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M272.5j fasa kedua bantu rakyat

Oleh Norzamira Che Noh
bhnews@bh.com.my

Shah Alam: Kerajaan Selangor
memperuntukkan RM272.5 juta
menerusi Pakej Rangsangan Se-
langor Prihatin 2.0 yang diumum-
kan Menteri Besa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Amirudin berkata, pakej rang-

sangan fasa kedua itu dirangka
berdasarkan dua cabaran utama
yang dihadapi kesan pandemik
berkenaan, iaitu bagaimana
menggempur wabak ini daripada
terus merebak dan kedua, untuk
menangani cabaran ekonomi di-
hadapi semasa serta juga pasca-
pandemik.
“Untuk fasa kedua ini, Tabung

Khas Bantuan COVID-19 Selangor
akan ditubuhkan, bermula de-
nganpotongangajiMenteriBesar,
Ahli Majlis Mesyuarat Kerajaan
Negeri (AMKN), Ahli Dewan Ne-
geri (ADUN) serta anak syarikat
kerajaan negeri yang menjangka
jumlah RM8.07 juta.
“Sebanyak 50 peratus daripada

sebulan gaji Menteri Besar dan
AMKN akan dipotong, manakala
sebanyak 30 peratus pula akan
dipotong daripada ADUN, kaki-
tangan kerajaan Jusa C serta pe-
gawai tertinggi di syarikat milik
kerajaan negeri.
“Kita turut menyarankan ka-

kitangan kerajaan dengan gred 44
hingga 54 untuk menyumbang
RM50 atau RM100 daripada se-
bulan gaji mereka,” katanya pada

Majlis Pengumuman Pakej Rang-
sangan Ekonomi Selangor Priha-
tin 2.0 di sini, semalam.
Beliau berkata, antara inisiatif

yang akan diadakan adalah sa-
ringan COVID-19 ataumass test di
kawasan hot spot atau zon merah
yang sudahdikenal pasti di negeri
ini dengan sasaran sebanyak 5,000
orang dengan kos berjumlah
RM1.35 juta.
Katanya, bagi menghargai sum-

bangan barisan hadapan pegawai
perubatan yang terdiri daripada
doktor, jururawat dan petugas di
hospital di negeri itu, sejumlah
RM1.344 juta diperuntukkan se-
bagai bantuan makanan percuma
kepadamereka sepanjang tempoh
Perintah Kawalan Pergerakan
(PKP).
“Kerajaan negeri juga akan

memberikan Insentif Penjagaan
Anak-Anak Frontliner kepada
2,500 keluarga dengan jumlah pe-
runtukan RM1.5 juta.
“Kita juga menyediakan perun-

tukan kepada petugas media dan
petugas keselamatan, iaitu
RM100,000 akan dibelanjakan un-

tuk menyediakan makanan per-
cuma kepada mereka,” katanya.
Amirudin berkata, sejumlah

RM50,000 diperuntukkan untuk
Pasukan Khas COVID Selangor
yang aktif memerangi pandemik
berkenaan.
Katanya, kerajaan negeri juga

membelanjakan sejumlahRM2 ju-
ta untuk membekalkan topeng
muka, cecair pembasmi kuman
dan sarung tangan untuk rakyat
negeri itu serta RM3 juta untuk
operasi stesen kuarantin negeri
yang beroperasi untuk penempa-
tan pesakit di bawah pemantauan

(PUI) bagi kluster tabligh dan ke-
tibaan dari luar negara.
Beliau berkata, kerajaan negeri

juga bersetuju untuk menambah-
baik Skim Peduli Sihat dengan
memperuntukkan RM42.5 juta
yang akan memberi manfaat ke-
pada 85,000 penerima.
“Kita juga akan memberi sum-

bangan RM1,000 kepada rakyat
yang terkena jangkitanwabak ini.
Sebanyak RM1 juta akan dibe-
lanjakan untuk perkhidmatan
kaunseling dan pakar bagi kesi-
hatan mental melalui kelas in-
teraktif sepanjang tempoh PKP
ini,” katanya.
Amirudin berkata, untuk me-

ringankan beban mahasiswa, ke-
rajaan negeri akan menangguh-
kan bayaran balik pinjaman se-
cara automatik bagi peminjam
bermula 1 April hingga 30 Sep-
tember serta menghulurkan ban-
tuan makanan secara percuma
melalui pihak universiti memba-
bitkan peruntukan sejumlah
RM6.07 juta.
Selain itu, bagi memastikan ke-

langsungan bekalanmakanan, se-

ramai 5,000 petani dan nelayan
akan diberikan bantuan khusus
Agroprenuer dengan jumlah pe-
runtukan RM500,000.
“Seramai 2,000 petani, penter-

nak dan nelayan akan dibantu
dari segi input benih, ternakan,
peralatan serta bahan mentah de-
ngan peruntukan RM1 juta.
“Kerajaan negeri akanmenang-

guhkan bayaran balik pinjaman
secara automatik bagi peminjam
bermula 1 April hingga 30 Sep-
tember serta menghulurkan ban-
tuan makanan secara percuma
melalui pihak universiti.
Untuk usaha itu, sejumlah

RM6.07 juta diperuntukkan.
Dalam perkembangan lain,

Amirudin berkata, kerajaan Se-
langor memutuskan untuk mem-
batalkanbazarRamadandinegeri
itu buat ketika ini susulan pe-
nularan wabak COVID-19.
Beliau berkata, pembatalan ba-

zar Ramadan itu dilakukan se-
lepas perbincangan pada Majlis
Mesyuarat Kerajaan Negeri.
“Kita akan batalkan bazar Ra-

madan di seluruh Selangor se-
hingga masa bersesuaian ditetap-
kan.
“Jika Kementerian Kesihatan

dan Jabatan Kesihatan Negeri
memberi saranan ia boleh dilak-
sanakan, kita akan lakukan, te-
tapi buat masa ini kita batalkan
terlebih dahulu,” katanya.
Katanya, perkara itu dibincang-

kan pagi tadi (semalam) dan ara-
han pembatalan akan dikeluar-
kan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aya juga sudah berbincang

dengan Yang Dipertua pihak ber-
kuasa tempatan (PBT) secara da-
lam talian dan mendengar cada-
ngan mereka mengenai isu ini.
“Saya percaya nanti, mungkin

akan ada bazar Ramadan dalam
taliankeranaakanadakeupayaan
untuk penghantaran dalam tali-
an,” katanya.

Penularan COVID-19

Pakej Rangsangan
Selangor Prihatin
2.0 dirangka
berdasarkan
dua cabaran

Amirudin Shari

Seramai 5,000 petani dan nelayan akan diberi bantuan khusus Agroprenuer dengan jumlah peruntukan
RM500,000. (Foto hia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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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kerja Alam Flora melakukan operasi nyah cemar di sekitar Kampung
Bharu, Kuala Lumpur kelmarin. (Foto BERNAMA)

Kuala Lumpur: Menteri Peru-
mahan dan Kerajaan Tempatan,
Zuraida Kamaruddin memperta-
hankan prosedur operasi nyah
cemar dilakukan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yang dilakukan
sebelum ini.
Ia susulan dakwaan berlaku

pembaziran apabila cecair disi-
nfeksi disemburkan di permuka-
an jalan raya ketika prosedur
operasi dilakukan PBT.
Zuraida berkata, semburan ce-

cair disinfeksi ke permukaan ja-
lan raya adalah langkah kese-
lamatan menyeluruh yang diam-
bil kerana sehingga kini masih
belum ada rumusan tepat ber-
hubung kaedah penularan CO-
VID-19.
Bagaimanapun, katanya beliau

terbuka untuk mengadakan per-
temuan dengan Ketua Pengarah
Kesihatan, Datuk Dr Noor His-
hamAbdullah bagimembincang-
kan prosedur operasi standard
(SOP) penyemburan nyah cemar.
“Lebih baik berhati-hati dan

mengutamakan lokasi penyem-
buran di kawasan awam, selain
masih terlalu awal untuk ma-
na-mana pihak mengkritik pro-
sedur ini sedangkan kita belum
dapat rumusan tepat mengenai
penularan virus ini.
“Malah, jawatankuasa diben-

tukmengandungiwakil daripada
KementerianKesihatanMalaysia
(KKM), Jabatan Bomba dan Pe-
nyelamatMalaysia (JBPM),Alam
Flora, Perbadanan Pengurusan
Sisa Pepejal dan Pembersihan
Awam (SWCorp), Angkatan Ten-

tera Malaysia (ATM) dan Polis
Diraja Malaysia (PDRM).
“Kita adamesyuaratMajlis Ke-

selamatan Negara (MKN) setiap
pagi, tetapi perkara ini (pemba-
ziran) tak dimaklumkan kepada
saya. Insya-Allah, esok (hari ini)
boleh saya berbincang denganDr
Noor Hisham,” katanya.
Beliau mengulas dakwaan pro-

sedur operasi standard (SOP)
nyah cemar tidak mengikut ke-
tetapan KKM, menerusi aplikasi
Skype bersama stesen berita tem-
patan di sini, semalam.
AhliParlimenAmpang itu, ber-

kata operasi nyah cemar itu ter-
bahagi kepada dua dengan ka-
wasan berisiko tinggi, termasuk
dimasjiddansuraudikendalikan
Pasukan Khas Bahan Kimia Ber-
bahaya (HAZMAT) dan dibuat se-
cara teliti serta menyeluruh.
Beliau turut memaklumkan,

kos setiap operasi nyah cemar
bernilai kurang RM1 juta, selain
100,000 liter bahan disinfeksi di-
gunakan bagi prosedur berkena-
an ditajamenerusi program tang-
gungjawab sosial korporat (CSR).
“Kekuatan operasi ini pula

membabitkan anggota JBPM, Ja-
batan Sukarelawan Malaysia
(RELA) dan pekerja konsesi yang
sudah dibayar di bawah sistem
pepejal kementerian.
“Semua ini adalah penjimatan

kos, manakala pakaian perlindu-
ngan diri (PPE) sedia ada digu-
nakan dan kuantitimungkin per-
lu ditambah,” katanya.
Di Putrajaya, JBPM melaksa-

nakan 85 Ops Sanitasi Awam di

seluruh negara sehingga kelma-
rin.
Pengarah JBPM, Datuk Mo-

hammad Hamdan Wahid, berka-
ta angka itu adalah dari jumlah
255 kawasan yang dikenal pasti
dan dikategorikan sebagai Zon
Merah, Jingga dan Kuning yang
ditetapkan KKM.
Beliau berkata, jumlah kawa-

san ituakanberubahdari semasa
ke semasa mengikut keperluan
dan permintaan dari KKM.
“Sanitasi Awam berkenaan

merangkumi 14 Zon Merah,
enam Zon Jingga dan sembilan
Zon Kuning mengikut pengke-
lasan Pejabat Kesihatan Daerah
yang ditetapkan KKM," katanya
kepada media selepas Majlis Pe-
nyerahan Sarung Tangan Getah
Perubatan, Kementerian Perusa-
haan Perladangan dan Komoditi
kepada JBPM di Ibu Pejabat

JBPM di sini, semalam.
Mohammad Hamdan berkata,

semalam Ops Sanitasi Awam di-
lakukan di 11 negeri iaitu di Ke-
dah, Perak, Selangor,Negeri Sem-
bilan, Pahang, Johor, Terengga-
nu, Kelantan, Sabah, Sarawak,
Kuala Lumpur, Putrajaya dan La-
buan.
Katanya, jumlah pertambahan

itu berikutan terdapat 64 kawa-
san iaitu dari Putrajaya (5), Ne-
geri Sembilan (11), Johor (1), Pa-
hang (13), Terengganu (1), Kelan-
tan (2), Kedah (3), Perlis (11), Sa-
bah (5), Sarawak (4) dan WP La-
buan (8).
Jumlah Ops Sanitasi Awam di-

laksanakan itumerangkumi tem-
pat ibadat (18), pasar awam (106),
kawasan perumahan (18), pusat
perniagaan (34), stesen pengang-
kutan awam (22), pasar raya (18),
dan bangunan kerajaan (39).

Zuraida pertahan
prosedur operasi
nyah ce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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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AJAAN Selangor umum
tiada bazar Ramadan tahun ini

susulan wabak Covid-19.

Oleh Norzamira
Che Noh

am@hmetro.com.my

Shah Alam

Kerajaan Selangor
membuat keputusan
membatalkan bazar

Ramadan di negeri itu buat
seketika susulan penularan
wabak Covid-19.
Menteri Besa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berkata,
pembatalan bazar Ramadan
itu dilakukan selepas per-
bincangan dilakukan dalam
Majlis Mesyuarat Kerajaan
Negeri, semalam.
“Kami akan batalkan ba-

zar Ramadan di seluruh Se-
langor hingga masa berse-

suaian ditetapkan.
“Jika Kementerian Kesi-

hatan Malaysia (KKM) dan
Jabatan Kesihatan Negeri
memberi saranan ia boleh
dilaksanakan, kami akan
lakukan, tetapi buat masa
ini kita batalkan terlebih
dahulu,” katanya pada ma-
jlis pengumuman Pakej
Rangsangan Ekonomi Se-
langor Prihatin 2.0 di sini,

semalam.
Katanya, perkara itu di-

bincangkan pagi semalam
dan arahan pembatalan
akan dikeluarkan Setiusaha
Kerajaan Negeri.
“Saya juga sudah berbin-

cang dengan Yang Dipertua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secara atas talian dan
mendengar cadangan me-
reka mengenai isu ini.

“Saya percaya nanti,
mungkin akan ada bazar
Ramadan atas talian kerana
akan ada keupayaan untuk
penghantaran atas talian,”
katanya.

Tiada bazar Ramadan
Selangor batal hingga masa sesuai susulan wabak Covid-19‘

‘‘Kami akan batalkanbazar Ramadan
di seluruh Selangor
hingga masa
bersesuaian
ditetapkan”

Amirudin Sh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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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8 MERINGKUK DALAM PENJARA

MS3

INGKAR P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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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UGAS Bahagian Kesihatan Dewan
Bandaraya Kuching Utara (DBKU) menjalankan
proses penyahkuman di Masjid Bandaraya
Kuching.

SUASANA Pasar Borong Klang yang dibuka pada jam
6 pagi selepas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menyelaraskan
perubahan waktu oper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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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KERJA Alam Flora ketika Operasi Pembersihan Disinfeksi secara
besar-besaran di sekitar kawasan Pasar Pudu, semalam.

