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enularan COVID-19

‘Operasi premis
bawah kuasa MKN’

Kuala Lumpur:Keputusan status
operasi mana-mana premis per-
niagaan, kilang dan sebagainya
ketika tempoh Perintah Kawalan
Pergerakan (PKP) ketika ini ada-
lah terletak di bawah bidang kua-
sa Majlis Keselamatan Negara
(MKN).
Menteri Kanan (Keselamatan),

Datuk Seri Ismail Sabri Yaakob,
berkata MKN mempunyai kuasa
mutlak berbuat demikian dengan
mengambil kira keadaan semasa
negara yang kini berhadapan pe-
nularan COVID-19.
“Kalau hari biasa PBT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boleh meng-
gunakan kuasa mereka untuk
membenarkan atau tidak sesuatu
industri ataupun premis pernia-
gaan dibuka, termasuk bengkel
dan sebagainya.

“Tetapi ini bukan hari biasa,
jadi waktu (PKP) ini MKN yang
boleh mengeluarkan arahan dan
SOP (Prosedur Operasi Stan-
dard),” katanya kepada media se-
lepas mesyuarat khas Kabinet di
Putrajaya, semalam.
Sehubungan itu, Ismail Sabri

yang juga Menteri Pertahanan
berharap supaya semua keputu-
sanmembabitkannegeriataudae-
rah mesti diselaraskan dengan
Kerajaan Persekutuan.
Jika perkara sedemikian di-

selaraskan, katanya sokongan
dan bantuan daripada Keraja-
an Persekutuan lebih lancar.
Sebelum ini Selangor membe-

narkan pusat servis kenderaan
dan kedai alat ganti beroperasi
mulai jam 9 pagi sehingga 4 pe-
tang setiap hari, bagi tujuan ke-
cemasan sepanjang fasa kedua
PKP bermula 1 April.
Kerajaan Sabah pula membe-

narkan kedai tayar serta bengkel
beroperasi antara jam 8 pagi hing-
ga 2 petang setiap Isnin, Rabu dan
Jumaat sahaja.
Sementara itu, kerajaan akan

menetapkan prosedur operasi

standard (SOP) baharu bagi ka-
wasan yang bakal menjalani Pe-
rintah Kawalan Pergerakan Di-
perketatkan (PKPD).
Ismail Sabri berkata, SOP ba-

haru itu diteliti KKM supaya pe-
laksanaan PKPD lebih berfokus.
Beliau berkata, kawasan yang

selepas ini akan dikenakan PKPD
kelak tidak membabitkan radius
‘berkurung’ terlalu luas.
“KKM sebenarnya meneliti be-

berapa kawasan akan dikenakan
PKPD, tetapi mereka masih
membuat penilaian secara ter-
perinci.
“Adalah penting untuk kita le-

bih berfokus. Tidak mahu ambil
radius terlalu luas. Mungkin satu
kampung terdapat kes positif, te-
tapi kawasan ditutup luas sehing-
ga lima hingga enam kilometer
(km) radiusnya.
“Kalau di Lembah Pantai, tem-

patnya berdensiti tinggi. Kita
akan lihat bagaimana, tempatma-
na dan sebagainya perlu dibuat
lockdown. KKM akan keluarkan
SOP baharu mengenai kawasan
akan lockdown secara sepenuh-
nya,” katanya.

Semua PBT perlu
ikut arahan
ditetapkan ketika
tempoh PKP

Kuala Lumpur:MesyuaratKabinet dipengerusikanPerdanaMen-
teri, Tan SriMuhyiddinYassin semalam,membatalkankebenaran
operasi kilang minuman keras sepanjang Perintah Kawalan Per-
gerakan (PKP).
Menteri Kanan (Keselamatan), Datuk Seri Ismail Sabri Yaakob,

berkata Kementerian Perdagangan Antarabangsa dan Industri
(MITI) akan mengeluarkan surat pembatalan operasi sepanjang
PKP kepada kilang berkenaan serta-merta.
“Hari ini (semalam), pada Mesyuarat Khas Kabinet, kita mem-

buat keputusan, kelulusan diberikan itu terbatal atau dibatalkan.
Sehubungan itu, Kementerian Perdagangan Antarabangsa dan
Industri akan mengeluarkan surat pembatalan kepada kilang itu
dengan serta-merta,” katanya pada sidang media, semalam.

Operasi kilang arak dibatal

Ismail Sabri pada sidangmedia selepasmesyuarat khasKabinet di Putrajaya,
semalam. (Foto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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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KUALA LUMPUR T 

Councillors who go the extra mile 

Seeing so many people sitt ing 
in the compound of the Saiak 
Tinggi Health Clinic in Sepang 
prompted Hazimun to set up 
tents and chairs for people to 
wait in comfort (below). 

They complement authorities' efforts with own initiatives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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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J enforcement officers sealing off a playground at Pangsapuri Sri 
Impian in Ukay Perdana after it was reported by residents that children 
were still congregating there. 

By GRACE CHEN, SHALINI 
RAVINDRAN and VIJENTHI NAIR 
metro@thestar.com.my 

WITH government resources 
stretched thin dealing with the 
Covid-19 pandemic, local council-
lors are stepping up to help com-
munities in their respective areas. 

From distributing personal 
hygiene items to much-needed 
food aid, relaying correct 
information and becoming the 
authorities' eyes and ears, they 
are playing their part in helping 
residents cope during the 
movement control order (MCO). 

Balakong Jaya councillor Billy 
Sun was doing his bit by distribut-
ing bottles of hand sanitiser. 

"It may not be much for those 
who can afford it but 50% of the 
population in my constituency are 
from the B40 category, another 
30% are foreign workers. 

"Hand sanitisers are considered 
luxury items. People would rather 
buy food than spend money on 
them here," said Sun. 

He distributed the hand sanitis-
ers single-handedly at flats, super-
markets, restaurants, petrol sta-
tions and wet markets in Taming 
Jaya, Selesa Jaya, Balakong Jaya 
and Desa Serdang in Kajang. 

Sun spent RM4,000 of his own 
money to buy 1,000 hand sanitiser 
bottles from a local manufacturer. 

He also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raise awareness on the 
importance of hygiene and staying 
indoors during Covid-19. 

"I didn't go door to door but 
gave the hand sanitisers to people 
running errands like buying gro-
ceries at these places," he said. 

Sun managed to give away 800 
bottles and will donate the rest 
to frontline workers at the local 
clinic, police station and rubbish 
collectors. 

In Sepang, Labu councillor 
Hazimun Rahman enlisted the 
help of Amal Relief Malaysia (Arif) 
Sepang and Sepang Municipal 
Council (MPSepang) to set up two 
tents and 50 chairs outside the 
Salak Tinggi Health Clinic after 
receiving complaints that it was 
overcrowded. 

"There were 70 patients there at 
one time. They had nowhere to 
wait. Some were sitting by the 
road," said Hazimun. 

Together with Arif and 

MPSepang, Hazimun set up tents 
and chairs so patients could wait 
for their turn to see the doctor. 
The chairs and tents will be placed 
outside the clinic for a month. 

Forty clinic employees were 
also given coffee, buns and choco-
lates. 

Meanwhile, Arif which is 
Amanah's charity initiative but 
run as an independent volunteer 
organisation, has distributed 
RM3,000 worth of foodstuff to 50 
recipients comprising roadside 
hawkers, e-hailing drivers, the 
elderly and single mothers. 

Areas of coverage include 
Jenderam, Bandar Baru Salak 
Tinggi, Kampung Giching, 
Kampung Labu Lanjut, Kampung 
Tanjung Mas, Kampung Ulu 
Chuchoh and Bagan Lalang. 

Relaying right info 
In Ampang, Bukit Antarabangsa 
councillor Suzana Saharudin and 
her team ensure residents receive 
up-to-date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restriction order. 

"For example, we coordinate 
with the local hypermarket in the 
area to inform residents about 
any changes in their operating 
methods. 

"This is so people can plan 
when they need to go out to buy 
essentials. 

"We also liaise with the opera-

tors to provide feedback from 
residents such as concerns over 
the number of people allowed in 
and cleanliness," she said. 

Suzana added that they were 
also helping to coordinate with 
Amp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AJ) and the police by passing 
on any information about those 
not adhering to the order. 

"In the first few days of the 
MCO we still had people going to 
the park to play and exercise. We 
called MPAJ and the entrances 
were sealed off," she said. 

Meanwhile, Teratai councillor 
King Chua keeps residents 
informed of any new announce-
ments through social media. 

"When the restriction order was 
first announced, there was a lot of 
confusion. 

"We realised that our main task 
was to ensure that correct infor-
mation was shared. 

"So we started posting a 
condensed version of the 
announcements on Facebook and 
also disseminated them through 
residents' chat groups. 

"I started holding Facebook Live 
sessions so residents could ask 
questions," he said, adding that 
live streaming was growing in 
popularity. 

Chua noted that the ques-
tion-and-answer sessions were 
well-received and he was now 
doing them at least once a day. 

