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GO kesal masalah jalan
mendap berlarutan 11 tahun
Shah Alam: Badan kera-
jaan (NGO) Brotherhood,
yang cergas melakukan
kerja sukarela menampal
jalan berlubang, memper-
soalkan isu jalan mendap
di Persiaran Atmosfera,
Seksyen U5, di sini yang
berlarutan sejak 11 tahun
lalu.
Pengasas Brotherhood,

Azlan Sani Nawawi, ber-
kata ketika ini laluan se-
panjang 400 meter itu ter-
paksa ditutup sepenuhnya
sejak setahun lalu kerana
berbahaya kepada penggu-
na jalan raya.
“Isu kerosakan jalan ini

sentiasa berulang sejak 11
tahun lalu. Sekejap buka
dan sekejap tutup. Begitu-
lah keadaannya sejak dulu
lagi.

Tutup laluan
sepenuhnya
“Sekarang, jalan ini terpak-
sa ditutup sepenuhnya. Se-
hingga kini masih tiada
tanda jalan ini akan dibai-
ki.
“Kami pun pelik kenapa

tiada tindakan daripada pi-
hak bertanggungjawab. Isu
jalan ini sudah lama ber-
laku dan sepatutnya ia su-

dah diatasi,” katanya dite-
mui media di hadapan
Kompleks Pejabat Kerajaan
Daerah Petaling di sini, kel-
marin.
Yang turut hadir, wakil

NGO Pertubuhan Skuad
Khidmat Masyarakat Mala-
ysia (PASKAM) dan Otai Re-
formis.

Tiada tindakan
dari MBSA
Azlan Sani berkata, pihak-
nya sudah bertemudengan
pegawai Majlis Bandaraya
Shah Alam (MBSA), Jaba-
tan Kerja Raya (JKR) dan
wakil rakyat untuk mem-
buat aduan berhubung isu
itu, namun tiada tindakan
lanjut dilakukan.
“Alasan diberikan MBSA

dan JKR ialah kerja baik
pulih kawasan mendapan
tidak boleh dilakukan ke-
rana terdapat rumah yang
terlalu dekat dengan jalan
raya. Jadi, kerja pembaikan
akan menjejaskan rumah
berhampiran.

“Persoalannya adakah
wajar alasan sebegini di-
berikan? Tidak adakah ja-
lan lain untuk atasi isu
mendapan jalan ini?” ka-
tanya.

Mengulas lanjut, Azlan
Sani memaklumkan penu-
tupan jalan sepanjang 400
meter itumenyebabkan ke-
sesakan teruk dalam kawa-
san perumahan dan di ha-
dapan sekolah berdekatan.

Undang bahaya
“Malah, ia juga membaha-
yakan kanak-kanak yang
melintas jalan selain peng-
guna jalan raya padawaktu
malam kerana kawasan ini
tiada lampu jalan,” kata-
nya.
Sementara itu, Timbalan

Ketua Pengarah PASKAM,
Datuk Edros Abdullah, tu-
rut meluahkan rasa kece-
wa kerana jalan sedia ada
yang sepatutnya dibaik pu-
lih, ditutup untuk tempoh
yang begitu lama.
“Terdapat banyak cara

untukmengelak bdaripada
berlaku pemendapan, an-
taranya ialah membina
jambatan di atas jalan dan
ia terpulang kepada kebi-
jaksanaan pihak berkai-
tan,” katanya.

Persiaran Atmosfera
menjadi laluan utama pen-
duduk sekitar serta Paya
Jaras untuk ke Kota Da-
mansara dan Kep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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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ah persepsi konvoi motosikal, kereta
MARSHALL ROAD VOLUNTEER WATCH

Oleh Siti Fatimah Mohamed
Anwar
ctfa@bh.com.my

Kuala Lumpur

Penubuhan pasukan Sukare-
lawan Pemerhati Jalan Ra-
ya yang dikenali sebagai

‘Marshall Road Volunteer Watch’
diharap dapat mengubah perse-
psi masyarakat terhadap aktiviti
kumpulan pemotoran.
Program anjuran Team Selangor

di bawah Sekretariat Kesedaran
Kenegaraan dan Kesukarelaan Ne-
geri Selangor ini adalah yang per-

tama diadakan di Malaysia.
Ia bertujuan melatih sukarela-

wan terdiri daripada ahli kelab
pemotoran dengan aspek perkhid-
matan perubatan kecemasan
(EMT) sebelum mereka ditauliah-
kan dengan sijil yang melayakkan
mereka memberi bantuan awal
kepada mangsa kemalangan.
Pengurus program, Shazlee Na-

zlee, 31, berkata selain mewujud-
kan pasukan bantuan awal kece-
masan yang diiktiraf, sukarelawan
ini juga dilatih menjadi pengiring
ataumarshall yang berdisiplin dan
beretika ketika berkonvoi.

Satukan kelab
“Program ini menyatukan kelab
motosikal dan kereta sekitar Se-
langor, khususnya kawasan Majlis
Perbandaran Ampang Jaya (MPAJ)
bertujuan mengukuhkan kemahi-
ran pemanduan secara individu
dan berkumpulan serta mening-
katkan kesedaran aspek keselama-
tan dalam mengendalikan sese-
buah konvoi.

Latih sukarela
aspek EMT, beri
bantuan awal
kepada mangsa
kemalangan

Pengasas Roadwatch Volunteer, KaptenWira Roslan (tengah) dan
Shazlee (dua dari kiri) bersama sukarelawan terlatih yang memberi
bantuan awal kecemasan jalan raya di sekitar Ampang.

“Selain menjadi pasukan awal
bantuan kecemasan, sukarelawan
ini juga akan bertindak sebagai
‘mata’ dan ‘telinga’ kepada pihak
berkuasa termasukPolisDirajaMa-
laysia (PDRM), Jabatan Pengang-
kutan Jalan (JPJ) dan Pihak Ber-
kuasa Tempatan (PBT) dalam as-
pek pematuhan terhadap undang-
undang dan keselamatan jalan ra-
ya. Kursus ini turut membabitkan
kerjasama MPAJ di bawah Jabatan
Belia dan Masyarakat,” katanya.
Shazlee berkata, sukarelawan

berkenaan akan mengikuti kursus
EMT yang diadakan tiga kali se-
belumditauliahkan sijil untukmen-
jadi sukarelawan bantuan awal ke-
cemasan serta layak menjadi pe-
ngiring sah dalam acara sukan.
“Kumpulan sukarelawan perin-

tis ini dijangka akan tamat kursus
dan ditauliahkan sijil pada Sep-
tember ini, dengan pengiktirafan
berkenaan mereka boleh terbabit
sebagai pengiring sukan yang sah
di Malaysia serta menyertai konvoi
bantuan bencana,” katanya.

[FOTO ASYRAF HAMZAH /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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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ita 8 hari terputus bekalan air
Kehidupan  penduduk 
PPR Lembah Subang 

terjejas

SHEIKH MOHAMAD NASIRUDDIN
 SHEIKH MOHAMAD ALI

K ehidupan 400 penduduk Blok 
E Projek Perumahan Rakyat 
(PPR) Lembah Subang terjejas 

akibat gangguan bekalan air sejak 
lapan hari lalu.

Pengerusi Persatuan Penduduk 
Blok E PPR Lembah Subang, Mohd 
Azmi Yaacob berkata, gangguan ber-
laku disebabkan kerosakan tangki air. 

Menurutnya, ada penduduk ter-
paksa mengangkut air dari tangki yang 
terletak di tingkat bawah malah ada 
yang terpaksa mandi di masjid kerana 
tiada bekalan air. 

“Saya kasihan kepada penduduk 
Sebahagian penduduk Blok E PPR Lembah Subang menadah air 
dalam bekas untuk diangkut naik ke rumah.

SUBANG

yang uzur dan mempunyai ramai 
ahli keluarga yang  terpaksa angkut 
air dari tingkat bawah.

“Ada juga yang terpaksa pergi ke 
masjid dan ke rumah saudara-mara 
untuk mandi ,” katanya. 

Mohd Azmi berkata, pihaknya 
kecewa dengan pengurusan pang-
sapuri yang tidak memberi notis 
awal berhubungan gangguan bekal-
an itu.

Katanya, penduduk boleh mem-
buat persiapan awal jika mengetahui 
masalah yang bakal berlaku.

“Pihak kami sudah buat aduan 
kepada pihak berkenaan untuk ta-
ngani masalah bekalan air ini.

“Setelah berhubung dengan 
ADUN Seri Setia, Halimey Abu Ba-
kar, beliau memaklumkan Kemen-
terian Perumahan dan Kerajaan 
Tempatan (KPKT) serta pihak yang 
berkenaan sudah mengambil tindak-
an membaiki tangki air yang rosak,” 
katanya. 

Penduduk, Rafiah Mat Din, 68, 
berkata, gangguan bekalan air me-
nimbulkan kesukaran apatah lagi 

kepada warga emas sepertinya.
“Saya tinggal seorang diri di sini. 

Bila jadi masalah macam ni saya 
terpaksa upah orang untuk angkut 
air naik ke tingkat tujuh unit rumah 
diduduki.

“Sekali angkut saya bayar upah 
sebanyak RM20. Kasihan juga ke-
pada mereka,” katanya.

Peniaga, Abdullah Hassan, 38 
berkata, perniagaannya terjejas se-
lepas berlaku musibah  di pangsa-
puri tersebut.

“Operasi perniagaan terganggu 
bila tiada air, belum masuk lagi un-
tuk penuhi keperluan keluarga,” 
katanya.

Penduduk, M. Kalawati, 53 ber-
kata, dia kepenatan apabila terpak-
sa berulang kali mengangkut air dari 
tingkat bawah.

Katanya, dia juga terpaksa men-
cuci pakaian di dobi dan tidak dapat 
memasak di rumah.

“Banyak kali saya kena angkut 
air setiap hari. 

“Malah sejak tak ada air saya 
terpaksa cuci baju di dobi,”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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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iji besi jadi perangkap maut
Penghuni rumah 

panik jika 
berlaku 

kebakaran, gagal 
cari kunci

AHMAD ISMADI ISMAIL

BANGI

P emasangan jeriji besi 
di kediaman atas fak-
tor keselamatan 

mungkin boleh bertukar 
sebagai perangkap maut 
apabila berlaku kebakaran.

Lebih membimbang-
kan apabila kejadian ber-
laku pada waktu malam 
mengakibatkan penghuni 
tidak dapat mencari kunci 
akibat panik dan kelam ka-
but.

ADUN Sungai Ramal, 
Mazwan Johar berkata, 
beliau mendapati banyak 
kes membabitkan mangsa 
terperangkap apabila ber-
hadapan situasi itu teruta-
ma jika api merebak den-
gan pantas.

“Apabila berlaku keba-
karan ‘misi’ mencari kunci 
pintu rumah atau jeriji besi 
menjadi amat sukar. Beka-
lan elektrik akan terputus. 
Asap tebal menyelubungi 
bahagian dalam rumah.

“Jika insiden berlaku 
pada waktu malam, ke-
sannya lebih menggerun-
kan. Dalam suasana ini 
mangsa berada dalam 
keadaan sangat tertekan 
dan panik, mungkin seka-
li ‘disoriented’,” katanya 
melalui Facebooknya se-
lepas melawat mangsa 
rumah terbakar, Mohd 
Zahari Tajul Hassan di 

Mazwan (kanan) meninjau lokasi kebakaran di sebuah rumah di Bandar Baru Bangi, kelmarin.

