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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berapa peniaga warga
asing melarikan diri dan
meninggalkan barang
jualan mereka”

Juhari Ahmad,
Timbalan Yang Dipertua MPS

OPERASI BERSEPADU MPS, DBKL

Peniaga asing bertempiaran elak ditahan
Serbuan

banteras
pendatang
berniaga di Pasar
Borong Selayang

Oleh Fazrik Kamarudin
bhnews@bh.com.my

Selayang

Pendatang asing yang me-
ngendalikan perniagaan di
sekitar Pasar Borong Sela-

yang, dekat sini, bertempiaran
lari bagi mengelak ditahan dalam
operasi bersepadu dilancarkan
Majlis Perbandaran Selayang
(MPS) danDewan Bandaraya Kua-
la Lumpur (DBKL), malam kel-
marin.
Operasi yang turut disertai pe-

gawai Kementerian Perdagangan
DalamNegeri dan Hal Ehwal Peng-
guna (KPDNHEP), Polis Diraja Ma-
laysia (PDRM) dan Suruhanjaya
Syarikat Malaysia (SSM) itu ber-
tujuan membanteras warga asing
yang berniaga di sekitar kawasan
pasar berkenaan.

Tinggalkan barang jualan
Timbalan Yang Dipertua MPS, Da-
tuk Dr Juhari Ahmad, berkata be-
berapa peniaga warga asing ber-
tindak melarikan diri selepas me-
nyedari anggota penguat kuasa

melakukan serbuan kira-kira jam 9
malam kelmarin.
“Ketika kami membuat serbuan,

beberapa peniaga warga asing me-
larikan diri dan meninggalkan ba-
rang jualan mereka. Ada juga be-
berapa peniaga mencetuskan pro-
vokasi , mendakwa mereka
mempunyai surat kebenaran un-
tuk berniaga di lokasi berkenaan.
“Bagaimanapun, pemeriksaan

mendapati mereka tidak memiliki

permit atau kebenaranberniaga di
tapak berkenaan,” katanya selepas
mengetuai operasi terbabit.

Tindakan sita, tutup kedai
Beliau berkata, tindakan sita dan
tutup gerai dikenakan terhadap
individu yang didapati berniaga di
lokasi tidak diizinkan, selain tiada
permit mengikut Undang-undang
Kecil Penjaja (MPS) 2007.
Dalam operasi bermula kira-kira

jam 9 malam itu, MPS bertindak
menutup beberapa gerai buah-
buahan, sayur-sayuran dan ikan,
manakala barang jualan dirampas
selepas peniaga didapati berope-
rasi tanpa lesen.
Sedikit kekecohan tercetus apa-

bila beberapa individu tampil
mendakwa mereka pemilik gerai
berkenaan dan mempertikaikan
tindakan pihak berkuasa, namun
ia kemudian berjaya dikawal.

Pegawai MPS
bersama
Pegawai DBKL
memunggah
barang jualan
yang dirampas
sekitar Pasar
Borong Selayang,
malam kelm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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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S nafi maklumat operasi penjaja bocor 
KUALA LUMPUR 4 April - P e n i a -
ga warga asing seolah-olah da-
pat menghidu kehadiran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apa-
bila berjaya melarikan diri ketika 
operasi bersepadu penjaja warga 
asing di sebuah pasar raya di Se-
layang, semalam. 

Timbalan Yang Dipertua Majlis 
Perbandaran Selayang (MPS), Da-
tuk Dr. Juhari Ahmad bagaimana-
pun menafikan terdapat keboco-
ran maklumat susulan ketiadaan 
warga asing di beberapa gerai 
perniagaan sekitar pasar raya itu. 

Beliau berkata, 
kawasan tersebut se-
memangnya sudah 
terkenal dengan ak-
tiviti perniagaan yang 
dijalankan oleh warga 
asing. 

"Kalau kita lihat 
malam ini apabila 
kita tanya permit 
dan lesen, peniaga-
peniaga hilang dari-
pada tempat berniaga sekali gus 
menunjukkan gerai berkenaan 
dijaga oleh warga asing. 

JUHARI AHMAD 

"Tiada kebocoran 
maklumat, mungkin 
mereka melarikan 
diri apabila melihat 
anggota kami datang. 
Bahan jualan sep-
erti sayur, ikan dan 
buah-buahan diram-
pas memandangkan 
penangkapan warga 
asing bukan tanggung-
jawab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katanya dalam sidang 
akhbar di sini hari ini. 

Mengulas mengenai kekeco-

han yang berlaku antara bebera-
pa peniaga dan pihak PBT, Dr. Ju-
hari menjelaskan, provokasi itu 
berlaku ekoran tindakan peniaga 
yang berkeras dengan anggota 
MPS dengan mendakwa mempu-
nyai lesen perniagaan. 

"Mereka telah melakukan 
provokasi namun dapat dikawal 
oleh anggota PBT. Setiap kali ope-
rasi diadakan memang ada dalam 
kalangan peniaga yang membe-
ritahu bahawa mereka mempu-
nyai lesen tetapi apabila disiasat 
keadaan adalah sebalik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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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ajaan Selangor umum lantikan baharu
Pelantikan

bagi mantapkan
pencapaian,
sistem
penyampaian
khidmat
kepada rakyat

Oleh Norzamira Che Noh
bhnews@bh.com.my

Shah Alam

Kerajaan negeri mengu-
mumkan pelantikan baha-
ru dalam usaha meman-

tapkan tahap pencapaian serta
sistem penyampaian perkhidma-
tan kepada rakyat.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

dalam satu kenyataan berkata, ke-
jayaan kerajaan negeri mencatat-
kan nilai pelaburan tertinggi da-
lam sejarah pada 2018, bukti jelas
hasil kecemerlangan perkhidma-
tan kepada rakyat dan pertum-
buhan ekonomi yang meyakin-
kan.
“Kejayaan ini adalahmanifestasi

kecemerlangan perkhidmatan
awam yang dipacu di semua pe-
ringkat khususnya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serta syarikat mi-
lik kerajaan (GLC) milik kerajaan
negeri.
“Justeru, dalam usaha kerajaan

negeri memantapkan tahap pen-

capaian serta sistem penyampaian
perkhidmatan kepada rakyat,
kami melaksanakan beberapa pe-
lantikan baharu di peringkat tinggi
PBT dan GLC,” katanya dalam ke-
nyataan media, semalam.
Beliau berkata, lantikan berke-

naan membabitkan bekas Datuk
Bandar Petaling Jaya, Datuk Mohd
Azizi Mohd Zain yang kini menjadi
Ketua Pegawai Eksekutif Perbada-
nan Kemajuan Negeri Selangor

(PKNS) berkuat kuasa 1 April lalu.

Yakin pelantikan
beri impak terbaik
“(Bekas) Yang Dipertua Majlis Per-
bandaran Kajang (MPKj), Datuk
Mohd Sayuthi Bakar dilantik men-
jadi Datuk Bandar Petaling Jaya
denganmenjalankan tugasmulai 1
April (melalui surat Jabatan Per-
khidmatan Awam (JPA) berkuat
kuasa pada 15 Mac 2019.

“Pegawai Daerah Hulu Langat,
Datuk Rosli Othman pula men-
jalankan tugas sebagai Yang Di-
pertua MPKj dengan menjalankan
tugas mulai 1 April 2019,” katanya.
Amirudin berkata, kerajaan ne-

geri yakin sepenuhnya melalui pe-
lantikan berkenaan ia akan dapat
memberikan impak terbaik dalam
merealisasi harapan rakyat dan Se-
langor ke arahmenjadi Negeri Pin-
tar menjelang 2025.

Mohd Azizi Mohd Zain Mohd Sayuthi Bakar Rosli Ot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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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ul Hidayah Bahaudin
n u r u l. hiday ah @ hmet r o . co m. my

S elayang

B eberapa peniaga yang
beroperasi di tepi
Pasar Borong

Selayang di sini, kecewa
apabila Majlis Perbandaran
Selayang (MPS) menyita
barang jualan mereka tanpa
notis dalam operasi, malam
kelmar in.

Perbincangan peniaga
dengan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terbabit
turut kecoh apabila mereka
meminta penjelasan daripada
pihak berkenaan berhubung
tindakan sitaan itu.

Peniaga, Firdaus Salleh, 32,
berkata, pihak peniaga dan
MPS bersama Dewan
Bandaraya Kuala Lumpur
(DBKL) pernah berbincang
sebelum ini termasuk soal
permohonan permit untuk
berniaga di kawasan itu.

“Isu tapak bukan perkara
baru. Sebelum ini, kami
merujuk kepada DBKL
untuk permohonan permit
namun dimaklumkan
kawasan tapak gerai ini di
bawah pengurusan MPS.

“Proses penukaran status
tapak ini membuatkan
permohonan permit kami
tertunda. Sebelum ini pihak
berkenaan mengadakan
perbincangan kononnya
mahu mengeluarkan notis
terlebih dulu sebelum ambil
t indakan.

“Sebaliknya pula berlaku
malam ini (kelmarin) apabila
gerai kami ditutup,
manakala barang jualan
disita tanpa notis,” kat any a.

Dalam operasi bermula
jam 9 malam kelmarin,
beberapa gerai buah, sayur

dan ikan ditutup, selain
barang jualan turut dirampas
selepas didapati tidak
memiliki permit.

Ada peniaga warga asing
yang melarikan diri sebaik
melihat anggota penguat
kuasa membuat serbuan.

Peniaga lain, Rudi Hartono
Muhamiruddin, 47, berkata,
dia tidak berpuas hati
terhadap tindakan
dikenakan sambil
mendakwa MPS dan DBKL
seolah-olah bermain ‘t ar ik
t ali’ dalam isu status tapak
di kawasan berkenaan.

PA SA R
B ORONG

Peniaga pertikai tindakan MPS
sita barang jualan tanpa notis

“Sehingga kini masalah
(status tapak) masih
menjadi tanda tanya
hingga menyukarkan
kami melaksanakan
permohonan permit”
Rudi Hartono

KEC OH

ANGGOTA penguat kuasa merampas barang jualan peni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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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belum ini, lokasi ini
dikatakan di bawah
pengurusan DBKL namun
kemudian dimaklumkan
status itu ditukar kepada
(pengurusan) MPS.

“Kami (peniaga)
berbincang dengan
kedua-dua pihak terbabit
untuk permohonan permit
dan kebenaran untuk
berniaga di lokasi ini.

“Namun sehingga kini
masalah (status tapak) masih
menjadi tanda tanya hingga
menyukarkan kami
melaksanakan permohonan
p er mit , ” kat any a.

Sementara itu, Timbalan
Yang Dipertua MPS Datuk
Dr Juhari Ahmad berkata,
pemeriksaan mendapati
gerai berkenaan beroperasi
tanpa permit.

“Ada juga beberapa penjaja
warga asing melarikan diri
dan meninggalkan barang
jualan mereka.

“Pada masa sama,
beberapa peniaga
mencetuskan provokasi
dengan mendakwa mereka
mempunyai surat kebenaran
berniaga di lokasi berkenaan
namun pemeriksaan
mendapati mereka tiada
p er mit , ” kat any a.

“Sebelum ini pihak
berkenaan mengadakan
perbincangan kononnya
mahu mengeluarkan
notis terlebih dulu
sebelum ambil tindakan”
Firdau s

ANGGOTA penguat kuasa
memeriksa dokumen peniaga.

KEKECKEKECOOHHAAN yN yang berlaku di anang berlaku di anttararaa
peniaga dan anggotpeniaga dan anggota penguat kuasa penguat kuasaa
MPMPS yS yang menang menyyerbu Perbu Pasasar Borar Borongong
SSelayelayang, sang, semalam.e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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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k kongsi m i mp i

Faliq Lajim
am @ hmet r o . co m. my

Shah Alam

“D ua hari sebelum
tragedi itu, Adam
Miqhael (anak)

bermimpi bapanya akan di-
langgar kapal terbang dan
sempat memberitahu arwah
mengenainya .

“Namun, saya tidak sang-
ka ia rupa-rupanya bertukar
menjadi kenyataan,” ka t a
Nor Azawiah Md Usuf, 38,
isteri kepada juruteknik Ma-
laysia Airports Holdings Bhd
(MAHB) yang maut dalam
insiden di landasan Lapa-
ngan Terbang Sultan Abdul
Aziz Shah (LTSAS), Subang,
18 Mac lalu.

Dalam kejadian jam 3.20
itu, kereta unit kejuruteraan
MAHB dipandu mangsa,
Mohd Ruzaimi Iskandar Ah-
mad Razali, 39, dirempuh
sebuah pesawat persendiri-

an sebelum meninggal dunia
keesokan harinya.

Nor Azawiah berkata,
Adam Miqhael yang juga
anak ketiganya itu turut me-
maklumkan kepadanya me-
ngenai mimpi berkenaan.

“Namun, saya dan arwah
suami memberitahu kepa-
danya bahawa apa yang di-
mimpikan biasanya tidak
akan berlaku.

“Selepas tragedi itu,
Adam Miqhael yang me-
mang rapat dengan bapanya
terus demam dan fobia. Na-

mun selepas selesai urusan
pengebumian, dia mem-
beritahu turut bermimpi ar-
wah hadir dalam keadaan
ters enyum .

“Kini, dia bagaimanapun
masih tidak boleh membuat
sesuatu seperti bermain ga-
sing kerana akan cakap ‘ka -
lau ada ayah, mesti boleh’,”
katanya ketika ditemui pada
majlis Penyampaian Bantu-
an Faedah Pengurusan Mayat
dan Faedah Orang Tanggu-
ngan di sini, semalam.