Suzana helped relay information from residents leading to MPAJ sealing 
o f f a park in Bukit Antarabang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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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登6日讯）为了 

避免新冠肺炎（2019 

新型冠状病毒疾病） 

疫情扩散，梳邦再也 
市议会陆续前往雪州高密度住宅区展开 

消毒行动，包括沙登卫星市人民组屋。

梳邦再也市议会日前透过面子书专页 

发文指出，由消防局、市议会、阿南弗 

拉、志愿警卫队及志愿消防队组成的消 
毒队伍，是於3月31日，在其管辖范围 

内，即沙登卫星市人民组屋展开消毒行 

动。

“这项行动是针对雪州的红区，即高 

密度地区所展开的，而这也是除了行动 

管制令外，另一项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 

防疫措施。”

■消毒人员身穿防护衣与防护罩，前往雪州高密集的住宅区 
展开消毒工作，避免新冠肺炎疫情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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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4行業每週開店2天

營業日沒維一
im林里慧

(吉隆坡6日訊）配合国家安全理事 

会指示，雪州各地方政府允许农业肥料 

与农药行、五金店、动物飼料店和汽车 

零件店，每周营业2天，惟因为没有统一 

指南，一些地方议会每周一和周四营业， 

一些则是周二和周五。

随著国家安全理事会昨日貪布新指示，指雪州 
各地方政府也在最短时间内配合发出新的通告。

根据《中国报》了解，大部分地方政府，包括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梳邦再也市政厅、士拉央市议 

会、安邦再也市议会、瓜拉冷岳市议会等已经发出 
通告，允许上述业者可以在每逢周一和周四营业，

时间是早上8时至下午4时。

然而，掌管地方政府事务的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接受《中 
国报》电访时坦言，因为有关指示不明确，包括是哪一种的 
五金店可以营业？还有一周内可以营业的两天是哪两天？继 
而引起混淆，也造成一些地方政府的营业的曰子不统一0

再做進一步商討

和“很多是周一和周四，但沙白安南县议会则是每逢周 
周五。”

他说，昨日他已和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针对此事做 
出商讨，今曰交由雪州经济策划单位（UPEN)与所有的地方 

政府开会再做进一步的商讨。
此外，有的地方政府如士拉央市议会也有限制店里只允许 

5人在内，但有的则没有特别限制，呼吁业者视店的规模大 
小放行在店的人数，必须确保保持社交距离。

Mil • 丨■WM 两，MM

NOTIS PEMBERITAHUAN
ARAHAN f>ffR1NTAH KAWA4JIN PVACIAAKAN PABA KIDUA I 
2020 SC41KNCCA W APWI. *020 NOTIS MCNJALANKAM 

SELARAS ARAHAN MAJLIS HESeLAHATAH NEOI

商民受促遵守防疫措施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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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鼓励商家和购物者遵守防疫措施！
受访市议员指出，地方政府没有执法 

权，即一旦发现商家没有遵守行动管制令，也 
无法开罚单，只能交给警察和卫生部执法。

他们说，市议会所扮演的角色， 
是监督和给予劝告。

“我们鼓励商家和购物者必须戴 
上口罩，商家提供搓手液让购物者使用，保持1 
公尺的社交距离，商家也必须限制店里顾客的 
人数。”

^4* if rH#^jnjjisi I 沒限制店内人數 市議會已發通告

MAD TEMPOH OPFRASl PEPN AGAAN

^4* if rH#^jnjjisi I

r^rrcl
fHMJUALAM 户 C 陳HMLAM PCHJU 轟 L4

■JUA/AACUH MAKAMAM HAIWAN MAAOWAII

‘ ^ ―71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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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邦再也市议员谢有坚

.们允许农业肥料与农药行、五金 
|店、动物饲料店和汽车零件店可在 

每周一和每周四营业，时间是早上8时至 
下午4时。

但我们没有限制在店内的人数，这个 
视店的规模大小而定，鼓励商家确保顾 
客可以保持一公尺距离。

I Qn_ _丨■丨丨ii，ii__>»* 4

■大部分地方政府已发出通告，允许有关业者 
在每逢周一和周四营业。

營業至下午40寺
们遵守国家安全理事会的指示， 

m允许农业肥料与农药行、五金 
店、动物饲料店和汽车零件店可以每 
周营业两天，即周一和周四，早上8时

♦安邦再也市议员蔡耀宗

■p^议会已发出通告，通知在管辖范 
1 J围，农业肥料与农药行、五金 

店、动物饲料店和汽车零件店可在周 
一和周四，早上8时至下午4时。

市议会也提醒商家民众遵守指示。

♦八打灵再也市议员王友泰

至下午4时。

我们已发出了通告，促请商家和民 
众遵守。

I I3NIN DAN KH4M15 
FFTANG

Dn〇 kuuAn ■#r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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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6日讯）从4 

月1日起，雪州水供管理 

有限公司的用户可通过 
whatsApp获得水费单。

雪州水供管理有限公 
司从2018年1月开始，已 

推出网上服务或电子账 
单（e-Bil)，只需要通 

过电邮或者手机应用程 

式，既可让用户以更快 

速和简易的方式查询水 

费。

°如今，该公司还扩大 

了电子账单的便利，包 
括从4月1日起，即可通 

过WhatsApp获得水费 

单。

°任何详情，请查 
询 1 5 3 0 0 或 w w w • 

airselangor.com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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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期依之前使用量估算
P动管制期期间，雪州水供管 

1」理公司已停止派出水表抄写 

员沿户抄写水表，所有水费将根据 

之前的水费使用量，及以{_古算方式
(bacaan anggaran )计算〇

电访时说，在管制令於3月18曰 

开始执行后，该公司已停止柜台服 

务和一些外勤工作，除了涉及紧急 

事故的事。

他说，该公司的水表抄写员工作 

也暂停，暂时不会有抄写员再逐户 

抄与水表。

他说，该公司在第一阶段管制令 

执行时已开始上述政策，当政府宣 

布第二阶段管制令执行后，他们也 

根据管制令再延长停派抄写员的政 

策。

他指出，该公司主要是根据用户

们上个月用水量，估算下一个月用 

水量。

他重申，即使公司是使用估算方 

式，但因是参考该用户最近一个月 

水费和用水量为计算，因此不会和 

平常水费出现相当大差距，因为用 

户们每个月的用水量和水费一般都 

不会出现太大的差距。

他说，随著管制令的执行，也基 

於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该 

公司是於上个月开始基於疫情和安 

全考量，而停止部分外勤人员的工 

作，包括缴费柜台、抄写水表员 
等。

“还不确定何时会恢复抄写员的 

工作，要看接下来疫情的情况，及 

政府最新宣布而定。”

阿都哈林说，水供也是重要措

■因新冠肺炎疫情的侵袭，将不会有水表抄写员沿 

户的阅读和抄写水表。（档案照）

施，因此该公司无法停止的工作，包括维修水管破 

所有工作，涉及到水供、裂等仍需要如常的进行。 

水管、泵水房至滤水站等

1和2.0时，并没有提出水费福利援肋或折 

扣优惠给不在B40群体的用户。

消息说，在疫情期间，州政府将会在其 

他方面提供援肋给雪州子民，但暂时并没 
有概括水费援助给非B40群体的用户。

“截至目前为止，州政府暂时是没有提 

出水费折扣优惠的指示，如果不是在受惠 
的B40群体之中，有关用户在这段期间还 

是需要缴付水费。”

消息说，雪州政府将於近日再进行第二 

阶段的登记活动，让在一些没有被列入第 

一阶段受惠单位的用户们可以再度的进行 

登记，以便能在达鲁益山水供福利计划中 

享有免费水供的福利。

郭貞

(吉隆坡6日讯）“达鲁益山水 

供福利”计划（Skim Air Darul 

Ehsan)已於3月1日开始执行，不在 

B40群组的用户，必须要开始繳付 

水费。
雪州政府是於3月开始推行达鲁出益水 

供福利计划，在免费水供计划上进行调 
整，只有B40群组的用户，即是薪金少 
过於4000令吉的家庭继续享有免费水供计 

划。

雪實行新水供福利計劃

邮40群 ■阿都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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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强补充，他是在上周五接 