Seksyen 7 Bandar Baru 
Bangi, kelmarin. 

Menurutnya, kebaka-
ran kediaman Mohd Tajul 
Hassan bermula daripada 
rumah jirannya.

“Ketika kejadian dua 

anak jirannya berada di 
dalam rumah tetapi gagal 
menjumpai kunci jeriji besi 
rumah mereka. Mujur ada 
tiga jirannya yang bertin-
dak pantas menarik sekuat 
tenaga sehingga berjaya 

menanggalkan jeriji itu.
“Saya dimaklumkan ibu 

bapa kepada dua kanak-ka-
nak tersebut keluar  ke ke-
dai berhampiran,” katanya.

Mazwan berkata, 
masyarakat seharusnya 

mengambil iktibar daripa-
da kisah tersebut agar 
dapat mengelakkan tragedi 
itu berlaku dalam kawasan 
perumahan. 

“Berhati-hatilah kerana 
saya telah menyaksikan 
beberapa kali insiden ham-
pir meragut nyawa ini,” 
katanya.

Apabila 
berlaku 

kebakaran ‘
misi’ mencari 
kunci pintu 
rumah atau jeriji 
besi menjadi 
amat sukar. 
Bekalan 
elektrik akan 
terputus.” 
- Maz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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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x aerators at retention pond 
while waiting for sample results' 
RESULTS of water samples from a retention 
pond in Ambang Botanic 1, Klang, where 
dead tilapia fish were found, will be made 
known in three weeks' time. 

This will be done at a briefing at the 
Energy, Science, Technology,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Ministry (Mestecc) in 
Putrajaya. 

Sentosa assemblyman G. Gunaraj said the 
Selangor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DOE) 
and Chemistry Department Malaysia (CDM) 
had the equipment to test several parame-
ters, including total dissolved solids and 
chlorine. 

"On initial understanding, it could be an 
increase in algae in the water that caused 
less oxygen. 

"So, the immediate suggestion from DOE 
is to instal aerators while waiting for the 
results," he said after visiting the site in his 
constituency. 

On April 15,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DOE, CDM, Mestecc, Drainage and 
Irrigation Department (DID), Indah Water 
Konsortium and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as well as Ambang Botanic 1 
Residents Association committee members 
met at the housing area to discuss the dead 
fish issue. 

The incident has occurred since April 4. 
Gunaraj said there was a need for DID 

and MPK to reevaluate the retention pond's 
basin design which meanders through the 
residential area before emptying into the 
monsoon drains and Sungai Aur. 

"Alleviation is a critical component to 
move water by way of gravity but water 
pumps are also used here to regulate the 
water level which maintains the permanent 
pool. 

"Flash flooding is also an issue. Both 
departments must restudy the retention 
pond design and give better suggestions," 
he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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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about Sekinchan's success 
(From left) Dr Andrew, Aroi and Ng sampling some love letters made by local 
residents, one of the many cottage industries in the town. 

Nauru official visits thriving town to 
find out about its cottage industries 
By WANI MUTHIAH 
wani@thestar.com.my 

IT was the first meeting between the two but 
Selangor Speaker Ng Suee Lim and Nauru 
official Michael Aroi were like old friends as 
they discussed their respective nations. 

Aroi, who is Nauru's Foreign Affairs & 
Trade Department secretary, made time 
recently to visit Ng at his constituency, 
Sekinchan. 

He was in Malaysia to make arrangements 
for Nauru president Baron Divavesi Waqa's 
possible visit here soon. 

Aroi wanted to learn how the town was 
generating income for its residents through 
various cottage industries. 

"I was told how prosperous Selangor was 
and how Sekinchan, which was once a sleepy 
farming town, had become a tourist attrac-
tion," said Aroi. 

He added Nauru was looking at new 
income streams as its main phosphate mining 

industry was in decline. 
"The amount of phosphate is depleting and 

we are thinking of ways of getting our people 
involved in industries to generate income," he 
added. 

Aroi was impressed with the many cottage 
industries he visited in Sekinchan and said it 
was something he would discuss with his gov-
ernment. 

He added that Nauru had many similarities 
with Malaysia including beautiful beaches as 
well as a wide variety of seafood. 

Ng said it was a good meeting and Aroi had 
shown much interest in Selangor. 

"We talked about how cottage industries 
can make people self-sufficient and how it 
can be implemented," said Ng. 

He also told Aroi that arrangements could 
be made for a Nauru delegation to visit 
Selangor. 

"Maybe their Speaker can visit us at the 
State Legislative Assembly as well," added Ng. 

Aroi, who was accompanied by Nauru's 

(From left) Ng, Dr Andrew and Aroi at one of the many padi fields in Sekinchan. 

Ng (left) 
treating Aroi 
to a seafood 
feast. 

honorary consul to Malaysia Datuk Dr 
Andrew Mohanraj, had also called upon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secretary-general 
Datuk Seri Muhammad Shahrul Ikram 
Yaakob during his trip. 

Dr Andrew, who is engaged as a consultant 
psychiatrist and offshore medical director for 
mental health by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was invited by Nauru to represent the nation 
here. 

He provides mental health support to refu-
gees and asylum seekers in the offshore pro-
cessing centre set up by Australia on the 
island. 

Nauru, formerly known as Pleasant Island, 
is located amongst the Central Pacific is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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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ism Selangor promotes state at schools

RAJVINDER SINGH

KONG SEE HOH

g p
KUALA LUMPUR: Tourism Selangor is going 
to schools to promote domestic tourism. It 
hopes to get students to encourage their 
families to visit tourist attractions in the state.     

Tourism Selangor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manager Khuzaimah 
Jamaluddin said it is targeting four million 
domestic tourist arrivals this year. 

“We expect these students to get their 
families to travel to interesting places near 
them,” she said at the launch of Selangor 
School Squad Programme Tourism Tour 2019 
in SMK Darul Ehsan yesterday.  

Khuzaimah said there are a variety of 

RAJVINDER SINGH

KONG SEE HOH

activities for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ogramme has the cooperation of 

the state education department and 
participation of major state tourism 
attractions such as Sunway Lagoon, Kidzania 
Kuala Lumpur, Farm in The City, Palace of the 
Golden Horses, Bangi Wonderland and 
Jumpstreet. 

“The Selangor State Heritage Malay Padat 
will also provide cultural and arts activities.”  

She said the school tour will be held yearly. 
Tourism Selangor also plans to promote this 
programme at private and international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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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嘉隆I7日讯）斯里嘉隆花 

园居民把草场当垃圾场，瓜冷 

县议会承包商每月清理至少1吨 

垃圾，不仅是仁嘉隆最多也严重 

的3立圾区，更是骨痛热症“黑 

区，，！ 

掌管仁嘉隆的瓜冷县议员洪友亮指 

出，他多次要求县议会派员清理非法 

垃圾，但居民随手乱丟垃圾，影响环 

境卫生，滋生黑斑蚊虫，传染骨痛热 

症，对来草场休闲运动的晨运者造成 

困扰。 

他说，不能每次发生骨痛热症后， 

才向县议会投诉，必须回到源头，照 

顾环境卫生，这是大家的责任，否则 

清洁工友今天不清理，明天又垃圾满 

地，试问何时才有一个清洁舒适的居 

住环境和草场。 

他坦言，多年来处理仁嘉隆垃圾问 

题，特别是斯里嘉隆花园的垃圾，最 

令他头疼，这边才清理乾净，那边又 

乱丢垃圾，罗厘载了一车又一车，永 

远载不完。 

洪友亮担任瓜冷县议员8年，他说， 

仁嘉隆大街及其他花园，尤其是去 

年，前行政议员欧阳汉华领养直落拿 

督区时，代表雪州政府免费派发垃圾 

桶给村民，伫嘉隆垃圾情况明显改 

善，街道都很乾净整洁。 

霸佔草場當泊車位 

他说，只有斯里嘉隆花园的垃圾问 

题依然糟糕，除了垃圾乱丢，居民霸 

占草场，把靠近住家的草场铺上洋灰 

作为私人泊车位、甚至把罗厘停放在 

•花园住宅区的垃圾、木板等堆积在草场旁边。 

草场跑道，造成跑道沉陷。 

他说，他定期巡视仁嘉隆 

各区，一旦发现垃圾或民生 

问题，他就主动先向县议会 

反映，村民向他投诉时，他 

已掌握该问题的详情。 

他说，瓜冷县议会，仁 

村村委会及县议员们，大力 

推动“垃圾不落地，仁村更 

美丽”，他呼吁村民维护本 

身居住环境清洁，不乱丟垃 

圾，避免黑斑蚊滋生。 

他认为，要解决斯里嘉隆 

花园住宅区垃圾问题，村民 

必须合作，提高卫生醒觉意 

识。 

友亮呼吁县议会加 

iU�强执法，对付“垃 

圾虫”，唯最终必须回到 

教育，提升人民卫生觉醒 

意识，并在居民合作下， 

才能完全解决垃圾问题。 

他说，根据县议会条 

例，如果居民驾车或罗 

厘，把垃圾载至路边乱 

衛生覺醒意識待提升 
丢，一旦被逮著，除了罚 

款，有关车辆将被扣留1 

个礼 

他呼吁居民互相监督， 
凡看到“垃圾虫”乱丟垃 

圾，可拍照传给瓜冷县议 

员，一旦获得证实，县议 

会将给予奖赏。 

他说，县议会垃圾承包 

商每周三次到花园住宅区 

收集垃圾，居民应该配合 

垃圾车服务时间，把垃圾 

让垃圾罗厘载走。 

居民如有垃圾投诉，或 

大型垃圾要丢弃，可联络 

KDEB019-375 9592或019-

3 7 5  3 9 8 0 ,  W h a t s a p p s  

019-274 2824,也可 

下载雪州政府 “ i C l e a n  
Selangor apps"，通过 

手0上网投诉，或联络洪 

友壳016-6833635。 

意乱丟垃圾,斯里 
嘉隆花史病症"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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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要求黃思漢協助 

他说，如今路牌脱落情况越来越严重， 

超过一半的路牌都必须更新，否则路牌柱 

子东歪西倒，也不好看。 

他指出，去年大选前州政府有意把新村 

路牌更新，并加上中文路牌，随著雪州苏 

丹沙拉弗丁殿下去年11月谕令州政府撤下 

所有莎阿南区的中巫双语路牌后，相信州 

政府已无意再安置中文路牌。 
“不需要中巫双语路牌的话，便无需更 

新所有路牌，只需要把脱落的路牌重新安 
置便可。” 