Bantuan itu diserahkan

Ahli Dewan Undangan Ne-
geri (ADUN) Kota Daman-
sara Shatiri Mansor sambil
disaksikan Timbalan Penga-
rah Pertubuhan Keselama-
tan Sosial (PERKESO) Se-
langor, Mohammad Ramli
Ahmad Dahalan.

Pada majlis itu, ibu ke-
pada empat anak berkenaan
menerima bantuan faedah
pengurusan jenazah berju-
mlah RM2,000 selain ban-
tuan faedah orang tanggu-
ngan sebanyak RM2,955 se-
tiap bulan.

B alu
j uruteknik
maut di
landasan LTSAS
dapat bantuan
Perke s o

MOHAMMAD Ramli (kiri) bersama Shatiri (tengah) menyampaikan cek kepada Nor Azawi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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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Pelantikan baru PBT, GLC
Kerajaan Selangor
mengumumkan beberapa
pelantikan baharu di
peringkat tertinggi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dan syarikat berkaitan
kerajaan (GLC).

Individu itu antaranya
bekas Datuk Bandar
Majlis Bandaraya Petaling
Jaya (MBPJ) Datuk Mohd
Azizi Mohd Zain yang
dilantik sebagai Ketua
Pegawai Eksekutif
Perbadanan Kemajuan
Negeri Selangor (PKNS).

Bekas Yang Dipertua
(YDP) Majlis Perbandaran
Kajang (MPKj), Datuk
Mohd Sayuthi Bakar
dilantik secara rasmi
menjadi Datuk Bandar
M BPJ .

Bekas Pegawai Daerah
Hulu Langat Datuk Rosli
Othman pula dilantik
sebagai YDP MPKj.

Semua individu itu
secara rasmi menjalankan
tugas masing-masing
bermula Isnin lalu.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pelantikan

itu bagi memantapkan lagi
tahap pencapaian dan
sistem penyampaian
perkhidmatan kepada
rakyat negeri ini.

“Kerajaan negeri yakin
ia dapat memberi impak
terbaik dalam
merealisasikan harapan
rakyat dan negeri ini ke
arah menjadi negeri
pintar menjelang 2025,”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di sini,
s emalam .

Beliau berkata,
kejayaan kerajaan negeri
mencatatkan nilai
pelaburan tinggi dalam
sejarah tahun lalu
disifatkan bukti jelas hasil
ke cemerlangan
perkhidmatan kepada
rakyat dan pertumbuhan
ekonomi yang
meyakinkan .

“Kejayaan ini adalah
manifestasi kecemerlangan
perkhidmatan awam yang
dipacu di semua peringkat
terutama PBT dan GLC
milik kerajaan Selangor,”
katanya .

Headline Pelantikan baru PBT, GLC
MediaTitle Harian Metro
Date 05 Apr 2019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Setempat Circulation 112,705
Page No 40 Readership 338,115
Language Malay ArticleSize 113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4,452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13,355



Nilai prestasi setiap enam bulan

K erajaan Selangor me-
laksanakan Penara-
fan Bintang (Star 

Rating) bagi jawatan ketua 
kampung atau Pengerusi 
Majlis Pengurusan Komu-
niti Kampung (MPKK) di 
Selangor sejak 1 April lalu. 

Pengerusi Jawatankua-
sa Tetap Pembangunan 
Usahawan, Pembangunan 
Luar Bandar, Desa dan 
Kampung Tradisi, Rodziah 

Ismail berkata, penilaian 
prestasi itu akan dinilai se-
tiap enam bulan. 

Menurutnya, sistem itu 
diperkenalkan sebagai me-
nentukan kelayakan per-
khidmatan seseorang ketua 
kampung itu disambung 
atau ditamatkan.

“Kerajaan negeri perke-
nal garis panduan ini bukan 
sekadar untuk melihat ke-
cekapan ketua kampung 
sebaliknya membantu me-
ngenal pasti kelemahan 
yang boleh ditambah baik 
menerusi latihan serta kur-
sus. 

“Sebelum ini penilaian 
hanya berfokus kepada tiga 
kategori iaitu penubuhan 
MPKK, laporan minit dan 
kewangan. Star Rating 
akan menilai sepuluh seg-
men yang akan dinilai pe-
jabat tanah dan daerah 
(PTD) serta jawatankuasa 

Star Rating 
tentukan nasib 
ketua kampung 
sama ada kekal  

atau gugur

NORAFIZA JAAFAR

SERI KEMBANGAN

dilantik,” katanya selepas 
merasmikan Majlis Inter-
aksi Pemimpin, MPKK 
Selangor, semalam.

Seramai 639 ketua 
kampung dan Setiausaha 
MPKK seluruh Selangor 
hadir mengikuti Kursus 
Induksi selama dua hari 

bermula semalam bertem-
pat di Hotel Palace of The 
Golden Horses, di sini. 

Rodziah bagaimanapun 
menjelaskan, pemarkahan 
melayakkan jawatan itu 
disambung belum ditetap-
kan oleh kerajaan negeri. 

“Setiap kategori itu ada 

markah tapi kerajaan nege-
ri belum menetapkan mar-
kah yang perlu dilepasi bagi 
peringkat percubaan ini. 

“Namun, mereka yang 
mencapai markah paling 
rendah akan dinilai sama 
ada digugurkan lebih awal 
dari tempoh lantikan atau 

perlu menjalani beberapa 
fasa latihan untuk bim-
bingan,” katanya. 

Dalam perkembangan 
lain, Rodziah akan mem-
bawa cadangan kenaikan 
elaun ketua kampung da-
lam Majlis Mesyuarat Ke-
rajaan Negeri. 

“Permintaan ketua 
kampung ini wajar saya 
pertimbangkan setara de-
ngan urusan kerja mereka 
yang mencabar. 

“Elaun sedia ada ketua 
kampung adalah RM1,200. 
Daripada jumlah itu seba-
nyak RM700 ditanggung 
oleh kerajaan negeri mana-
kala bakinya dibiayai kera-
jaan persekutuan,” katanya. 

Seramai 371 ketua 
kampung didaftarkan selu-
ruh Selangor buat masa ini 
untuk tempoh lantikan 
berakhir 31 Disember 
2020.

Rodziah (berdiri, depan tengah) bergambar bersama peserta kursus induksi MPKK, semalam.

Headline Nilai prestasi setiap enam bulan
MediaTitle Sinar Harian
Date 05 Apr 2019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Selangor & KL Circulation 140,000
Page No 20 Readership 420,000
Language Malay ArticleSize 377 cm²
Journalist NORAFIZA JAAFAR AdValue RM 7,992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23,977



Tiga lantikan baharu di Selangor
SHAH ALAM - Kera-
jaan Selangor mengu-
mumkan tiga lantikan 
baharu di peringkat 
pihak berkuasa tempat-
an (PBT) dan syarikat 
milik kerajaan (GLC) di 
negeri ini dalam usaha 
memantapkan sistem 
penyampaian perkhid-
matan kepada rakyat.

Menteri Besarnya, Amirudin Shari 
berkata, bekas Datuk Bandar Majlis 
Bandaraya Petaling Jaya (MBPJ), Datuk 
Mohd Azizi Mohd Zain dilantik Ketua 
Pegawai Eksekutif Perbadanan Kema-
juan Negeri Selangor (PKNS) mulai 1 
April lalu.

Bekas Yang Dipertua Majlis Per-
bandaran Kajang (MPKj), Datuk Mohd 
Sayuthi Bakar kini mula bertugas seba-
gai Datuk Bandar Petaling Jaya, Isnin 
lalu.

Manakala bekas Pegawai Daerah 
Hulu Langat, Datuk Rosli Othman pula 
dilantik Yang Dipertua MPKj.

“Kerajaan Selangor yakin sepenuh-

nya pelantikan ini dapat memberi im-
pak terbaik dalam merealisasi harapan 
rakyat dan negeri Selangor ke arah 
menjadi Negeri Pintar menjelang 
2025,” katanya.

Terdahulu, beliau berkata, kejayaan 
Kerajaan Selangor mencatatkan nilai 
pelaburan tertinggi dalam sejarah tahun 
lalu adalah bukti jelas hasil kecemer-
lanhan perkhidmatan kepada rakyat 
dan pertumbuhan ekonomi yang me-
yakinkan. 

Kejayaan tersebut katanya, meru-
pakan manifestasi kecemerlangan per-
khidmatan awam yang dipacu di semua 
peringkat khususnya PBT dan serta 
GLC di Selangor.

MOHD AZIZI MOHD SAYUTHI ROS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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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ara barang jualan yang disita pada operasi MPS.

SELAYANG - Operasi Bersepadu Pen-
jaja Warga Asing di hadapan NSK di sini 
oleh Majlis Perbandaran Selayang 
(MPS), kelmarin bertukar kecoh selepas 
terdapat pihak tidak berpuas hati dengan 
tindakan itu. 

Seorang lelaki berusia 40-an yang 
bertindak sebagai orang tengah mem-
pertikaikan tindakan rampasan barang 
oleh penguatkuasa MPS yang didakwa 
dijalankan tanpa sebarang notis. 

Bagaimanapun, Timbalan Yang Di-
pertua MPS, Datuk Juhari Ahmad yang 
mengetuai operasi itu mempertahankan 
tindakan penguatkuasaan itu. 

 "Apabila kita buat operasi memang 
ada dalam kalangan peniaga kata mere-

ka mempunyai lesen dan permit.
"Tetapi, hasil pemeriksaan yang di-

lakukan mendapati tiada permit rasmi 
dikeluarkan oleh mana-mana pihak," 
katanya. 

Dalam perkembangan sama, beliau 
menafikan berlakunya kebocoran mak-
lumat semasa operasi dijalankan bermu-
la jam 8.30 malam itu. 

"Umum sedia maklum kawasan Se-
layang Utara ini sememangnya menjadi 
lokasi perniagaan warga asing. 

"Tiada peniaga warga asing di lokasi 
sewaktu operasi disebabkan mereka ter-
lebih dahulu ternampak kehadiran van 
penguatkuasa tiba menyebabkan mere-
ka lari,"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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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duduk mahu lampu isyarat
BANDAR BUKIT RAJA – 
Khuatir dengan keselamatan 
pengguna di simpang empat 
Persiaran Sungai Keramat, di 
sini, penduduk memohon 
pihak berkenaan menyedia-
kan lampu isyarat sebagai 
langkah keselamatan.

Salah seorang penduduk, 
Tan Seng Chen, 36, berkata, 
penduduk terpaksa memper-
judikan nyawa setiap hari 
terutama waktu puncak.

“Jalan ini memang sibuk 
setiap hari kerana ia juga la-
luan pintas bagi pengguna 
yang ingin ke Kapar Indah.

“Kadang-kadang kami 
ambil masa lama untuk me-
lintas kerana bimbang de-
ngan pemandu laju yang 
membahayakan pengguna 
lain terutama me-
reka yang mena-
iki motosikal,” 
katanya ketika 
ditemui,di sini.

Menurutnya, 
kes kemalangan 
juga kerap ber-
laku di kawasan 
simpang empat 
terbabit.

“Setiap bulan 
pasti ada kes ke-
malangan ber-
laku di sini. Kami 
sudah lali dan tak hairan bila 
berlaku kes kemalangan de-
pan mata. Kalau ada lampu 

SENG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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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yarat, mungkin 
perkara ini dapat 
dielakkan,” kata-
nya yang mene-
tap di situ sejak 
10 tahun lalu.

Bagi Baljit 
Singh, 48, pula 
berkata, lampu 
isyarat perlu di-
pasang secepat 
mungkin bagi 
mengelak lebih 
ramai orang ter-

cedera atau nyawa terkorban 
akibat kemalangan. 

“Kenderaan berat juga 

sering menggunakan laluan 
ini. Jadi kami minta pihak 
berkuasa harus bertindak 
segera.

“Saya tidak sanggup lagi 
melihat penduduk terbabit 
kemalangan,” katanya.

Tambahnya, pengguna 
jalan raya juga harus meman-
du dengan berhati-hati dan 
tidak melebihi had laju.

Tinjauan Sinar Harian 
mendapati,  laluan berkenaan 
yang sibuk menyebabkan 
pengguna sukar untuk me-
lintas di simpang empat 
terbabi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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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aman tikus tanah
Lebih 200 
penduduk 

berdepan isu  
sistem longkang 
tidak sempurna

ARZIANA MOHMAD 
AZAMAN

SAUJANA UTAMA

L ebih 200 penduduk di 
Saujana Utama Fasa 1 
Seri Pagi (Sutra 1), di 

sini berdepan masalah ti-
kus tanah yang berpunca 
sistem perparitan tidak 
sempurna sekali gus meng-
undang ancaman jangkitan 
penyakit.

Lebih membimbang-
kan, bukan sedikit tetapi 
ribuan tikus tanah menja-
dikan lubang pada long-
kang sebagai habitat dan 
mengganggu simpanan 
makanan penduduk.

Pengerusinya Jawatan-
kuasa Penduduk Sutra 1, 
Wan Ismail Hashim men-
jelaskan, isu ini sudah ber-
larutan sejak lebih 10 tahun 
selepas didakwa tiada kerja 
penyelenggaraan sistem 
longkang.

“Penduduk merungut 
sebab saiz tikus tanah ni 
bukannya kecil…ada sebe-
nar kucing dan kucing pun 
tak lalu nak makan tikus ni 
sebab baunya busuk ma-
cam bangkai,” katanya.

Seorang penduduk, 
Anuar Ali, 50, berkata, isu 
longkang tersumbat dan 
tidak mengalir sempurna 
juga menjadi salah satu ma-
salah kepada penduduk 
setempat sehingga kawa-
san ini menjadi hotspot 
wabak denggi.

