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erajaan teruskan
operasi sanitasi awam

Anggota bomba bersama Jabatan Pengurusan Sisa Pepejal Dan KesihatanMajlis Perbandaran Selayangmembuat
semburan nyah kuman di Balai Polis Selayang, semalam. (Foto Asyraf Hamzah/BH)

Putrajaya: Kerajaan akan me-
neruskan operasi sanitasi awam
berikutan langkah itu memban-
tumengurangkanpenularanCO-
VID-19, serentak dengan usaha
lain yang sedang dijalankan.
Menteri Kanan (Keselamatan),

Datuk Seri Ismail Sabri Yaakob,
berkata sehingga kini sebanyak
1,871 sanitasi awam sudah dilak-
sanakan membabitkan 99 zon de-
ngan 26 daripadanya adalah zon
merah.
Katanya, antara kawasan yang

disanitasi adalah 763 tempat
awam, 816 pusat perniagaan dan
1,548 pasar raya.
“Semalam (kelmarin) saja se-

banyak 170 operasi sanitasi di-
lakukan membabitkan 75 zon di
13 negeri,” katanya pada sidang
media selepas Mesyuarat Khas
Menteri-Menteri Berkenaan Pe-
laksanaan Perintah Kawalan
Pergerakan (PKP), di sini, sema-
lam.
Sebanyak 34 zon disanitasi di

Johor dan 22 di Pahang mem-

babitkan 99 bangunan kerajaan,
62 tempat awam, 80 pusat per-
niagaan dan sembilan pasar ra-
ya.
Dalam perkembangan sama,

sebanyak 17 kawasan guna sama
kawasan strata penginapan kos
rendah dan sederhana di Selang-
or membabitkan zon merah se-
lesai disanitasi.
Sementara itu, Ismail Sabri

berkata, sebanyak 177 pusat kua-
rantin beroperasi kelmarin ber-
banding 176 hari pada hari se-
belumnya membabitkan 14,536
orang yang dikuarantin wajib.
“Semalam (kelmarin) saja, se-

ramai 157 pulang ke tanah air dan
kini menjalani kuarantin wajib di
pusat kuarantin ditetapkan,” ka-
tanya.
Dalam pada itu, kerajaanmen-

zahirkan penghargaan terhadap
kumpulan barisan hadapan yang
komited menjalankan tugas se-
panjang tempoh PKP fasa satu
dan dua yang berakhir kelma-
rin.

Ismail Sabri berkata ucapan
terima kasih juga ditujukan ke-
pada semua rakyat terutamame-
reka yang terus bersabarmelalui
tempoh PKP.
“Kerajaan ucapkan terima ka-

sih kepada rakyat yang patuh
arahan PKP. Kita harap tiga pe-
ratus yang masih degil (ingkar
PKP) supaya patuh arahan PKP
seterusnya ini.
“Terima kasih juga kepada ba-

risan hadapan, doktor, jurura-
wat, polis, AngkatanTenteraMa-
laysia, APM (Angkatan Pertaha-
nan AwamMalaysia), RELA (Ja-
batan Sukarelawan Malaysia),
petugas PBT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Jabatan Penjara.
“Juga kepada petugas-petugas

media yang selama ini memban-
tu kerajaan putuskan (rantaian
penularan) COVID-19,” katanya.
Beliau meminta semua pihak

tanpamengira kaum, agama dan
fahaman politik terus bergan-
ding bahu memerangi pandemik
i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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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la Lumpur: Tiada kenaikan
mendadak bagi harga barangan
basah sejak Perintah Kawalan
Pergerakan (PKP) dikuatkuasa-
kan mulai 18 Mac lalu.
Tinjauan BH di Pasar Moden

dan Medan Selera Majlis Perban-
daran Selayang, Selayang Baru
mendapati harga barang keper-
luan termasuk ikan, ayam, sa-
yuran, tepung gandum, telur dan
minyak masak dijual pada harga
biasa sebelum PKP.
Ikan kembung dijual antara

RM18 hingga RM20 per kilogram
(kg),manakala ikanselayangpula
antaraRM13hinggaRM15 per kg;
ayam standard (RM7); tomato
(RM3 hingga RM6) dan kubis
(RM3 hingga RM7).
Harga 30 telur gred A pula

RM12.90, manakala gred B
(RM12.60) dan gred C (RM12), mi-

nyak masak (RM2 hingga RM11);
tepung gandum (RM2 sebungkus).
Bagaimanapun,ayamhidupdan

super tidak dijual di premis itu.
Sementara itu, tinjauan di la-

man web beberapa pasar raya
mendapatihargabarangbasahke-
kal dengan ikan kembung dijual
antara RM6.99 hingga RM14.99 se-
kilogram,manakala ikanselayang
(RM9.99 hingga RM10.89).
Ayam super pula dijual antara

RM7.29 hingga RM9.80 sekilog-
ram dan ayam standard (RM5.50
hinggaRM5.99),manakala30 telur
gred B (RM11.70) serta gred C
(RM11.40).
Harga tomato pula RM3.99 se-

kilogram, manakala kubis antara
RM2.29 hingga RM5.59; tepung
gandum (RM1.80 hingga RM2.10
sebungkus); minyak masak
(RM11.80 hingga RM28.79).

Tiada kenaikan mendadak harga barangan basah

Harga ayam segar dijual pada harga biasa sebelum PKP di Pasar Tani Kekal Selayang. (Foto Asyraf Hamzah/ 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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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Sejumlah 269
keluarga di Sungai Lui serta
120 pelajar Maahad Tahfiz
Sungai Lui dan Maahad
Tarbiah Islam Assofa,
Pangsun, Hulu Langat,
menerima bekalan
makanan asas sumbangan
Majlis Agama Islam
Selangor (Mais).
Setiausaha Mais, Dr

Ahmad Shahir Mahktar
menerusi satu kenyataan
berkata, pengagihan
bekalan makanan asas itu
membabitkan peruntukkan
berjumlah RM19,450 dan
dijalankan Mais bersama
anak syarikatnya iaitu
Yayasan Islam Darul Ehsan
(YIDE) dan Teraju
Ekonomi Asnaf Sdn Bhd
(Teras).
“Alhamdulillah, hari ini

(semalam) Mais bersama
anak syarikat menyerahkan
bantuan makanan asas
kepada 269 keluarga di
Sungai Lui serta 120 pelajar
Maahad Tahfiz Sungai Lui

dan Maahad Tarbiah Islam
As Sofa, Pangsun.
“Sebanyak 389 set

makanan asas yang terdiri
daripada beras, bihun,
tepung gandum, kicap,
susu pekat dan gula
bernilai keseluruhan
RM19,450 sudah diserahkan
kepada penerima yang
layak,” katanya.
Menurut Ahmad

Shahir, pihaknya amat
berterima kasih kepada
semua yang terbabit
dalam penyempurnaan
edaran bantuan itu
terutama kepada pihak
penyumbang dan
penerima.
Bantuan yang disalurkan

ini adalah hasil daripada
kutipan Tabung Prihatin
Covid-19 Mais yang
disumbangkan orang
ramai.
“Turut serta dalam

penyampaian bantuan kali
ini ialah Syarikat QSR
Brands yang membuat
sumbangan set makanan
kepada petugas barisan
hadapan yang
bertungkus-lumus dalam
memerangi wabak
Covid-19.
“Terima kasih kepada

penyumbang yang
membantu Mais dalam
menyampaikan bantuan
kepada yang memerlukan,”
katanya.

Mais sumbang bekalan makanan

‘‘Sebanyak 389 setmakanan asas yang
terdiri daripada beras,
bihun, tepung gandum,
kicap, susu pekat dan
gula bernilai RM19,450
sudah diserahkan
kepada penerima yang
layak”

Dr Ahmad Shahir Mahk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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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d drop in waste sent to landfills 
Selangor records up to 80% reduction while Johor sees 30% dip after start of MCO 

Drop in waste collection 
based on seven local councils 

1.66% 
Kuala Langat 

Municipal 
Council (MPKL) 

6.93% 
Kaj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j) 

7.28% 
Subang J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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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SJ) 

8.36%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8.99% 
Sabak Bernam 

District 
Council 
(MDSB) 

7.21% 
Shah Alam 

City Council 
(MBSA) 

10.77% 
Amp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Aj) 

Landfills in Selangor and the areas they receive waste from 

Drop in waste collection at landfills in Selangor 

> Sanitary landfills 

By BRENDA CH'NG 
brenda@thestar.com.my 

LANDFILLS in Selangor saw a massive drop 
in waste collection after the movement 
control order (MCO) kicked in on March 18. 

Six landfills in Selangor saw up to an 80% 
drop in the amount of waste received as 
most commercial areas, industrial zones and 
construction sites are closed for business. 

Eateries have also stopped dine-in 
services, and all open-air street markets 
ceased operations during the MCO. 

"Selangor is the largest producer of 
domestic waste in Malaysia, with almost 
8,000 tonnes of waste produced daily but 
since the MCO was implemented, we have 
seen a significant drop especially at our inert 
landfills," Worldwide Holdings Bhd group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Datin Paduka 
Norazlina Zakaria said. 

Worldwide Holdings Bhd, through its 
environment arm, has landfill operations in 
Selangor and Johor. 

It handles close to 90% of total domestic 
waste produced in Selangor, which is sent to 
six landfills by Kumpulan Darul Ehsan Bhd 
(KDEB) Waste Management Sdn Bhd and 
other private collectors. 

Worldwide Holdings manages five land-
fills in Johor as well as three sanitary and 
three inert landfills in Selangor. 

Selangor's sanitary landfills are located in 
Jeram in Kuala Selangor, Tanjung Duabelas 
in Kuala Langat and Panchang Badena in 
Sabak Bernam. 

The inert landfills are in Sungai Kertas in 
Selayang, Kuang in Rawang and Dengkil in 
Sepang. 

All landfills are in full operation as they 
fall under the essential services category. 

A sanitary landfill is an engineered landfill 

Sanitary landfills 
JERAM - Kuala Selangor, Petaling Jaya, 
Subang Jaya, Klang, Shah Alam, Selayang, 
Ampang 

TANJUNG DUABELAS - Kajang, Petaling 
Jaya, Subang Jaya, Sepang, Ampang, Kuala 
Langat, Putrajaya, Shah Alam 

PANCHANG BADENA - Sabak Bernam 

Inert landfills 
DENGKIL - Shah Alam, Petaling Jaya, Subang 
JAYA, SEPANG, KAJANG 
KUANG - Shah Alam, Petaling Jaya, Selayang 

SUNGAI KERTAS - Ampang, Selayang 

10% 
Jeram 

L, > Inert landfills 

20% 
Tanjung 

Duabelas 

5% 
Panchang 

Badena 

Workers at the Tanjung Duabelas Sanitary Landfill in Kuala 
Langat wear safety equipment and are encouraged to reduce 
direct contact with landfill users such as lorry drivers. 

where the leachate from waste is treated 
before being discharged into the river and 
electrical energy is generated from the gas. 

This landfill caters to domestic waste, 
waste from restaurants and special waste 
from factories. 

An inert landfill, on the other hand, deals 
with dry waste like construction, garden 
waste or even bulk waste such as wooden 
items. 

"All of our landfills recorded a drop after 
the restriction order was implemented on 
March 18 especially waste sent to inert land-
fills. 

"Our Sungai Kertas landfill, for example, 
recorded an 80% drop in waste collected. 
This is the biggest drop recorded at all our 
six landfills here," she said. 

Norazlina added that as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was inactive, there was a reduction 
in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waste sent to 
the landfills. 

"There is a 40% drop in waste being sent 
to all of our landfills in Selangor," she said, 
adding that Johor landfills recorded a 30% 
drop.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our staff at land-
fills, they are provided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and are encouraged to reduce 
direct contact with landfill users such as the 

lorry drivers." 
Workers there are also constantly remind-

ed to adhere to the guidelines issued by 
Health Ministry. 

Meals are provided to those on duty at the 
site. 

Meanwhile, KDEB conducted a study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the MCO on waste 
collected a week before the order, from 
March 11 to 17,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
tion, from March 18 to 24. 

Seven local councils were chosen for 
comparison, namely Subang Jaya, Kajang, 
Petaling Jaya, Shah Alam, Ampang, Kuala 
Langat and Sabak Bernam. 

"From our findings, all seven local 

councils showed a slight decrease in tonnage 
collected by 7.7%. 

"The general assumption is that waste 
collected during the MCO has dropped or 
there has been no waste generated at indus-
trial, commercial and certain institutions 
because they are not operating," said KDEB 
Waste Management Sdn Bhd managing 
director Ramli Mohd Tahir. 

He explained that when a rubbish truck 
did its rounds, the route included commer-
cial areas and residential neighbourhoods. 