他说，村委会希望市议会可以协助，若 

市议会没有拨款，村委会将要求雪州行政 

议员黄思汉协助。 

另一方面，公正党加影市议员哈纳菲受 

询时指出，他将把新村路牌脱落及损坏情 

况，带到市议会投诉会议，要求市议会跟 

进。 

•新村篮球场前面路牌断了。 

•一些路牌脱落，居民把它绑回去。 

些 
s 
牌 
东 
歪 
i 
倒 

牌 
铁 
柱 
已 
生 
锈 

脫落、斷掉、不見 

lOT林雁芳 

•士毛月新村许多路牌都不见了，只剩下路牌的柱子。 

Semenyih )过半路牌需要维修或更 

新！ 

(士毛月17日讯）路牌脱落、 士：毛月新村许多路牌年久失修，纷纷脱 

断掉、不见，或是路牌柱子东落或不翼而飞，一些路牌柱子更因生锈腐 

歪西倒，士毛月新村（K g  . B a :  
蚀而倒下，村民开始埋怨外地人找不到 

路，常常在村里兜路。 

该村村长颜闻昌向《中国报》指出，许 

多路牌多年前已断掉或落脱，村民不高兴 

向他投诉，他曾向时任雪州行政议员欧阳 

捍华反映，要求更新新村路牌，不料来不 

及更新，去年便迎来509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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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林（右）向玛拉工艺大学的仁保分校大专生，讲解雪州议会的开会程序。 

森瑪拉工藝大學生 

參觀雪州議會大廈 
(莎阿南I7日讯）玛拉 

工艺大学森州仁保分校大 

众传播科系学生，到雪州 

议会大厦参观，了解议会 

民主程序与三权分立制度 

的重要性，并进入议会厅 

内成为青年人民代议士， 

透过轻松的问答环节，感 

受庄严的论政气氛。 

由亚洲政治课程指导老 

师希尔米带领的40人，获 

得雪州议长黄瑞林与研究 

员等人接待。 

黄瑞林除了讲解雪州议 

会民虽程序，是确保三权 

分立的健康政治条件，也 

列出雪州议会领跑国会与 

各州议会的政策，包括给 

予反对党领袖优厚的待 

遇、设立9个特别遴选委员 

会以监督州政府，与更系 

统化的开会模式等。 

他当场示范主持州议会 

的方式，让大专生在州大 

臣、行政议员与州议员的 
座位，以“抢麦克风方 

式”进行问答环节，感受 

议会的论政方式。 

大专生也积极提问各种 

问题，从辩论法案和立法 

的过程、如何控制州议员 

的辩论方式与速度、州议 

员缺席议会能否被对付， 

到议员在议会厅内辩论的 

控权等，让现场宛如小 

议会般火花四射。 

黄瑞林也勉励所有大专 

生除了专注学业，更必须 

关心政坛动态，因为国家 

政策走向与政治课题息息 

相关，越多高学历且具有 

远大志向的年轻人加入政 

党、成为政府公务员或进 

入私人企业，都是推动国 

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他重申，任何人都有参 

政的权利，包括如今尚在 

读书的大专生也一样，并 

笑言或许下一届就有更多 

大专生，在开放的政治舞 

台贡献所长，为国家和人 

民的前途奋斗。 

与
大
专
生
自
拍
合
影
留
念
。 

•
交
流
会
结
束
后
，
黄
瑞
林(

后
排
右
4)

 

Page 1 of 2

18 Apr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12
Printed Size: 503.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9,921.96 • Item ID: MY003575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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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倒靠儲蓄過活 

fern•林淑慧1•李玉珍1 

(吉隆坡17日讯）7旬老妇过去2〇年，靠洗 

碗照频因车祸而导致行动不便的儿子，孰料一 

次跌倒伤及腰部，只能靠储蓄和公积金过活， 

如今生活面临断崁，连累积拖欠的170令吉的 

电费也给不起，所居住的木屋更是破烂不堪， 

摇摇欲坠。 

来自班丹柏岭叶妹（77 

岁），丈夫在4年前病 

逝，目前和4名儿子同住 

在一间破烂的木屋里，相 

依为命。 

如今，木屋已有多处失 

修，尤其是厨房部分，包 

括木门、木墙和洗手盆的 

支撑已揺揺欲坠，叶妹担 

心對塌。 

她说，次子杨金发今年 

43岁，但在22年前，即21 

岁那年遇到严重车祸，当 

时虽然救活了性命，但却 

永久行动不便，无法工 

f乍。 
。“一路以来，我都做洗 

碗工作，和当时还在生， 

做泥水工的丈夫撑起这头 
家。“ 

丈夫病逝陷困 

叶妹向民主行动党莲花 

苑区州议员黎潍福和《中 

国报》叙述生活困境时， 

这么指出。 

她说，大概4年前，她 

一次跌倒扭伤了腰，几个 

月后，丈夫还病逝，祸不 

单行o 

“°长子没有工作，排名 

第三和第四的儿子，虽然 

有工作但收入不多，有时 

自己也不够用，无法帮补 
家里的开销。” 

她说，这几年来，她都 

是靠著年轻时的一些储蓄 

和不到1万令吉的公积金 

过活，如今已经所剩无 

几。 
“为了节省钱，我也不 

敢出外打包食物，自己买 

菜自己煮，更加便宜。” 

叶妹说，曾经她因为无 

法照顾行动不便的次子送 

到残障中心，大概住了半 

年，儿子选择回家住。 
“他必须扶著支撑物才 

可以行走，一般是椅子， 

但也要人在旁看顾，有 

试过我没在，他就跌倒 
了。” 

k说，虽然把儿子送到 

收容所是比较好，但因为 

儿子抗拒，她又不舍得， 

唯有继续照顾孩子，支撑 

这个家。 

出席家访的包括莲花苑 

区协调员吕荣发。 

人"力 

m 

叶妹居住的木屋 

已破烂不堪，但 

却是唯一的栖身 

之所。 

黎潍福（左） 

慰问杨金发。 

照顧車禍兒22年 

•
叶
妹
的
家
十
分
简
陋
，
就
连
电
费
也
没
钱
缴
付
。 

•
洗
手
盆
的
支
撑
已
摇
摇
欲
坠
。 

黎濰福率團隊送援助品 
@潍福率领其团队前 

o往探访叶妹，并送 

上援助品，解燃眉之急。 

他说，其中大部分的善 

品，由安邦再也市议员莫 

根赞助。 
“一些鸡蛋、菜，则由 

来自班丹柏兰岭的热心商 
家梁来存捐助。” 

他说，日后梁来存也会 

继续为叶妹送上来自蕉赖 

英达社区菜园的新鲜的蔬 

菜，供她煮食。 

“我们也邀请到菩提之 

家前来做家访，了解如何 

在曰后给予叶妹一家协 
助o，， 

黎潍娼说，叶妹所欠下 

的电费，目前也由莫根和 

莲花苑州选区投诉部主任 

丘建生协助解决了。 

案件列“菩提善濟” 

$提之家负责人清悦指出，由 

i=r于叶妹的儿子不愿意搬走， 

因此暂时将把叶妹的案件列入 
U是謝芥”。 
’我每个°月都会跟进，给予 

善品禾口善款。” 

•黎潍捐（左3)率领团队探访 

叶妹（左4),并送上善品，解 

燃眉之急。左起为梁来存、莫 

根、吕荣发、丘建生及清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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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球（左4)为爱艺术嘉年华剪彩， 

拉浪雪邦河腾飞扬名。 

为2020雪邦旅游年热身，望荅眼 

费藝術嘉年蓽& m 
(雪邦1 7曰) 

各眼拉浪海边即 

日起至本周日（21 

日），举办爱艺术 

嘉年华，展现地方 

上珍贵的文化艺 

术，也有美食购物 

嘉年华。 
这项活动也是配合 

2020雪邦旅游年的热身 

项目，由雪邦市议会主 

催，苔眼拉浪居民协商 

委员会承办、10个居民 

协商委员会联办包括哥 

打华丽山、吉隆坡国际 

机场、拉务、雪邦、沙 

叻、沙叻丁宜南镇、沙 

叻丁宜北镇、布特拉柏 

兰岭、武吉蒲种、美兰 

帝岛居民协商委员会以 

及荅眼拉浪村委会和雪 

邦布特拉睦邻计划。 

大会为吸引各阶层人 

士深入了解和认识荅眼 

拉浪海滩以及周边旅游 

景点，在首日开幕晚会 

呈献热情大胆的烟火表 

演、士气高昂中华武 

术、阿娜多姿马来舞、 

淳朴原住民舞蹈等精彩 

节目。 

大会由双溪比力区州 

议员刘天球剪彩，陪同 

者有雪邦市议员维再 

也、蔡志雄、哈芝文 

等。 

各項壓軸賽事 

刘天球呼吁民众齐心 

协力，打响荅眼拉浪海 

滩的美名，努力打造当 

地为世界知名的旅游景 

点。 

…他指出，雪邦县有丰 

富的天然资源，除了 

红、黄、白色火龙果和 

佳拜榴莲、雪邦母亲河 

游船乐等得天独厚的优 

势，是最具商机潜能的 

农业生态旅游景点。 

大会每天安排不同的 

压轴节目如钓鱼比赛、 

制作马来传统风筝比 

赛、美食烹饪比赛等精 

彩节目，让民众狂欢一 

星期，为艺术欢呼喝 

彩。 •士气高昂的中华武术高手大展拳脚。 

答眼拉浪海邊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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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賽者们个个卯足全力的拉，希望能把对手拉倒。 

莎阿南市長 
(莎阿南1?日讯）莎阿南 

市长杯拔河公开赛，由MBSA 

A队顺利夺冠。 

莎阿南市政厅是于本月13 

曰和14日在莎阿南独立广场 

的b草场举行拔河公开赛活 

动，总共吸引18支队伍的参 

加。 

在决赛中，MBSA A队成功 

击败MBSA b队，夺下冠军。 

MBSA A队获得3000令吉现 

金和奖牌，MBSA b队则是获 

得2000令吉现金和奖牌。 

莎阿南副市长莫哈末拉昔 

迪也代表出席，并颁奖给 

获奖的参赛队伍。 

莎阿南市政厅公关主任沙 

林在文告中说，市政厅鼓励 

各阶级官员们参与各项体育 

活动，包括今次举办的拔河 

比赛，将能培育出有活动、 

有纪律和健康的职员。 

•莎阿南市政厅日前举办为期两天的拔河比賽，总共吸引18支队伍的参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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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圈(16强) 

前曰成績（16曰） 
雪兰莪 负土地发展局联 1比2 

吉兰丹联_ 负登嘉楼 1比3 

吉打 胜八打灵再也市 2比0 

摈城（马首） 负吉隆坡 2比4 

昨日成績（17日） 
柔佛达鲁塔克欣 负雪兰莪发展机构0比1 

国民大学（马首） 负彭亨 0比1 

霹雳经济发展局 胜警察（马首） 3比2 
而连突足总…4) 负霹雳 1比2 

注：马超球队不加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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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大树经不起暴风雨的侵袭而倒下，所幸获得瓜冷县议 