“Kalau boleh pihak ber-
wajib dapat bantu selepas-
kan isu tikus ini supaya ti-
dak melarat kemudian hari.

“Longkang yang ber-
masalah dan bertakung air 
perlu dibaiki segera supaya 

Penyelia Kawasan Zon Pembersihan KDEB, Mohd Shariff (kiri) menunjukkan 
lubang pada longkang yang dipercayai menjadi sarang tikus tanah.

Ancaman tikus tanah yang dibangkitkan penduduk 
Sutra 1 yang didakwa berlarutan sejak lebih 10 tahun.

aliran air dapat berjalan 
sempurna,” katanya,

Pengerusi Majlis Per-
muafakatan Penduduk 
(MPP) Saujana Utama, 
Khairul Annuar Jalaluddin 
menjelaskan, penduduk 
bimbang ancaman tikus 
tanah ini yang boleh meng-
undang risiko kesihatan.

“Penduduk mohon pi-
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dapat membantu 
menyelenggara longkang 
kerana risiko penyakit ter-
lu tinggi.

Sementara itu, Yang 
Dipertua Majlis Daerah 
Kuala Selangor (MDKS), 
Rahilah Rahmat turut me-

maklumkan, pihaknya 
akan mengarahkan pihak 
yang bertanggungjawab 
untuk melaksanakan pem-
bersihan longkang.

“Sekarang ini, kerja 
pembersihan dibawah 
Kumpulan Darul Ehsan 
Berhad (KDEB) dan akan 
minta kontraktor mengo-

rek longkang sebu supaya 
tanah yang menjadi sarang  
tikusdibersihkan.

“Pada masa sama, kita 
menggalakkan penduduk 
setempat menyertai Kem-
pen Kawalan Tikus 2019 
yang sedang berlangsung 
sehingga 31 Disember nan-
ti,” katanya.

Headline Ancaman tikus tanah
MediaTitle Sinar Harian
Date 05 Apr 2019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Selangor & KL Circulation 140,000
Page No 34 Readership 420,000
Language Malay ArticleSize 406 cm²
Journalist ARZIANA MOHMAD AZAMAN AdValue RM 8,607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25,822



Keeping PJ squeaky clean 
New mayor wants hygienic city and good service for the people 
By SHEILA SRI PRIYA 
sheilasripriya@thestar.com.my 

THE new Petaling Jaya mayor's top 
priority is to ensure every part of 
the city is clean, including housing 
and commercial centres. 

Datuk Mohd Sayuthi Bakar, 50, 
who was sworn in yesterday at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said his other important duties 
included addressing public com-
plaints and providing good service 
to the people. 

"We must take the public com-
plaints seriously as we are here to 
provide service," he said. 

As someone who has served four 
councils in the past eight years, he 
said he was seasoned in dealing 
with local council issues. 

He has served in Selayang, 
Subang Jaya, Sepang and Kajang. 

"I hope to put my best foot for-

Mohd Sayuthi being sworn in as the new Petaling Jaya mayor. 

ward," he added. 
He thanke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or giving him the 
honour to serve his mayoral 

duties, which he hopes to use to 
boost the Smart City plan for 
Petaling Jaya. 

He said he looked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MBPJ's experienced 
councillors and council officers. 

Mohd Sayuthi, who was born in 
Kedah, holds a Bachelor of Arts 
(Hons) i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from Universiti Malaya and 
Master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rom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Among his career highlights was 
serving as deputy director of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s enforce-
ment division in 1995. 

He also served in the Home 
Affairs Ministry and was Selangor 
internal audit chief. 

Mohd Sayuthi also served as 
president for both Sepang and 
Kajang municipal councils. 

He also received the Excellent 
Service Award better known as the 
Anugerah Perkhidmatan 
Cemerlang (APC) five times 
throughout his 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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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说，全世界的民宿行业，都存有一些不 

t安全因素，导致海外许多地方政府禁止民 

宿，如巴黎、阿姆斯特丹、纽约等。 

他指出，因为没法令约束民宿行业，业者可无 

执照营业，业者也无需遵守多项酒店业者必须履 

行的条件，如记录租户资料、保险等。 

“这也令民宿业者所需的成本，比起酒店业者 

低，进而形成不公平竞争。” 

他说，业者也可能面对把房屋出租给罪犯的风 

险，反之，租户也可能遇到心怀不轨的民宿业 

者，对双方都没保障。 

靈市廳冀達雙臝局面 

擬指誦 
(八打灵再也4日讯）八打 

灵再也市政厅鉴于居民对业主 

把住家改为民宿出租的投诉众 

多，打算拟定相关指南约束与 

规范化灵市的民宿业者，让业 

者与居民能达到双赢局面。 

灵市副市长佐哈里说，在2017 

年，灵市有1685个单位注册为民 

宿，让灵市成为全马第4多民宿的 

地区，而最近有关民宿的投诉也曰 

益士鲐力口 
皿€指°出，市政厅经常接获居民投 

诉，如有陌生人士出入，又制造喧 

哗噪音，阻碍交通等，影响到居民 

原本的生活素质。 

他说，房屋与地方政府部目前也 

有针对民宿行业拟定条例，不过因 

为灵市面对众多投诉，因此他们先 

展开研讨收集各相关单位的意见， 

找出解决方案。 

沒執照可被罰款 

他今日为“解决民宿带来的问 

题”研讨会开幕时，这么指出。 

他说，严格来说，在灵市酒店地 

方法令当中，民宿这类短期出租的 

单位，也属于商业单位，业者是必 

须申请执照，若没有执照是可以被 

“除了居民的投诉外，其实酒店 

业者也有投诉，因为民宿没有受限 

于法令，开业成本远比酒店低，所 
以租金也能比酒店便宜。” 

他指出，科技时代衍生许多新行 

业如电召车、民宿等，这类行业也 

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及规范化。 

出席者有旅游部旅游执照组秘书 

诺哈林达、市议员费南迪斯、大马 

酒店协会总执行长叶立圣、大马规 

划师协会理事阿都哈密、玛拉大学 

酒店管理与旅游副教授莎拉米婭。 

受邀出席研讨会者包括民宿业 

者、酒店业者、地方政府、居民协 

会等相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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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蒲种区会要求州政府交代，为何耗资巨款为沙登治水，仍频发生水灾的原因。 

mmmmmr 了三届政!^ 2IRM35P 
：锒议艮治： 

t费其袪，理应】 

(沙登4日讯）沙 

登区在近5年来，每 

逢豪雨就会造成水 

灾，马华蒲种区会要 

求人民代议士和雪州 

政府对治水无能作出 

交代！ 

马华蒲种区会副主席郑东和列出古腰河和沙登 

电动火车站前方新街场大道路段在近5年来的水灾 

纪录，谴责雪州政府耗资逾千万令吉治水，仍令 

沙登人民饱受水灾之苦。 

他说，古腰河的水灾记录分别是在2015年4次、 

2017年1次、2017年2次、2018年2和今年4月2曰。 

“至於沙登电动火车站前方路段，严重水灾分 

是2014年4月、2015年11月和本月2曰。“ 

他指出，雪州政府在2013年拨出874万令吉在沙 

登推动8项防洪计划，201T年提高拨款至1630万令 

蒲種馬華轟耗千萬卻治水無能 
吉用於防洪和古腰河防洪工程，还声称有效治水 

长达50年。 

需定時清理古腰河 

“另外，雪州政府拨款362万令吉在古腰河安置 

3架荷兰进口的全新的自动化电子系统水泵，每 

秒可抽泵2100公升的水，真的能解决水患？ ” 

他点名史里肯邦安州议员欧阳捍华在当地担任 

人民代议d：已经11年，没有有效治水和监督防 

洪，理应就频发生水灾向沙登居民公开道歉。 

他说，雪州政府必须认真看待沙登新村、古 

腰河以及沙登电动火车站？前的频密泛滥成灾问 

题。 

他坦，言，马华多次提醒雪州政府需要定时清理 

古腰河，定时进行挖掘河床和筑河堤工作。 

他促请欧阳捍华、水利灌慨局以及大道公司一 

起？合作解决道路？水灾和疏通河流工作。 

“沙登水灾严重性一次比一次糟糕，不要每次 

等到水患发生才来后知后觉。” 

T71华浦种区会主席拿if廖润 

1强认为，沙登水灾原因 

之一是古腰河河床太浅，若有 

关当局再不对症下药处理，沙 

登区居民将会一直面对水灾梦 

魇。 

1 也说，本月2日发生的水灾 

至少影响500户居民，造成的 

损失庞大，欧阳捍华选择性派 

发数百令吉援助金也无法弥补 

损失，应该对严重损失的灾民 

发放合理赔偿。 

他直言，现在的古腰河河床 

太浅，即便有水泵操作，也无 

法将雨水排走。 

他促请人民代议士和雪州政 

府交代，为何花了庞大拨款进 

行治水工作，居民仍逃不了不 

了水灾命运。 

“人民代议士要脚踏实地解 

决问题，在水患发生之前就有 

治水方案，而不是灾后才现 
身。” 

i也们在记者会后，将质问州 

政府交代水灾原因的橫幅挂在 

古腰河路，惟在中午12时30 

分，被不明人i拆下。 

廖潤強須對症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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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圏 

前曰成績（3曰） 

mm (M3) 负霹雳经济发展局 1比2 
吉打 胜雪兰莪联(马首) 3比2 (加时) 

霹雳 胜森美兰（马首） 2比1 

雪兰莪腿几构 胜马六甲 3比2 

彭亨 胜 PIB (M4) 仳0 

玛拉工艺大学（马首) 负八打灵再也市 0比2 

吉兰丹联(M3) 胜沙巴（马首） 1比0 

槟城（马首） 胜监觀球会(M3) 1比0 

吉隆坡 胜敦拉萨球会(H3) 3比0 

注：马超球队不加注明。 

*第3圏（16強）抽籤結果 

柔佛达鲁塔克欣对雪兰莪发展机构 

雪兰莪 对土地发展局联 

吉打 对八打灵再也市 

槟城（马首）对吉隆坡 

国民大学（马首）对彭亨 

霹雳经济发展局对警察（马首）/砂拉越（马首) 

吉兰丹联（M3)对登嘉楼 

而连突足总(H4)对霹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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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剎小販公會爭取多年 

抑耐B服 

(吉隆坡4日讯）隆市敦依斯迈花园 

巴刹小贩公会经过多年争取，终于获 

得该巴刹泊车场管理杈，巴刹小贩、 

顾客不必再苦于无泊车位。 

•席 
杨泊 
巧车 

不过，该公会接管巴刹泊车场 

的时间仅有1年，既从4月1曰起 

至明年3月31日，过后会检讨公 

会管理泊车场的表现，再决定泊 

车场以后的管理方向。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 

长兼泗岩沬国会议员杨巧双指 

出，这只是短期安排，长远的计 

划仍需要吉隆坡市政局在该区建 

设多层泊车场，以解决严缺泊车 

位问题。 

月票者霸佔影響生意 

她今曰出席该巴刹泊车场移交 

管理权仪式时说，该巴刹附近有 

商业区和办公室大楼，车流量很 

高，而且附近一带的泊车场泊车 

费不便宜，所以大部分驾驶人士 

会将车停泊在收费最便宜的巴刹 

泊车场，这也导致巴刹顾客没有 

地方泊车，直接影响小贩生意。 

出席者包括，敦依斯迈花园巴 

刹小贩公会主席吴月嫦。 

杨巧双说，巴刹的泊车场本来 

的用途力是让巴刹顾客使用的， 

不是让人长期霸占而造成对/」、贩 

和顾客的不便，由于该巴刹的泊 

车场向来都是由私人单位管理， 

所以以每月220令吉的月费价格 

出租给附近的人，导致了小贩和 

顾客的不便。 

她指出，如今在市政局协调 

下，泊车场管理权终归于公会， 

新的泊车费制度也由市政局决定 

下，解决了泊车场长期遭泊车月 

票者霸占的现象。 

她也说，附近的上班族、商家 

等，可以选择将车泊在邻近的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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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站泊车场，只需乘搭一个站的捷运即可 

抵达，且这些泊车场收费也仅是一整天4令 

口°她坦_，泊车场管理权交给了公会管 

理，这样一来，公会也会比私人单位更著 

紧和用心管理。 

•泊车场新收费价格表清楚列出在收 

费站处。 

"3^7巧双认为，市政局 

—应将免费巴士服务 

范围延伸到更大地区，如 

敦依斯迈花园，因该区的 

商业活动和车流量很高， 

为了鼓励人们使用公共交 

通，市政局不妨提供人们 

更多方便。 

她也指出，由于接到很多投 

诉都是有关到市政局办理事务 

手续的繁杂步骤，民众经常得 

不到直接的指示说明，结果被 

迫浪费许多时间来厘清所有的 

程序和完成事务。 

她说，市政局有必要重新 

检讨这方面的程序操作，希 

盟执政后所提倡的“Business 

Friendly"含义并非只针对大 

型企业，包括中、小型企业， 

政府部门须提供方便、清楚和 

快捷的服务给人们。 

她指出，吉隆坡市长之前曾 

在梳邦再也市议会担任主席， 

并把市议会打理得非常好，相 

信他有能力将在梳邦再也的成 

就也延续到吉隆坡。 

吳月嫦：増24泊車位 
$月嫦指出，在接管巴刹泊车场后， 

$增加了24个泊车位，故此共180个 

泊车位，其中16个留给小贩以月租方式 

租下，尽量提供他们所需的方便，尤其 

是对行动不便的小贩。 

她说，争取多年，如今终如愿获得泊 

车场管理权，顾客就无须再千辛万苦的 

寻找泊车位，小贩的生意也有望恢复。 

她指出，泊车场由私营单位管理的期 

间，外来者以每月220令吉租下泊车位， 

且是从早上泊至傍晚的放工时间，几乎 

就是全天候的霸占。 

她说，为了避免泊车场再遭外来 

者全天候霸占，公会将泊车费调至每 

曰最顶限收费为40令吉，首15分钟免 

费、第一和第二个小时均为1令吉、 

第3个小时起和超过2小时的收费则是 

每小时3令吉、接下来的则是每小时5 

令吉、之后的4小时则一律40令吉。 

她指出，这收费是由市政局定下，主 

要是避免泊车位长期被霸占，让前来消 

费的顾客可以有泊车位。 

•巴 
杨刹 
巧泊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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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者与官员争执，声称本身没有违法。•官员检查证件。 

