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amadan tahun ini pasti berbeza apabila tiada lagi suasana meriah orang ramai membeli-belah juadah berbuka puasa di bazar berikutan penularan wabak Covid-19. Setakat ini,
lima negeri sudah mengesahkan tiada penganjuran bazar berkenaan manakala bakinya dijangka memberi keputusan dalam masa terdekat. Berikutan itu, peniaga bercadang

menggunakan kaedah bazar Ramadan elektronik (e-bazar Ramadan) serta konsep jualan pandu lalu demi meneruskan kelangsungan hidup.
MS2&3

50 KEMATIAN 208 KES BARU 767 SEMBUH 3,116 JUMLAH KESELURUHANANGKA TERKINI
COVID-19

BAZAR RAMADAN 'ONLINE'
5 NEGERI BATAL TAHUN 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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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h Amir Abd Hamid
am@hmetro.com.my

Kuala Lumpur

Tarikh 1 Ramadan
menandakan
bermulanya puasa

yang jatuh pada tarikh
24 April ini.
Selain umat Islam mula

menunaikan rukun Islam,
ketibaannya dinantikan
penduduk Malaysia tanpa
mengira bangsa serta agama
susulan tarikan bazar
Ramadan diadakan
di seluruh negara.
Namun wabak pandemik

virus Covid-19 melanda
negara menyebabkan
sebarang aktiviti orang
ramai berkumpul disifatkan
tidak sesuai diadakan.
Negeri Sembilan menjadi

negeri pertama membuat

Pada hari sama di
Selangor, Menteri Besarnya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turut mengambil langkah
sama membatalkan
penganjuran bazar Ramadan
selepas perkara itu
dibincangkannya secara
dalam talian dengan yang
dipertua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seluruh negeri
itu.
Beliau berkata keputusan

itu dibuat berdasarkan
situasi semasa wabak
di negeri berkenaan namun
sekiranya Kementerian
Kesihatan Malaysia (KKM)
membenarkan bazar
Ramadan dianjurkan,
pihaknya akan mengguna
pakai saranan itu.
Sultan Johor, Sultan

Ibrahim Iskandar semalam
menitahkan supaya rakyat
melupakan dulu bazar
Ramadan disebabkan risiko
berlakunya kontak rapat
adalah amat besar.
Baginda meluahkan

kebimbangan sekiranya
berlaku penularan virus
berkenaan secara berleluasa
akan turut memberi kesan
kepada usaha kerajaan dalam
membasmi sepenuhnya
wabak itu.
Dalam kenyataan

berasingan, Menteri Wilayah
Persekutuan Tan Sri Annuar

Musa pula berkata beliau
selaku menteri
bertanggungjawab
memberikan masa sehingga
hari ini kepada pihak
berkuasa iaitu Dewan
Bandaraya Kuala Lumpur
(DBKL), Perbadanan
Putrajaya dan Perbadanan
Labuan untuk
mengemukakan cadangan
terlebih dulu.
Katanya, belum ada

sebarang keputusan
mengenai penganjuran
bazar Ramadan di Wilayah
Persekutuan tahun ini
seperti yang ditimbulkan
sesetengah pihak.
Ketua Menteri Melaka

Datuk Sulaiman Md Ali pula
menyatakan belum
memutuskan sama ada
penganjuran bazar Ram
adan di negeri itu
diteruskan atau sebaliknya.
Bagi kerajaan negeri

Pahang pula, setakat ini
belum ada keputusan
rasmi bagi seluruh negeri
namun Majlis Daerah Pekan
(MDP) lebih awal bertindak
apabila Yang Dipertuanya
Datuk Rose Shamsul Abdul
Razak pada 31 Mac lalu
memutuskan dua bazar
Ramadan utama di daerah
itu tidak akan diadakan.
Katanya, walaupun terlalu

berat untuk diterima
keputusan itu namun
pihaknya terpaksa berbuat
demikian demi keselamatan
dan kesihatan masyarakat
setempat.
Menteri Besar Kelantan

Datuk Ahmad Yakob pada
29 Mac lalu pula
membayangkan
kemungkinan tiada bazar
Ramadan di negeri itu
tahun ini.
Mengulas mengenai sama

ada perlu bazar Ramadan
diadakan tahun ini, KKM
mengalu-alukan idea dan
inovasi daripada orang
ramai, untuk
dipertimbangkan.
“Masa inilah kita

menggunakan idea yang
inovatif, sebagai contoh
e-bazar Ramadan, online
bazar Ramadan atau bazar
Ramadan pandu lalu. Kita
alu-alukan idea baharu
kerana hendak mengelakkan
perhimpunan orang ramai,”
kata Ketua Pengarah
Kesihatan KKM Datuk Dr
Noor Hisham Abdullah.
Pemerhatian Harian Metro

mendapati belum ada
kenyataan atau keputusan
dari Sabah, Sarawak,
Perak dan Pulau Pinang
berhubung pembatalan bazar
Ramadan.

keputusan melarang
penganjuran bazar Ramadan
apabila Menteri Besarnya
Datuk Seri Aminuddin
Harun mengumumkan
perkara itu pada 26 Mac lalu.
Kerajaan Terengganu turut

mengambil keputusan
membatalkan penganjuran
bazar Ramadan tahun ini
dan alternatifnya digantikan
dengan bazar secara dalam
talian selepas diumumkan
pada 30 Mac lalu.
Pengerusi Jawatankuasa

Keusahawanan, Sumber
Manusia, Industri Mikro dan
Hal Ehwal Penjaja negeri
Terengganu Mohd
Nurkhuzaini Abd Rahman
menyifatkan ia langkah
terbaik dalam memastikan
keselamatan rakyat negeri
itu.
Ia diikuti pengumuman 1

April lalu oleh Menteri Besar
Kedah Datuk Seri Mukhriz
Mahathir bahawa kerajaan
negeri membatalkan operasi
bazar Ramadan dan bazar
Aidilfitri di seluruh negeri
itu bagi mengekang
penularan Covid-19.

DILEMA ANJUR
BAZAR RAMADAN
Wabak punca aktiviti orang ramai berkumpul tidak sesuai diadakan

KETIBAAN bazar Ramadan
dinantikan penduduk Malaysia
tanpa mengira bangsa serta
agama.

ANGGOTA Angkatan Pertahanan Awam (APM)
Daerah Langkawi dan sukarelawan menyediakan
hidangan makan tengah hari kepada 600 petugas
barisan had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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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rah wang simpanan
hanya tinggal RM50
Banting: Menempuh caba-
ran arahan Perintah Kawa-
lan Pergerakan (PKP) fasa
kedua menangani wabak
Covid-19 ini membuatkan
keluarga Mohamad Hilmi
Abdul Rani@Atam, 34, ter-
paksa mencatu makanan.
Menurutnya, bekalanma-

kanan untuk keluarganya
hanya yang tinggal sedikit
beras, bawang, telur dan
minyak masak.
Mohamad Hilmi berkata,

isterinya, Suriana Azliza
Musa, 35, menghidap pe-
nyakit asma terkesan de-
ngan situasi yang berlaku.
“Wang simpanan hanya

tinggal RM50. Kami tidak
mampubertahan lagi untuk
mencatu makanan.
“Sayamasak ulamdan sa-

yurankampunguntuk isteri
dan dua anak kami yang
masih kecil,” katanya ketika
ditemui di BandarMahkota,
di sini, semalam.

Pekerja swasta kontrak itu
berkata, gaji bulanan
RM1,700 sebulan tidak cu-
kup menyara keluarganya
kerana sebahagian dipotong
majikan kerana cuti ketika
PKP sejak 18 Mac lalu.
“Kami menyewa rumah

selepas berpindah ke sini
akhir tahun lalu. Saya ber-
harap kerajaan Selangor
mendengar keluhan nasib
kami dan menghulurkan
bantuan kepada keluarga
kami kategori miskin ban-
dar ini,” katanya.
Dia berkata, keluarganya

berdoa agar berjaya mene-
rima sumbangan diumum-
kan Perdana Menteri Tan
SriMuhyiddinYassindalam
Pakej Rangsangan Ekonomi
Prihatin baru-baru ini.
Manakala orang ramai

yang ingin menghulurkan
sumbangan boleh menghu-
bungi Mohamad Hilmi di
talian 017- 3405509.

MOHAMAD Hilmi
terpaksa mengikat perut
untuk kelangsungan
hidup keluarg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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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alan besar yang berlegar dalam 
kotak pemikiran umum sekarang ialah 
bagaimana penyangak siber boleh men-
dapatkan data telefon bimbit pemilik 
kenderaan yang dikecualikan membayar 
hutang selama enam bulan bermula April. 

Selama ini, modus operandi scam-
mers kebiasaannya mereka akan menya-
sarkan individu tertentu dengan mene-
lefon mereka. Bagaimanapun, kali ini 
pencuri siber bertindak berani dengan 
menghantar SMS kononnya mewakili 
bank tertentu dengan meminta pengguna 
memberi nombor kad pengenalan diri 
yang sudah semestinya akan dimanfaat-
kan sehingga menyebabkan kerugian 
besar.

Laporan media menyebut scammers 
telah menyebabkan kerugian sebanyak 
RM410.6 juta membabitkan 8,489 kes 
direkodkan sepanjang 2018 sehingga 
Ogos tahun lalu. Perangkaan Polis Dira-
ja Malaysia (PDRM) menunjukkan ba-
hawa sepanjang tempoh tersebut, 7,833 
kes melibatkan pinjaman tidak wujud 
menyebabkan kerugian RM71.7 juta. 

Sehingga kini, pelbagai kes scam-
mers telah dikenal pasti termasuk Macau 
Scammer dan Love Scammer.

ALLAH SWT telahpun memberi 
amaran tentang senario ini dalam surah 

al-Qalam (68:10-13) bermaksud: “Dan 
janganlah kamu ikuti setiap orang yang 
banyak bersumpah lagi hina; yang banyak 
mencela, yang kian ke mari menghambur 
fitnah; yang sangat enggan berbuat baik, 
yang melampaui batas lagi banyak dosa; 
yang kaku kasar, selain daripada itu, yang 
terkenal kejahatannya; kerana dia mem-
punyai (banyak) harta dan anak.”

Penyangak
Penulis pasti dalam kes terbaharu, 

penyangak siber telah menggunakan ka-
edah slot giliran dalam tempoh tertentu 
dikehendaki penghantar dan siaran dibu-
at secara automatik kepada slot kosong. 
Pesanan termasuk teks, gambar dan video 
ini telah disediakan penghantar dan di-
simpan sebagai draf dalam cloud server 
(server awan). Penjadualan maklumat ini 
bersilih ganti terbina secara automatik 
oleh sistem Urchin Traffic Module 
(UTM) sebagai pembina dan pemintas 
pautan.

Sistem ini mampu mendapatkan pan-
dangan pengikut (follower) dan demo-
grafinya. Ia juga mampu menganalisis 
prestasi kandungan dari segi kegiatan 
penonton, kadar penglibatan, bilangan 
suka (likes) dan pandangan serta komen. 
Sistem ini juga mampu meningkatkan 

Pencuri siber terus bermaharajalela

Pujangga besar Nusantara, Buya 
Hamka pernah berpesan iaitu 
iman tanpa ilmu umpama len-
tera di tangan bayi, namun ilmu 

tanpa iman bagaikan lentera di tangan 
pencuri. 

Penulis teringat pesan Buya Hamka 
kerana selepas kerajaan pusat mengu-
mumkan pelbagai pakej rangsangan bagi 
melegakan beban rakyat rentetan pande-
mik Covid-19, tanpa semena-mena be-
ratus ribu SMS menerjah masuk memin-
ta pengguna memberi beberapa 
maklumat termasuk kad pengenalan diri.

Jelas sekali, pencuri siber tidak sang-
gup menunggu lama dan mereka me-
rompak pada siang hari tanpa belas ka-
sihan. Penulis percaya ketika Friedhelm 
Hillebrand dan Bernard Ghillebaert 
daripada Franco-German GSM Coope-
ration mencipta SMS pada awal 1980-an, 
mereka mahukan reka cipta dimanfaat-
kan dengan cara baik. 

jangkauan dan penglibatan kita dalam 
media sosial yang ada dengan terbina 
post boosting. Kod UTM ialah coretan 
kod mudah yang boleh kita tambahkan 
kepada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URL) 
bagi menjejaki prestasi kempen dan kan-
dungan kerana ada lima variasi parame-
ter URL yang boleh kita jejaki seperti 
source, medium, campaign, term dan 
content.

URL ialah satu bentuk Uniform Re-
source Identifier (URI) berfungsi sebagai 
pengenal sumber data atau dokumen 
secara uniform dan tidak langsung diak-
ses melalui internet dan intranet. Dari 
situlah penyanggak pengodam menda-
patkan maklumat pengguna atau meng-
hantar maklumat palsu terus kepada 
penerima.

Justeru, penulis mendesak PDRM 
dan semua pihak yang bertanggungjawab 
memperuntukkan lebih banyak peruntu-
kan membeli peralatan canggih bagi 
memintas pergerakan dan menghentikan 
kegiatan scammers tidak berhati perut 
ini sekali gus mengelakkan kerugian be-
sar.