会火速派员清理。 

•一场暴风雨造成万津地区多处大树倒下的狼狈情况，瓜冷 

县议会“快捷行动特工队”人员驰往现场清理。 

•万津德理玛花园一处主要水管遭倒下的大树压毀，当局立刻派员抢修。 

萬津暴風雨 

多處倒樹壓毀水管 
(万津日讯）凌晨一场暴风雨，导致 

万津区多处大树倒塌阻断交通，其中一处 

主要水管遭压毁。 

万津地区今曰凌晨12时30分左右下了一 

场倾盆大雨，并刮起大风，造成区内不少 

大树被吹到，导致来往交通也受阻。 

瓜冷县议会接获投报后，迅速派出“快 

捷行动特工队”清理树倒现场，雪州水供 

公司也派员抢修遭破坏的大水管。 

瓜冷县议会“快捷行动特工队”协调主 

任米斯昆卡林指出，由7人组成的特工队 

接获投报后，凌晨1时左右火速出动，赶 

往好几个地区清理现场。 

他说，大树被吹到 

的地方分别在直落拿 

督万津国中前面、冷 

岳再也花园、万津苏 

丹阿兰沙路、百度里 

花园、万津德理玛花 

园以及万津市郊双溪 

荅也沙登伯拉路，约8棵大树被暴风雨摧 

毁 
1 i也披露，万津德理玛花园附近一条主要 

水管，被倒下的大树压断，雪州水务管理 

公司快速派员到场抢修，确保水供能尽快 

恢复，减少不便。 

“为了确保行动一切顺利进行，我们动 

用2台电锯、切割器、2辆四轮驱动车、一 

辆客货车，及其他工具等。” 

米斯昆卡林补充说，清理行动是从凌晨 

1时开始进行，直至清晨5时30分才全面恢 

复市容。 

管
o
 

•
雪
州
水
供
公
司
派
员
抢
修
遭
破
坏
的
大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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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公賬會將傳召3部門 
解釋總稽查司報告有關課題 
(沙亚南1 6日讯） 

雪州公账会主席礼占披 

露，该会将会传召3个州 

级部门，即雪州大臣机 

构（MBI )旗下的通讯 

企业私人有限公司、雪 

州伊斯兰理事会和雪州 

农业局，.以派员解释去 

年出炉的国家总稽査司 

报告与3个机构有关的课 

题。 

他接受《当今雪州》 

采访时说，州公账会于 

本月初传召了雪州稽查 

局，以探讨于去年出炉 

的国家总稽查司报告， 

对雪州各政府机构和部 

门的稽查揭露，在达致 

讨论结果后，作出传召 

上述3个机构人员的决 

定。也是国阵巫统双溪 

侨华区州议员的礼占指 

出，公账会于本月1.2日 

传召了CCSB代表，接下 

来会是州宗教理事会和 

州农业局的官员。 

受委为雪州公共账目 

委员会主席，也是雪州 

反对党领袖礼占的从今 

年初至今，连同其他6名 

委员，共召开了3次公账 

会会议，以定夺公账会 

今年的工作蓝图。 

他透露，雪州公账会 

正考虑把数项议题，纳 

入将于下次州议会提呈 

的报告中，目前仍有至 

少2个月时间来准备报 

告，承诺公账会会在既 

定的时间内完成报告。 

雪州公账会的另6名 

在朝州议员，为希盟后 

座议员俱乐部主席兼公 

正党武吉兰樟区州议M 

黄洁冰、哥打安格力区 

州议员纳兹旺、行动党 

双溪比力区州议员刘天 

球、甘榜东姑区州议员 

林怡威、诚信党淡江区 

州议员沙阿里和土团党 

而榄区州议员莫哈末 

赛。（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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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遊瓜雪天空之鏡 

遊客需查證船家合法 
(八打灵再也"1 7曰 

讯）瓜雪县议会主席拉 

希拉说，雪州政府重视 

天空之镜游客的安全， 

所以必须釆取一些措 

施，因此促请游客在游 

览或签订瓜雪“天空之 

镜"旅游配套前，先查 

证相关的旅游公司或船 

只是否合法，确保旅途 

安全。 

他接受《当今雪州》 

访问时提到，当地无牌 

船只载客的问题层出不 

穷，因此希望游客在出 

发前，先向瓜雪县议会 

或雪州旅游局查询船家 

的合法性。 

拉希拉也也促请所有 

在当地经营旅游业活动 

的业者，也必须遵守所 

有安全方面的条例；县 

议会也联合相关单位和 

机构来解决有关问题。 

较早前，土团党而榄 

州议员莫哈末赛曾在雪 

州议会上质疑天空之镜 

的安全问题，并担心一 

旦发生任何意外或不愉 

快事件，会损坏国誉， 

为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招 

来恶名，尤其当地大部 

分访客来自中国。 

有鉴于此，拉希拉强 

调，县议会、州政府与 

雪州旅游局等相关单位 

自去年就开始积极举行 

工作坊或会议，以探讨 

码头与业者无牌载送游 

客的事宜，因此在有关 

工作坊后，当局也采取 

数项措施，包括进行监 

督和发出警告予所有不 

符合条例的船主。 

此外，瓜雪县议会相 

关单位也呼吁所有“天 

空之镜”旅游业者到县 

议会和旅游局补齐所需 

的执照，以保障业者和 

游客的利益和安全。 

早前，雪州议长兼适 

耕庄区州议员黄瑞林曾 

表示，考量到天空之镜 

和蓝眼泪的经济前景， 

州政府将严厉管制相关 

行业，确保不会有无牌 

和没有经过训练的船夫 

涌入，包括渔船载客等 

不合规格旳事件发生。 

他说，类似的海上服 

务业是近几年才在雪州 

火红起来，所以州政府 

尚未有相关的标准作业 

程序（SOP )或指南：。 

“当局正积极探讨和 

草拟新政策，以免在游 

客一窝蜂涌入观光， 

大家都有利可图时，出 

现失控或节外生枝的问 

题。” （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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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嘉隆花園住宅區冠全仁嘉隆 

每月需清理約1噸垃圾 
(仁嘉隆I7日讯）斯里嘉 

隆花园住宅区的垃圾，是全 

仁嘉隆最多、最严重！掌管 

仁嘉隆的瓜冷县议员洪友亮 

感叹，由于居民把草场当垃 

圾场，随意乱丟垃圾，清洁 

工友及瓜冷县议会垃圾承办 

商，再频密清理，也无济于 

事，因此每个月都要清理至 

少一吨的坦圾。 

洪友亮多次要求瓜冷县议会，派员 

清理非法垃圾，但居民随手乱丢垃 

圾，影响环境卫生，也滋生黑斑蚊 

虫，传染骨痛热症。 

草场沦为垃圾场 

据了解，这些垃圾影响环境卫生素 

质，也对来草场休闲运动的晨运者， 

造成困扰。 

洪友亮说，不能每次都在发生黑斑 

歧病症后*才向县议会投诉*这是治 

标不治本，必须回到源头，照顾环境 

卫生，是大家的责任，否则，清洁工 

友，今天不清理，明天又垃圾满地， 

试问，何时才有一个清洁，舒适的居 

s住环境余草场。 

担任瓜冷县议员8年的他说，多年 

•洪友亮说，村民随意乱丢垃圾，导致斯里嘉隆花园i住宅区的垃圾问 

题，是全仁嘉隆最严重的。 

来，在处理仁嘉隆的垃圾问题，特别 

是斯里嘉隆花园的垃圾，最令他"头 

疼”，这边才清理干净，那边又乱丢 

垃圾，罗里载了一车又一车，永远载 

不完。 

他说，仁嘉隆大街及其他花园，尤 

其是去年，当欧阳捍华行政议员，领 

养直落拿督区时，代表雪州政府免费 

派发垃圾桶给村民后，仁嘉隆的垃圾 

情况，明显的改善，街道都很干净整 
洁° 

“只有斯里嘉隆花园的垃圾问题， 

依然很糟糕，除了垃圾乱丢，居民霸 

占县议会草场，把靠近住家的草场铺 

上洋灰，作为私人泊车位、甚至把 

罗里停放在草场跑道，造成跑道沈 
陷。” 

他说，他定期巡视仁嘉隆各区，一 

旦发现垃圾或民生问题，他就主动先 

向县议会反应，等到村民向他投诉 

时，他已掌握了该问题的详情。 

他说，瓜冷县议会，仁村村委会及 

县议员们，大力推动“垃圾不落地， 

仁村更美丽”，他呼吁村民维护本身 

居住环境清洁，不乱丢垃圾，避免黑 

斑蚊滋生，因此其认为要解决斯里嘉 

隆花园住宅区垃圾问题，村民必须合 

作，提高卫生醒觉意识。 

他呼吁瓜冷县议会，加强执法，对 

付垃圾虫。根据县议会条例，如果居 

民驾车或罗里，把垃圾载区路边乱 

丢，一旦被逮著，除了罚款，有关车 

辆将被扣留一个月�（TS1 ) 

•工人把弃在草场的床褥杠上罗里 
•居民在斯里嘉隆花园乱丢址圾，导致清洁工人 

每个月都清理数罗里址圾。 

吁拍下垃圾蟲傅給議員 

//\督， 
.友亮呼吁居民互相监赏。 

凡看到垃圾虫乱 ‘ 

丢垃圾，可以拍下相片，传 

给瓜冷县议员，一旦获得证 

“瓜拉冷岳县议会垃圾承 

办服务，每周三次到花园住 

宅区收集垃圾，居民应该配 

让垃圾罗里载走。” 

他指出，居民如有垃圾投 

诉，或大型垃圾要丢弃，可 

以联络瓜冷KDEB垃圾承办 

商：019-375 9592或019-

3753980. Whatapps 019-

274 2824� 

此外，洪友亮透露，民 

众也可下载雪州政府iCIean 

Selangorapps，通过手机上 

网投诉。或者联络洪友亮 

县议员，016-683,3635� 

( T S I  )  

实，瓜冷县议会将给予奖合垃圾车服务时间，把垃圾 

Page 1 of 2

18 Apr 2019
Guang Ming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Supplement • Audience : 49,712 • Page: KB4
Printed Size: 638.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9,666.67 • Item ID: MY003575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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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論女穆不戴頭巾遭查 
3社運分子斥雪宗教局濫權 

(吉隆坡17日讯）3名女子控诉雪州宗教局涉嫌滥权， 

骚扰和恐吓女性社运分子，她们因为在马来女性与不戴 

头巾议题论坛上发言，而被该局调查。 

3人分别是活跃分子兼作家玛丽安李 

(Maryam Lee )、律师兼社交媒体评 

论员蒂安苏菲亚，以及女权活跃分子莫 

哈妮。 

她们今日发文告指出，虽然愿意配合 

当局的调查，却坚决认为本身没有违反 

法律。 

“我们谴责这类不必要的调查，是在 

滥用权力骚扰和©吓就影响女性议题发 

言的女性活跃分子，以及知识性讨论的 

主办单位，这并不符合现状。" 

吁理性思考和探讨 

她们也恳求公众和有关当局以理性思 

考和对话探讨当前的课题，并对"健康 

的讨论及维护大马所有少数群体的民主 

空间”抱有信心。 

她们日前在一项配合玛丽安的新书 

(Unveiling Choice)推介而举行的论 

_坛上主讲。 

由出版商及书店文运书坊举办的这项 

论坛提出了一些马来女性“去头巾”， 

或不再遮蔽她们发的观点和意见，引 

来部分穆斯林在社交媒体激烈反弹。 

她们认为，这项长达3小时的讨论是 

知识性的，稂据女性的实例，从社会学 

及历史的观点来探讨有关现象，并讨论 

现今大马女孩及妇女的社会政治现实。 

“负面评论大部分是来_没有出席的 

人，他们散播了错误资讯，而且扭曲有 

关该书、作者及论坛主讲人..的看法。’’ 