(士拉央4日讯）士拉央市议 

会与吉隆坡市政局合作，取缔 

于士拉央批发市场外营业的外 

劳小畈。 

在行动期间，数名业者斥责 

市议会没有搞清楚权限，到 

市政局范围执法，还声称自 

己拥有执照。 

士拉央市议会副主席拿督 

佐哈里说，.:士拉央批发公市 

外围一向来有许多外劳在营 

业，而在他们抵场后，许多 

业者都不见踪影，可见这 

些都是外劳经营。 
他指出，他们一共出动 

了153名官员，包括有来 

自贸消部、22名警员、13 

士拉央市會隆市局 

聯合取締外勞小販 
名市政局官员及公司注册委员 

会5人。 

“我们还准备了 5辆罗厘运载 

货物，相信是可以装满。” 

只能充公貨物 

他说，他们的成员中没有移 

民局官员，因此无法逮捕外 

劳，只能充公货物。 

“这些货物都是鱼类、水果 
或蔬菜。” 

他昨晚率队前往取缔时，这 

-么指出。 
’询及°业者声称拥有执照时， 

佐哈里并不愿意置评。 
“我们每次行动时，一定会 

有人说自己有执照，但我们今 

晚是取缔外劳，地方政府是不 
会发执照给外劳。” 

他说，那些地方也没有地方 

政府允许他们经营，甚至也没 

有把执照挂出来。 

被 

. . I  
兔：釋濟: 

0 

H i  

辟峰-，為/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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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棵树木“橫躺”在 

路上，导致交通受阻。 

% 
(八打灵再也4曰讯）昨天 

下午一场大风雨，八打灵再 

也多区发生树木倒下，更有 

一些车辆被树木压毁。 

在昨天下午3时许的一场大 

雨，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在其 

管辖区内接到至少8宗树木倒 
下“橫躺”在道路上或者是 

有停泊在路旁的车辆被大树 

压毁。 

树木倒在路上的课题发 

生时，八打灵再也市政厅的 

快速队伍、消拯局等也接到 

民众的投报，前往事发现场 

清理已倒在道路上的树木。 

上述课题分别发生在14/20 

路、培才华小外的ss 2/59 

路、PJs 3/49路、ss 8/4 路 

工业区、灵市21/28区、 

14/47路、14/22 路、SS3/22 

路等。 

倒。f的树木压到停泊在路 

旁的车辆，因其中一些树木 

非常粗壮，也导致一些车辆 

压毁的情况也相当的严重。 

•市政厅快速队伍和消拯员也到场 

协助清理倒在路上的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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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4 

日讯）八打灵再 

也新任市长拿督 

沙尤迪于今午宣 

誓就职，希望延 

续灵市发展方向， 

向精明城市方向。 

他说，在接下来任期期间， 

将重点放在整顿市内的卫生问 

题，并认为灵市仍有进步的空 

间，可以达到更高的层次。 

他今日在就职典礼后指出， 

虽然他曾在雪#丨其他地方政府 

服务，所居住的地区，靠近灵 

市，不过，这与在八打灵再也 

市政厅任职则是另一回事了， 

对内部的运作无疑是需要时间 

继续迈来了解和适应。 

深入瞭解市民投訴 

沙尤迪说，他曾在士拉央市 

议会、梳邦再也市议会任副主 

席、雪邦市议会和加影市议会 

任主席及雪州经济策划单位服 

°他对雪州地方政府并不陌 

生，并认为每个地方政府其实 

都面对同样的问题，包括卫 

生、垃圾和执法等，只是不同 

的地方政府所面对的程度则不 

同。 

他说，除了关注市内的卫 

生、垃圾问题，他也将探讨市 

民的投诉，尝试深入了解投诉 

的内容和主因，从这方面著 

手，将问题彻底解决。 

他指出，他希望能提升市政 

厅的服务，而他做为一个来自 

灵市外的’"外人”，比较能够 

把市内所面对的问题看清，这 
也是优势之一。 

•在宣誓就职礼完毕后，沙尤迪（前排左6)与市议员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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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赖斯嘉镇部分道路出现积水，汽车涉水而过。 

蕉賴積水樹倒壓毀車 
(八打灵再也4日讯）午后一场倾盆大雨，造成蕉赖一些 

地区出现闪电小水灾、道路积水及树倒压车的情况，使得一 

些地区因此塞车，而消拯局等单位则因而忙于救灾工作。 

雪隆至今已是一连三天在下午时分出现豪雨，以致雪隆一 

带的居民“闻雨变色”。 

吉隆坡市政局咨询理事会成员单敬茵披露，吉隆坡一带是 

于下午4时许开始下大雨，过后，市政局接获友力花园发生 

树倒及压毁汽车的投报，所幸未造成人命伤亡事件。 

据悉，Eko Cheras广场前的蕉赖路、蕉赖斯嘉镇玛尼斯路 

及蕉赖六里村9路也都出现道路积水现象，所幸积水在短时 

间内就排出。 

此外，消拯局也接获蕉赖商业区卡卡路、安宁镇小贩中 

心、友力花园克东巴路及蕉赖美达花园等地发生倒树及压毁 

车辆事件的投报，而该局也在短时间内前往现场，把倒下的 

大树移走。 

•友力花园1 /95B路一棵大树倒下，压毁一辆停泊在 

路旁的汽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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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登1年至少2水災 

馬華抨希盟防洪無能 
••••••••••••••••••••••••••••••••••••••••••••••••••••••—nnwnnwi 

(雪兰莪.沙登4日讯）耗资1630万展开古腰河防洪工程，又另外拨款362万令吉装置全 

自动电子系统水泵，希望联盟执政雪兰莪州11年，在花费大笔款项后，沙登古腰河水患 

情况依然没有减缓，一年至少2次发生水深近4尺的水患，马华蒲种区会为此斥责希盟政 

府防洪无能，监督不力！ 

马华也促史里肯邦安区州议员欧阳捍 

华必须向备受水患之苦的村民道歉，雪 

兰莪州政府也同时必须对4月2日刚发生 

的水患中蒙受影响的近500户人家作出 

合理的赔偿。 

促欧阳捍华向村民道歉 

马华蒲种区会主席拿督廖润强强调， 

沙登于4月2日发生历史上最严重的水 

灾，古腰河岸、沙登再也、斯里沙登、 

沙登火车站一带、金马花园、第9区、 

沙登华小二校等多地因为古腰河水泛 

滥而遭到广泛淹没，氺深达4尺半，近 

500户住家都泡在水中央。 

他说，这次水灾不但造成村民蒙受严 

重财物损失，还对村民带来极大不便， 

也突显希盟执政雪兰莪州11年来，对整 

治沙登的水患依旧无能为力。 

“水灾一再发生也证明希盟政府过去 

的治水和防洪举措都只是表面功夫，无 

法真正有效及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 

他说，雪兰莪州政府声称耗资过千万 

令吉整治古腰河，可是沙登还是一再发 

生水患，因此马华提醒政府必须脚踏实 

地解决问题，不要逢水灾才出现，反之 

应该未雨绸缪，与雪兰莪州水务局及梳 

邦再也市议会共同合作，有效的解决沙 

登水灾问题。 

廖润强今日连同署理主席刘有福、副 

主席郑东和及一众执委到古腰河岸及电 

子水泵前拉起横幅，促雪兰莪州政府交 

代防洪整治效果以及向饱受水灾之苦的 

人民道歉。 

与此同时，郑东和说，201 5年迄 

今，古腰河就发生8次严重闪电水灾， 

分别为2015年9月21日、10月31日、 

11月3日、2017年3月26日、•！ 1月18、 

2018年10月3日、11月18日及今年4月 
2B ° 

"其中2017年3月26日的水灾水深4 

尺，而4月2日的水灾更严重至水深4尺 

半。”他说，沙登火车站前的新街场 

大道也分别于2014年4月22日、2015年 

11月3日及今年4月2日发生严重闪电水 
灾。 ‘ 

他说，雪兰莪州政府于2013年拨出 

874万令吉在沙登推动8项防洪计划， 

并于2017年再次提高拨款至1630万令 

吉用于沙登防洪和古腰河防洪工程，还 

夸口说2018年完工可以有效治水长达 

50年。 

“欧阳捍华同时也说，为了解决沙登 

新村水灾问题，雪兰莪州政府已拨款 

362万令吉在古腰河安置3架荷兰进口 

的全新的自动化电子系统水泵，这3架 

水泵每秒可抽泵2100公升的水。‘’ 

"沙登居民现在很想知道这些花费到 

底改善了甚么，在防洪及整治沙登水灾 

的功效在哪？ 

•廖润强（左起）、刘有福及郑东和认为，雪兰莪州政府没有定时清理古 

腰河河床，是其中一个导致沙登雨成灾的主因。 

曾多次提醒 

需定時清理古腰河 
U华蒲种区会副主席郑东和表示， 

•^7对行动党在雪兰莪州执政11年仍 

无法解决水患问题感到遗憾。他说，马 

华多次提醒雪兰莪州政府需定时清理古 

腰河及展开保养工作，包括定时挖掘河 

床及筑河堤，同时也必须定时清理河床 

垃圾，以避免垃圾阻塞引发水患。 

"请问他们做了吗？他们根本没有接 

纳马华所提出的建议，‘定时清理和保 

养古腰河，让水灾的伤害减到最低。他 

们每次都是等到水患发生才来后知后 
觉。，，， 

他说，沙登水灾一次比一次严重，这 

已经证明欧阳捍华这11年来治水和防 

洪无能，监督不力，令沙登居民饱受水 

灾之苦，欧阳捍华理应向村民公开道 

歉。 

他说，雪兰莪州政府必须认真看待古 

腰河以及沙登火车站前的新街场大道频 

密泛滥成灾问题。 

“欧阳捍华须和希盟政府属下的水利 

灌溉局及大道公司一起合作解决道路水 

灾和疏通河流工作，才是上上之策。“ 

“我们也促请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作出 

解决水患的短期方案和长期方案，好让 

住在古腰河旁的沙登居民能安枕无忧， 

也让使用新街场大道的驾驶者安全回 

家。我们不要再次看到每次水患发生 

后，行动党国州议员叫几位有关当局负 

责人实地考察后就草草了事，沙登人民 

要的是解决方案。 

郑东和也促请雪兰莪州政府理应给予 

水灾影响的村民和商家们一个合理的赔 

偿，而非象征性和选择性的给予两三百 

令吉打发。（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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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講座或上課 消拯員5年調任防貪污 
(沙亚南4日讯）新科上任的雪 

州消防及拯救局局长诺阿占披露， 

在消拯局各小组担任要职的消拯 

员，包括发执照小组和建筑检查 

小组的消拯员，因处在贪污“高风 

险”小组，所以需在5年内调任， 

以防止消拯员待太久而涉入贪污事 

件。 

他说，贪污较“高风险”的小组 

包括发执照小组和建筑检查小组的 

消拯员，以及担任高职的官员，因 

此为免待太久而衍生贪污滥权，这 

些官员都会在5年内转调到别的局 

处任职。 

今年3月15日调到雪州出任局长 

的诺阿占，于今早在副局长万拉扎 

里及沙亚南区指挥官拉查立陪同下 

主持常月集会时说，消拯局非常重 

视贪污问题。为了杜绝贪腐现象， 

雪州消拯局也会寻求反贪会的协 

助，为各消拯局举办反贪腐讲座。 

“上周就有消拯员因涉收贿而被 

控上庭，所以消拯局未来还会采取 

更多措施或课程来教育消拯员。至 

目前为止，消拯局涉贪的问题还受 
控o “ 

此外，他指出，截至今年3月， 

,向雪州消拯局提出建筑安全执照 

申请的有275家，其中167家获批 

准，其余的仍在处理中。不过，他 

强调，业主或业者需符合所有安全 

条规后，消拯局才会发出执照。 

他披露，对于没有遵守建筑安全 

条例的业者或业主，在1988年消 

防服务法令第10条文下，可被罚 

款不超过5000令吉、监禁不超过3 

年。截至目前，雪州消拯局发给业 

主或业者的警告信，高达176张。 

(TSI ) 