KDEB, he said, found that the amount of 
rubbish collected from residential areas 
remained more or less the same during the 
MCO and before its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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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MODEL

RAMADAN BAZAAR TO GO ONLINE
E-bazaar to operate
with current food
delivery system

PUTRAJAYA

THE cabinet has decided
to allow only the online
Ramadan bazaar (e -
bazaar) to operate this

year in a bid to curb Covid-19
infections.
Defence Minister Datuk Seri Is-
mail Sabri Yaakob said this busi-
ness model would operate to-
gether with the current food de-
livery system through e-hailing
companies to replace traditional
Ramadan bazaars.
He said the e-bazaar was cur-
rently the only model allowed to

operate, while alternative pro-
posals would be further scruti-
nised.
“The second model is based on
a drive-through concept, but
the cabinet agreed that this re-
quired further scrutiny due to
concerns that it would lead to a
high volume of cars on the road,”
he said.
The other proposal involved or-
dering food online and picking
themup at the food stalls.
“We believe that the last two
proposals would result in having
too many people going out at the
same time.
“This will make it difficult for
the police as people will use this
reason as an excuse to violate the
Movement Control Order,” he
said here yesterday.
Ismail said it was also proposed
that people could only do grocery

shopping in themorning to avoid
crowding at shopping areas.
He said the government had al-
so issued a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OP) for Ramadan
bazaars to be adoptedbyall states
so that the operations of the fes-
tive market could be standard-
ised nationwide.
Selangor, Penang, Pahang,

Perlis, Negri Sembilan and
Terengganu have cancelled Ra-
madan bazaars.
Last Saturday, the Federal Ter-
ritories Ministry said it would
form a task force comprising lo-
cal authorities and representa-
tives from traders’ associations to
look at alternative operating
models for this year’s bazaars.
Federal Territories Minister

Tan Sri Annuar Musa said the
meeting would identify details of
alternativemodels for bazaars, in

light of the ministry’s decision to
do awaywith the physical set-up.
Annuar had said the ministry
proposed three alternatives to re-
place the conventional set-up.
They were the drive-through,
pick-and-pack and e-hailing op-
tions.
The drive-thru concept en-

tailed the distribution of traders
in segments while food would be
pre-packed.
The pick-and-pack concept al-
lowed bookings or pre-orders to
be made online, with traders op-
erating via platforms provided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It was proposed that the pay-
ments be made online, with the
food collected in places deter-
mined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Traders would have to register
with e-hailing platforms, such as
GrabFood and Foodpanda.

A woman
packing dates to
sell on the
Ramadan e-
bazaar at her
premises in
Senawang, Negri
Sembilan,
recently. The
government has
issued a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for
Ramadan
bazaars to be
adopted by all
states. PIC BY AZRUL
EDHAM MOHD
AMINUD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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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A Selayang Municipal CouncilSolid Waste Management and
Public Cleansing Department
worker is all geared up to carry out
sanitising and disinfecting work in
thecompoundoftheGombakDistrict
Police Headquarters, including the
quarters and the officers’ housing
units. PIC BY ASYRAF HAMZ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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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bborn night owls nabbed for 
violating MCO in joint ops 

TWENTY-NINE people were brought to the 
Sungai Buloh police station for further inves-
tigation following a joint night operation led 
by the Shah Alam City Council (MBSA). 

The individuals, comprising 13 men, two 
women and 14 foreign nationals, were either 
found loitering the streets or simply going 
for a ride in their vehicles, oblivious to the 
movement control order (MCO). 

Starting at 9pm and ending midnight, the 
operation was conducted by 110 officers 
from the Sungai Buloh district police head-
quarters, Pekan Subang police station, dis-
trict and land office as well as MBSA. 

"During the operation we found that there 
were quite a number of stubborn people 
who still refused to adhere to the MCO, so 
they were all taken to the police station for 
investigation," said MBSA corporate commu-
nications head Shahrin Ahmad. 

The operation was done through 
patrolling and the police stopped to question 
anyone loitering the streets, hanging out at 

A woman 
motorcyclist 
being ques-
tioned on her 
reason for 
being on the 
road during 
the joint night 
operation 
headed by 
MBSA. 

shops, public spaces or driving on the road. 
"The moment we spotted someone on the 

road, we stopped to question them and if we 
saw a vehicle driving by, we stopped them," 
he said, adding that there were no road-
blocks. 

Shahrin said the operation covered 
Kampung Melayu Subang, Kampung Baru 
Subang, Subang Perdana, Subang Permai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and was aimed at 
ensuring that the public obeyed the rules 
that were in place to break the Covid-19 
chain. 

"There were some who had valid reason 
for being out on the road, such as frontliners 
travelling home after work. 

"The rest had really weak reasons like 
going out to buy a pack of cigarettes or 
simply to just get some fresh air," he said. 

He reminded the public to stay home 
unless there was an emergency or they were 
travelling home from work. — By BRENDA 
C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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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ft of 30,000 face masks 
Developer does its part to help 
keep people of Selangor safe 

SELANGOR Mentri Besa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received a 
donation of 30,000 face masks from 
Mah Sing Group Berhad (Mah Sing) 
and it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
ty arm Mah Sing Foundation (MSF). 

The face masks are to be distrib-
uted to frontliners and Selangor res-
idents to help limit the spread of 
Covid-19. 

Mah Sing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Datuk Ho Hon Sang presented the 
gift to Amirudin at his office in 
Shah Alam. 

"The Covid-19 outbreak is an 
unprecedented event, which has 
deeply affected all of us. 

"We applaud the government's 
proactive measures in keeping the 
rakyat safe and we recognise the 
importance of active collaborations 

between the private sector and the 
government in support of the war 
against this pandemic. 

"Playing our part as a responsible 
corporate citizen, we hope our con-
tribution of 30,000 pieces of face 
masks to Selangor will help keep 
our frontliners and the public safe. 

"We will continue to do our part 
in supporting the government's 
ongoing efforts in addressing this 
pandemic and we hope for more 
participation from the private sec-
tor to help us weather this storm 
together," said Mah Sing founder 
and group managing director Tan 
Sri Leong Hoy Kum. 

Mah Sing is committed to playing 
its role in the fight against Covid-19. 

Recently, the group and MSF 

pledged 20 heavy duty critical-care 
ventilator units worth RM3.9mil to 
the National Disaster Management 
Agency. 

Mah Sing and MSF also donated 
RM50,000 to the Tabung Bencana 
Negeri Johor for the purchase of 
protective equipment for healthcare 
frontliners in response to the short-
age of medical equipment particu-
larly in states outside Klang Valley. 

Earlier this year, MSF contributed 
RM100,000 worth of medical sup-
plies to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Wuhan in China's Hubei Province, 
the epicentre of the pandemic. 

This was in collaboration with 
Malaysian relief organisation 
#OpsHarapan, which had direct 
access to hospitals there. 

(From left) Mah Sing deputy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Joey Wong Yok Wan, 
Amirudin and Ho at the handover of the face m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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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关怀配套扩大受惠范围
莎阿南15日讯|雪州政府扩

大「雪州关怀配套」受惠范围， 

租借地方政府单位，如农贸市 

场、自动服务机、所有类别的摊 

位、美食中心和公共巴刹的业者 

小贩，同样获得500令吉援助金。

雪州大臣拿督阿米鲁丁今曰 

发表文告指出，雪州政府早前宣 

布给予州内小贩及小型商家一次 

性500令吉的援助金。惟，碍于疫 

情持续发酵，故今早雪州行政议 

会通过扩大受惠范围，协助更多

商家度过难关。

有关援助仅限有效期在今 

年，并于今年3月20日前获批执照 

的业者。雪州政府也允许把申请 

日期延长至今年6月7日。

阿米鲁丁也提醒各界必须保 

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例如勤洗手 

和保持社交距离，并且遵守第三 

阶段的行动管制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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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眼冻结咍妮扎党籍蔡添强需解释
吉隆坡15日讯I公正党持续

「清党」行动，党内的亲阿兹敏 

派和人士陆续遭对付，妇女组主 

席哈妮扎目前冻结党籍，而公正 

党副主席蔡添强则被要求解释。

蔡添强被视为原公正党署 

理主席阿兹敏阵营，但喜来登政 

变后，他没有追随阿兹敏等人退 

党，而是继续留在党内。

人民公正党通讯主任法米回 

应《东方曰报》称，哈妮扎的党 

籍目前被冻结，直到党纪律委员 

会对结果做出宣布。

他称，对于蔡添强，党内则 

是要求给予解释信，并没有开除 

或冻结其党职。

公正党荅都秘书阿末阿兹里 

早前发文告称，他被告知也是荅

都区部主席的蔡添强已遭冻结党 

籍。他说，随著蔡添强被冻结党 

籍，对方已不能参与党的任何活 

动，同时也禁止使用党的名义。

不过，他质疑公正党中央为 

何选择在荅都区部专注协助受到 

行动管制令影响的居民时，冻结 

蔡添强的党籍。

「作为其中一名创立公正 

党的领袖，蔡添强已证明对党的 

衷心，就算政权变动，也选择留 

守党内。就算被羞辱、被粗鲁对 

党，毅然选择与党共同进退。」

他批评，此时冻结蔡添强的 

党籍，意味著党已不再需要蔡添 

强。有鉴于此，他表明将会自行 

冻结党籍，至到蔡添强的党籍恢 

复为止，以显示对后者的支持。

另外，根据网媒《今曰自 

由大马》，公正党妇女组主席哈 

妮扎证实已在4月13日接获公正 

党纪律委员会主席阿末卡欣的来 

信，告知党籍已被冻结。

根据有关信件，哈妮扎被指 

曾于2月26日在白沙罗某间酒店， 

与当时已遭党开除的阿兹敏及祖 

莱达会面。有鉴于此，公正党最 

高理事会决定援引党章第41.6条 

文冻结哈妮扎的党籍，至到纪律 

委员会调查结束为止。

哈妮扎也是雪州行政议员兼 

再也谷州议员。对此，她质疑为 

何纪律委员会的行动，与公正党 

政治局于3月21日在会议上达致 

的议决不一致。

「公正党政治局只是要求

哈妮扎®公正党如女组主席

我及蔡添强向纪律委员会作出解 

释，但不曾提及冻结的党籍。为 

何纪律委员会的决定异于最高理 

事会的议决。」

另外，根据报导，公正党妇 

女组宣传主任斯雅鲁也在4月1曰 

被开除，不过，她对于党在没有

蔡済^虽®公正党副主席

充分理由，也没给予解释机会而 

表达极度不满。

她表示，除了哈妮扎，超过 

200名公正党党员，包括大部分中 

央理事会成员，因属于阿兹敏及 

祖莱达派系，而自4月1日起被开 

除或冻结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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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妮扎®公正党妇女组主席蔡丨添?虽®公正党副主席

藍眼凍結哈妮扎黨籍蔡添強需解釋
吉隆坡15S讯|公正党持续

「清党」行动，党内的亲阿兹敏 

派和人士陆续遭对付，妇女组主 

席哈妮扎目前冻结党籍，而公正 

党副主席蔡添强则被要求解释。

蔡添强被视为原公正党署 

理主席阿兹敏阵营，但喜来登 

政变后，他没有追随阿兹敏等 

人退党，而是继续留在党内。

人民公正党通讯主任法米 

回应《东方日报》称，哈妮扎 

的党籍目前被冻结，直到党纪 

律委员会对结果做出宣布。

他称，对于蔡添强，党内则 

是要求给予解释信，并没有开除或 

冻结其党职。

公正党荅都秘书阿末阿兹里 

早前发文告称，他被告知也是s都 

区部主席的蔡添强已遭冻结党藉。 

他说，随著蔡添强被冻结党藉，对 

方已不能参与党的任何活动，同时 

也禁止使用党的名义。

不过，他质疑公正党中央为 

何选择在答都区部专注协助受到行 

动管制令影响的居民时，冻结蔡添 

强的党籍。
「作为其中一名创立公正党 

的领袖，蔡添强已证明对党的衷 

心，就算政权变动，也选择留守党 

内。就算被羞辱、被粗鲁对党，毅 

然选择与党共同进退。」

他批评，此时冻结蔡添强 

的党籍，意味著党已不再需 

要蔡添强。有鉴于此，他表 

明将会自行冻结党籍，至到 

蔡添强的党籍恢复为止，以 

显示对后者的支持。

另外，根据网媒《今曰自 

由大马》，公正党妇女组主席 
哈妮扎证实已在4月13日接获公 

正党纪律委员会主席阿末卡欣 

的来信，告知党籍已被冻结。

根据有关信件，哈妮扎被 
指曾于2月26日在白沙罗某间酒 

店，与当时已遭党开除的阿兹敏 

及祖莱达会面。

有鉴于此，公正党最高理 
事会决定援引党章第41.6条文冻 

结哈妮扎的党籍，至到纪律委员 

会调査结束为止。

哈妮扎也是雪州行政议员 

兼再也谷州议员。对此，她质 

疑为何纪律委员会的行动，与 
公正党政治局于3月21日在会议 

上达致的议决不一致。

「公正党政治局只是要 

求我及蔡添强向纪律委员会作 
出解释，但不曾提及冻结的党 

籍。为何纪律委员会的决定异 

于最高理事会的议决。」

另外，根据报导，公正党 

妇女组宣传主任斯雅鲁也在4月 

1日被开除，不过，她对于党在 

没有充分理由，也没给予解释 

机会而表达极度不满。

她表示，除了哈妮扎，超 
过200名公正党党员，包括大部 

分中央理事会成员，因属于阿 
兹敏及祖莱达派系，而自4月1 

曰起被开除或冻结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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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方便彻底进行消毒，吉隆坡市政局指示小贩清除摊位 