ILMU 
KEJURUTERAAN 

DARIPADA 
AL-QURAN

DR MUHIDIN ARIFIN

* Profesor Madya Ir Dr Muhidin Arifin ialah 
Pengarah Institut Kejuruteraan Sukan 

Pusat Kecemerlangan Universiti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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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日 

讯）雪州政府将 
准备30至50辆特 

别巴士，载送从 

外国回来的大马 

人前往隔离中 

心。

掌管雪州地方 

政府、公共交通 

和华人新村事务 

及交通的行政议 

员黄思汉指出， 

国家安全理事会 
曰前决定4月3曰 

起，所有从外国 

回来的大马人，

者j必须直接入住 
隔离中心达1 4 

天，州政府也决 

定给予支援。

“州政府共准 
备30至50辆精明 

巴士，负责载送 

这群人，从吉隆 

坡国际机场前往 

隔罔中心，并会 

依据指南，做 

好一切防疫措 

施〇，，

雪
政
府
準
備

巴
士
載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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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日讯）国际 

贸易及工业部宣布，政 

府已同意成立内阁特别委 

员会，商讨和拟定政策加 

强实施“关注全民.提振 

经济”配套，确保在优先 

经济事务和行动限制令之 

间取得平衡。

贸工部今曰发文告指 

出，该内阁特委会同时也 

将探讨拟定可让我国经济 

引擎，尤其是中小企业永 

续发展的措施，确保各行 
各业在新冠肺炎（2〇19冠 

状病毒疾病）疫情以及行 

动管制令期间前后可以继 

续成长，以及缓和因管制 

令限制出现的劳动力转 

移。

迅速解決問題

“此内阁特委会的成立 

也反映了政府听取民意， 

迅速采取行动解决当前的 

问题。”

贸工部也在文告中透 

露，内阁特委会会议将由 

高级政务部长（国际贸易及工业部）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以及高级政务部长（国防部）拿 

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共同主持，委员会成员将 

包括来自国家经济和安全领域的代表。
该内阁特委会将在明日（3日，周五）举行 

首次会议，第二次会议则落在周日（5曰）， 

并将于6日在首相丹斯里慕尤丁主持的经济行 

动理事会中提呈建议。

文告说，贸工部将和各领域业者合作收集人 

民意见，确保委员会解决企业界的具体问题， 

特别是中小企业、制造商和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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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疫情擴散

森甲音畫
(吉隆坡2日訊）为防范新冠肺炎 

疫情护散，至今已有5个州属宣布取 

消斋戒月市集。
这5个州属是霄兰莪、登嘉楼、马六 

甲、森美兰和吉打。
柔佛苏丹依布拉欣陛下今日也认为目前 

不宜举办斋戒月市集，因斋戒月市集人流 
太多，担心疫情一发不可收拾，威胁民众 
安全。

不过，柔州政府尚未作出是否取消斋戒 
月市集的决定，其他州属也仍采取观望态 
度。

甲州首席部长拿督苏莱曼今日说，州政 
府听取卫生部建议，决定取消斋戒月市 
集，同时决定展延周五的金麻日（Solat 
Jumaat)聚礼及斋戒月晚在清真寺进行的 
息礼（Solat Tarawih)，并展延派发什 

锦粥，直至另行通知。

依據安全理事會決定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指出，州政 
府决定取消从今年4月23日起的斋戒月市 

集，但有关决定仍会视卫生部的劝告而调 
整。

亨关丹市议会曾透过官方面子书说， 
如民众再不遵守动限制令，可能会取消 
斋戒g市集〇

槟城首^°部长曹观友也说，槟城尚未确 
定取消斋戒月市集，并依据国家安全理事 
会的决定行事。

马来西亚马来人小贩及小型商人协会总 

秘书莫哈末占里日前指出，该协会属下有 
约3万5000名会员，他们已投入数万令吉 

资金，若取消斋戒月市集，会员将蒙受g 
大损失，生计也陷入困境。

联邦直辖区部长安努亚慕沙周二指出，

该部门暂无意取消联邦直辖区的斋戒月市 
集，但会加强管理程序。

安努亚慕沙的谈话引起民间反对声浪， 
因政府在行动管制令期间，严格要求人民 
待在家中，有不少医药界人士也提出不认 
同部长的看法。

m

15个州属宣布取消斋戒月市集。（档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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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日訊）

新冠肺炎（2019冠 

状病毒疾病）疫情 

影响全球粮食供应 

链，我囯高度依赖 

才良食进口的问题再 

度引起关注：马来 

西亚粮食进出口总 

商会认为，政府目 

前应优先确保食品供应链正常 

运行，同时解决粮食自供不足 

的问题。

该会会长拿督斯里蔡宝强今日发文 

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继续恶化，恐 

破坏全球粮食供应及生产链，政府须 

尽快拟定好对策，强化粮食进口效 

率，确保中短期的粮食供应不中断。

为保国内粮食供应链稳定运行，他 

建议，政府优先进口或生产国人高需 

求量的粮食，并优化及简化粮食进口 

商的食品进口作业程序和效率，或可 

与进口国商讨对双方有利益的协议。

“政府可协助国内农民提升产量和 

效率，以及限制国民囤积食品，避 

免食品供应量不足及涨价。此外， 

也可提升粮食供应的物流效率和库存 

能力，降低粮食因变质而丢掉的几 

率〇，，

蔡寶強：解決自供不足

關湩供臛齷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长期依赖粮食 

进口，蔡宝强认为，我国有必要提升 

农业生产技术，来提高国内粮食自供 

率。

限制國民囤積食品

他说，我国可耕种土地有限、生产 

技术不足及气候问题，导致我国依赖 

食品进口，因此政府需拟定更周全的 

规划，才可逐步提高国内农产品的自 

供能力。

因此，他建议政府可考虑将更多可 

耕种和未发展的土地，用于种植蔬菜 

和米粮等农作物。

“政府可将空置的土地提供给农民 

申请，并提供津贴，鼓励国内农民大 

量耕种农作物，而且粮食类农作物的 

收成时间更短，可为农民带来更稳定 

的收入，以及提高国内市场的粮食供 

应。”

左+对尚级政 

T务部长 

(国际贸易与工 

业部）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曰前 

表示，马来西亚 

食品进口达到惊 
人的逾500亿令 

吉，导致粮食进 

出口失衡；蔡宝 

强认同部长观 

点，我国有必要 

提升农业生产技 

术，来提高国内 

粮食自供率。

“我国长期高 

度依赖粮食进 
口，存在著许多 

结构性问题， 

这需要部署周 

全的长远规划， 

才可解决国内粮 

食自供不足的窘

马来西亚农业 

与食品工业部的 

数据显示，我 
国在2 0 1 T年和 

2018年的农业i 

品进口，分别达 
到513亿令吉和 

540亿令吉。

与主要粮食进口的来源国进行磋商有关双边粮食进出口的事宜，确保粮食进口量 

足，以应付国内市场。

提升粮食供应的物流效率和库存能力，降低粮食因变质而需要丢掉的不必要浪费。

g宝强指出，种种因素促使曰曲

聚麵顿馳腦碰■伤E宋f疋问伞辰距里
食品进口，政府需拟定更周全 

的规划，才可逐步提高国内农 

产品的自供能力。

他说，国内粮食生产无法自 

供自足的结构性问题，包括：

i.可耕种土地有限，大部分 

的农业地已用于种植原棕油和 

月交；
1 2.受限于可耕种土地不足

和大部分农广品种植集中在局 

原地带如金马伦高原，生产量 

无法满足国内需要；
3.马来西亚不适宜种植温 

带农产品和水果，即使可种植

的数量也受限和品质不佳，而 

需要依赖进口； _
4.国内农业生产量少、生 

产技术不足，员工成本偏高 

等，导致成本效益低和自产农 

产品价格偏高，批发商更趋向 

于进口价格更低的食品。

5限制国内民众囤积食品，避免食品供应;量不足和粮食涨价的风险升高。

将国内消费者对各类粮食需求作出明确的分类，圈定和优先进口或生产那些国人有 

更高需求量的粮食。

全力协助国内农民，设定援助方案，提升国内农产品生产量和效率。

优化和简化粮食进口商的食品进口作业程序和效率。

蔡寶強建議政府

内
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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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供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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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全面取消齋戒月市集
別讓管制令功虧_簀

(吉隆坡2日讯）马来西亚刘氏 
总会会长拿督刘国泉促请政府， 

全面取消斋戒月市集，否则政府 
用心良苦及大费周章实行的行动 
管制令，将只落得功，一篑。

他是针对联邦直辖区部长安努 
亚慕沙指还没决定，是否允许斋 
戒月市集开办，•養，州大臣阿米鲁 
丁则已取消课题，发表看法。

刘国泉说，卫生部已宣布管制 
令成功取获小成绩，全国如今正

在展开第I阶段管制令，若一切 
顺利，有望在4月15日过后解除管 

制令。
“非常赞同雪州政府探讨以其 

他方式进行斋节月用餐方式，比 
如仅供外带或改为网上销售，一 
便响应卫生部呼吁避免人群聚集 
活动。”

他强调，前线人员如医疗人 
员、警方等，过去1个月已为抑 
制疫情蔓延，费尽心思，筋疲力

竭，人民不能再増加前线人员的 
工作负担。

“4月24日是斋戒月开始，5月 
24曰是开斋节，人民必须忍耐， 
让管制令在4月顺利推行，让医护 

人员有充足时间把新冠肺炎感染 
人数降到最低点。”

他说，斋戒月市集肯定迎来众 
多人潮，为了全民的健康及国家 
的安全，必须坚决取消，这应该 
牵扯上宗教、文化与信仰的敏感 
课题，就比如华裔已取消盂兰胜 
会，都不会引起不满。

他希望，全国人民可以在5月尾 

一同无忧无虑欢庆开斋节，今时 
今曰的大家，必须配合政府的指 
令，守护在家，照顾自身健康， 
切勿参与任何群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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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耕庄热血青年团及沙白县适耕庄人 

民慈善团，在巴刹人口处为民众进行检 

测。小图为每位进人巴刹的民众都得测 

量体温。

適耕莊年輕人站在前線

在巴剎量體溫派^_
(适耕庄2曰讯）适耕庄热血青年团及沙 

白县适耕庄人民慈善团再度发挥热心，协 

助沙白县议会在适耕庄巴刹的主要入口， 

为进入巴刹的每位民众测量体温，提供消 

毒液及分发口罩给没有携带的民众。

今早除了以上两个团体成员，也有许多 

年轻人在场协助维持进入巴刹的安全秩 

序，他们的热心也感动许多年轻人加入行 

列，共同在这个疫情肆孽的非常时期，站 

在最前线为适耕庄献上最崇高的力量。

较早前，沙白县议会下令适耕庄巴刹营

业时间，从早上6时至下午4时，但从本月1 

曰开始，国家安全理事会宣布，进入行动 
管制令第2阶段，雪州政府也调整各行业的 

营业时间，公共巴刹的营业时间从下午4时 

提早至中午12时。

适耕庄公共巴刹称得上管制令期间，适 

耕庄人流最频密的地方，也是高危的地方

之一
适耕庄区州议员黄瑞林较早前已拨款， 

为适耕庄巴刹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消毒行 

动。
fp press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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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种2日讯）雪州各区 

县市议员及^个新村管理 
委员会，将获得总额530万 

令吉拨款，以进一步帮助 

因全国实行行动管制令而 

面对三餐不继的人士。

通过上述措施，市议员 

及县议员可分别申请1万及 
5000令吉拨款，州内77个 

新村的管理委员会则能各 
申请5000令吉为顶限的拨 

款，以帮助各地区和新村的贫困人 

士。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及新 

村发展事务委员会的行政议员黄思 
汉指出，2019新型冠状病毒入侵我国 

后，造成一定的经济冲击，不少人也 

因为全囯实行行动管指令而暂时失去 

收入，出现生活拮据的问题。

他说，雪州大臣拿督斯 

里阿米鲁丁昨天公布第二 

轮雪州对应新冠肺炎振兴 

配套，除了应允州议员再 
获动用3万令吉特别拨款， 

协助在疫情受到冲击的人 

士外，连市议员、新村管 

理委员会主席等也能透过 

特别拨款来帮肋有需要的 

人。

“此举是为了更全面帮 

助经济拮据者，让各地区甚至新村各 

角落的贫困村民都能得到物资或米粮 
的援助〇 ”

他指出，在地方政府方面，各市 

议员的拨款申请为1万令吉，沙白县 
议员及瓜拉雪兰莪县议员则是5000令 

吉；其中沙白安南县议会将直接由州 

政府拨款。

#思汉说，新村管委会主席能按照 

與贫困村民的需求，向土地局提出 

申请拨款来帮助他们，惟每个新村申请 
顶额为5000令吉。

“这是动用新村发展事务的拨款，_ 

州政府将放宽申请条件让管委会主席提 

出申请。”

他补充，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是场“持 

久战”，眼看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因 

此县市议员及管委会务必善用这笔拨 

款，确保贫困人士都得到帮助。

“希望大家能充分利用拨款并妥善分 

配资源，以确保有需要帮助的人士都得 

到援助。”

他说，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早 
前宣布总值1亿2778万令吉对应新冠肺 

炎振兴配套，昨天再加码宣布总值2亿 

7250万令吉的配套2.0，换言之州政府 

将动用4亿令吉，作为在管制令期间受 

影响人士的拨款，受惠群体包括前线人 

员、学生及商贩等。

他说，管制令不但造成人民的生活受 

影响，也冲击我国经济，但待在家是唯 

一能对抗病毒的有效方法，他希望全民 

齐心合力抗疫，以便病毒早日远离。

雪縣市議員77村委會 
可申請總額530萬撥款

■黄思汉

黃
思
漢
：
善
用
撥
款
助
貧
困
人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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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認取消拉惹路齋戒月市集

■网民炮轰隆市局在疫情时期仍旧不取消斋戒月市集的举措。（档案照)

黃思漢：雪政府不會放鬆
#州政府直接取消斋戒月市集， 
^小贩们将不能在斋戒月市集的 

地点营业。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和新 

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接受电 
访时澄清说，雪州政府已决定取消斋 
戒月市集，届时在雪州将不会看到有 
斋戒月市集出现。

他说，雪州大臣昨天的宣布是取 
消，并不是让小贩继续以其他方式在 
斋戒月市集地点营业。

他说，卫生部早前已不建议斋戒月 
市集的举行，：生要是担心将会引来 
大量人潮聚集，増加疫情传播的风

险〇
"1 也指出，基于安全的考量，以及不 

希望有太多人潮的聚集，也让州政府 
决定取消斋戒月市集。

他说，尽管斋戒月是在4月24曰开 
始，不管行动管制令于4月14曰之后 

是否终止，不过即使管制令结束后， 
不是即刻可以放松管制，因为疫情还 
是有传染的风险。

“在4月14曰之后，雪州政府还是 

不会放松，因此取消斋戒月市集之 
后，小贩们不能在之前已鉴定的斋戒 
月市集地点营业。”