•甫于3月15日上任雪州消拯局局长的诺 

阿占（左二），于常月集会上检阅沙亚 

南消防及拯救队。 

诺 阿占说，雪州3月的火 

灾投报相比1月份增加 

10%,原因是雪州泥炭地 

发生林火事件。目前，雪州 

有四处地方约总面积2 83公 

顷的泥炭地发生林火，而消 

極局在雪州政府管辖下的雪 

州天灾管理委员会、水利灌 

跟局、地方政府和协助下， 

雪283公頃泥炭地發生林火 
成功在7至8天扑灭所有火 

势。 

他披露，根据记录显示， 

许多林火发生的地点之前都 

曾发生过患，显然人为因 

素造成，因此奉劝农民或园 

丘业者勿再露天焚烧，因为 

经过风吹就会飘到林地，引 

发一连串不可收拾的林火。 

另一方面，原是森州消 

拯局局长的诺阿占，于今 

年3月15日调到雪州出任局 

长。他坦言，雪州于去年接 

获的电话投报高达2万通， 

是全国最多的州属，所以要 

胜任局长一职并非易事。 

他说，许多事件看似小 

事，譬如非法处理化学废料 

事件，若不去处理就会污染 

到河流。因此，未来还会与 

媒体紧密合作，报导相关新 

闻，也希望接触更多民众， 

教育他们。（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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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橋 
當我以一種聽到天方夜譚的難以置信眼神望着他時，嘛嘛拉曼顯得有些 

尷尬，輕笑着重複說：“不只我一個，每個黨員都獲得一塊地，。” 

梅淑貞 

嘛 嘛拉曼看见从未有幸被人放钱入袋的0L，竟对区区五百令 

吉的“我党"通告费表现得大惊小怪，比老实和尚还要老 

实的退休父母官，索性爆出他曾收过的更高档次福利：“我们 

每个人都获得一块地，完全percuma (免费），只要是党员就 

da pat (获得）。”他再次笑了笑，笑得有些心虚。 

连珍贵的土地资产也可以私下无偿授与“我党”同志，原因 

不问自知，当然是收买忠诚。只是随便当个逢开会便蒲头凑人 

数的基层党员，福利竟然可以晋升为地主这种高度，“惊讶” 

两字已不足以形容老大0L的震撼。 

所以当我以一种听到天方夜谭的难以置信眼神望着他时，嘛 

嘛拉曼显得有些尴尬，轻笑着重复说：“不只我一个，每个党 

员都获得一块地。” 

我以为可能是老远的山芭地，便随口问：“在哪里？有多 
大？” 

“蒲种，六千多方尺，我要留给孩子。”他依然据实直说。 

业余的地产经纪倒有相当认识，除了向我要地契副本，还问 

了几个相当专业的问题，而他的优势，是清楚他的前东家八打 

灵市议会的颁发准令程序。 

有备而来的前父母官信心满满地打出他的王牌：“我有三个 

已移居墨尔本的马来西亚人买家，他们的代表律师也是我的朋 

友，下次我会带他一起来讨论细节。” 

“回流的本地投资者？他们买地何用，不可能用来重建工厂 
吧？” 

“不是，他们是地产商，准备建立多栋高层办公楼和共管公 
寓0 ‘‘ 

这种建设计划很好，但我知道甚难获得市议会开绿灯，因为 

此类型计划与这一带的土地发展大蓝图不符。 

如是我说：“这里的建筑密度只能去到2.5，根本不允许高层 
建筑。” 

懂门路吃大茶饭 

胸有成竹的业余经纪相信已有市议会方面的保证，自信地答 

我：“建到十五六层也没关系，要多高也可以。“ 

竟然已经打通关系？自此我对这名“我党”同.志改变观感， 

发现他即使仅是基层且已不在其位的父母官，但并非只会坐着 

伸手等派钱，还懂得各种门路准备吃大茶饭。 

但最令一辈子只懂一板一眼锱铢必较0L刮目相看的，还是他 

对改良厂地出入道交通的看法："MBPJ肯定会批准我们的发 

展计划，因为投资商将打造一条通往联邦大道的天桥，这样就 

可以解决塞车问题！” 

我边听边点头，立即想起老爷子在他的“切蛋糕”时期一再 

重复的老话：“一定要另建通往大道的天桥，否则什么重新发 

展的计划就免谈！ Finish (完了）！”然后他又一贯使出双掌互 

搓的决绝动作。 

RM在他海归初期，有次曾在私底下对我罕有地称赞老爷子 

brilliant (有才），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是仅有的一次。 

如今听到“不日实现”的地产计划也有飞越联邦大道的构想， 

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老人的那番老话。可惜时不我予，他还由 

于私欲熏心而自毁整片江山。 

嘛嘛拉曼走时，答应下个星期便会带律师前来。我当然说 

好。然后一抬头，便望见大群的白鸽和麻雀，在午前的灿烂阳 

光下，好像很放心地分散在平坦的大花园草地上啄食。 

Page 1 of 2

05 Apr 2019
Guang Ming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Supplement • Audience : 49,712 • Page: C6
Printed Size: 411.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6,190.00 • Item ID: MY003561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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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经营征税入库 

灵市級K管民• 
500位各界人士参加研讨会 

据统计收入560万 

大马乐龄人多经营民宿 

目 HU，灵市巳是爱彼迎 

在我国第4大市场， 

经营单位高达1685间。 

由于商机快速扩大，地方条 

例巳不足以监管这类新崛起的 

爱彼迎在大马4大市场 | 

城市 
经营爱彼迎 

城市 
总数量 

吉隆坡 11624 

槟城 3673 

马六甲 1913 

爱彼迎及民宿也为大马 

乐龄人士带来的额外收人， 

根据统计，加人这个行列的 

乐龄人士共赚取总数约560 

万令吉的收人。 

调查显示，经营爱彼迎 

的大马乐龄人士也W此逐渐 

增加，从2017年的584人增 

至2018年的884人。 

爱彼迎除了提供出租价 

格较便宜且各式各样的民宿 

给祖客外，也提供额外收入 

给房东，而且短期出租的经 

营模式吸引许多人投资买房 

以便作为经营爱彼迎的用 

途。 

黄金州 
商业民宿 研讨会 

(八打灵再也4日讯）在大马各大城市不断攻占市场的“爱 

彼迎” （AirBnB)及民宿，已成了地方政府列为“规范经 

营”及“征税入库”的目标，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已做好准 

备以拟定新条例全面监管这类民宿经营。 

行业，同时也引来很多居民的 

投诉。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副市K：佐 

哈里说，虽然民宿虽可为旅游 

业“创汇”，同样的也在全世 

界带来负面影响。 

他说，这些负面影响迫使各 

地政府例如巴黎、柏林、纽 

约、日木和新加坡法律约束爱 

马六甲 1913 

八打灵再也 1685 

彼迎的运作。 

他举例，就如新加坡政府对 

于短期出租有着严厉的监管。任 

何短期出租时间少于6个月的民 

宿，将属于明确违法。 

他今日在“商业民宿研讨 

会”上开幕仪式上，这么表示。 

佐哈里（中）认为民宿业需给受到法律的约束及规范。左起诺哈 

林达及费南迪斯。 

佐哈里：逾万住宅楼宇经营 

爱彼迎商机广收入可观 
佐哈里说，在2017年，有 

260万的游客使用爱彼迎服务在 

我国旅游，相比还没推出爱彼 

迎服务时高川139%的游客量， 

这是在亚洲里最高的。 

他说，这类游客主要来自 

新加坡、印尼、泰国、中同和 

澳洲。 

他说，从20W年4月爱彼 

迎进人大马市场后，目前国内 

巳有超过1万8000间住宅楼宇 

经营这项服务。 

“爱彼迎也为大马经营者带 

来可观收人。” 

他说，在2017年，爱彼迎 

经营者在我国的收入总共达到 

4810万美元（约1亿9了21万 

令吉），比2016年翻了 2倍。 

全球2亿游客使用 

爱彼迎于2008年在美国二 

藩市创立。自推出以来，这项 

服务巳受到全世界的热烈欢 

迎。在2017年，超过2亿游客 

使用这项服务，涉及超过400 

万间的民宿遍布191个国家，6 

万5000个城市。 

其中10个最常用爱彼迎， 

也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旅游城市 

包括，伦敦、巴黎、纽约、巴 

在2017年，有260万的游客使用爱彼迎服务在我国旅游 

塞罗那、罗马、墨尔本、洛杉 额在全球高达K)亿美元 

肌、柏林、莫斯科、里约热内 

卢和悉尼。 

在2018年，爱彼迎的经营 — 
文转•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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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彼迎攻占酒店雜 
(八打灵再也4日讯）不需商业 

执照，经营成本低，却攻克不少 

市场，令酒店业者叫苦。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副市长佐哈里列出爱彼迎及民宿带来的种种问题，并表 

示当局已高度关注。 

&哈里说，这包括没 

Kl：有任何规章制度去 

约束和监管爱彼迎及民宿， 

造成了经营者不需要商业执 

照来经营，甚至执法单位无 

法采取任何行动。 

“爱彼迎及民宿也不需依 

据酒店那样遵守条规，包括 

安装消防安全措施，买保 

险，缴纳旅游税和所得税， 

这也形成了爱彼迎及民宿和 

酒店不公平竞争的局面。” 

此外，房东和租各存在 

安全问题闪为两方都没有保 

险的保障，也没有专有程序 

可以记录房东和租者的资料 

背景。 

私人住宅区居民也冒着 

被抢劫、偷窃的风险，而且 

居民为住宅区一直有不明人 

士进出感到不安。 

租客也有被房东植人闭 

路•电视偷窥的风险。 

另外，民宿租客造成的 

喧闹声和交通阻碍也对居民 

带来滋扰。 

通过爱彼迎提供的住宿因不受相关法规约束。（示意图） 

因此，八打灵再也市政 

厅有意拟定条例规范化和加 

强监管民宿服务。 

他说，灵市政厅针对住 

宅区内设有商业民宿举办研 

筹划规章制度监管 
佐哈里说，在我国也开 

始有应付爱彼迎及民宿问题 

的措施。爱彼迎手机应用程 

式管理者已和马来两亚生产 

力机构（MPC)签署合作备 

忘录以便计划发展我国的旅 

游业。 

签署了解备忘录 

爱彼迎手机应用程式管 

理者也和马来两亚数字经济 

机构（MDEC)签署了解备 

讨会，目的就是要与居民和 

经营者讨论政府应如何能有 

效的监管和规范民宿。 

这次有超过500位来自 

不同领域的人士出席。 

忘录（Moll)以协助当地酒 

店企业进行推广。 

此外，八打灵再也市政 

厅也会和财政部、关税局和 

旅游及文化部进一步讨论以 

便更顺利的收到旅游税。 

全国购屋者协会（HBA) 

也将开始筹划规章制度来监 

管爱彼迎。 

灵市办研讨会寻对策 
八打灵再也市议员德利 

说，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是全 

国第一个进行这项研讨会的 

执法单位‘ 

目的是得到居民和利害 

关系者的回馈意见以便进行 

对于在私人住宅区经营民宿 

的下一"步fT动。 

他说，政府可以严厉的 

执行打击短期出租的行动， 

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也可以把爱彼迎的 

网络平台拿下。 

“但我们需要了解整体这 

项服务的利害关系和求取其 

中的平衡，要为大众的利益 

着想才采取行动。” 

灵市拟监管民宿 

佐哈里：违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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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誓就职礼完毕后，沙尤迪（左六）带领市议员合照留念 

灵市第10任市长 

沙尤迪宣誓就职 
(八打灵再也4日讯）八打灵 

再也新市氏拿督沙尤迪，今午 

宣誓就任为第10任市tc：。 

沙尤迪承诺将持续推动灵市政 

厅现有的议程，并肩负起责 

任，把灵市不足空间加以完善 

及加强，做到最好，为市纳税 

人提供更好的服务。 

沙尤迪现年49岁，0前 

与家人居住在莎阿南，曾在马 

来亚大学修读东南亚研究学士 

课程，他说，对灵17区一带 

十分熟悉，在念书时，常与友 

人在附近的嘛嘛档或餐馆用 

餐，有很深的回忆。 

沙尤迪在出任灵市长前， 

曾任职加影市议会主席，在这 

之前曾在士拉央市议会、梳邦 

再也市议会、雪邦市议会服 

务，也曾在雪州经济策划单位 

(UPEN)、州秘书办公室、州 

内安全理事会等政府机构工 

作，拥有丰富的经验。 

他今午在副市长佐哈里的 

迎接下，打卡上班，并在官员 

与市议员见证下，宣誓出任市 

K： 一职。 

询及对灵市期许时，沙尤 

迪指会把服务做好，他将会一 

一研究各种投诉个案，了解什 

么原因造成问题发生，把现有 

不足空间做到更好。 

“我曾在5个地方政府工 

作，地方政府一般都面对大同 

小异的问题，即垃圾、卫生及 

执法问题；所以我也会t?注在 

卫生这方面的改善。” 

他有信心，在官员及市议 

员合作下，灵市政厅可持续提 

供完善的服务给市民。 

相处之道在于沟通 
沙尤迪认为人都是一样 

的，大家最重要的相处之道在 

于沟通。 

谈及对灵市民的印象，他 

如此回应，并认为雪州相比其 

他的州属，大多数是城市区， 

虽然在一些课题上不是所有事 

情都可获得解决，但会尽力找 

出根源。 

“今天也是首日上班，对 

灵市许多事项需要先向官员了 

解，才能进一步的想想如何提 

升灵市的表现。” 
沙尤迪在众市议员的见证下 

宣誓上任为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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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山寺捐育中2校3万建校金 
(加影4日讯）加影流古路风 

山寺捐献3万令吉给加影育华 

国民型华文中学2校，作为建 

校基金<3 

加影凤山寺主席李水在T-

秋宝诞晚宴上把义款交给育中 

2校，由育中代表张梅香代 

领。 

晚宴上，也获得善信响 

应，当场筹得7500令吉的建 

校基金。 

晚宴出席者包括热心人十 

李清福、林联发、拿督锺道 

昌、拿督林联胜、加影市议员 

林金琪« 

7月6日办十大义演 

育中2校将于7月6日 

李水（左二） 

发、锺道昌、 

把支票移交给张梅香 

林联胜及林金瑛（右） 

左为李清福；左二起林联 

(星期六）晚上7时，举办 

“2019年十大义演”，以筹募 

建校基金，目标是200万令 

吉。 

十大义演由马来西亚 

Carlsberg集团赞助主办，《南 

洋商报》和《中国报》联办。 

育中2校校址设在加影新 

城，该校的建造费约3000万 

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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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员取缔士拉央批发公市 

外劳小贩：我们捕的 
士 

拉央市议会与吉隆坡 

市政厅合作，取缔于 

士拉央批发市场外营业的外劳 

小贩。. 