Oleh Muhaamad Hafis
Nawawi

mhafis@hmetro.com.my

Kuala Lumpur

Seramai 378 orang
menjalani hukuman
penjara kerana

melanggar Perintah Kawalan
Pergerakan (PKP) sehingga
kelmarin.
Jabatan Penjara Malaysia

dalam satu kenyataan
berkata, pihaknya
mengesahkan ada menerima
pesalah yang melanggar PKP
seramai 378 orang.
“Pihak jabatan juga

maklum mengenai
kenyataan yang ditularkan
di dalam aplikasi WhatsApp
dan beranggapan bahawa
kenyataan itu adalah
bertujuan untuk
memberikan pesanan dan

nasihat kepada pihak luar
terutama keluarga agar
sentiasa memantau
pergerakan semasa PKP
dijalankan,” katanya.
Terdahulu, tular dakwaan

peringatan daripada wadar
penjara yang menerima
pesalah PKP kategori juvana
dan dewasa setiap hari.
Sehubungan itu, orang

ramai dirayu menjaga anak
mereka.

Kuala Lumpur: Sejumlah
85,000 permohonan
pengeluaran i-Lestari
diterima Kumpulan Wang
Simpanan Pekerja (KWSP)
setakat jam 4 petang
semalam.
Sumber berkata, jumlah

itu agak tinggi dan pihaknya
menasihatkan pemohon agar
tidak menyerbu kaunter
sebaliknya menggunakan
perkhidmatan yang
disediakan termasuk
menerusi emel dan pos.
Minggu lalu, KWSP

memaklumkan bahawa ahli
boleh membuat permohonan
pengeluaran i-Lestari
daripada Akaun 2 bermula

semalam.
Mereka dijangka

menerima wang
pengeluaran itu melalui
akaun bank masing-masing
pada 1 Mei depan.
Pemerhatian wartawan

mendapati ada rungutan
di media sosial mengenai
kegagalan untuk daftar
masuk ke laman sesawang
KWSP biarpun menunggu
dalam tempoh masa yang
lama dipercayai akibat

kesesakan trafik yang tinggi.
Sementara itu, Ketua

Aktivis Persatuan Pengguna
Islam Malaysia Datuk
Nadzim Johan berkata,
setakat ini pihaknya tidak
menerima aduan rasmi
berhubung perkara terbabit.
Katanya, ia mungkin

disebabkan pelbagai kaedah
disediakan pihak berwajib
untuk kemudahan orang
ramai membuat
permohonan.

378 DIPENJARA
SUSULAN PKP

KWSP sudah terima
85,000 permohonan

PETUGAS Dewan Bandaraya Kuala Lumpur (DBKL)
melakukan semburan disinfeksi di Pusat Penempatan
Sementara yang menempatkan golongan gelandangan
di Pusat Komuniti Sentul Perdana.

SEORANG wanita
cuba melayari
laman sesawang
KWSP.

SEORANG pekerja melakukan
semburan disinfeksi di sekitar
ibu kota, se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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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00 terima bantuan khas 
Covid-19 LZS

SHAH ALAM – 
Seramai 29,000 
penerima akan 
memperoleh ban-
tuan khas koronavi-
rus (Covid-19) 
Lembaga Zakat 
Selangor (LZS) 
yang dikreditkan 
terus ke akaun bank 
penerima secara 
berfasa bermula 27 
Mac lalu.

Ketua Pegawai Eksekutif 
LZS, Saipolyazan M Yusop 
berkata, pembayaran yang di-
jangka akan diselesaikan sele-
wat-lewatnya 3 April itu meli-
batkan penyaluran agi han zakat 
sebanyak RM14 juta.   

Menurutnya, seramai 9,000 
penerima adalah dalam kala-
ngan asnaf fakir, miskin dan 
mualaf yang menerima ban-
tuan khas sebanyak RM500 per 
keluarga dengan jumlah kese-
luruhan agihan zakat sebanyak 
RM4.5 juta. 

“Seramai 20,000 penerima 
lagi dalam kalangan golongan 
berpendapatan rendah (B40) 
khususnya penjaja, peniaga 
kecil dan keluarga B40 yang 
terjejas sumber pendapatan. 
Penerima akan menerima ban-
tuan maksimum sehingga 
RM500. 

“Agihan kepada golongan 
ini melibatkan jumlah seba-
nyak RM9.5 juta menggunakan 
peruntukan asnaf fisabilillah,”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di sini 
semalam.

Saipolyazan 
berkata, LZS turut 
mengagihkan wang 
zakat sebanyak 
RM1 juta kepada 
hospital kerajaan, 
pusat kesihatan 
dae rah (PKD), pe-
tugas barisan ha-
dapan yang mena-

ngani wabak Covid-19 serta 
pelajar institusi pengajian ting-
gi (IPT) di Selangor. 

Katanya, ia membabitkan 
pembelian peralatan perlin-
dungan diri (PPE) kepada 
hospital dan PKD serta maka-
nan kepada petugas manakala 
bantuan makanan kepada pe-
lajar IPT turut disalurkan me-
lalui Bahagian Hal Ehwal Pe-
lajar dan pengurusan IPT.

“Jumlah keseluruhan ban-
tuan agihan khas telah disalur-
kan oleh LZS bagi memenuhi 
keperluan kebajikan dan per-
ubatan golongan yang terjejas 
susulan Perintah Kawalan Per-
gerakan akibat penularan 
wabak Covid-19 adalah seba-
nyak RM15 juta,” kata beliau. 

Dalam pada itu, Saipolya-
zan menyeru umat Islam untuk  
menunaikan zakat melalui LZS 
secara atas talian dengan me-
layari https://fpx.zakatsela-
ngor.com.my atau menerusi 
perbankan internet.

SAIPOLYAZ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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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batal 
bazar Ramadan
Namun keputusan masih 

bergantung kepada saranan 
Kementerian Kesihatan

Oleh NUR FARHANA ABDUL MANAN

SHAH ALAM

AMIRUDIN

Kerajaan Selangor memutus-
kan kesemua bazar Ramadan 
di negeri itu dibatalkan buat 
masa ini berikutan penularan 

wabak koronavirus (Covid-19).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berkata, bagaimanapun, 
keputusan itu bergantung kepada saranan 
Kementerian Kesihatan.

“Kita memberi kebenaran jika Ke-
menterian Kesihatan menyarankan bazar 
boleh diteruskan tetapi setakat ini ditang-
guhkan dahulu,” katanya pada sidang 
akhbar selepas mengumumkan Pakej 
Rangsangan Ekonomi Selangor Prihatin 
2.0 di sini semalam.

Amirudin berkata, perkara itu dipu-
tuskan selepas perbincangan dalam Maj-
lis Mesyuarat Kerajaan Negeri pagi se-
malam dan arahan pembatalan akan 
dikeluarkan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aya percaya akan ada bazar Rama-
dan dalam talian kerana ada keupayaan 
untuk penghantaran,” kata beli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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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N MCINTYRE

CHARLES RAMENDRAN

Selangor launches second stimulus package
KEVIN DAVASAGAY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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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ALING JAYA: Selangor unveiled 
its second stimulus package worth 
RM272 million and the setting up of 
a Covid-19 aid fund yesterday. 

About RM8.07 million will be 
raised for the fund from pay-cuts for 
the menteri besar, executive 
councillors, assemblymen and 
heads of Selangor’s government-
linked companies. 

“The stimulus package, called the 
Pakej Rangsangan Ekonomi 
Selangor Prihatin 2.0,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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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VIN DAVASAGAYAM formulated based on two main 
challenges. 

“First, it is on how to battle the 
pandemic from further spreading 
and second, to handle the economic 
challenges faced during and after 
the pandemic period,“ Menteri 
Besa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said. 

Mass Covid-19 screenings would 
be held at red zones and hot spots in 
Selangor with a target of 5,000 
people at a cost of RM1.35 million. 

A total of RM1.344 million will 
also be allocated for free food aid to 
medical frontliners throughout the 

B
R
IE

F
S

 IAN MCINTYRE

CHARLES RAMENDRAN

KEVIN DAVASAGAYAM duration of the enhanced movement 
control order.  

The package will also contribute 
towards the welfare of the 
frontliners’ children with an 
estimated 2,500 families receiving a 
total of RM1.5 million. 

He also said a total of RM100,000 
will be spent to prepare free food for 
media and security personel. 

“Under the stimulus package, 
those who are infected with Covid-
19 will also receive RM1,000 each”  

The total worth of both the 
Selangor stimulus packages, is 
RM399. 8 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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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日讯）净选盟2.0认 
为，一些政治人物派送印有自己肖 
像和职位的新冠肺炎援助品给选 
民，恐有滥用政府资源之嫌，呼吁 
涉及者公布所有援肋品的成本。

该组织点明，当政治人物试图用 
政府资金来获取个人利益时，那么 
反贪污委员会就可以展开调查。

净选盟2.0在文告指出，该会至 
今已搜集了 19名政治人物的表面证 

据，当中不乏部长和大臣级人物。
文告举例，联邦直辖区部长丹斯 

里安努亚慕沙、通讯及多媒体部长 
拿督赛夫丁阿都拉及1名副部长和 
州行政议员，都在选区援助品上印 
制了自己的肖像和官职；如果这些 
人士是使用部门资源这么做，那么 
就应该在滥权行为下被查。

嚴属控制選區撥款

“吉打大臣拿督斯里慕克里兹和 
彭亨大臣拿督斯里旺罗斯迪，使用 
州政府名义在援助品上印制个人肖 
像，如果这种涉及整个州的援助，
最后只有一部分人获利，那么他们 
也要在滥权下受查。”

另外，净选盟2.0也点名一些政治人物，使用选区 

拨款购置援助品，但把头像印制在援助品上的做法。
该组织指出，虽说政治人物使用选区拨款购买援助 

品没有违法，但不解为什么他们要用纳税人的钱来博 
取名望；重申政府应该严厉控制选区拨款，以杜绝政 

治人物捞取声望的机会。
文告说，一些政治人物或许是自费购买援助品，但 

把头像印制在援助品的行为，等同鼓励庇护政党制和 
侵蚀民主0

淨選盟2.0

助疑 
品)監 
印用 

肖政 
像府 
職資 
位源

■依斯迈沙比里（上图）及安努 
亚慕沙派发的白米印有头像和注 

明官职。

19名頭像和名字出現援助品上的代議士

名字(政党） 注明职位 注明地点 注明政党
印有头像和名 

字的物品

1 安努亚慕沙(巫统） 联邦直辖区部长 格底里区国会议员 - 白米

2 赛夫丁阿都拉(土团党） 通讯及多媒体部长 英迪拉马格达区国 

会议员

— 白米

3 依克马希山（土团党） 农业及食品工业部 

副部长

丹那美拉区国会议 

员

— 白米

4 慕克里兹(土团党） 吉打政府和大臣 - — 白米和搓手液

5 旺罗斯迪(巫统） 彭亨政府 - - 援助配套和白米

6 威拉班(行动党） 森州行政议员 勒巴区州议员 - 搓手液

7 阿兹敏阿里(土团党） - 鹅唛 - 搓手液

8 依斯迈沙比里(巫统） — 百乐区国会议员 巫统百乐 

区部主席

白米

9 诺莱妮(巫统） - 巴力苏隆区国会议 

员

不清楚

— 白米

10 苏慕甘(行动党） - - 白米

11 纳兹万（公正党） - 不清楚 - 援助包

12 倪可敏(行动党） 国会下议院副议 

长、安顺区国会议 

员兼后廊区州议员

援助配套

13 卡立沙末(诚信党） - 不清楚 - 援助包

14 赛沙迪(土团党） — 不清楚 - 白米

15 杨巧双(行动党） — 泗岩沬区国会议员 — 援助包

16 林立迎(行动党） - 甲洞区国会议员 - 白米

17 法米(公正党） - 班底谷区国会议员 - 援助包和搓手液

18 曾敏凯(公正党） — 亚罗士打区国会议员 — 蔬菜

19 雪芙拉(行动党） — 不清楚 — 白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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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月開始■捐作抗疫

政府團隊顏謂
(莎阿南1日訊）从下月起，雪州行政 

团队、州议员和雪州子公司高层将集体 

扣薪，以捐献予“雪州新冠肺炎抗疫基 
金，，

雪士大臣阿米鲁丁指出，雪州大臣和行政议 
员将扣薪50%，州议员和雪州政府子公司高层扣

薪30%，公务员则受鼓励捐出50令吉至100令吉 

给“新冠肺炎抗疫特别援助基金”，涉及总额 
达807万令吉。

受询及众人会何时开始扣薪，大臣指会于下 

月开始，因本月已发薪金予众人。

他今午宣布第二轮的“雪州对应新冠肺炎振 

兴配套”，这么指出。

發放州議員第2次特別撥款 ■阿米鲁丁宣布第二轮的 
州对应新冠肺炎振兴配套”

>州政府会以一个团队的 

模式对抗疫情，并且发 
放第2次特别拨款3万令吉给州 

议员。

阿米鲁丁指出，所有县市议 

员、传统甘榜村长、新村村 

长、社区领袖都会从各自地方 

政府获得特别拨款，除了沙白 
安南县议会。.