底下的杂物。

士拉央舊批發公市

下周一三五休業消毒 吉隆坡市政局周三早上封锁士拉央 
旧批发公市，以进行消毒和清洁工作。

報道►陳詩蕙（圖由鄭秀明提供）

(八打灵再也I5日讯）配合 

吉隆坡市政局展开更全面的消毒 

与清洁行动，士拉央旧批发公市 
(Pasar Harian Selayang )将继续 

于下周' 7和五i天休业，小 

贩受促清除违规摆放的桌椅、摊 

位底下的箱子和阻碍物！

吉隆坡批发公市小批发商公 

会顾问郑秀明受访时表示，继今 

日和来临周五（17日）接指示休 

业以让路消毒行动后，市政局昨 

日再发出通知，要小贩们配合在 
下星期休业3天，好让当局展开更 

深人的消毒工作。
“我们本来本周休息两天， 

昨天接到指示，因为巴刹太肮 

脏，加上人潮太多，所以下周要

休 天，进行更严厉的管制。” 

他说，鉴于大部分小贩的 

摊位底下放有太多杂物，甚至将 

档口当成货仓或仓库，阻碍当局 

进行彻底的消毒和清洁工作因 

此，市政局也下指示要小贩们清 

空摊位。

呼吁小贩们遵守指示；但他们在 

这期间其实都很合作。”

他也补充，小贩们曾向市政 

局要求星期一及五营业时间延长 

至早上卯寸，尽管已获得同意；但 

有关建议较后已被国家安全理事 

会拒绝:

已派员拆除外围非法档口

郑秀明：

小贩强制戴手套口罩
同时，郑秀明指出，随着行 

动管制令进人第1阶段，执法当 

局也会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包括 

强制小贩和员工在营业期间，必 

须戴上手套和口罩:、

“我们也透过WhatsApp群，

无论如何，郑秀明表示，该 

巴刹目前只有2宗确诊病例，另外 

- 2宗患者是外围的非法小贩，而 

士拉央市议会执法组早前已派员 

拆除了外围的所有非法档口^

“第一批接受冠病检测的所 

有小贩及员工皆呈阴性反应，第 

二批近百人的检测报告也会在这

-两天内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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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消毒+灌輸夕
火火“ TCH3 /|~~|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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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市议会副主席艾丽雅（右一）和班达马兰区州议员梁德志 

(左二）到班村消毒，站着中为谢秀。

報道►張淑媚

(部分照片取自巴生市議會官方臉書）

(巴生15日讯）随着冠病疫情在我国渐渐 

地走向起伏不定局势，巴生市议会陆续前往各 

区进行一连串防疫工作，一刻也不松懈，以最 

实际行动贯彻抗疫行动，向病毒“宣战”！

据了解，当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宣布落实行管令 

后，市议会即马不停蹄地展开…系列防疫工作，走人 

各社区消毒，还不断地教育商民要在店内和屋内消 

毒，包括商家须与顾客保持一公尺社交距离、限定人 

门购物人数等，防患于未然。

中路大巴刹二度消毒

_留 m'-*
!

其中，聚集为数颇多的罗兴亚人和外劳的打工地 

点之一巴生中路大巴刹，自然而然在无形中引发各种 

忧虑。市议会已前后拉大队进巴刹进行2次全面性消毒。

值得•提的是，市议会甚至于本月8日，前往巴生新巴刹1 

至3路、附近的PKNS店屋及后巷，向外劳上■堂“环保”课， 

教育他们照顾自己居住环境的卫生:、
据雪州卫生局的最新数字显示，截至昨日（14日）中午12 

时，巴生的冠病确诊病例如今已达167宗。

严玉梅（中）日前在市议会官员的陪同下，一行人 

到巴生中路大巴刹消毒。

市議員走入社區商區視察
,'社区报记者抽样访问数名巴生 

\夕、仓/市议员，以进.步了解最近他 

们在各别负责的区域进行何种防疫措施时得知，他们在这段时 

间也没“闲”着，而是不断地与市议会执法官“东奔西跑”， 

走人社区和商业区视察，确保业者都有遵循行管令守则。

在这期间，出门购买所需物资不易，加上许多贫困人士 

“手停口停”，造成日常开销也大受影响，勒紧腰带过生活。

因此，-些市议员决定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走人社区派 

发物资给有需要的人t

他们说，随着联邦政府宣布全国进人第1阶段的行管期， 

接下来他们也将往各区进行“升级版”消毒，以使市民受冠病 

感染的几率降到最低。

谢秀（左一）与市议会配合，供应日常用品和粮食给 

有需要的居民。

陸續擴大消毒範圍
嚴玉梅（巴生市議員）

“ 局重视商家的防疫措 
$施，其中提醒消费者与 

业者需保持一公尺社交距离及提供消毒 

搓手液等，这是最基本的。

以目前情况而言，商家与消费者也 

相当配合，消毒工作…直进行中，中路大巴刹已消毒兩次， 

接下来也会陆续扩大消毒范围。
市议会广场（Plaza MPK )如今也已做了2次消毒，不过 

只在大门人口处消毒，因为那区有不少外劳进出广场，消毒 

是必须的。

只要是人流量高的公共场所，市议会都会逐步去消毒a 

比如公共巴士亭和组屋区，市议会官员都会定时监督清理工 

作，以免滋生细菌。

任何、丨丨(者都不准占用商店五脚基摆放货物，否则将被充 

公货物和开罚单对付。在进人巴刹前，市议会员丁将先替访 

客测量体温，而且会控制人流量等，市民不用感到不安。”

羅興亞人衛生意識差
陳如堅（巴生市議員）

“我
负责的南德园确实住着不 

少罗兴亚人，由于他们缺

乏基本保护环境卫生意识，所以该区常出 

现环境卫生问题。

有鉴于此，我与当地一名马来村长沟 

通后，村长也教育村民如何维持居家环境卫生；除了卫生这-- 

点之外，其他事情大家都很安分。”

市议会派人到巴生中路大巴刹消毒，保持环境整洁。

班村疑似病例實爲蚊症
謝秀（巴生市議貝）

U g然班村早前出现•宗疑似 

冠病病例，但之后证实为 

骨痛热症，让民众虚惊一场。

为了安抚民心，日前我已要求市议会 

派人到班村大街进行消毒，未来也会逐步 

前往各区消毒。

每名市议员会有•些拨款作常年活动 

基金，刚巧碰上行管令，许多活动无法举办，所以州政府允许 

市议员，可从中抽取款项，作为舒缓居民生活压力的援助金: 

我也与市议会配合，供应日常用品和粮食给我负责范围的 

居民，希望能减轻他们的生活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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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仙，跌到和政府给予渔 

民的“津贴柴油”价格-- 

样。

柴油支出 

占出海成本65%
“如今世界各国的 

疫情严重，渔获出口量大 

减，加上本地运输业因行 

动管制令，不得已缩减载

的基本日常所需，政府必 

须小心处理食物供应链的 

问题，否则将影响本地的 

渔获市场供应。

他日前与巡视选区 

的雪州议长兼适耕庄区州 

议员黄瑞林会面时，如此 

表示，并移交渔总即将呈 

给农业部长的信函给黄瑞 

林。

l-S" V 'CL. 入 /二,今、— 正，卞只口；^ qtr m j 4吕函

林；右为沙白安南县议员黄亚详。

黃瑞林:建議調整至RM1.30

此，黄瑞林表 

示，若政府给 

予渔民的“津贴柴油” 

价格，和市场上的价格 

相同，那根本就不是津

贴，而是沦为政府表面 
上好看的文书丁作，所 

以盼政府与时并进，调 

整津贴柴油价格至1令 

昔30仙呑

“渔民在政府宣 

布的经济振兴配套中， 

也没有明显受惠，却必 

须确保食物供应稳定， 

因此为了保证我国人民 

享有稳定的渔获供应， 

希望政府聆听渔民的心
■=fcr ”
尸〇

漁總：減輕漁民負擔

津明楽油價格應調低
(适耕庄15日讯） 

冠病疫情肆虐全球，渔 

获出口量大跌，加上本 

地运输业也受疫情影 

响，马来西亚渔业总会 

(渔总）呼吁农业部调 

低“津贴柴油”的价格 

至每公升1令吉30仙， 

以减轻渔民的沉重负 

担。

渔总会长谢添僖指 

出，随着国际油价大跌， 

我国的汽油和柴油价格也 

随之降价；本周的柴油价 

格甚至掉到每公升1令吉

货量，渔民几乎每次出 

海，都会面对巨大的亏损 

风险。”

他解释，柴油支出 

占了渔船每次出海成本的 
65%,如今盈利大缩水的情 

况下，渔民的成本也变相 

提高。因此希望农业部酌 

情处理，把“津贴柴油” 

的价格下调至每公升1令吉 

30仙，减轻渔民的负担。

“这是全国各地渔民 

都面对的问题，就连沙巴 

州的渔民代表也联络我， 

要求向农业部反映他们如 

今面对的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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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

諾希山：確診人數降至雙位數

_峨®S
冠病

愈:
•-'衫|.-

态 Sif歷JLn_
第一期行管期

-2500

1500

第二期行管期
.O,：^596 2,579 2,553 2.462 2.464

1000
(布城15日讯）大马在一个月 

来首次出现85宗双位数确诊的病 

例，卫生总监拿督诺希山说，这要 

归功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行动 

管制令。

他说，过去两三天病例显著增加，

主要是因为当局对一些地区落实加强行 

管令和积极病例侦查的结果。

他指出，这并不是一项失败，而是 

-项成功，因为可以进人重疫区进行积 

极侦查，追踪到确诊病患，所以确诊数据才会上升。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 
3月 4月

2020年 2020年

卫生部公布国内冠病活跃病例(仍在诊治病例)图，

可见过去2期的行动管制令成功控制疫情，让案例不超过3000宗。

积极侦查数据才增加

他说，这和零星病例不同，而是积极侦查的结果，因此 
数据才有所增加，介于190至两百多宗，没有上升到300宗的 

情况。

他也说，各州如吉打、槟城、玻璃市和吉兰丹及登嘉楼 

的确诊病例也减少了。
针对大马男子链球名将黄秀捷住院逾•个月的问题，诺 

希山指出，冠病的潜伏期一般是14天，但大马和英国及意大 

利有不同的处理方法，英国和意大利的无症状或轻微症状的 

确诊病人是在家隔离，但大马的确诊病人是在医院被隔离和 

以便受到紧密监督。

他说，大马有88%的无症状和轻微症状确诊病例，由于 

受到监督和治疗，大马看来取得更好的成效。

他说，至于到崙厘岛的病人是在回国后感染其兄弟， 

最初被怀疑是蚊症，因而传染给医护人员，过后才被确诊， 

当局目前正在密切监督这个感染群，以便能够抑制病毒的传 

播。

與警合作篩檢宗教學校學生

其中11個感染群 
的新增和累計病例
(截至4月15日中午12时）

感染群#

新增

病例

累计

病例

1万宜婚宴 0 96

2古晋意大利回国人士 0 50

3古晋教会活动 0 117

4森美兰的林茂 0 53

5崙厘岛回国 4 24

6吉隆坡甘榜峑鲁组屋 4 27

7森美兰申达央 0 40

8彭亨连突宗教学校 2 64

9槟州本南地宗教学校 0 6

10雪州双溪镭宗教学校 0 126

11马六甲野新宗教学校 0 37

：；#希山说，紧接着大城

W堡传教士集会的目标 

感染群后，卫生部将会和警方及 

其他机构合作，对宗教学校的学 

生展开大型的冠病筛检。

他说，涉及的宗教学校学 
生共有8616人，1736人已进行筛 

检，但很多学生早在行管令实行 

前已回家，因此，当局将会积极 

进行侦查。

他指出，该感染群中，有 

有28感染群

“ n前的病例主要集中在雪 

州、森州，联邦直辖区等地，感 
染群有28个，我们主要是着重于 

追踪目标感染群。”

针对森州申达央会否实施加 

强行管令问题，他说，申达央 

昨日就有一宗死亡病例，确诊病 

患有39人，所以当地总共有40宗 

确诊。

追蹤感染群 

行動一致

：；$：希山说，卫生部追踪大 

M城堡传教士集会者的行 

动和追踪砂州教堂感染群的行动 

是一致的，并无差异。

他说，-旦发现确诊病例， 

当局会搜寻零号病人，之后再侦 

查密切接触者，目前的情况已受 

控，因此，不会在当地实行加强

考.、各州冠狀病毒病

截至4月15日中午12时）

州属| 新增病例 累计病例
<玻璃市 0 18

•吉打 1 94

廷]槟城 0 119

霹雳 0 250

@雪兰莪 17 1,316Q森美兰 1 363f马六甲 0 147

# m% 14 601f彭亨 17 253

谈登嘉楼 0 106

_吉兰丹 0 154g沙巴 0 285

@砂拉越 8 371

_吉隆坡 27 926

布城 0 54

二纳闽 0 15

总数 | 5,072 |

行管令。

^大马半岛和砂州的行动是 

-致的，重要的是能够追踪到出 

席者。”