行动期间，数名业者斥责市 

议会不清楚权限，到市政局范 

围执法，并肖称拥有执照。 

外围多外劳营业 

十拉央市议会副主席拿督佐 

哈里说，士拉央批发公市外围 

“向来有许多外劳在营业，而 

在他们抵达后，许多业者都不 

见踪影，可见这些都是外劳经 

(士拉央4日讯）执法单位 

出动200人大队，对士拉 

央批发公市外营业外劳小 

贩展开大扫荡行动，一些 

外劳小贩竟然“遇变不惊” 

的说：我们是有牌的！ 

他们甚至要执法当局 

“搞清楚权限”，才对他们 

展开行动。 

营。 

他指出，他们一共出动了 

153名官员，包括有来自贸消 

部、22名警员、13名市政局官 

员及公司注册委员会5人。 

“我们还准备了 5辆罗里运 

载货物，相柄是可以装满。“ 

他说，他们的成员中没有移 

民局官员，因此无法逮捕外劳， 

只能充公货物。 

“这些货物都是鱼类、水果 

或蔬菜。” 

他昨晚率队前往取缔时，这 

么指出。 

业者与官员争执，声称本身没有违法 

地方政府不发外劳执照 
询及外劳业者声称拥有执照 劳，地方政府不会发执照给他们。” 

时，佐哈里并不愿意置评。 他说，那些地方也没有地方政 

“每次行动时，一定会有人辩称 府允许他们经营，甚至也没有把执 

拥有执照，但我们今晚是取缔外 照挂出来。 

S ; ！ •， 隊 

市议会官员把充公的货物搬上罗里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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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特区 

隆市敦依斯迈花园 
巴刹小贩公会获管理权 

停车场调高收费阻霸位 
(吉隆坡4日讯）经过多年争取，隆市敦依斯迈花园巴刹小贩公会终于获得该巴 

刹停车场一年管理权，为了避免停车场再遭外来者全天候霸占，公会将停车费调 

至每日最顶限收费为40令吉。 

在 
•新收费制下，首 

15分钟免费、第 

一和第二个小时均为1令 

吉、第3个小时起和超过 

2小时的收费则是每小时 

3令吉、接下来的则是每 

小时5令吉，之后的4小 

时则一律40令吉。 

吴月嫦今R出席该巴 

刹停车场移交管理权仪式 

时，在记者会说，在接管 

巴刹停车场后，增加了 24 

个停车位，故此共180个 

停车位，其中16个留给小 

贩以月租方式租下，尽量 

提供他们所需的方便，尤 

敦依斯迈花园停车场交由小贩公会管理后，增加了 24个停车位 

杨巧双：需建多层停车场 

杨巧双（左三起）和吴月嫦一同出席停车场管理权移交仪式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 

副部氏兼泗岩沫国会议员杨巧 

双今日说，这只是短期安排， 

LC远的计划仍需要吉隆坡市政 

厅在该区建设多层停车场。 

她在仪式上说，该巴刹附 

近有商业区和办公室大楼，车 

流量很高，而且附近一带的停 

车场停车费不便宜，所以大部 

分驾驶人士会将车停放在收费 

最便宜的巴刹停车场，这也导 

致巴刹顾客没有地方泊车，直 

接影响小贩生意《 

杨巧双说，巴刹的停车场 

本来的用途力是让巴刹顾客使 

用的，不是让人氏期霸占而造 

成对小贩和顾客的不便，由于 

该巴刹的停车场向来都是由私 

人单位管理，所以以每月220 

令吉的月费价格出租给附近的 

人，导致小贩和顾客的不便。 

她指出，如今在市政厅协 

调下，停车场管理权终归于公 

会，新的停车费制度也由市政 

厅决定下，解决了停车场氏期 

遭停车月票者霸占的现象〗 

她也说，附近的上班族、 

商家等，可以选择将车泊在邻 

近的捷运站停车场，只需乘搭 

一个站的捷运即可抵达，且这 

些停车场收费也仅是一整天4 

令吉。 

她坦言，停车场管理权交 

给了公会管理，这样一来，公 

会也会比私人单位更著紧和用 

心管理。 
提供他们所需的方便，尤 

其是对行动不便的小贩。 

她说，争取了多年， 

如今终于如愿获得停车场 

管理权，顾客就无需再千 

辛万苦的寻找停车位，小 

贩的生意也有望恢复。 

她指出，停车场由私 

营单位管理的期间，外来 

者以每月220令吉租下停 

车位，且是从旱上泊至傍 

晚的放工时间，几乎就是 

全天候的霸占。 

她说，为了避免停车 

场再遭外来者全天候霸 

占，公会将停车费调至每 

日最顶限收费为40令吉。 

她指出，这收费是由 

市政厅定下，主要是避免 

停车位反期被霸占，丨丨：前 

来消费的顾客可以有停车 

位0 

隆市敦依斯迈花同巴 

刹小贩公会指出，在暂时 

接管有灾停车场后，将可 

解决巴刹小贩、顾客无停 

车位之苦。 

该公会接管巴刹停车 

场的时间仅有1年，既从 

4月1日起至明年3月31 

日，过后会检讨公会管理 

停车场的表现，再决定停 

车场以后的管理方向。 

应扩大免费巴士服务范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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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双认为，市政厅应 

将免费巴士服务范围延伸到 

更大地区，如敦依斯迈花 

园，因该区的商业活动和车 

流量很高，为了鼓励人们使 

用公共交通，市政厅不妨提 

供人们更多方便。 

她也指出，由于接到很 

多投诉都是有关到市政厅办 

理事务手续的繁杂步骤，民 

众经常得不到直接的指示说 

明，结果被迫浪费许多时间来厘清所有程序和完成事务 

她说，市政厅有必要重新检讨这方面的程序操作，希 

盟执政后所提倡的“Business Friendly”含义并非只针对大 

型企业，包括中、小型企业，政府部门须提供方便、清楚 

和快捷的服务给人们。 

她指出，吉隆坡市长之前曾在梳邦再也市议会担任主 

席，并把市议会打理得非常好，相信他有能力将在梳邦再 

也的成就也延续到吉隆坡。 

停车场新收费价格表清楚 

列出在收费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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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于本月1 R傍晚6 

时13分发现有人装载洋垃圾 

进人该厂，并用手机摄录当时 

情况，在附近的村民于午夜时 

还嗅到阵阵臭味，村民怀疑该 

厂趁夜深人静时偷偷操作。” 

她表示将报案书副本提呈 

给森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努 

丁，及森州行政议员张聒翔和 

朱湖州议员叶朝政。 

她说，该洋垃圾厂旁的一 

段空地属于该厂地主的，目前 

正施工，但没设告示牌，到县 

署土地局和市议会查询也没查 

获资料。 

周龙辉：不会批准执照 

周龙辉表示坚决反对洋垃 

圾，并强调不会批准让该厂的 

执照申请；该厂起初向市议会 

申请“加工”执照，但已被拒 

绝，过后该厂以“仓库”为由 

申请执照，但是他强调市议会 

同样不会批准有关申请。 

他说，该厂是要把洋垃圾 

降解成粒状。 

“该厂是在装卸洋垃圾， 

还没有证据证明该厂有操 
作。” 

他已将此事告知部长杨美 

盈和张聒翔，政府的立场是坚 

决反对类似厂房在森州和武吉 

不兰律出现。 

洋垃圾厂疑悄悄操作 

村长率村民报案促取缔 

(芦骨4日讯）武吉不兰律的“洋垃圾厂”疑偷偷操 

作，村长陈凤兰再带领村民报案。 
陈 

罗里被疑在厂房里装卸洋垃圾 

风兰通过面子书召集 

‘村民于今早在武吉不 

兰律大树下的茶室集合，朱湖 

州议员特别助理吴玉仙、波德 

申市议员周龙辉和颜学钧、武 

吉不兰律村委杨孔量、刘凤 

菁、叶瑞全和张长理均参与。 

村民于去年抄揭露该处引 

起民怨的洋垃圾厂，及对此作 

出抗议。 

据悉，该洋垃圾厂早前在 

雪兰莪运作，为避开雪州政府 

检举，而搬移到武吉不兰律。 

陈凤兰说，村民此次通过 

I才丨结力量，作为村委会的强大 

后盾，反对洋垃圾厂，并促请 

市议会和州政府严厉取缔。 

兰
、
叶
瑞
全
和
张
长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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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华蒲种区会指出，雪 

州政府拨款362万令 

吉在古腰河安置3架荷兰进口 

的全新的自动化电子系统水 

泵，但却治水无效。. 

据了解，古腰河前后在 

2015年9月21日、10月31 

日和11月3闩；2017年3月 

26日和11月8日；2018年10 

月3 R和11月18 R ；今年4 

月2日发生严重的水灾，水深 

4尺。 

而沙登电动火车站前分别 

在2014年4月22闩；2015年 

11月3 R和今年4月2 R发生 

严重的水灾。 

该区会主席拿督廖润强今 

R说，雪州政府应对症下药解 

决相关地区的水灾问题，如古 

腰河，河床应定时清理。 

他说，水灾的发生是有季 

节性的，尤其是4月和11 

月，水灾来袭前，必须清理河 

床。 

他说，4月2日下午，古 

腰河泛滥成灾，以致河水倒溢 

涌进住家，除了古腰河，沙登 

再也、斯里沙登、金马花同、 

沙登2校等地方，也在当天沦 

陷0 

花逾千万治水不果 

他指出，州政府花了千多 

万令吉治水，但水灾还持续发 

生，为此，人民代议十应清楚 

交代。 

他说，灾情严重，人民面 

对的损失大，州政府不应只补 

贴300或500令吉的援助金， 

反而应给予灾民更高的赔偿。 

郑东和：没定时清理肇祸 
郑东和说，身为史里肯邦 

安州议员的欧阳捍华基于这11 

年来治水和防洪无能，监督不 

力，花了超过千万令吉还是无 

法防洪，令沙登村民饱受水灾 

之苦，难辞其咎，理应向村民 

公开道歉。 

他说，马华已多次提醒雪 

州政府需要定时清理古腰河及 

保养工作，如定时挖掘河床和 

筑河堤，但当局并没吸取水灾 

的教训。 

他说，州政府在2013年拨 

出874万令吉在沙登推动8项 

防洪计划，2017年再次提高拨 

款至1630万用于沙登防洪和 

古腰河防洪工程，且大胆地说 

2018年完工可以有效治水长达 

_ 

|等纖 

古腰河河床没定时清理 

有福及郑东和。 

以致河水泛滥成灾。左起廖润强、刘 

他今日与区会署理主席刘 

有福、副主席郑东和等在新闻 

发布会上如斯指出。 

横幅呛州政府和人民代议 

十，不过，挂在该处的横幅 

在中午12时30分巳被人拆 

众在古腰河水泵房前拉 下 

50年 

362万买3水泵仍水患 

他指出，欧阳捍华还说为 

了解决沙登新村水灾问题，州 

政府巳拨款362万令吉在古腰 

河安置3架荷兰进口的全新的 

自动化电子系统水泵，这3架 

水泵每秒可抽泵2100公升的 

水？ 

他说，每杪抽2100公升的 

水，等于每秒462加仓这是相 

当惊人的，家里的水槽才150 

至200加仑。 

“既然州政府用了 362万令 

吉建造电子化水泵，为何古腰 

河还是淹水？这3架水泵真的 

能解决水患吗？ 

“另外也促请欧阳捍华和 

水利灌溉局及大道公司一起合 

作解决沙登火车站前新街场大 

道的水灾，并疏通河流，非在 

水灾发生后实地考察后就草草 

了事。” 

沙登2区逢雨必淹 

马华轰雪政府治水无能 
(加影4日讯）马华蒲种区会今日炮轰雪兰莪州政府 该区会促请雪州政府拟定治水方案，对症下药解 

治水无能，以致沙登新村古腰河及沙登火车站前的新 决相关地区的水灾问题，非在水灾发生后，政府机构 

街场大道，过去4年逢雨必淹。 和人民代议士才到灾区视察。 

马华蒲种区会星期四在古腰河水泵房前拉横幅呛州政府和人民代议士，左二起郑东和及廖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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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快拍 莎阿南 

雪州3部门人事调动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周四发文告宣布，雪州政府在3 

个部门，包括雪州发展机构（PKNS )、八打灵再也市政 

厅以及加影市议会，进行了人事调动和升迁。 

「其中，八打灵市政厅原市长拿督阿兹兹升任雪州 

发展机构首席执行长；原加影市议会主席拿督莫哈末沙 

尤迪升任八打灵市长；原乌鲁冷岳县土地局局长拿督罗 

斯里则升任加影市议会主席。」 

阿米鲁丁指出，由公共服务局所颁发的委任状于3 

月15日已生效，故有关3人自4月1日起，开始以新的身 

份职务来执行任务。他强调，雪州政府于去年在招商引 

资方面创下历史最高记录，这项显著的成果，也证明雪 

州政府为民服务的良好口碑和经济增长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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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八打灵再也市长拿督莫哈末沙尤迪（右）脸带笑容打 