“这方面，州政府共拨出 
691万令吉。”

他提及，缴付地税事务、缴 

付地税和单位税的期限被延迟
至7日qi FI

“由于i实行动管制令， 

缴付地价的期限也获延长1个 

月。”

空冠肺炎疫情对民 

淑I众和各行业造成 

影响，连身为大臣的 

阿米鲁丁也体会和报 

怨所造成的影响。

阿米鲁丁说，随著 

疫情发生，社会活动 

和经济活动完全停 

止，或必须展延活 

动。

他说，他本身也被 

迫取消和展延许多活 

动，包括他过往每周 

都会会见选民一次， 

如今也被迫取消。

“我甚至无法在国 

家心脏中心，见我亲 

人最后一面。”

他说，他相信许多 

公众由于难见到父 

母，也对父母面对疫 

情的威胁而担忧。

大
臣
也
體

情
影

外賣網售取代齋戒月市集

重新看待經濟懸殊問題

阿
‘米鲁丁强调，在新冠 

肺炎大流行结束后， 

必须有一个对经济和社会 

有良好帮助的计划，才能 

避免国家经济结构错位。

“这个疫情迫使我们必 

须思考和重新看待经济悬 

殊的问题，以及低收入阶 
层、B40、日薪族需要“经

济减震器，’ （c 〇 n 〇 m i c

Shock Absorbers)来帮 

肋他们度过这艰难的时 

刻。”

他指出，疫情和行动管 

制令许多中小型企业发展 

受阻，这些都是振兴国家 

经济必须考量的。

$州已取消今年的斋戒月市集，并会探 

3讨以其他方式进行，如仅供外带或改 

为网上销售。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指出，雲州经济理事 

会是于今日开会后，基于卫生部呼吁避免

[了{Tin fr/^irrn ^ n r-iiTir

人群聚集活动，作出以上决定。

“州政会通过与各地方政府开会，讨论 

让业者以其他替代方式进行，包括外带食 
物或网上订餐方式。”

“我们会在稍后作出进一步宣布。”

醫護津貼明可派完

阿

撥2億7250萬推動振興經濟配套2.0
•州政府拨出2亿7250万 

令吉推动新冠肺炎振兴 

套，包括15%至16°。的生产总 

值（kdnk)，新加坡则是宣 

‘米鲁丁说，雪州政府料于 
周五（4月3曰），完成 

第一阶段派发200令吉津贴给 

5931位前线医务人员的工作。 

他说，會州伊斯兰捐献局
(Lembaga Zakat Selangor)

在其总部成立特别行动室，且 
每星期一至五运作，确保物资 

援助能尽速进行。

他指出，一且地方政府提呈 

所有持执照小贩的资料，发给 
合法小贩的500令吉特别拨款 

将直接汇人其银户头。

他说，除了较早前宣布的 
5200万令吉，当局将通过伊斯 

兰捐献局拨出950万令吉，协 

助2万个B40群组家庭，尤其是 

小畈商和家计受影响的家庭。
“每个家庭将领取500令 

吉，或个人领取200令吉，这 
笔款项已在3月27日开始发 

出，预计4月3日完成。”

阿米鲁丁说，雪州综合微型 
贷款计划（H1:JRAH)贷款的3

万9818人，将可延缓还贷3个 

月，从3月23日至6月15日。

他说，2500位就读沙巴和砂 

拉越的大学先修班的雪州大 
学生，将获每人200令吉生活 
费，共耗资19万6800令吉。

他指出，在雪州大臣机构 
(MB 1 )配合下，为雪州大 

学、雪州国际伊斯兰大学、 
1即£1\3技术学院提供的免费食 

物计划已于3月22日开始。

他说，雪州伊斯兰捐献局也 
拨出20万令吉，作为前线人员 

和雪州高等学府（IPT)和ILK 

学生的食物计划。
“截至3月30曰，共有14间 

教育机构提呈涉及11万2000 

令吉申请，其中苏丹沙拉夫丁 
阿都阿兹沙技术学院已于3月 

26曰取得拨款，大马伊斯兰国 

际培训中心则是在3月29日获 

得相关拨款，其他的则将会分 

阶段获得相关拨款。”

经济配套2.0。

阿米鲁丁说，他已于3月宣 
布耗资1亿2T80万令吉的首期 

新冠肺炎振兴经济配套，加 
上第二期的2亿T250万令吉， 

伏4彳7令吉

^他说，中i政府已宣布耗 
资2500亿令吉的振兴经济配

布了 480亿新币和11%的国内 

生产总值，以解决疫情所带 

来的直接性和间接性的影 

响。

他指出，雪州是国内的主 

要经济活动焦点的州属，因 

此不能轻视新冠肺炎疫情对 

于社会经济所造成的影响。

■雪州政府拨134万4000令吉，提供免 

费食物计划给前线人员。

貸學金償還期延長半年
>州政府宣布，大专生获 
得6个月延迟偿还贷学金 

宽限期，且享有大学提供的 

粮食援助。

雪州援助计划惠及大专 
生，州政府拨款607万令吉， 

让大专生从4月1日至9月30日 

免于偿还贷款的压力。

確保糧食供應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 

丁指出，为了确保粮食供应 
的持续性，州政府拨款50万 

令吉让5〇〇〇令农民和渔民享 
有农业企业（Agroprenuer) 

课程援助。
他说，共有2000名农民、 

饲养员和渔民获得种子、家

畜、工具和原材料援助，总 

值100万令吉。

“我上周宣布的雪州农业 

市场获得拨款100万令吉， 

它的目的就是提供新鲜蔬 
果，帮助雪州30万人从中受 

惠'〇，，

i匕外，他说，现在的形势 

迫使雪州政府以数码化为 
支点，通告E-learning、 

Selangor Advance和 

Inisiatif Digital Selangor 

Grab扮演领头羊的角色。

他说，数码化引领雪州经 

济起飞，制造新的就业机 

会，同时保留现有的工作机 
会，这方面获得拨款1亿70万
入士 
々'口 〇

450萬撥9000貧困者
@ 了早前宣布的7项经济纾困措施，阿 

米鲁丁再度宣布通过雪州伊斯兰捐 

献局进行的各项援助计划。

阿米鲁丁说，约有9〇〇〇名贫困人士将 
获援肋，总额达450万令吉。

他说，该局也准备80万令吉作为政府 

医院、县卫生局的医疗用具的援助。
他指出，共有8间位于雪州的医院提呈 

申请，士拉央医院于3月27日获得16万令 

吉，其他医院最迟可在4月6日之前分阶 

段获得医疗用具援助金。
他说，当局在3月共拨出1480万令吉给 

3万3211位贫困者，并于3月23日拨出， 

这项援助计划将每月进行。
“总计1〇〇万令吉的每月食物援助于3 

月拨给1万4909位受惠者，这项计划将每 

月进行。”
他说，每月511万令吉的援助金也将拨 

给予4089位肾病患者，每个月212万令吉 

的医药援助将提供给391T位受惠者，其 

中包括每月个的医药费、交通费、每个 

月治疗费、药物、牛奶和即丢尿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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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茲漢斥街道消毒浪費資源
(莎阿南1日讯）随著房地部近日在多 

个地方进行大型消毒，雪州行政议员依兹 

汉哈欣直斥，在街上和公开场所消毒是浪 

费资源的行为。

他在面子书上写道，防疫工作应注重在 

如何将有限的防疫产品，如口罩和消毒液 

分发到真正有需要的人民手上。

他也写道，这个帖文的目的是发挥监督 

和帮忙，不是政治目的的文告。

曰前，负责带领研究新冠肺炎（2019冠 

状病毒疾病）死亡病例特别委员会的拿督 

李国忠医生坦白，在全国大街上消毒，只 

是在浪费资源和人力，不会对减缓新冠肺 

炎有所帮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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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剎限早上8時開業

警監督商民守規矩
黃，;穎

(士拉央1日讯）所有巴刹 
即曰起只能于早上8时开业，

甲洞帝沙再也巴刹商民皆遵守 
规矩，警方也一早派员到场监 
督，惟巴刹毗邻的美食中心 
突遭警员告知他们不获淮营业 
而赶紧收摊，后来始知是场误 
会，他们仍可营业但仅限外卖 
服务。

本报记者今早前该巴刹观察 
时，该巴刹商民都遵守秩序， 
也有工作人员驻守，为进入巴 
刹的民众测量体温和消毒双 
手，巴刹四周围起警戒线，仅 
开放一个进出口让民众进出购 
买食材。

可是，和巴刹同一屋檐下的 
美食中心被警方指示收拾，不 
得再继续营业，让这两周来都 
有营业的小贩错愕不已。

对此，士拉央市议员霍伟尨 
受访时指出，经过和该巴刹管

轉I,

理委员会的沟通，警方确实在 
今早指示该区美食中心的小贩 
收摊，但管委会之后前往警局 
了解，取得确定消息，指小 
贩们获准继续营业，惟仅限外 
卖。

霍伟尨说，在首期的行管 
期，该巴刹于早上5、6时开始 

营业，直至接近10时，人潮减 
少才陆续收摊，但如今的营业 
时间延迟至早上8时至下午4 

时，估计小贩的正常营业时间 
也将有所更动，或从8时至11 
时，一般不会营业至下午4时。

仍有大批民衆聚集搶購

他指出，在这段期间，小贩 
都遵守规则，不断提醒顾客保 
持距离，勿聚集在摊位前，但 
较难管控购买者行为，一些摊 
位前仍可见大批民众聚集抢购 
食材，让小贩和管理员无奈。

他说，由于巴刹位于住宅区 
的中心点，且一周7日都有营 

业，故在这期间，不少民众每

痛1

■诊所医护人员全副武装到患者车上 

为婴儿注射疫苗。

天都到巴刹“报到”买菜，所以巴刹几 
乎每天都见人龙，庆幸的是，大部分人 
都有戴口罩和遵守规则。

为此，他呼吁民众，管制令目的就是 
要民众减少出门，目前没有出现缺货情 
况，因此大家不必担心没有食材，可一 
次过购买几天的食材，勿每天都到巴刹 

“报到”。
他也补充，这段期间没有民众投诉货 

物涨价的情况，只有少许货品小幅度涨 
价，如最近特别热销的鸡蛋，但情况不 
严重。

診所醫生穿關衣 
車上為嬰刷疫苗

者巡访期间，发现该巴刹附近的店 
舖纷在店前画上1公尺的距离红线， 

限制顾客保持距离。
一些店舖外也挂上告示牌，提醒顾客 

必须戴口罩才能进入，同时仅限外带食 
物。

在该区的诊所为了民众安全，医生和 
护士穿上防护衣和带著疫苗注射设备和 
药物，到访客车上为婴儿注射疫苗，减 
低婴儿和家属感染疾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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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日訊）第二阶 

段行动管制令开始首日，尚 

有公众和小贩不知巴刹、食 

肆营业时间已调整，故有不 

少公众仍七早八早到巴刹买 

菜或到茶室、咖啡店等待 

“打包”熟食，只能打道回 

府或留下等候，也有业者照 

让顾客先光顾。

随著政府日前宣布第二阶段的 
行动管制令，于4月1日开始执行 
至14日后，中央政府、雪州政府 

和吉隆坡市政局相继宣布各业在 
期间营业时间，目前受到影响是 
以巴刹、小贩中心、茶室、咖啡 
店等为主:。

巴刹、小贩中心、茶室和咖啡 
店等接受询问时，部分知道营业 
时间已作出调整，但部分不知 
情，部分则表示营业时间一再调 
整，让部分小贩和顾客不知所 
措。

根据今曰首曰情况，大部分都 
有遵守政府指示，但因需要提早 
做准备，一些巴刹小贩、熟食摊 
小贩在清晨5、6时已到巴刹、茶 

室和咖啡店，一些年长者、妇女 
等也如常在清晨6时许到巴刹购 

物。

早到者被迫等待

雪州部分有警方驻守的巴刹， 
皆不被允许在早上8时前进入巴 

刹内购物，部分早到的顾客唯有 
先回家，或在巴刹外等待。

至于只是执法人员驻守的巴 
刹，则有人在8时前已进入巴 

刹。
咖啡店、茶室、小贩中心部分 

小贩在8时前已开店营业，有者 
更在营业时间未到前便让顾客打

^一些顾客清晨6时许来到茶 

室和咖啡店时，发现“大门深 
锁”，好奇为何没有开店营业。

一些顾客也要求小贩允许他们 
“提早”打包，无须再苦等。

■行管升级首日，警方到帝沙再 

也巴刹驻守和维持秩序。

顧客不知改時
♦万挠巴刹小贩公会主席周瑞成 ______

然营业时间已调整，但相信还有很胃^ 
虫多顾料鍾，今日仍浦时醜 
巴刹购物。

尽管开摊时间是早上8时，但小贩们要 
提早准备，因此清晨5时就到巴刹。

一些顾客在清晨6时许已来到巴刹，虽 

然有志愿警团人员驻守，但没禁止顾客 
进入巴刹，大家仍可在8时之前购物。

早上6时至8时的人潮不多，一般年轻 
人都是在8时后才上巴刹。

|批發市場4am至10am 
A巴剎6am至12時pm

多州政府前天（3月3〇 y日）已宣布最新营业 
时间，周三又做出新一轮宣 
布，批发市场的营业时间从 
清晨4时至早上10时，巴刹 
则从清晨6时至中午12时。

根据雪州政府早前宣布， 
批发市场营业时间从清晨6 
时至下午4时，巴刹则从早 
上8时至下午4时，超市、杂

货店、便利店、餐厅、送餐 
服务和油站等营业时间从早 
上8时至晚上8时。

至于其他行业的时间，则 
是保持不变，没有受到影 
响。

不过，根据中央政府宣 
布，售卖日常用品的商运包 
括巴刹、超市和霸级市场， 
餐馆、油站和送餐服务等营

业时间从早上8时至晚上8 

时。
吉隆坡市政局方面，超 

市、杂货店、便利店、食肆 
和餐馆（只限打包、得来速 
和外送服务）等的营业时 
间，从早上8时至晚上8时。

除了批发公市，巴刹的营 
业时间是从清晨6时至下午 

1时。
由于中央政府、雪州政府 

和吉隆坡市政局提出的营业 
时间皆不同，以致巴刹、批 
发市场的营业时间也各有不 
同，让业者感混淆。

■沙登巴刹外围在早上出现长长的人龙。

郭頁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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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已改時間
♦吉隆坡蔬菜批发商公会会长黄敬发

M然雪州政府和中央政府调整批发公市 
的营业时间，但我们营业时间依旧是 
早上10时到下午7时，及从午夜12时至早 

上7时。

随著我们之前已协调，当局答应让每个 
摊位多増加1个劳工，目前也可有3个劳工 

在摊位工作。
由于我们营业时间之前已调整，顾客早 

已知道，惟巴刹数量和营业餐馆逐步减少，造成销量下滑。
由于销量没起色，今日约有30%至40%的蔬菜和水果摊位休 

业。

多數人有遵守
♦巴生滨海小贩商业公会投诉组主任潘国全

我|往屋
巡视时，发 
现大部分茶 
室和咖啡店

都有遵守8时才营业的规定。
虽然不能在8时前营业，但 

小贩们必须提早到摊位进行准 
备工作。

相信°很多顾客不知情，清晨 
6时许至8时有些顾客已来到茶 

室和咖啡店“打包”，部分人

奇怪为何茶室和咖啡店没营 
业，要求在准备的小贩让他们 
先打包，无须等待8时之后。

我劝告小贩们遵守政府政 
策，我们也担心当局会更严厉 
管控，不遵守的小贩可能遭 
对付。

除了茶室、咖啡店外有些人 
潮等待“打包”，也有些巴刹 
外在早上8时之前出现等待人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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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1日讯）雪州 
政府共拨出134万4000 