■吉隆坡市政局和联邦直辖区部否认 

社交媒体盛传的将取消拉惹路的斋戒 

月市集的消息，声称是假消息。

局澄清贴文引来不少网友炮 
3轰，表明在此非常时期，市 

政局和联邦直辖区部应直接取消
畜戒日市隹

大部分$友在联邦直辖区部和 
吉隆坡市政局官方网站上留言，
表明支持取消斋戒月市集，尤其 
是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相当严重的 
情况之下，当局应考薰到相当高 
的风险。

他6°也希望市政局能尽早做出 
决定和宣布，到底斋戒月市集将 
如常还是取消。

他们重申，目前疫情严重，若 
当局仍允许斋戒月市集如常营 
业，只会引来人潮聚集，提高传 
播的风险。

在留言的网友之中，也有部分 
自称是斋戒月市集的小贩，他们 
也赞成取消斋戒月市集。

小
販
也
贊
成
取
消

_郭虐黎I (吉隆坡2 
’日訊）联邦直 

辖区部和吉隆坡市政局驳斥当局 

已取消拉惹路（Jalan Raja)斋 

戒月市集的传闻，反而引起不少 

网民炮轰，要求当局应以安全为 

考量，取消今年的斋戒月市集。

据悉，随著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 
鲁丁昨日宣布雪州取消4月的斋戒月市 

集，也让各界关注1：辖区的情况，尤 
其是直辖区部长丹斯里安努亚慕沙曰 
前，未有进一步宣布直辖区是否将取 
消斋戒月市集。

吉隆坡一带的斋戒月市集相当多， 
根据当局去年统计，共鉴定55个斋戒 

月市集地点，当时登记的摊位共有 
4272个。

在55个已被鉴定的斋戒月市集中，5 
个由市政局管理，其余50个由当地小 

贩公会管理卫生和摊位编排。
吉隆坡市政局于2月10日至17曰之 

间，开放让有兴趣的小贩提呈申请， 
因申请人数比摊位多，市政局已陆续 
举行抽签仪式。

1349小販申請224攤

拉惹路斋戒月市集，市政局已进行 
抽签活动，共有1349位小贩申请224个 
摊位，去年该市集的摊位数量为343 

个。
^邦直辖区部和吉隆坡市政局昨晚 

在官方网站，针对一则在WhatsApp群 

组传播的通告做出澄清，表明该通告 
是伪造的，是假消息。

有关通告是使用吉隆坡市长名誉发

出，并使用吉隆坡市政局的徽标，表明 
当局已取消在拉惹路（Jalan raja)的 

斋戒月市集，有关摊位租金、执照费和 
按柜金等，将于4月15曰采用电子帐户方 

式退款。
吉隆坡市政局和联邦直辖区部相续在 

官方网站上做出否认，表明市政局没有 
发出任何取消斋戒月市集的通告，联邦 
1：辖区部也促请公众不要胡乱转贴来历 
不明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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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坡市政局公关哈山 
口说，截至目前，吉隆坡 

市政局还未针对斋戒月市集 
一事做出决定，一切有待明 
天（3日）的会议结果。

哈山接受《中国报》电访 
时说，联邦直辖区部长丹斯 
里安努亚慕沙将于明日召开

隆市局公關：
会议，讨论有关直辖区斋戒 
月市集，包括吉隆坡、布城 
和纳闽。

他说，吉隆坡区拥有相当 
多的斋戒月市集，所有国会

等開會決定
选区都有斋戒月市集，其中 
摊位最多的应是拉惹路和敦 
依斯迈花园。

他指出，市政局在1月开 
放让小贩提呈申请，3月陆

续举行抽签活动，当局暂时 
还没有发出执照给小贩。

“我们（市政局）目前没 
有决定取消斋戒月，一切要 
等明天会议后才能决定，有 
关决定也将由部长做出宣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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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谭公仙圣古庙捐献防护物资给安邦再也警察总部，右起李伟铭、诺阿茲米助 

理总监、黄金福、林庚子、纪汉智副警监及莫哈末再伊副警监。

美景集團捐加影市會

2400瓶礦泉水1000 口罩
(加影2日讯）美景集团 

捐赠2400瓶矿泉水和1000 

个三层式医疗级口罩给加 
影市议会，也关注新冠肺 
炎疫情进展。

该集团发表文告指出， 
应政府颁布的行动管制 
令，该集团从3月18日至4 
月14日期间关闭总部及销 

售厅，让全体职员在家工

作，以避免疫情扩散。
美景集团产业副总监拿 

督曾玮健呼吁全体员工时 
刻保持正能量一同对 
抗疫情，如有必要出门， 
必须佩戴口罩以防病毒入 
侵，在外也要人与人保持 
适当和安全的距离。

他说，除了防护工作必 
须做足外，多喝水提升免

疫力也是不可缺少的一 
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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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里做运动，例如跳绳 
和掌上压等。

另外，美景集团官方面 
子书也更换了全新头像， 
宣扬同一屋檐下的美景将 
会时刻与民同在，提醒民 
众应安心在家，保持正能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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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IA往隔離中心

雪精明巴士載返國大馬人
(八打灵再也2日讯）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今 

天披露，雪州政府将派 
出雪兰莪精明巴士（ Bas 
Smart Selangor )，协 

助联邦政府将从国外回 

国的大马人送往隔离中 

心，进行14天的隔离观 

寧。

发表文告说，作为

关怀人民的项目，州政 

府议决协助联邦政府安 

排特殊载送服务，透过 

雪州精明巴士将归国的 

大马人，从吉隆坡国际 

机场（KLIA )载往特定 

的隔离中心。

“我们将根据需求安 
排30至50辆巴士投入服 

务，同时也会确保巴士

上的所有设备都遵守防 

疫措施，避免雪州爆发 

冠病疫情。”

国防部高级部长拿督 

斯里依斯迈沙比利曰前 

宣布，政府议决从4月3 

日起，凡是从国外回国 

的大马人会立即被送往 
隔离中心，隔离观察14 

天。（TSI)

Page 1 of 1

03 Apr 2020
Guang Ming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49,712 • Page: A5
Printed Size: 96.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454.55 • Item ID: MY0039248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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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寳強：確保中短期充裕

應優先關注食品供應鏈
(吉隆坡2日讯）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粮食供应链，国内 

高度依赖粮食进□问题再引起关注，马来西亚粮食进出□总 

商会认为，政府目前应优先关注食品供应链正常运行，确保 

国内中短期内粮食供应充足。

马来西亚粮食进出□总商会会长拿督斯里蔡宝强说，政府 

如今最迫切的是要强化粮食进□效率，迅速拟定好对策，确 

保中短期的粮食供应不会中断。

他于今日发文告提出数个建议，协助政府确保中短期内的 

国内粮食供应链稳定运行：

1. 将国内消费人对各类粮食需求作出明确的分类，圈定和 

优先进□或生产那些国人有更高需求量的粮食。
2. 全力协助国内农民，设定接助方案，提升国内农产品生 

产量和效率。
3. 优化和简化粮食进□商的食品进□作业程序和效率。

4. 与主要粮食进□的来源国进行磋商有关双边粮食进出口 
的事宜，确保粮食进□量足，以应付国内市场。

5. P艮制国内民众囤积食品，避免食品供应M不足和粮食涨价的风险升S。
6. 提升粮食供应的物流效率和库存能力，降低粮食因变质而需要丢掉的不必要 

浪费。

针对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高级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日前指马来西亚食品进口 
达到惊人的500亿令吉，导致粮食进出□失衡，因此有必要提升农业生产技术， 

来提高国内粮食自供率的观点，蔡宝强认同。

蔡宝强说，国内粮食生产无法自供自足的结构性问题，包括

1. 可耕种土地有限，大部分的农业地已用于种植原棕油和橡胶；
2. 受限于可耕种土地不足和大部分农产品种植集中在高原地带如金马伦高原， 

生产量无法满足国内需要；

3. 马来西亚不适宜种植温带农产品和水果，即使可种植的数量也受限和品质不 

佳，而需要依赖进口；
4. 国内农业生产量少、生产技术不足，员工成本偏高等，导致成本效益低和自 

产农产品价格偏高，批发商更趋向于进口价格更低的食品。

他建议政府可考虑将更多可耕种和未发展的土地，用于种植蔬菜和米粮等农作 

物。

"政府可将这些空置的土地提供给农民申请，并提供津贴，鼓励国内农民大量 

耕种农作物。相比棕油、橡胶和榴莲等农产品，粮食类农作物的收成时间更短， 
可为农民带来更稳定的收入，以及提高国内市场的粮食供应。”（LMY>

■蔡宝强：政府 
必须确保国内中 
短期内粮食供应 
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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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林（左）巡视适耕庄巴刹， 

检视喷洒消毒药水的进度。

黄瑞林特别撥款
適耕莊巴刹消毒

(适耕庄2日讯）沙白安南县至今出 

现4宗冠病确诊病例，病患虽已全数送 

往治疗，各单位仍不敢放松警惕，采取 

积极防疫措施，包括减少公共空间的病 
毒传播机率。对此，雪州议长兼适耕庄 

区州议员黄瑞林也发出特别拨款，指示 

沙白安南县议会和卫生局为巴刹消毒。

黄瑞林说，适耕庄巴刹是行管令期 

间，区内人潮最密集的场所，巴刹售卖 

蔬菜水果、海鲜肉类和谷类杂货，是各 

家各户基本生活用品的最大供应链，因

■余安热心赞助的400只鸡 

(左）与沙白安南县议员黄亚详整 

理后准备派发给村民。

此更需确保其安全。

他感谢巴刹小贩在这段期间的配合， 

包括更改营业时间以配合行管令、竭 

尽所能保证供应稳定，小贩绝对是这次 

疫情的幕后英雄，希望民众到巴刹购物 

时，尽量忍耐行管令的不便之处，共同 

为扑灭疫情而努力。
另外，黄瑞林也感谢来自仁嘉隆的余 

安，热心赞助400只肉鸡予适耕庄居民， 

让许多手停□停的民众，在失去经济来 

源的严峻情况下，仍能享用三餐温饱。

他也欣慰的是，一班本地年轻人成立的 

适耕庄热血青年团，出钱出力购买基本生 

活用品后，再逐一派送到贫困家庭，也希 

望各界都能向他们看齐和学习。（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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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日讯）内阁会议周 

三议决设立一个特别内阁委员 

会，以制定战略措施来保护受到 

新冠肺炎影响的大马经济和劳力 

市场，以在国家经济优先事项与 

行动管制令执行之间取得平衡。

国际贸易与工业部发周四表文告指出，该委员 

会关注的其他重点领域包括在行管令期间维持大马 

的经济引擎，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确保以有效的缓 

解措施来解决我国劳动力停顿的问题。

文告指出，委员会的成立也显示政府对人民与 
商界面对的问题，有着快速的反应。

文告表不^委贝会将由国际贸易与工业部局级 

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和国防部高级部长拿督斯 

里依斯迈沙比里所领导，成员包括负责经济和安全 

领域单位的代表。

此外，贸工部会与各行各业人士合作，收集各 

方意见0

文告称，委员会旨在解决商界所面对的具体问 

题，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制造业和投资者。

文告指出，委员会将会在4月3曰（周五）召 

开会议，而第二次会议将落在4月5日。随后，委

保护疫情下的大马经济

解决新冠肺炎对我国带来冲击的特别内阁委员会 

由阿兹敏阿里（左起）和依斯迈沙比里领导。

员会将会在4月6曰的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上，向首 

相丹斯里慕尤丁提呈有关的建议。#

内阁设特委会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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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宗教司：落实严格标准作业程序

冀斋戒月夜间祈祷照办
(文冬2曰讯）彭亨宗教司阿都拉曼 

冀斋戒月夜间祈祷照办，惟须落实更严格 

的标准作业程序。

据《当今大马》周四报道指，目前新 

冠肺炎肆虐，月底就是斋戒月，阿都拉曼 

希望在斋戒月，可以在清真寺集体祈祷， 

但建议清真寺或祈祷室夜间祈祷的人，必 

须遵守更严格的标准作业程序。

行一些标准作业程序，在入口处检测体温 

等等，不过夜间祈祷并非强制，那些担心 

会感染病毒，或是潜在患者可不必出 

席。”

他也透露，若穆斯林无法亲身到清真 

寺或祈祷室夜间祈祷，斋戒月的体验将受 

到影响。

据悉，夜间祈祷是斋戒月期间的特别

斯兰虔诚行为。

而国家传教理事会主席玛末祖迪建 

议，若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穆斯林可以在 

家夜间祈祷。

“在疫情期间斋戒应该不成问题，若 

要到清真寺或祈祷室，参与集体的夜间祈 

祷则会是个问题，所以建议穆斯林在家进 

行夜间祈祷，因在家夜间祈祷，是先知同 

伴真正实践的方法。”

此外，根据政府发布的行动管制令是 
到4月14曰才结束，而斋戒月预计在4 

月23曰开始，而雪兰莪州政府也宣布取 

消举办斋戒月市集，除非卫生部说可以 

办。之前，马六甲、森美兰和登嘉楼都已
“以避免感染冠病病毒，必须严格执 集体祈祷，伊斯兰学者把夜间祈祷视为伊经有类似的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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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党霹州国盟政府推出救市配套

行动党促霹国盟救市 
推免税注资派援助配套
(怡保2日讯)霹州行动党指出，新冠肺 

炎疫情蔓延至今，霹州国盟政府不但反应 
迟钝，整个州政府几乎陷入癱痪状态，连 

行政议会也完全没有操作，是一个不折不 

扣完全失败的例子！

霹州行动党州委会周四发表文告表示， 

亊实证明国盟政府只热衷于争权夺利，如 

今超过两个月州行政议会完全沒有召开， 

州内经济如一灘死水，连州内企业倒闭也 

看不到州政府的影子。

文告说，各州政府如今皆已纷纷推出 

振兴经济配套，由希盟执政的梹州甚至已 

经把数以千万元的援助金派送到了人民的 
户口，雪州政府更已经推出第二回合的救 

市配套，唯独霹州至今似乎还陷入了无政 

府状态，由巫伊土联盟组成的“后门政府”