卡上班。左为副市长佐哈里。 -颜泉春-

莫哈末沙尤迪就任灵市市长 

八打灵再也4日讯|原任加 

影市议会主席的拿督莫哈末沙 

尤迪，今日正式宣誓就任为八 

打灵再也市长！ 

莫哈末沙尤迪是于今曰在 

一众市议员的见证下宣誓就任 

八打灵再也市长，取代升任雪 

州发展机构总经理的原任市长 

拿督阿兹兹。 

现年49岁的莫哈末沙尤 

迪，曾先后出任4个地方政府的 

主席，包括士拉央市议会、雪邦 

市议会、梳邦再也市议会及加影 

市议会。他曾在雪州经济策划单 

位(UPEN )担任副主任。 

他在宣誓仪式后向媒体 

表示，非常感谢雪州政府的信 

任，让他有机会继续为雪州人 

民做出贡献。他承诺将继续推 

动灵市政厅的议程，以提供所 

有纳税人更好的服务。 

他说，本身会优先关注灵 

市的环境卫生问题，以期为灵市 

民打造一个更舒适的生活环境。 

「我也将会与市政厅的官 

员开会，聆听灵市民关注和经 

常投诉的课题，同时尽我所能 

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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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灾户在灾后不仅要承担财务损失，还要面对退潮后一片杯盘狼藉。居民搬出浸湿的家具到户外晾干，并 

把遗留的泥浆和污垢清理干净。 

20年最嚴重沙登水災多輛車泡水 
沙登4日讯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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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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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天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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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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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昨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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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 

尽快完工，因该工程原本在去年就 

该竣工，后来展延，预计在今年6 

月才会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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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巡视灾区后，表达对地方政府 

以及水力灌溉局的防洪工作表达不 

满，并要求有关当局即日呈交报告 

解释。他表示，雪州政府早在2009 

年便拨款1200万令吉用于提升防洪 

系统，以改善逢雨必淹的问题。 

有鉴于此，有关单位不能再以 

降雨量作为藉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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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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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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貪污與朋黨主義中心 

(八打灵再也4日 

讯）反贪污与朋党主义 

中心（C4 )高度关注 

属于政府地段的咖 

山森林保留地（Hutan 
Simpan Bukit Nanas )被 

出售事宜，并敦促联邦 

直辖区部长卡立沙末进 

行更严格的审查，以体 

现政府的问责制和透明 

度。 

该中心执行董事辛蒂 

亚今日发布文告，要求卡 

立沙末解释数件事项，包 

括倘若前朝政府已经撤销 

部分作为公共用途和宪报 

颁发的上述土地保留地， 

它是否未经咨询相关政府 

单位，比如森林局与国家 

遗产局《 

她说，倘若前朝政 

府确实转移了部分政府土 

地，并通过其本地注册公 

司向-家外国发展商提供 

服务，那卡立沙末需要解 

释，究竟有关土地交易是 

以直接谈判抑或公开招标 

的情况下进行。 

她指出，行动党武 

吉免登国会议员方贵伦曾 

质疑吉隆坡市政局直接将 

土地以贱价出售给私人发 

展商，而不是通过公开招 

标，并在有关过程中损失 

数十亿令吉，那么有关交 

易是否是依照公平原则下 

进行 

《星报》在3月的报道指出，吉隆坡市政局将向私人地主购回已申请进行发展的咖啡山森 

林保留地其中0.27公顷地段-

將 
蒂亚在文告中说，如果有关交 

易并非是在公平交易下进行， 

=D 

消 
失 
n——， 

保 

護 
I品 

那卡立沙末是杏有进行内部审査，因为 

这项高度可疑的交易，是在前任联邦直 

辖区部长东姑安南任期内发生，后者面 

对2项收贿300万令吉的控状a, 

她指出，如果市政局确实卖掉了部 

分政府土地，如今又有意从发展商购回 

土地，有关成本预计将超过1亿令吉，那 

究竟是否有进行任何成本效益的分析。 

她说，Edgeprop在今年1月的报告指 

出，VANKE计划在今年推行在大马首个 

综合发展计划，总开发价值估计为50亿令 

她指出，有鉴于此，反贪污与朋 

党主义中心欲询问政府是否有任何研究 

或评估，以解决各种问题，包括既然施 

工地点靠近该森林保留地，是否会带来 

有害的影响；由于施工地点靠近斜坡地 

带，是否有进行环境评估报告；这项工 

程是否会对运输工具和交通系统产生影 

响，以及外国发展商进行的房产将带来 

的负面影响。 

文告指出，根据《星报》在3月的报 

道指出，吉隆坡市政局将向私人地主购 

回已申请将进行发展的0.27公顷地段。 

文告说，根据有关报道，卡立沙末 

将以大约1亿令吉来购买该地段，以示对 

地主的公平，它也符合市价，更何况该 

地段不偏不倚坐落在该森林保护区。 

文告指出，基于该森林保护区已 

“神秘”地从9.37公顷减少至8.39公顷， 

因此该中心调査小组将进一步研究有关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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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習慣邁向零塑時代 
对一般人来说，塑料吸管并不是必须品，而是 

一种方便、卫生的饮水习惯，而使用吸管的习惯是可 

以改变的。 

我在今年1月开始，已经习惯每天携带不锈钢吸 

管出门，每次在点饮料时都会附带一句“我不要吸 

管”，响应禁塑运动。 

我会选择以口就杯，或使用自备的吸管，用后 

再洗干净或许很多人会觉得麻烦，认为携带不方 

便，懒惰清洗，但这个动作只要习惯了，就不是麻烦 

事。 

令人困扰的是，有些业者在送上饮料时仍习惯 

性附上吸管，尽管我已交代不要吸管，或是其他同桌 

人的饮料也一并没有吸管。 

在雪隆区，很多人还不知道免用塑料吸管措 

施，虽然直辖区已在今年1月1日正式推行，但仍有许 

多食肆的饮料内仍看见塑料吸管的踪影。 

至于在雪州，令我感到失望的是，免用塑料吸 

管措施已经二度展延！ 

我在上个月召开的雪州议会上得知这项消息， 

想进一步了解展延原因不果，只是以技术上的问题带 

过。 

从原本_1月_1日落实，突然展延至4月1日，如今再 

度展延至7月1日，3个月又3个月的时间仍无法有效落 

实，不禁让人担心这项措施的落实日遥遥无期。 

到底为何会展延？我猜想其中原因是食肆或饮 

料店业者反弹及人民的意识低落。对业者来说，担心 

生意会受到冲击，尤其是如今生意火红的奶茶店，以 

及传统茶室。 

我在采访时发现，一般大众对不使用塑料吸管 

的意识低落，目前更是极少人自备可重复使用的吸 

管。 

惟我认为，只有在政府正式落实有关措施 

后，人民的习惯才会改变，才会开始意识到不 

能使用或避免使用塑料吸管。如今有关措施 

一拖再拖，只会让人认为政府无意落实。 

雪州政府要比联邦政府预定的时间提早 

年全面禁塑，这不只是空有目标，而必须要 

有一套完整的计划，包括落实的时间表。 

我们必须及早改变用吸管的习惯，及 

早弃用塑料吸管，只要养成这个习惯，就 

是迈向零塑时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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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登4日讯）马华蒲种区会主席 

拿督廖润强及副主席郑东和吁请联邦政 

府及州政府拟定短期及长期解决方案， 

-劳永逸解决沙登闪电水灾问题，并定 

时清理古腰河河床作为预防措施。 

他们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时，郑东 

和针对周二发生的沙登严重闪电水灾事 

件要求行动党史里肯邦安州议员欧阳捍 

华向受影响居民及村民公开道歉。 

他说，欧阳捍华应与水利管该局及 

大道公司一起合作，解决闪电水灾及疏 

通河流工作，方为上策。 

质疑防洪计划功效 

指欧阳捍华应公开道歉 

“欧阳捍华身为史里肯邦安州议 

员，但在过去11年在治水及防洪方面表 

现无能及监督不力，花费了超过1000万 

令吉仍无法阻止闪电水灾发生，让居民 

饱受闪电水灾之苦。他难辞其咎，理应 

公开道歉。” 

他认为，州政府必须认真看待沙登 

新村古腰河，以及沙登电动火车站前的新 

街场大道路段泛滥成灾问题。 

“尽管马华多次提醒雪州政府需要 

定时清理古腰河、保养河床工作、挖掘 

河床及筑河堤工作，将伤害减至最低， 

惟让人遗憾的是州政府并没有认真看 

待，等到事发后才后知后觉。” 

他质疑，雪州政府于2013年拨出 

874万令吉在沙登推动8项防洪计划及于 

2017年再次拨款1630万令吉用作沙登防 

洪及古腰河防洪工程，并在古腰河安置 

3台从荷兰进口的全新自动化电子系统 

水菜，承诺于2018年完工后，可有效治 

水长达50年。 

“惟遗憾的是，沙登在2015年至 

2019年期间，多次发生闪电水灾，且--

次比_ •次更为严重：” 

^东和认 

力P为，联 

邦政府及州政府应 

做好防备措施，甚 

至给沙登人民一个 

解决方案，而不是 

在灾后前往实地考 

察后草草了事。 

“同时，我也 

呼吁州政府做出合 

理的赔偿给居民、 

村民及商家。” 

另外，他表 

鄭東和吁州政府做合理賠償 

河大型抽水泵的3 

张横幅于中午12时 

30分遭拆除: 廖润强（左起）、刘有福及郑东和提醒有关当局定时清 

理古腰河河床，作为闪电水突预防措施。 

廖潤強：希盟政府沒對症下藥 

廖 

润强表示，沙登于周二发生 

'的严重闪电水灾，水高4呎 

半，影响沙登多个地区，受影响的灾黎 

人数估计超过500名，且蒙受财务损失 

及惹民怨。 

“希盟政府掌管雪州长达11年，只 

做表面功夫，没有彻底解决沙登闪电水 

灾问题，让居民担忧，州政府理应向居 

民交代。。” 

他说，州政府及人民代议士在解决 

沙登闪电水灾一题上应脚踏实地及未雨 

绸缪，与雪州水利灌溉局及梳邦再也市 

议会合作，并不是发生闪电水灾后才出 

现a 

“有关单位在治水上没有对症下 

药，导致每年都发生闪电水灾，让受影 

响居民受苦。” 

出席新闻发布会者包括马华蒲种区 

会署理主席刘有福。 

马华蒲种区会吁请联邦政府及雪州政府拟定短期及长期解决方案，以一劳永 

逸解决沙登闪电水灾问题。左起为瘳润强、刘有福及郑东和。 

鄭東和吁聯邦及州政府 
長短期方案f台沙登水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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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首要足球聯賽 

5日赛程 
警察对柔佛达鲁达格敬|| 

(士拉央市议会体育场；4.45pm开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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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新市長宣誓就職 

霣注重地方理境衛生 
(八打灵再也4日讯）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新任市长 

拿督莫哈末沙尤迪今日正式 

宣誓就职，他强调会更加注 

重地方上的环境卫生。 

甫于3月31日结束加影市议 

会主席任期的莫哈末沙尤迪指 

出，他将会持续推行灵市政厅 

之前已规划好的计划和议程， 

迈向精明城市的目标。 

“我也会观察看还有什么 

地方是需要改善的空间，确保 

市政厅为纳税人提供更好的服 

莫哈末沙尤迪（前排中）正式加入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大家庭，宣誓后与市政厅代表和 

市议员们拍摄大合照。 

务o “ 

莫哈末沙尤迪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他将会尽所能为纳税人服务，改善目前的 

缺陷，同时也会研究民众的投诉及背后真 

正问题。， 

询及接下来会有什么决策时，他表示 

今天是他就任首日，必须先聆听各组别汇 

报后，才做出相关决定 

灵市厅是第五个服务单位 

4月2日刚满49岁的莫哈末沙尤迪指 

出，本身不是地方政府的新人，八打灵再 

也市政厅已经是他第五个服务的地方政 

府。 

在这之前，莫哈末沙尤迪曾在士拉央 

市议会、梳邦再也市议会、雪邦市议会及 

加影市议会服务。 

莫哈末沙尤迪指出，他担任县市议会 

的主席或副主席一职具有8年又9个月的经 

验，如今从市议会调任至市政厅，他认为 

地方上问题都大致相同，譬如垃圾、环境 

卫生及执法，惟只是社区不一样。 

“不过八打灵再也是城市，市民的 

要求也略有不同。相信雪州子民都差不多 

-样，我们是可以互相沟通和互相合作 
的。“ 

莫 哈 

末沙尤迪 

(右）下午 

大约2时45分 

达灵市政 

把拇指 

I按压指纹识 

I别系统，正 
I式“打卡” 

_上班。左为 

I副市长佐哈 

I抵i 

曾在馬大求學對靈不陌生 

莫 哈末沙尤迪于1970年在吉打 

出生，1994年毕业于马来亚 

大学东南亚研究系学士文凭，2004年 

考取国立大学（UKM )科技资讯系硕 

士学位。 

莫哈末沙尤迪1995年开始担 

任公务员，曾在雪州经济策划单位 

(UPEN )地方政府组担任副主任， 

2010年5月17日担任梳邦再也市议会 

副主席，同年7月1日调升至雪邦市议 

会担任主席；2015年1月2日至2019年 

3月31日为加影市议会主席。 

莫哈末沙尤迪说，他以前曾在 

马大求学，因此对八打灵再也并不陌 

生，至今对昔日生活的地方还有点印 

象，不过他也感慨很多地方都已经随 

着发展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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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睡層RBB 
(八打灵再也4日讯）今午 