M获消息，证实希拉马斯住宅 
区出现4宗确诊病例，因此消防 

局、卫生局和市议会便根据程序， 

在当地展开大规模且全面的消毒行 

动。

“一般上，如一些地区发生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卫生部第一时间通 

知县市议会主席或市长后，再由後 

者指示市议会与消防局协调，而在 

消毒行动中，市议会仅扮演辅助的 

角色，包括调动执法组和环境卫生 

组人员，提供人力，并将水槽车改 

装为水雾喷射机，以协助展开消毒 

行动。”
他提及，士拉央区4个热点的消 

毒行动，皆有负责管辖的市议员在 

现场驻守，充作居民与消毒队伍的 

沟通桥梁，市议会也将承担消毒队 

伍的早餐与午餐的膳食经费。

(双溪毛糯6日訊）希 

拉马斯（Sierramas)住 

宅区出现4宗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卫生部、消拯 

局与士拉央市议会严阵以 

待，不仅率队前往事发的 

住宅区展开消毒行动，更 

护大范围至全鹅唛县共8 

座巴刹，以便控制疫情蔓 

延。
^鲁養兰莪消防局主任三苏 

指出，根据卫生部，若一个地 

区发生超过4宗以上的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将被列为疫情 

“热点”，必须由消防局、卫 

生部和县市议会联合展开消毒 

行动，避免疫情扩散。

鶸獅_炎
希“目前，鹅唛县共有5个热i义员黄伟强。

点，包括已在早前进行消毒的 
万挠17英哩、士拉央新镇第二 

区与根登再也及希拉马斯，第 

五个热点则在万挠公主城，将 

於明曰展开消毒行动。”

出動高壓水霧噴射機

“此外，我们也将扩大消毒 

行动的范围，包括鹅唛县隶 
属士拉央市议会管辖的8座巴 

刹，都会在4月14日之前展开 

消毒工作，为了避免人群聚 

集，消毒行动队会在巴刹结束 
营业后，才会展开行动。” 

他今日率领消防员，在希拉 

马斯住宅区进行消毒行动时， 

这麽指出；出席者有士拉央市

他提及，希拉马斯占地175 
英亩，约有530间高端住宅， 
当中共有90°。的住户为华裔； 

他强调，消毒范围主要是人们 
经常触碰的地方，如住家车 
库、入口处、儿童游乐设施、 
巴士站及俱乐部，但不包括道 
路。
k项消毒行动共有55名消防 

员、志愿消防员，以及约20名 
市议会执法员参与，消毒人员 
按照标准作业程序，身穿防 
护衣再分批到各个范围进行消

〇

^了采用人手操作的喷雾器 
消毒外，市议会也出动一辆高 

压水雾喷射机，以便在住宅范 
围内彻底进行消毒工作。

U6570

黃
偉
強
■
■

依
程
序
展
開
消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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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6日讯）

莎阿南市政厅今曰 
也与各造联手，在6 

个区的公共区域进 

行全面消毒！

莎阿南市政厅公 
关小组主任沙林发 

文告指出，市政厅 

严阵看到新冠肺炎 

疫情问题，此次特 
别圈定6区公共大巴 

刹及周边地区，$□
3、4、T和8区进行 

消毒。

“为防止疫情扩 

山，此次消毒工作 

主要集中在公共场 

所，比如行人道、

住宅区道路、公共 

设施等。”

以副市长旲哈 

末罗斯兰为首的 
消毒团队，获122 

名成员来自阿南

弗拉、固体废料及公共清洁管理机构 
(SWCorp)、消拯局、警方、自愿警卫 

队、八打灵县卫生局及市政厅环境卫生 

小组、执照小组及执法小组参与，行动 

共动用了 1T辆水槽车。

沙林指出，消毒工作按卫生部指南进 

行，同时与相关部门进行两次会议，确 

保消毒工作凑效。
“除了上述地区，市政厅也定於4月T 

曰，在16区大巴刹及周边地区消毒、8 

曰在25区大巴刹及周边地区、9日在双 

溪毛糯新区一带，以及10日在梳邦新村 

大巴刹及周边地区。”

, ：.今:碑域寒

■公共场所设备都是消毒目标。

■当局共动用了 17辆水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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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6日讯）4〇岁 
印裔商人违反行动管 
制令并反方向驾驶，
被带回警局时还朝警 
员比中指和口出恶 
嘗，甚至拒捕企图逃 
走，他今日被在4罪名 
下，被控上槟城推事 
庭时不认罪，获准以1 
万2000令吉保释。

被告马迪亚拉甘被 
控在本月3日凌晨12时 

许，从海墘住家骑摩 
哆到敦林苍佑医生大 
道一带，因鲁莽驾驶 
甚至反方向驾驶，被 
警方逮捕后，押到百 
大年路警局。

被告当时在警亭处 
朝警员吉尔逊穆迪比中指和骂 
粗话，还拒捕企图逃走。

被告面对4项控状，包括触犯 

1明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2 (1) 
条文（鲁莽驾驶）、2〇2〇年 
预防及控制传染病第3 (1)条 
例、刑事法典第509条文（侮辱 

他人贞洁）及第I86条文（妨碍

■马迪亚拉甘被控4 
项罪名不认罪，案展 
6月16日过堂。

公务员执法）。
推事谢慧婷（译音）允许被 

告在4项控状下，以1万2000令 
吉及1名担保人保释，案展6月 
16曰过堂。

此案主控官为莫哈末沙菲益 
副检察司，被告代表律师为普 
文奈斯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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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万捐彭冠病基金

另外，林木生集团基 
金会也捐赠2万令吉，作为 

彭亨州冠状病毒病抗疫基 

金，以支持彭亨州政府发 

起的…项特殊筹款计划 

同时，该基金会也捐献9000令吉给霹雳 

州灾难及社区援助基金，帮助受行动管 

制令影响的贫困者。

林木生集团基金会信托人丹斯里林 

福山表示，在这场疫情危机中，林木生 

集团致力于协助抗疫，并希望每个人都

林木生集团基金会总经理阿玛阿都阿兹（右）移 

交捐款给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

能严格遵从政府策定的方针和行动管制 

令。他衷心希望每个人都能好好照顾自 

己、家人和朋友，以及将在未来几周面 

对艰难时期的医护人员。

欲了解更多信息，或参与协助抗疫行 
列，可电邮contaf；t@lbsfoum_lationxom.my〇

(吉隆坡6日讯）林木 

生集团基金会捐献5万令吉 

予雪兰莪冠状病毒病特别 

援助基金，以遏制疫情蔓 

延，同时应对雪州当前疫 

情造成的经济挑战。

所捐献的资金将用 

于购买物资和基本治疗需 

求，如供前线人员的个 

人保护设备、手套和口罩 

等。此外，该基金会同时 

向瓜雪甘榜关丹萤火虫保 

护区船业提供经济援助:、

林木生基金會

5萬雪冠病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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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6日讯）雪 

州各地方政府发布在第二阶 

段行动管制令期间特定行业 
的营_、丨丨/时间，并已从4月1日 

开始生效，各地区业者受促 

留意。

沙亚南市政厅、八打灵 

再也市政厅、梳邦再也市议 

会、加影市议会、士拉央市

曲
辰 *=1^

I各

店
-j-

5宫
议会、瓜冷市议会、安邦再 金被I

店栗

時
W BB

飼卣
I
料不

也市议会、瓜雪县议会允许 

辖区内的农药与肥料店、五 

金店、动物饲料店，于每周 
-和四从上午8时营业至下午 

4时，-周只限2天6

另外，巴生市议会及 

乌雪县议会的营业时间是每 
周一和四的上午9时至下午4

时；沙白县议会的营业时间 ______

则有别于其他地方政府，时 
间是每周二和五的上午9时至 

下午4时。

各地方政府促请业者遵守行管令期间规 

定的营业时间，店内人流保持1公尺的社交 

距离，同时必须戴口罩及使用消毒搓手液。

欲知更多详情，可联络沙亚南市政厅 

(03-5522 2702/2800/2821/2820 )、安邦再

店

也市议会（1800-22-8100 )、加影市议会 

(1-800-88-6755 )、士拉央市议会（03- 

6138 9898/1-800-222-677 )、瓜冷市议会 

(03-3187 2825 )、瓜雪县议会（03-3289 

3939 )、乌雪县议会（03-6064 1655 )查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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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謝仲洋攝影►高建業

(巴生6日讯）巴生中路大巴刹全面消 

毒是为了防疫使然，市民受促勿发挥“高 

度想象力”多加揣测。

大巴刹今日停业-天，以让路给巴生市议会 
从上午卯寸至下午4时，为A座食档、B座门市和C 

座批发公市的楼上楼下范围进行全面消毒T作， 

不料却有网民在社媒上质疑当局这么做目的，并 

形容消毒在当前显得很“敏感”。

中路大巴剎沒確診病例

消毒爲防疫I
市房勿憶

厭
玉
梅

■
■

公
共

II
圍
做
足
殺
菌
措
施

A责中路大巴刹的巴生市议员严玉梅今日受 

询时，透过《大都会》社区报指出，巴刹 

和巴士亭属公共范围，市议会都对这2个场所进行消 

毒工作以预防疫情，其中大巴刹还进行2次消毒，且 

全国各地各场所都在进行消毒，所以民众无需过于 

联想。

她强调，现阶段大巴刹没有出现任何确诊或 

疑似冠病疫情，消毒是为了做足公共范围的杀菌措 

施，市议会已经很努力做足一切，希望能维护市民 

健康和让大家安心。

行管期盼多呆在家
“我们很努力在做好预防和消毒杀菌工作，希 

望疫情能控制下来。促请大家在行管令期间多呆在 

家多加配合，不要去有太多的揣测，更不要有太多 

的想象力。”

