公主城1及2后 

巷与环境，打 

造先进商业区形 

象o 

(蒲种3曰讯) 

梳邦再也市议会扭 

在蒲种公主城1及 

2，实行“魅力公 

主城”计划，美化 

及提升当地后巷与环境，打造先进 

商业区的形象。 

市议会主席诺莱妮说，这项计划是继 

美化蒲种再也肯纳里商业区及双威美罗 

后，第3个实行美化的商业区。 

她指出，市议会希望把公生城，打造 

为先进商业区，包括提升该区卫生、加 

强基设、美化环境，同时也提升业者们 

保护环境的意识。 

“这项计划需要业者们配合，我们希 

望与业者们对话，列出最首要处理的事 
项，并一一落实。” 

她说，目前公主城主要面对的问题是 

后巷卫生、沟渠阻塞、垃圾堆积及非法 

扩建等。 

冀業者配合 

她今日与公主城业者对话后指出，公 

主城1和2共有799家店面，12条后巷，市 

议会的计划，是要与业者配合，因此才 

会举办对话会，让业者发表意见。 

“我们需要从业者的意见中，鉴定公 

愈城现有的问题，并根据何者严重而排 
序处理。” 

她说，市议会会针对所面对的问题， 

列出拨款和时间表。 

M 
百 
名 
业 
者 
出 
席 
对 
i£ 

黃思漢：衛生不符中環形象 

黃 思汉说，公主城可说 
是蒲种的“中环”， 

拥有国内外银行，是个 

商业中心，卫生却令人沮 
丧，不符合“中环”的形 

象。 
“业者或许可指责承包 

没清理，而承包商也可谴 

责业者封沟渠难清理，但 

这于事无补，无法解决问 
题。” 

后 

他指出，业者与地方政 

府是必须配合，才能有效 

解决卫生问题。 
“若业_不合作，市议 

会也难以帮助到业者，只 

有双方都认证对待问题， 
“魅力公主城”的计划才 
有每成功 “ 

他指出\若能把公主城 

打造成一个乾净卫生的商 

业区，相信会吸引更多客 

黄巷 
思环 
汉境 

人到来。 

他说，肯纳里商业区如 

今的卫生环境比过去好， 

但当地业者仍需要花心思 

去维持卫生。 
“过去当地也有一些没 

执照的流动小贩在银行前 

摆摊，我们在美化后，也 

没放弃他们，而是把他们 

转移到美化后的后巷中， 

并给他们执照营业，例如 

卖椰聚饭、糕点的，如今 
生意也比过去好。” 

起 

左 
3 
起 

妮 

m 
视 
公 
主 
城 

葉國榮 後巷違例封溝難清理 
她指出，肯纳里商业区在2017年完成 

美化，在2018年也见到成果，当地经美 
化后的后巷“肯纳里巷”，也成为一大 

特色，吸引许多人前往。 

出席者有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市议 

员叶国荣及市议会副主席朱古纳因。 

口国荣说，公主城已是14年 

T的商业区，一些后巷沟 

渠因为业者违例建筑，盖上沟 

渠，导致清理困难。 
“在周一、二 KDEB在2/3及 

2/4路进行清理沟渠油垢，共挖 

出16吨油垢，很惊人。” 

他希望上述2路的餐饮业者好 

好照顾环境。 

他说，因此，市议会在曰后 

要清理沟渠，沟渠上是肯定不 

能再有任何障碍物。 

“市议会会发出警告给业 

者，而收到警告的业者，若不 

清楚如何做，请亲自寻求市议 

会解答，而非透过第三者，以 
免出现误会。” 

他指出，市议会会大刀阔 

业为 
者黄 
占思 
用汉 
唐、 

巷诺 
造来 
成由 
承及 
B叶 
商国 
难荣 
11。 
清 
理 
沟 
渠 

斧，把公i城垃圾及沟渠清 

理，而清理后，若还发现业者 

把食物残渣丢入沟渠，将采取 

严厉行动对付。 

他说，肯纳里商业区过去也 

是被认为是环境糟糕的商业 

区，但在经过整顿提升后，如 

今获得公众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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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拉港3日讯）无拉 

港华小排污管阻塞，早前 

导致行政楼6间厕所无法 

使用，污水还流入新村村 

屋，学校董事部花费15万 
今士維倏 

If交ff事长张添福说， 

学校已委任承包商提升整 

个排污系统，也顺便提升B 
楼男女厕所，包括为厕所 

外面增设遮雨棚。 

他透露，B楼女厕所会 

加多两间更衣室，而洗手 

盘则移出来外面，另外厕 

所旁边的排污涵也移位， 

方便日后的维修与清理工 

無拉港華小排污管阻塞 

董事部撥15萬維修 
f乍。 

1 °“学校也提升整个水供 

系统，之前因为水压低带 
来不便。” 

王詩棋移交1萬撥款 

他说，全部工程涉及15 
万令吉，工程在去年12月 

底施工，预计今年4月可竣 

•厕所洗手盘移到外面后，厕所有更大空间。 

工。 

他今日在学校接收行动 

党无拉港区州议员王诗棋 

的1万令吉拨款时，这么指 

出O 

“雪州教育局在2018年 

初曾拨款8万令吉给学校， 

再加上无拉港州选区去年 

及今年共2万令吉拨款， 

我们可以用这笔钱维修， 

剩余的工程费由董事部包 
办。” 

王诗棋说，她去年12月 

到学校巡视时，发现学校 

排污系统有问题，当时整 

栋行政楼6间厕所无法使 

用，经了解后，发现学校 

的排污涵位置是英达丽水 

车无法驶入的范围。 

她去年拨款1万令吉给学 

校，今天则再拨1万令吉， 

希望减轻董事部负担。 

出席者包括该校校长林 

秀凤、董事李启成、家协 

主席陈志光、加影市议员 

神建华及无拉港新村村长 

欧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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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坊興業銀彳U—帶 

MPAJ打造餐車集中區 
(安邦3日讯）安邦再也 

市议会将为安邦坊兴业银 

行一带打造餐车集中区， 

整顿该位置的小贩摊位。 

安邦再也市议会主席拿 

督阿都哈密说，该位置目 

前有9个小贩摊位，市议会 

将他们的执照改为餐车执 

照，让整个环境更理想。 
“市议会将打造一个用 

餐地点，让餐车集中在该 
处。” 

°他说，现在已在设计阶 

段，预计近期内展开工 

程，预计费用为50万令 

吉。 

•潍优 
阿福秀 
IP _口 的 
哈哈员 
密斯I 
洛o 

第尼 
3詹 
排， 

左移 
4交 
起表 

、状 

祖给 
菜工 
达作 
、義 
黎现 

他周二晚上出席安邦再 

也市议会表扬杰出员工仪 

式上，这么指出。 

当晚分别有64名员工获 

得服务优秀表扬状、1名员 

工获得特别表扬状、8名退 

休员工和3名离世员工家属 

获得感谢状。 

出席表扬仪式的尚有房 

屋与地方政府部部长袓莱 

达、莲花苑州议员黎潍福 

和安邦再也市议会秘书哈 

斯洛尼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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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997年後最嚴重 

沙登多區閃電水災 
(沙登3日讯）周二下午一场异常大雨， 

睡降雨量太高，加上古腰河大型水泵工程 

fa，导致沙登多区发生闪电水灾，这也 

是继1997年后，沙登一带面对情况最严重 

的闪电水灾；行动党史里肯邦安区州议员 

欧阳捍华收集灾黎的资料，并拨出州议员 

樣敎给灾黎，郎300令吉于受轻微影响的灾 

黎及500令吉于受严重影响的灾黎。 

— 

•哥宾星（左二）及欧阳捍华（右）移交支票给受 

水突影响的交黎。 

好动党史里肯邦安区州议员欧阳捍 

k日与通讯及多媒体部长兼蒲种区 

爾会议员哥宾星巡视及拜访古腰路受 

•向的灾黎。 

降雨量太高 

：阳捍华说，史里肯邦安受影响地 

1括，古腰河路、部分金马花园、 

#§沙登大街、斯里沙登、沙登电动 

火车站及沙登二校等，其中以沙登新 

村古腰河路的情况最为严重，有约20 

间屋子受影响之外，大量雨水不仅涌 

太往家中，同时也有数辆汽车浸泡在 

水中。他称，昨日下午4时开始下大 

雨，是一场罕见的大雨，古腰河水位 

已越多防洪堤的水位，雪州水利灌溉 

局在古腰河设立的两台抽水泵无法及 

时将雨水排出古腰河外，进而发生闪 

电水灾。欧阳捍华补充，由于目前设 

立在古腰河的抽水泵属较为小型，而 

古腰河大型抽水泵工程原定于去年杪 

竣工，惟工程出现延误，预计在6月完 

工后才能投入运作。 

他要求雪州水利灌溉局尽快完成大 

型水泵工程之余，也要重新评估沙登 

一带的防洪计划。同时，他也建议该 

局把古腰河防洪堤增高，避免再次发 

生闪电水灾。 

•位于沙登卫星市的沙登二校难逃 

水劫，史里肯邦安消拯局派出消拯 

人员及器材，协助清理校园。 

f賓星促2單位交代 
gj；宾星披露，他于2009年在沙登卫星市发生闪电水灾 

g时，曾向雪州政府要求解决，时任雪州大臣丹斯理卡立 

拨戦1200万令吉，分3个阶段，即加深古腰河河床、维修及 

提升现有抽水泵及兴建新的防洪池。 

他很遗憾是，目前依然面对闪电水灾问题，同时也有很多 

人指责说抽水泵没操作，但我们获得证实，两个抽水泵是有 

攆作的。 」 . 