一场大雨，导致黑赖一带出现道 

路积水及树倒情况，压毁数辆汽 

车，影响该区交通。 

这也是雪隆-带连续第一.天下午 

时分出现豪雨，让雪隆一带的居民闻 
“雨”变色。 

吉隆坡市政局咨询理事会成员单敬 

茵告诉《大都会》社区报记者，吉隆坡 

-带在下午4时下起大雨，尔后市政局接 

获友力花园树倒及压毁汽车的投报，惟 

所幸没有造成人命伤亡 

据了解，Eko Cheras广场前的蕉赖 

路、蕉赖斯嘉镇玛尼斯路及蕉赖六里村9 

路都出现道路积水现象，惟积水在短时 

间内就排出，未造成闪电水灾。 

另外，消拯局也接获蕉赖商业区 

卡卡路、安宁镇小贩中心、友力花园克 

东巴路及蕉赖美达花园等地方有树倒投 

报，该局也在短时间内前往现场，分工 

合作将倒下的大树移走。同时，部分树 

倒地点也出现汽车压毁事件。 

Eko Cheras广场前的黑赖路出现严重积水，仅剩一条车 

道可通车，导致该路交通严重瘫痪。 

友力花园克东巴路出现树倒情况，消拯员接获投报后赶至现场，将大树移走s 蕉赖斯嘉镇部分道路出现积水，汽车涉水而过。 

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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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依斯迈花园巴刹小贩福 

i利商会主席吴月嫦表 

示，该会9年来不断争取巴刹停车 

场的管理权，以解决停车位被出租 

的问题。 

她说，巴刹室内与户外的停车 

场共有180个停车位，惟私人管理 

公司为了赚钱而将大部分停车位， 

以每个月220令吉出租给附近的商 

家及上班族 

她说，顾客因此无法寻获停车 

位，也导致巴刹的生意受影响，锐 

约 30%。 

她也说，如今巴刹不再出租停 

车位，仅保留一些停车位以每个月 

70令吉包租给巴刹小贩，而停车场 

的收费则与之前没有太大分别。 

巧双也认为，这 

胃并非长期的解决 

方案，因此建议市政局需 

兴建一座多层停车场，以 

解决当地严缺停车位的问 

题。 

她也呼吁公众善用公 

交系统，尤其敦依斯迈花 

园设有捷运站，建议公众 

可以将车辆停放在上一站 

或下一站的捷运停车场， 

再乘搭捷运到该区。 

此外，她也希望市政 

局能效仿雪州，提供更多 

川行在繁忙地区的免费巴 

士，而非仅关注在市中心 

-带。 

杨巧双（前排左二）见证市政局移交停车场管理权给敦依斯迈花园巴刹小贩 

福利商会，并由吴月嫦（前排中）代表接手。 

楊巧雙：盼市政局對小企更"友善” 

巧双表示，市政局应对小型企 

1^/业及商贩更“友善”，包括 

应清楚列明或让他们更了解申请程序， 

以让他们能更方便及轻松地申请商业执 

照。 

“希盟政府所提倡的商、丨丨(友善 

(business friendly )不仅是对大型企业， 

也包括中小型的企业及商家。” 

她说，她接获不少民众的投诉，有 

关因不了解申请的程序，包括在不知道 

下-个步骤或是应该对哪_ -个部门等情 

况，而造成完成申请的时间被拖延 

她说，这不仅是市政局，其他地方 

政府及政府机构都必须在这方面作出检 

讨。她也说，吉隆坡市长拿督诺希山在 

担任梳邦再也市议会主席时，在这方面 

有不错的表现，因此也希望对方能将之 

带到吉隆坡。 

(吉隆坡4日讯）苦等9年，敦 

依斯迈花园（TTDI)巴刹终获归还 

停车场管理权，巴刹访客日后不需 

再担心停车位问题e 

接管1年后评估表现 

巴刹停车场管理权是交由敦依斯迈 

花园巴刹小贩福利商会接手，从4月1日 

开始至明年3月31日为止，管理期限为1 

年，并由吉隆坡市政局监督该会管理的 

表现。 

前管理层出租逾半停车位 

据了解，该巴刹停车场在此之前 

是由私人公司所管理，并将超过一半的 

停车位以每月出租的方式租出，仅剩约 

30%的车位留给小贩及顾客，导致巴刹 

面对严缺停车位的情况。。 

敦依斯迈花园巴刹小贩福利商会这 

些年来都不断向市政局提出申诉，要求 

将停车场管理权交换给该会及巴刹，以 

解决巴刹停车位因出租而不足的问题。 

女及家庭发展部副部长 

义二1兼泗岩沫国会议员杨巧 

双今日出席移交仪式，见证市政局 

将停车场管理权移交给敦依斯迈花 

园巴刹小贩福利商会。 

她指出，该巴刹设有室内及户 

外停车场，均被私营化且大部分停 

车位被出租，以致巴刹顾客面对没 

有停车位的问题，进而影响巴刹的 

生意。 

她说，在管理权归还给巴刹 

自行管理下，停车位将不再对外出 

租，优先让巴刹顾客享有。 

她也说，巴刹停车场将会从早 

上6时30分开放至晚上7时，而停车 

场收费则是由市政局所定。 

她透露，停车场首15分钟是免 

费，第一个和第二个小时的收费均 

为1令吉，接下来超过2小时则为毎 

小时3令吉，而超过3小时为每小时 

5令吉；停泊超过下午4时及最高收 

费为40令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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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依斯迈花园巴刹设有室内及户外停车场，一共有180个停车位，惟在私人公司管理下却将大部分停车位出租给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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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哈里（右三）颁发纪念品和感谢状给嘉宾和联办单位代表后合照。左起是费南迪斯、阿都哈密 

和诺哈斯林达。右起是叶立圣和莎拉米亚。 

住家不思當摘民宿 
佐哈里：地方政府或可開罰單 

(八打灵再也4日讯） 

八打灵再也副市长佐哈里强 

调，虽然灵市政厅目前并没 

有管制住家民宿，但是，住 

宅就只能当作是住家，不能 

作为商业民宿。 

“鉴于没有管制住家民宿 

的条例，如Airbnb的相关指南和 

条规，导致地方政府即使接获居 

民投诉，当局也无法采取执法行 
动。” 

他说，因为根据酒店条规， 

短期出租(short term rental )也 

算是酒店商业，因此短期出租的 

Airbnb单位有必要申请执照。 

“如果没有执照，我们可以 

发出罚单，但截至目前，地方政 

府并没有这些指南允许我们这么 

做，这也导致我们难以进行执法 

行动。 

政策可授权于地方政府去执行。 

短期民宿榜单灵居第四 

他说，根据数据显示，八打 

灵再也在2017年全国提供Airbnb 

短期民宿榜单中排在第四名， 

共有1685个民宿单位；；二甲则 

分别是吉隆坡（1万1624个）、 

槟城（3673个）及马六甲（1913 

个）o 

“解决住宅商业民宿课题” 

工作坊让利益相关者、政府部 

门、各个地方政府、居民代表等 

人互相讨论有关问题与提出意 

见。吸引大约500人出席：、 

扰邻居、担心治安败坏、民宿竞 

争大而对酒店业不公。 

“所以我们要拟定处理与解 

决这些核心问题的架构，是否让 

住家民宿合法化？ ” 

依斯汉： 

拟统一指南管制短期民宿 

费南迪斯: 

暂没条规管制短期民宿 

他今日出席“解决住宅商业 

民宿课题”工作坊时说，联邦政 

府、州政府也暂时没有相关管制 

短期民宿的条规。 

佐哈里指出，市政厅近年 

来时常接获居民投诉有关邻家民 

宿所滋生的各种问题，该市政厅 

因此在今R联同马来西亚城市规 

划师协会（MIP )举办这场丁作 

坊。 

“市政厅也接获部分投诉是 

指举办派对、娱乐活动，严重骚 

扰邻居。在处于共享经济趋势的 

同时，我们也面对各种挑战。” 

他表示，据知，房屋及地方 

政府部n前与多个涉及的政府部 

门如旅游部，计划在日后推出管 

制住家短期民宿的政策，而这些 

全国首办民宿工作坊 

八打灵再也市议员兼律师 

费南迪斯指出，灵市政厅可是全 

国首个举办类似工作坊的地方政 

府，让大家互相聆听各领域的意 

见和反馈。 

他说，针对住家民宿的投诉 

分为多种类型，包括产生噪音骚 

另-方面，由于旅游、艺术 

及文化部秘书长拿督依斯汉因工 

作未克出席，其致词稿由该部执 

照组秘书诺哈斯林达代读。 

诺哈斯林达指出，旅游业是 

我国最重要与促进国家经济的领 

域之因为旅游业推动商家如 

酒店住宿、餐饮业的生意。 

她说，旅游部目前正与各部 

门商讨，以拟定统一的指南来管 

制短期民宿Airbnb服务，即让联 

邦政府、州政府及地方政府采用 

统~•的指南。 

出席者包括马来西亚酒店协 

会首席执行长叶立圣、马来西亚 

城市规划师协会理事会成成员阿 

都哈密和玛拉丁艺大学旅游及酒 

店管理院系讲师莎拉米亚。 

“解决住宅商业民宿课题”工作坊吸引将近500人出席，包括政 

府各部门机构、利益相关者和居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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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擊非法檔口全“消失” w 

取鏞外鼸小腰獲空 
©©©⑩ 
士拉央巴剎街遺 

(士拉央4日讯）士拉央市议 

会昨晚到士拉央巴刹外进行突击行 

动，取缔超过20个由无执照的街边 

外劳小贩所经营的档口，惟执法队 

伍到场，却发现档口的外劳全“消 

失” 了，唯有充公他们的货品。 

被有关当局所充公的货品，数量更 

是多达满4辆罗里之多。 

祖哈里：当局没泄露行动 

市议会代主席祖哈里较后针对此事 

受询时表示，当局并没有泄露行动，导 

致执法人员“扑空”。 

他也说，该区-•向以外劳小贩经 

营档口 “闻名”，其中也有小贩在路边 

禁区开档做生意，不过当突击行动展开 

时，有关外劳却“消失” 了。 

他指出，扣留外劳属移民局的管辖 

权力，因此，当局唯有充公有关外劳所 

售卖的货品。 

他补充，在行动中，有小贩表示有 

执照及准证，其实有关执照及准证非官 

方文件，也并非由任何一个官方单位所 

发出，而且地方政府是不会对外劳发出 

营业执照。 

执法人员将在巴刹所充公的货品 

搬上罗里，有关货品更是满4辆罗里 

之多。 

疑本地中介对执法员叫嚣 

令人关注的是，取缔行动中发生了 

小插曲，数名相信是负责该批小贩营业 

的本地中介竟然对执法人员叫嚣。 

他们以“执法人员不让外劳找吃” 

等理由，呛声表达不满，现场气氛一度 

紧张。 

不过，因有警方在场，本地中介仅 

是语言叫嚣，并无与执法人员发生肢体 

冲突，以致取缔行动顺利进行。 

市议会昨晚共动员超过100人，并 

连同吉隆坡市政局、大马公司委员会、 

国内贸易及消费事务部及警员等50人展 

开上述行动。 

执法人员对并无街边小贩执照的外劳开出罚 

单，并充公他们所卖的货品。 

黄偉強：充公貨品以示懲戒 

+马 
If 

街边小贩执照的 

外劳在巴刹经营 

档口的问题已有 

多时，当局对此 

展开行动，对付 

本地中介对市议会展开的突击行动呛声表达不满，所相关人士，以示 

幸警方在场维持秩序，现场并无发生肢体士突。 惩戒。 

‘拉央市议员黄伟强受询时指出，无街边小贩执照 

的外劳在该处经营档口问题已有多时，因此，当 

局昨日在行动中除了开出罚单之余，也当场充公他们所售 

卖的鸡、鱼、蔬菜和水果，以示惩戒。 

他补充，市议会多次展开取缔行动，难免会引起被取 

缔者的不满，甚至有时会与执法人员发生冲突。 

“不过，执法人员在每次的行动中皆会配备随身摄录 

机，以记录下事发经过。若日后遭他人断章取义时，当局 

可以从随身摄录机的录像清楚地知悉冲突过程，这也保障 

了执法人员的权益” 

他也说，市议会执法组新任总监诺哈雅迪刚上任不 

久，此前在内部稽查组担任要职；他相信在诺哈雅迪的领 

导之下，执法组日后将会达到良好成就，加强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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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4日讯）雪 

州大臣阿米鲁丁今日宣 

布，雪州两个地方政府和 

-家官联公司将进行人事 

调动，分别为八打灵市政 

厅、加影市议会及雪州发 

展机构。. 

他说，原任八打灵市 

政厅市长拿督阿兹兹将调 

往雪州发展机构，出任首 

席执行员一职。 

他披露，原任加影市 

议会主席拿督沙尤迪则升 

任八打灵市政厅市长，而 

原任乌鲁冷岳土地局官员 

拿督罗斯里则调到加影市 

议会，出任市议会主席。 

“这3项人事调动是 

雪州宣布3人事調動 
4月起以新身分辦公 

由公共服务局所发出， 

并在3月15日生效，并在4 

月1日起开始以新身分办 

阿米鲁丁： 

积极推动公共服务表现 

阿米鲁丁发文告表 

示，雪州政府有信心新的 

人事委任与安排，能落实 

人民的期望以及协助雪州 

政府在2025年迈向精明州 

的道路上，带来良好的硕 

果。 

他说，雪州政府于去 

年在招商引资方面创下历 

史最高记录，这项显著的 

成果，也证明雪州政府为 

民服务的良好口碑和经济 

增长令人信服。 

“雪州的成功，有赖 

于在各层面积极在推动卓 

越的公共服务表现，特别 

是所有的地方政府和雪州 

官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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