令吉在抗疫期间，提供 

免费食物计划予前线人 

员，包括医生、医务人 

员及值勤人员等。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 

米鲁丁今曰在其官邸召 

开记者会，宣布新冠肺 
炎振兴经济配套2.0，并 

通过官方网站采用直播 

方式，向雪州人民宣布 

上述计划。

提供前線免費食物

雪政府撥逾134萬
阿米鲁丁说，霄州 
政府也将提供1 5 0万 

令吉，作为前线人员 
(FROXTLINER )子女的 

照顾费津贴，共有2500 

个家庭受惠。

他指出，雪州政府将

万令吉，为雪 
5000位居民提

拨出135 

州红区的 

供检测。

他说，为红区的居民 

提供检测，会为高风险 

人群包括年长者和孩童 

提供检测。

“我们不忘目前在前 

线努力把讯息和消息带 

给人民的媒体，州政府 

将拨出10万令吉，为在 

前线执勤的媒体和安 

全人员提供免费的食 

物。，’

阿米鲁丁说，州政府 

感谢雪州新冠肺炎工作 
队伍(TASK FORCE C0V:ID 

NEGERI SELANGOR)，也 

将拨出5万令吉予该队 

伍。

2700租屋者 
延緩繳租3月
p胃米鲁丁说，smart sewa,

精明租屋计划（skim 

2700名租屋者，可延 

缓缴租3个月，有效期为4月至6月。

他说，房租援助将通过雪州伊斯兰捐 
献局提供给1万1922位受惠者，首次援 

肋金已于3月5日缴付，并会每月进行。

“提供给雪州56位州议员的特别拨款 

计划也在进行中。”

他说，地税和多层次建筑物单位税 
(Cukai Petal、.）的缴付期将展延1个 

月，即从5月31日至6月30日。

撥200萬提供□罩搓手液手套

阿
‘米鲁丁说，雪州政府已同 
意拨出200万令吉，作为 

提供口罩、消毒搓手液和手套 

的用途。

1他说°，在疫情发生的期间， 

最重要的是人民需要保持健 

康，为了确保雪州子民保持健 

康，’禱州政府也采取一系列的 

防疫措施。

他指出，雪州政府也将拨出 
300万令吉作为雪州隔离中心 

(STESEX KUARANTIN NEGER1 

SELANGOR)的用途，作为安置 

被隔离的人士及刚从国外返国

的人士。

他说，雪州政府也同意増加 
关怀健康基金（SK頂PEDULI 

SIHAT)，州政府将会拨出 

4250万令吉，预计受惠的人士 

共有8万5000人。

“州政府也同情新冠肺炎的 

病患，州政府将会拨出1〇〇〇令 

吉给被确诊的病人。”

他说，随著管制令的执行， 

也对于一些公众造成精神上的 

压力，州政府也将会拨出100 

万令吉，作为辅导服务和精神 

健康的专科互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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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雁芳

(加影1日讯）加影市议会昨 
曰（3月31日）起，调整区内所 

有公共巴刹的营业时间，区内 
7个在建筑物内的巴刹营业时间 
改为早上7时至中午12时30分。

尽管雪州政府调整州内公共 
巴剎营业时间为早上8时至下午 

4时，但加影市议会为方便每天 
为巴刹进行消毒工作，决定缩 
短巴刹营业时间。

公正党加影市议员李仁英向 
《中国报》指出，区内7个巴刹 

包括加影巴刹、锡米山巴刹、 
山力花园巴刹、旧万宜巴刹、 
万宜新镇第1区巴刹、士毛月巴 
刹以及士毛月新村巴刹，都必 
须遵守指定营业时间。

他说，市议会决定每天下午2 
时之后，为所有公共巴刹进行 
额外消毒工作，同时所有巴刹 
在每周一的休息日，会进行一 
次大型消毒工作，以防止新冠 
肺炎（2〇19冠状病毒疾病）病 
.毒扩散。

他说°，巴刹消毒工作会由各

别承包商负责，而大型消毒工 
作，市议会则会派人协助。

“消毒药水由卫生部提供及 
商家赞助，市议会只需负责人 
力安排。”

他透露，市议会已通知所有 
小贩这项消毒计划，并要求小 
贩尽早收工，尽早回家。

此外，他透露，房屋及地方 
政府部日前为双溪拉玛地区进 
行消毒工作，包括一些花园住 
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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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津Buht Kechll原住民村

地下泵水系統獲維修

♦国豕水务委员 

会和雪州水供管 

理有限公司代表 
到原住民村了解 

水供问题。

I万津BuKIt 
Kechll原住民 

村过去一直面 

对水供问题。

(吉隆坡1日讯）经 
过3天时间，万津Bukit 

Kechil原住民村的地下泵 

水系统已经完成维修。

这个维修工程是由国家 
水务委员会（SPAX)、 

雪州水供管理有限公^ 
(Air Selangor)和环境

部联手合作，从26曰施 

工，29日宣告竣工 

据悉，这个原住民村过 

去一直面对水供问题，从 
去年8月情况开始恶化。

国家水务委员会和雪州 

水供管理有限公司代表在 
26曰前往实地考察，并接

获村长卡顿和村民提出的 

投诉，经过观察，始发现 

地下水泵无法完好操作。

这个水供系统是由原 
住民发展局（Jakoa)建 

设，并在2017年进行提

升。

在此次的提升期间，国 

家水务委员会和雪州水供 
管理有限公司准备了 2辆 

水槽车和5个流动水槽给 

村民应付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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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偉傑：塑料袋製防護衣

醫護員面對高風險
(吉隆坡1曰讯）万挠区 

州议员蔡伟杰重申，因医疗 

物资缺乏，站在最前线的医 

护人员只能自行以塑料袋改 

制成“防护衣”，导致许多 

医护人员面对更高的风险。

蔡伟杰和其服务中心 

团队是.日前到万挠诊
所（Klinik Kesihatan 
Rawang)、鹅唛县土 

地局（Pejabat Tanah 
Gombak)、士拉央市议 

会（MPS)和公共工程局 

(JKR)派发物资。

蔡伟杰说，当他们主要是 

移交口罩、消毒搓手液等物

资前往上述单位，发现万挠 

诊所的医护人员面对医疗物 

资缺乏的情况。

他说，昨日部长因为自我 

宣传却用上了医疗前线最需 
要的防护衣PPE，他希望政 

府能够把资源放在正确的人 

上，在物资缺乏下，每样物 

资对前线都那么重要。

他促请政府下放足够的医 

疗物资到政府医院、政府诊 

所等，让站在抗疫情前线的 

医护人员获得更好的保护， 

降低所面对的风险。

他说，据他了解，_前不 

只是万挠诊所面对此问题，

他相信国内许多医院、诊所 

等都面对同样问题，导致医 

护人员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 

威胁。

他指出，站在最前线的医 

生们在医疗物资不足下， 

使用塑料袋制作为“防护 

衣”，让人感到相当心酸。

他说，据他了解，医护人 

员面对缺乏医疗物资的情况 

已持续一段时间，目前也有 

些民间团体、公众等捐肋物 

资给医院、诊所等。

“在行动管制令执行后， 

有些公众曾到万烧诊所检 

测，该诊所也曾检测出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因此该诊所 

的医护人员面对的风险相当 

高，因此非常需要能保护他 

们的医疗设备。”

KLINIK KESIHATAN (彳 
RAWANG PERD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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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網上銷售

雪州取消齋戒市集
(吉隆坡1日讯）随著新冠 

肺炎疫情的严重，以及减少 
人潮的聚集，雪州政府宣布 
取消今年的斋戒月市集。 
_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 
丁是于今日下午在位于莎阿 
南的大臣官邸召开记者会， 
宣布雪州新冠肺炎振兴经济 
配套2.0时，针对媒体的询问 

做出了上述的回应。
阿米鲁丁说，雪州决定取 

消今年的斋戒月市集，并会

探讨以其他方式进行，如仅 
供外带或改为网上销售。

他指出，雪州经济理事会 
是于今日开会后，基于卫生 
部呼吁避免人群聚集活动， 
作出以上决定。

“州政会通过与各地方政 
府开会，讨论让业者以其他 
替代方式进行，包括外带食 
物或网上订餐方式，我们会 
在稍后作出进一步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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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依斯迈（左二）在消拯员指导下，为电动火车车厢 

进行消毒。

長邦

凭應
刀助

雪
更 
有 
效 
抗 
疫

名

(八打灵再也1日讯）前卫生部长拿督斯 

里祖基菲里促请联邦政府，与雪州共享新冠 

肺炎疫情相关匿名数据，以让雪州更有效的 

抗疫。
他说，雪州目前并未获得联邦政府的讯 

息，使得雪州无法做更精细的部署。

雪州政府为抗疫而成立由祖基菲里领导 
的雪州防疫专案小组。他昨晚接受《Astro 
Awani》访问时表示，他们目前没有从联邦 

政府那里得到冠病疫情的匿名数据。

他说，如果联邦政府提供相关讯息，雪州 

可以分析数据，继而在有疫情的地区做更精 
准的目标群检测，而不是因为缺乏资讯而只 

能大范围检测。

他说，雪州并非要求病人的个人讯息。

“我们不要病人的身份、电话号码或年龄， 

我们希望获得匿名的讯息，从而让我们从这 

些人口数据中作出相关分析，聚焦特定地 

区，而不只是整个大区域。’’

做更精准检测目标群

他说，有了匿名数据，雪州才能做更精准 

的检测目标群。’‘我们也可以对检验进行微 

观定位，让检验变得更具针对性。”

"可是，联邦政府并不愿意分享这些讯息。”

他强调，雪州抗疫特工队对病人的身份不感兴趣，那是 

病人的隐私，因此就算联邦政府分享相关疫情数据，也应 

该保留病人的个人讯息。
根据卫生部截至3月29日的数据，全国15个红区中，雪 

州八打灵再也就以223确诊病例排行第一，同样在雪州的乌 

鲁冷岳以209确诊排第三位的，另外巴生、鹅唛也都在红区 

内〇 (L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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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大臣偕閭員扣薪50%
州議員及高管公僕捐薪30%

(沙亚南1日讯）为了体现共赴 

时艰，雪州政府今日议决，大臣和 

全体行政议员响应扣薪一半、州议 
员、Jusa C级及以上的州高级公务员 

和州政府官联公司高管，一律扣薪 

30%，捐献州政府成立的特别基金 

(Tabung Khas Bantuan COVID-19

Selangor) 〇

刚成立特别基金获捐26万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今日在 

记者会透露，今天甫成立的特别基金 

便筹获来自大臣、行政议员和州议员 
捐出的26万令吉，成果斐然。

他说，扣薪从本月开始，先扣除第 

_个月的薪酬，之后再视疫情发展而 
定。44至54级的雪州中级公务员受鼓 

励奉献薪水的50至100令吉。

州政府将发放给2500户前线人员 

家庭照顾孩子的津贴，每户家庭可得 
150令吉，但必须先从相关机构获取 

名单。

至¥拨给前线人员包括媒体从业员 

的免费伙食，他表示，州政府会联系 

媒体机构和主管以获取名单，预料这 
—两天会公布细节和发放援助。

齋戒月市集取消 聯邦1千萬撥款500萬用作檢疫
米鲁丁也宣布，雪州行政议会 

议决取消斋戒月市集，直到合 

适时间为止，除非相关部门和卫生 

部开绿灯，州政府才会批准。

“州政府和各县市的市长及主 

席，通过视讯会议商讨及获取建议 

后，我们决定现阶段取消所有的斋 

戒月市集。”

他相信，随着线上购买日常生活 

必需品趋势的蓬勃，接下来或会有 

线上斋戒月市集的出现。

米鲁丁披露，州政府从联邦政府获 

2」得的1000万令吉应对疫情拨款， 

有500万令吉用于检疫隔离中心，分别 

是300万令吉的运作开销、200万令吉 

购买口罩及消毒搓手液派给民众；余下 

500万令吉将用在民众的福利活动。

他说，随着雪州成立了冠病疫情基 
金，可使用其中的134万令吉为疫区民 

众进行快速检验。

他指出，州政府成立的疫情特工队 

鉴定了几个地方，接下来会有第三计

划，特别针对60岁以上长者和小孩等高 

风险群，进行冠病的快速检验（rapid 
test) 〇

他强调，州政府只要获得快速检测器 

便可第一时间投入使用，所有在非疫区 

内的人都必须进行快速检验；卫生部仍 

在探究可靠的快速检测法。

阿米鲁丁指出，他获悉上周有超过 
90%的雪州人民遵守行管令。雪州为配 

合联邦政府发出的次阶段行管令措施， 
也缩短了某些领域的营业时间。（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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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网购取代

雪州取消斋戒月市集
(莎阿南1日讯）雪州政府将取消州内所 

有斋戒月市集，直至一定期限或获得卫生 

咅P宣布放行为止。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说，州政 

府也将听取建议，用网购销售模式取而代 

之。

“未获卫生部放行前，州政 

L•定取消斋戒月市集活动。” 

他表示，州政府有接获一

些地方政府主席建议可采取网 

购模式进行，而这或许是值得 

考量的方式。”

直区斋戒月市集未定案

米鲁丁今午在宣布第 
二阶段随州关怀振 

兴经济配套记者会这么说。

联邦直辖区部长丹斯里安 

努亚慕沙周二早出席布城15 

区商业区的冠病疫情消毒行动 

后指出，今年的斋戒月市集肯 

定无法如常举办，但基于这是 

草根生活之便，联邦直辖区的

4新闻背景

斋戒月市集照跑不误。

他当时指该部不会像新加 

坡一样，说不办就不办，反之

会仔细深入研究，如何加强斋 

戒月市集的管理程序，改善及 

重组市集的经营模式，使市集 

能更完善经营，并达到一定的 

社交距离及公共卫生水平。

不过，安努亚慕沙于昨晚 

则另有说法，他指上述活动会 

否举办，还未有定案。

阿米鲁丁

他是在推特发出数则推文 

作出澄清，指当局还在等待卫 

生部及国家安全理事会的明确 

指导方针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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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苏丹：难做到社交距离

斋戒月活动恐引群聚
(莎阿南1日讯）雪兰莪州苏

丹沙拉夫丁殿下指出，斋戒月 

期间的祈祷、开斋和市集，必 

引来群众聚集，所以很难做到 

社交距离，无论在回教堂或街 

头市集，将会使人们暴露在病 

毒中，而大家的安全才是至上 

的。

殿下说，关于斋戒月期间 

一■切活动的最终决定，将根据 

卫生部及卫生总监拿督诺希山 

医生的忠告，在适当的时间作 

出决定。

殿下在接受《星报》访谈 

中指出，1州的冠病确诊病例

数据最高，所以雪州子民必须 

为在斋戒月前防疫，做好准 

备。

派税捐给弱势群体

殿下说，州宗教局已开始 

i寸论有关回教堂祈祷及派发税 

捐给弱势群体的问题。

我国回教徒将在3周后迎 

来神圣的斋戒月。 殿下 

说，近期将会做出有关分配税 

捐给受惠者的正式宣布。

殿下指出，从0前直至与 

病毒的抗战结束之前，回教徒 

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进行这些

管控令第10天

全球

活动了。

“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如何 

正确地采取这些做法，以符合 

人民，尤其是回教徒的利益。

“朕作为州回教首脑，已 

开始跟相关机构如雪州宗教局 

和宗教R]部门，讨论这方面的 

问题。

“朕相信州务大臣和相关 

县和市议会，将对斋戒月市集 

问题做出最终决定。

“我们寻求上苍的帮助， 

以对抗病毒并维护人民的福 

祉。，’