表现不只令人失望，更使广大商家与人民 

哀莫大于心死。

文告指出，霹州的大型酒店太子酒店 

宣布正式关闭并裁员125人，显示了州内经 

济开始浮现重大危机。对于深受疫情打击 

的行业包括旅游业，州政府不能再袖手旁 

观，是时候推出紧急救市配套以挽救奄奄 

一息的市场经济。

文告也说，为了对抗疫情，由希盟执 

政的雪州及森州政府已经宣布取消今年的 

斋戒月市集避免人潮聚集，可是霹州国盟 

政府似乎完全不在状态，反应的迟钝更让 

民众无所适从。

行动党建议州政府即刻起推出“免税、 

注资及派援助”三管齐下的拯救经济配套， 

对症下药协助人民渡过疫情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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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鲁丁：今年不办市集

雪或线上售食品
(莎阿南2日讯）雪兰 

莪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米 
鲁丁指出，雪州政府决定 

取消今年的斋戒月市集， 

直至另行通知。

他说，基于卫生部促 

请人民不要聚集，雪州经 

济理事会昨日（1日）决定

取消斋戒月市集。

阿米鲁丁在雪州大臣 

官邸召开记者会，宣布总 

额2亿7200万令吉的第二 

阶段雪州振兴经济配套 

时，如是指出。

他指出，雪州政府将 

探讨透过另一种方式让民 

50至100令吉至抗疫基 

金。

他指出，其中一项抗 

疫行动是，雪州政府将到 

雪州的热点疫区进行大型 

新冠肺炎检测工作，目标 

人数为50◦◦人，估计耗资 

135万令吉。

众购买斋戒月食品，如透 

过线上销售或提供外带服 

务等等。

阿米鲁丁也宣布，本 

身将与雪州行政议员、州 

议员及雪州政府子公司高 

层减薪，设立“雪州新冠 

肺炎抗疫基金”。

他指出，州务大臣及 

州行政议员将减薪50%、 

州议员减薪30%、C级别 

高级公务员（JusaC)的 

管理层减薪30%，总额达 

8〇7万令吉，而他们也鼓励 

44至54级别的公务员捐

另外，州政府将拨款 

134万4000令吉，在行动 

管制令期间为雪州的医护 

人员提供免费食物，同时 

也会为25◦◦户前线人员的 

家庭提供托儿津贴，总额 

达150万令吉。

他也宣布拨款5万令 

吉，给雪兰莪新冠肺炎特 

别专案小组。

州政府也将拨款200 

万令吉以派发口罩、免洗 

消毒液及手套给雪州子 

民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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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AZANAH
NASIONALSIONAL v

慕尤丁将亲自接掌国M

(槟城2日讯）国库控股（KHAZANAH)董事 

主席一职，从本月1曰起由我国首相丹斯里慕尤 

丁将亲自接掌。

财长也加入董事会
财政部发文告宣布慕尤丁任主席一职，另有2 

名新成员加入国库控股董事会，即东姑扎夫鲁阿 

都阿兹（财政部长）及拿督阿兹兰哈欣，并从即 

曰起生效。

不过，截至周三晚上，国库控股官网尚未更 

新，其7位董事会成员为：前首相敦马哈迪、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高级部 
长）、GohChingYin (香格里拉酒店独立非执行 

董事）、阿兹安（总检察署谘询司司长）、汤晓 

鸥（商汤科技创办人兼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刘 

胜义（大马籍腾汛控股有限公司高级执行副总裁 

兼集团营销和全球品牌主席）、沙里尔立查（雇 

员公积金局总执行长）。#

慕
尤
丁
任
董
事
主
席

国
库
控
股
董
事
会
大
变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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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警区总部
(A)关闭路段

1) 加星英达的加星S^6路

替代路：新班底大道(NPE)、班底路

2) 玛荷嘉尼第9区道路（Jalan Per- 

siaran Mahogani Seksyen 9)

3) 嘉迪第8区道路（Jalan Persiaran

Jati Seksyen 8)

4) 双溪毛糯道路（TSB) (Jalan

Persiaran Sg. Buloh (TSB))

交替路

可纳雅道(JALAN PERSIARAN KE- 

NANGA)-哥打白沙罗收费站

苏丽安道-哥打白沙罗PALM 

SPRING共管公寓

丽阳道(JALANPERS丨ARANTR〇PI- 

CANA) - CASATROPICANA 共管公寓

巴生南警区
(A) 关闭道路

1) 印度街跨河大桥（Jambatan

Musaeddin)、印度街（Jalan Tengku Ke- 

lana)

2) 巴生第三大桥（Jambatan Raja

Muda Nala)

替代路

住在直落玻璃、甘榜德利、双溪勿 

当、班达马兰、巴生港口，以及甘榜双溪 

西烈的公众：巴生北港军营路-巴冷桥、 

哥打桥

住在斯里安达拉斯、甘榜爪哇、直落 

默勒贡、巴生圣淘沙花园的公众：打拉惹 
路-拿督莫哈末西丁路、康乐桥(武吉拉 

惹路），与哥文宁莎阿南大道

从万津而来的公路使用者，与武吉丁 

宜镇、良木园与绿林镇的居民：英达岛 

路/巴冷路(巴冷桥）、莎阿南大道与哥打 

桥

英达岛居民可使用南巴生谷大道

(B) 设路障

1) 哥打道（巴生市议会大厦前）

2) 冷岳路2英里（巴生往万津方向的

陆路交通局分局前）
3) 莎阿南大道第24.2公里(巴生往莎

阿南大道的甘榜爪哇出口）

4) 巴生康乐桥(武吉嘉迪路红绿灯交界

处）

5) 甘榜爪哇路(直落默勒贡学校建筑物

前）

巴生北警区总部
(A)关闭路段

1) 旧沙巴都大道第3.5公里 

替代路：新沙巴都大道-加埔-中

路-巴生-实达阿南-莎阿南

2) 旧沙巴都大道第3.7公里往兰岛班

让

替代路：旧沙巴都大道-加埔路-新 

沙巴都大道

3) 巴生第三大桥（Jambatan Raja

Muda Nala)

替代路：吴福发路-文丁路-哥打交 
通圈-哥打桥-武吉丁宜

4) 印度街跨河大桥（Jambatan

Musaeddin)

替代路：新邮政路-哥打交通圈-哥 

打桥-印度街(Tengku Kelana)-甘榜爪哇

5) 水管路与武吉知拉卡路

替代路：水管路方向需U转至中路镇 

中心/莎阿南方向-武吉知拉卡路(Jalan 

Bukit Cerakah)-中路镇中心#

雪闭道设障

来#替块路!
(吉隆坡2日讯)在行动管制令结束前， 

雪州数个警区曰前个别宣布关闭道路、设 

路障或提供替代路。

公路使用者受促留意与遵守警方指示。

鹅唛警区总部
(A) 关闭路段

1) 吉隆坡-万挠第20英里（靠近美塑 

胶制造厂）

替代路：万挠绕道-邓普勒公园

2) 根登交界处-菁乡岭往公主湖方向

替代路：吉隆坡-瓜拉雪兰莪高速大

道(LATAR)-万挠/煤炭山路-菁乡岭

3) 万挠-吉隆坡往吉隆坡-瓜拉雪兰 

莪高速大道方向

替代路：隆怡大道(在第14公里设路 

障处U转）

4) 从万接-吉隆坡路U团到吉隆坡- 

瓜拉雪兰莪高速大道方向

替代路：隆怡大道(在第14公里设路 

障处U转）

5) 万挠-吉隆坡邓普勒蚬壳加油站后

U团

替代路：隆怡大道(在第14公里设路 

障处U转）

6) 万挠-吉隆坡路往土地局方向 

替代路：隆怡大道-第14公里红绿

灯-士拉央斯嘉路

7) 士拉央乌达玛出口

替代路：士拉央乌达玛路-士拉央再 

也路-士拉央甲洞绕道路

8) 从隆怡大道往甘榜士拉央班丹 

(Kampung Selayang Pandang)交界处

替代路：隆怡大道第14公里-士拉 

央再也

9) 士拉央峑鲁路（隆怡大道Petron 

加油站前）

替代路：士拉央苔鲁2路-Petron加 

油站-批发公市-隆怡大道
(B) 设路障路段

1) 隆怡大道第14公里万挠往吉隆

方向
2) 隆怡大道第14公里吉隆坡往万

方向
3) 万挠往双溪毛糯方向的万挠收费站

前
4) 鹅唛往彭亨州文冬方向的鹅唛收

站前

5) 迪沙再也甲洞逸福园路(Jalan Desa

Aman P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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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贫困者

雪拨530万予77村管会
(蒲种2日讯）雪州政府拨出

530万令吉给州内各县市议员 

及77个新村管理委员会，进 

一步帮助行动管控指期，面对 

三餐不继人士。

市议员及县议员可通过上 

述措施，分别申请1万及5000 

令吉拨款，新村管理委员会的 

申请顶限为5000令吉，以帮 

助他们区和新村的贫困人士。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 

交通及新村发展事务委员会的 

行政议员黄思汉发表文告指 

出，2019冠状病毒病入侵我国 

后，造成一定经济冲击，不少

人因管控令，暂时失去收人， 

出现生活拮据的问题。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 

鲁丁昨FI公布刺激经济配套 

2.0第二阶段关怀配套中，允 

州议员再获3万令吉特别拨 

款，包括市议员及新村管理委 

员会主席等也能透过特别拨 

款，让各地区甚至新村各角落 

的贫闲村民都能得到物资或米 

粮援助。”

他说，各市议员拨款申请 

为1万令吉，沙白及瓜拉雪兰 

莪县议员则是5000令吉，而 

沙内安南县议会将直接由州政

府拨款。

“新村方面，管委会主席 

可按照贫闲村民需求，向土地 

局提出申请拨款。每个新村申 

请最高额为5000令吉。”

他说，这是动用新村发展 

事务的拨款，雪州政府将放宽 

申请条件让管委会主席提出申 

请。

动用4亿拨给受影响者

黄思汉说，雪州政府将动 

用4亿令吉，拨款给管控令期 

间受影响者，刺激经济配套受 

惠群体包括前线人员、学生及 

商贩等，以减轻民众经济负 

担。

“阿米鲁丁；前宣布总值1 

亿2778万令吉刺激经济配

黄思汉

套，昨天再宣布总值2亿7250 

万令吉的刺激经济配套2.0。” 

他说，管控令让人民生活 

受影响，也冲击我国经济，但 

配合管控令，待在家是唯一能 

对抗病毒的有效方法，希望全 

民齐心合力抗疫，旱R远离病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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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2日讯）雪州政府建

立大数据平台，包括“机器学 

习” (Machine Learning) ，以

助雪州2019冠状病毒病专案 

小组收集数据分析，更有效的 

在地方上展开防疫工作，如社 

区网、密切追踪或联系人追 

踪，有更大方向执行行动管控 

令。

该专案小组主席兼前卫生 

部长拿督斯里祖基菲发表文告 

指出，引进先进计算机系统， 

是为了收集疫情数据，更有机 

制制定指南，给予州大臣忠 

告，作出合适的防疫措施防止 

暴发。

“为达到目的，我们已开 

发了大数据分析及兼备智能机

器的分析平台，通过最新科学 

研究来支持专案小组的建议， 

科究病毒的变化，更有组织的 

进行社区筛选和联系追踪

他强调，这些数据不包括 

病人的身分隐私，而只是监定 

病人彳了动范围，社区网，目标 

更为微细，以及提供援助管道 

及福利，包括照顾雪州人民的 

精神健康。

他说，在大数据分析下， 

专案小组成员不再只是关注病 

例带来的负担，还包括计算人

口负担、边缘人口的分布，如 

单亲妈妈、乐龄人十、低收入 

者，以及社会经济的优先重组 

规划与建议行动。

雪州是全国最高确诊病例 

的州，至木月1 R共有726宗 

病例，并有4县，即八打灵 

县、乌鲁冷岳县、巴生县及鹅 

麦县被列为“红区”。

祖基菲阿末指出，州政府 

0前采取干涉措施，配合地方 

政府，动用资源，在上述地区 

加强执行行动管控令。

有效展幵防疫工作

雪政府设大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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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星集团捐赠3万个口罩予雪州；左起为黄薏环、阿米鲁丁及 

何汉生。

職金会贈州3万口罩
(吉隆坡2日讯）马星集I才丨 

(MAHSING，8583，主板产业

股）慈善臂膀马星基金会捐赠 

3万个口罩予雪兰莪州前线人 

员和人民，以遏制疫情蔓延。

根据文告，该集1才丨总执行 

氏拿督何汉生及副总营运氏黄 

薏环今日前往位于莎阿南的雪 

州大臣办公室移交有关口罩予 

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

旱前，马星基金会已向国 

家灾难管理机构（NADMA)捐 

赠20台总值390万令吉的重 

型重症监护呼吸机，并捐赠5 

万令吉予柔佛州天灾基金，供 

购买前线人员的个人防护设备 

经费以及通过大马救援组织 

“希望行动”，捐赠总值10万 

令吉医疗用品予中国湖北省武 

汉市的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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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宝强：确保粮食不中断

应强化食品供应链
(吉隆坡2日讯）全

球冠病疫情不断恶 

化，恐影响深远，破 

坏全球粮食供应和生 

产链，马来西亚粮食 

进出口总商会会长拿 

督斯M蔡宝强提醒政 

府0前应优先关注食 

品供应链正常运行，

确保国内中短期内粮 

食供应充足。

“政府如今最迫蔡宝强：国内可耕种土 

切的足要强化粮食进i也有■限。

口效率，迅速拟定好

对策，确保中短期的粮食供应小i会中断。” 