哥宾星说，沙登一带于昨日面对下大雨及闪电水灾问题， 

作为区的国会议员，他不会坐视不理，并且要雪州水利灌 

；i局及梳邦再也市议会给人民一个交代，在今日被给予初步 

报告:，而不是花费1、2个月寻求答案�（TSI  )  

沙登二校課室食堂受影響 
yfO于沙登卫星市的沙登二校昨日也难逃水劫，于周二 

1"^•下午6时开始淹水，该校的A栋、B栋、C栋、D栋及 

食堂都遭黄泥水掩盖，至晚上9时才开始退水；受影响的 

底层课室布满黄泥浆，因此受影响的学生今日只能移师 

至礼堂，并安排活动让他们参与。 

据悉，该闪电水灾是该校近8年来，面对最严重的闪电 

水灾。该校副校长陈淑慧说，为不影响学生上课，家教 

协会成员昨晚清洗校园主要道路及楼梯口，似方便学生 

出入。同时，他们利用警戒线将受影响地区围起，避免 

学生滑倒。她说，该校也已联系史里肯邦安消拯局，要 

求该局提供器材协助该校清理泥浆地面�（TSI  )  

Page 1 of 2

04 Apr 2019
Guang Ming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Supplement • Audience : 49,712 • Page: B4
Printed Size: 468.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7,090.91 • Item ID: MY003560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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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種先土崩後淹水 
4住家遭殃 
巧蒲种3日讯）蒲种一些地区因昨午4时的豪雨.，引发突 

发氷灾，其中肯那里13A路后巷发生"先土崩后淹水”事 

件这场豪雨导致该路共4间住家遭殃，其中位于角头间 

的单位首当其冲，屋后的斜坡发生土崩后，当地排水沟受 

阻、大量的雨水无法顺利排走，继而涌入屋内。 

根据屋主林女士说，雨水在短短半小时内涌入其屋，而 

且水流非常急，从后面涌入，再从前门排走。“我的家瞬 

间出现6、7寸的积水，我也无法提前把家具家电抬到高 

处，眼挣挣看著被水湾坏。” 

-根据观察，后巷的斜坡出现约宽10尺的土崩面积，所在 

处仅距离民宅约5尺。居民在担心土崩恶化下，致电金銮区 

州奴贝黄思汉的助理李佩云求救’并在后者协助下联络民 

防局，派人前来在土崩现场铺上防崩布，以策安全。 

黄思汉今午到现场去视察后指出，当地的积水于晚上7时 

才退，导致土崩和淹水的主因是高处的排水系统受阻。主 

因鉴定后，梳邦再也今早已在高处起设立水管以接驳到下 

水道，以便雨水能顺利排走。他强调，梳邦再也市议会也 

会密切留意当地的情况，以免土崩恶化。 

出席者包括梳邦再也市议员黄小真。（TSI  

窜/ 
黄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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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户没還清水費、 

man Damaisari仍斷水 
J八打灵再也3日讯）-

I  士 对 武 吉 洒 岩 沬 L a m a n  

D尹maisari住宅区因为拖欠 

费，而被割水表及切断水 

t新闻，雪州水供公司今 

表文告强调，用户必须 

还清拖欠的水费以恢复水 

供，惟住区代表与该公司进 

行多次讨论，至今却还未还 

清欠款，该公司也无法恢复 

水供。 

文告说，被切断水供的户 

头是在Laman Damaisari居 

民协会的名下，而该公司是 

在对方拖欠水费未还下， 

援弓12006年水供服务工业 

法令第89条文采取断水行 

动。文告也说，该公司也曾 

与当地居民展开数次会面及 

讨论，包括提出意见以期解 

决拖欠水费的问题，居民也 

被要求解决此问题以重新恢 

复水供、。 

此外，该公司也给予时间 

居民解决问题’同时也派出 

水槽车提供居民水源，但是 

该住宅区拖欠的水费至今仍 
未还清° 

“该公司也无法依据在讨 

论上所给的献议，既是在 

水费还清后即恢复水供。” 

(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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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城雪屋计划 

创建终止1.68亿合约 
(吉隆坡3日讯）创建集团 

(MGB，7595，主板建筑股） 

与林木生集I才丨(LBS，5789， 

主板产业股）旗下的Seribu 

Baiduri私人有限公R]，同意 

终止1亿6810万令吉的建筑 

合约，停止发展雪兰莪巴生 

谷太子城的4栋“我的雪兰 

莪房屋计划”公寓项目，即 

日起生效。 

创建集I才丨今R向交易所 

报备，该项0将有重大变 

化，以符合雪州政府的政 

策 

创建集团指川，该合约 

将停止贡献营收和净利；不 

过，手中未完成订单仍有17 

亿令吉。合约是独资子公司 

MITC工程私人有限公R]，在 

2017年5月26 R获得。 

创建集I才丨和Seribu 

Baiduri，都是林木生集团旗下 

公司 

创建集闭今日闭市时报 

73.5 仙，升 0.5 仙或 0.69%， 

共3万1000股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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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3日讯）反对双溪龙高 

尔夫球场重新发展计划联盟呼 

吁双溪龙和皇冠城居民，踊跃 

出席4月14日（星期日）上 

午W时30分，在双溪龙中学 

礼堂进行的听证会，表达立 

场。. 

该联盟主席瘳进发说，听 

证会由雪州行政议员兼加影州 

议员许来贤召集。 

他指出，这期间，他们会 

进行系列活动，包括宣传该联 

盟的成立及收集签名运动等。 

他说，150亩的高尔夫球 

场发展为住宅和商业的综合性 

计划，巳获得加影市议会批 

准，不过，根据程序，最终须 

获雪州策划委员会通过和州行 

政议会批准，才能落实。 

“希望居民珍惜这个提出 

异议的机会出席听证会，我们 

将把备忘录呈给国州议员、行 

政议员和雪州大臣。” 

30居协参与联盟 

廖进发今日在双溪龙进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该联盟 

3天前由两地居协成员联合组 

与会居民响应签名运动。 

成，参与居协有30个，今天 

进行的汇报会也有87人出 

席。 

他说，旱前，双溪龙居民 

巳向市议会提呈异议，但被市 

议会拒绝，并附带数个条件， 

反对双溪龙高尔夫球场重新发展计划联盟，周三呼吁居民踊跃出席4月14日的听证会 

包括兴建“条高架天桥，从双 

溪龙路衔接到加影外环大道， 

以纾缓交通阻塞。 

他指出，兴建高架天桥只 

是解决进出大道的交通，无法 

解决镇内的交通堵塞，从外处 

回来双溪龙，还是一样面对交 

通堵塞《 

“就像USJ和梳邦再也都 

变成单向道，日后，双溪龙镇 

内也改为单向道，车主岂非要 

绕大圈而行？ 

“若该计划获批准，保守估 

计会带来保守估计1万8000辆 

车，以致区内交通情况恶化。 

“双溪龙出现多个新住宅 

发展计划后，排水系统的负荷 

已达顶峰，为此，担心水灾问 

题将恶化，同时也面对制水和 

水压偏低，及排水和污水处理 

系统的问题。” 

反双溪龙高球场发展联盟吁居民 

14日出席听>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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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种肯纳里土崩淹水 
居民忧恶化赶紧求救 

(蒲种3日讯）昨午4时下 

的一场豪雨，不仅市民无法 

展颜，还导致蒲种」些地区 

发生突发水灾，这包括肯纳 

里13A路后巷发生“先土 

崩、后淹水”事件，居民措 

手不及。 

如今水位已退，但土崩 

恶化威胁仍在，居民忐忑。 

这场豪雨导致该路共4 

间住家遭殃，其中位于角头 

间的单位首当其冲，屋后斜 

坡在崩后，造成排水沟受 

阻，大fi雨水无法顺利排 

走，继而涌人屋内。 

根据屋主林女士指出， 

雨水在短短半小时内涌人 

屋，水流湍急，从后面涌 

人，再从前门流走。 

这场水灾来得很快，林 

女士住家瞬间出现6、7寸积 

水，无法提前把家具电器抬 

到高处，眼睁睁看着它们被 

水淹坏，家里不少摆在地上 

的文件也被淹得湿漉漉。 

根据观察，后巷斜坡出 

现约宽10尺土崩面积，所在 

处仅距离民宅约5尺。 

居民担心土崩恶化，致 

电金銮州议员黄思汉的助理 

李佩芸求救，并在后者协助 

下联络民防局，派人前来在 

土崩现场铺上防崩布，以策 

安全。 

高处设水管方便排水 

黄思汉今午到现场视察 

后指丨丨丨’积水于晚上7时后 

黄思汉（左二）连同黄小真（右二）周三午前往现场巡视 

向居民了解情况。 

退去，导致土崩和淹水的主 

因，是高处的排水系统受 

阻。 

他说，主因鉴定后，梳 

邦再也市议会今旱已在高处 

设立水管以接驳到下水道， 

以便雨水能顺利排走。 

“梳邦再也市议会也会密 

切留意当地的情况，以免土 

崩恶化。” 

出席者包括梳邦再也市 

议员黄小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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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邦市会吁商民合力 