他说，和传教士集会不同 

的是，相关集会有出席记录，更 

方便追踪，相关感染群已受到控 

制，不过，当局还在侦查中a

217人确诊，约10%，出席大城 

堡传教士集会者约8%，而密切 

接触者包括家人的筛检约31%。

他说，这包括13名宗教学校 

的学生，-个家庭11成员，学校 
董事15人，包括一名医生。

保持社交距離最重要

不鼓勵用消毒器免傷身 针
希山指出，没有证据 

TO显示，消毒通道、盒 

子、隧道、消毒门、消毒区或 

消毒室等方式可以有效消毒， 

反而对人体有害<*

他说，卫生部接到许多方 

面提问，是否适合使用上述消 

毒方式，但经过医疗技术组评 

估，当局不建议使用。

他指出，尽管在全国一些 

地区已经有人开始使用上述消

毒方式，经过当局试验之后， 

-些上述所指的消毒设备， 
也就是让人经过消毒处20至30 

秒，喷洒化学物品消毒的方 

式。

“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证 

明这些方式有效消毒，此举无 

法消除体内的病菌，反而对身 

体如眼睛或嘴部的粘膜带来危 

害C ”

对新加坡强制人民外出必须戴 

口罩，我国是否也会强制-- 

事，诺希山说，最重要还是与他人保持距 

离，避免前往人潮拥挤、密闭和空气不流 

通的地方。

他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 

指示，在人潮拥挤的地方必须戴上口罩，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保持社交距离，尤其是 

在交谈的时候。

他也劝请民众避免前往密闭、空气不 

流通的空间。

他说，戴上口罩是附加式的保护本 

身。

伊集會2383人等待檢驗結果

诺

盼可達2033 “可傳染性”病例

诺丨键的是可传染性 
(infeetivity)病例，我国的目 

标是达致2033宗病例，而今日 

的可传染性是2342宗，希望第 

H阶段行动管制令能协助我国 

达致这个目标。

他指出，“可传染性”计 

算方式是累计病例减去出院病 

例，如果这个数目降低，可传 

染性也就降低，等同于社区传 

染的几率也会降低a

可能出现3种病毒

询及我国的冠病基本传 
染数（R-mmglit)，他说， 

R-nought已从落实行动管制令 

之前的3.55降至1,即-名确诊 

病患能传染给-1、人，R前我 

国的目标是降低可传染性。

诺希山说，大马可能出现3 

种不同的冠病病毒。

他说，由于这是新病毒， 

没有任何先例可供参考，大马 
医药研究院（IMR )正在培养有 

关病毒，以核对确诊病患身上 

的病毒是否属同种类型。

他解释，首波确诊病例 
中，有16人来11中国，第二波 

疫情的输入病例中，各有从中 

国、美国、英国及其他国家回 

国的学生，因此，相信国内可 

能有3种病毒。

“假设武汉的病毒属于B 

型，亚洲如我国是属于C型，美 

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则是A型，我 

们不知道是否属实，除非我们 

培养有关病毒进行核对，才知 

道这些病毒的种类。”

希山说，大城堡清真寺传教士 

'集会感染群累计1924宗确诊病 

例，还有2383人等候检验结果

“在这个感染群共进行了 2万6725项 

检验，摘取2万4805个样本，其中2万零 

498人呈阴性，共有1933人人院。”

诺希山说，在居銮加强行动管制的地 

区今日新增9宗确诊病例，累计172宗；居 

蛮其他地区保持38宗，累计210宗。

“乌鲁冷岳则新增6宗病例、累计 

437、有1死亡病例；其中双溪镭有128

宗，在这128宗中，当地宗教学校就占了 

124宗，乌冷的其他地区则是309宗。”

隆3封锁区无新病例

他说，吉隆坡City One大厦还是保持 

39宗、马来亚组屋4宗和雪兰莪敏申组屋 

83宗，今日没有新增确诊病例,：

针对吉隆坡班底谷的病例是全国之 

冠，何以没有落实加强行动管制，诺希山 

说，其One大厦、雪兰莪敏申组屋 

和马来亚ll#就是在班底谷内。

8感染群無新病例

诺
希山指出，在11个感染群中，8个!^群#日没有新 

丨增确诊病例。

他说，没有新增病例的感染群为万#婚姻、•砂拉越古晋: 

意大利回国人士、古晋教会活动、森美f知林茂和申¥央、青- 

州双溪镭宗教学校、槟州本南地宗教学校、野if#学 

校。

他指出，答厘岛归国（彭亨和吉兰丹）感染群新 
吉隆坡甘榜崙鲁新增4宗、彭亨连突氧教学校新增诊病 

例。

冠病疫情數據
_ (截至4月15日）

国家/地区 确诊 壯 治愈

美国 614246 26064 38820

西班牙 177633 18579 70853

意大利 162488 21067 37130

法国 143303 15729 28805

德国 132210 3495 72600

英国 93873 12107 344

中国 82295 3342 77816

伊朗 76389 4777 49933

土耳其 65111 1403 4799

比利时 33573 4440 7107

荷兰 27419 2945 250

加拿大 27063 903 8235

瑞士 26023 1190 14700

巴西 25684 1552 14026

俄罗斯 24490 198 1986

印度 11555 396 1362

韩国 10591 225 7616

曰本 8812* 158 1492

丹麦 6681 299 2515

澳洲 6447 63 3686

香港 1017 4 459

台湾 395 6 137

*包括“ 钻石公主’ 号邮轮712确诊。

■东盟国家 确诊 死亡 治愈謹
菲律宾 5453 349 353

印尼 5136 469 446

马来西亚 5072 83 2647

新加坡 3252 10 611

泰国 2643 43 1497

越南 267 - 171

汶莱 136 1 107

柬埔寨 122 - 96
缅甸 74 4 2

察国 19 - 1

總數 2,018,448

死亡 128,063

治癒 49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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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黨婦女組主席

哈妮扎被凍結黨籍
(八打灵再也15日 

讯）属于“敏派人马”的 

公正党妇女组主席哈妮扎 

遭冻结党籍！据了解，她 
因为在2月底政治变天时 

期与被开除的署理主席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还有 

前副主席祖莱达会面，而 

被公正党视为作出背叛党 

的行为。

仅被要求解释 
不满冻结决定
对此，她不满表示，

3月21日的公正党政治局 

会议决定对她和副主席蔡 

添强采取的行动.只是要 

求2人向纪律委员会作出 

解释。

“我很惊讶，为什么 

纪律委员会与中央理事会 

作出的决定截然不同0

“我和蔡添强都没 

有被（政治局决定）冻结 

党籍，只是被要求向纪律 

委员会解释针对我们的指 

控。，’

/、正党妇女组宣 

A传主任斯雅鲁 
也表示，她已经在4月1日 

被开除，惟她批评党在没 

有充分理由下开除她，也 

没有给她解释的机会。

她说，除了哈妮扎， 
超过200名公正党党员， 

包括大部分中央理事会成 

员也因为“亲阿兹敏及祖 
莱达派”，而从4月1日起 

被开除或冻结党籍。

根据网媒《今日自由 

大马》的报道，也是雪州 

行政议员的哈妮扎受询时 
证实，她在4月13日接获 

了冻结党籍信。

她说，这封信由公正 

党纪律委员会主席阿末卡 

欣发出，通知她被冻结党 

籍，并于4月6日起生效:、 

与阿兹敏祖莱达 
会面

报道指出，开除信写 
道，哈妮扎在2月26日于 

-家位于白沙罗的酒店， 
与已经在2月24日遭党开 

除的阿兹敏及祖莱达会 

面。

“公正党中央理事会 

妇月21日援引党章第41.6 

条文第1页至第2页，立即 

冻结同志（哈妮扎）的党 

籍，直到党纪律委员会的 

调查（结束）9 ”

哈妮扎被冻结党籍 

后，也被禁止以党的名义 

发表任何谈话。

国盟政府成立及首 

相丹斯里慕尤丁宣布内阁 

名单后，公正党开出多名 

跳槽成为国盟正副部长 

的党籍，如今开始进行第 

二波的“开除/冻结党籍 

潮” 〇

公正党总秘书拿督斯 

里赛夫丁曾表示，根据党 

章，被开除或冻结党籍这 

有权提出上诉。

公正黨第二波

開除/凍結黨籍的“阿5敏派”主要領袖
(截至4月15日）

1名字 党籍 党职 官职/议员身分

冻结 妇女组主席
雪州行政议员 

/再也谷州议员

斯雅鲁 开除 妇女组宣传主任 —j施志豪 开除
砂公正党前副主席 

/实旦宾区部主席

崙都林当 

州议员

7维农 开除 砂公正党前秘书 -

婦女組宣傳主任斯雅魯被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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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小販500援金擴大範圍

租縣市會場所商販也受惠
(沙亚南15日讯）雪州政府派发给 

小贩的500令吉援助金将扩大范围，让 

租下县市议会场所做生意的农业市集、 
Kiosk小商铺、所有档位档口、美食中心 

(medan selera)和巴刹做生意的小商小 

贩也能受惠！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今日发 

文告指出，今早召开的州行政议会会议 

议决，在雪州经济振兴关怀配套下，派 
发的一次性500令吉小贩与小商援助金， 

在接获各方回馈与审时度势后，决定扩

增至上述向地方政府承租的有执照小商 

贩亦能受惠。

他指出，符合申请资格的小商贩， 
必须是在地方条例（UUK)执照条款、 

巴刹和食物处理项目下注册的人士:
“这项优惠只限于2020年度执照到 

3月20日届满的小商贩，州政府同意把申 

请截止日期延长至6月7日:”

他提醒小商贩需保持良好卫生习 

惯，如勤洗手和确保社交距离等，以符 

合今日进\第三阶段的行管令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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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公會：不同意工作類別區分

應允所有律師樓復業
(吉隆坡15日讯）马来西 

亚律师公会表示，已向国际贸易 

及工业部反映及建议，让所有律 

师楼都能在第三阶段的行动管制 

令期间重新开业，并表示不同意 

只能按照丁作类别，允许特定律 

师楼能豁免行管令。

根据《马来邮报》报道， 

律师公会秘书卡利达斯昨日发布 

-个通令给会员律师，律师公会 

说，国际贸易及丁业部已联系律 

师公会，要求该会提出意见。

“我们给予贸工部的回覆 

是，我们建议所有律师楼都允许 

重新开业，我们也不同意，必须 

根据律师楼工作类别才能获得准 

许开业的建议。

“法律服务” 

缺清楚定义

“我们已通知贸工部，- 

旦律师楼允许开业，必须限制丁 

作天数、营业时间及前往律师楼 

上班的职员人数，同时律师楼必 

须遵守最低限度的卫生及安全需 

求〇 "

律师公会指出，此前被告 
知，贸T.部于本月10日列出允许 

行动管制令营业的添加服务中， 

提及的“法律服务”，缺乏清楚 

的定义。

“我们已经致函给贸工部 

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首相署 

国会及法律事务部长拿督达基尤 

丁，寻求厘清是否已有相关政策 

决定，但是迄今我们还没有收到 

任何回复。我们将会继续跟进此 

事，…旦有了决定会尽快向会员 

更新C ”

目前有…些律师公会会员 

尝试寻求贸工部批准重新开业， 

但是因为贸工部官方网站瘫痪， 

而无法继续。

根据首相暑法律事务部今 

日发出的律师服务在行动管制令 

期间的标准作业程序指南，只有 
获得国际贸易及丁业部允许的特 

定法律服务，当中涉及产业及业 

务转让的法律项目，相关律师允 

许在行动管制令期间运作，至 

于法律谘询及诉讼类别的法律业 

务，仍然在行动管制令期间禁止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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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吉夫（左二）星期四早上派发500个布口罩至白沙罗比 

斯达利组屋，由居民罗斯达（右）代表领取。

缝製布口罩獲熱烈迴響

拉吉夫靈19區派布口罩
(八打灵再也15 R讯） 

行动党武吉加星州议员拉吉 

夫早前发动缝制1万个布口 

罩的项目，获得民众热烈回 

响，今早第…站前往八打灵 
再也19区白沙罗比斯达利组 

屋派发其中500个布口罩:、 

拉吉夫指出，自从他于4 

月5日起发动缝制布口罩计划 

后，获得许多人的回响，甚 

至有来自八打灵再也以外地 

区与州属的民众报名参与， 

但碍于运输问题，因此只能 

接受八打灵再也、首邦市与 

蒲种数名裁缝者加人。

拉吉夫今早移交布口罩 

给组屋居民代表时指出，他 

主要是提供不同颜色的布料 

与橡筋绳给参与有关项目的 

裁缝者，裁缝者则自备缝纫 

机与线缝制布口罩，有的缝 

制100个、200个、甚至1000 

个。

拉吉夫也会依据缝制布 

口罩的数量而提供津贴费用 

予裁缝者，部分参与缝制项 

目的人士都是单亲母亲、无 

收人者或义工

他表示，接下来将把部 
分口罩分批派送至17区雪州

发展机构组屋及加星英达组 

屋，并交由居民代表负责派 

发给其他居民。

派发对象 

主要是低收入群
他指出，派发布口罩的 

对象主要先从低收人群体开 

始，之后也会把部分剩余的 

布口罩放在其服务中心，待 

行动管制令解除后，前往该 

中心的市民都可以索取布口 

罩，惟先到先得。

“刚获得布口罩的受惠 

者必须先清洗该布口罩才使 

用，每次出门用后也必须清 

洗干净，再重复使用。”