她们是透过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 

长拿督斯里慕加希周一在脸书发表的文 

告，才获知有关的调査。 

周二早上，雪州宗教局人员表示接获 

就该活动作出的投报，到文运书坊取 

走一些有关新书，并向书店代表问话。 

( T S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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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贊同強逼戴頭巾”拉蒂花：教義沒明文要求 
(吉隆坡17日讯）人权律 

师拉蒂花强调，伊斯兰教义 

并没有明文要求女穆斯林穿 

戴头巾，因此，公众不应强 

硬要求女穆斯林这么做，更 

强烈驳斥掌管宗教事务的首 

相署部长拿督慕加希。 

“我完全不赞同一个人被 

强行要求必须戴上头巾，这 

不是伊斯兰，伊斯兰的理念 

是不强逼，为什么要强逼女 

性穆斯林戴头巾？就因为一 

个人没有戴头巾，她就得下 

地狱？不戴头巾者就是叛 

教？还是她不戴头巾就成了 

婊子？拜托！这就是极端思 

维了。” 

她今日在脸书贴文抨击慕 

加希指示雪州宗教局对有关 

论坛展开调查，她表示，主 

张每位女穆斯林都应该获得 

自主权，自行决定是否要戴 

头巾。 

“不要以肤浅的身形、头 

发乃至性别来反映一位穆斯 

林形象。” 

她指出，她选择在中六时 

戴上头巾，’不是为了显示自 

己有多虔诚，而是为了抗议 

中东女性，如在土耳其、埃 

及的女性不被允许长期被忽 

略的举动。（T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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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官员 

了解黑斑蚊 

孑孓形成过 

程。 

少人出席培训行政议员放话 

政舰构難必贸 
(莎阿南17日讯）掌管卫生、福利、妇女及家庭事务 她指出，一旦发现政府机构建筑范围出现孑孓踪 

的行政议员茜蒂玛丽亚不满州内政府机构缺席打击黑 迹，那就准备吃“牛肉干”，甚至公开点名及列入蚊 

斑蚊培训计划，撂狠话接下来将展开取缔行动。 症黑名单。 

茜蒂玛丽亚（中）与官员一起了解检测孑孓工作。 

点名国能水利局加强防蚊 

茜 
蒂玛丽亚说，雪州依 

然是全国骨痛热症病 

例最高的州属，年初至今共录 

得2万2343宗骨痛热症案例， 

相对去年同期增加168%，死 

亡病例高达18宗，也是全同 

死亡病例的58.67% “贡献 
额” 

公开点名养蚊机构 

“为此，雪州政府非常重视 

此次灭蚊培训计划，不过，诚 

邀200多个单位参与今日活 

动，却只有区区70个单位出 

席参与。” 

茜蒂玛丽亚今日为上述培 

训活动主持闭幕典礼时，这么 

说。 

茜蒂玛丽亚指出，政府机 

构单位及范围是出现孑孓第二 

多的地点，相对，占据第一•者 

是建筑工地，第二为宗教场 

所，第四是工业区，第五卫生 

与健康场所，最后是学校。 

“骨痛热症是一向可避免 

的病症，然而，就应大家忽 

视，才会导致州内病例居高不 

下，就如此次培训活动，没有 

获得机构主管重视和参与，以 

致来者甚少‘” 

她说，希望来参与培训 

者，能把信息有效传达上司 

以便正视此蚊症问题，否则 

在本身建筑范围区查获孑孓 

将遭开罚单之余 

是对外公开点名 

最后手段则 

各单位设灭蚊特工队 

今FI培训活动旨在指导参 

与者发掘及展开灭蚊行动，参 

与者须在各自部门设立特丁 

队，以便对部门建筑进行防蚊 

检测丁作，从而确保政府机构 

丁作场所免于黑斑蚊侵袭。 

，m 

国能与水利灌溉局管辖范 

围大，不过在鼓励人们使用其 

地段种植之余，也应加强管辖 

黑斑蚊滋生问题。 

茜蒂玛丽亚点名上述两个 

机构说，尽管州政府认同他们 

把空置地段留给居民耕种，但 

由于缺乏防范意识，人们往往 

喜欢把种植器皿留在空地处， 

招致积水问题，成为黑斑蚊繁 

殖区。 

“管辖范围大并非借口， 

我们希望上述机构成立特丁 

队，以便好好监管木身管辖 

区，避免其成为黑斑蚊繁殖温 

床〕“ 

将对宗教场所“再教育” 

州政府为旗下机构举办灭蚊培训计划，惟出席人数不如预期，让行政议员大感不满 

茜蒂玛丽亚指出，鉴于宗教场所出现骨 

痛热症病例问题严重，为此，州政府将邀请 

回教堂和祈祷所委员、村K：和市议员，以展 

开灭蚊培训指导，借此预防蚊症恶化。 

她直言，回教堂和祈祷所经常需要使用 

水源清洗，加上有蓄水，W此容易成为黑斑 

蚊繁殖区，其骨痛热症病例也相对其他宗教 

场所来得高。 

“州政府对宗教场所将采取‘再教育’ 

方式，相对，不会硬性执法及取缔管理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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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山力花园新巴刹 

(基江路）的通道完 

成后，在山力花同路交通灯处 

的十字路口 （新和兴电器店 

旁）早巳竖立禁止从山力花园 

路进人基江7路的告示牌，当 

时，禁止驶入的告示牌是用黑 

色的塑料袋包着。 

交通混乱险象环生 

一星期前，民众发现包在 

禁止进人告示牌的黑色塑料袋 

已不见，而大部分的公路使用 

者巳依照新的指示牌和路面箭 

头行驶。 

虽然如此，不少公路使用 

者仍依照旧的双向道路线行 

驶，以致在交通灯十字路口处 

出现混乱和危险的画面，所幸 

没发生交通意外和碰撞事件。 虽然已改为单向道，但不知情者照样驶入 

新的单向道路线 

加影市议会没对外公布在山力花园商业区落料单向道计划 

致民众混淆。 

以 

驾驶人士从山力花园路进人山力花园商业区，必须在十字路 

口的交通灯处转左进人基江路（Ayamas)，然后直驶往新巴刹方 

向，新巴刹前的马路为单向道。 

基江路与京那巴鲁路交界处有一个交通灯，在交通灯处左转 

是往山力捷运站，右转是往基江1路和住宅区。 

早前是双向道的基江1路，改道后变成单向道，即只允许车 

辆从京那巴鲁路进人，禁止车辆从山力花园路交通灯处的十字路 

口（新和兴电器店旁）驶人。 

另外在基江2A和2B路，也改为单向道，车辆可从基江1路 

驶入往新巴刹方向， 

箭头划好就实行 

双向道突改单向引混淆 
报道：林海霞 

(加影17日讯）加影市议会“静悄悄”在蕉赖山力花园商业区落实单向道计划，民 

众感到混淆！ 

据《南洋商报》记者了解，市议会是在一星期前在上述商业区落实单向道计 

划，即路面的单向道箭头全面划好后就实行，也没通过媒体发布。 

青灯时限短，基江路与京那巴鲁路交界处的交通灯是导致交通 

堵塞的原因之一。 

盼调整青灯时限 
钥匙匠春刘顺发 

2天前惊觉进出商业区的交通巳改 

为单向道，之前是双向道，车辆来回进 

出。 

改为单向道后，从山力花园前往蕉 

赖9里新村将出现不便，之前，交通四 

通八达。 

另外在基江路与京那巴鲁路交界处 

的交通灯，从基江路驶往京那巴鲁路， 

青灯时限非常短，只允许5辆车经过， 

希望能调整。 

促使用者警惕 
山力花园早市小贩管理人春黄代森 

市议会没发出通知信给商民称商业 

区落实单向道计划，为此，大家感到混 

淆0 

山力花园路交通灯处的十字路口 

(新和兴电器店旁）的交通混乱和危 

险，希望公路使用者提高警惕。 

木地人巳了解这地区的交通路线， 

但不熟悉这地区地理环境的外地人较辛 
苦° 

电器店职员•蔡先生 停车位不足 

商业区改为单向道后感到 

不习惯，这地区的停车位也不 

足，顾客却步。 

初初改为单向道，交通混 

乱，不知情的公路使用者照样 

驶人，非常危险。 

市议员：幵始时很混乱 

长远之计可缓和堵塞 

• > I f 

astro 

山力花园基江路改为单向道 

花园路驶入。 

只允许车辆从山力 

加影市议员阿末依凡今日 

受询时说，市议会巳在上述商 

业区落实单向道计划，而他也 

抨击市议会没提前通知民众有 

关改道事项。 

他说，初初落实单向道计 

划，民众或觉得混淆或不适 

应，不过，K：远之计是要缓和 

该地区的交通堵塞问题。 

“为此，我已向加影交警 

反映，暂时在早上和中午的繁 

忙时段，派交警到该处指挥交 
通o ’’ 

他指出，落实单向道后， 

发现该地区的交通较顺畅，虽 

然如此，还是面对停车位不足 

的问题：‘ 

他说，该地区有巴刹和捷 

运站的设立，停车位严重不 

足。山力花同旧巴刹已铲平， 

该处将辟为停车场，可泊整百 

辆车。 

“目前，该地区还未落实泊 

车收费，有的捷运客，就把轿 

车停在巴刹和店屋周遭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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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发展机构北部地区发展总经理慕希丁（第2排左6)、 

阿兹芝与罗芝雅，与29个贩商在移交搬迁批准信后合照。 

莎阿南上城29贩商 

PKNS移交搬迁批淮信 
莎阿南17日讯|早前遭 

火神夜袭而受影响的莎阿南上 

城 ( U p t o w n  Shah Alam ) 29个 

贩商，日前获得雪州发展机构 

(PKNS )移交搬迁批准信，并 

邀请企业、乡区及传统村落事 

务的雪州行政议员罗芝雅共同 

见证。 

该机构首席执行员拿督 

莫哈末阿兹芝指出，该机构耗 

资约147万令吉重建莎阿南上 

城，在此之前，该机构亦耗资 

16万令吉建立临时中化、‘让受 

影•响的贩商在施工期间可以继 

续营业。 

他说，该机构防患于未 

然，在重建过程中安装防范措 

施，让上城营业环境更整齐有 

序，电流供应系统也更完善安 

全 O  

他呼吁，该上城的贩商 

有责任及义务维护上述地方， 

因此今后要保持纪律及互相合 

作，同时提高安全意识，以确 

保火患事故不再重演。 

网址：w w w . p k n s . g o v . m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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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快拍 蒲种 

废料倒河流居民忧污染 
非法倾倒垃圾分子在河岸边违例倾倒建筑废料，梳 

邦再也市议会设立石墩围起现场，避免垃圾虫继续污染 

河流。 

位于金銮谷(Lembah Kinrara )河边向来有一小搓居 

民乱丢垃圾，不过最近情况变本加厉，一些载有建筑废 

料的罗里陆续进入该区倾倒废料，引起附近居民担心会 

导致河流污染。 

梳邦再也市议员黄小真日前接获居民投诉后到现场 

视察，市议会也马上在现场拉起黄色警戒线，禁止民众 

进入乱丢垃圾。 

梳邦再也市议会绝不容许垃圾虫的存在，一旦被逮 

到，将不手软向他们开罚单，每次罚款达1000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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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17日讯| 40名来自玛 