集思广益振兴公主贿区 
(蒲种3日讯）梳邦再也市议会已在今年实行第1和 

第2区的公主城商业区振兴计划，市议会今日在公主 

城举办的市民大会上与民集思广益，讨论如何改善和 

美化该商业区。 

今日有超过100位商家出席大会，此外梳邦再也 

市议会主席诺莱妮、梳邦再也市议会副主席朱古纳 

因、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和梳邦再也市议员叶国荣均 

有出席。 

•=!=• 州行政议员黄思汉表示，梳邦再 

也市议会需要民众的意见，以便 

通过讨论后，各单位可以齐心合力让公主 

城变更好。 

他表示’振兴公主城商业区是大家的 

责任。“当然，民众可以把责任推卸给承 

包商和市议会，而承包商可以推卸给商 

家，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大家应想出解 

决方案。” 

他表示，该区的后巷其实是公众空 

间，商家不应把它占为己有，而且应该保 

持后巷的清洁。他举例，蒲种再ill可纳里 

商业区(Jalan Kenari)的后巷美化计划非 

常成功，希望公主城也能仿效《 

也是梳邦再也第16区居委会成员的 

叶国荣表示，市议会与达鲁益善集团 

(KDEB)同体废料将一次性清理该地区， 

也一并清理所有沟渠，但也希望商家和民 

众也会一同照顾该区的清洁。 

如果清理之后，沟渠依旧很肮脏，那 

商家就得面临收罚单的风险 

梳邦再也市议会主席诺莱妮表示，蒲 

种公主城商业区存在几个问题，就是垃圾 

叶国荣（左起）、诺莱妮及黄思汉正在巡视后巷的清洁状况 

到处放，后巷的清洁问题，违规停车等 

等。她也表ZK，如果~•切顺利，希望梳邦 

再也在明年1月升格为市。 

她指出，该项目的拨款数0要经过市 

议会讨论后才能下结论。这项计划的目标 

是在6个月内完成这个计划首先是找出 

问题的根源，确认问题的优先次序，计算 

项0的财政预算，然后才筹划项目。 

约100位商家出席市民大会 

诺菜妮：解决沙登水灾 

需建更大新防洪池 
关于沙登的水灾，诺莱妮 

表示今旱已到灾区探访，部分 

住宅区都渗人泥水。今R到沙 

登新村国小探访时，水位巳渗 

人校内走廊、教室、电脑室的 

地面。 

市议会今R巳派出20位 

清洁人员，与利用高水切割 

机来帮助清洁学校。 

达鲁益善集团（KDEB) 

固体废料也派出15位工作人 

员帮助清洁。 

她表系，这起水灾发生的 

原W是因为昨R降雨量高达 

150毫米，反观其他地区只下 

了约30毫米的雨量，加上tC: 

达2小时的雨量带来远超沙登 

的防洪池和排水系统能承受的 

水fi，W此肇水患。 

她表示，解决这个问题的 

方案是兴建新的和更大的防洪 

池。但是，首先雪州水利灌局 

必须得到博特拉大学的认可才 

能实行这工程，因此，梳邦再 

也市议会会与当局沟通，以便 

能尽旱实行这项工程。 

此外，市议会也会拨款30 

万令吉予沙登新村和45万令 

吉予顺达山庄，用于维修该区 

的排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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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污染、非法工厂及小贩 

加影市会聚焦4民生课题 
(加影3日讯）加影市议会主席拿督罗斯里指出，加影市议会日后将着重公共交通、 

环境污染、重整非法工厂和非法小贩四大课题。 

他指出，尤其是炸石厂污染环境问题，非法运作的炸石厂，对环境构成极大的 

污染威胁。 罗斯里宣誓成为新任加影市议 

会主席。 

“该1 问题发生在呀吃， 

FI后我会关注非法 

炸石厂造成的污染问题，其 

实，发展不应对环境造成破 

坏。” 

罗斯里今R宣誓上任后，在 

新闻发布会发言。罗斯里（56 
岁）调往加影市议会前，是乌 

鲁冷岳县长， 

他说，非法工厂也是导致环 

境污染的原闪之一，市议会将 

严厉执法。 

他说，非法小贩制造的问题 

以交通堵塞和安全为主，尤其 

是安全问题，必须关注。 

“我们知道非法小贩也是在 

讨生计，取缔三四天后，他们乂 

会回到原处摆卖，为此，市议会 

将安排地点安顿非法小贩。” 

他说，加影市议会2035 

(替代）地方发展蓝图拟出多项 

发展核心，市议会将依照执行。 

他指出，上面所提的四项课题是 

他较关注的，其中还包括提升公 

共交通系统和改善加影地区的清 

洁卫生。 

罗斯里（前排中）宣誓就职后，与市议员相见欢 

市会主席：市民可提意见 
罗斯里说，身为市议会主 

席，他采取开放政策，人民有 

意见可向他提出， 

他说，不仅人民，官员、 

市议会人员和市议员，都可向 

他提呈意见。 

他说，考量各方意见后， 

他会做出决定，希望有关决定 

获得大家认同，而他强调一个 

N1队领导。 

“我把市议会的每一个成 

员当成家庭一分子，大家有问 

题可提出讨论，有意见也可一 

起分享。 

“团队领导，才能把市议 

会推向更高峰，而每一位成员 

都扮演不同角色，如同一支足 

球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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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坡3日讯|文打烟州议员 

黄益豪强调，麻坡市议会发出 

宗教建筑物必须是宗教地的通知 

函，并非要刁难各宗教团体，而 

是仿效雪州政府收集资料，从而 

研究如何合法化这些神庙地段。 

他吁请麻坡各神庙领导，不 

要以讹传讹，因为政府无意破坏 

各宗教团体的和谐与设备。 

他说，麻坡市议会是因应 

麻坡县署安全理事会的指令而发 

发宗教地通知函 

麻市会收集资料非刁难 
出通知函，并非针对任何宗教。 

各庙宇的地段问题多年来存在已 

久，政府有需要学习雪兰莪州， 

解决没有法律地位的神庙地段。 

「我相信当局发出红色传单 

格式的通知函1是造成神庙界感 

到惊慌的主因。许多接获通知函 

的神庙领导，忽略了第二张列明 

只需呈上4份文件的信函，而直接 

被红色传单给吓著。」 

他呼吁接获当局红色通知 

函的宗教团体，能尽速将四份文 

件，即建筑物主人资料、社团注 

册、租约合同（若是租用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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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鼉严重沙登水灾多辆车想水 
沙登3日讯|沙登区 

昨日傍晚一场豪雨，导致 

当地发生近20年来最严重 

的一次水灾，造成数辆车 

子报销，超过20户住家被 

雨水侵袭，损失惨重。 

史里肯邦安州议员欧阳捍华 

指出，根据居民忆述，继1997年 

那场大水灾后，这次闪电水灾是 

近年来最为严重，重灾区是在古 

腰河、金马花园、斯里沙登、沙 

登大街和沙登二校，其中超过20 

户人家的住家受水灾侵袭。 

「昨天下午4时左右便下起 

倾盆大雨，不久后周遭的水位高 

涨，雨水溢出沟渠和防洪墙，流 

到马路上，甚至是住家。」 

他指出，除了住家内的电器 

和家私被积水破坏外，就连停在 

路旁的轿车也遭殃o 
「昨天一名女司机在积水的 

道路行驶不幸打滑，车子冲进水 

沟！庆幸的是，女事主即刻爬窗 

逃出才逃过一劫。」 

此外，他说，此次闪电水灾 

的主因据悉是降雨量异常，而昨 

曰下午5时30分的降雨量高达153 

毫米，部分地区淹至4尺高，潮水 

截至晚上10时都未完全退散！加 

上当地2个旧水泵无法负荷如此庞 

大雨量，才会来不及排水。 

「我们仍在争取新的大型水 

录尽快完工，因该工程原本在去 

年就该酸工，后来展延 

今年6月才会完成。」 

预计在 

提升防洪池 

无论如何，他认为，当地频 

频发生闪电水灾是警示，故将要 

求水力灌溉局重新评估当地的防 

洪系统。 

「从昨天的涨潮情况来看， 

我认为有必要加高古腰河的防洪 

提，以及提升防洪池。」 

另外，蒲种国会议员哥宾星 

今曰巡视灾区后，表达对地方政 

府以及水力灌溉局的防洪工作表 

达不满，并要求有关当局即曰呈 

交报告解释。 

他表示，雪州政府早在2009 

年便拨款1 200万令吉用于提升 

防洪系统，以改善逢雨必淹的问 

题。 

有鉴于此，有关单位不能再 

以降雨量作为借口；反而应该找 

出个中缘由，该计划是否存在漏 

洞，并立即设法解决。 

「以前也曾发生闪电水灾， 

当时候的雪州大臣也拨款用于挖 

深河床、提升防洪池以及增设水 

栗°」 

他续说，有关措施的确见 

效，只不过近来又再发生淹水问 

题，象征各单位需提高警戒，并 

及时作出应对措施。 

他强调，将会与水利灌溉 

局开会商议，并会持续跟进事件 

进展，以免村民再次面对闪电水 

灾。 

欧阳捍华也动用州议员拨 

款，派发辅助金给予3家受灾户， 

同时会分为500令吉为严重损失及 

300令吉轻微损失，而其它受灾名 

单仍陆续确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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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善勇 
•城市规划师 