'当记°者询及下周一及往后的每周，会否也规定 

大巴刹需停业…天以定期全面消毒，严玉梅表示， 

她在向在场的巴生市议会副主席兼秘书艾丽雅了解 

后，获悉市议会有将消毒工作纳人活动表，但不确 

定会否•定会定期落实，得视到时情况而定。
配合今日的全面消毒，市议会于昨日下午2时， 

先动用5台高压喷水机（Jetter)彻底清洗巴刹地板和 

墙壁等，包括本身环境服务组的2台、公园休闲组2 

台和达鲁益山集团（KDEB) 1台，市议会卫生组主 

任阿兹米也在场督查消毒工作。

T消毒人员朝巴刹摊档喷洒消 
毒水，以预防疫情。

—巴生新城区两所公寓于周一 
(6曰）进行清洁工作，以备接下 

来进行消毒。

業者盼提前4天通知

针;

市议会巴刹管理主任苏克里（左一）、阿兹 

米（右一起）和严玉梅监督整个消毒过程。

严玉梅（中）亲自用水管清洗组屋地面

.对大巴刹于今天停业进行全面消 

毒•事，业者称最快在上周五傍 

晚才接获讯息、周六接获正式通告显得有 
些仓促，要求市议会能提前4天通知。严玉 

梅对此表示.目前处于行管令阶段，既然 

业者表达心声，市议会尽量配合，但万-- 

有突发状况需紧急消毒，也是不得已之 

处。
“我会建议市议会以后先用WhatsApp 

讯息通知，正式公函可迟点出:”

她促请业者也应处于随时候命的状 

态，以变通应付当局的要求和规定，盼业 

者多加配合和谅解《

她透露，负责今日消毒丁作的市议 

会阵容有巴刹管理组、执法组和卫生组人 

员。

巴生2组屋消毒

严玉梅披露，市议会今日也对巴生新 

城区的玛花千百家组屋（Pangsapuri Mawar 

Cempaka )和达 1113亚组屋（Pangsapuri 

Dahlia)进行清洗与消毒丁作，以便在这…

两天进行消毒。这两所组屋各有2栋共613 

户和1栋156户单位。

“参与单位有市议会环境服务组18 

人，当中8人操作高压喷水机及市议会管理 

组屋的建筑委员会（COB ) 3人。”

她指出，市议会为巴生区的组屋进行 

清洗与消毒工作，是因这些地方属于高密 

度和高人流的住宅区，同样是基于防疫的 

出发点。
根据市议会时间表，从上周五（3日） 

起，平均一周3天对市内两所组屋进行清洁 

和消毒工作，上周五完成的有班达马兰组 

屋和大红花组屋c

未计划到住区消毒
询及会否到花园住区进行清洁和消毒 

时，严玉梅表示尚无计划，但市议会有意 

在近期内，要求消拯局出动消防车到巴生 

市区，朝店面喷射消毒水进行消毒。

她说，目前消拯员有协助市议会对-- 

些场所进行喷洒消毒药水的杀菌T作。

她透露，市议会对旗下的市议会广场 
(Plaza MPK )进行2次消毒，在里头营业的 

迈丁超市也全力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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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行管令更嚴

前路障地点已累计至94个，并将更加严厉执行行动管 

制令，确保民众乖乖待在家a
雪州警察廉正与标准执行组主任莫哈末依斯迈助理总监 

指出，在第一阶段行动管制令的首5天（3月14至18日），雪州 

警方仅逮捕3名违反行管令的人士，因为当时警方是以劝告为 

主；而第二阶段行动管制令（4月1日至昨天），由于警方采取 

更加严厉的行动，则有513人因没有合理的外出理由时被捕。

他说，警方会全天候在上述94个路障执勤，同时有34个道 

路被封锁，确保民众不会随意出门。

莫哈末依斯迈于今午代表雪州总警长拿督诺阿占召开新闻 

发布会时，如是指出。

他说，为确保民众在第二阶段行动管制令期间乖乖待在 

家，警方会在高级住宅区、组屋及花园住宅区增加突击检查； 
警方迄今已展开3124次突击检查。

以及刑事法典第186 (妨碍公务员执行 

任务）条文下被提控。”

他补充，在第二阶段被捕的人士 

大多数是年轻人，有的人因在外跑步及 

群聚而被捕；部分被捕人士则涉及抢劫 

案、毒品、破门行窃等罪案，因此让警 

方也侦破了不少罪案。.

莫哈末依斯迈 

说，警方在雪州地 
区增加42个路障， 

以确保民众乖乖待 

在家。

1205海外大馬人返國

5人出現症狀送醫

莫；

逮捕1225违令者

‘哈末依斯迈指出，截止昨天，-共1205名大马人乘 

&搭12架专机从海外回国，当中5人因出现冠病症状而 

被送往双溪毛犓医院。
“他们分别从伦敦、香港、曼谷等国家返国；当中903人 

的冠病检测结果是阴性。”

他指出，雪州警方至今接获859宗 

有关行动管制令的投报，并已开了596个 

档案调查；截至昨天逮捕了 1225名违反 

行管令者，分别是1154名男子及71名女 

子。

他也披露，在雪州目前有6名警官及37名低阶警员接受居 

家隔离。

另-方面，针对沙亚南•名市议员在行动管制令期间，相 

约一群人到沙亚南市政厅管辖区内的礼堂打羽球一案，他说， 

警方已完成调查报告，预料会将被捕的市议员控上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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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国际狮子会会长林威德（右一）与财政陈友胜 

(左一），在李仁英（左三）的安排下，把3200个三层医 
疗口罩与300个防护面罩赠送给加影政府医院D

加影獅子會“口罩爲您”計劃

口罩及面罩送前線
(加影6日讯）为了帮助国家抗疫与减少前线人员的感 

染几率，加影国际狮子会最近开启了“口罩为您”计划。他 

们在7天里，由狮子会会员、家人、朋友筹到了5200片>.层医 

疗口罩，手工制作了 300个防护面罩，并把这些筹到的医疗防 

护用品交到了前线人员手中。

加影国际狮子会在会长林威德与财政陈友胜的带领下， 
与加影市议员李仁英一起把3200个:一1层医疗口罩与300个防护 

面罩赠送给加影政府医院。接下来也分别把1000个三层医疗 

口罩赠送给加影县警局总部，1000个三层医疗口罩赠送给加 

影市议会^：

加影国际狮子会这一次的活动可以成功完成，有赖会员 

与善心人士的捐助，也希望可以抛砖引玉，让更多社会人士 

参与和协助前线人员得到应有的防护配备。

謝悅良兄弟捐物資給500戶家庭
白县浅顶闻人拿督谢悦良兄弟在行动管制令期间 
不忘行善，特别派发白米、A糖各500包及2200公 

斤鲜鱼给浅顶区5个渔村及双武隆区，让500户家庭受惠；沙 

白县警区也获捐内米和内糖各300包，SAS椰青团队有限公 

司也捐献3000个香椰。

谢悦良在兄弟谢良益、谢悦昌、SAS椰青有限公司老板 

谢家护、生产部经理谢知皓、志愿人士蔡扬敬及员工陪同 

下，-连10天到浅顶区及沙白县警区总部派发济品。

另外，沙白县警区总部的物资由警区主任阿古士沙林 

警监代表接领，陪同者有该警区副主任林子勤副警监及适耕 

庄警局局长易人春助理警监。

图为谢悦严i (左起）、谢悦良、谢良益及谢家护派发 
济品给浅顶5渔村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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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珠认为，如果 

汽车装饰店能够复业， 

意味着各行各业都可以 

复业，但运疫情波及 

到更多人，令确诊人数 
节节攀升，说不定行管 

令会一直延长下去，这 

些严重后果让整个社会 

和国家承担不起。

她促请业者和各 

方，此时应合作留在家 

里力抗疫情，最重要是 

保护好自己及家人。

根据雪州政府配合 

联邦政府的行管令，州 

内修车厂和汽车零件店 

的营业时间，原是每日 
上午卯寸至下午4时。

不过，国家安全理 

事会最新政策，却限定 

汽车零件店只能每周营 

业两天，雪州各县市议 

会随即都把营业天数定 

在星期一和四。

林美珠：非必需品

汽車裝飾店不能營業
(巴生6日讯）马来 

西亚汽车配件业商会会 

长林美珠提醒会员与业 

者，尽管政府实行汽车 

零件店在行管令期间每 

周可营业两天的措施， 

但汽车装饰店和汽车隔 

热膜都属于非必需品， 

因此该会继续秉持防疫 

至上的安全原则，全力 

配合政府的行管令。

她今日接受星洲 

R报访问时指出，许多 

人把汽车配件和与汽车 

零件混在一起，但即使 

零件店获准每周营业两 

天，业者也应和买家进 

行预约、或了解车子维

修必须用到的零件

她强调，当前仍 

处于疫情肆虐的非常时 

期，各行各业都面对重 

大冲击而影响收人，但 

这不能作为业者要求营 

业的借口。

“很多会员•直想 

公会争取让汽车装饰店 

和汽车隔热膜店复业， 

本会在这期间都有和贸 

工部保持联系，部门多 

次回应这两样是非必需 

品，所以不能营业。”