拉工艺大学森州仁保分校的大专 

生，日前到雪州议会大厦参观， 

了解议会民主程序与三权分立制 

度的重要性，并进入议会厅内成 

为青年人民代议士，透过轻松的 

问答环节，感受庄严的论政气 

氛。 

修读大众传播科系的40名大 

专生，在亚洲政治课程指导老师 

希尔米的带领下，参观雪州议会 

40玛拉大专生参观雪州议会大厦 
展览厅与议会厅，获得雪州议长 

黄瑞林与研究员等人亲自接待， 

并在议会厅内进行约1小时30分 

钟的交流。 

黄瑞林亲自示范 

黄瑞林除了讲解雪州议会民 

主程序，也列出雪州议会领跑国 

会与各州议会的政策，包括给予 

反对党领袖优厚的待遇、设立9个 

特别遴选委员会以监督州政府， 

与更系统化的开会模式等。 

他也当场示范主持州议会的 

方式，让大专生在州大臣、行政 

议员与州议员的座位，以「抢麦 

克风方式」进行问答环节，感受 

议会的论政方式。 

促关心政坛动态 

黄瑞林勉励所有大专生除 

了专注学业，更必须关心政坛动 

态，因为国家政策走向与政治课 

题息息相关，越多高学历且具有 

远大志向的年轻人加入政党、成 

为政府公务员或进入私人企业， 

都是推动国家发展的重要推动 

力。 

他重申，任何人都有参政的 

权利，包括如今尚在读书的大专 

生也一样，并笑言或许下一届就 

有更多大专生，在开放的政治舞 

台贡献所长，为国家和人民的前 

途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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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冷风吹树倒压破水管 

万津德里玛花园输水管遭大树压破。 

万津17日讯|瓜冷万津今曰 

凌晨遭暴风雨袭击，多处树倒阻碍 

交通，树干甚至压破主要水管。雪 

州水供公司逼凌晨连夜维修水管， 

确保当地民众早上恢复水供。 

瓜冷县议会今天上午发文告 

披露，瓜冷县昨夜遭遇暴风雨， 

县议会快速应急小组于凌晨12时 

接获公众投报，指万津市区多处 

发生大树倒下阻碍交通。 

快速应急小组协调员米斯肯 

卡立姆透露，县议会在接获投报 

后，由7人组成的应急小组于凌 

晨1时左右到各个公众所投报地 

点，去视察灾害的损害程度。 

「事发地点包括万津国中学 

校前面、冷月再也花园、苏丹阿 

南沙路、拜都里花园、德里玛花 

园，以及沙登勿拉鳄鱼河处，至 

少8处大树倒下阻碍交通。」 

「除了大树倒下阻碍交通 

外，德里玛花园一处输水管遭到 

大树压破。为此，雪州水供公司 

委派一组人员到现场连夜抢修， 

确保当地隔天能够恢复水供。」 

他补充，为了确保工作迅速 

完成，当局出动了3台树干切割机 

器，3辆交通工具进行任务。万津 

区所有阻碍交通的树干，直到早 

上7时宣告清除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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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蚊培训面州政府机构反应冷 
莎阿南17日讯雪州行政议员西蒂玛丽亚敦促各政府 

单位，严格执行照顾环境卫生责任，避免遭执法单位开罚 

单，甚至还会被公开点名列入「蚊症黑名单」！ 

西蒂玛丽亚是于今午出席 

「政府机构抗蚊培训』活动后， 

通过媒体向州内各政府单位喊 

话。主办单位原本邀请200个政府 

机构参加有关活动，唯只有70多 

个单位响应参加。 

她透露，州政府机构建筑和 

范围内，是雪州蚊症案例第三高 

的严重黑区。为了防范和遏制蚊 

症病例恶化，特别为政府机构提 

供防蚊培训计划。 

「卫生部官员教导政府机构 

官员防蚊知识，受训官员一旦回 

到相关部门，将负责有关部门的 

防蚊支柱，包括成立特别小组照 

顾环境卫生。』 

西蒂玛丽亚为「政府机构抗 

蚊培训」反应冷淡感担忧。她指 

出，雪州今年初的蚊症病例至今 

累计2万2343宗，比去年同时期增 

长168%，死亡病例达18宗，占全 

国死亡病例的58.67%� 

雪州蚊症黑区 

她指出，政府机构单位和建 

筑范围内是雪州蚊症和孑孓繁衍 

第三高的黑区。 

「第一严重的宗教场所、第 

二是建筑工地、第四是工业区、 

第五是卫生与健康场所，第六是 

学校。」 

西蒂5马刚亚也表不，为了 

遏止蚊症病例恶化下去，卫生局 

和地方政府将对上述地点严密监 

督。同时，村长和市议员会跟清 

真寺和祈祷所的委员会配合，积 

极向穆斯林宣传防蚊意识。 

「宗教场所发生的骨痛热症 

病例是最严重的地区’是因为清 

真寺和祈祷所的用水量多，再加 

上有蓄水的地方，所以发生蚊症 

的病例相比其他地点来得高。」 

她表示，州政府对于宗教场 

所所采取的应对方式是「软性教 

育j方式。唯政府机构如国能公 

司和水供公司，由于名下空置土 

地多，所以必须设立特别小组来 

监督辖下的土地。 

她补充，州政府认同把空置 

土地留给民众进行耕种活动，但 

由于民众缺乏防蚊意识，往往会 

把耕具遗留在空地，引发积水问 

题而成为黑斑蚊繁殖的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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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稽查報告雪公賬會傳召3造 
莎阿南17日讯| 一度悬空的 

雪州公账会主席职，随著雪州反 

对党领袖利詹依斯迈同意出任雪 

州公账会主席，雪州公账会已重 

新投入运作。 

利詹依斯迈也是巫统双溪亚 

依大华州员。他已于今年初开 

始，主持雪州公共账目委员会会 

议。利詹依斯迈指出，自从与公 

账会6名委员首次会议之后已持 

续召开过3次的会议，以拟定公 

账会今年内的事务规划。 

「4月初我们就历年雪州稽查 

报告所涉及的各单位，与部门传 

召雪州稽查局。经讨论后，我们决 

定传召仍在稽査跟进程序中的雪州 

大臣机构子公司企业通讯有限公司 

(CCSB)、雪州宗教理事会以及雪 

州农业局。」 

当中，雪州大臣机构子公司 

企业通讯有限公司已在4月12日 

传召。「公账委会在探讨数个事 

项会在即将召开的雪州议会上讨 

论。我们有至少两个月时间完成 

报告，公账委会也会在指定期限 

内完成报告。」 

公账委会其余委员包括武吉 

兰樟州议员黄洁冰、哥打胡姬州 

议员纳兹万、双溪比力州议员刘 

天球、甘榜东姑州议员林怡威、 

淡江州议员沙阿里宋吉、而揽州 

议员莫沙益罗斯利。 

国家稽查局是根据政府2015 

年转型计划2.0展开稽査跟进， 

在稽查报告中列出受提及的事 

项，雪州公账委会从中核对尚未 

解决的事项。 

雪州议长黄瑞林说，雪州反对 

党领袖愿意填补公账委会主席职， 

能确保雪州政府财务管理受严谨而 

公开的评议。 

「州政府对其他单位、部门、 

法定机构和子公司的财务审核都会 

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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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鍾可婷攝影•何正聖 

(蒲种17日讯）由于雪州内有90%餐车 

业者未跟从消拯局的技术规范，存有火灾的风 

险，因此，州政府推出流动卡车（食品、物品及 

服务）业者指南，必须准备灭火器及急救箱。 

其中，雪州餐车则是根据雪州政府早前推介 

的雪州精明餐车指南做出规定。 

随着餐车文化在巴生河流域一带逐渐普及 

化，不少人投入餐车行业，也有人青睐“价廉 

物美”的餐车食物，然而，餐车是否做足安全措 

施，保障业者和顾客的安全，一直让人议论。 

餐車送修後滅火器不見了 
盧永泰（碌碌車業者） 

经营碌碌餐车生意约7、8 

K年，由于必须在餐车上煮 

食，因此我都会准备一支灭火器置放在餐 

车上，惟早前送餐车去维修时，意外发现 

该灭火器不见了。 

无论如何，我将会在近期内购买一支 

新的灭火器，以安全第一。除了安装灭火 

器外，我每日收档时都会拔出煤气头，再 

竺确保熄火后才开车回家。” 

车业者做好火 

灾防范措施 

纷纷在餐车上 

备有小型灭火 

器，以在发生 

意外事件时 

可自救或救人 

的应急工作。 

受访的餐 

车业者表示 

他们各自准备 

灭火器作为防 

备措施，尤其 

是售卖食物或 

需要在餐车上煮食的业者，都会在 

餐车上必备灭火器。 

定期更新檢查 
鍾富潔（檳城亞參叻沙餐車業者） 

” 般售卖食物或有在餐车上 

一烹煮的业者都会自行准备 

灭火器，而售卖饮料或没在餐车上烹煮的 

业者则较少会准备灭火器。 

无论如何，我都会鼓励业者自行准 

备一支灭火器，发生意外时，可自救或救 

人，且每年定期更新及检查灭火器。我们 

只在餐车上置放一桶煤气，并每日更换， 

预防煤气桶发生漏煤气事故。” 

由于部分餐车业者必须在餐车上煮食，因此他们都会做好 

防范工作，包括置放灭火器。 
考虑打造餐车区 

黄思汉认为，未安装灭火器的 

I者应尽快安装，不要以为灭火器 

是一个阻碍位子的物品。 

••-般上雪州的餐车都是单独 

-辆或几辆一起营业的居多，但也 

有一些餐车区，因此我希望餐车业 

者可以配合，做好防范措施，将灭 

火器当作是必需品t ” 

同时，他也说，雪州目前计划 

打造餐车区，纳人考虑的方向，以 

将餐车聚集在一个地方，让地方政 

府更容易管制餐车及人潮更集中。 

置放副座脚下方便取得 

他们说，-般车龄较新的餐车 

都会备有灭火器，而该灭火器是置 

放在餐车前方副座脚下的位置，方 

便业者在发生紧急事件中，方便取 

得灭火器。 
“车°龄超过10年的餐车则没有 

备有灭火器，业者必须自行购买及 

准。不过，我们认为餐车都必须自 

行必备一支灭火器C •• 

受访餐车业者表示，有在餐车 

上准备食物的业者使用煤气在餐车 

上烹煮或让食物保温，更是迫切需 

要灭火器作为候命，万一发生火灾 

时，可在第一时间给予救援及进行 

扑灭火势的工作。 

賴金祥(糖水業者） 

经营餐车生意越6年，我 

K认为餐车上准备灭火器是 

必备的，除了买个安心，同时也能在发生 

意外时，可给予救援工作。 

我的餐车在购回时已有灭火器装备， 

我只需每年定期检查及维修，确保适合使 
用即可。” 

部分餐车业者都会在副司机座前置放一支灭火器，作为 
防火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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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路通告 
曰期 4月18日至10月17日 