拉吉夫说，虽然布口罩 

并不能完全阻挡病毒，但总 

比没有戴口罩来得好。

“网购平台也有售卖布 

口罩，不过我选择使用群众 

献力的形式，号召人•起缝 
制布口罩，从而帮助有需要 

的人士: ”

他说，如果民众没有外 

科口罩，至少也可以戴上布 

口罩，能防多少就防多少， 

尽量保持个人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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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性塑料品用量減_
許來賢：雪有信心達“無塑環境”目標

關 锺可婷

许来贤：民 
众外出打包食物 

时，尽量自备饭 
盒，减少使用一 
次性塑料用品。

(八打灵再也15日讯）雪州行 

政议员许来贤表示，行管令期间所 

有商业活动暂停，一次性塑料用品 

的使用量减少约90%至95%之间。

雪州政府有信心即使不受行管令影 

响，仍可以达到“2025年雪州无塑 

环境”的目标Q

他接受《大都会》社区报记者电访 

时表示，尽管大部分食肆业者都反映表 

示他们在行管令期间的…次性塑料用品用量明显增加，惟雪 

州政府从整体上来看，州内的商业活动因冠状病毒病疫情及 

行管令影响而暂停，-次性塑料用品的用量也随之减少。

他坦言，n前在对抗冠病疫情期间，民众注重的是三餐 

温饱，对使用一次性塑料用品也相对减少。

“同时，雪州政府也将解决冠病疫情、经济及人民的生 

活为首要任务，惟我们会继续教育工作，传达更多关于无塑 

料方面的资讯给民众。”

他也鼓励民众在外出打包食物时，尽量自备饭盒，减少 

使用-次性塑料用品。他说，他明白外卖食物难以达到自备 

饭盒这一环，但他希望民众尽自己的本分，减少使用-•次性 

塑料用品。

食肆业 

者鼓励民众 

自发性携带 

饭盒前往食 

肆打包，以 

减少使用一 
次性塑料用 

品，为环保 

献一份力。

^ tccd SaEii C«nlAjiM]r

l管令期间，所有食肆只％许打 

包或外卖，无形中增加一次性 

塑料用品的使用量，而食肆业者鼓励前来 

打包食物的民众自备饭盒，以为环保尽_ - 

分绵力，打造无塑环境。

受访食肆业者表示，他们在行管令期 

间使用的一次性塑料用品，是平日的一倍 

或更多。

他们说，所有售出的食物都必须打 
包，而每种打包的食物，至少需使用至少 
两个…次性塑料用品，如有汤汁的食物，

需要的一次性塑料用品数量越多^

“使用一次性塑料用品来打包食物， 

不仅对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无形中也增 

加了我们的成本。”

因此，他们鼓励前来打包的民众，尽 

可能自备饭盒，除了能让食物保温，冋到 

家中能吃到热腾腾的食物。

“不过，目前迈人第三阶段的行管令 

期，我们发现越来越多人自发性携带饭盒 

或保温壶来打包食物。”

無形中增加成本
陳熙文（亞汕肉骨茶業者）

行动管制令期 
izt间，食肆只允 

许打包及外带食物，导致-次 

性塑料用品的使用量大大增 

加，至少增加了一倍。

我相信这是全部食肆业者 

都面对的问题，无形中也增加

我们的成本。

行管令期迈人第一.阶段后，越来越多民众都会 

自发性携带自己的饭盒前来打包：我也鼓励民众携 

带自己的饭盒来打包，以达到双赢的局面。如果民 

众是自备饭盒的话，我会等到他们前来，才将煮好 

的食物放人他们的饭盒中。”

沒徵收額外費用
王富豪（潮州肉骨茶海鮮餐•業者）

人行管令后， 

我发现我们使 

用一次性塑料用品的数量增加 

超过1倍，加上我们选择质量 

较好的一次性塑料用品，成本 

也相对增加了

我也发现，越多打包的 

食物，-次性塑料用品的使用 

量就会增加，就如我今天接到 

100份椰浆饭的订单，每份椰 

浆饭平均需要用到至少两种不同种类的一次性塑料 

用品。

不过，由于我们是做熟客生意，我们以拉长补 

短方式，没有向顾客征收额外的费用。我也鼓励顾 

客自备饭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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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31天3位数

新确诊降至85
-------------------------------------------------------------------- (布城15曰讯）自国内2019冠状

卫生总监记者会 病毒病确诊病例连续31天单曰录

得3位数病例后，今日首次降至双

位数的85宗病例。

根据记录，冠病病例自3月15日首次单日破百达190宗后，接下来每日的 

确诊病例，都一直维持在3位数。

-fl生总监拿督诺希山医生今日在记者会 

—Li上指出，截至今午12时，国内新增 

85宗冠病确诊病例，使到累计病例破5000宗达 

到5072宗，死亡病例增加1宗至83宗，占总 

确诊人数的1.64%。

“今天康复出院的病例达169宗，累计康复 

人数为2647宗，康复率占总确诊人数的 

52.2% ° ”

诺希山指丨丨丨^ 0肖II共有56名病患在重症病 

房接受治疗，当中有32人需呼吸辅助机。

7州2直区零确诊
全国7个州属及2个直辖区在过去24个小 

时零确诊病例。

根据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新增病例数据，玻 

璃市、槟城、霹雳、马六甲、登嘉楼、吉兰 

丹、沙巴、砂拉越、布城及纳闽在过去24个小 

时，完全没有新增确诊病例。

诺希山：卫生部加紧监控28个小的感染群。

根据数据，吉隆坡依然是新增确诊人数最 

高的地区，有27人（木月14 R的数据为69 

人），接着是雪兰莪及彭亨，各別新增17宗确 

诊病例：雪州在木月14日的新增确诊病例为50 

人，排在第二位。

各州最新确诊病例
(截至4月15曰中午12时)

州属 新增病例 累计病例

雪兰莪 17 1316

吉隆坡 27 926

柔佛 14 601

砂拉越 8 371

森美兰 1 363

沙巴 0 285

霹雳 0 250

彭亨 17 253

吉兰丹 0 154

马六甲 0 147

槟城 0 119

登嘉楼 0 106

吉打 1 94

布城 0 54

玻璃市 1 18

纳闽 0 15

总数 85 5072

死亡人数：83

冠病群集
群集 州属 县区 新增 确诊 重症 康复 死亡

布城、吉打、霹雳、

万宜新市镇婚宴
雪兰莪、森美兰、马 

六甲、柔佛、吉兰丹 

及登嘉楼

各区 0 96 1 79 0

曾往意大利群集 砂拉越 古晋 0 50 1 11 5

古晋佳音教会 砂拉越
古晋、三马拉 

汉、西连
0 117 3 14 3

林茂县群体 森美兰 林茂 0 53 0 46 0

答里受调查病患 

(PUI )群集
鼓亨及吉兰丹 关丹及道北 4 24 3 3 1

甘榜答鲁组屋 吉隆坡 蒂蒂旺莎 4 27 0 0 1

申达央 森美兰 芙蓉 0 40 0 0 1

而连突宗教学校 彭亨 而连突 2 64 0 22 0

本南地宗教学校 槟城 威中省 0 6 0 6 0

双溪镭宗教学校 雪兰莪 乌鲁冷岳 0 126 0 67 0

野新宗教学校 马六甲 野新 0 37 0 1 0

3招可阻传播链

诺希山强调，只要遵守三大要点，即遵守管控 

令，保持高度卫生和至少1米的安全社交距离，就 

能助卫生部实现阻断传播链的S标P

他指出，在屈于必要服务中执勤的人十，应避 

免聚集及避免处于拥挤或封闭的地方，如办公室饮 

食区。

他也促请与人面对面交谈时，应保持至少1米 

的社交距离。

他说，办公室饮食区也要保持干净，包括在经 

常被碰触到的地方进行消毒。

第83宗死亡病例是第4988名确诊病例，为一 

名69岁大马男性，他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今年 

3月21日在马大医药中心接受治疗，本月15日旱 

上6时41分病逝。

鼓励住户自家消毒 没生病不必戴口罩
诺希山指出，地方政府会各自处理本区 

公共场所的消毒工作，但住家需要住户自行 

处理。

“卫生部网站有相关（消毒）指南，如 

应使用哪类型的化学品、哪些经常触碰的地 

方需要消毒……屋主受鼓励自行进行消毒的 

工作。，’

他是针对公共场所的消毒丁作是否有标 

准作业程序，包拈需要消毒多少次的问题， 

这么回应。

针对新加坡政府今日规定，所有人 

只要出门就必须戴上口罩，否则面临罚 

款的措施，诺希山还是维持他根据卫生 

组织的看法，即没有生病的人不必戴口 

罩。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实践保持社 

交距离的习惯，同时，避开到人群多的 

地方

他强调，“若到人群多的地方，我 

们并不反对人们戴口罩。”

提到砂州的疫情，他说，砂州的疫情 

已受到控制，所以该州没有实施加强行 

动管控指令。

询及吉隆坡班底谷确诊病例位居全国 

之冠，至今仍未实行加强管控令，诺希 

山解释，Cily One大厦、雪兰莪敏申组屋 

和马来亚组屋是属于班底谷范围，W 

此，它也强化行管令地区之一。

“Cily One大厦有39宗病例、雪兰莪敏 

申组屋和马来亚组屋则各有83宗及4宗。

治疗14天仍呈阳性

须留院接受监测
诺希山说，每一位冠病的 

确诊病人主要治疗期一般上是 

14天，但若病人过后还是呈阳 

性反应，依然得留在医院接受 

监测及治疗。

“这是我国与其他国家不 

同之处，如英国与意大利，确 

诊病人受劝告留在住家，而我 

国任何确认病人，必须要在医 

院隔离与治疗。”

诺希山今天在记者会针对 

我国链球全国纪录保持者黄秀 

捷在一个月前不幸确诊，目前

还在古晋医院治疗的问题，做 

出回应。

他重申，基于卫生部不可 

以公布病人的资料，他的回应 

只是针对一般确诊治疗的病 

人。

他强调，我国是对确诊病 

人进行密切的监测，这也是为 

何我国处于第一和第二阶段的 

发病期的病人高达88%，而在 

医院监督及治疗下，我国取得 

良好的康复率成效。

管控令凑效
政府实施第一及第二阶段 

行动管控令，以及在疫情严重 

地区实施加强管控令，取得缓 

和疫情及降低病例的效果，尤 

其是今天的确诊病例下降至 

85宗。

诺希山说，过去数天，确 

诊病例增加，是因为该部加强 

在封锁地区展开检测行动

“病例增加并不意味着管 

控令失败，而是医护人员加紧 

在封锁地区及红区 

展开检测，检测出 

更多被感染的病 

例。”

他说，该部成 

功检测出更多的病 

例，病例数据自然 

就会增加。

“活跃的病例只 

是增加至190宗至 

200多宗，但是，没 

有大幅度增加至300 

宗或400宗，今天 

数个州属病例也相 

续下降。

“我们目前t?注 

在管控确诊病例较

多的雪州、森美兰及吉隆 

坡。”

他说，卫生部目前会加紧 

监控28个小的感染群，重点 

t?注于在地点及感染群。

“在大城堡宣教活动后， 

我们接下来的0标是宗教学 

校，依据我们接获的资料，宗 

教学校有8616学生，我们已 

检测1763名学生，确诊人数 

为217人或10%。”

大城堡宣教集会群集
(截至4月15曰中午12时）

检查人数 2万6725人

样本抽取 2万4805人

确诊病例 1924 人

阴性反应 2万0498人

等候报告 2383 人

住院人数 1933 人

宣教集会出席者受感染人数 767人

第一代受感染人数 786人

第二代受感染人数 323人

第三代受感染人数 34 A
第四代受感染人数 7人

第五代受感染人数 7人

追踪巴厘岛集会感染群
针对从印尼巴厘岛回国的 

感染群，他说，卫生部并不知 

道有I才丨体到巴厘岛出席集会。

“有关回国的一名人士感 

染了他的一名兄弟，其兄弟进 

院时是怀疑患上骨痛热症，不

过，检测时证实是确诊冠 

病《 ”

他说，有关病毒也感染到 

其他员工，W此，卫生部密切 

关注这个感染群，包括采取措 

施追踪及确定接触的人士。

申达央宗教学校无新例
提到森州申达央次感染群 

内的一所宗教学校，他说，今 

天它没有出现新病例，它共有 

40宗确诊病例，包括1宗死亡 

病例。

“确诊者包拈一家11 口， 

而该感染群包拈董事部15名 

成员及一名医生，以及13名 

宗教学校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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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更多合法小贩受惠

扩大援金商贩领域
(莎阿南15日讯）雪兰莪州

行政议会今日同意，在雪州 

关怀人民配套下，扩大一次 

性500令吉援助金商贩领 

域，丨丨:更多合法持执照小贩

受惠。

州政府基于目前局势， 

在商贸地方法令、巴刹地方 

法令及食品管制地方法令 

下，丨丨:租用地方政府产业的

农贸市集、小商店、各种档 

口、美食中心及公共巴刹的 

小商贩享有此福利。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 

鲁丁指出，这项援助只限在 

今年3月20日前，取得 

2020年执照的商贩*

他也提醒商贩在行动管 

控令第3阶段于今日开始， 

必须注意卫生及勤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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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议长兼适耕庄州议员•黄瑞林