“本会呼吁会员和 

全马各地的汽车配件业 

者遵守行管令政策，不 

要私自开门营业。”

陳聞驄：汽車零件店雖准營業

生意差開店更擔心
77,来西亚汽车配件业商会副总 
1秘书陈闻璁透露，有从事汽 

车零件的批发商向商会反映，行管令 
期间，汽车零件店的门市生意门可罗 

雀，而且开店还要担心受疫情波及和 

被打劫。

因此他奉劝会员，就算获允许营 
业的汽车零件店和修车厂业者，在这 

非常时期都不要开店^

他以本身在数日前要更换轮胎零 

件，兜转了数圈后只发现有…间维修 

店营业的经历指出，这期间许多业者 

都选择歇业，而开业的业者都会在门 

口张贴联络号码，供有紧急需要的车 

主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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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謝仲洋

(巴生6日讯）雪州政府于 

今曰傍晚宣布，雪州内的汽车 

零件店，营业天数维持在每周7 

天。

根据前日出台的雪州各县 

市议会，依据国家安全理事会推 

出的次阶段行管令措施，汽车零 

件店和其他3项服务业领域，即 

售卖农业肥料及农药、家禽及宠

物饲料、药品和必需品及五金 

店，获准每周营业2天；令原本 

可每天营业至下午4时的汽车零 

件店业者，营业天数从7天减至2 

天，而对新措施大吐苦水。

新規定雖改成限時營業 巴生答都 
知甲旧路的汽 

车零件店，在 
行管令期间一 

汽蓽零件應
些选择开门、 

半开门或索性 
歇业情况„

1天天i
SSSmm業工業零伴

论如何

有业者形容，汽车零件店形同于修车厂的“药 
库”，若每周只限营业2天，修车厂将面对没有零件修 

车的窘境。

掌管

雪州地方政府、

公共交通及华人新 

村发展事务的行政 

议员黄思汉今午受 

访时指出，州政府 

在对国安会的新规 

定作出探讨和诠释 

后，厘清每周可 
营业2天的“售卖 

零件的店”，应是 

在于农业与工业零

件，而非汽车零件店，因此作出维持原 

状的决策。

询及这项维持现状的决策，会否与 

国安会的新规定产生冲突，而又导致“U 

转”情况；他坦言，希望这会是最终决

定，因为雪州从3月18日落时行管令以来，都是允 

许汽车零件店和修车厂，都能同步从每天上午8时 

或卯寸营业至下午4时。

他强调，雪州没有更改国安会的任何最新指 

示，而是对“售卖零件店”作出乃农业与工业机械 

零件的诠释。

黄思汉坦言，国安会的最新指示不只让业者感 

到混乱，就连州政府也只能极力协调，并相信全国 

各地都面对同样的问题。

他透露，在国安会的新规定于今日由雪州各县 

市议会执行前，本身也接获了不少来自地方政府和 

公会业者的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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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大城堡傳教士集會

2大型集會現第五代感染
(布城6日讯）卫生总监拿督诺 

希山揭露，根据该部目前掌握的资 

料，除了 2月杪在吉隆坡大城堡清真 

寺举行的伊斯兰传教士大集会，国 

内两个最大的新冠肺炎病毒感染群 

体都源自大型集会，而且两个感染 

群体都出现第五代感染。

他于今日下午在卫生部召开的记者会上说，第一 
个感染群体是在砂拉越州古晋一教堂举行的为期3 

天的宗教集会，并造成2名确诊患者死亡。

“另一个感染群体则是在雪兰莪州万宜新镇举行 

的婚礼。”
诺希山说，在古晋举行的宗教活动，2人不治 

(第358宗及第2471确诊患者），5人在加护病房 

接受治疗、50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25人在隔离 

中心接受观察，以及一名患者痊愈并获准出院。

“古晋这个感染源导致83人感染新冠肺炎。”

万宜婚宴88人确诊

至于在万宜举行的婚宴，诺希山说，共有88人 

确诊感染新冠肺炎，包括其中一人还在加护病房接 

受治疗。无论如何，这个感染群体还没有出现死亡 

病例。

诺希山说，这显示大型集会活动会增加病例，因 

此政府落实行动管制令以阻断感染链的措施正确。

他呼吁公众，不要歧视任何病患或与感染群有关 

的人士，重要的公众共同抗疫。

询及国内目前有多少个感染群时，诺希山说，目 

前最大的感染群是大城堡清真寺伊斯兰传教士大集 

会，接着是古晋教堂活动及万宜婚礼活动，其他的 
小感染群体包括安顺医院感染群体。（LMY丨

■诺希山宣布，周一共有236人痊愈并获准出院，创下单曰 
最多患者康复的纪录。

236人痊癒創单口新高
pfq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0周一共有236人痊愈并获 

准出院，再创下单日最多患者 

康复的纪录。

卫生总监诺希山说，至今所 

累计的痊愈与出院的确诊患者 

已有1241人，康复率占总确诊 

患者人数的32.72%。

他在卫生部召开的记者会上 

说，截至周一中午12时，我国 

新增131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而全国至今所累计的确诊病例 
共3793宗。

“国内目前的死亡病例共62 

宗，死亡率为1.63%。，■

此外，他表示，周一还有102 

名患者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 

当中54人需要呼吸器辅助。

诺希山说，第62宗死亡病例 

是第3663宗确诊患者，这名67 

岁本地男子，生前患有糖尿病 
及高血压，在登嘉楼诺查希拉 

苏丹后医院接受治疗，4月5日 

逝世。

他说，死者生前曾与涉及吉 
隆坡大城堡清真寺伊斯兰传教 

士大集会病例的多名确诊患者 
有密切接触，包括第1265、第 

1266、第 1267、第 1404及第 

2549宗病例患者。

快速試劑盒若準確度高每天可達10萬份様本檢测
希山说，一旦所获得的快速检测试剂盒（Rapid Test 

IS"Kit,简称RTK)拥有高准确度，当局的检测能力可以 

达到每天2万份样本，甚至可以进一步达到每天10万份样 

本检测。
他说，只要快速检测试剂盒达能够达到75%至80%的 

灵敏度和准确度，卫生部肯定会用在诊断新冠肺炎医疗方 

面。届时无需将样本送到各别实验室也可以进行测试。

“在新冠肺炎测试方面，卫生部如今是采取大量测试 

(Mass testing )方式，主要是针对特定的高风险群体， 

比如曾经参加大型的集会如清真寺传教士集会、古晋教堂 

活动或是从国外回马的人士。”
他说，全国现有43间实验室的检测能力，希望可以达到 

每天1万6500份样本。

赋權社區委會保護社區阻遏傳染

卫 生总监诺希山说，政府拟赋权予 

社区居委会保卫各自社区，禁止 

新冠肺炎病毒潜在风险群进入社区， 

确保现有绿区不会失守。

他说，实际上，许多原住民村落和 
长屋的管理委员会已自发实施这项措 

施，捍卫S己的社区。

"我们在探讨赋权予社区居委会的 

可能性，让委员会禁止高风险群进入 

以保障各自的社区。”

"如果你们能这样做，就能保卫自 
己的家园及社区，协助捍卫绿区，这 

对我们的抗疫努力帮助很大。’’

他说，政府实施行动管制令和加强 

行动管制令有助卫生部主动调查鉴定

病例，降低新冠肺炎病例，若能赋权 
社区居委会，对抗疫工作会是很大助 

力。
此外，诺希山说，卫生部有与相关 

单位讨论违反行动管制令者被送入 

监狱的课题，已提供狱方预防指南， 

确保囚犯进行隔离、保持安全社交距 

离、勤洗手和照顾个人卫生。

避免接触动物

他也劝告民众在疫情期间避免与动 

物紧密接触，以免增加感染病毒的风 

险。

“我劝告民众避免与动物紧密接 

触，因为若宠物感染病毒，会传染

人，因此必须采取防范措施，保持个 
人卫生，否则会受到感染。”

他指出，多数冠状病毒 

(coronavirus )主要在动物中传播， 

仅约有7种冠状病毒会传染人类，包括 

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 )及中 

东呼吸综合征（MERS-CoV )。

询及若宠物主人感染新冠肺炎病 

毒，宠物是否须接受检测，他说，最 

好将该宠物带去接受兽医检测。
提到大城堡清真寺伊斯兰传教士活 

动的检测进展，诺希山说，目前已采 
取1万8310个样本，1624个样本呈阳 

性反应，一万1708个呈阴性反应， 

4978个仍在等待结果出炉。

他说，卫生部上周会晤国家安全理 

事会，已获得军方保证加强国境边防 

的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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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高每曰的检测量，以确保更多人进行新冠肺炎检