时事评论人 

仅供参考 

取 
缔 
洋 
垃 
圾 

k 
收 

态的失控，环境之破坏“肇 

-因很多。唯新朝之部长上任 

至今，所著重的，不是大件事， 

而是吸管、塑胶袋和洋垃圾。 

上有所好，下必识do，各州的分 

布，自然也把火力放在这里。但 

是，成效如何？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今有报 

告：自2018年7月至2019年2月， 

雪州环境局前后一共调查了 127宗 

相关之案例，建议提控当中的50 

宗案件。另外，呈上法庭的6宗案 

I . 件皆已下判，违者总共被罚38万 

9000令，主谋另监一天。 

L. 什么概念？屈指一算，当可 

^=5 发现，漫长的242天里，单位卯足 

全力，一起动员，最终当局只能 

检验127间工厂。换句话说，平 

均需要两天，才能完成其一。而 

且，整体而言，只有不及一半的 

工厂因此被控。 

如果罚金是行动成果的标准，据此推 

算，国库每日所得，只有微不足道的1607 

令吉。设想每次的检举，需要出动五位大 

小官员，每人日薪100令吉，出差津贴50令 

吉，车马费补助；一加一减，所得是否足 

以偿失？ 

由此可见，把火力尽放在洋垃圾，仅 

从成本和收益论，恐怕得利不多。何况， 

这个国家处处都有非法处理「洋垃圾」的 

工厂。既言是厂，可见必然颇有规模，路 

旁可见。 

但是，光天化曰之下营业多年，不知 

为何，始终出入平安，一概没事？仅此一 

问，不但蹊跷自见，亦可觉察不仅环境局 

和各个地方政府之失责，乃至连累百姓的 

生活和健康。 

话虽如此，不管内阁的部长，还是各 

州的行政议员，从来不曾因此公开道歉， 

逞论按照林吉祥的道德标准立马「辞职谢 

罪」。相反的是，执政n年，他们仍然一味 

怪罪国阵。行政水平，既是这样，大事做 

不了，小事做不好，也就不难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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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溪龙居民高举「不要过度发展」等诉求的标语，希望加影 

市议会收回成命，放弃再发展高尔夫球场的计划。 

双溪龙居民反对发展高球场 
加影3日讯|双溪龙占地150 

英亩的高尔夫球场，早前得到加 

影市议会通过一项再发展计划， 

当地居民因担忧其发展计划，将 

带来许多问题，因此组成「反对 

双溪龙局尔夫球场重新发展计划 

联盟」° 

该联盟主席廖进发表示，双 

溪龙居民主要担心分为3个部分。 

首先是，自从拉曼大学于当地开 

设双溪龙校区，交通已变得非常 

拥挤。若再增添一项发展计划， 

恐怕以双溪龙现有的道路情况， 

难以应付随之剧增的车流量。 

他说，再发展计划完成后， 

按人口比例计算，预计将会增加 

9000至1万户商店、办公楼或住宿 

单位，而且车流量也会上升2万辆 

左右，届时交通和人口，无疑都 

会变得更加拥挤。 

其次是如果为改善再发展计 

划所带来的交通问题，唯有把四 

周环绕的双溪龙路全都改成单行 

道，不过这么做恐为当地居民带 

来更大不便。 

「这会使得原本回转即可抵 

达的路程，需要耗时环绕双溪龙 

路，途经拉曼大学校区、双溪龙 

华小和国民型中学前方，皆是高 

峰时间容易多车的路段。」 

最后，加影市议会当初把 

相关地段保留作为运动与休闲之 

用，但如今却充作再发展计划， 

完全与当初的说法背道而驰。 

廖进发接受《东方日报》访 

问时表示。市议会先前已举办过 

了一次听证会，然而或许宣传工 

作不给力，当时出席的居民并不 

多，后来该联盟便就此事，向加 

影州议员许来贤呈交一份报告 

因此，在许来贤的促成之 

下，加影市议会答应于本月14曰 

早上10点，在双溪龙国中礼堂再 

次召开听证会，预计届时将有数 

百名居民赴会。 

廖进发呼吁双溪龙的居民， 

当天踊跃出席这场听证会，并表 

示，只要该项再发展计划一曰没 

被带到州策划委员会（SPC)，居 

民就还有机会提出诉求和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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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3日讯|人权委员会 

今曰公布的许景城牧师和玻璃市 

社运分子安里仄末失踪案听证会 

报告指出，两人失踪案拥有4项共 

同点，并显示两人为「强迫性失 

踪受害者」。 

上述两宗失踪案调查委员会 

的报告指出，两名失踪者皆是宗 

教组织积极分子，且被指向穆斯 

林传教，改造穆斯林。 

调查委员会成员拿督马永 

贵在公布该失踪案报告时指出， 

安里仄末和许景城分别为「玻璃 

存4共同点曾被政治部监视搜查 
市希望」和「希望社区」的创办 

人，惟他们声称有关非政府组织 

旨在帮助社会弱势群体，不存在 

传教元素。 

「两人所属组织举办的活动 

都曾遭警方派员监视。许景城于 

2011年8月3曰举办的希望社区感 

恩暨筹款晚宴，因为有数名穆斯 

林参与活动，而遭雪兰莪伊斯兰 

教局（JAIS )人员及警员入活动 

场地进行搜查。」 

他说，许景城的妻子刘秀玉 

曾指，在上述晚宴进行期间被相 

关执法人员搜查后，他们一家人 

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出入境时，多 

次遭移民局官员栏截，并将他们 

交由政治部官员盘问。 

另一方面，安里厌末创办 

的「玻璃市希望」组织于 2015 

年10月期间，因被指与什叶派 

(Shia )有关而遭到多项举报。 

随后其住家就被宗教局代表和政 

治部警员上门搜查，甚至接获后 

者警告。 

同一干案模式 

报告显示，两人失踪事件 

皆为同一干案模式。许景城是于 

2017年2月13日早上10时30分，在 

八打灵再也SS4b/10路，被3辆四轮 

驱动车栏截后，遭强行掳走。安里 

仄末则在2016年11月21曰当晚失 

踪，目击者指出前者是被3辆四轮 

驱动车包围，再被车内人士掳走。 

此外，在许景城被掳走时， 

一辆金色丰田Vios轿车出现在案 

发现场；而安里仄末失踪前，_ 

辆与上述同款轿车连续3天停泊在 

其住家附近。 

报告透露，种种巧合及证据 

显示出，失踪案与政治部警员有 

关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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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师时事评论人 取締洋垃圾，成本與收益 
+态的失控，环境之破坏，肇因很 

二t多。唯新朝之部长上任至今，所 

著重的，不是大件事，而是吸管、塑胶 

袋和洋垃圾。上有所好，下必识do，各 

州的分布，自然也把火力放在这里。但 

是，成效如何？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今有报告：自 

2018年7月至2019年2月，雪州环境局前后 

一共调查了 127宗相关之案例，建议提控当 

中的50宗案件。另外，呈上法庭的6宗案件 

皆已下判，违者总共被罚38万9000令，主 
谋另监一天。 

什麽概念？屈指一算，当可发现，漫 

长的242天里，单位卯足全力，一起动员， 

最终当局只能检验127间工厂。换句话说， 

平均需要两天，才能完成其一。而且，整 

体而言，只有不及一半的工厂因此被控。 

如果罚金是行动成果的标准，据此推 

算，国库每日所得，只有微不足道的1607 

令吉。设想每次的检举，需要出动五位大 

小官员，每人日薪100令吉，出差津贴50令 

吉，车马费补助；一加一减，所得是否足 

以偿失？ 

由此可见，把火力尽放在洋垃圾，仅 

从成本和收益论，恐怕得利不多。何况， 

这个国家处处都有非法处理「洋垃圾」的 

工厂。旣言是厂，可见必然颇有规模，路 

旁可见。 

但是，光天化日之下营业多年，不知 

为何，始终出入平安，一概没事？仅此一 

问，不但蹊跷自见，亦可觉察不仅环境局 

和各个地方政府之失责，乃至连累百姓的 

生活和健康。 

话虽如此，不管内阁的部长，还是 

各州的行政议员，从来不曾因此公幵 

道歉，逞论按照林吉祥的道德标准立马 

「辞职谢罪」。相反的是，执政ri年， 

他们仍然一味怪罪国阵。行政水平，既 

是这样，大事做不了，小事做不好，也 

就不难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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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遞 1取締洋垃圾，成本與收益 
+态的失控，环境之破坏，肇 

二i二因很多。唯新朝之部长上任 

至今，所着重的，不是大件事，而是吸 

管、塑胶袋和洋垃圾“ 

上有所好，下必识do，各州的分布， 

自然也把火力放在这里。但是，成效如 

何？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今有报告：自 

2018年7月至2019年2月，雪州’环境局 

前后一共调查了 127宗相关之案例，建议 

提控当中的50宗案件。 

另外，呈上法庭的6宗案件皆已下 

判，违者总共被罚38万9000令，主谋另 
监一天° 

什么概念？屈指一算，当可发现；漫 

长的242天里，单位卯足全力，一起动 

员，最终当局只能检验127间工厂。换句 

话说，平均需要两天，才能完成其二。 

而且，整体而言，只有不及一半的工厂 

因此被控。 ’ 