殿下相信其他宗教的信徒 

也有类似祈祷，并促他们继续 

这类祈祷。

殿下曾在两周前下令谕旨 

雪州的周五祈涛暂停，直至4 

月17日，以助防疫。

雪回教堂没违管控令

苏丹机要秘书拿督莫哈末 

慕尼说，殿下指将会密切留意 

国家安全理事会对行动管控令 

做出的决定及卫生部的决定。

他说，雪州政府将看管控 

令在本月14 R结束后，政府 

的最新决定。

他指出，他向有关当局了 

解后，确定雪州的回教堂并没 

有违反管控令，国防部高级部 

长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提到 

的5间回教堂，不在雪州。

沙拉夫丁殿下：做好准备。

“我也促外籍员丁不要在 

建筑工地集体祈祷。”

根据苏丹殿下，每天都在 

掌握雪州的最新局势，因为雪

州人口最多，超过650万人， 

殿下深感关切而“彻夜难 

眠’’。

Page 1 of 1

02 Apr 2020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al • Audience : 27,667 • Page: A5
Printed Size: 529.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6,654.09 • Item ID: MY0039236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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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州设冠病援助基金

高官扣薪带头捐献
(莎阿南1日讯）雪兰莪州政 

府今午公布高达2亿7200令 

吉的第二阶段“雪州关怀振 

兴经济配套”，并宣布成立 

“2019冠病援助基金”，从州 

务大臣、行政议员、州议员 

至官联公司高层，按比例扣 

除5月份薪金，带头捐献。

公务员则仅限级别44至 

54的官员，可选择自行乐捐 

50至100令吉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今午 

召开记者会公布上述配套时 

表示，根据捐献比例，大臣 

和行政议员将扣除50%薪 

金、州议员及官联公司高层 

30%薪金。

“如今有关基金已获得行 

政议员及州议员约26万令吉 

捐献，预计最终将可筹集807 

万令吉。”

他强调，现阶段，州政 

府会先按比例扣除一个月薪 

金作为捐献，除了有增加的 

需求，才会再做进一步的决

定.。

雪州政府早前于3月20 

日公布耗资1亿2778万令吉 

的第一阶段雪州关怀振兴经 

济配套，如今再公布耗资2 

亿7200万令吉的第二阶段振 

兴配套，两份配套耗资总额4 

亿令吉。

阿米鲁丁指出，州政府 

于3月20日公布的第一阶段 

配套拨款已陆续派发，其 

中，雪州医院6000名医护人 

员可获每人200令吉援助 

金，将于本月3日期间发 

放。

“此外，州内8万名小贩 

和商家将豁免一个月摊位租 

金，以及每人可获得500令 

吉援助金将于日前由地方政 

府负责线上登记，预计下周 

可获得

会上，阿米鲁丁也现场 

接获27个官联公司及私人企 

业移交捐献资金的支票。

出席者包括雪州秘书拿 

督莫哈末阿敏及财政司拿督 

诺阿兹米。

第二阶段“雪州关怀配套”重点

•成立2019冠病援助基金，放眼筹集807万令吉。

•拨款135万令吉，在疫情热点区进行大量測試（Mass 
Test)，预计5000人受惠。

參拨款134万4000令吉，充作雪州前线医务人员，包括医生、 

护士、医疗人员等在管控令期间的膳食费用。

•拨款150万令吉，充作2500个前线人员家庭的托儿经费。

•拨款10万令吉，作为前线维安人员及媒体的膳食费用。

•拨款5万令吉于雪州冠病专员小组。

•拨款200万令吉，购买口罩、消毒搓手液及手套，作为抗疫 

用途。

•拨款300万令吉，设立隔离站，作为隔离大城堡宣教集会者 

或外国入境者用途。

•拨款4250万令吉，提升健康关怀计划（Skim Peduli 
Sihat)，以让8万5000人受惠。

•冠病患者将获1000令吉援助金。

•拨款100万令吉，作为管控令期间的精神压力专业辅导咨询 

用途。

參州政府将自动中止大学生于4月1曰起至9月30曰的货款偿 

还，同时，也将通过大学提供有关学生免费膳食费用，预计耗资 

607万令吉。

•为保障粮食获持续供应，雪州政府将拨款50万令吉援助 

5000名农民和渔民。

參拨款1万令吉，启动9个雪州农业市集（Selangor Agro 
Market)售卖地点，以便保障30万户人家取得新鲜食材。

•拨款1亿70万令吉，作为数字化经济发展用途，以保障现有 

就业机会与创造新工作机会。

•延长放宽业主缴付地税或分层地契单位税至7月31曰。

•管控令期间，土地转换税可展延一个月缴付，此预计耗资 

8781万令吉。

鲁州议员再获动用3万令吉特别拨款，协助受冠病疫情冲击的 

选民，此外，市议员、村长、乡村管理委员会主席等也将透过地方 

政府取得特别拨款，惟，沙白安南县议会将直接由州政府拨款，预 

计总耗资为691万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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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议度假村作隔离中心

黄瑞林抨嘉玛博宣传
适耕庄1日讯I巫统大港

区部主席嘉玛日前公开献议， 

捐出在适耕庄的度假村作为新 

冠肺炎病患的隔离中心，引起 

当地居民恐慌。为此适耕庄州 

议员黄瑞林强调反对到底，并 

抨击嘉玛只为了博取廉价的宣 

传，因为沙白安南县已有3个更 

适合的隔离中心地点。

身为雪州议长的黄瑞林重 

申，自己绝不会支持此建议， 

雪州政府也不会认同，因为这

只是嘉玛为了争取曝光率和宣 

传，以借此解决个人财务问题 

和转移民众的视线。

「嘉玛的度假村酒店被 

拍卖却乏人问津，又面对营业 

准证不合法等问题，因此走投 

无路之下，故意透过奇怪的动 

作，企图博取同情，我在此郑 

重警告他，不要挑起敏感的问 

题，影响人民的情绪，这是非 

常不负责任的做法。」

他指出，沙白安南县共有

3个隔离中心，包括在双溪亚 

依大华的Instltut Perakaunan 

Negara ( IPN )已准备就绪。由 

于适耕庄人口密集，不符合隔 

离中心需远离人群的条件，因 

此嘉玛的度假村根本不适合。

「我会持续跟进此事，也 

希望民众不必恐慌，这只是嘉 

玛的一厢情愿说法，博取廉价 

的政治宣传。』

黄瑞林周一与沙白安南县 

议员黄亚详到访适耕庄警局， 

移交体温探测器予局长易人春 

助理警监时，如此表示。他强 

调警局也认同，嘉玛的度假村 

并不适合作为隔离中心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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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兜转转又B到暹统

直挂云帆

谢诗坚
•时事评论员

但这两年来也发生 

太多的变化，最严重争 

议的是=政杈是否仍在 

马来人手里或是已偏离 

马来中心思想（马来主 

杈）？为此马哈迪也有 

所感触。我们不知道马 

哈迪的苦心在哪里？

八方论见征稿

《名家》版《八方论见》 

栏目，供各界人士发表意见， 

唯不设稿费。

来稿请附真实姓名与联系 

方式，并以电脑打字，电邮至 

opinion@orientaldaily.com. my 

予本报言论互动组编辑。本版 

谢绝一稿多投，亦不做任何私 

人回复。

有人想到慕尤丁会在今年3月出任第八任 

/X首相，他是在土团党内讧及公正党分裂 

下探出头来的新领袖，有些让人感到意外。但 

若研究马来西亚政治史；尤其是马来人政权交 

迭过程就不难发现在任何时候都是同一批精英 

在斗争'而且转来转去都是巫统的人在呼风唤 

雨。

这里有一个仍未解开的谜，到底马哈迪 

是否知道他辞相位后上位的若不是安华，那就 

极可能是慕尤丁？因为马哈迪始终认为安华不 

是接班人，也曾一度否认阿兹敏是接班人，就 

是从未提及慕尤丁这个人。

如今，我们从马哈迪口中得知他的解 
释：其一，他认为把政权交给安华是不恰当 

的（他没说为什么’是法庭案或是其他因素’ 

毕竟安华是在他手上被特赦，而得以重返政 

坛）。同时，在一时之间也找不到适当的副 

手，他仍然坚持旺阿兹莎继任，这完全不是希 

盟所认同的，也就有压力迫使马哈迪做出交棒 

的曰期。

其二，他在马来政治圈内面对的问题日 

益显现。先是巫统和伊党内传出这是一个受华 

人影响（或左右或控制）的政府，暗示行动党 

在当家作主。

行动党是希盟的支柱之一是没有错，错在 

这四党联盟内除了行动党外，还有公正党的华 

人议员。这样一来，马哈迪就需要做出调整。

第一步马哈迪要证明仍然是与过去主政 

时的大权在握时没有两样；尤其是在内阁组成 

方面，均是本身所挑选。

第二步他虽然不得已让较多的行动党人 

出任正副部长和官职，但除了财长有重要的标 

志外，其他部门都是一般的。

第三步也许正如马哈迪所说，林冠英是 

按他的指7F办事。g下之意^不是彳"7动党影 

响他，而是他让政府上下以马哈迪马首是瞻。 

虽然如此，在马来社会流传的言论就不这么看 

了。巫统和伊党就提出改组政府时不要行动党 

入阁，这等于希盟在改组后与国阵合组成「国 

民政府」，而不再是希盟政府。

马哈迪显然是不同意巫统全数进入联合 

政府，但又无法切割。就在他迟疑不决时，慕

尤丁带领土团党退出希盟，这就意味著慕尤丁 

将另组一个没有马哈迪和安华的政府。

其实，马哈迪也不是不要巫统，他已经 

招收13名巫统议员，也希望更多议员跳槽， 

以让土团党变成「新巫统」。马哈迪的努力也 

从来没有改变过，但进展不大。

另一方面，最简单的方法是由小小的土团 

党成为独立的政党，再与巫统、伊党合作，及 

后又取得砂州的「政党联盟」的支持，便成为 

在议会内的大多数，自然就由慕尤丁领班了。

马哈迪慕尤丁关系微妙

无可否认的，马哈迪与慕尤丁的关系是 

很微妙的，也是若即若离的。当慕尤丁上位 

后，想与马哈迪见面也不得要领。这说明马哈 

迪对他仍有怨意。而他们两人的故事要从90年 

代说起。

当1990年的大选马哈迪击败由巫统分裂 

出来的东姑拉沙里所领导的46精神党后，他在 

党政的地位更是无人可及。安华虽然在击败东 

姑拉沙里有功，但也不能太过张扬。只有到了 

1993年的党选，安华才大胆地跨前一步，争 

夺党署理主席。原任署理嘉化荅荅绝不是安华 

的对手'只得临阵退选。

安华顺利当选署理后，安华势力已从中 

崛起。除了阿末查希（如今的巫统主席，昔曰 

是安华的人）当选巫青团长外，妇女组主席也 

是安华的人马，还有另外三名票选副主席纳吉 

(前首相）、慕尤丁（现任首相）及莫哈末泰 

益（当年雪州大臣）。

这也招致马哈迪在三年后出手反击，他 

要除掉的第一人是慕尤丁，乃鼓励阿都拉（曾 

是东姑拉沙里的大将）参与党选，结果如愿以 

偿。另外两名副主席没有变动。

阿都拉之后被马哈迪委为外交部长，此 

后一路平步青云。在1999年安华出事后，被 

委为副首相。

当年在马哈迪的眼里，他最在意的是纳 

吉被提升，理由是他要报当年敦拉萨提拔之 

恩，促成了纳吉成为阿都拉的副手。直到2008 

年的大选，巫统失利后，马哈迪又逼阿都拉辞

职，让位予纳吉拜相（2009年）。

纳吉的上位也圆了敦拉萨之梦，但又没 

想到在201 5年后，马哈迪对一马公司丑闻勃 

然大怒，直斥纳吉做坏事。在这之后，发生 

了慕尤丁、慕克里兹（马哈迪儿子，吉州务 

大臣）及沙菲宜被纳吉开除和冻结党籍之事， 

刺激了马哈迪成立了土著团结党。这个政党在 

2018年被接纳加入希盟，且同意由马哈迪挂 

帅，一旦上台执政，先由马哈迪再任首相，两 

年后交棒给安华。

新政府考验

但这两年来也发生太多的变化，最严重 

争议的是：政权是否仍在马来人手里或是已偏 

离马来中心思想（马来主权）？为此马哈迪也 

有所感触。我们不知道马哈迪的苦心在哪里？ 

但我们知道在维护马来中心思想和土著权益 

上，他和马来上层人物没有分歧。不过，上位 

的慕尤丁做梦也没想到在最坏的时机来接管政 

权。没有人想到新冠肺炎会来得这么快，而且 

日趋严重。

现在已到了考验慕尤丁的时刻了。他首 

先要让人信服他的政府是「从前门进来」，不 

是「走后门_(的。他其次要动用2500亿来解救 

人民面对的困境，但这方面如何集资和如何发 

放也是个大问题。

若疫情在4月得到控制，政府或松口气， 

不然就会身陷困境。就此而言，这位不是马 

哈迪举荐的接班人，就得看他本身的造化了。 

他也真是没有想到，刚上位就被病毒搞得团团 

转，实在始料未及。如今新冠肺炎已成为他成 

败的试金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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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鲁丁（左）移交模拟支票予诺阿兹米。该数额属于大 