测。

他说，目前我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主要来自3大感 

染群，即吉隆坡大城堡清真寺传道大会、砂拉越古晋教 

堂和雪兰莪州万宜的一场婚宴。

诺希山周一在布城卫生部召开新冠肺炎例行记者 

会，受询国内新冠肺炎感染群时，如是指出。

他说，目前最大的感染群仍然是大城堡清真寺的传 

道大会，占总确诊病例的42.8%，其次是砂拉越古晋的 

教堂。

“这是主要的感染群，当然有一些小的感染群，如

“目前，每曰的新冠肺炎检测量是8000个。我们最 

近在测试快速筛检试剂盒，如果其准确率可达75%至 

80%，我们就会使用快筛试剂盒。”

他表示，快筛试剂盒的准确率预料会在本周出炉。

“如果我们使用快筛试剂盒，每天就可以检测1万 

6500 人 〇，，

他说，目前最大的挑战除了是检测结果的等待时间 

较长，检测样本需要送至实验室也是一大问题。

“目前，全国有43间检测新冠肺炎的实验室。如果 

我们有快筛试剂盒，就无需将样本送到实验室，这有助 

于协助我国抑制疫情。” #

236人出院131人感染

单B麋复
(吉隆坡6日讯）共有236名新冠肺炎病患康复 

下单日最多人数康复的纪绿。 涵 JI
大马各州累计新冠肺炎数量

截至4月6曰中午1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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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1宗死亡病例（威北）

卫生部总监拿督诺 

希山指出，我国康复人 

数已达到1241人，或 

占 32.72% °

至于新增确诊人数 

则有131人，比康复人 

数少，截至周一中午 

12时，我国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达3793宗，

再有一宗死亡病例，使 

死亡病例增至62宗，

或占1.63%。

诺希山是在布城卫 

生部召开新冠肺炎例行 

记者会指出，目前有 

102名确诊病患在加护 

病房治疗，其中的54 

名病患需使用呼吸器。

死亡者为第3663个确诊病例，为67岁男子，生前 

有糖尿病及高血压病史，曾与几名吉隆坡大城堡清真寺 

传道大会感染者（即第1265宗、第1266宗、第1267 

宗、第1404宗及第2549宗病例）有接触，于3月29 

曰在登嘉楼苏丹娜诺查希拉接受治疗，本月5曰逝世。

发现2大感染群组
卫生部再发现新冠肺炎两大感染群组，即砂拉越基 

督教会会议及万宜新镇婚礼，分别感染83人及88人。

诺希山指出，为期3天的教会会议是在古晋举行， 

已有两名感染者因此而丧命（即第358宗和第2471宗

DIA

I M I J I I I I I
诺希山宣布有236名确诊病人康复出院 

主任诺哈雅蒂。

■

左为副总监（医药）罗海扎 右为疾病控制组

病例），另5人如今在加护病房，50人接受治疗，25 

人在隔离中心观察中，只有一人康复出院。

至于万宜新镇的案件直到今日，则有88人感染， 

一人在加护病房，没有死亡病例。

他续称两个感染群都涉及到我国第5代的感染。

他重申，卫生部一再提醒，大型的集会确实会影响确 

诊案例的提升，惟在这时刻更为重要的是，民众不要对感 

染者与群组产生怪罪或歧视的偏见，而是协助他们康复。

询及我国目前有多少个感染群？他说，目前最大的 

感染群是大城堡清真寺宣教活动，接着是古晋教堂和万 

宜婚礼活动，其他的小感染群包括安顺医院感染群。#

冀通过快速筛检试剂盒提高每曰检测数量
冠肺炎在我国已形成社区感染，卫生部冀通过 

快速筛检试剂盒，提高每曰检测数量。

卫生部总监拿督诺希山表示，宗教活动和婚宴导致 

新冠肺炎在我国形成社区感染，因此现阶段卫生部正努 

安顺医院。”

他指出，由于主要的感染群已出现第5代的感染， 

因此卫生部希望加快每曰的检测量，来避免疫情继续扩 

张。

探讨赋权居委会守住绿区

主人感染宠物需送检
-□生总监拿督诺希山说，政府拟赋权予社区居 

一^委会保卫各自社区，禁止新冠病毒潜在风险 

群进入社区，确保现有绿区不会失守。

他说，实际上，许多原住民村落和长屋的管理委 

员会已自发实施这项措施，捍卫自己的社区。

“我们在探讨赋权予社区居委会的可能性，让委员 

会禁止高风险群进入以保障各自的社区。

“如果你们能这样做，就能保卫自己的家园和社 

区，协助捍卫绿区，这对我们的抗疫努力帮助很大。” 

诺希山今天召开记者会说，政府实施行动管制令 

和加强行动管制令有助卫生部主动调查鉴定病例，降 

低新冠病例，若能赋权社区居委会，对抗疫工作会是 

很大助力。

此外，他说，卫生部有与相关单位讨论违反行动 

管制令者被送入监狱的课题，已提供监方预防指南，

确保囚犯进行隔离、保持安全社交距 

离、勤洗手和照顾个人卫生。

诺希山也劝告民众在疫情期间避免 

与动物紧密接触，以免增加感染病毒的 

风险。

“我劝告民众避免与动物紧密接触，因为若宠物感 

染病毒，会传染人，因此必须采取防范措施，保持个 

人卫生，否则会受到感染。”

他指出，多数冠状病毒（coronavirus)主要在动 

物中传播，仅约有7种冠状病毒会传染人类，包括严 

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CoV)。

询及若宠物主人感染新冠病毒，宠物是否须接受 

检测，他说，最好将该宠物带去接受兽医检测。

提到大城堡清真寺宣教活动的检测进展，诺希山 

说，目前已采取1万831◦个样本，1624个样本呈阳 

性反应，一万1708个呈阴性反应，4978个仍在等待 

结果出炉。

诺希山说，卫生部上周会晤国家安全理事会，已 

获得军方保证加强国境边防的防范措施。#

总数 0 101

新确诊康复 累积 
增病例出院康复出院

总数 131 3793

州属 新増病例累计病例

比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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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车零件业9am开至4pm
林秀芳

(巴生6日讯）雪州政府定夺维持州内汽 

车维修业及零件供应销售商原有作业时 

段不变，即可每天营业，时间从上午9 

时至下午4时。

鉴于国家安全理事会旱前发出的指示不明 

确，引起雪州各地方政府混淆，相继针对业者 

发出不同指示。根据国安会新指示，所有零件 

(硬件）销售业者获准每周营运2天（Kedai

menjual alat lukar ganli ( hardware) dibenarkan 

])eroperasi 2 kali seminggu)，雪州一•些地方政府 

解读为仅限农业和工业的零件供应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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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商报》丨己者 

访问时说，由于国安会文告用词过于广泛，引 

起各地方政府解读各异，W此州政府今日召开 

经济行行动理事会后，作出上述统一决定。

“国安会文告字眼不仅让可以开业的领域不 

明确，同时也没有明确说明哪两天可以开业， 

因此也会对警方执法工作造成一定闲扰。” 

他表示，为免混淆及引发有人滥用问题， 

雪州政府最终一致通过上述诠释，好让旗下12 

个地方政府能够发出明确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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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市政厅两度更改文告版本 

业者开业。

第二次则让涉及农业和工业机件

各地方政府不同解读引混淆
雪州政府在管控令施行第一周时，就闪应 

市场必需品需求而开放丨丨:汽车维修业者及汽车 

零件销售业者同时获运作，不过，国安会昨天 

(5日）发出的新指示，却引来州内各地方政府 

不同解读，最终也给汽车零件销售业者造成闲 

扰。

其中，瓜拉冷岳市议会最先发文告，允许5 

类商业营业，及废料/药物、硬件、动物伺料及 

汽车零件销售店，反之，巴生市议会的文告则

出现两个不同版木，最终官方文告才于昨晚9 

时许后在面簿发出。

莎阿南市政厅则两度纠正文告内容，第一 

版本是允许汽车零件销售店开业，较后在更新 

的第二版木则只针对农业和丁业零件供应商

(Kedai menjual alaL ganli jentera pertanian dan 

indusLri sahaja)而已0

反之，其他地方政府则迟迟无法发出指

7Jn 0

黄智荣：国安会文告不清楚
巴生市议员黄智荣也面对业者询问，他受 

询时说，鉴于国安会文告不清楚，市议会多解 

读为“汽车零件销售业”，因此让雪州汽车零 

件销售商面对缩短营业时间的困扰。

他说，该领域原本可每天限时即上午9时 

至下午4时的营业时段，如果按国安会的新指 

示，将缩短成为每周只能营业2天，并限时上 

午9时至下午4时。

“对此，我已指示地方政府审视文告，以免 

错误诠释或出现重叠现象。”

可每天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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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每天营业