如果罚金是行动成果的标准，据此 

推算，国库每日所得，只有微不足道的 

1607令吉。设想每次的检举，需要出动 

五位大小官员，每人日薪100令吉，出差 

津贴50令吉，车马费补助；一加一减， 

所得是否足以偿失？ 

由此可见，把火力尽放在洋垃圾， 

仅从成本和收益论，恐怕得利不多。何 

况，这个国家处处都有非法处理「洋垃 

圾」的工厂.。既言是厂，可见必然颇有 

规模，路旁可见。 

但是，光天化日之下营业多年，不知 

为何，始终出人平安，一概没事？仅此 

一问，不但蹊跷自见，亦可觉察不仅环 

境局和各个地方政府之失责’，乃至连累 

百姓的生活和健康。 . ’ 

话虽如’此，不管内阁的，部长，还是 

各州的行政议员，从来不曾因此公开道 

歉，逞论按照林吉祥的道_标准立马 

「辞职谢罪」》 

相反的是，执政n年，他们仍然一 

味怪罪国阵•。行政水平，既是这样，大 

事做不了，小事做不存，也就不难明白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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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3日讯|人权委员会今 

曰公布的许景城牧师和玻璃市社运 

分子安里仄末失踪案听证会报告指 

出，两人失踪案拥有4项共同点， 

并显示两人为「强迫性失踪受害 

者_1 o 

上述两宗失踪案调査委员会 

的报告指出，两名失踪者皆是宗教 

组织积极分子，且被指向穆斯林传 

教，改造穆斯林。 

调査委员会成员拿督马永贵在 

公布该失踪案报告时指出，安里仄 

存4共同點曾被政治部監視搜査 
末和许景城分别为「玻璃市希望」 

和「希望社区」的创办人，惟他们 

声称有关非政府组织旨在帮助社会 

弱势群体，不存在传教元素。 

「两人所属组织举办的活动 

都曾遭警方派员监视。许景城于 

2011年8月3日举办的希望社区感 

恩暨筹款晚宴，因为有数名穆斯林 

参与活动，而遭雪兰莪伊斯兰教局 

(JAIS)人员及警员入活动场地进 

行搜查。」 

他说，许景城的妻子刘秀玉曾 

指，在上述晚宴进行期间被相关执 

法人员搜查后，他们一家人在吉隆 

坡国际机场出入境时，多次遭移民 

.局官员栏截，并将他们交由政治部 

官员盘问。 

另一方面，安里仄末创办的 

「玻璃市希望」组织于2015年10月 

期间，因被指与什叶派(Shia)有 

关而遭到多项举报。随后其住家就 

被宗教局代表和政治部警员上门捜 

查，甚至接获后者警告。 

报告显示，两人失踪事件皆为 

同一干案模式。许景城是于2017年 

2月13日早上10时30分，在八打灵再 

也SS4b/l0路，被3辆四轮驱动车栏截 

后，遭强行掳走。安里仄末则在2016 

年11月21曰当晚失踪，目击者指出前 

者是被3辆四轮驱动车包围，再被车 

内人士掳走。 

此外，在许景城被掳走时，一 

辆金色丰田Vios轿车出现在案发现 

场；而安里仄末失踪前，一辆与上 

述同款轿车连续3天停泊在其住家附 

近。 

报告透露，种种巧合及证据 

显示出，失踪案与政治部警员有关 

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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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影 
市 
士至 
•我 

最 

職 

羅 
斯 
里 
出 
任 
主 
席 

(加影3日讯）前 

乌冷县长拿督罗斯里 

今早在加影市议会宣 

誓就职，正式出任市 

议会主席一职，任期 

从4月丨日开始。 

现年56岁的罗斯 

里，在市议会副主席 

纳斯慕丁陪同下，在 

市议会大厦进行宣誓 

仪式，出席者包括无 

拉港州议员王诗棋及 

多名市议员。 

罗斯里说，市议 

会就是一个大家庭， 

所有官员、职员及市 

议员是他的家人和 
团队，他形容一个团队合作，犹如 

一支足球队，要有团队精神，不同 

岗位上下一心，就能取得人球（成 

绩）。 

他鼓励下属及市议员针对课题 

提出意见，即使对他一些课题上所 

做出的决定持有不同的意见，他愿 

意聆听，并认为一家人就是要互相 

坦诚。 

处理交通非法小贩 

“大家是为市议会工作，我是 

接受听取意见的人，无论是同意或 

不同意，有意见就尽管提出来，直 
至有结果为止。” 

罗斯里在市议会宣誓就职， 

右为纳斯慕丁。 

较后，他接受媒体访问时披 

露，他的首要工作将会把辖区内的 

交通、卫生及非法小贩等问题，逐 

一地处理。 

他表示，非法小贩问题辖区任 

何地方都有，他不否认带来问题， 

例如安全及卫生等，市议会将处理 

非法小贩的课题，包括遴选一个地 

点将非法小贩结集一个地方等，这 

是长远工作，需要时间处理。 

他说，加影区的发展迅速带动 

经济，但在发展的同时也要在环境 

取得平衡，这是他关注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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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汽車工業的另一面 

S大桌丨 

丁傑隆 
雪州安邦再也市议员 

© 
马 

来西亚于1980年代 
1开始大力投人发展 

第一国产车和第二国产车的同 

时，其实也带动了汽车零组件 

制造业的发展。 

特别是晚近十年，伴随 

全球汽车工业技术逐渐成熟， 

国内主要汽车零组件厂商皆已 

具备自主设计和研发能力，有 

者更已实现产品出口和技术输 

出，并以投资东南亚国家泰国 

和印尼为大宗，如拥有“亚洲 

底特律”美誉的泰国罗勇府， 

以满足跨国汽车组装厂严格的 

即时性生产和交付标准（just-
in-time )，显示了我国厂商有 

能力嵌人全球汽车制造商的供 

应链。此外，许多日本、欧美 

跨国厂商在东南亚新兴工业国 

家的投资布局，其实有大部分 

乃由马来西亚企业负责牵头。 

尽管如此，来自不同领域 

类别的汽车零组件厂商，在技 

术建立过程中乃是采取了不 

同成长路径，其表现也参差不 

齐。类似汽车轮胎和电池，因 

替代市场拥有庞大需求，使之 

具有量产规模，以及属于低端 

技术，生产成本低，所以进人 

门槛低，且能在不大需要政府 

或跨国企业协助下成长并达致 

技术自主。相反，因为拥有橡 

胶得天独厚生长的地理条件， 

我国汽车轮胎制造商甚至曾为 

美国波音公司的新型客机轮胎 

提供设计、研发和测试服务。 

技术和成本相对属于中 

段的汽车零组件模组，如塑料 

模组和电子系统，晚近亦有不 

错表现。尽管当初市场从无到 

有，但塑料和电子业者•般非 

常快速地透过和跨国企业的技 

术合作，达到技术学习和升级 

的目的：电子产业向来是我国 

工业出口的领头羊，能力毋庸 

置疑，但塑料厂商今天其实也 

具备国际竞争优势，有者更已 

进军航空业，为飞机引擎商制 

造和装配模组，往更高价值制 

造领域发展。 

然而，对技术含S和生 

产成本更高的引擎和车体零组 

件模组，特别是需要精密加工 

的金属类别，在地企业的技术 

能力和出口表现却相对不济。 

这类多数由政府或国产车公司 

成立并分拆（spin-off )出来 

的企业，因缺乏在自由竞争市 

场中居安思危的文化和自律精 

神，且高度依赖政府的财务补 

贴，导致学习欲望和创新研发 

意识相对低落。技术的低效运 

用和低生产率，也限制了国产 

车的质量。 

所以，若要认真探讨 

第厂国产车或飞天车是否可 

行，关键在于“技术能力” 

的获取来源——国内超过800 

家相关的汽车零组件厂商是 

否已具备完整且全面的技术 

支援能力？抑或跑回旧路， 

砸大钱购买他国授权但落伍 

的技术能力，再以此基础进 
行“仿制” ？ 

每当贸工部检讨汽车工 

业政策（NAP ),汽车零组件 

制造业总是遭受忽略，抑或 

着墨太少。吊诡的是，根据 

联合国贸易商品统计数据库 

(Comtrade )，本土汽车零组 

件的出口额和增幅却比本土汽 

车出口来得优异。至少，政府 

必须要有明确且针对性的技术 

发展政策，以协助汽车零组件 

厂商，如提供完善的技职教育 

系统和创新氛围，以及建构有 

利市场和加速技术扩散的环 

境。 

总的来说，讨论国家汽车 

工业，不能只专注汽车制造， 

却看不见其下庞大的零组件生 

产网络，以及后者在东南亚区 

域的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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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工将浸坏的书本堆放在一旁，准备将其丢弃^ 

影响的灾黎今早在退水后，忙于收拾及善后宾星巡视及探访古腰路受影响的灾黎c 

歐陽捍華：降雨量達153毫米 

22年最嚴重7j<災 
欧 

阳捍华收集灾黎的资料，并拨出州 

议员拨款给灾黎，S卩300令吉给受 

轻微影响的灾黎及500令吉给受严重影响的灾 

黎d 

他说，根据资料，昨日下午5时30分的降 

雨量达153毫米，是继1997年后，沙登一带面 

对情况最严重的闪电水灾。 

他说，史里肯邦安受影响地区包括，古 

腰河路、部分金马花园、部分沙登大街、斯 

里沙登、沙登电动火车站及沙登二校等，其 

中以沙登新村古腰河路的情况最为严重，有 

约20间屋子受影响。大量雨水不仅涌人住家 

中，同时也有数辆汽车浸泡在水中。 

“昨日下午4时开始下大雨，是一场罕见 

的大雨，古腰河水位已越多防洪堤的水位， 

雪州水利灌溉局在古腰河设立的两台抽水泵 

无法及时将雨水排出古腰河外，进而发生闪 

电水灾。” 