蔡宝强在文告中说，随着全球各国阽续陷 

人经济停摆，各农业生产同必然会限制粮食出 

口，政府有必要衡it这些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利 

弊后，加强粮食进口和供应链的效率，保障同 

人可继续获得充足的粮食供应。

6大建议

1. 将国内消费者对各类粮食需 

求作出明确的分类，圈定和优先 

进□或生产那些国人有更高需求 

量的粮食。

2. 全力协助国内农民，设定援 

助方案，增加国内农产品生产量 

和效率。

3. 优化和简化粮食进□商的食 

品进□作业程序和效率。

4. 与主要粮食进□的来源国进 

行磋商有关双边粮食进出□的事 

宜，确保粮食进□量足，以应付 

国内市场。

5 .限制国内民众_积食品，避 

免食品供应量不足和粮食涨价的 

风险升高。

6.提升粮食供应的物流效率和 

库存能力，降低粮食因变质而产 

生的不必要浪费。

依赖进口供需失衡
蔡宝强认同同际贸易及工业 

部高级部长拿督斯M阿兹敏阿里 

日前指丨丨丨，我同有必要改善农业 

生产技术，以提尚国内粮食自供 

率。

他说，国内粮食生产无法自 

供自足，存在结构性问题，包括 

可耕种土地有限，大部分的农业 

地已用于种植原棕油和橡胶；受 

限于可耕种土地不足和大部分农 

产品种植集中在高原地带如金马 

仑高原，生产量无法满足内需。

他说，我国不适宜种植温带 

农产品和水果，即使可种植的数 

ii也受限和品质不佳，而需依赖 

进口；以及网内农业生产it少、 

生产技术不足，以及员工成木偏 

高等，导致成本效益低和自产农 

产品价格偏高，批发商更趋向于 

进口价格更低的食品。

“这种种W素都促使我国中 

短期内仍需依赖食品进口，W此 

政府需拟定更周全的规划，才可 

逐步提尚农产品的自供能力。”

他是针对阿兹敏阿里日前指 

川，我_食品进口达到惊人的 

500亿令吉，导致粮食进出口失 

衡作;丨丨如此回应。

拨地种农作物

对此，蔡宝强建议政府可考 

虑将更多可耕种和未发展的土 

地，用来种植农作物。

“政府可将这些空置的土地提 

供给农民申请，并提供津贴，鼓 

励农民大量耕种农作物。相比棕 

油、橡收和植裢等农产品，粮食 

类农作物的收成时间更短，可为 

农民带来更稳定的收入及提高国 

内市场的粮食供应。”

“我国长期高度依赖粮食进 

口，存在着许多结构问题，这需 

要部署周全的长远规划，才可解 

决国内粮食自供不足的窘境。” 

根据马来两亚农业与食品丁 

业部的数据显示，我国在2017年 

和2018年的农业食品进口就分別 

达到513亿和540亿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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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达44例

峑株巴辖最新红区
(吉隆坡2日讯）据卫生部今

天的数据显示，柔佛州峑株巴 

辖目前是国内2019冠状病毒 

病的最新红区及热点地区。

据昨天中午的数据，随着 

峑株巴辖的冠病确诊病例增加 

至少41宗，这意味着我国的 

红区及热点地区已增至16个 

县区。

乌鲁冷岳3天居首

峑株巴辖的确诊病例从今 

年3月31日的39宗，增加至 

昨天的44宗。然而，雪兰莪

州依然是具最多确诊病例的州 

属。

卫生部自今年3月21日公 

布各地区的确诊病例数据后， 

雪州乌鲁冷岳在3月30日以 

258宗确诊病例，令该地排在 

疫情热点的首位，接着是吉隆 

坡班底谷（226宗）和八打灵 

(224 宗）。

无论如何，乌鲁冷岳在今 

年3月31日及4月1日的确 

诊病例数据依然排在首位，分 

别为265宗及273宗。换言 

之，乌鲁冷岳已经连续3天排

在首位。

据《马来邮报》报道，大 

马16个冠病疫情热点横跨7 

州及联邦直辖区，不过，幸好 

现今有6个州属及2个联邦直 

辖区未达到热点区的记录。

雪州是全国最多确诊病例 

的州属，共有4个县区列为热 

点，而柔佛在峑株巴辖“加 

人”后，与吉隆坡一样共有3 

个县区为疫情热点区，霹雳州 

有2个，而森美兰、吉兰丹、 

砂拉越及沙巴各別有一个县区 

为疫情热点。

近打

77宗

下霹雳

60宗

乌鲁冷岳班底含

273宗249宗

八打灵再也甲洞

242宗91宗

蒂蒂旺沙巴生

80宗 76宗

鹅麦

63宗

哥打峑鲁

82宗

县区疫情热点

9

芙蓉

124宗

峑株巴辖

44宗

9
居銮

111宗

9

古晋

128宗

9

9

斗湖

63宗

新山1

118宗

红

K 上述16个疫情热点的确诊病例

丄〇人数共有1881人。换言之，据昨天 

2908名确诊病例中，上述16个热点 

__^的人数占约65%。

被列为橙色级別，即确诊病例介 

于20人至40人的县区，因为峑株 

Jt 巴辖“升级”，现今共有14个县 

•—* 区，分别为蕉赖（35宗）、林茂 

(35宗）、拿笃（35宗）、威中县 

(34宗）、而连突（33宗）、瓜拉 

姆达（30宗）、亚庇（29宗）、麻 

坡（28宗）、东北县（27宗）、布 

城（26宗）、关丹（24宗）、古来 

(23宗）、哥打士打（22宗）和北 

根（21宗）。

尽管被指为疫情热点，但是政府 

未必会在该地区实施加强行动管控 

令，目前只有3个地区实施加强动 

管控令，那就是柔佛居銮县新邦令 

金甘榜拿督依布不拉欣马吉和拿督 

依布拉欣马吉新市镇，双溪镭第21至24区， 

以及吉隆坡文两阿都拉路的CITY ONE大厦。

截至今年4月1日，全马共有6个州属的 

31个县区至今还是“零”病例，那就是马来西 

亚半岛有4个县区，沙巴9个县区及砂拉越18 

个县区。

65%

确
诊
病
例

5宗死亡个案

7. 第46宗（第2909名病患）是37岁大

马男子，患有慢性疾病，免疫力低。他 

3月28日送往在柔佛苏丹娜阿美娜医院 

接受治疗，3月31日晚上11时10分病 

逝。

2. 第47宗（第2910名病患）是78岁大马

* 男子，患有高血压及痛风。3月17日被 

送往柔佛苏丹娜法蒂玛专科医院接受治 

疗，3月29晚上7时10分病逝。

3. 第48宗（第2572名病患）是8 5岁大

* 马男子，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及心脏 

病。3月29日送居銮新中央医院安吉哈 

惹卡宋医院接受治疗，4月2日早上8 

时01病逝。

4. 第49宗（第1273名病患）是一名61岁

大马男子，他曾与第2107名确诊病患有 

接触。他今年3月2 0日送往砂拉越综 

合医院接受治疗，4月1日晚上8时36 

分逝世。

5. 第50宗（第1767名病患）是一名69岁

* 大马男子。他今年3月22日送往森美兰 

端姑查化医院，4月2日下午2时20分 

死亡。

胥视抗疫成果

管控延长下周五定夺
大家都在问，第二阶段行 但目前还无法下定论。

动管控指令结届满后，会不会 “尽管我在昨天提及初步

再延长？诺希山说，当局将在 有改善的迹象，但目前下定论

本月10日检视抗疫成果。 

“现在一切还言之过早。” 

他在记者会上受询及本月 

14日的指令届满后，民众是否 

仍需要缓冲期才能外出时说， 

虽然初步迹象显示取得进展，

是太早了。”

诺希山说，尽管初期我国 

面对防护配备短缺的问题，但 

现今已获解决。

“我们已收到捐献的逾5 

万个口罩及5万套防护配套，

全马冠病最新数据（截至2020年4月2日中午12时）

接受检测：4万5378人 阴性反应：3万4483人

确诊：3116人 死亡：50人

等待结果：7779人 i 康复出院：7的人

大城堡宣教集会群集（占总确诊病患约40%)

接受检测：1万8826人 阴性反应：1万人

确诊：1407人 预计未检测：3400人

等待结果：3973人

寻高准确度试剂盒
诺希山说，目前我国正在 

试用的中国和韩国试剂盒，准 

确率最高只达56%。

他说，卫生部会尝试寻找 

其他准确度高至75%至80% 

的试剂盒，才会考虑订购。

诺希山说，目前国内共有 

43家包括卫生部、大专和私人 

化验室协助冠病的检测工作， 

下周有望增至47家，卫生部 

放眼检测能力达到1万6500

个样本。

至于我国的检测样本是否 

足够，诺希山说，根据世界卫 

生组织的基准，如果测试结果 

大部分呈阳性反应，这意味着 

社区中还有许多未发现的病 

例。

他说，世卫的基准是每10 

个检测样本中有一个呈阳性， 

意味着基准为10%，我国检 

测4万3406个样本中，阳性

例如，我们早前也获得中国捐 

赠的50万的口罩，目前的问 

题是如何分发物资到相关的医 

院，包括沙巴及砂拉越的医 

院。

“我们目前的问题是把这 

些防护配备分发给各医院及诊 

所……我们希望这个（分发） 

问题能尽早获得解决。”

他解释，一些医院或诊所 

缺乏的是口罩及医用面罩，卫 

生部已鉴定所提出的要求，并 

会尽快在本周内解决问题。

各州最新病例
(截至4月2曰中午12时）

州属
个案 个案

(310) (1曰）

雪兰莪 726 800

吉隆坡 455 488

柔佛 368 395

砂拉越 188 211

沙巴 209 210

森美兰 189 207

后辛；^ 194 200

吉兰丹 134 137

彭亨 111 114

槟城 96 98

吉打 79 80

马六甲 63 70

登嘉楼 48 50

布城 26 34

玻璃市 12 12

纳闽 10 10

总数

反应样本是3116个，占 

7.2%，显示我国的社区检测足 

够。

鉴定7医院专治冠病
诺希山透露，国内146家医院依然正 

常运作，只是当中7家医院是主攻医治冠 

病病患。

他指出，卫生部已鉴定国内哪些医院 

是供医治冠病，哪些供其他疾病的病患， 

例如双溪毛糯医院是特设专攻医治及管理 

冠病病患。

“其他疾病的病患则将会转交其他医院 

负责。”

他透露，双溪毛糯医院被鉴定为专治 

冠病病患后已提升各设备，包括重症病房 

原本只有44个床位，现今也征用了心内科 

重症病房（CCU)，使到可以提供呼吸机 

的床位高达112个。

他透露，双溪毛糯医院被鉴定为专治 

冠病病患后已提升各设备，包括重症病房 

原本只有44个床位，现今也征用了心内科 

重症病房（CCU )，使到可以提供床位高 

达112个。

列红区能尽速采取行动
诺希山，卫生部把一些县区列为红色级別，主 

要是能够尽早侦察情况，并采取行动。

他举例：“乌鲁冷岳累积确诊案例现今达到 

287宗，甘榜双溪镭为197宗，当中25人曾参与大 

城堡宣教集会，而65人为有近距离接触的人士。

“至于不在甘榜双溪镭的则有197宗，21人曾 

参与大城堡宣教集会，176则是有近距离接触人 

士。居銮有122宗，拿督依布拉欣马吉新市镇89宗 

等。，’

他透露，在上述地方实施加强行动管控指令 

后，将令到该局更易于侦察到确诊个案。

未掌握集会出席者

诺希山指出，卫生部目前未掌握前往印度宣教 

集会的大马人数，但是我国现今与印度卫生组织及 

警方追踪涉及人十-

另一方面，诺希山也提到若相较其他国家的 

4.5%至4.6%的死亡率，我国的冠病死亡率是 

1.6%，属于较低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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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苏丹：不宜举办
(新山2日讯）继雪州苏丹昨日指斋戒月 

期间的市集会使人们暴露在病毒中后， 

柔佛苏丹依布拉欣陛下今日也谕令，对 

抗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期间，不适宜 

举办斋戒月市集。

州苏丹陛下今旱10时43分，通过柔 

佛王室媒体办公室在其面簿专页发贴 

文提到，斋戒月市集里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将促 

成高风险感染群，影响社会大众的健康

“目前每天都有冠病确诊病例，依我所见， 

为了人民的健康和安全着想，无论在哪个地 

点，都小i适宜举办斋戒月市集。

“忘了斋戒月市集。我担心冠病病毒若广泛 

传播，将毁掉政府之前为了防止疫情蔓延所做 

出的努力《 ”

陛下认为，社会大众不应轻视执法单位的 

指示与劝告。

“你自己看，医护人员是如何与团队从旱到 

晚冒风险在前线执勤，对抗病毒及救人想像 

一下，倘若疫情再扩大将影响医疗团队，甚至 

导致国家医疗系统瘫痪”

雪兰莪州苏丹沙拉夫丁殿下周三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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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回教堂或街

头市集将会使人们暴露在病毒中，而安全才是 

至上的P

殿下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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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当的时间做出决定。

Page 1 of 1

03 Apr 2020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al • Audience : 27,667 • Page: A2
Printed Size: 400.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5,031.45 • Item ID: MY0039247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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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闞
S3论丨?------- J

管控结束战“疫”未完
当众人还在讨论会不会在本月15 

日“恢复自由”之际，行动管控指令 

成为了一项最新的热议结束后民众该如何继续保持社交距离 

课题。

在来势汹汹的冠状病毒病之下，孩子到学校上课、再普通不 

过的老友相聚等生活常态，都一一变了模样，至少，在冠病这 

名不速之客还不愿“全面撤军”之前，人与人之间相隔一公尺， 

是世界卫生组织所要求的社交距离《

首阶段管控令奏效

周二，卫生总监诺希山指出，为期14天的第一阶段行动管 

控指令初步奏效，第二阶段的策略是集中在疫情红区，如果有 

关疫区在一两天内暴增14宗病例，当局将加强当地的管控令， 

对当地居民进行全面检测。

诺希山的谈话，无疑让人感到欣慰，但国人却千万别高兴得 

太早，反而应该做好与冠病打一场长期战的心理准备，在0前 

还难以确定的一段长时间里，国人的生活作息或将被迫作出某

些调整。

换言之，大家短时间内完全恢复自由的可能性并不大。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冠病最可恶和最可怕之处，就是其所 

留下的火种就算再小，也足以引发燎原的惨痛后果；要灭绝后 

患，国人必须对执法当局，尤其对卫生部的指示言听计从，否则 

冠病病毒就有斩草不除根，春风吹乂生之虞。

民众若不肯自律，不理会社交距离，政府的抗疫行动或将前 

功尽弃。T•万要记住，群聚，就是冠状病毒的“春风”。

智者虑远。雪兰莪州苏丹沙拉夫丁殿下显得忧心忡忡，担心 

将在3个星期后到来的斋戒月，期间的祈祷、开斋和市集，很难 

做到应有的社交距离，进而使到人们再次暴露在危险的病毒中。

是的，斋戒月可预见的群众聚集的确丨丨:人担心，但群聚的现 

象乂何止于此？学生上课要彼此保持一公尺的距离，就不是一件 

容易办到的事，而类似群聚可是不胜枚举。

铲除冠病，人人有责；政府要做的还很多，民众更必须学会 

忍耐。大家要知道，管控期纵然在14日落幕，大马依旧还有后 

顾之忧。

Page 1 of 1

03 Apr 2020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Supplement • Audience : 27,667 • Page: C2
Printed Size: 380.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4,779.87 • Item ID: MY0039247323

Provided for client's internal research purposes only. May not be further copied, distributed, sold or publish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copyright owner.