修车零件业9am开至4pm
(巴生6日讯）雪州政府定夺维持州内汽 

车维修业及零件供应销售商原有作业时 

段不变，即可每天营业，时间从上午9 

时至下午4时。

鉴于国家安全理事会旱前发出的指示不明 

确，引起雪州各地方政府混淆，相继针对业者 

发出不同指示。根据国安会新指示，所有零件 

(硬件）销售业者获准每周营运2天（Kedai

menjual alat lukar ganti ( hard ware) dibenarkan 

beroperasi 2 kali seminggu) ，3 州一'些地方政府 

解读为仅限农业和工业的零件供应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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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商报》记者 

访问时说，由于国安会文告用词过于广泛，引 

起各地方政府解读各异，W此州政府今日召开 

经济行行动理事会后，作出上述统一决定。

“国安会文告字眼不仅让可以开业的领域不 

明确，同时也没有明确说明哪两天可以开业， 

因此也会对警方执法工作造成一定闲扰。” 

他表示，为免混淆及引发有人滥用问题， 

雪州政府最终一致通过上述诠释，好让旗下12 

个地方政府能够发出明确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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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市政厅两度更改文告版本，首次允许汽车零件商开业，第二次则让涉及农业和工业机件 

业者开业。

各地方政府不同解读引混淆
雪州政府在管控令施行第一周时，就N应 

市场必需品需求而开放让汽车维修业者及汽车 

零件销售业者同时获运作，不过，国安会昨天 

(5日）发出的新指示，却引来州内各地方政府 

不同解读，最终也给汽车零件销售业者造成困 

扰。

其中，瓜拉冷岳市议会最先发文告，允许5 

类商业营业，及废料/药物、硬件、动物伺料及 

汽车零件销售店，反之，巴生市议会的文告则

黄智荣：国安会文告不清楚
巴生市议员黄智荣也面对业者询问，他受 

询时说，鉴于国安会文告不清楚，市议会多解 

读为“汽车零件销售业”，因此让雪州汽车零 

件销售商面对缩短营业时间的困扰。

出现两个不同版本，最终官方文告才于昨晚9 

时许后在面簿发出。

莎阿南市政厅则两度纠正文告内容，第一 

版本是允许汽车零件销售店开业，较后在更新 

的第二版本则只针对农业和工业零件供应商 

(Kedai menj ual alat ganti jentera pertanian dan 

industri saliaja)而已0

反之，其他地方政府则迟迟无法发出指

7Jn 0

他说，该领域原本可每天限时即上午9时 

至下午4时的营业时段，如果按国安会的新指 

示，将缩短成为每周只能营业2天，并限时上 

午9时至下午4时。

“对此，我已指示地方政府审视文告，以免 

错误诠释或出现重叠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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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6类商店

周一周四限时营业
(加影6日讯）加影市议会辖 

区的肥料店、农药店、五金 

店、宠物伺料店、农业和工业 

机械零件供应店逢星期一和 

四，上午8时至下午4时获准 

营业。

超市杂货店8am至8pm
除此，超市、杂货店和多 

用途店，餐馆和食店（供打包 

服务）、油站、外递服务的营 

业时间是从上午8时至晚上8 

时。

加影市议会今日发通告， 

公布上述行业的营业时间。

政府宣布上述行业获准一 

星期营业两天，不过，地方政 

府允准的营业时间不一。

通告也说，批发市场的营 

业时间是从凌晨4时至中午 

12时：巴刹是清早6时至中 

午12时。

“修车厂、汽车零件供应 

的营业时间是从上午9时至下 

午4时；公共交通服务从清早 

6时至上午10时，及下午5 

时至晚上10时：商用车辆鼓 

励在晚上7时至上午7时通 

行；电召车和德士是清早6时 

至晚上1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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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可营业运输受限

多数老板自己送货
(巴生6日讯）行动管控令期

间，雪兰莪州境内汽车零件销 

售业虽获准开业经营，但受限 

于送货范围及外围运输问题， 

间接也限制了所能销售的零 

件，

丁送货，消费者则受促自行上 

门取货，送货范围也按规定不 

得超过10公里。

受访业者表示，管控令施 

行后，中央政府只允许汽车维

修业者开门做生意，一度让后

鉴于上述原W，多数老板 

选择自己“操刀”而不假手员

者大感闲惑，中竟没有附属行 

业支持，就算维修员光有技

，厶‘I

■

m

术，也面对“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的窘境。

当时，雪州政府当机立断 

批准境内汽车零件销售业者开 

业，不过，基于仍有很多限 

制，并非所有汽车维修业者及 

零件销售商愿意开业，特別是 

一些货源需要吉隆坡一带的大 

供应商提供。

如今，国家安全理事会突 

然发出新指示，允许全国零件 

(硬件）销售业者每周营运2 

天，而雪州一些地方政府将其 

解读指向汽车零件销售业者而 

已，也让业者对营业限时感到 

混淆。

业者不敢违令

巴生市区汽车零件销售商积聚区，有不少业者开店做生意，不 

过，也有人选择继续停业。

尽管掌管雪州地方政府、 

公共交通和新村发展事务的行 

政议员黄思汉昨晚（5 R )曾 

就此向媒体指出，雪州境内汽 

车零件销售业将可获得营业， 

不过考虑到没有明文规定，业 

者始终不敢违令。

张健隆：只能销售存货
成功汽车零件销售业者张健隆指出，汽车 

零件行多数货源从吉隆坡供应，就算雪州业者 

能开业，也面对供应链被切断的问题，同时也 

只能销售现有的存货量而已。

他说，一般普通损坏所需更换零件则不是 

问题，倘若不幸有关轿车需要大维修，抑或购

买较为罕见的零件货源时，那么就可能无法在 

这段时间内订购了。

“除了货源补给被切断，我们也必须遵守管 

控令条例，在有限的范围内送货，W此凡超过 

10公里处的地区都不会送货的。”

他说，随着昨天中央政府发⑴新指示后， 

巴生市议会也尾随更正有关指令，因此，他们 

0前只能在周一和周四两天开业了。

杨先生：做好防疫措施
双溪拉萨汽车零件销售业者杨先生表示， 

汽车乃市民主要交通丁具，管控令实行后，接 

获不少熟客要求购买替换零件。

他不清楚汽车零件商可以开业，直到昨天 

收到开业信息后才敢在今天开门做生意。不

过 旱看到有2名警察巡逻，感到不安，所

幸对方未查问。

“我自己也有做好预防措施，比如戴上口 

罩、与人保持一公尺距离，同时不要求员工上 

班送货，凡事亲力亲为。”

他指出，有些人家里只有那么一辆车，如 

果不幸故障，特別是电池没电了，至少还能给 

他们获得更换零件的便利。

蔡先生：没叫员工上班
顺发汽车有限公司业者蔡先生相信管控令 

还会再度延长，W此就算限制开业时段，也会 

开门做生意2

“我们没有要求员工上班，因为有的员丁会

W为传染风险而拒绝上班，因此就算开门做生 

意，也只是销售给上门找货的顾客

他说，生意肯定受到影响，毕竟开店做生 

意的人也不多，而且，木身相信疫情也没有这 

么快消除，为此，就算未来解除管控令之后， 

大家也必须维持防疫措施来经营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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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可营业运输受限

多数老板自己送货
(巴生6日讯）行动管控令期

间，雪兰莪州境内汽车零件销 

售业虽获准开业经营，但受限 

于送货范围及外围运输问题， 

间接也限制了所能销售的零 

件，

鉴于上述原W，多数老板 

选择自己“操刀”而不假手员

工送货，消费者则受促自行上 

门取货，送货范围也按规定不 

得超过10公里。

受汸业者表示，管控令施 

行后，中央政府只允许汽车维 

修业者开门做生意，一度让后 

者大感闲惑，中竟没有附属行 

业支持，就算维修员光有技

术，也面对“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的窘境。

当时，雪州政府当机立断 

批准境内汽车零件销售业者开 

业，不过，基于仍有很多限 

制，并非所有汽车维修业者及 

零件销售商愿意开业，特別是 

一些货源需要吉隆坡一带的大 

供应商提供|

如今，国家安全理事会突 

然发出新指示，允许全国零件 

(硬件）销售业者每周营运2 

天，而雪州一些地方政府将其 

解读指向汽车零件销售业者而 

已，也让业者对营业限时感到 

混淆。

业者不敢违令

尽管掌管雪州地方政府、 

公共交通和新村发展事务的行 

政议员黄思汉昨晚（5日）曾 

就此向媒体指出，雪州境内汽 

车零件销售业将可获得营业， 

不过考虑到没有明文规定，业 

者始终不敢违令。
巴生市区汽车零件销售商积聚区，有不少业者开店做生意，不 

过，也有人选择继续停业。

张健隆：只能销售存货

成功汽车零件销售业者张健隆指出，汽车 

零件行多数货源从吉隆坡供应，就算雪州业者 

能开业，也面对供应链被切断的问题，同时也 

只能销售现有的存货量而已。

他说，一般普通损坏所需更换零件则不是 

问题，倘若不幸有关轿车需要大维修，抑或购

买较为罕见的零件货源时，那么就可能无法在 

这段时间内订购了。

“除了货源补给被切断，我们也必须遵守管 

控令条例，在有限的范围内送货，W此凡超过 

10公里处的地区都不会送货的。”