要求重新评估防洪计划 

他补充，由于目前设立在古腰河的抽水 

泵属较为小型，而古腰河大型抽水泵工程原 

定于去年杪竣工，惟工程出现延误，预计在6 

月完工后才能投人运作。 

“无论如何，我要求雪州水利灌溉局 

尽快完成大型水泵工程之余，也要重新评估 

沙登-带的防洪计划。同时，我建议该局 

把古腰河防洪堤增高，避免再次发生闪电水 
灾。’’ 

1 ̂  \ 

哥 

哥宾星（左二）及欧阳捍华（右一）移交支票给受闪 

电水灾影响的灾黎。 

哥賓星：水利局市會須給人民交代 
宾星表示，尽管沙登_ •带于昨日面对下大雨及闪电 

水灾问题，但他认为他们必须随时候命，不让其影 

响人民及让他们蒙受损失。 

“作为这区的国会议员，我不会坐视不理，我要雪州水 

利灌溉局及梳邦再也市议会给人民一个交代，在今日须给予初 

步报告，而不是花费1、2个月寻求答案，万一今日又再下雨的 

话，灾黎该如何是好？ ” 

他说，他于2009年在沙登卫星市发生闪电 

水灾时，曾向雪州政府要求解决，时任雪州 

大臣丹斯里卡立拨出1200万令吉，分3个 

阶段，即加深古腰河河床、维修及提升 

现有抽水泵及兴建新的防洪池a 

“很遗憾是我们目前依然面对闪电 

水灾问题，同时也有很多人指责说抽水 

泵没操作，但我们获得证实，两个抽水泵 

是有操作的。” 

更多 

艮第 

'0̂  

“我今早开 

始清洗食堂范围， 

主要是清洗地面。 

我们今日会如常运 

作，不影响生意， 

只是我们比较忙， 

必须兼顾清理工作 

及准备食物。 

不过，较为幸 

运的是置放在食堂 

范围的电器没有遭 

水浸坏。“ 

來不及搬東西損失逾萬 
賴音糨 

“我的住家受 

到闪电水灾影响， 

雨水淹人住家，’惟 

气时我及家人都在 

夕卜，到了晚上9时许 

才回到家。由于我 

们来不及搬东西， 

估计蒙受逾1万令吉 

损失。 

我无法接受原 

定于去年杪完工的 

古腰河大型抽水泵 

T.程延期，迟至今 

天没有完工。我要 

求当地人民代议士给予解释，造成 

昨日发生严重大水灾。 

我也不满在过去并没有看到这区 

的市议员及沙登新村村长出现，反之 

过去前朝仍可看见市议员出来服务。” 

校工分工合作，把沙登二校底层课室的泥浆水清理干净 

(沙登3日讯）周二下午一场异常大 

雨，因降雨量太高，加上古腰河大型水泵工 

程延迟，导致沙登多区发生闪电水灾，而受 

工作。 

行动党史里肯邦安区州议员欧阳捍华今 

日与通讯及多媒体部长兼蒲种区国会议员哥 

着清理屋内，将浸坏的家具及用具搬至 

食堂如常運作 
李國富（沙登二校食堂業者） 

史里肯邦安消拯局派出消拯人员及器材，以协 

助沙登二校清理校园。 

黃泥水淹沙登二校 

家協成員漏夜清洗 

&于沙登 
II卫星市 

的沙登二校昨日 

也难逃水劫，于 

周二下午6时开始 

俺水，该校的A 

栋、B栋、C栋、 

D栋及食堂都遭 

黄泥水掩盖，至 

晚上卯•才开始退 

水。 

据悉，该闪 

电水灾是该校近8 

年来面对最严重 

的闪电水灾。 

该校副校 

长陈淑慧表东， 

为不影响学生上 

课，家教协会成 

员昨晚清洗校园 

主要道路及楼梯 

口，以方便学生 

出人。同时，他 

们利用警戒线将 

受影响地区围 

起，避免学生滑 

倒。 

“受影响的 

底层课室布满黄 

泥浆，需要时间 

清理，因此受影 

响的学生今R只 

能移师至礼堂， 

并安排活动让他 

们参与。” 

她说，该校 

也已联系史里肯 

邦安消拯局，要 

求该局提供器材 

协助该校清理泥 

浆地面。她说， 

昨日并没有淹没 

任何电器，仅有 

桌椅、书橱及部 

分书本被淹没。 

“学校食堂 

业者因忙于清理 

食堂，今早上课 

前暂时没售卖食 

物，仅在下课时 

段起开始售卖食 
物。” 

卷 

叶桔文：将 陈淑慧：校 

召集爱心妈妈，全方在清理学校的同 

力协助清理校园工时，也确保不影响 

作。 学生上课进度• 

葉桔文： 

召集愛心媽媽助清理 

沙: 
、登二校家教协会主席叶桔文 

’表示，他及其他5、6名家长 

周二晚清理校园，眼见受影响范围都 

是垃圾及泥浆a 

“我会继续召集爱心妈妈前来学 

校协助校方清理校园，并提醒学生提 

防路滑，走路时要格外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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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登多區閃電水災 

市會根治沙登水災問題 

擬在博大校園建集水池 
(首邦市3日讯）梳邦再也市议会将征求博大（UPM ) 

许可，以进人该校园范围兴建大型的集水池，以便与河流及 

水利灌溉局携手合作，从源头起根治沙登地区的水灾问题。 

需征求校方同意 

梳邦再也市议会主席诺莱妮指出，该市议会面对的问 

题是难以进人该校区进行有关工程，而有鉴于干涸和小型的 

集水池无法负荷过多的水量，因此市议会需要征求校方的同 

意，以兴建更大的集水区。 

她今早临时巡视沙登国小与周遭•带的水灾情况后， 

出席该市议会在公主城经济中心举行的市民大会（TOWN 

HALL Meeting )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受询时如是指出。 

诺莱妮说，她昨午沙登地区下起的狂风暴雨带来非比寻 

常的降雨量，即约有153至154毫米，造成集水池与排水系统 

不胜负荷，短短两小时周遭一带泛滥成灾。 

“这种现象是前所未有，因为同时期在其他地区的降雨 

量仅有30毫米。” 

她说，她也发觉到新街场英达花园（Taman Sungai Besi 

lndah )，有~•条答迪利亚(Sungai Pati Liat )的小河，因过 

量的水无法被疏导至水涵，结果反而逆流回该花园住宅区， 

以致泛滥成灾。 

她指出，该花园周遭一带有一个由绿水坊购物中心 

(THE MINES )兴建的集水池，由 

于过去未获得妥善维护保养工作， 

因此市议会将探讨究竟是由该市议 

会接手管理或指示该公M]进行有关 

工程，而将是第二项步骤和解决对 

策。. 

拨款30万治水工程 

她说，她的结论是，越大的面 

积范围，就需要更多的解决方案， 

市议会将动用45万令吉的拨款，以 

展开上述工程。同时，市议会将拨 

款30万令吉，在史里肯邦安展开治 

水工程。 

她指出，市议会将与河流及水 

利灌溉局商讨，以便探讨各种替代 

解决方案，以便可以容纳过多的雨 

量o. 

市会协助清理沙登国小 

诺莱妮：梳邦再 

也市议会将征求博大 

许可，以进入该大学 

校园内兴建集水池， 

以解决沙登地区的水 

灾问题。 

与此同时，诺莱妮说，她发觉 

到沙登国小的学校地面已被昨天傍晚淹人的泥浆水侵蚀，造 

成课室、电脑室与资源中心都遭殃，市议会已协助进行清理 

工作。 

她说，除了市议会出动30人的队伍与交通工具，包括高 

压射水机进人校园之外，达鲁益山集团（KDEB)也出动15 

名员丁协助进行清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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殲障鬌 
大都會 社區報 

3團體力挺交通部修法 
(八打灵再也3日讯）大 

马残障自立协会、马来西亚华 

人残障协会及马来西亚人助人 

慈善团体齐声支持交通部修 

改法律或条例，让残障人士 

(OKU )能申请公共服务交通 

执照（PSV)，以注册为电子召 

车司机的举措，盼拥有公平的 

工作机会。 

上述3个团体今午就交通部长陆 

兆福日前宣布将修改法律或条例的 

举措召开新闻发布会。出席者包括 

大马残障自立协会会长林明娟、马 

来西亚华人残障协会会长吴爱平、 

马来西亚人助人慈善团体副会长林 

万民、总秘书谢秀贞及交通部长陆 

兆福的新闻秘书林两光。 

当电召车司机无环境障碍 

林明娟强调，电子召车司机无 

需面对工作环境的障碍，且工作时 

间较伸缩性，是一份非常适合残障 

人士的工作。 

她说，残障人士一般较难找到 

T.作，原因包括工作环境没有无障 

碍设备、工作时间长、学历低经验 

少、没有适合体质的T.作等；即使 

有工作，残障人士的薪资也相对较 

少。 

“从事电子召车服务，残障 

司机不仅可按照自己的身体状况和 

体质来决定工作时间长短，且收人 

也较其他工作可观，可借此自立生 
？So “ 

她提及，陆路交通法令与商业 

车辆执照法令在去年7月通过后，所 

有电子召车司机必须申请PSV执照， 

才能合法提供电子召车服务；但健 

康且没有任何残障问题，却是PSV执 

照申请的其中一个条件，令许多残 

障电子召车司机担心生计受影响。. 