时间 晚上10时至翌日清晨6时 

涉及 

路段 

关闭斯里白沙罗镇往瓜雪路的路段 

(双溪毛糯方向） 

原因 

曰期 

配合捷运工程 原因 

曰期 4月18日至7月13日 

时间 晚上11时至翌日清晨5时 

关闭 

路段 

分阶段关闭怡保路 

(往吉隆坡及甲洞方向） 

原因 

曰期 

安装T型建筑材料工程 原因 

曰期 4月18日至4月30日 

时间 全天候 

关闭 

路段 

分阶段关闭龙溪绕道 

(Lebuh Pintasan Dengkil FT29) 

(往蒲种及赛城方向） 

原因 配合捷运工程 

查询金务大-马矿业联营公司 

(03-7494 2222) 

斯里嘉隆化斷 
(仁嘉隆1 7日 

讯)斯里嘉隆花园的 

垃圾问题，是仁嘉隆 

区最多和最严重的， 

因为居民把草场当垃 

圾场乱丢垃圾，不管 

清洁工友及瓜冷县议 

会坦圾承办商如何频 

密清理，都无济于 

事！ 

每月清理 
至少一吨垃圾 

掌管仁嘉隆的瓜冷县 

议员洪友亮感叹说，由于 

居民随意乱丢垃圾，瓜冷 

县议会垃圾承办工人每个 

月都要清理至少一吨的垃 

圾，而由于垃圾多，斯里 

嘉隆花园也是黑斑蚊病症 
“黑区”。 

他多次要求瓜冷县议 

会派员清理非法垃圾，但 

居民随手乱丢垃圾，影响 

环境卫生，也滋生黑斑蚊 

虫，传染骨痛热症。这些 

垃圾影响环境卫生素质， 

工人把床褥扭上罗里:: 

也对来草场休闲运动的晨 

运者，造成困扰。 

他说，不能每次都在 

发生蚊症后，才向县议会 

投诉，这是治标不治本， 

必须回到源头，照顾环境 

卫生„ 

洪友亮说，多年来， 

在处理仁嘉隆的垃圾问 

题，特别是斯里嘉隆花 

园的垃圾，最令他“头 

疼”，这边才清理干净， 

那边又乱丢垃圾，罗里载 

了一车又一车，永远载不 

完！ 

洪友亮担任瓜冷县 

议员8年，他说，仁嘉隆 

大街及其他花园，尤其是 

去年，当欧阳捍华行政议 

员，领养直落拿督区时， 

代表雪州政府免费派发垃 

圾桶给村民后，仁嘉隆的 

垃圾情况，明显的改善， 

街道都很干净整洁。 

会灰 
草泊 

居场，车。 
民 
占还 
用铺 
县上 
议洋 

居民霸佔縣會草場泊車 

洪 
.友亮说，只有斯里嘉隆花园的 

r垃圾问题依然很糟糕，除了垃 

圾乱丢，居民霸占县议会草场，把靠近住 

家的草场铺上洋灰，作为私人泊车位、甚 

至把罗里停放在草场跑道，造成跑道沉 

陷。 

他说，瓜冷县议会、广村村委会及 

县议员，大力推动“垃圾不落地•仁村更 

美丽”，他呼吁村民维护本身居住环境清 

洁，不乱丢垃圾，避免黑斑蚊滋生！ 

他认为，要解决斯里嘉隆花园住宅 

区垃圾问题，村民必须合作，提高卫生醒 

觉意识。 

他呼吁瓜冷县议会，加强执法，对 

付垃圾虫，唯最终必须回到教育，提升人 

民卫生醒觉意识，并在居民合作下，才能 

完全解决垃圾问题。 

他说，根据县议会条例，如果居民 

驾车或罗里，把垃圾载去路边乱丢，-旦 

被逮着，除了罚款，有关车辆将被扣留1 

个月。 

他呼吁居民互相监督，凡看到垃圾 

虫乱丢垃圾，可以拍下相片，传给瓜冷县 

议员，•旦获得证实，瓜冷县议会将给予 

奖赏。 

每周3次花园住区收垃圾 

他说，瓜拉冷岳县议会垃圾承办服 

务，每周三次到花园住宅区收集垃圾，居 

民应该配合垃圾车服务时间，把垃圾让垃 

圾罗里载走。 

居民如有垃圾投诉，或大型垃圾 

要丢弃，可以联络瓜冷KDEB垃圾承办 

商（019-375 9592/019-375 3980 )； 
WhatsApp ( 019-274 2824 )： 

此外，也可下载雪州政府i C l e a n  

Selangorapps ,通过手机上网投诉，或者 

联络洪友亮(016-683 3635 )� 

@0@詹仁嘉隆 

這廂清乾淨那廂又亂丟 花园住宅区的垃圾、木板等堆积在草场旁边c 

洪友亮：村民随意乱丟垃圾，斯里嘉隆花园也是黑斑 
蚊病症“黑区”。 

拉圾羼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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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解釋總稽查司報告 

面公臞會傳53機構人颺 
(沙亚南17日讯）雪州 

公账会主席礼占披露，该会 

将传召仍处于总稽查司报告 

跟进事项（AG Dashboard ) 
的3个州级部门，即雪 

州大臣机构（M B I )旗 

下的通讯企业私人有限 

公司(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C o r p o r a t i o n  S d n  B  h  d  ,  

CCSB )、雪州伊斯兰理事 

会和雪州农业局，以派员 

解释去年出炉的国家总稽查 

司报告与3个机构有关的课 

他曰前接受《当今雪州》 

采访时透露，州公账会于本月初 

传召了雪州稽査局，以探讨于去 

年出炉的国家总稽査司报告，对 

雪州各政府机构和部门的稽查揭 

露，江达致讨论结果后，作出传 

召上述3个机构人员的决定。 

也是国阵巫统双溪侨华区州 

议员的礼占指出，公账会于本月 

12日传召了CCSB代表，接下来 

会是州宗教理事会和州农业局的 

官员。 

礼占（前右二）领导雪州公账会，前左一起刘天球和林怡威，右一黄洁冰c 

州》） 

禮佔：承諾2個月内完成州會報告 

随 
(•着受委为雪州公共账R 

L委员会主席，也是雪 

州反对党领袖礼占的从今年初至 

今，连同其他6名委员，共召开了 

3次公账会会议，以定夺公账会今 

年的工作蓝图a, 

他透露，雪州公账会正考虑 

把数项议题，纳人将于下次州议 

会提呈的报告中，目前仍有至少2 

个月时间来准备报告，承诺公账 

会会在既定的时间内完成报告。 

雪州公账会的另6名在朝州 

议员，为希盟后座议员俱乐部主 

席兼公正党武吉兰樟区州议员黄 

洁冰、哥打安格力区州议员纳兹 

旺、行动党双溪比力区州议员刘 

天球、甘榜东姑区州议员林怡 

威、诚信党淡江区州议员沙阿里 

和土团党而榄区州议员莫哈末 

赛。」 

国家总稽査署于2015年根据 

政府转型计划（CTP) 2.0,设立 

了总稽查报告跟进事项，列出总 

稽查报告里头的受关注事项，以 

方便州政府尤其是州级公账会， 

能审视尚未能解决的州行政议 

题0. 

禮佔：監督非“找碴” 

-^f占认为，随着由他 

tL受委担任雪州公账 

会主席，矢言由他领导的雪州 

反对党（5名巫统与1名伊党州 

议员），将在本届任期内扮演 

更积极的监督与制衡州行政事 

务角色 

他形容，在希盟同步执政 

联邦和雪州政权后，雪州人民 

对反对党要扮演的监督与制衡 

角色乃引颈长盼，他有信心反 

对党会成为人民在州议会和国 

会殿堂发声与请命的喉舌，确 

保当权者在行政管理，尤其是 

花费支出上需谨慎以对。 

“我们并非要‘找碴’或 

盲目批评，但我们是以专业态 

度来执行监督与制衡的原则， 

最终还是要人民能受益。” 

不弃人民委托 

礼占矢言，要领导反对阵 

线行使州公账会的真正职务与 

功能，不容放弃这项责任，并 

形容若不执行监督与制衡的职 

责，等同于抛弃人民给予的委 

托，试问人民还能期待什么？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于去 

年9月5日宣布，委任礼占成为 

雪州公账会主席。雪州于2014 

年12月4日修改议会常规第68 

(1 )条文，强制州议会反对 

党领袖需兼任州公账会主席职 

务。 

黃瑞林：開放質詢州財政 
州议长黄瑞林有信 

$心，由反对党领袖 

领导的雪州公账会，能对州行 

政事务行使更完善的监督与制 

衡功能，并认为公账会可对州 

财政管理，具更批判性和开放 

的质询.。 

他受访时形容，此举可 

封锁了州政府对各级机构、 

州分局、法定机构（barlan 
berkanun )和子公司，在进行 

检讨时的“自爽“空间，并对 

反对党乐于领导公账会倍感珍 

惜，因反对党最终愿意对上届 

被蓄意忽视的民主过程，带来 

了新气象。 

上届州议会反对党领袖拿 

督莫哈末三苏丁，于2014年12 

月8日辞去公账会主席一职， 

并任其悬空直到州议会解散为 

止。 

黄瑞指出，随着反对党 

领袖担任公账会主席，证明了 

州政府随时随地准备面对质询 

和检视，以便不乖离谨慎花费 

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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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拉仁保分校40大專生 

參觀雪州議會大廈 

黄瑞林 

(右）向玛拉 

工艺大学的仁 

保分校大专生 

讲解雪州议会 

的开会程序。 

(沙亚南I7日讯）40名来自玛拉工 

艺大学森州仁保分校的大专生日前到雪 

州议会大厦参观，了解议会民主程序与 

孑权分立制度的重要性，并进人议会厅 

内成为青年人民代议士，透过轻松的问 

答环节，感受庄严的论政气氛•: 

修读大众传播科系的40名大专生， 

在亚洲政治课程指导老师希尔米带领 

下，参观雪州议会展览厅与议会厅，获 

得雪州议长黄瑞林等人接待，并在议会 

厅内进行约1小时30分钟的交流。 

黄瑞林除了讲解雪州议会民主程 

序，是确保三权分立的健康政治条件， 

也列出雪州议会领跑国会与各州议会的 

政策，包括给予反对党领袖优厚的待 

遇、设立9个特别遴选委员会以监督州 

政府，与更系统化的开会模式等: 

“抢唛”问答感受论政方式 

他当场示范主持州议会的方式， 

让大专生在州大臣、行政议员与州议 

员的座位，以“抢唛方式”进行问答 

环节，感受议会的论政方式。 

-众大专生也积极提问各种问 

题，从辩论法案和立法的过程、如何 

控制州议员的辩论方式与速度、州议 

员缺席议会能否被对付，到议员在议 

会厅内辩论的免控权等，让现场宛如 

小型议会般火花四射。 

黄瑞林也勉励所有大专生除了专 

注学业，更必须关心政坛动态，因为 

国家政策走向与政治课题息息相关， 

越多高学历且具有远大志向的年轻人 

加人政党、成为政府公务员或进人私 

人企I，都是推动国家发展的重要推 

动力。 

他重申，任何人都有参政的权 

利，包括如今尚在读书的大专生也-

样，并笑言或许下一届就有更多大专 

生在开放的政治舞台贡献所长，为国 

家和人民的前途奋斗。 

Page 1 of 2

18 Apr 2019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3
Printed Size: 228.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6,909.09 • Item ID: MY0035750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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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政府機構若有孑不 