他说，随着昨天中央政府发出新指示后， 

巴生市议会也尾随更正有关指令，因此，他们 

目前只能在周一和周四两天开业了。

杨先生：做好防疫措施

双溪拉萨汽车零件销售业者杨先生表示， 

汽车乃市民主要交通工具，管控令实行后，接 

获不少熟客要求购买替换零件。

他不清楚汽车零件商可以开业，直到昨天 

收到开业信息后才敢在今天开门做生意。不 

过，一早看到有2名警察巡逻，感到不安，所

蔡先生：没叫员工上班

顺发汽车有限公司业者蔡先生相信管控令 

还会再度延长，N此就算限制开业时段，也会 

开门做生意《

“我们没有要求员工上班，因为有的员工会

幸对方未查问。

“我自己也有做好预防措施，比如戴上口 

罩、与人保持一公尺距离，同时不要求员工上 

班送货，凡事亲力亲为。”

他指出，有些人家里只有那么一辆车，如 

果不幸故障，特别是电池没电了，至少还能给 

他们获得更换零件的便利。

闽为传染风险而拒绝上班，因此就算开门做生 

意，也只是销售给上门找货的顾客。”

他说，生意肯定受到影响，毕竟开店做生 

意的人也不多，而且，本身相信疫情也没有这 

么快消除，为此，就算未来解除管控令之后， 

大家也必须维持防疫措施来经营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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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五金行DIY店暂不能营业
蒲种、莎阿南6日讯| DIY商店由于不属 

五金行业，因此暂不能营业。

梳邦再也市议员叶国荣指出，隶属梳 

邦再也范围内的五金店，可以在周一以及周 

四，上午8时至下午4时限时恢复运作，但商 

家仍必须自行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员工应戴 

口罩及勤洗手，并遵守1公尺社交距离避免 

人流聚集，而非等市议会官员前来指示。

他说，五金行业获准限时运作，是市 

议会配合国家安全理事会的建议而作出的宣 

布，以方便市民在遇上居家设备故障时，还 

有维修的管道。

「市议会在行动管制令期间都会监督 

商铺运作，而五金批发商若有需要送货，批 

发商可以在警方设下的路障中，展示送货单

文件证明，以利通行。」

此外，叶国荣补充，至于DIY店由于不 

属于五金行业，因此并不能营业。

同时，八打灵再也市议员陈德升也指 

出，灵市政局方面也同样允许五金店逢周一 

及四运作，而DIY店并不属于五金行业，因 

此并不能营业。

配合国安会建议

「地方政府之所以允许五金店运作， 

主要是配合国家安全理事会的建议措施。」 

此外，巴生市议员严玉梅透露，各地 

方政府发布的时间有的根据国家安全理事 

会，有的则是根据雪州政府的规定。至于如

何确认业者只营业2天，则需交由各地方政 

府去做纪录，并到各商业区去巡视，以确保 

业者遵守防疫措施。

针对农业肥料和农药类行业也获准开 

放；严玉梅则解释，国家安全理事会所制定 

的指南是根据全国情况，据悉最早向政府反 

映要求放宽允许营业的是沙白安南县农民， 

为了确保粮食供应正常，因此农民从事耕种 

需要肥料和农药供应。

她进一步透露，五金和汽车行业跟工 

商活动息息相关，重要的厂家和运输业都需 

要零件配备，所以，被允许在行动管制令期 

间限时开业，包括汽车维修、汽车冷气、零 

件和轮胎更换等服务。

她指出，为了控制人潮，蔬菜水果只能 

在公市巴刹贩卖。普通蔬菜和水果专卖店不 

允许做门市，只因为人潮过多容易失控，但 

是，很多商家其实被允许批发和订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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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溪毛糯6日讯|有鉴于双

溪毛懦希拉玛斯（Sierramas )高 

端住宅区出现4宗新冠肺炎确诊病 

例，逾50名消拯局人员联合卫生 

局及士拉央市议会等多个单位， 

今曰前往住宅区进行消毒工作， 

以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

据观察，消拯队是于今早8时 

许抵达希拉玛斯住宅区进行消毒行 

动的准备，经过C报和筹备后，于 

早上11时许正式展开消毒行动。

其中在确诊病患周遭区域， 

消拯队都会穿上正规的防护服，背 

起喷药机，逐户在住家走廊范围喷

出现4病例希拉玛斯消毒
洒消毒药，以遏制病毒的扩散。

乌鲁雪兰莪消防局主任三苏 

表示，当局早前已前往鹅唛县及 

士拉央市议会管辖下的3个热点区 

(hotzone )消毒，分别是万挠17 

英里敦帝加花园、士拉央新镇及 

根登再也，而希拉玛斯是第4个展 

开消毒的热点区。

「我们明日也将前往另一个 

热点区，即万挠公主城消毒。除了 

热点区，我们也将按照时间表，到

管辖区内的各个巴刹进行消毒。」 

「一般上，巴刹的消毒工作 

都是休业之后才进行；至于住宅 

区，由于居民都是待在屋子内，所 

以主要从走廊处开始消毒，其中也 

包括会消毒公共场所设施，如游乐 

园、倶乐部及巴士站等。」

三苏是于今日率队到希拉玛 

斯展开消毒行动时，如此表示；出 

席者包括士拉央市议员黄伟强。 

黄伟强指出，根据卫生部，

_个地区出现4宗以上的确诊病 

例，即被归类为热点区。

「我是于上周接获消息指， 

希拉玛斯出现4宗确诊病例，因此 

消拯局、卫生局及市议会等多个 

单位今曰到来进行消毒工作。」 

「市议会在消毒行动上，主 

要是扮演支援的角色，例如今曰 

出动了水槽车及扩音机的设备， 

帮助展开社区消毒。」

位于双溪毛糯的希拉玛斯是 

高端住宅区，根据消拯局提供的资 

料，希拉玛地占地175英亩，共有 

553间单位，其中90%住户为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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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放宽4行ik 
每聞2天明时营
麵冠肺炎

陈慧芸

黎翰辉

蒲种、 

莎阿南6日 

讯I雪州11 

个县市议会今日不约而同，宣布 

放宽部分商业领域恢复运作，获 

准放宽每周2天限时营业的4个行 

业，分别是农业肥料与农药、五 

金、宠物饲料及农业和工业车辆 

零件维修行业！

雪州各县市议会今日发布最新的限 

时营业指南，乃是配合国家安全理事会 

的建议，放宽部分商业领域恢复运作， 

唯雪州在营业时间上有所调整，其中五 

金店的营业时间，巴生市议会仅允许从 

上午9时起至下午4时运作，其余大部分 

的地方政府，则是允许五金店从早上8时 

运作至下午4时。

国家安全理事会是于上周四（2日） 

发出正式通知，允许五金店每周2天限时 

营业；随著雪州各县市议会今曰陆续发布 

放宽五金店恢复营业的消息后，这对雪州 

五金零售业者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须谨记防疫措施

其中，雪州宣布放宽部分商业领域 

恢复运作的市议会，目前除了雪邦市议 

会尚未对外公布外，其他县市议会，包 

雪州各县市议会放宽部分商业领域恢复运作 

(每周限时营业2天）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周一及周四 早上8时至下午4时正

□梳邦再也市议会 周一及周四 早上8时至下午4时正

□加影市议会 周一及周四 早上8时至下午4时正

□士拉央市议会 周一及周四 早上8时至下午4时正

□安邦再也市议会 周一及周四 早上8时至下午4时正

□巴生市议会0固 周一及周四 早上9时至下午4时正

口莎阿南市政厅 周一及周四 早上8时至下午4时正

□瓜冷市议会 周一及周四 早上8时至下午4时正

口瓜雪县议会 周一及周四 早上8时至下午4时正

口乌雪县议会 周一及周四 早上9时至下午4时正

口沙白安南县议会 周—及周五 早上卯寸至下午4时正

□雪邦市议会 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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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资料仅供参考，详情可浏览各地方政府的官网。

**没有列明车辆零件更换与维修领域，仅限农业和工业车辆零件行业。

括八打灵再也市政厅、莎阿南市政厅、 

梳邦再也市议会、加影市议会、巴生市 

议会以及瓜冷市议会等，皆已宣布从即 

日起至本月14日，允许五金店业者每周 

于周一及周四，限时营业2天。

至于沙白安南县议会则是允许五金 

店等其他3个行业，于周二及周五的早上 

9时至下午4时正营业。

据悉，在今日的宣布中，大部分的 

县市议会都有特别注明，只允许农业和 

工业车辆的零件更换与维修限时营业。

在行动管制令期间，部分企业界争 

取局部复工以渡过难关，雪州各地方政府 

因此决定配合作出上述宣布，不过相关行 

业在开业期间必须谨记防疫措施，包括维 

持安全社交距离、戴口罩和消毒洗手。

尽管部分行业恢复限时开工，但目 

前仍属行动管制令期间，民众受促待在 

家中，不要随意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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