“公众人士一般有意无意将我 

们看成是弱势一群，从而担心我们 

的驾驶会危及本身或他人性命。其 

实这是因大众不了解我们获得驾照 
的过程所致。“ 

她解释，残障人士在考取驾照 

前，必须先获得医生证明没有健康 

问题且具有驾驶能力，尔后所用的 

改装车都必须经过验车公司检验， 

才能获接纳为安全车辆，因此无论 

是残障人士本身或车辆，都没有安 

全问题。 

載客一年不曾被投訴 

关德福（62岁，残障人士） 

“我从事Grab司机已经一年多，之 

前也当过_ •年多的优步（Uber)司机。 

这期间我不曾遭乘客投诉，甚至获得不 

少乘客的认同，服务评分还高达4.9。 

人力资源部长鼓励退休人士继续 

工作，而当Grab司机就是我们最好的礼 

物，我每天只开三四个小时，既能打发 

时间，又能认路，何乐而不为。” 

大马残障自立协会、马来西亚华人残障协会及马来西亚人助人慈善团体力挺交通部修改现有法律或 

条例，让残障人士能申请公共服务交通执照，以注册为电子各车司机的举措。前排左二起为林明娟及谢秀 

贞；后排左三起为八打灵再也市议员王友泰及林芮光；右三起为吴爱平及林万民。 

林萬民吁關注無障礙設施遭濫用 
r I * y 

林1 

I万民不忘呼吁福利部关注无障 

‘碍设施，包括厕所和停车位遭 

滥用的问题，好让残障人士能自由地走 

出住家，与社会大众接触及工作 

吳愛平： 

盼給予殘障人方便 

吴 爱平希望政府能在条例或法律 

上给予方便，让残障人士能更 

容易申请成为电子召车司机，以拥有-

份稳定的工作，能自力更生。 

林苗光：盼電召車公司配合呈殘障司機資料 

乘客諒解自己拿行李 
张秀娟（52岁，残障人士） 

“政府一直提倡爱心社会，不明白 

残障人士为什么就不能从事Grab司机， 

我们也是一如平常地开车。 

有些人会问，我们要怎么协助乘客 

提行李？其实大部分乘客看到我们的状 

况，也能谅解并愿意自己拿行李，若真 

的有不方便者，也能寻求保安人员的协 

助。 

不过，鉴于电子召车手机应用程式 

上注明我们是‘0KU’，确实有很多外 

国人不理解，我曾要求电子召车公司改 

用‘Disabled’或‘PWD’字眼，但无 

下文。 

无论如何，只要我们愿意，从事 

Grab司机不是问题，很多顾客也赞赏和 

敬佩我们，且我的服务评分也有高达 

4.97分。” 

林 
芮光表示，政府有意修改上述 

，法令的同时，也需要所有电子 

召车公司的配合，包括提呈旗下残障司机 

的资料，才能处理接下来的程序。 

“部长其实已经见过多家电子召车公 

M=],并指示他们提呈残障司机的资料，我 

们目前还在等待，也希望相关公司将残障 

司机放在首要处理的位置。” 

他说，残障人士能自力更生，是值 

得鼓励的事，政府在这方面会给予所有的 

协助，就像陆兆福所承诺，会修改现有法 

令，让大家继续工作赚钱 

“部长非常关心这些残障司机的未 

来，亲自在监督这个课题，会尽快进行修 

改条例的工作。“ 

残障人士 

在考取驾照前， 

必须先获得医生 

证明，且改装 

车也必须获得验 

车公司检验，不 

存在任何安全问 

题。 

盼簡化申請程序 
扎希（27岁，残障人士） 

“我原本计划申请成为电子召车 

司机，但申请PSV却有许多程序。因 

此，我希望政府能修改条例，让我们 

更容易取得PSV�” 

對未來感迷茫 许志忠（34岁，残障人士） 

“我因无法胜任劳力工作， 

所以只能选择开车，从事电子 

召车司机已3年，如今是全职司 

机。 

我所持有的是A1残障汽车驾 

照，所以当获知有关执照在7月 

之后不能再申请成为电子召车服 

务司机时，我简直晴天霹雳，对 

未来感觉迷茫。 

其实我遇到的乘客都很好， 

他们通常都会自己提行李，不会 

勉强我做任何搬运的丁作。我的 

服务评分也有高达4.9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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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市廳明辦會客曰 
歡迎民衆出席跟進投訴 

(八打灵再也3日 

讯）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将 

于本月5日（星期五）举 

行会客日，欢迎民众出席 

以处理及跟进投诉: 

市政厅发文告指出， 

会客时间是当天早上8时 

至中午12时，在位于杨 

旭龄路(Jalan Yong Shook 

Lin )的市政厅总部一楼 

举行 

这项会客日活动也是 

市政厅的承诺，为人民尤 

其是居住在八打灵再也的 

居民提供与地方政府管理 

层会面的平台，以对任何投 

诉作出反映及给予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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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小時 

m 

铺防崩布策安全 

居民担心土崩继续恶化，致电 

金麥区州议员黄思汉的助理李佩芸求 

救，并在后者协助下联络民防局，派 

人前来在土崩现场铺上防崩布，以策 

安全。 

黄思汉今午到现场视察后指出， 

当地的积水于晚上7时才退，导致土 

崩和淹水的主因是高处的排水系统受 

阻。 

排水受阻致淹水 

他说，主因鉴定后，梳邦再也市 

议会今早也派人在高处设立水管以接 

驳到下水道，以便雨水能顺利排走。 

“梳邦再也市议会也会密切留意 

当地的情况，以免土崩恶化。” 

出席者包括梳邦再也市议员黄小 

真。 

肯纳里13A路后巷发生土崩后， 

民防局已马上前来铺上防崩布，以免 

情况恶化。 

蒲種4戶居民措手不及 
© e @ e * M s i 3 | |  

(蒲种3日讯）昨午的豪雨 

导致蒲种部分地区引发突发水 

灾，其中肯纳里13A路后巷发生 

“先土崩后淹水”事件，让居民 

措手不及。 

这场豪雨导致该路共4间住家遭 

殃，其中位于角头间的单位首当其 

冲，屋后的斜坡发生土崩后，当地排 

水沟受阻，大量的雨水无法顺利排 

走，继而涌人屋内。 

屋主林女士指出，雨水在短短半 

小时内涌人其屋，而且水流非常急， 

从后面涌人，再从前门排走。 

星期二下午的豪雨，先是引发肯纳 

里13A路后巷斜坡土崩，再发生淹水， 

让居民措手不及。 

家具电器泡水 

这场水灾来得很快，林女士的住 

家瞬间出现6、7吋的积水。她也无法 

提前把家具家电抬到高处，眼睁睁看 

着被水淹坏，此外家里不少摆在地上 

的文件也被泡水。 

根据观察，后巷的斜坡出现约宽 

10呎的土崩面积，所在处仅距离民宅 

约5呎。 

黄思汉（左二）联同黄小真 

(右二）前往现场巡视，向居民了 

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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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为市议会主席的诺莱妮（蹲者）在巡视后巷时，蹲下来视察商家在后巷 

装置洗碗盆、洗碗槽及擅自将沟渠覆盖的情况。右二为黄思汉。 

半年內提升基設美化 

復新蒲種公主城商業區 
(首邦市3日讯）继肯纳里 

(K E N A R I  )与双威美罗 ( S U N W A Y  

METRO)商业区之后，梳邦再也市议 

会也在蒲种公主城1及2商业区周遭与后 

巷进行复新计划，包括提升基设和加以 

美化，以便为该区打造干净整洁的形 

象。 

梳邦再也市议会主席诺莱妮指出， 

上述工程是从即日起展开，估计耗时约 

半年完成，涉及的商业店铺多达799个 

单位，并涵盖公主城1与2商业区12条后 

巷。 

征民意拨款对症下药 

她今早出席该市议会召集公主城 

金融屮心的商家出席公主城复兴计划 

话会后，在新闻发布会上，如是指出。 

她说，根据市议会过去的经历，商 

业区的美化与复新计划最起码需要耗时 

半年，如双威美罗的复新计划，虽然涉 

及的范围较小，但情况较复杂，所以耗 

时较长；反之在公主城，只需要半年就 

可以完成有关计划。 

她说，上述对话会的目的是先由业 

主和商家向市议会提出各种问题，市议 

会在收集各种民意后，才能针对各种问 

题进行鉴定工作并对症下药，之后才能 

计算出所要发放的拨款，再依据不同的 

需求来分配工作和提供人力资源c 

她指出，若顺利的话，市议会将在 

2020年1月升格为市，因此希望商家能 

给予全力配合，以迎合该市议会届时升 

蒲种公主城1与2商业区周遭与后巷一— 

环境、基建和美化工程都会一并展开。 

•已开始进行复新计划，包括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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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思漢：對話會商復新工程 