逾
30
精
明
巴
士
接
n

厘_
民
众
m
离

吉隆坡2日讯|雪

州政府出动旗下逾30辆 

精明巴士，作为接送回 

国民众到隔离中心的专 

用交通工具。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 

汉今日发表文告表示， 

依循国家安全理事会于 

周二（31日）的会议结 

果，雪州政府已经通过 

有关措施，并助联邦政 

府一臂之力。

文告指，过去在州 

内多个地区通行，并免 

费载送子民的精明巴士 

(在行动管制令期间已 

暂停服务）；如今则暂 

作接送从国外回国子民 

的专用交通工具。

「雪州精明巴士将 

会从吉隆坡国际机场载 

送返国子民到指定的隔 

离中心，以便进行为期 

14曰的隔离期。」

黄思汉亦在文中提 

及，有关措施将从明曰 

(3日）起生效，同时当局也会 

视情况以及需求，提供交通服 

务，而当局目前已准备30至50 

辆巴士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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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保2日讯I霹雳州行动党 

促请州政府立即透过免税、注资 

及派援助3大方向，拟定拯救经济 

的配套，以对症下药地协助霹州

人民，度过难关。

行动党霹雳州委会今日发 

文告指出，新冠病毒疫情蔓延至 

今，霹州国民联盟却反应迟钝，

让州政府的操作近乎陷入瘫痪， 

即连行政议会也停止召开，令人 

失望。

文告表示，其他州政府已相

续推出各自的振兴经济配套，如 

槟州已将数千万令吉汇入人民的 

银行户头，雪州政府也已祭出第 

二阶段的救市配套。

「唯独霹雳州至今似乎还处 

于无政府状态，由巫伊及土团党 

联合组成的后门政府j表现不 

只令人失望，更使广大商家与人 

民哀莫大于心死。」

有鉴于此，行动党霹雳州委 

会提醒由国民联盟组成的新州政 

府，必须立即推出紧急振兴经济 

配套，以挽救奄奄一息的市场， 

尤其是州内规模数一数二的太子 

酒店也已经宣布关闭，充分说明 

了州经济已开始出现重大危机。

「同时，为了对抗疫情，由 

希盟执政的雪州及森州政府也宣 

布了取消今年的斋戒月市集，以 

便避免人潮聚集，可是霹州国民 

联盟政府似乎不在状态。」霹州行动党促请州政府立即推出振兴经济配套，挽救州内的经济市场。

行动党促霹政府透过3方向救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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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国内生产需周全规划
吉隆坡2日讯|马来西亚粮

食进出口总商会会长拿督斯里 

蔡宝强指出，我国长期高度依赖 

粮食进口，存在著许多结构性问 

题，这需要部署周全的长远规 

划，才可解决国内粮食自供不足 

的窘境。

蔡宝强认同国际贸易及工业 

部高级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曰前指，马来西亚食品进口达到 

惊人的500亿令吉，导致粮食进出 

口失衡的观点，并表示我国有必 

要提升农业生产技术，来提高国 

内粮食自供率。

他在文告中指出，根据马来 

西亚农业与食品工业部的数据显

示，我国在2017年和2018年的农 

业食品进口，就分别达到51 3亿 

令吉和540亿令吉。

蔡宝强说，国内粮食生产无 

法自供自足的结构性问题，包括

1. 可耕种土地有限，大部分 

的农业地已用于种植原棕油和橡 

胶；

2. 受限于可耕种土地不足和 

大部分农产品种植集中在高原地 

带如金马伦高原，生产量无法满 

足国内需要；

3. 马来西亚不适宜种植温带 

农产品和水果，即使可种植的数 

量也受限和品质不佳，而需要依 

赖进口；

4.国内农业生产量少、生产 

技术不足’员工成本偏局等'导 

致成本效益低和自产农产品价格 

偏高，批发商更趋向于进口价格 

更低的食品。

「这种种因素都促使我国中 

短期内仍需依赖食品进口，政府 

需拟定更周全的规划，才可逐步 

提局国内农产品的自供能力。」 

鉴于此，他建议政府可考虑 

将更多可耕种和未发展的土地’ 

用于种植蔬菜和米粮等农作物。

「政府可将这些空置的土地 

提供给农民申请，并提供津贴， 

鼓励农民大量耕种农作物。相比 

掠油、橡胶和權莲等农产品’粮 

食类农作物的收成时间更短，可 

为农民带来更稳定的收入，以及 

提高国内市场的粮食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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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日讯I马来西亚粮食 

进出口总商会会长拿督斯里蔡宝 

强指出，我国长期高度依赖粮食 

进口，存在著许多结构性问题， 

这需要部署周全的长远规划，才 

可解决国内粮食自供不足的窘 

境。

蔡宝强认同国际贸易及工业 

部高级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曰前指，马来西亚食品进口达到 

惊人的500亿令吉，导致粮食进出 

口失衡的观点，并表示我国有必 

提升國內生產需周全規劃

要提升农业生产技术，来提高国 

内粮食自供率。

他在文告中指出，根据马来 

西亚农业与食品工业部的数据显 

示，我国在2017年和2018年的农 

业食品进口，就分别达到513亿令 

吉和540亿令吉。

蔡宝强说，国内粮食生产无 

法自供自足的结构性问题，包括

1.可耕种土地有限，大部分 

的农业地已用于种植原棕油和橡 

月交；

2•受限于可耕种土地不足和 

大部分农产品种植集中在高原地 

带如金马伦高原，生产量无法满 

足国内需要；

3.马来西亚不适宜种植温带 

农产品和水果，即使可种植的数

量也受限和品质不佳，而需要依 

赖进口；

4.国内农业生产量少、生产 

技术不足，员工成本偏高等，导 

致成本效益低和自产农产品价格 

偏高，批发商更趋向于进口价格 

更低的食品。

「这种种因素都促使我国中 

短期内仍需依赖食品进口，政府

需拟定更周全的规划，才可逐步 

提高国内农产品的自供能力。」 

鉴于此，他建议政府可考虑 

将更多可耕种和未发展的土地， 

用于种植蔬菜和米粮等农作物。

「政府可将这些空置的土地 

提供给农民申请，并提供津贴， 

鼓励农民大量耕种农作物。相比 

棕油、橡胶和榴莲等农产品，粮 

食类农作物的收成时间更短，可 

为农民带来更稳定的收入，以及 

提高国内市场的粮食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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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种2日讯）雪州各区 

县市议员及77个新村管理委 

员会将获得总额5 30万令吉的 

拨款，以进一步帮助因全国 

实行行动管制令而面对一.餐 

不继的人壬。

通过上述措施，市议员 

及县议员可以分别申请1万及 
5000令吉的拨款；州内77个 

新村的管理委员会则能各申 
请5000令吉为顶限的拨款， 

以帮助各地区和新村的贫困 

人.J.V,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 

公共交通及新村发展事务的 

行政议员黄思汉指出，冠状 

病毒病入侵我国，造成-定 

的经济冲击，不少人也因全 

国实行行动管指令而暂时失 

去收人，出现生活拮据的问 

题。

黃思漢：助受疫情衝撃者

縣市議員管委會獲530萬
他说，雪州大臣拿督斯 

里阿米鲁丁昨日公布第二阶 

段的关怀经济配套，除了应 
允州议员再获动用3万令吉特 

别拨款，协助在疫情受到冲 

击的人士外，连市议员、新 

村管理委员会主席等也能透 

过特别拨款来帮助有需要的 

人。

“此举是为了更全面 

帮助到经济拮据者，让各地 

区甚至新村各角落的贫困村 

民都能得到物资或米粮的援 

助。”

他指出，在地方政府方

面，各市议员的拨款申请为1 

万令吉，沙白县议员及瓜拉 

雪兰莪县议员则5000令吉； 

其中沙白安南县议会将直接 

由州政府拨款。

每个新村申请最高额为5千

他说，在新村方面，管 

委会主席能按照贫困村民的 

需求，向土地局申请拨款来 

帮助他们，惟每个新村申请 

的最高额为5000令吉。

“这是动用新村发展事 

务的拨款，雪州政府将放宽 

申请条件，让管委会主席提

出申请:”

他补充，由于冠病疫情 

是-场“持久战”，眼看不 

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因此县 

市议员及管委会务必善用这 

笔拨款，确保贫困人士都得 

到帮助。

雪动用4亿令吉援助

黄思汉说，阿米鲁丁早 
前宣布总值1亿2778万令吉的 

关怀经济配套，昨天再“加 
码”宣布总值2亿7250万令吉 

的配套2.0,换言之州政府将 

动用4亿令吉作为在行动管指 

令期间受影响者的拨款。

“在上述配套下受惠的 

群体包括前线人员、学生及 

商贩等，以减轻民众的经济 

负担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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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2日讯）前卫生部长拿督斯里祖 

基菲里再度向卫生部“喊话”，雪州防疫专案 

小组希望可获得卫生部分享冠病疫情的相关数 

据。

不过，他强调，该专案小组要求分享的数 

据，并不代表要寻找患者的个人信息。

助防疫也助福利援助

他说，雪州防疫小组若能获得数据分享， 

不仅有助于遏止疫情的扩散，还能更专注在社 

区进行微观检验，同时启动福利援助。

也是雪州防疫专案小组主席的祖基菲里今 

午发文告表示，根据数据显示，尽管雪州近两 

天的确诊病例连续下降，但雪州截至本月1日为 
止，已有726宗确诊病例，高举全国之首

雪疫情严重4县列红区

他说，该小组严正看待雪州冠病的疫情， 
尤其雪州人口稠密，占了全国人口20%，其中4 

个县市，分别为八打灵县、乌冷县、巴生县及 

鹅唛县已列为“冠病红区”：

他披露，该小组需确保雪州政府所有辖下地方政府和资 

源，包括非政府组织和志愿人士能时刻做好防疫措施。

“为了让雪州大臣能全面调动地方性防疫工作，防疫专 

案小组必须提出每…项建议，冋时也需确保相关行动，符合 

实际的数据和科学根据”

也因如此，祖基菲里披露，该小组建议雪州应建立大数 

据库，同时运用人工智能，以应变快速变化的疫情。

他直若能建立相关平台，不仅能减轻所有小组成员 

的负担，还能照顾到•些被边缘化的民众，包括单亲妈妈、 

年长者和低收人族群，甚至还能依据时下经济受影响的人， 

排出优先受惠的族群，以及做出该有的行动。

雪小组可助卫部一臂之力

祖基菲里重申，雪州防疫专案小组是协助卫生部的“健 

康维护者”，所以该专案小组成员致力提供建议给雪州卫生 

局，以遏止冠病疫情继续扩散，减少冠病病例

他说，该小组必须确保雪州有充足的医疗设备，尤其是 

呼吸器，才能确保病例增加时能作出应对措施

小组为雪做好抗疫准备

他直言，现阶段在疫苗或真正的抗体还未产生之前，可 

能会引发暴增趋势。

“为了确保达到防疫目标，专案小组定下参考守则，包 

括提高雪州人民对于冠病的醒觉，确保所有人都做好防疫措 

施。”

他说，小组也希望雪州人民能时时刻刻做好社交距离措 
施以僻#夺¥咸龜

^他披露，小£也°会定下清楚的指南，让各大院校、托儿 

所、购物中心、杂货店及食肆能遵守相关条例：

“我们也会向宗教场所的负责人给予劝告，同时在行动 

管制期间，使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以更有方向和目标去防 

疫，包括进行社区检验和追踪接触患者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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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莊舜婷 (八打灵再也2日讯）尽管行动管制期间 

必须保持社交距离，但无阻人与人之间的交 

流，通过网络的便利，许多公司或个人通过 

网络进行销售、开会、教学，甚至开直播分 

享每天的趣事或传递正面讯息，就算待在家 

也能与人“见面”。

因行管令而停班停课的国内企业商家学府纷纷 

通过视讯软体进行远程开会或教学，学生可以在家 

上课，上班族也可以在家开会，就算不群聚也能保 

持联系6

在行动管制时期，大家也纷纷活跃于社交媒 
体，每天分享“隔离日记”，开直播分享烹饪、弹 

唱、健身舞蹈等，让待在家的日子并不苦闷。

行管令期也可與人交流

竃播傳iE雜霣
行动管制期间只能通过网络见面，视讯会议是目前的趋势，雪州政府领导层 

也以视讯会议处理州政府事务。

組織行銷業務吳淑敏

線上教學不能發問題
甘口业为€
碎/、指出，

业为组织行销业务的吴淑敏（39岁） 

该公司向来是在课室内提供培 

训课程给新加盟的商业伙伴，教他们如何经营 

生意，惟在行动管制后，课程已全转为线上模 

式。

有人不愿意开摄像镜头

她补充，改为线上模式后，讲师讲课的方 
式一样，时间维持在1小时、3小时或6小时，只 

是换成网上教学模式后，学员必须开启镜头， 

会看见讲师和幻灯片。

她表示，她本身需要负责讲课，时线上讲 

课与现场讲课不同的是，现场会有人给予反应 

和互动，但限制学员 

在网上不能开麦克 

风，以免干扰到 

雛人，_匕讲 

师不能发问问 

题，学mu能

IL

在上完课后在线上提出问题。

“有一场线上课程同一时间多达500 

人同时上线，这是一场长达1小时的 

介绍公司概况课程，另一场则是 
270人在线，虽然有人不愿意开 

摄像镜头，但我们会私讯对方 

要求开启镜头。”