臣本身、州行政议员和州议员下月所捐出的数额。

高官减薪料等集807万

雪再推2.72亿关怀配套
莎阿南1日讯I雪州政府

今午公布高达2亿7200令吉的第 

二阶段雪州关怀配套，并成立 

2019新冠肺炎特别援助基金， 

从州务大臣、行政议员至官联 

公司高层，下月起按比例扣除5 

月份薪金捐入基金。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 

丁披露，州大臣和州行政议员 

从下个月起减薪50%、州议员到 

官联公司高层将减薪30%，预计 

最终目标将可筹集807万令吉。

确诊者获1千

「从下个月起，州大臣和 

州行政议员将扣50%月薪，州议 

员、Jusa C级别官员，以及官 

联联公司职员将减薪30%。同 

时，也鼓励州内44至54级别的 

官员凭个人能力捐助50至100令 

吉不等。」

另一方面，阿米鲁丁也 

指出，州政府二度推出关怀配 

套，除了早前宣布的第一阶段 

总共拨款1亿2778万令吉，加 

上今天第二阶段的防疫关怀配 

套的2亿7200万令吉，总共拨款 

近4亿令吉。

他透露，第二阶段的关怀 

配套包括拨款1 35万令吉在疫 

情热点区进行大量测试（Mass 

Test )、拨款近300万令吉作 

为前线人员膳食费用及托儿费 

等。

此外，新冠肺炎确诊者也 

能够获得1000令吉援助金。

阿米鲁丁于今午在记者会 

上作出上述宣布，同时也在现 

场接获27个官联公司及私人企 

业移交捐献资金的支票。陪同 

出席记者会的包括雪州秘书拿 

督莫哈末阿敏及财政司拿督诺 

阿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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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探讨线上斋戒月市集
莎阿南1日讯I雪州大臣拿

督斯里阿米鲁丁宣布，州政府暂 

不允许摆设斋戒月市集，直到疫 

情好转再另行通知。唯，州政府 

目前也在探讨落实线上斋戒月市 

集（Bazaar Ramadan Online )的 

可行性。

他指出，州行政议会是于今 

早的会议中达致这项议决，在卫 

生部宣布疫情好转以前，所有的 

斋戒月市集暂时搁置或取消，业 

者不允许露天摆摊做生意，直到 

另行通知。

他说，尽管州政府取消斋戒

月市集，但是商家或有能力通过网 

络行销方式来经营，相信不久会有 

线上斋戒月市集的方式出现。

阿米鲁丁是于今午在雪州大 

臣官邸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发 

言。同时，他也透露，州政府在 

今天下午也将向各地方政府发出 

摘置斋戒月市集的指71^有关详 

情内容，已在线上跟各地方政府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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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两年来也发生太多的变化， 

最严重争议的是：政杈是否仍在马来 

人手里或是已偏离马来中心思想（马 

来主杈）？为此马哈迪也有所感触。 

我们不知道马哈迪的苦心在哪里？

沒
有人想到慕尤丁会在今年3月出 

任第八任首相，他是在土团党 

内讧及公正党分裂下探出头来的新领 

袖，有些让人感到意外。但若研究马 

来西亚政治史；尤其是马来人政权交 

迭过程就不难发现在任何时候都是同 

一批精英在斗争，而旦转来转去都是 

巫统的人在呼风唤雨。
这里有一个仍未解开的谜，到底马 

哈迪是否知道他辞相位后上位的若不是 

安华，那就极可能是慕尤丁？因为马哈 

迪始终认为安华不是接班人，也曾一度 

否认阿兹敏是接班人，就是从未提及慕 

尤丁这个人。

如今，我们从马哈迪口中得知他的 

解释：其一，他认为把政权交给安华是 

不恰当的（他没说为什麽，是法庭案或 
是其他因素，毕竟安华是在他手上被特 

赦，而得以重返政坛）。

同时，在一时之间也找不到适当的 

副手，他仍然坚持旺阿兹莎继任，这完 

全不是希盟所认同的，也就有压力迫使 

马哈迪做出交棒的曰期。
其二，他在马来政治圈内面对的问 

题曰益显现。先是巫统和伊党内传出这 

是一个受华人影响（或左右或控制）的 

政府，暗示行动党在当家作主。

行动党是希盟的支柱之一是没有 

错，错在这四党联盟内除了行动党外， 

还有公正党的华人议员。这样一来，马 

哈迪就需要做出调整。
第一步马哈迪要证明仍然是与过去 

主政时的大权在握时没有两样；尤其是 

在内阁组成方面，均是本身所挑选。

第二步他虽然不得已让较多的行 

动党人出任正副部长和官职，但除了 

财长有重要的标志外，其他部门都是 
一般的。

第^步也许正如马哈迪所说，林冠 

英是按他的指示办事。言下之意，不是 

行动党影响他，而是他让政府上下以马 
哈•油马首長

虽然如在马来社会流传的言论 

就不这麽看了。巫统和伊党就提出改组 

政府时不要行动党入阁，这等于希盟在 

改组后与国阵合组成「国民政府」，而 
不再是希盟政府。

马哈迪显然是不同意巫统全数进入

尤丁上位后，想与马哈迪见面也不得要 

领。这说明马哈迪对他仍有怨意。而他 
们两人的故事要从90年代说起。

当1990年的大选马哈迪击败由巫统 

分裂出来的东姑拉沙里所领导的46精神 

党后，他在党政的地位更是无人可及。 

安华虽然在击败东姑拉沙里有功，但 
也不能太过张扬。只有到了 1993年的党 

选，安华才大胆地跨前一步，争夺党署 

理主席。原任署理嘉化SS绝不是安华 

的对手，只得临阵退选。

安华顺利当选署理后，安华势力已 

从中崛起。除了阿末査希（如今的巫统 

主席，昔日是安华的人）当选巫青团长 

外，妇女组主席也是安华的人马，还有 

另外三名票选副主席纳吉（前首相）、 

慕尤丁（现任首相）及莫哈末泰益（当 

年雪州大臣〉。

这也招致马哈迪在三年后出手反 

击，他要除掉的第一人是慕尤丁，乃鼓 

励阿都拉（曾是东姑拉沙里的大将）参 

与党选，结果如愿以偿。另外两名副主 

席没有变动。阿都拉之後被马哈迪委为 
外交部长，此后一路平步青云。在1999 

年安华出事后，被委为副首相。
当年在马哈迪的眼里，他最在意 

的是纳吉被提升，理由是他要报当年敦 

拉萨提拔之恩，促成了纳吉成为阿都拉 
的副手。直到2008年的大选，巫统失利 

后，马哈迪又逼阿都拉辞职，让位予纳 
吉拜相（2〇〇9年）。

纳吉的上位也圆了敦拉萨之梦，但 
又没想到在2015年后，马哈迪对一马公 

司丑闻勃然大怒，直斥纳吉做坏事。在 

这之后，发生了慕尤丁、慕克里兹（马 

哈迪儿子，吉州务大臣）及沙菲宜被 

纳吉开除和冻结党籍之事，刺激了马哈 
迪成立了土著团结党。这个政党在2018 

年被接纳加入希盟，且同意由马哈迪挂 

帅，一旦上台执政，先由马哈迪再任首 

相，两年后交棒给安华。

新政府考驗

但这两年来也发生太多的变化， 

最严重争议的是：政权是否仍在马来人 

手里或是已偏离马来中心思想（马来主 

权）？为此马哈迪也有所感触。我丨门不 

知道马哈迪的苦心在哪里？但我们知道

直掛雲帆

联合政府，但又无法切割。就在他迟疑 

不决时，慕尤丁带领土团党退出希盟， 

这就意味著慕尤丁将另组一个没有马哈 

迪和安华的政府。其实，马哈迪也不是 
不要巫统，他已经招收13名巫统议员， 

也希望更多议员跳槽，以让土团党变成 

「新巫统」。马哈迪的努力也从来没有 

改变过，但进展不大。

另一方面，最简单的方法是由小小 

的土团党成为独立的政党，再与巫统、 

伊党合作，及后又取得砂州的「政党 

联盟」的支持，便成为在议会内的大多 

数，自然就由慕尤丁领班了。

馬哈迪慕尤丁關係微妙

无可否认的，马哈迪与慕尤丁的关 

系是很微妙的，也是若即若离的。当慕

在维护马来中心思想和土著权益上，他 

和马来上层人物没有分歧。不过，上位 

的慕尤丁做梦也没想到在最坏的时机来 

接管政权。没有人想到新冠肺炎会来得 

这麽快，而旦曰趋严重。

现在已到了考验慕尤丁的时刻了。 

他首先要让人信服他的政府是「从前门进 

来」，不是「走后门」的。他其次要动用 
2500亿来解救人民面对的困境，但这方面 

如何集资和如何发放也是个大问题。

若疫情在4月得到控制，政府或松 

口气，不然就会身陷困境。就此而言， 

这位不是马哈迪举荐的接班人，就得看 

他本身的造化了。

他也真是没有想到，刚上位就被病 

毒搞得团团转，实在始料未及。如今新 

冠肺炎已成为他成败的试金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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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1日讯|雪州 

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宣 

布，州政府暂不允许摆设斋 

戒月市集，直到疫情好转 

再另行通知。唯，州政府 

目前也在探讨落实线上斋戒 
月市集（Ba zaar Ramadan 

Online)的可行性。

他指出，州行政议会是

于今早的会议中达致这项议 

决，在卫生部宣布疫情好转 

以前，所有的斋戒月市集暂 

时搁置或取消，业者不允许 

露天摆摊做生意，直到另行 

通知。

他说，尽管州政府取消斋 

戒月市集，但是商家或有能力 

通过网络行销方式来经营，相

信不久会有线上斋戒月市集的 

方式出现。阿米鲁丁是于今午 

在雪州大臣官邸新闻发布会上 

作出上述发言。

同时，他也透露，州政府 

在今天下午也将向各地方政府 

发出搁置斋戒月市集的指示， 

有关详情内容，已在线上跟各 

地方政府讨论。

雪州探討線上齋戒月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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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林（中）移交体温探测器给易人春，也希望警方在行 

动管制令期间加强巡逻，左者为黄亚详。

(适耕庄1日讯）大港巫统区部 

主席嘉玛日前公开献议“捐出”其在 

适耕庄的度假村作为“冠病隔离中 

心”，引起当地居民的恐慌。为此适 

耕庄区州议员黄瑞林强调，他将反对 

到底，并抨击嘉玛只为了博取廉价宣 

传，因为沙白县已有3个更适合的隔离 

中心地点。

身为雪州议长的黄瑞林重申，自 

己绝不会支持上述建议，州政府也不 

会认同，因为这只是嘉玛为了争取曝 
光率和宣传，或以借此解决个人财务 

问题和转移民众的视线。

沙白县设3隔离中心

“嘉玛的度假村酒店被拍卖却乏 

人问津，又面对营业准证不合法等问 

题，因此走投无路之下，故意透过奇 

怪的动作，企图博取同情。我在此郑

促警加強巡邏

覉反
霖對

適

言爿士

□J 6X
m |7=
博™
嘉離
傳丰

心

黄
瑞林也和易人春讨论，行动 

管制令期间的社区治安问 

题，并得知目前共有2宗案件，包括社 

交媒体上流传的华裔少女遭掠夺，与 

马来甘榜内-•间房屋遭破门行窃，目 

前尚未有嫌犯落网。

重警告他，不要挑起敏 

感的问题，影响人民的 

情绪，这是非常不负责 

任的做法。”

他指出，沙白县共 

有3个隔离中心，包括 

在双溪亚依大华的Institut Perakaurian 

Negara (IPN)已准备就绪，由于适耕 

庄人口密集，不符合隔离中心需远离 

人群的条件，所以嘉玛的度假村根本 

不适合:

“我会持续跟进此事，也希望民 

众不必恐慌，这只是嘉玛的一厢情愿 

说法，博取廉价的政治宣传。”

他前日与沙白安南县议员黄亚详 

到访适耕庄警局，移交体温探测器给 

局长易人春助理警监时亦强调，警局 

也认同，嘉玛的度假村并不适合作为 

隔离中心地点。.

“据警方的说法，行管令期间的 
整体罪案率已降低，但我要求警方加 

强巡逻，不能放松警惕，因为行管令 

期间许多人失去工作，不排除有人一 

时情急而走上歪路，更不能让失去经 

济来源的普罗大众，遭遇被抢劫或偷 

窃的双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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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顺良（前排蹲者左五）率领适耕庄热血青年团以及沙白县适耕庄人民慈善 
团派送日常用品给有需要的适耕庄村民。

(适耕庄1日讯）冠 

病疫情袭全球，人间处处 

有温情。由一群适耕庄的 

年轻人所组成的“适耕庄 

热血青年团”以及“沙白 

县适耕庄人民慈善团”， 

在这个冠病肆虐时期，购 

买日常用品以协助有需要 

的家庭〇

这一个“适耕庄热血 

青年团”是由一群从小玩 

到大的好朋友所组成的， 

他们是叶建文、黄顺良、 

李兴祥、刘锦顺、郭炳 
裕、谭伊皓、汤经源以及 

刘凯胜。他们成立的目的 

是为适耕庄社区救急扶贫 

以及乡亲互助。

叶建文：设团 

筹经费及人力物力
适耕庄热血青年团的 

主席叶建文指出，行管令 

实行后的第三天就看到很 

多人手停口停，也有很多 
人买不到口罩和消毒液， 

许多民众就向“沙白县适

購曰用品助有需要家庭

熱血青年送暖適耕莊
耕庄人民慈善团”的主席 

黄顺良要求帮忙S

他指出，他们知道这 

次的费用一定会很大，所 

以便成立多一个团体，以 

便更有力的协助沙白县适 

耕庄人民慈善团，特别是 

筹募更多的经费以及号召 

更多的人力和物力。

叶建文也透露，才 

开始的第三天，他们就已 

经筹募到11万令吉，目前 
为止也已经筹募到12万令

沙白县适耕庄人民慈 

善团主席黄顺良表示，基 

于很多东西缺货，他们是 

每隔3至5天才分发一次物 

品。

他强调，这••次的行 

动是不分种族，任何有需 

要的家庭，该团都会把物

品送到他们的家去。

黄瑞林：

热血青年出钱出力
雪州议长兼适耕庄区 

州议员黄瑞林表示，在这 

人人自危求自保的严峻时 

期，适耕庄有一班热血青 

年自动自发为适耕庄和国 

家做出贡献，出钱出力帮 

助有需要的人，让他感到 

自豪〇

适耕庄热血青年团的 
财政李兴祥呼吁更多当地 

青年加人他们的行列，不 

分你我出钱或出力，随时 

为家乡给力。

他希望热心人士慷慨 

解囊，让他们筹募到更多 

的经费来协助家乡的贫苦 

家庭。详情可联络他本人 
(016-319 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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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濟品印個人宣傳照