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指出，对 

他来说，公主城1与2商业区 

兴建至今仅有14年，不算很久，然而该 

商业区却变得相当肮脏。 

他说，民众可以责怪梳邦再也市议 

会与承包商没有清理沟渠与后巷，同样 

的承包商也可以埋怨沟渠被人加盖封堵 

住，造成他们无法进行清理工作，这种 

互相指责的情况是不间断发生，而问题 

的关键是何时才能解决问题，所以市议 

会举办对话会，以便可以为商业区进行 

复新工程。 

他指出，公主城商业区是蒲种 

区内的商业金融中心或中央商业区 

(CBD)，它备有多间国内外银行，但 

却无法显示出中央商业区的形象，所以 

各造应为该商业区塑造为他们引以为傲 

的地方。 

据他了解，今天有超过100名商家 

出席对话会，他希望他们能理解到，市 

议会不是要惩罚违例商家，而是要为它 

塑造成具有魅力的商业城，并与市议会 

携手合作，以达致有关目标C 

叶国荣： 

盼商家配合照顾后巷卫生 

与此同时，梳邦再也市议员叶国 

荣指出，为了确保公主城能成功打造干 

净和卫生的形象，他“先小人，后君 

子”，配合市议会在公主城商业区与后 

巷进行全面的整顿计划，希望商民不要 

把他视为“公敌”。 

他说，该商业区有很多著名的美 

食、银行和各种店铺，希望业主和商家 

能与市议会配合，照顾后巷的环境，也 

教导员T.不要将厨余倒进沟渠和充作清 

洗碗碟的场所，同时不要违例建造建筑 

物，否则他们将接获市议会开出的罚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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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向-•些固本代理了解 

后，发觉到他们收到的 

指示是继续出售40仙的固本，直至 

40仙的固本售罄为止，至于60仙的 

泊车固本何时才会取得，R前仍是 

未知数。 

须购买超过一张40仙固本 

他们指出，由于泊车费已从 

本月1日起由每小时40仙调涨至60 

仙，因此消费人必须购买超过一张 

的固本，即同时间购买两张，即停 

放1小时30分。 

记者从沙亚南市政厅的官方脸 

书浏览到市政厅于3月31日发出的 

帖子，通知公众他们依然可以使用 

40仙的泊车固本。 

沙亚南市政厅公关沙林受记者 

询时说，每张40仙的泊车固本仍未 

售罄，因此为避免浪费资源，市政 

厅未收回40仙的泊车固本，而是让 

他们继续出售。 

蕭歡延：20年才調漲20仙 
、亚南市议员萧欢延指出，40仙的泊车费是全马最 

1>低的收费，其他州的县市议会最便宜的泊车费是 

50仙或以上，吉隆坡一些交通繁忙的旺区，泊车费甚至是 

每小时1令吉50仙，第二个小时则是2令吉50仙（最多只能 

停放2小时）。 

他说，市政厅是早在1999年至今就实施每小时40仙的 

泊车费，然而由于有关收费过于低廉，市议会曾在2016年 

至2017年提出讨论，惟当时有一些市议员的反对声浪，加 

上时任市长不赞成，以致调涨泊车费的措施被搁置。 

他说，事隔约20年的今天，市政厅终于在今年初召开 

的小组会议重新提出讨论，并在常月会议上通过这项决策。 

DAFATKAK KUPOK mm UIAK HERETA 

Di premfs ysnq rrt&njual kupon sekltar 

bandar raya Shah Alam, 

40sen/sejam 
Layari www.mbsa.gov.my 
vnlukawKHbhvl xrwil VJM tcidiftjr 

EJEN 
KUPON 

60仙S本来出 

報道 > 蘇斯敏 

攝影 > 蔡添華 

(沙亚南3日讯）沙亚南市 

政厅采取调整泊车收费的措施 

过于仓促，以致造成消费人目 

前只能从固本代理购获每张40 

仙的泊车固本，至于60仙泊车 

固本，因市政厅还来不及大量 

印制而暂时无法获取？ 

《大都会》社区报记者走访市 

政厅管辖区的实达阿南商业区时， 

发觉一些固本代理仍出售每张40仙 

的泊车固本，而且固本的印刷还相当 

新，相信是甫印制好，是新鲜出炉的 

印刷品： 

一些固本代理指他们受到的指示是继续出售40仙的固本，直至有关固本售罄为止，他 

们也不晚得何时才能代售60仙的泊车固本。他们指出，由于泊车费已从本月1日起由每小 

时40仙调涨至60仙，因此消费人必须购买超过一张的固本，即同时间购买两张，即停放1 

小时30分。 

市廳將善用收入回饋民衆 

众。” 

沙亞南市廳調漲泊車收費 

沙亚南市政厅管辖区内的泊车费已从本月1日起由每小时40仙调涨•至60 

仙，但相信因60仙固本仍赶不及印制及40仙固本的•存量还很多，因此消费 

人必须一次过购买和展示两张固本，即停放1 '•!、时30分。 

候备 Majlis Bandaraya Shah Alam 

3月 31 日 10:01.0 

Untuk makluman walaupun kenafkan kadar caj 

tempat letakkereta bermula 1 april, pengguna 

yang masih memiliki kupon berharga 40 sen 

masih boleh menggunakan kupon tersebut 

sehingga tamat tempoh yang tertera pada 

kupon berkenaan. 

查看翻译 

OyQiis 86条评论• 33次分享 

沙亚南市政厅的官方脸书的帖文指出，虽然泊车费从4月1日起调整至(S0 

仙，但民众仍可以继续使用还未用完的40仙泊车固本。 

市廳將善用收入回饋民衆 

萧 
欢延说：“此举有利也有 

弊，好处就是除了可以增加 

市政厅的收人之外，也能善用有关收人 

用来兴建设施和提供服务，以回馈给民 
众。” 

“至于其弊就是民间的怨声四起， 

但这对希盟政府有欠公平，更何况雪州 

执政只有三届，市民却毫不留情发起民 

怨，反观国阵时期却没有这么做（怨声 

载道）。” 

沙亚南市政厅是从4月1日起调整泊 

车费，即由每小时40仙调涨至60仙，时 

除了泊车固本之外，泊车租金也一并调 

整，即从每个月60令吉，调涨至90令吉a 

代
理
：
接
指
示
續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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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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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an Damaisari住區被斷水 

雪水供：與居民數次討論 

恢復水供須先還清水費 
(八打灵再也3日讯）雪州水供公司 

指出，用户必须还清拖欠的水费以恢复 

水供，惟武吉泗岩沫Laman Damaisari住区 

在与该公司进行多次讨论，至今却还未 

还清欠款，该公司也无法恢复水供。 

该公司是针对武吉泗岩沫Laman 

Damaisari住宅区因为拖欠水费，因而被 

割水表及切断水供的新闻，于今日发文 

告作出回应。 

文告指出，被切断水供的户头是在 

Laman Damaisari居民协会的名下，而该公 

司是在对方拖欠水费未还下，援引2006 

年水供服务工业法令第89条文采取断水 

行动。 

文告也说，该公司也曾与当地居民 

展开数次会面及讨论，以便可以解决问 

题，恢复当地的水供。此外，该公司也 

给时间居民解决问题，同时也派出水槽 

车提供居民水源。 

该公司重申，居民须在清还水费后 

才能获得恢复水供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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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OVER 
DEVaOPMEMT 

—双溪龙 

镇及蕉赖皇冠城 

居民极力反对高 

尔夫球场转为综 

合发展计划，要 

求州政府关注民 

意。 

組盟反對雙溪龍高球場改建商業區 

14曰聽證會抗丨 
(加影3日讯）双溪龙镇及 

蕉赖皇冠城超过30个居协及睦邻 

计划中心，联合成立“反对双溪 

龙高尔夫球场重新发展计划联盟 

(CASLGCR )“，号召居民凝 

聚力量，反对发展商将双溪龙高 

尔夫球场转换综合性发展计划。 

该联盟是在3天前成立，两地居民 

受促踊跃出席4月14日（星期日）在双 

溪龙中学举行的听证会，结集不满声 

音，向雪州行政议员兼加影州议员许 

来贤反映有关综合性发展计划对两地 

带来的影响。 

连串宣导运动讲解计划弊端 

该联盟主席廖进发今午与秘书 

谭国存及多名委员，在双溪龙镇第七 

区向居民进行有关事件汇报。他说， 

该联盟在听证会举行之前，会进行一 

连串宣导运动，让更多居民了解该计 

划带来怎样的影响，同时也会收集居 

民的签名，呈交给国州议员带去州政 

府，让州政府了解居民为何会强烈反 

对。 

他解释，双溪龙镇出现多个新 

住宅发展计划，高尔夫球场是双溪 

龙镇唯一受保护的绿肺地段，如果保 

不住，尚地居民将承受无法预计的影 

响，例如人口激增、庞大车流量及环 

境破坏等问题。 

WP 
1 

“虽然发展商建议兴建高架天 

桥，衔接双溪龙镇与蕉赖皇冠城交 

通路口至加影外环大道，以疏散交 

通流量，可是未必能有效解决交问 
题。” 

他说，如果发展商在该地段兴 

建9000至1万个住宅单位及商舖，保 

守估计当地将增加1万8000辆额外车 

辆，加剧当地交通恶化。 

他强调，解决当地交通问题 

是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以一 

座高架天桥来交换该社区唯一的绿 

肺，破坏居民生活素质是非常不负 

责任的做法。 
他说，居民知道一旦移除社区 

的绿肺，将对生活带来严重后果， 

市议会和州政府受促审慎处理此 

事。 

约百名居民出席反对双溪龙高尔夫 

球场重新发展计划联盟举行的汇报会， 

了解发展商将高尔夫球场转换综合性发 

展计划的来龙去脉。 

廖进发（右）向居民汇报一旦高尔 

夫球场改建商业区和公寓，对居民所带 

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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