现在才派失意义
适耕庄州选区共获得2 

万5000片口罩，州议员服务 

中心职员也花了数小时包装 

口罩，再交由各村长、县议 

员与印裔社区组织领袖挨家 

挨户派发。

中央政府免费派发口罩给 

人民，立意良善值得鼓励，虽 

然迟到好过没到，但在管控令 

落实了近一个月才派到人民手 

上，速度太慢，尤其在口罩市

场陆续恢复供应后，大部分居 

民都已买到口罩，现在才派已 

失去当初意义。

有民众甚至自嘲，管控 

令都快结束了才拿到免费口 

罩，若当地已爆发严重疫 

情，根本是远水难救近火。

派发口罩给居民时，许 

多人除了感谢，也坦言派得 

太少，我也尽M帮忙，派发 

自掏腰包购买的口罩。

新古毛志工包装口罩时也戴上口罩和手套进行防护

无拉港州议员•王诗棋

17万个口罩将分派给选区 

4万2250个家庭，前天收到口 

罩后，工作人员开始进行包 

装；将分为4个阶段派送，首 

阶段足通过管委会分派给人 

民，选区内有3个新村、2个 

重组村和2个甘榜。

接着在组屋和公寓分 

派，即通过联治管理机构分 

派，已要求市议员整理组屋 

和公寓单位数量，最后才在

分4阶段派送
花园住宅区分派口罩。

丁作人员聚集包装口 

罩，无形中增加他们感染冠 

病的风险，一个家庭获得4 

个口罩，根本微不足道。

之前分派粮食给贫穷家庭 

时也出现有人私吞的问题，即 

该名负责人交来的20个名 

单，其中15个竟然名字或地 

址有误，该事件发生后，在分 

派口罩事件上会更谨慎。

州议员：包装费时增感染风险

可负担价售口罩更实际

(加影15日讯）数万个口罩送抵 

各州议员的服务中心后，需进行 

包装，将之分为一个家庭4个口 

罩，州议员认为这么做耗时耗力 

之余，也增加工作人员感染 

2019冠状病毒病的风险。

州议员接受《南洋商报》询问时 

说，中央政府为一家庭免费送上4个 

口罩，不如以可负担价格售卖口罩给 

人民更实际。

新古毛州议员•李继香

包装时保持距离
管控令期间，20位志工在管委会会 

所包装口罩也须保持社交距离、穿手查 

和戴口罩，而且只能在上亇时段工作。 

从前天开始包装，预料周四能把口罩分 

派川去，把选区分为50个区，每次出

据知，雪州地区的州议员前天已陆 

续收到口罩，口罩数量是根据该地区 

选民人数而定，从5万多个至17万多 

个不等。

州议员服务中心接获口罩后已马不 

停蹄包装，以期在最快时间内把口罩 

送给人民。州议员是通过志工进行包 

装丁作，由于0前落实行动管控指 

令，同一时间不允许多人聚集，也对 

包装工作造成影响。

政府R前宣布将在近期免费分派口 

罩给人民，每户家庭免费获4个口 

罩，2460万个口罩将由民防局负责运 

到各州的天灾管理委员会，再分发至 

各县委员会，由其前线人员发给每户 

家庭。

动忐工分派吋只能两三人同步进行。

根据2018年选民册来计算选民人 

数，将分派5万8400个口罩给选区的 

1万4600间屋子，把4个口罩装在一 

个信封后再附上一张印有“NADMA” 

字眼和资料的纸条，单是印制和分割纸 

条也花了一些时间。

中央政府以上述方式免费派口罩， 

还不如以可负担价格售卖口罩给人民。

4个口罩分装在一个信封，且附上一张印有 

“NADMA”字眼和资料的纸条，相当费时。

之前在烟霾袭击时刻，每盒50片装 

的口罩售价才12令吉，现在顶价足每 

片1令吉50仙，一盒50片装的口罩要 

75令吉，乡区居民无法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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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小販500元援金範圍擴大

縣市會承租者也受惠
(沙亚南15日讯）雪州政府派发予 

小贩的500令吉援助金将扩大范围，凡 

租下县市议会场所做生意的农业市集、 

Kiosk小商铺、档位档□、美食中心和 

巴刹小商贩都能受惠。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今日发文 

告指出，今早的州行政议会议决，雪州 
经济振兴关怀配套派发的一次性500令 

吉小贩与小商援助金，在接获各方回馈

及商讨后，决定让向地方政府承租的有 

执照小商贩亦能受惠。

他指出，符合申请资格的小商贩必须 
是在地方条例（UUK )执照条款、巴刹 

和食物处理项目下注册的人士。

"这项优惠只限于2020年度执照到 

3月20日届满的小商贩，州政府同意将 

申请截止日期延至6月7日。”（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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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拉央舊公市消毒

下週一三五休業
(吉隆坡15日讯）配合吉隆坡市政局更彻底的消毒及 

进行清洁行动，士拉央旧批发公市将在下周一、三和五 

休ik，好让当局展开更深入的消毒工作0

冠病抗疫V

吉隆坡批发公市小批发商 

公会顾问郑秀明披露，继今 

日和来临周五（17日）接 

指示休业以让路消毒行动， 

市政局昨日再发出通知，要 
小贩们在下星期休业3天。

巴刹肮脏人潮多

“我们昨天接到指示，指 

巴刹太肮脏、人潮多，所以 

下周需休三天，市政局要更 

严厉的管制。”

他说，鉴于大部分小贩的 

摊位底下放有太多杂物，阻 

碍当局进行彻底的消毒和清 

洁工作：因此市政局下指示 

要小贩们清空摊位。

强制戴口罩手套

郑秀明指出，随著行管令 
进入第三阶段，当局会采取

更严厉的措施，包括强制小 

贩和员工在营业期间必须戴 
手套和□罩。

“我们透过WhatsApp群 

组呼吁小贩们遵守指示，他 

们在这期间都很合作。"

他补充，小贩曾向市政局 

要求星期一及五营业时间延 
长至早上9时，尽管已获得 

同意；但有关建议较后被国 

家安全理事会拒绝。

郑秀明强调，该巴刹目前 

只有两宗确诊病例，另一 

两宗患者是外围的非法小 
贩；而士拉央市议会早前 

已派员拆了外围的所有非 

法档口。

"第一批检测的所有小贩 

及员工皆呈阴性反应，第二 

批近百人的检测报告这一两 ■吉隆坡市政局周三封锁士拉央旧批发公市，以进行 

天内知晓。"（TTE ) 更全面的消毒和清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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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總監:加大第3階段行管令力度

疫情趨平緩病例受控
(布城15日讯）卫生总监 

拿督诺希山分析我国在完 

成2个阶段的行管令后的成 

果时表示，新冠肺炎疫情 

已经受到一定的控制，而 

第三阶段的行管令目的是 

通过针对彳生方法，力p大力 

度减少病例。

■诺希山说，新冠肺炎病例在连续31天单日录得3位数增长后，终于周三 

迎来仅为2位数的新增病例；左为卫生部副总监（医药）罗海札。
"经过近一个月的两个阶段的行管 

令后，我们可以看到新增病例已经受 

到控制，病例没有突然增加；同时出 

院的病例也每天都在增加，这显示行 

管令的实行取得鼓舞人心的成效，每 

曰活跃病例也有改善。”

行管令遵守度下跌

他说，第三阶段的行管令从今日起 

至28日，卫生部希望通过这个阶段的 

行管令，可以加大力度的通过针对性 

方法，减少我国的新增病例，因此， 

民众继续遵守行管令将起著关键作

用。

"可是，当局从最近的道路情况发 

现，公众对行管令的遵守度已经不比 

之前。卫生部对国家安全理事会采取 

果断的行动表示欢迎，这预计可以对 

压平疫情曲线产生积极影响，从而保 
障卫生部的体系可以治疗更多新冠肺 

炎患者。”

"因此，卫生部促请全民合作，大 

家继续遵守行管令、时刻保持个人卫

生、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共同阻断新 

冠肺炎的感染链。"
至于那些在行管令期间必须工作， 

特别是那些必要的服务工作者，卫生 

部希望他们避免处在拥挤和狭窄的空 
间，例如在公司的餐厅；与人交谈 

时，保持至少_公尺的社交距离、确 

保公司就餐区的清洁，包括为最常触 

摸的区域进行消毒，避免沾染病毒。

確
診

2

希山把今曰确诊 

■病例稍减至双位 
数，归功于第一和第 

二阶段的行管令。

他认为，过去两三 

天出现病例显著增 

长，主要是对一些地 

区落实加强行管令和 

积极病例侦查的结
t、 〇

\\L "这并不是一项失

數 败，而是成功，因为 

可以进入重疫区进行 
积极侦查，追踪到确 

1 J诊病患，所以确诊数 

据才会上升。”

他说，这和零星病 

» 例不同，而是积极侦 
查的结果，数据才有 

< 所增加，介于190至 

二百多起而已，并未 
达到300起的情况， 

而且各州的确诊病例 

也减少，如吉打、槟 

城、玻璃市和吉兰丹 

及登嘉楼。

对于大马男子链球名将黄秀

管

蠢

捷住院逾1月的问题，诺希山 
指出，冠病的潜伏期一般是14 
天，但大马和英国及意大利不 

同的处理法是，英国和意大利 

无症状或轻微症状的确诊病人 

是在家隔罔，大马的确诊病人 

是在医院隔离，并受到紧密监 

督。
他称，我国有88%的无症 

状和轻微症状确诊病例，由于 
受到监督和治疗，成效看似更

佳。

诺希山说，至于到峑厘岛的 

病人是在回国后传染给兄弟， 

最初被怀疑是蚊症，因而传染 

给医护人员，过后才被确诊， 

当局目前正在密切监督这个感 

染群，以抑制病毒的传播。

消毒通道等方式無法有效消毒
毒通道、盒子、隧道、消毒门、 

/内消毒区或消毒室等方式无法有效 

消毒，反而对眼睛或嘴部的粘膜带来危 

害，因此，卫生部并不鼓励这种消毒方

式。

诺希山表示，卫生部接到许多提问是 

否可以使用上述消毒方式，经过医疗技 

术组评估，当局不建议使用这种方式。

他说，_些地区已经有人开始使用这 

种方式，但经过当局试验之后，这些所 

谓的消毒设备，也就是让人经过消毒处 

20至30秒，喷洒化学物品消毒的方式。

"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证明有效消 

毒，此举无法消除体内的病菌，反而对 

身体如眼睛或嘴部的粘膜带来危害。”

活躍病例比預期高300起還可接受
I#希山说，我国新冠 
is*肺炎可传染的活跃 

病例比预期的2033起高出 

逾300起，但仍属于可以 

接受范围。

卫生部原定截至第二阶 

段行管令结束时，我国的 
活跃病例为2033起，最终

写下2342起。

他指出，能够把活跃病 

例降低，就是成功把确诊 

率降低。

对于新加坡政府指示国 

人出门一律要戴□罩的 

措施，他表示，政府同 

样不反对国人出门戴口

罩，更重要的是，国人应 

该避开3C，即封闭空间 

(Confined Space )、人 

潮拥挤的空间（Crowded 
Space )及近距离接触 

(Close Contact) 〇 

"穿戴口罩是个额外的 

防护。”

砂教會感染群受控不執行加強管制
希山表示，基于砂拉越教会的新冠 
肺炎感染群的情况已经受控，当局 

不会对这个群体执行加强行管令。

他说，卫生部对一个感染群都采取同 

样的方式，就是先找到核心的感染源， 
再追查近距离接触的群体。

他补充，砂拉越教会活动的主办单位 
有记录出席者的姓名及地址，与大城堡 

宣教集会的情况不一样。

“大城堡宣教活动并没有记录前往祈

祷的信徒资料。”
他称，卫生部今日的资料也显示，这 

个群体没有出现新增病例。

在4个加强行管令的地区，居銮共出现 

9起新的病例，累计210起病例；乌鲁冷 

岳新增6起，达437起。

"其他地区如吉隆坡的City One大厦 

(39例）、雪兰莪曼申组屋（83例）、 

马来亚曼申组屋（4例），都没有出现新 

的确诊病例。”

大城堡感染群後宗教學校學生檢疫
：；#：希山指出，卫生部在大城堡宣教感 

染群之后，将与警方及其他机构合 

作，对宗教学校的学生展开大型的冠病 

筛检。
他说，涉及的宗教学校学生共有861 6 

人，1736人已进行筛检，有217人确 

诊，约10%，出席大城堡传教士集会者 

约8%，密切接触者包括家人的筛检约 

31 % 〇

他感到遗憾的是，很多学生早在行管 

令实行前已经回家，当局将会积极进行

侦查。

"目前的病例主要集中在雪州、森 
州，联邦直辖区等地，感染群有28个， 

我们主要是著重于追踪目标感染群。”
针对森州申达央会否实施加强行管令 

问题，他说，申达央咋曰就有一宗死亡 
病例，确诊病患有39人，所以当地总共 

有40宗确诊。

他表示，这包括13名宗教学校的学 

生，一个家庭11成员，学校董事15人， 

包括一名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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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使用黄色塑料带把休业的摊 … 、