淨選盟點名批19議員

19名將肖像和名字印在 

物資上的政治人物

净选盟2.0对于政治人物在法米

派发的民众的物资上印上各自曾敏凯

肖像和名字的做法表示质疑。 雪芙拉

安努亚慕沙 联邦直辖区部长

赛富丁 通讯及多媒体部长

依克玛希山 国防部副部长

y慕克力 吉打州务大臣

旺罗斯迪 彭亨州务大臣

威拉班 森州行政议员

阿兹敏 国际贸易和工业部局级部长

迈依斯沙比利国防高级部长

诺莱妮 高教部部长

苏慕根 吉打州行政议员
Z纳兹旺 雪州哥打安格力州议员

\倪可敏 国会副议长

卡立沙末 沙亚南国会议员

赛沙迪 麻坡国会议贝

P杨巧双 泗岩沫国会议员

^林立迎 甲洞国会议员

-法米 班底谷国会议员

曾敏凯 亚罗士打国会议员

雪芙拉 彭亨吉打里州议员

威拉班，并质疑这几人赠送的物 

资，是否是使用其管理下的行政 

资源提供资金。

监督议员防滥权

净选盟2.0也认为，吉打州务 

大臣拿督斯里慕克力以及彭亨州 

务大臣拿督斯里旺罗斯迪以州政 

府的名义提供印有肖像的物资， 

若是涉及用于全州的资金购买物 

品，仅赠予自己选区或与他们有 

关系的特选接收者，而非派送给 

全州所有合格人民，也应从滥坩 

职权的角度展开调查。

文告指出，在野党议员用于 

选区的花费不能超过1()万令吉， 

因此数名议员如倪可敏、卡立沙 

末、赛沙迪、杨巧双、林立迎、 

法米和曾敏凯所赠送的物资，可 

能也是由纳税人提供的金钱。

净选盟2.0认为，倘若政治人 

物自掏腰包赠送物资给选民以提 

升自身的知名度虽然不违法，但

显然已侵蚀民主议程。

应取消NGO救援限制

对国州议员的所有选区资金实 

行严格的监管和监督机制，确保政

治人物无法使用纳税人的金钱来获 

得支持；以及取消民间社会组织对 

于边缘群体进行救济工作的过度限 

制，以免政治人物趁机俘虏市场。

(吉隆坡1日讯）净选盟2.0 

也呼吁所有政治人物立即停止在 

使用纳税人金钱购买的救济品上 

印上自身的宣传照片和姓名，并 

±L公开用于救济费用和来源，确 

保问责制和透明度；反贪会也应 

针对有关的滥权事件展开调查。

促公布资金来源
净选盟2.0对朝野政治人物江 

派发给民众的物资印上自己肖像 

或名字的行为表示质疑，认为此 

举可能涉及滥用政府资金，因此 

呼吁相关政治人物公开宣布派送 

物资的费用和来源。
净选盟2.0今日发表文告表 

示，倘若政府资金遭到滥用，让 

政治人物达致个人利益，大马反 
贪污委员会有必要依据援2009年 

反贪会法令第23条文，即利用职 

位、地位进行贿赂的罪行展开调 

查。
净选盟2.0点名两名内阁部长 

丹斯里安努亚慕沙（联邦直辖区 
部长）及拿督赛富丁（通讯及多 

媒体部长），国防部副部长拿督 

斯里依克玛希山及森州行政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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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投訴展開清溝行動

阿南弗拉工照開
(八打灵再也 

1日讯）大众居家 

抗疫，阿南弗拉工 

作人员照样开工。

甲洞卫星市巴 

刹一带长期面对沟 

渠阻塞问题，尽管 

目前正值行动管制 

令期间，惟阿南弗 

拉清洁工人仍在接 

.获投诉后，动工清

理沟渠。

读者吴先生 

告诉《大都会》社 

区报，他早前通过 
WhatsApp向阿南弗 

拉反映甲洞卫星市 

巴刹沟渠阻塞和逢 

雨必灾的问题，有 

关单位于昨日已采 

取行动，派员前往 

清理沟渠。

他说，据该 

公司给他的回复， 

当地主要面对沟渠 

被违例加盖的问 

题，吉隆坡市政局 

和固体废料管理机 
构（SWCorp )早 

前也已前往巡视情 

况；惟必须待市政 

局公共丁程及水利 

灌溉组采取行动， 

包括对付违例业者 

和修复沟渠后，才 
能展开清沟丁作。

理
阻
塞
沟
渠
的
污
泥
和
垃
圾
。

阿
南
弗
拉
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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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能
清

Page 1 of 1

02 Apr 2020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2
Printed Size: 108.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3,272.73 • Item ID: MY0039235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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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影市议会调整辖区早市巴刹经营时段后，小贩的营业 

时间只有5小时半，前往巴刹买菜的民众要注意。

改至 7am 至 12.30pm

加影3巴剎調整營業時間
(加影1日讯）鉴于冠状 

病毒病情况至今未改善，加 

影市议会从即日起调整辖区 

的早市巴刹经营时段，包括 

锡米山巴刹、加影巴刹及士 

毛月巴刹的营I时间为早上 
7时至中午12时30分，直至行 

管令结束为止。

加影市议会的此举除了 

有效管制人流，巴刹每天要 
进行清洁消毒丁作，确保卫 

生安全。
同时，市议会是从3月31 

日开始做出这项调整；管辖

区内的巴刹除了周…休业， 

早市巴刹的营业时间为逢周 

二至周日的早上7时至中午12 

时30分.。

雪州政府日前公布依据 

国家安全理事会进行次阶段 

的行管令，对州内早市巴刹 
经营时段调整为上午8时至下 

午4时，|fn加影辖区巴刹经营 

时限只有5小时半，巴刹在中 

午12时30分打烊后，承包商 

会在下午2时进行清洁消毒工 

作。

李

良

小

生
意
跌
逾
30%

李国良（右二） 

入会有影响。

.都会》 
比区

指缩短巴刹营业时间对小贩收

报记者今早巡视巴刹时，发 

现人流减少，如加影巴刹在 

今早没有出现排队情况，部 

分民众受询时，也对市议会 

调整巴刹经营时间表示不知 

情，他们表示对买菜的市民 

不会有太大影响。

加影巴刹小贩公会主 
席李国良指出，巴刹小贩会 

配合市议会的指示，经营至 
中午12时30分后就打烊，他 

不否认缩短营业时间对小贩 

的收人会有影响；行管令实

施后，到巴刹买菜的民众颇 

多，惟现在人潮已大幅减 

少。

他表示，该公会已无更 

多的资源购买消毒用品，州 

议员没有前来关心巴刹的处 

境，为了购买消毒用品必须 

结集巴刹小贩的帮助，他更 

希望州议员可以给予协助。

他说，目前巴刹小贩生 

意受到疫情影响，下跌至少 
30%，但为了让民众安心在巴 

刹买菜，巴刹设施必须进行 

清洁及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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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次阶段更严格的行管令规定， 

修车厂和汽车零件店的营业时段 

从上午卯寸至下午4时，和第-•阶段的规定 

保持不变。

除了巴刹、公市和批发公市的营业时 

段有所调整，超市、杂货店、便利店和食 

店餐厅的打包及送餐服务时段，依然维持 

在前晚公布的上午8时至晚上8时，没有变 

动。

至于新鲜食材递送服务和油站营业时 
段，仍维持在上午8时至晚上8时、公共交 

通服务保持在上午6时至10时、和下午5时

在上午6时至晚上10时，没有变动。

唯一有调动的是，新指令在商用车辆 

川行时间加上了“受鼓励”字眼，鼓励从 

晚间7时至翌日7时川行，意味商用车辆如 

罗里的川行时间，不是硬性规定。

(沙亚南1日讯）雪州批发公市和 

巴刹的营业时段又U转，其中雪州的 

巴刹明日起换回清晨6时开门营业。

根据今日由州秘书拿督莫哈末阿敏签 

发的最新指示，批发公市的营业时段从清 
晨4时至上午10时、巴刹和公市时段恢复成 

清晨6时开始至中午12时，即刻生效。

根据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于前 

日晚上发出，关于雪州次阶段行管令对各 

行业的营业时段限制，批发公市时段从清 

晨6时至下午4时、巴刹和公市从上午8时至 

下午4时；而在行管令首阶段，这两者的营 

业时段都是从清晨5时至下午4时。

由于限定巴刹和公市只能于上午8时开 

门营业的决定从今日起执行，造成雪州各 

地有许多不明就里的民众，以为巴刹仍是 
清晨五六时便营业，因此上午7时时分，在

巴刹和公市外，便排满许多不得其门而人 

的民众。

无论如何，雪州政府今天又突然U 
转，宣布让州内的批发公市和巴刹的营业 

时段，从明日起改回清晨6时开门营业。

三度调整商民混淆

据悉，-些民众今早有向各自的人民 

代议士反映，要求把巴刹的营业时段恢复 

成清晨6时，因此相信由州秘书签署，援引 

由大臣参与首相丹斯里慕尤丁于昨日召开 

的国家安全理事会特别会议议决，而落实 

最新的时段调整，血有着“俯顺民意”的 

效用。

°由于上述营业时段从行管令落实以 

来，已是第三度调整，因此造成民众、巴 

刹小贩及私人公市的店家，都感到混淆和 

头痛不已，感到难以适应。

巴生良木园民众一 
早7时便排队，准备采 
买一天的必需品，不料 

遇上州政府在次阶段行 

管令规定，早市和食店 
只能在上午8时才开门 

营业，被边吃了 一■小时 

的闭门羹。

雪最新指示營業時間U轉

批發公市4am BilJeam
鼓
勵
商
用
車
7pn

上
路

其
他
商
店
營
業
時
間
不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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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冠病特別基金

大臣行政議員扣薪50%
(沙亚南1日讯）为体 

现共赴时艰，雪州政府今日 

议决，大臣和全体行政议员 

将响应扣薪一半、州议员、 
Jusa C级别及以上的州级高 

级公务员和州政府官联公司 

高管…律扣薪30%、44至54 

级别的中级公务员受鼓励奉 
献薪水的50至100令吉，捐 

献作为州政府应对冠病疫情 
而成立的特别基金（Tabung 

Khas Bantuan COVID-19 

Selangor ) 〇

酬，之后再视疫情发展而 

定。针对州政府将发放给 
2500户前线人员家庭作为照 

顾孩子的津贴，他指出，每 
户家庭可得到150令吉，但 

州政府必须从相关机构获取 

名单。

斋戒月市集展延

基金甫成立筹获26万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 

鲁丁今日在新闻发布会上透 

露，单是在今天内，甫成立 

的该基金便筹获来自大臣、 

行政议员和州议员捐出的26 

万令吉，成果斐然。

他说，扣薪从本月开 

始，先扣除第一个月的薪

雪州议决展延斋戒月 

市集，直到情况好转为止。 

阿米鲁丁指出，今日的雪州 

行政议会议决，展延斋戒月 

市集直到合适时间为止，除 

非相关部门和卫生部说可以 

办，雪州才会办。

“但现阶段我们展延-- 

切斋戒月市集，也和各县市 

的市长及主席透过视讯会议 

商讨了和获取建议。”

他相信，随着线上买菜 

趋势的蓬勃，接下来或会有 

线上斋戒月市集的出现。

爲疫區民衆快速檢測

阿
'米鲁丁披露，州

政府从联邦政府 

获得的1000万令吉应付冠 

病疫情拨款，其中500万令 

吉用于检疫隔离中心，即 
300万令吉的运作开销和 

200万令吉购买口罩及消毒 

搓手液派送给民众；另500 

万令吉则用在人民的福利 

活动。

他说，随着成立雪州 

应付冠病疫情基金，可使 
用当中的134万令吉为疫区 

民众进行快速检测。

他指出，州政府成 

立的疫情特工队鉴定几个 

地方，接下来会有第>.计

划，特别针对60岁以上的 

乐龄和小孩等局风险族 

群，进行冠病疫情的快速 
检测（rapid test ) 〇

他强调，不是在疫 

区内的所有人都需进行病 

症快速检测，只要州政府 

获得了快速检测器便可投 

人，而卫生部仍在探究可 

靠的快速检测方法。

阿米鲁丁指出，据他 

获悉，上周有超过90%的雪 

州人民遵守行管令。为了 

应对联邦政府发出的次阶 

段行管令措施，雪州政府 

也缩短了一些场所的营业 

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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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鲁丁指 
出，雪州政府拨

_ __ lUfil13

2亿7250万令吉 

进行次阶段关怀 

经济配套，加上 
早前拨出的1亿 

2700万令吉，总

雪州政府将展延斋戒月市集，

降低疫情對經濟衝擊

政府撥4億顧穰西_
(沙亚南1日讯）雪州 

政府今次拨款2亿7250万令 

吉进行次阶段的关怀经济配 

套，加上3月20日拨出的1亿 

2700万令吉，总额是4亿令 

吉拨款。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 

丁表示，州政府此次提呈第二 

阶段的关怀经济配套，旨为防 

范冠病传播和降低疫情对社会 

经济的冲击。

耗资135万检测5千人

阿米鲁丁在新闻发布会 

上宣布，为了体现共赴时艰， 

雪州政府成立“雪州冠病特 
别基金（Tabung Khas Bantuan 

COVID-19 Selangor) ”，由大 

臣、行政议员、州议员和州政 

府子公司高管扣薪开始，预计 
可获得807万令吉。

他说，州政府也计划耗资

135万令吉，在州内的冠病热点 

或红区，进行大规模的冠病检 
测，目标是5000人；同时也拨款 

134万4000令吉作为行动管制令 

期间，提供免费餐的补贴，以 

示感谢州内所有前线医护人员 

的付出：
“当局还将拨出150万令 

吉，为2500户前线人员家庭提 

供育儿津贴（Insentif Penjagaan 

Anak—anak Front liner ) 〇 ’

提供媒體保安免費餐

阿

提供辅导和专业心

米鲁丁指出，州政府也不忘前线媒体

记者在疫情期间致力传达正确消息的 

努力，将拨款10万令吉，为媒体和负责保安事 
务的人员提供免费餐，同时也拨款5万令吉给 

雪州“防疫专案小组”。

“人民健康也是对抗疫情的其中 '种方 

式。为保障雪州子民的健康，州政府决定拨出 
200万令吉，为人民提供口罩、消毒搓手液和 

手套。”
他提及，州政府还还将准备300万令吉来 

经营雪州隔离中心（stesenkuarantin)，以安顿 

从国外归来的人士作为隔离用途；另外还将给 
予每名确诊冠病的雪州子民1000令吉。

“我们也决定提高健康关怀计划（Skim 

Peduli _S»iat)的福利，并为此拨出4250万令 

吉，造福8万5000名受惠者。”