“线上教学会面对的问题 

是网络中断或突然有人断线 

而影响教学流程，而且3个 

小时盯着电脑荧幕，不管对 

讲师或学员都很辛苦，因 

此中途也会有休息时间。

她也说，该公司会维 

持线上教学模式直到5月，

之后再视情况而定；也担心 

4月的情况也不会很好，相 

信需要保持一定社交距离，

若政府允许大家回去上班，

他们就会回到办公室工作，

但不会聚集多人一起上丨 

课。

■——二M

陈嘉荣为自己定下目标，在行动管制 
期内每天做直播——“荣兄开麦啦”。

新；闻主播陈嘉荣指 

他以往不常做 

直播，但因为行动管制令下， 

他除了到电视台报新闻，其余 

时间都待在家，因此也给自己 

定下H标在行动管制期内每- 

天做“荣兄开麦啦”的直播。

他说，他对做直播感到好 

奇，因这是一个互动性高的分 

享方式，与他做的单向传播式 

电视直播不同，而且社交平台 

的直播可与观赏者互动，可留 

言点赞，这是传播的新趋势， 

对他来说很有挑战性。

他•直想尝试开直播，朝

_________ “网红”之路迈进，并且与时

并进，想了解传播这个科技的 
演变，毕竟从事媒体T作，这 

是一项媒介载体，直播也是发 

布及分享讯息的一种方式。 

他说，他在今年为自己设 

下目标，想要改变今年的生活形态，过得 

与去年不同，包括专注于个人事务上，ifn

陈嘉荣也在直播中也与粉丝分享适合 

在目前阅读的书籍。

此时就是很好的时机，趁这个空档让自己接 

触传播科技。

他表示，直播的内容可以分享生活，如 

分享自己生病了，无需打扮得漂亮，较为亲 

近群众，像家人朋友的关系，因此不能向平 

时报新闻一样四平八稳，可能也会偶尔走出 

镜头，与电视直播方式不同。

他也说，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公众 

人物能在非常时期能扮演什么角色？他希望 

透过公众人物的影响力传达讯息，如告诉公 

众不能出去等讯息:
学生也通过线上教学平台一谷歌教 

室，在线上听课和做作业。

在

家

直

播

有

挑

戰

性

新
聞
主
播
陳
嘉
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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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竇強：確保供應充足

促強化糧食進口效率
(吉隆坡2日讯）冠病疫情影响全球 

粮食供应链，国内高度依赖粮食进口问题 

再引起关注，马来西亚粮食进出口总商会 

认为，政府目前应优先关注食品供应链 

正常运行，确保国内中短期内粮食供应充 

足。

马来西亚粮食进出口总商会会长拿督 

斯里蔡宝强发文告表示，政府如今最迫切 

的是要强化粮食进口效率，迅速拟定好对 

策，确保中短期的粮食供应不会中断。

他提出数个建议，协助政府确保中短 

期内的国内粮食供应链稳定运行：

1. 将国内消费者对各类粮食需求作出 

明确的分类，圈定和优先进口或生产那些 

国人有更高需求量的粮食：

2. 全力协助国内农民，设定援助方 

案，提升国内农产品生产量和效率Q

3. 优化和简化粮食进口商的食品进口 

作业程序和效率。

4. 与主要粮食进口的来源国进行磋商 

有关双边粮食进出口的事宜，确保粮食进 

口量足，以应付国内市场：

5. 限制国内民众囤积食品，避免食品 

供应量不足和粮食涨价的风险升高。

6. 提升粮食供应的物流效率和库存能 

力，降低粮食因变质而需要丢掉的不必要 

浪费。

须提升农业生产技术

针对国际贸易与工业部高级部长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日前表示，马来西亚食品 

进口达到惊人的500亿令吉，导致粮食进

蔡宝强：政 

府短期需优先关 

注食品供应链不 

断，确保粮食充 

足。

出口失衡。蔡宝强认 

同部长观点，我国有 

必要提升农业生产技 

术，来提局国内粮食

蔡宝强说，国内 

粮食生产无法自供自 

足的结构性问题，包 

括

1. 可耕种土地有 

限，大部分的农业地 

已用于种植原棕油和 

橡胶；

2. 受限于可耕种土地不足和大部分

产品种植集中在高原地带如金马伦高原， 

生产量无法满足国内需要；

3. 马来西亚不适宜种植温带农产品

水果，即使可种植的数量也受限和品质不 

佳，而需要依赖进口；

4. 国内农业生产量少、生产技术不

足，员T.成本偏高等，导致成本效益低和 

自产农产品价格偏高，批发商更趋向于进 

口价格更低的食品：

他建议政府可考虑将更多可耕种和未 

发展的土地，用于种植蔬菜和米粮等农作 

物。

“政府可将这些空置的土地提供给农 

民申请，并提供津贴，鼓励国内农民大量 

耕种农作物。相比棕油、橡胶和榴裢等农 

产品，粮食类农作物的收成时间更短，可 

为农民带来更稳定的收人，以及提高国内 

市场的粮食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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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政府将派出雪兰莪精明巴士，协助将从国外回国 

的大马人送往隔离中心。（档案照）

從機場到隔離中心

雪精明巴士載送返馬者
(八打灵再也2日讯）雪州政府 

将派出雪兰莪精明巴士（Bas Smart 

Selangor)，协助联邦政府将从国外回 

国的大马人送往隔离中心，进行14天的 

隔离观察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今日发表文告 

指出，州政府议决协助联邦政府安排特 

别载送服务，透过雪州精明巴士将归国 
的大马人，从吉隆坡国际机场（KLIA) 

载往特定的隔离中心。

他说，州政府将根据需求安排30至 

50辆巴ife投人上述服务，同时也会确保 

巴士上的所有设备都遵守防疫措施，避 

免雪州爆发疫情。

国防部高级部长拿督斯里依斯迈沙 
比利日前宣布，政府议决从4月3日起， 

凡是从国外回国的大马人会立即被送往 

隔离中心，隔离14天。

黄思汉： 

雪政府将根据需 
求安排30至50辆 

巴士载送回国 

国人，并会确保 

遵循防疫措施， 
避免雪州爆发疫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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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州政府重新允许公共巴刹从清晨6时开始营业后，沙 梳邦再也市议会每天早上8时派员到沙登新村巴刹站岗，

登新村巴刹周四逐步有顾客回流，让小贩松一 口气。 管控巴刹人流量。

誤會早上8時營業

沙登新村巴剎人龍200呎
(沙登2日讯）由于前天（周二）雪州政府宣 

布公共巴刹营业时间限定早上8时至下午4时，新政 

策昨日开跑后临时急转弯，又改回之前规定的清晨 
6时至中午12时营业，然而最新消息似乎来不及广泛 

宣传，结果导致沙登新村巴刹今早8时后出现排队人 

潮，长长的人龙一度达200呎！

《大都会》社区报今早前往该巴刹视察，发现 

8时之前巴刹的单一出人口没有几个人排队，各处也 

没有平日人挤人的情景。然而过了 8时以后，人流量 

开始逐渐增加，排队人龙一直往后延伸。

须等20分钟进入巴刹

根据粗略计算，在人潮密集排长龙的高峰期 
中，每人排队轮流进人巴刹买菜的等候时间约20分 

钟，因此许多在早上8时后才来排队的民众虽怨声四 

起，但也无可奈何。.

梳邦再也市议会执法人员也在今早抵达巴刹值 

勤时，n备喷漆罐在路面喷上-条条白色线，以便 

把距离太接近的排队人龙区隔开来，奉行政府颁布 

行动管制令规定的至少1公尺社交距离。

只不过由于今天轮候进人巴刹的人流较多，导 

致间隔1公尺距离的排队人龙进一步“被拉长”，- 

度长达整200叹。

沙登新村管委会主席方年泰表示，州政府规定 

的巴刹营业时间两度更改，令民众难以适应而导致 

巴刹显现排长龙的问题是情有可原的。

他说，为了控制巴刹内的人流量，避免过度拥 

挤，自从实行单…进出路口管控措施以来，当局尽

可能只允许巴刹的顾客人数维持在50名左右。

他透露，基于警方人手不足，新村管委会 
特意找人民社警团员在早上7时开始协助站岗， 

维持巴刹人流秩序，之后才由市议会执法人员接 

手，而警方则只派员巡逻。

另…方面，部分巴刹小贩抱怨州政府“朝 

令夕改”两度更改公共巴刹营业时间，结果昨日 
(周厂）因为限制只允许早上8时才开始营业， 

许多一早就来到巴刹的民众鼓噪无法购物而纷纷 

离开，导致当天的生意额大幅跌了五成。
他们说，规定早上8时才准民众进人巴刹买 

菜的措施完全不合逻辑，庆幸州政府察觉亨态后 

重新允许清晨6时开始营业，否则小贩的生计就 

会大受影响。

方年泰：巴 

刹营业时间两度 

更改导致民众一 

时难以适应D

沙登新村巴刹周四上午突然显现排队人潮，从街头到街尾的人龙 

一度长达200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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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单位。

较早前，安努亚慕沙与 

布城发展机构主席拿督阿米 

鲁丁开会后进行脸书直播， 

他指示吉隆坡市政局、布城 

发展机构加速分发援助金与 

物资的行动，切勿拖延，并 
希望能够在4月10日之前完 

成。

安努亚慕沙星期三下午在脸书直播指出，今年的斋戒月 
市集会否继续举行，将在4月10曰前有定案D

直轄區是否辦齋戒市集

安努亞：10日前定奪
(八打灵再也2日讯）今 

年联邦直辖区的斋戒月市集会 

否继续举行？联邦直辖区部长 

丹斯里安努亚慕沙预计4月10 

日之前将有所决定。

安努亚慕沙表示，该部 

将于明日下午2时30分，与有 

关部门针对斋戒月市集是否进 

行、临时小贩等课题召开会议 

全面商讨，同时也会遵照卫生 

部提供的意见与指南。

他今日下午在个人脸书直 

播中指出，该部将从各个角度 

做出讨论，包括必须顾虑人民 

的安全与健康。

“如果斋戒月期间，疗动 

管制令已结束，我们今年还会 

不会有像以往模式的斋戒月市 

集？答案是不可以。”

安努亚慕沙表示，明日得 

出会议结果之后，该部也将会 

寻求卫生部深人提供意见与指 

示，并希望4月10日之前会宣 

布最终决定。

他呼吁大家在有了结果之 

前，不要道听途说，避免人们 

感到混淆。

隆疫情

全国第二严重

另外，他指出，截至今日 

下午，吉隆坡是继雪州之后， 

全国第二个冠病疫情最严重的 
州区，确诊病例为481宗及7人 

死亡。

他说，联邦直辖区5个热 

点区是班底谷（51宗）、布城 

(21宗），( 17宗）、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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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閻成立特委會

(布城2日讯）内阁 

议决成立特别内阁委员 

会，推行策略性措施以 

保障受冠病疫情冲击的 

大马经济及劳工市场， 

并在国家经济重心及行

动管制令的有效执行之 

间取得平衡。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发表 

文告表示，这个特别内阁委 

员会将由该部高级部长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及国防部高 
级部长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

利共同领导，成员来自经济 

及安全领域。
文告指出，已择定在4 

月3日举行上述内阁特委会 

的首场会议，第二场会议 
则会在4月5日，特委会会在 

4月6日的经济行动理事会 

上，向首相丹斯里慕尤丁汇 

是中小企业的措施，并确保 

有效缓和大马籍劳动力流失 

的问题。”

“委员会的成立也反映 

了政府的快速反应，应对人 

民及大马人提出的问题。” 

贸工部强调，该部将与 

T.商界进行交流，收集他们 上，向首相丹斯里慕尤丁汇 

报其建议。

“委员会关注的其他关 

键焦点包括在行动管制令期 

间维持大马经济引擎，尤其

T.商界进行交流，收集他们 

的意见，以确保委员会将解 

决商界，尤其是中小企业、 

制造业及投资者所面对的特 

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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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 

2日讯）虽然冠状 

病毒病占据新闻版 

面，但国内的骨痛 

热症病例也必须受 

到关注，其中雪兰 

莪州的许多地区被 

视为是热点区。

根据政府的 
iDengue网站，以4 

月2日单日为例， 

189宗骨痛热症病 

例中有105宗是来 

自雪兰莪。

不过，根据 

马新社报道，从去 

年12月29日至今年 

3月28日，国内有 

3万4238宗骨痛热 

症病例，比前-- 
年同期的3万6285 

宗减少了2047宗 

(5.6%) 〇

由卫生部全 

国危机准备及应对 

中心（CPRC )发 

布的2019及2020年 

大马骨痛热症、基 

孔肯雅症及寨卡症

雪仍是蚊症黑區

重視冠病也須關注蚊症
现况报告，今年第 
13周（3月22至28 

日），只有1宗骨 

痛热症死亡病例， 
累计死亡病例达49 

宗，比去年同期59 

宗有所下降。

报告显示，今 

年第13周有1287宗 

骨痛热症病例，比 
前一周减少31%。

尚无治愈方法

根据过去的数 

据，2018年共有8 

力415宗病例和147 

人死亡，而2017 

年有8万3849宗病 

例和177人死亡 

而病例数最高的 
是2015年，有12万 

835例和336宗死亡 

病例。

马来西亚公共 

卫生（PHM )在脸 

书上写道，“目前 

尚无治愈骨痛热症 

的方法，但可以通 

过摆脱黑斑蚊这个 

传播媒介或其繁殖 

地点来预防。”