■消毒工作咋天在批发公市的蔬菜批发区进行，主要是在 

被确诊的摊位处。

fcm郭貞黎ji
(吉隆坡is日訊）随著吉隆坡批 

发公市出现新冠肺炎（2019新型冠 

状病毒疾病）确诊病例，除了到访顾客減少，民众即 

使光顾也不敢下车，直接由工人把蔬菜搬运至其车辆 

及放置蔬菜到车内。

据《中国报》了解，继4月 
1曰一对从事蔬菜批发的华裔 
夫妻确诊之后，吉隆坡批发公 
市在本月8曰至今日（1S曰） 
已有6名菜摊工人、批发商确 

诊染病。

106攤位暫休業

吉隆坡蔬菜批发商公会主席 
黄敬发接受《中国报》电访时 
指出，随著陆续有人确诊，到 
批发公市的顾客人数减少，民 
众即使来到也不敢下车，直接 
由工人推著蔬菜到其车辆及放

置蔬菜到车内。
他指出，他们于本月13曰再 

度和吉隆坡市政局开会，蔬菜 
摊从9号至25号范围内106个摊 

位的批发商、本地工人和外劳 
等共530人，今早必须要去接 

受检测。
黄敬发说，上述106个蔬菜 

摊位从今日开始至本月28曰将 
暂时休业，530人被要求隔离 
14天。

“目前，在蔬菜批发区共有 
136摊休业，今日只有80摊位 

营业，没有开摊和无法开摊的 
摊位非常多，让蔬菜批发区非 
常冷清。”

■ 106摊的蔬菜批发商和本地工人15日前往PANTAI ECO PARK 

社区中心接受检测，大家都在大排长龙等待检测。

■随著今日（15日）共有136摊蔬菜摊业，也让整个批发公市更为冷淡，没有 

了过去人来人往的情况。

士拉央舊公市每週營業4天

■在106摊工作的外劳也于15日 

合，等待市政局载往荅都慕达的礼堂进行检测。

‘著吉隆坡市政局发出指示，士拉 
.央旧公市从下星期开始，一星期 

只营业4天，每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 
五休业，

吉隆坡批发公市小批发商公会顾问郑 
秀明接受电访时说，由于市政局的指示 
是于昨日发出，因此在本星期，该巴刹的 
小贩是于星期三和星期五（1T曰）休业。

他说，该巴刹的T54个摊位周三休业， 

他前往巡视时，发现所有小贩依据市政局 
的指示休业。

他指出，市政局周三也有进行消毒工 
作，未来凡是小贩休业的日子，即星期一、 
星期三和星期五，市政局都会进行消毒。

“市政局也发出指示，小贩们必须清除摊 
位周遭一些已违规的杂物，包括箱子、桌椅 
及各类的杂物等。”

他说，市政局也声明，小贩们不能在摊位 
周遭放置太多杂物，除了有碍市容，对于环 
境卫生也有影响，如果小贩不自行清理，市 
政局将丢弃碍眼和违规的杂物。”

对于该巴刹确诊病例，他说，该巴刹于本 
月内共有2人确诊，目前没有新病例出现。

他说，至于巴刹外，之前传出有一两位小 
贩石角诊。

~ “土°拉央市议会于近日曾多次展开取缔行 
动，清空放置在路旁的摊位、棚架和杂物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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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變相提高

他曰前与巡视选区的雪州议长兼 

适耕庄州议员黄瑞林会面时，如此 

表示，并移交渔总即将呈给农业部 

长的信函予黄瑞林。

对此，黄瑞林说，若政府给予渔 

民的津贴柴油价格，和市场价格相 

同，那根本就不是津贴，而是沦为 

政府表面上好看的文书工作，因此 

希望政府与时并进，调整津贴柴油 
价格至1令吉30仙，

“渔民在政府宣布的经济振兴配 

套，也没有明显受惠，却肩负著确 

保食物供应稳定的关键角色，因 

此为了保证我国人民享有稳定的 

渔获供应，希望政府聆听渔民的心
zzbr ”

尸。

漁穫出口量大跌

漁總卩健津貼柴油價

(适耕庄is曰讯）新冠肺炎疫情 

肆虐全球，渔获出口量大跌，加上 

本地运输业也受疫情影响，马来西 

亚渔业总会（渔总）呼吁农业部， 

调低津贴柴油价格至每公升1令吉 
30仙，以减轻渔民的沉重负担。

渔总会长谢添僖指出，随著国际 

油价大跌，我国的汽油和柴油价格 

也随之降价，本周的柴油价格甚至 
掉到每公升1令吉46仙，跌到和政 

府给予渔民的津贴柴油价格一样。

“如今世界各国的疫情严重，渔 

获出口量大减，加上本地运输业因 

行动管制令，不得已缩减载货量，

渔民几乎每次出海，都会面对巨大 

的亏损风险。”

他解释，柴油支出占了渔船每次 
出海成本的65°。，如今盈利大缩水 

的情况下，渔民的成本也变相提 

高，因此希望农业部酌情考虑，把 

津贴柴油价格下调至每公升1令吉 
30仙，减轻渔民的负担。

“这是全国各地渔民都面对的问 

题，就连沙巴州的渔民代表也联络 

我，要求向农业部反映他们如今面 

对的巨大压力。”

他强调，食物是人民的基本曰常 

所需，政府必须小心处理食物供应 

链的问题，否则将影响本地的渔获 

市场供应。

南
县
议
员
黄
亚
详
。

津
贴
柴
油
价
格
的
信
函
给
黄
瑞
林
，
右
为
沙
白
安
 

■
谢

添

僖
(

左
起
)

移
交
渔
总
要
求
农
业
部
调
整

Page 1 of 1

16 Apr 2020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2
Printed Size: 354.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6,983.00 • Item ID: MY0039407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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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隆坡is日讯）雪州政 

府扩大商贩援助金的受惠范 

围，在商业执照、巴刹及食 

肆地方法令下，租用地方政 

府单位业者，皆可受惠。

同时，州政府也决定延长该援 
助金申请期限至6月T曰。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发 

文告说，雪州政府根据民间回 
馈，而针对以上一次性发放500令 

吉给小贩的政策，作出调整。

提醒保持社交距離

他指出，该援助金将扩大，让 

租用地方政府单位经营农业巴

刹、各类摊位、美食中心或巴刹 

小贩，都能受惠。

他强调，援助金只限于在今年 
3月20日前，获得营业执照的业 

者〇

i也提醒民众，养成良好卫生习 

惯，并经常与他人保持社交距 

离。

商販援助金受惠範圍擴大

府單乜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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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吉夫（左2)派发500个布口罩至白沙罗比斯达利组屋，由居民罗斯达 

(右）代表领取。

蒞白沙羅比斯達利組屋

拉吉夫源0羣
(八打灵再也〗5日讯）行动党武吉加 

星州议员拉吉夫今早前往八打灵再也19 
区白沙罗比斯达利组屋，派发500个布口 

罩。

k吉夫于早前发动缝制1万个布口罩活 

动，他说，该活动获得许多人的回响，

甚至有来自八打灵再也以外地区与州属 

的民众报名参与，但碍于运输问题，只 

能接受八打灵再也、梳邦市与蒲种数名 

裁缝者加入。

他今早移交布口罩给组屋居民代表时 

指出，他主要是提供不同颜色的布料与 

橡筋绳给参与有关项目的裁缝者，裁缝 

者则自备缝纫机与线缝制布口罩，有的 
缝制100个、200个、甚至1000个。

他会依据缝制布口罩的数量而提供津 

贴费用给裁缝者，部分参与缝制的人士

都是单亲母亲、无收入者或义工。

他表示接下来将把部分口罩分批 
派送至17区雪州发展机构组屋及加 

星英达组屋，并交由居民代表负责 

派发给其他居民。

他指出，派发布口罩的对象主要 

先从低收入群体开始，之后也会把 

部分剩余的布口罩放在其服务中心，待 

行动管制令解除后，前往该中心的市民 

都可索取布口罩，惟先到先得。

可清洗重復使用

“刚获得布口罩的受惠者必须先清洗 

该布口罩才使用，每次出门用后也必须 

清洗干净，再重复使用。”

拉吉夫说，虽然布口罩不能完全阻挡 

病菌，但总比没有戴口罩来得好。

“网购平台也有售卖布口罩，不过我 

选择使用群众献力的形式，号召人士缝 

制布口罩，从而帮助有需要的人士。” 

他说，如果民众没有外科口罩，至少 

也可以戴上布口罩，能防多少就防多 

少，尽量保持个人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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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m
(布城15日訊）国内新冠 

肺炎疫情今日出现5大利好消 

息，分别是单日确诊病例， 

下降至两位数；多个感染 

群、部分落实强化行动管制 

令的地区及多个州属，皆无 

新增病例，以及连续3天的单 

日出院人数高于单日确诊病 

例。

卫生总监拿督诺希山今日在例 
常记者会上宣布，截至今午12 
时，国内新増85宗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累计病例破5 0 0 0大关， 
达5072宗，却是过去一个月来新 

増病例最少，且减至双位数的一 
天。

这是自政府落实行动管制令以 
来，国内单日确诊病例数量，首 

次少于三位数的一天。
他指出，今日共有169名治愈 

人数达2647人，占整体病例的 
52.2°。；今日出院的治愈人数，是 
新増确诊病例的近2倍。

诺希山说，截至目前，有56名 

患者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当中 
32人需呼吸仪器辅助。

他指出，我国在落实第一和第 
二阶段的行动管制令后，新冠肺 
炎的新増确诊病例増加趋势少许 
受控，并无突然暴増。

阻絶病毒傳播鏈

“每日获准出院的患者人数越 
渐増加，显示落实行动管制令后 
取得的成果，鼓舞人心。”

他说，第三阶段的行动管制令 
从即日起落实，卫生部旨在透过 
具针对性的举措，减少国内确诊 
的新冠肺炎病例。

“在这时，社会大众对此指示 
的遵守度是相当重要的，惟根据 

通车流量，显示社会大众愈发不 
遵从行动管制令。”

他说，基于上述情况，卫生部 
欢迎国家安全理事会的决策，即 
对不遵守行动管制令的民众采取 
更严厉的行动，并呼吁全民在抗
应时欠白於給话在I 施胆封咕

t总确诊案彳# 痊愈出院案例=

• 83孕

單曰確診降至兩位數

州属 累计
玻璃市 18

吉打 94

槟城 119

霹雳 250

雪兰莪 1316

森美兰 363

马六甲 147

柔佛 601

彭亨 253

登嘉楼 106

吉兰丹 154

沙巴 285

砂拉越 371

吉隆坡 926

布城 54

纳闽 15

总数 072

炎的病毒传播链得被阻绝。”’

4月15曰國内疫情五大好消息
1 单日确诊病例降至双位数，达85宗，为一个月以来最 

低；

2 多个感染群无新病例，包括砂州的意大利输入感染 

群、砂州教堂活动、雪州万宜婚宴、森州申达央和林 

茂次感染群、槟城彭乃迪、雪州双溪镭和马六甲野新 

宗教学校；

3 3个加强管制令地区没有新病例：

4 7个州属、纳闽和布城没有新增病例；

5 单日出院人数，多于单日确诊病例。

國
内
各
州
屬
的
新
冠
肺
炎
確
診
病
例

他指出，今日共有169名治愈 

患者获准出院，让累计治愈患者 有关当局的监督和近日的道路交

躍乳羅累計83

诺

T^I

7J\

:希山说，国内周 (15

曰）新増1宗死亡病例，让 
累计死亡病例达83宗，占总病例 
的 1.64。。。

他指出，这名死者（第4988名 
患者）是69岁大马籍男性，生 

前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他是于 
3月21日进马大医疗中心接受治 
疗，并证实于4月15日早上6时41 

分逝世。

不建議用消毒通道

另外，诺希山说，当局已评估 
和研究来自国外的数个消毒设备 
型号，及马来西亚现有的消毒设

备器材，结果显示这些设备无法 
证明有效预防新冠肺炎。

这些设备包括消毒箱、消毒 
室、消毒通道、消毒厢、消毒隔 
间、消毒门等（Disinfection 

Box/Chamber/Tunnel/Booth/ 
Partition/Gate);这些设备使 

用各种不同的化学物质，对人体 
表层进行20秒至30秒的消毒，但 
30秒不足以有效消毒。

“这个过程无法证明有效消 
毒，且使用的化学物质，可能 
会损坏皮肤粘膜（m e m b r a n e 

mucosa)，如眼睛和嘴巴等。因 

此，卫生部不建议使用这些消毒 
设备。”