令吉，透过举办互动课程，

理健康方面的咨询服务。
阿米鲁丁指出，州政府拨出607万令吉， 

用作发放给大学生的免费食物，和展延借贷者 

从4月1日至9月30日偿还贷款的开支。为确保 

充足的粮食供应，州政府拨出50万令吉透过农 

资企业家计划，给州内的5000名农民和渔民。

“有2000名农民、畜牧业者和渔民会获得 

种子、鱼苗、器具和原材料等，涉及100万令 
吉拨款 ”

他指出，上周公布的雪兰莪农业市集，也 

会为雪州30万名居民提供新鲜粮食供应，涉及 

拨款100万令吉。阿米鲁丁指出，随着数码化 
的发展，州政府拨出1亿零70万令吉作为线上 

学习和数码电子化发展的拨款。

議
IZJ

議
3
萬
特
別
撥
款

阿
米鲁丁表示，州政府将发
放第二轮的3万令吉选区 

拨款给州内的州议员，以作为冠病 

疫情期间的惠民用途。

他说，县市议员、甘榜村长、 

新村管委会主席设社区领导，也可 

从各地方政府获得特别拨款帮助人 

民，除了沙白安南县议会，将由州 
政府直接发放拨款，共涉及了691万 

令吉拨款。

政府医院医护员状200津贴

雪地税单位税延缴至7月31

农资企业家计划助农渔民

他补充，鉴于行管令已为大众的精神健康 

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州政府也计划拨出100万

阿米鲁丁表示，为方便人们缴付地税，雪 

州地税和单位税的期限延长至7月3 1日；至于 

缴付地价（premium tanah)则因实行行管令而 

展延•个月，相等于涉及州政府的一共8781万 

令吉或项。

阿米鲁丁也在会上简述首阶段 

配套的情况，包括州政府拨给5931 

名雪州政府医院医护人员每人200令 

吉的津贴，预计本周五（3日）可完成。

“雪州穆斯林捐献机构（Lembaga 

Zakat Selangor )也在总部成立特别_彳了动 

室，且每周一至五营业，确保前线人员的 

各项需要能马上被满足。”
他说，州政府给予每名合法小贩的500 

令吉援助金，将通过各地方政府掌握的小 
贩银行户头发放；该笔款项已从3月27日开 

始发放，预计4月3日能完成。

他说，雪州综合微型贷款计划 
(Hijrah)下的3万9818名借贷者，可延长 

缴付3个月贷款，日期从3月23至6月15日。 

同时，雪州精明租赁房屋计划（Skim Smart 

Sewa )下的2700名租户则从4月起至6月期 

间，无需缴付租金:、
“2500名留在东马大学的雪州学生， 

每人也可获200令吉，总拨款额达19万6800 

令吉。在州政府管辖的雪州大学、雪州国 

际伊斯兰大学学院及雪州技职学院留学的 
留宿生，则从3月22至31 R,获免费食物资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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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天的行管 

令期间许多人放 

假，但供血不 

能放假！梁德志 

(中）与吴国民 

(右一）以身作 

则，鼓助民众在 

斋成月血库缺血 

期间，多多响应 

捐血，并在捐血 

后勿多作逗留， 

赶紧离开。

梁德志吳國民以身作則

行管令期間醫院捐血
(巴生1日讯）冠病疫情肆虐，多数 

人都尽量远离医院，这导致医院血库面 

临血浆不足问题。早前呼吁公众踊跃捐 

血的巴生班达马兰区州议员梁德志与特 

别助理兼巴生中央医院巡察员吴国民以 

身作则，尽管仍在行动管制令期间，两 

人前日上午11时-同到巴生医院捐血， 

盼能充实血库。

梁德志在个人脸书专页贴文强调， 

巴生医院捐血室从另-个人口进人，捐 

血者无需从医院大门进人，以把一切风 

险降至最低。

他指出，捐血室按照妥善消毒程序 

为捐血者消毒，医护员全程戴口罩、捐 

血床相隔至少1公尺、每次只允许少数捐 

血者进人、医护员和捐血者使用消毒搓 

手液等，防疫措施做足百分百，促请民 

众不用担心

梁德志引述医院公关部人员诺莎兹 

拉说法指出，医院血库缺血问题经媒体 

报道后，得到很多人响应前往捐血，现 

在暂时稳定了a

“不过，院方担心在斋戒月时候， 

会面对血浆不足问题，所以呼吁有意捐 

血和健康的朋友，可在斋戒月期间踊跃 

到医院捐血。”

他指出，巴生医院血库除了供应 

予本身，也为沙亚南医院和万津医院等 

政府医院提供血浆；院方亦不会拒绝巴 

生附近的私人医院在必要时要求供应血 

楽，但需付费。

梁德志鼓励公众踊跃捐血

身为巴生医院巡察员的吴国民 

(右），响应和梁德志一同捐血。

血。

梁德志的帖文引起…名网民留言， 

称赞他出钱出力，现在连自己的血都付 

出了。

帖文附捐血表格链接

行管令落实期间，路上车辆少了， 

车祸率自然也降低，使得医院血浆目前 

够用。梁德志披露，根据医院公关部透 

露，在正常时段，巴生医院血库每天要 

供应平均150包血浆，如今的需求量降至 

80包。

他笑称，本身在忙碌了个星期 

后，终于能抽时间于昨日上午11时到医 

院捐血，希望能起抛砖引玉之效，鼓励 

更多公众在医院需要血浆时，踊跃捐

梁德志在帖文附上…条供填写捐血 

表格的链接，填妥后，系统将发送确认 

证至填写人电邮，以待在行管令期间， 

捐血者遇上警方路检时，可出示作为要 

去医院捐血的证明。有关链接为https:// 

forms.gle/V4s4nSCY3eDtNtem8。

相信是为了防止有人假借捐血证 

明，而滥用为外出理由，医院血库刻意 

在表格下方声明，不对持有人的滥用行 

为负责，并留下电话号码供执法人员致 

电查核

巴生医院血库开放捐血时间为周-- 

至五，上午8时至晚上8时30分、周六和 

星期天上午8时至下午4时30分。公众若 

有疑问，也致电：03-3375 7000,转接分 

线 1250.。.

根据捐血表格声明，冠病确诊患 

者不能捐血，患者必须在康复后的至少 

28天才能捐血、有过和冠病确诊患者直 

接接触的无症状患者，亦需在接触后的 

28天才能捐血、曾去过中国、韩国、日 

本、意大利和伊朗疫区的无症状人士， 

只能在回国后的28天才能捐血，疫区国 

家的名单将以最新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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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廳官員駐守出入口 灵市政厅官员 

以警戒线将奥曼巴 
刹范围围起，并只 

开设一个入口，让 

前往巴刹的民众遵 

守秩序，排队等候 

进入巴刹。

報道►鍾可婷 

攝影►譚湘璇 人潮受控
(八打灵再也1日讯）行动管 

制令进入第二阶段的第一天，八 

打灵再也市政厅官员驻守在灵市 

旧区奥曼路巴刹的出入口，民众 

也给予配合，有秩序排队等候进 

入巴刹，人潮受到控制。

《大都会》社区报记者今日走访 

该巴刹时，发现灵市政厅的执法人员 

及卫生组官员协助维持巴刹的秩序， 

除了江巴刹四周围起警戒线，并将湿 

巴刹及熟食档分开，分别在两个部分 

设立…个人口及一个出口。.

根据记者观察，数名市政厅官员 

在人口处站岗，其中一名负责以对讲 

机与负责在出口处站岗的官员联系， 

他们江一名民众步出巴刹后，才允许 

另一名民众进人巴刹。

同时，官员表示，他们根据行动 
管制令第二阶段的指南，他们于早上8 

时才开始放行，让民众进人巴刹购买 

食材。

市政厅也在巴刹的人口处置放大 

声公，提醒前往巴刹购买食材的民众 

要保持1公尺的社交安全距离、使用消 

毒搓手液洗手及争取在最短时间内购 

买所需物品后，就回到家中。

小販民衆：

人潮擁擠情況改善

g访小贩及民众皆表示，巴刹的 

人潮明显获得改善，也不会出 

现在行管令执行初期般人潮拥挤，让民 

众可在安全的情况下选购食材〇不过， 

他们表示，小部分民众在选购食材时，

-时忘了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行管令执行初期，大家都一窝蜂 

到巴刹购买食材，让巴刹人潮比平日还 

要高，民众要排队等候很久，才能进人 

巴刹购买食材。同时，巴刹小贩也难以 

控制人潮。”

他们说，如今在市政厅官员协助 

下，人潮拥挤的情况大获改善，让小贩 

能安心做生意的同时，也让民众更安心 

购买食材。

執法員8am才放行
盧小姐（30歳，報販）

^ 在灵市奥曼巴刹前售卖报

#纸，周三（1日）适逢行 

管令期第二阶段，早上7时就有民众前来 

排队，惟灵市政厅执法人员于早上8时才 

正式放行。

与早前行管令初期的情况相比之 

下，目前的排队人潮明显获得改善，初 

期的排队人潮多，队伍排到很远〇

我认为目前已算是最好的安排，即只开放一个人口及- 

个出口，更有效控制民众。

不过，我也听到一些民众投诉，指限制每个人在同一个 

时段外出购买物品，让他们难以买到指定的货品。”

官員維持巴剎秩序
陳先生（70歳，魚販）

a 从灵市政厅协助维持巴

日刹秩序后，巴刹的人潮 

及排队队伍明显获得改善。

市政厅官员不仅维持巴刹秩序，也 

限制进人巴刹购买食材的人数，避免出 

现过于拥挤的现象，让小贩及顾客都保 

持社交安全距离，我们也能更专注应对 

顾客。”

■Jr:

一星期外出買食材一次
黃小姐（30歳，民衆）

“ 0行管令执行后，我一星 

S期外出买食材…次，- 

次过购买…星期的食材分量。

我早上到灵市奥曼巴刹购买食材时 

发现，巴刹秩序已大获改善。

我记得在行管令初期前来巴刹购 

买食材时，巴刹非常拥挤，但为了购买 

食材，也只能硬着头皮赶紧选购后就回 

家。”

營業時間不斷更改有影響

小贩未适应新营业时间

他们也坦言，由于今天是行管令第 
二阶段的首日，小贩还未适应最新的营 

业时间，尤其是一些欲前来巴刹取货的 

食肆业者，无法提早在巴刹营业前领取 

食材，进而影响食肆的营业时间c

受访者民众认为，只要大家给予配 

合，即使受到一部分的影响，但也能渡 

过难关，战胜冠状病毒病。

梁志強（56歳，小販）

行管令期间，巴刹营业 
时间不断更改，或多或 

少都会影响小贩及民众，尤其是前来购 

买食材的食肆业者。

作为小贩的我们也对•直更换营 

时间而感到混淆:

不过，我们在不违例政府指定的营 
业时间的同时，也照回自己原本的营 

时间。”

—灵市政 
厅把奥曼巴刹 
湿巴刹及熟食 
档分开，让欲 

前往熟食档打 

包的民众必须 
从另 '一入口进 

入巴刹范围。

Page 1 of 1

02 Apr 2020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7
Printed Size: 681.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0,636.36 • Item ID: MY0039235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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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景集团（MKH Berhad)捐赠 

2400瓶矿泉水和1000个3层式医疗级口 
罩予加影市议会，并呼吁全体员工时 

刻保持正能量，一同对抗疫情。

该公司也鼓励在家值班的员工长 
时间面对电脑之余，也别忘了喝水， 

保持水分充足，空暇时间也要抽时 
间在家里做点运动，如跳绳和掌上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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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木园一带的私人公市和食店，在上午时段还是凝聚了 

许多人潮。

巴生公市8am開門

民衆不知情吃閉門羹
(巴生1日讯）公市和 

食店今日上午8时才能开门 

营业，但巴生有许多民众不 

知情，结果一早便吃了闭门

羹！

民众早上7时便排队

随着雪州政府配合联邦 

政府，于今日进人次阶段的 

行动管制令期间，加强商家 

营业时段的管制，有不少不 

明就里的民众，依然于上午 

7时便到各地公市和巴刹排 

队，准备采购食粮，唯公市 

和巴刹都严守规定，要到上

午8时才开门营业。

雪州的食店和公市在第 

-阶段行管令期间，分别获 
允许于上午6时和5时开始营 

业，但次阶段只能于上午8时 

开门做生意。

公市茶室开门前 

聚集人潮
根据《大都会》社区报 

记者今早在巴生良木园的观 

察，早在公市和茶室开门营 

业前，便有许多民众已在上 
午7时15分抢先排队，聚集了 

相当多人潮。

不过，-些民众没有保持社交距 

离，使得人与人的间隔距离少于当局规 

定的1公尺。他们大都只维持在-•两呎之 

间。

良木园私 

人公市遵守规定 
于上午8时开店， 

限制进入店内的 
人数，每次最 
多只让10人在里 

面。

<一点心茶楼 

外亦聚集了准备 

打包的民众。

无论如何，民众还是遵守秩序排 

队，也按照私人公市的店家限定，每次 

最多让10人进人店内米购。

Page 1 of 1

02 Apr 2020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2
Printed Size: 328.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9,939.39 • Item ID: MY003923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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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道►鍾寶憶

(八打灵再也1日讯）冠病 
疫情肆虐，雪州政府再次调整 

雪州公共巴刹的营业时间。根 

据雪州政府的政策，现在公共 
巴刹的营业时间将会从清晨6时 

至中午12时：

灵市圣淘沙巴刹

周休3日不变

早前雪州政府在行管 

令规定早市巴刹的营业时 、 

段只可在早上8时至下午 

4时之间，如今又再次调 

整，灵市圣淘沙17/27路 

巴刹小贩公会主席刘俊富 

对于让民众感到混淆这件 

事，感到抱歉。

他说，如今该巴刹的 

营业时间将会在清晨6时至 

中午12时，巴刹依旧会在每周 

三及五休业。

“现在的营I时间恢复至 
清晨6时到中午12时，我个人觉 

得非常好，毕竟大多民众都已 

经习惯这个时间前来购买。” 

他也表示昨天宣布了只能 
在早上8时至下午4时之间营业

雪政府再調整時間

劉俊富：民衆感混淆

时，一些民众表示不习惯。

缩短营业时间减人潮

刘俊富指出，这个营业时间 

比起昨R宣布的更短一些，缩短 
营业时间可以减少人潮，以达到 

行管令的效果，他更强调会配合 

政府的政策。

他也表示，民众早一点出来 

采购，就能早一点回家，不需要 

集聚在^夬。他也鼓励民众尽量 

购买多天的食材，避免频繁出来 

购买，尽量待在家里。

行动党武吉加星区州议员拉 

吉夫也说这不会是最终决定，因 

为会随着疫情的改变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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