该组织指出， 

蚊子常见的繁殖地 

点包括水箱、水 

桶、游泳池、水族 

馆和空的（可能会 

积水）容器。废弃 

和闲置的房屋也是 

蚊子的潜在繁殖 

地，并可能感染住 

在这些地方附近的 

人。

引起骨痛热症 
的病毒为DENV， 

并且分为第一至第 

四型，意味着有可 
能被感染斯欠^

近期没寨卡病例

另外，在去 
年12月29日至今年 

3月28日期间，国 

内则没出现寨卡病 

例。

根据大马医药 
研究院（IMR)对 

寨卡进行的监控， 

该研究院共接获 
529份血液样本及9 

分尿液样本，该些 

样本是从筛查出现 

疑似寨卡症状的人 

士所得。

至于基孔肯 
雅症，今年第13周 

出现6宗病例，以 

致从去年12月29日 

至今年3月28日期 

间，共录得389宗 

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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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聚集具高傳播風險

梳邦市會爲巴刹消毒
(八打灵再也2日讯）冠病疫情持 

续扩展，梳邦再也市议会已采取相关防 

疫措施，到人潮聚集的地方，包括梳邦 

再也市议会总部及分行、巴刹、公共厕 

所及巴士站展开清洗和消毒丁作。

巴刹为人群聚集的地方，因此会增 

加冠病的传播风险。为此，梳邦再也市 

议已经在以下公共巴刹展开消毒行动。 

其中包括：SS15巴刹、蒲种14哩公共巴 

刹、斯里沙登公共巴刹、沙登人民公共 

巴刹及沙登公共巴刹。

巴刹消毒的部分也包括常被接触的 

表面如门把手，电灯开关，水槽，人口 

处和厕所区域的把手。

之后，市议会也会对巴士站进行消 

毒，进而到住宅区和学校。

所有的消毒丁作将会依照雪州卫生 

局发布的指导原则，根据规定的比例来 

使用商业漂内液。

如期进行垃圾管理服务

行动管制令期间，梳邦再也市议 

会时时确保达鲁益山垃圾管理有限公 
司（KDEBWM )如期进行垃圾管理服 

务。

同样的，对于其他市议会拥有的物 

、丨k,例如公共巴刹，大厅，美食中心及 

公园，指定的清洁承包商也需要确保定

朗清洁。

公交系统全面消毒

市议会也表示已经发通知给所有在 

梳邦再也市议会的公共交通公司如国家 
基建公司（PRASARANA )及马来亚铁 

道公司（KTM)对旗下的所有公交系统 

进行消毒工作。

市议会也会张贴海报和消毒指南给 

各商家用以对抗冠病的宣导，打破病毒 

传播链

所有常被接触的表面都会进行清 
洗和消毒工作。

人员对公共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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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瑞林發特別撥款

適耕莊巴剎消毒
(适耕庄2日讯）冠状病毒病疫情当前，除了前线人 

员忙着救治病人、维持公共环境卫生和确保食物供应稳 

定，也有热心人士捐赠物资予贫困家庭，发挥爱心和互助 

精神。
行动管制令进人下半场，沙白安南县至今出现4宗冠 

病确诊病例，病患虽已全数送往治疗，各单位仍不敢放松 

警惕，采取积极防疫措施，减少公共空间的病毒传播几 
率。

3首先是适耕庄公共巴刹，获得“适耕庄热血青年团” 

主动请缨，驻守在巴刹出人口以管制人潮，尽量避免过多

雪州议长兼适耕庄区州议员黄瑞林也发出特别拨款， 

指示沙A安南县议会和卫生局为巴刹消毒。

适耕庄巴刹人潮最密集

黄瑞林强调，适耕庄巴刹是行管令期间，区内人潮最 

密集的场所。巴刹售卖蔬菜水果、海鲜肉类和谷类杂货， 

是各家各户基本生活用品的最大供应链，因此更需确保其 

安全。

“我们感谢巴刹小贩在这段期间的配合，包括更改营 

业时间以配合行管令、竭尽所能保证供应稳定，小贩绝对 

是这次疫情的幕后英雄。”

黄瑞林也感谢来自仁嘉隆的余安，热心赞助400只肉 

鸡给适耕庄居民，让许多手停口停的民众，在失去经济来 

源的严峻情况下，仍能享用三餐温饱。

“更让我欣慰的是班本地年轻人成立的适耕庄热 

血青年团，积极动员年轻族群，出钱出力购买基本生活用 

品后，再逐一派送到贫困家庭，也希望各界都能向他们看 

齐和学习〇 ”

鸡
，
准
备
派
发
给
村
民
。

黄
瑞
林

(

左
)

与
沙
白
安
南
县
议
员
黄
亚
详
，
整
理
由
余
安
热
心
赞
助
的

400

只

Page 1 of 1

03 Apr 2020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8
Printed Size: 242.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5,390.00 • Item ID: MY0039248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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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 

和 

不 

(吉隆坡2日讯） 

马来西亚刘氏总会会长 

拿督刘国泉促请政府全 

面取消斋戒月市集，否 

则政府用心良苦及大费 

周章实行的行动管制 

令，将会功亏一篑。

他是针对联邦直辖 

区部长安努亚慕沙指政 

府还没决定是否允许斋 

戒月市集召开，反之雪 

州大臣阿米鲁丁宣布雪 

州已取消今年斋戒月市 

集课题，发表文告

赞同雪州 

以其他方式进行

促 
劉全

置面

S取 g消S齋
萝戒
雇5月

I
刘国泉说，卫生部」

已宣布行动管制令成功 

取得小成绩，全国如今 

正在展开第二阶段管制 

令，若•切顺利管制令有望在4月15日 

过后解除。

“非常赞同雪州政府探讨以其他 

方式进行斋节月用餐方式，比如仅供 

外带或改为网上销售，响应卫生部呼 

吁避免人群聚集活动。”

他强调，前线人员如医疗人员、 

警方等，过去•个月来已经为抑制疫 

情蔓延，费尽心思，精疲力竭，人民 

不能再增加前线人员的工作负担0

“4月24 R是斋戒月开始，5月 

24日是开斋节，人民必须忍耐，让行 

动管制令在4月份顺利推行，让医护 

人员有充足时间把感染人数降到最低 

点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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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51非政府組織
*工人变革中心（WH4C )

*大马职工总会（MTUC )

*清洁成衣运动（CCC )

促將冠病列職業病
•国际建筑工会（BWI )亚太地区

*商标背后劳工联盟（英国）

•孟加拉人权团体Odhikar
(八打灵再也2日讯）国内外51个非政

*马来西亚运输设备及相关行业工人全 
国联合会（NUTEAW )

府组织敦促大马政府，立即将冠状病毒病 *雪兰莪社区自强协会（EMPOWER )

(Covkl-19)列为法定的职业病，以确保所有 *砂拉越木材工业雇员工会（"HEUS )

工人及其家庭得到社会保护。
*大马反对死刑和酷刑组织（MADPET )

*南北倡议（NSI )

保障工人与其家庭权利
*大马半岛南部电子工业工会（KS旧WSSM)

*砂拉越银行雇员工会

这51个非政府组织、团体和工会今天发表 

联合声明指出，只有在政府将冠病列为法定的 

职业病后，那些在此期间感染了冠病的工人，

•大马职工总会砂拉越（MTUC Sarawak )

*马来亚技术服务职工会

*马来西亚半岛木材工会
*马来森林官员职工会

将有权获得社会保障计划和法律赋予的社会保 •雪州发展机构职工会（PKNS Union )

护。

“对于那些因在工作场所感染了冠病而死 

亡的人，也将更容易获得赔偿，而其配偶/子女

*沙巴木材工业雇员工会

•大马空服人员职工会（NUFAM )

*英国女权组织——妇女法律诉讼

*英国女权组织——全球妇女大罢工
/老年父母也将有权获得包括退休金江内的遗属 •马来西亚汽车工业职工联合会

津贴。” *马来西亚之子（SABM )

声明指出，雇主在法律上有责任确保安全 *全国银行业职工联合会

*雪兰莪妇女之友
的工作环境，并且现在还必须确保工作场所免 

受冠病和/或任何其他危险的传染病（尤其是可
*英国单亲妈妈自卫
*缅甸人权捍卫者和促进者协会（HRDP)

能导致死亡或其他永久性残疾的传染病）的伤 *印度孟加拉人权保护论坛（MASUM )

害。 *新加坡人权尊严组织（Mamah )

“那些在行动管制令期间仍然需要提供基 

本服务的工作，他们每天上下班的工作场所都 

有被病毒感染的风险，因此这些T人都需要得

*孟加拉IMA研究基金会

*巴基斯坦法律意识观察（LAW )

*危地马拉家政服务人员与国外加工厂 
工人联合会（Atrahdom )

到保护，而这可以通过将冠病特别分类为职业 *印度反对羁押酷刑和免除惩罚计划（PACTI)

病来实现。”

“现在，连那些负责人力资源的员工也被

*巴基斯坦马维农村发展组织（MRDO)

•马来西亚Onward Consulting
*英国有色妇女全球女性罢工

要求必须返回丁作场所，以安排支付给员丁的 •英国 Payday
每月T.资。” *英国女权组织——妇女反对强奸

声明强调，冠病疫情突出了目前的职业安 

全与卫生法，以及针对丁人的社会保障法的不 

足之处，现在该是纠正这些缺陷的时候了。

声明也指出，在马来西亚，保护本地员丁

*孟加拉国集团荷兰

*国际黑人妇女做家务工资

*英国国际犹太反犹太复国主义网络
*大马菲律宾全国职工会 

(AMMPO-SENTRO)

的1969年雇员社会保障法，比保护外劳的1952 

年劳工赔偿法提供了更好的保护，必须为所有

*欧盟罗兴亚人委员会
(European Rohingya Council )

*可见和不可见残疾妇女组织（Winvisible)
丁人，甚至家庭丁人提供平等的保护。 *意大利清洁成衣运动（Italian CCC )

“目前，人力资源部长可以行使1994年职 

业安全与卫生法令（第5 M法令）第32 ( 2 )条 

所赋予的权力，宣布将冠病列为职业病

“至于其余为确保所有工人获得平等保护 

的法律修正，则还需要先在国会通过。”

*法国标签道德团体
(Collectif Ethique sur 1'etiquette ) 

*马来西亚移民行动网络（NAMM )
*阿尔巴尼亚性别平等发展中心联盟 

•奥地利非政府组织S G dwind 
•缅甸Radanar Ayar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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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I國内 编辑：戴可圻

防長：還未商取消與否

_戒月市集霣之過早
(八打灵再也2日讯）国 

防部高级部长拿督斯里依斯 

迈沙比利指出，内阁特别委 

员会还未正式讨论斋戒月市 

集取消与否，目前还言之过 

早。

他在首相署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说，目前只是吉隆坡市政局 

(DBKL )或联邦直辖区部的建 

议而已，内阁还未有正式讨论，

-切还言之过早D
“我们将会再研究各项建议 

的利弊，并且将会参考卫生部的 

看法，卫生部还未发出取消与否 

的看法^ ”

衛部制定消毒行動S〇P

依
:斯迈沙比利指出，房 

屋及地方政府部将会 

继续消毒工作，除了公共区域， 

也将会挨家挨户进行消毒。

他说，当局接获许多投诉， 

指当局的消毒行动不符合规格， 

卫生部已经制定一套标准作业程

序（SOP ),确保公共场所免于 

受到冠病病毒侵害。

他说，房地部已经鉴定全国 

348个地区进行消毒，周三已经 

在93区消毒，从3月27日开始至 

今总共在252个地区消毒，今日 

会在8州46区消毒。

非政府組織捐物資需登記

至
■于有关经济成长率呈现 

-负成长的预测，依斯迈 

沙比利说，在照顾人民健康与避 

免经济受影响两者之间必须取得 

平衡，因此政府设立特别委员会 

确保两者之间能够取得平衡。

各部门热线供冠病投诉

询及非政府组织派送物资 

给弱势族群•事，他指出，福利 

局已经发出指示，有意派送物资 

的非政府组织必须先与福利局登 

记，以及列明派送的物品，他也 

感谢这些非政府组织。

另•方面，有些人喜欢 

通过自拍、拍视频放在网上如 
YouTube投诉，只要有关冠病的 

投诉，可以向各个县的天灾管理 

委员会（JKPBD)投诉，或者拨 

打各个部门的热线向有关的部门 

投诉。

他说，每个县属都成立了县 
级天灾管理委员会（JKPBD)， 

由各县县长领导。“各个政府部 

门在疫情爆发开始，就公布了各 

部门的热线电话，人民可以拨打 

投诉。”

行管期間控1449人

依
：：斯迈沙比利也 

i说，截至H前 

已有1449人被控上庭， 

如今也有人坐牢长达8个 

月，因为这名罪犯不只是 

违反了行动管制令，还阻 

碍警方执法。

重判8个月 

因有其他罪

“有人被判坐牢长达 

8个月，因为他不只是拒 

绝（配合行动管制令），

还犯了其他罪行，比如反 

抗警方，这被视为阻碍 

执法单位履行他们的职 

务。”

“我希望这样的事不 

会再发生，因为这是自己 

造成的。”

他表示，从行动管制 

令在3月18日启动后，目 

前已有4189人被捕。

“其中丨449人已经被 

控，有的也已经被判刑， 

不只是罚款，也有人需要 

坐牢。”

逮捕人數下降3.6%
&斯迈沙比利说，昨天共有562人因为违反行 

动管制令而被捕，比起前天（3月31日）逮 

捕的583人，显示逮捕人数下降了3.6%。

“这显示人民遵守管制令的表现良好，这也是政 

府所期待的，因为人民已经知道他们须遵守政府指示 

的责任”

“今天是第二阶段行动管制令的第二天，政府要 

对遵守管制令的人民表达感谢：”

尽管如此，他强调警方仍须执行他们的职务，继 

续设路障及检查在路上行驶的车辆。
依斯迈沙比利也汇报说，警方昨日在全国设了687 

个路障，并检查了38万342辆车辆。

执法单位也检查了 3791个商业单位，并发动了 2万 

3256个突击行动。

依斯迈沙比利也说，虽然被扣留的人减少，但是 

警方还是会继续强硬执法，警方从严厉执法变成强硬 

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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