開罰公開點辦里名單 
(沙亚南17日讯）雪 

州行政议员西蒂玛丽亚警 

告各政府机构都必须加强 

防范黑斑蛟滋生，否则接 

下来采取行动时，一旦发 

现政府机构范围内有孑 

孓踪迹，除了毫不犹豫 

开罚，甚至还会公开点 
名，并列入“黑名单” 

(Name and Shame ) ！ 

她说，由于雪州骨痛热 

症病例居高不下，而政府机 

构范围是第厂“严重”发生 

骨痛热症的地方，所以州政 

府于今午为州政府各单位举 

行抗蚊行动培训计划，惟虽 

邀请200单位出席，最终只有 

70单位派代表，令人失望和 

遗憾。 

可设特工队轮班检查 

她披露，州政府希望 

通过这项计划能教育公务员 

作为社区监督者，加强防范 

黑斑蚊滋生，包括成立“特 

工队”轮流值班，到社区或 

政府机构建筑范围内巡视， 

确保环境干净，无黑斑蚊滋 

生。 

“州政府接下来也会展 

开取缔行动，包括在政府机 

构或建筑范围内发现孑孓， 

将会开罚单，若情况依然没 

改善，最后手段可能就会公 

开点名，并列人黑名单。” 

西蒂玛丽亚今午主持培 

训计划闭幕礼时表示，雪州 

依然是全国罹患骨痛热症病 

例最高的州属，其中从今年 

初到至今，共写下2万2343宗 

骨痛热症案例，相对去年同 

期增长168%，而死亡病例高 

达18宗，占据全国死亡病例 

中的58.67%� 
她说，雪州发生骨痛热 

症病例的地方是建筑工地， 

其次为宗教场所、政府机构 

单位范围、工业区、卫生及 

.•A. •— 

茜迪玛丽 
亚：一旦雪州政 

府发现政府机构 

或建筑范围内有 
斑蚊孑孓，一 

#开罚 

健康场所，以及学校。 

防范黑斑蚊滋生 
她强调，控管骨痛热 

症并非好方法，只有防范黑 

斑蚊滋生才是上策，所以教 

育公务员和民众是很重要的 

事。 
“这也是州政府为何要 

推行第二阶段防范计划，教 

育各政府单位的公务员，以 

便回去后能成为监督者，全 

面严防黑斑蚊滋生施虐。” 

宗教場所“再教育”防蚊 

西 
蒂玛丽亚指出， 

鉴于宗教场的骨 

痛热症病例非常多，州政府 

也将邀请清真寺和祈祷所委 

员、村长和市议员前来，以 

进行再教育培训。 

她坦言，清真寺和祈祷 

所经常用水，加上有蓄水的 

地方，所以发生骨痛热症相 

比其他宗教场所来的高。 

她披露，州政府对宗教 

场所所采取的方式是“再教 

育”，不会硬性采取执法行 

动。 

国能水利局须警惕 

另外，西蒂玛丽亚点名 

国能与水利灌慨局，并指2 

单位管辖的地段很多，不过 

允许民众使用其地段种植之 

余，也应加强防范黑斑蚊滋 

生问题。 

她说，尽管州政府认 

同把空置地段留给居民进行 

耕种活动，但由于缺乏防范 

意识，民众往往喜欢把种植 

器皿留在空地，造成积水问 

题，过后成为黑斑蚊繁殖 

区。 

“管辖范围大并非借 

口，州政府希望2单位能够 

成立特工队，以便好好监管 

本身负责范围，避免其成为 

黑斑蚊繁殖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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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空
間
由
誰
決
定
？ 

城鄕大桌 

丁傑隆 
雪州安邦再也市议员 

n来西亚的城市面貌正面临 

着天翻地覆的转变。伴随 

城市老化、土地供给饱和，以及接 

腫而来的城市更新计划，不管是在 

大城市如吉隆坡、新山、亚庇、乔 

治市，再到次线城市如怡保和马六 

甲市，许多老社区正在被消失、被 

推倒、被改建，这种迅速转变和绪 

绅化(gentrification )过程，使得一 

切看似崭新、干净且“更现代”， 

固然能为城市带来全新的中产阶级 

和经济成长极，但另•方面其实也 

在消灭了在地社区的历史和集体记 

忆，以及原有丰富多元且具有差异 

的邻里生活，让人触目惊心。 

当代城市规划的起源，实际上 

富有社会关怀和人文主义精神。为 

了解决工业革命时期拥挤不堪、阴 

暗脏乱且瘟疫肆掠的城市，因此特 

别着重在卫生、贫穷和居住问题， 

因此才会使今天“卫生下水道”和 

“公共住宅”普及Q然而，随着时 

间推移，城市规划逐渐演变成-门 

偏重专业和技术的学科，另一方面 

则成了统治阶级和资本家的工具， 

规划和建设过程不但十分粗暴，且 

处处彰显了对城市的权力控制，以 

及对穷人和弱势阶级的歧视、驱离 

和清除。 

换句话说，如果你是低收人 

群体，你可能很难在城市里享受到 

优质的生活质量，因为城市充满消 

费地景，处处皆要付钱。因此，在 

城市的更新和重建过程中，许多低 

收人户因付不起租金而被迫搬迁至 

郊外，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原有的社 

区生活，更多时候也丢失了原有工 

作。而后来在原地耸立起来的高级 

门禁住宅或高端消费商场，也肯定 

不会欢迎原居民。惯用的伎俩包括 

刻意压缩周遭的公共空间和基础设 

施，或建立一个排除公共交通、只 

鼓励私人小轿车的贵族社区。 

不论是体制内或体制外的规 

划者，我们更要警惕和意识到上述 

这一点存在——如何确保城市的空 

间规划不受少数人或房地产商的主 

辛o 

然而，马来西亚县市议会最 

大的结构问题便是收人和预算皆不 

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必须看人 

脸色。当收人有限且高度依赖门牌 

税和执照费时，县市议会就会向 

“亲发展”靠拢，或高度仰赖房地 

产商一同承担本该由县市议会负责 

的基础建设，如沟渠、马路乃至绿 

肺公园，惟有经济持续成长，释出 

更多的楼盘，批准更多的商场，门 

牌税和执照费才会增加，县市议会 

的收人才会水涨船高这也意味很 

少开发案件会在进人地方政府的会 

议室后被拒绝。但这类规划决策过 

程往往存在非理性，而非从专业和 

技术面作考量，也可能忽略了生态 

环境的平衡，以及公共利益，甚至 

让居住环境变得拥挤和不舒适。 

假使我们要更上•层楼，把城 

市治理拉抬到国际级水平，检视即 

有在空间决策过程的盲点，塑造新 

的城市规划典范是必须的。第 

恢复地方选举，把城市的治理权归 

还市民，强化县市议会的问责和监 

督，确保规划过程不会只手遮天， 

只为公共利益服务。第二，支持和 

鼓励市民参与规划过程，允许表达 

意见，并以市民的需求作为未来长 

期县市规划的指导纲领。第3；，确 

保所有人，特别是弱势群体在城市 

规划的过程中得到同等重视，以及 

拥有选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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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藝術嘉年華一連舉行7天 

系列活動邀民參與 
(雪邦17日讯）爱艺术嘉 

年华从昨日开始，一连7天在 

巴眼拉浪举行。 

爱艺术嘉年华是配合2020 

雪邦旅游年所办的•系列活动 

之一；在这一个星期里，天天 

都有不同的节目表演与比赛， 

其中包括卡拉0K�服装比 

赛、拉茶比赛及传统美食料理 

比赛，而在本星期六则有放风 

筝比赛，最后一天（21日）则 

是钓鱼比赛。 

双溪比力区州议员刘天球 

昨晚为这项活动主持开幕礼。 

他说，雪邦区除了有一个 

13公里长的母亲河即雪邦河， 

还有300依格火龙果，以及可 

能媲美猫山王的卡拜榴裢和海 

鲜，因此有条件开展农业生态 

旅游。 

他说，作为雪邦旅游景点 

的巴眼拉浪沙滩，增设早市巴 

刹、夜市巴刹、艺术市场和餐 

馆，并把周围景点弄成一个旅 

游配套，相信可吸引更多游客 

到来。 

他补充，要吸引游客到 

来，交通非常重要，所以政府 

已开始提升雪邦赛车场至雪邦 

市区的道路，而吉隆坡机场往 

乌鲁楚楚的捷径，尽量已获得 

雪州大臣拨款，但机场公司基 

于一些因素不放行，所以他已 

寻求交通部长协助。 

威再雅： 

可乘船游雪邦河 

雪邦市议员威再雅指出， 

巴眼拉浪除了有AVANI，还有 

度假船屋，到来游玩的游客还 

可乘船游雪邦河。： 

她说，配合2020雪邦旅 

游年，雪邦市议会将展开推广 

活动，以及吸引其他游客尤其 

是来自新加坡、中国、日本和 

韩国。 

其他出席者包括雪邦彭胡 

鲁安华和雪邦市议员蔡志雄。 

刘天球(左七起）和威再雅等人为爱艺术嘉年华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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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訴雪宗教局濫權 

3女談“去頭巾”遭騷擾 
(吉隆坡17日讯）3名女子控诉， 

雪州宗教局涉嫌滥权，骚扰和恐吓女 

性社运分子。 

这3名女子因为在马来女子与不 

戴头巾议题论坛上发言而受到该局调 

査。 

3人分别是活跃分子兼作家玛丽安 

李（Maryam Lee )、律师兼社交媒体 

评论员蒂安苏菲亚，以及女权活跃分 

子莫哈妮。 

3人今日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她们 

愿意配合有关当局接受调查，但坚决 

认为，她们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 

健康讨论维护民主 

声明说：“我们谴责这不必要的 

调查，是在滥用权力骚扰和恐吓就影 

响女性议题发言的女性活跃分子，以 

及知识性讨论的主办单位，而这并不 
符合现状。” 

她们也恳求公众和有关当局以理 

性思考和对话探讨当前的课题，因为 

她们对“健康的讨论及维护大马所有 

少数群体的民主空间”抱有信心0 

她们是在日前一项配合玛丽安的 

新书�Unveiling Choice�推介而举行 

的论坛上主讲。 

由出版商及书店文运书坊举办的 

这项论坛提出了一些马来女性“去头 

巾”，或不再遮蔽她们头发的观点和 

意见，但之后却引来~1些穆斯林在社 

交媒体激烈反弹。 

从社会学历史观点探讨 

3人表示，这项长达3小时的讨论 

是知识性的，根据女性的实例，从社 

会学及历史的观点来探讨有关现象， 

并讨论现今大马女孩及妇女的社会政 

治现实。 

她们说，有关活动圆满结束，而 

社交媒体出现的反弹是在一天之后才 

开始。 

“有关该活动的负面评论大部分 

是来自那些没有出席讨论者，结果， 

他们散播有关讨论内容的错误资讯， 

而且扭曲有关该书、作者及论坛主讲 

人的看法《 ” 

3人也表示，她们是透过掌管宗教 

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慕加希周 

-在脸书发表的文告，才获知有关的 

调査。 

周二早上，雪州宗教局人员表示 

接获就该活动作出的投报，到文运书 

坊取走-些有关新书，并向该书店代 

表问话。， 

针对穆斯林女性是否必须遮蔽头 

发一事，伊斯兰学者之间各有不同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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