首都與6州窗_窗_

根‘据卫生部周三（1S日）公布 
:的数据显示，国内只有6个 

州属与吉隆坡出现新确诊病例。
这意味，其他地区都没有新病 

例。
该6个地区，包括雪州（17 

宗）、吉打（1宗）、柔佛（14

森州（1 
以及有27

宗）、彭亨（17宗）
宗）、砂州（8宗）

宗病例的吉隆坡。
随著雪州新増1T宗确诊病例， 

使到该州累计1316宗病例，继续 

成为全国最多病例的州属。

多個集體感染群顔_窗{1
希山指出，国内多个集体感染 

@群、次感染群及强化管制令区， 
都没有出现新増病例，当中仅有5个 
感染群或地区出现新増病例。

他说，关丹的印尼荅厘岛输入感染 
群，和甘榜荅鲁雪州发展机构组屋各 
新増4宗，彭亨而连突宗教学校则新 
增2宗〇

^旨出，柔州居銮则新増9宗病 
例，累计达210宗；这些病例都来自 

新邦令金拿督依布拉欣马吉新镇，该 
让地区累计病例达172宗。

诺希山也补允，乌鲁冷岳新増6宗 
病例，累计达43T宗，死亡病例则维 
持1宗；其中128宗来自双溪镭甘榜， 
当中有124宗病例源自宗教学校。

另外，他指出，大城堡清真寺伊斯 
兰传教士万人大集会集体感染群中， 
当局已采集及检测了当中24万8005个 
样本，当中有1924个样本呈阳性，20 
万498个样本为阴性。

烏冷新增6病例

他也说，吉隆坡City One大厦维持 
39宗病例、马来亚组屋病例也维持4 
宗、雪兰莪敏申组屋也维持83宗。

其他没有新増病例的感染群包括砂 
州的意大利输入感染群、砂州教堂活 
动、雪州万宜婚宴、森州申达央和林 
茂次感染群、槟城彭乃迪、雪州双溪 
镭和马六甲野新宗教学校。

|||^屬_麵圓

馬來亞組屋

®底谷被列为国最多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地区，唯未见卫生部落实加 
强管制令，诺希山解释，其实Menara 

City One、雪兰莪敏申组屋和马来 
亚组屋这3个地区，都落在班底谷范 

围。

他说，如数据显示，卫生部成功追 
踪这些地区的疫情，包括Menara City 

One有39宗病例、雪兰莪敏申组屋和 
马来亚组屋各有83宗与4宗。

另外，诺希山证实，森州申达央感 
染群确诊病例为40宗，包括39宗确诊 

病例与1宗死亡病例。
他说，该感染群不是昨日所报的39 

人；而死者来自1家11 口的患者。

入院初期似骨痛熱症
答厘島患者感染醫護員

诺:希山指出，关丹出现源自 
'荅厘岛的境外输入病例感 

染群，是因有关感染群中有患 
者在入院初期被诊断为疑似骨 
痛热症，导致医护人员因此被

"^他°解释，上述感染群中有患 
者曾到答厘岛，并在回国后将 
病毒传染给其兄弟，其兄弟在 
入院后，起初被诊断为疑似骨 
痛执症

1那导致病毒在众医护人员 
之间传播，直至我们得知患者 
证实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我们密切监督此感染群， 
盼尽快遏制病毒传播。”

诺希山说，卫生部不确定上 
述患者到荅厘岛的原因。

询及马来西亚田径名将黄秀 
捷自确诊并入院后至今已逾一 
个月，却仍未获准出院时，诺 
希山回应指，我国不同于其他 
国家，如在英国和意大利，无 
症状和轻微症状患者都被劝请 
留在家中。

他解释，在有关患者获准出 
院前，需接受检测，若检测结 
果仍呈阳性，就需继续住院。

出現3種新冠肺炎毒株
希山相信，国内出现3种 

@不同的新冠肺炎毒株。
他强调，基于这是新病毒， 

没有任何报告可供参考，大马 
医药研究院（IMR)正在培养 

有关病毒，以核对确诊病患身 
上的病毒是否属同种毒株。

他解释，首波确诊病例中， 
有16人来自中国武汉，第2波 

疫情的国外输入病例中，除了

来自中国的公民，也有美国、 
英国及其他国家返回的学生， 
相信国内可能有3种新冠肺炎 

毒。

“°假设武汉的病毒属于B 

型，亚洲如我国是属于C型， 
美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则是A 

型，我们不知道是否属实，除 
非我们培养有关病毒核对，才 
知道这些病毒的种类。”

5 单日出院人数，多于单日确诊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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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日讯）公正 

党妇女组主席兼南柏再 

也区州议员哈妮查证实， 

她已接获被冻结党籍的信 

函，理由是她被拍到曾出 

席前公正党领袖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袓莱达等举 

办的见面会。

根据消息，公正党纪律 
委员会于4月6日，发出 

300多封冻结和开除党籍信 

函，其中大部分人皆曾出 

席阿兹敏阿里、袓莱达等 

在白沙罗一间酒店召开的

哈°妮查受询时指出，她 
于本月1 3日接获冻结党 

籍的信函，并从4月6曰生 

效，但没说明冻结期限。
她说，该信函指她曾于2 

月24日在白沙罗一间酒店 

和阿兹敏阿里、袓莱达等

被拍到與阿茲敏見面

哈妮查證實涑結黨籍
见面，被视为是“背叛” 

党的行为。

她指出，纪律委员会表 
明根据3月21日政治局会议 

决定发函，惟据她了解， 

当天政治局只是决定将针 

对此事进行调查，并要求 

他们作出解释。

“我接获的信函和政治 

局会议决定完全不一样， 

让我觉得相当费解。”

她说，公正党政治局在 
4月13日也有举行会议， 

但她不被允许出席，故 

无法针对被冻结党籍一事 

提出询问，在政治局的

WhatsApp群组中提问也未 

有回覆。

她对于党冻结其党籍感 

到不满，也对她非常不公 

平。
“我在2月24之前跟随雪 

州政府的访问团前往印尼 

万隆，返国后，不清楚党 
内事务，2月24日的活动只 

是党领袖见面，我被拍到 

照片就被视为背叛党，让 

人很不解。”

哈妮查也是雪州行政议 

员。她说，虽然遭冻结党 

籍，但仍如常出席行政议 

员会议。

達羅雅未接信函
>文达州议员达罗雅接受电访时说， 

T公正党在最近狂传许多党领袖被冻 

结党籍，而她是其中一员。

她说，截至周三尚未接获党的信函。

她指出，据接到的消息，党共发出超 
过220封涑结和开除信函，但大家都不知 

有谁。

“°由于我没有接到信，要看到才能作 

进一步决定，但据我了解，目前已接到 

信的是哈妮查和蔡添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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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虽然警方在各主要 

路□设立路障，但是 

还是阻止不了民众企 

图“闯关”外出。

■外出购买食 

物，是最常见 

的耒昔口。

■叫大家乖乖待在家， 

大家偏要往外跑，路障 

前车龙惊人。

■出直
三的接
苏理开
阿由出
马不i_

署助理总监受询时向《中国报》记者 
指出，巴生人外出“趴趴走”的理由 
相当荒谬。

1他说r根据警方在各路障的检查所 
得，巴生人常给出的理由是买食物， 
接著还有要到朋友家做客、找朋友闲 
聊、去喝酒等。

理由不足罰1000

民众不允许一直以买食物为由外 
出，找朋友、外出喝酒等，更是违反 
管制令，一旦构成外出的理由不足， 
我们将会开出1000令吉的罚单。” 

他说，警方在巴生南区设立5处路 

障，包括巴生市议会附近哥打桥、哥 
文路出莎阿南大道出口、拿f西丁路 
(Jalan Datuk Sidin)、双溪乌当路 
(Jalan Sungai Udang)及甘榜德力

溫志傑

(巴生I5日訊）到朋友家做 

客、找朋友闲聊、购买食物、外 

出喝酒等，行动管制令开跑近1 

个月，居然还有人以种种栏理由 

企图“闯关”，让警方也不禁怒 

斥“太荒彳夢”！

根据警方“新冠肺炎”行动 
(Ops Covid 19)数据，巴生北区警 

区曾在5天内，开出109张罚单，巴 
生南区则开出108张罚单，占雪州约

“

(Kampung Delek)等0

“我们也在圣淘沙、武吉丁宜， 
班达马兰、巴生港地区设立流动路 
障。”

三苏阿马再度苦口婆心劝告巴生市 
民，待在家里，是他们在管制期的人 
民责任，希望市民好好配合，不要再 
以各种荒谬理由踏出家门，大家也以 
后对此病毒更加敏感。

巴生人喜爱“趴趴走”，导致巴生 
警方开出的罚单最多，高居全雪之 
冠。

对此，巴生南区警区主任三苏阿马

來曰方長…

鄧章欽盱_1
非常有主见，平常时候是 
好事，但在抗疫的紧急时 
刻，大家还是必须严格遵 
守政府的指示。

“大家应守纪律，为自己、为他人 
著想，忍一时的烦躁与不便，一同严 
守纪律携手抗疫。

他说，来日方长，一旦疫情过了， 
大家自然可以恢复日常的生活。

生新城区州议员拿督邓章钦指 
U出，巴生是个比较有人情味及舒 

适的宜居城市，大部分人都是土生土 
长，因此大家都喜欢往外找朋友活动 
或在外用餐，因此当管制令实施，肯 
定给很多人不习惯，因此铤而走险在

”

■邓章钦：来日方 

长，一旦疫情过 

了，大家自然可以 

恢复日常生活。

:达马兰区州议员梁德志指出， 
过去生活得太安逸、没危机感 

及存侥幸心态，相信是巴生人无视 
疫情肆虐，还要继续外出的理由。

他说，他这几天发送物资时，经 
过许多地方都看到满满的车辆，根 
本不像是管制期。

些允许开业的工厂和企业， 
也没遵守开工人手不可过半的条

规，导致上班人数多，结果上下班 
时间车辆也拥堵，一些人更是一天 
出去打包食物三四次。”

他强调，“生命没有take 2”， 
巴生病例已突破160宗，全世界也陷 

入“战争”状态，大家即使不爱惜 
自己，也要为家人著想，一旦把病 
毒带回家，便会导致整家人受到威 
胁。

■梁德志：不爱 

惜自己，也要为 

家人著想，一把 

病毒带回家，整 

家人受威胁。

“

Page 1 of 1

16 Apr 2020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1
Printed Size: 2137.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42,153.52 • Item ID: MY0039405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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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海產較少1

士拉央15日訊 吉 隆坡批发公

市因有菜贩和员工确诊，必须定期 

关闭消毒，惟蔬果、肉类等食材都 

甲fiB黼果棚
■进巴刹的 

购物者必须 

自备口罩， 

否则不得进 
人。

黃小穎 李志強攝影

■
市
场
上
的
蔬
果
、
肉
类
等

向小販徵收消毒費
_^美链指出，巴 

^刹目前每曰都 

有志愿警卫队人员来 

维持秩序和进行消 

毒、管控人潮和测量 

体温等工作，故向小 
贩徵收每日10令吉费 

用，但并非所有小贩 

都愿意配合，一些小 

贩甚至拒绝付费，让 

她甚为难。

此外，士拉央市议员霍韦文多 

受访时说，该巴刹目前情况尚 

算受控，大部分人民和小贩早 

已适应。

他指出，即使管制令再延长 
至本月28日，他也没接获小贩 

或民众投诉，可见大家对这项

■方美琏

抗疫措施也感认同。

不过，仍有部分民 

众无法接受生活模式 

的改变，因还是有人 

天天到巴刹“报到” 

买食材，屡劝不听。

为此，他再次呼吁 

民众，实行管制令最 

主要目的是对抗新冠 

肺炎，保护人民不受 

疫病侵害，需要全民 

配合遵守指令，否则，个人的 

行为会影响大局。
他也呼吁还未向雪州政府申 

请小贩援助金的小贩，可即刻 

上网提出申请，通过审核后， 
每名小贩可获得500令吉辅助 

金。

不缺货，价格也没太大变动，仅是 

渔产因天气影响渔夫出海，以致来 

货大減，售价也偏高。

记者前往甲洞帝沙再也巴刹巡访食材 

供应情况时，受访鱼贩指近期的海产量 

大幅减少，鱼、虾等产量近乎没有供 

应。

鱼贩指出，海产量近期的供应大幅降 

低，并不是受管制令影响，而是气候影 

响渔夫出海的捕鱼活动，价格也上涨， 

且只有特定的鱼类才有少许产量，其他 

海产则缺货，如虾完全没货。

有顧客小販不配合

帝沙再也巴刹小畈管理机构主席方美 

璉受访时说，虽然位于士拉央的吉隆坡 

批发公市近期因出现确诊病例，被迫关 

闭进行消毒，但不影响食材供应，相信 

小贩们早已购入大量货物或直接向菜农 

取货。

她指出，该区附近许多巴刹都不得营 

业，大家都涌来帝沙再也巴刹买食材， 

但没有小贩申诉货源不足，反而每曰都

有足够的货源供应。

她说，该巴刹虽然做足防疫准备应付 

每曰人潮，但仍有一些顾客和小贩不太 
愿意配合，如每人进去巴刹买菜仅限20 

分钟，但还是有人久待在巴刹内。

她指出，一些小畈则没理会摊位前聚 

集太多顾客，眼见顾客没有实行社交距 

离却不为所动。

♦莫志华（50岁，鱼贩）

期的海产量很少，鱼的种类有限，虾则 

4完全没货。

因为海产量减少，价格也相对上涨。

海产量减少并不是因为管制令，而是受季 

后风影响，这是每年的常态。

供
应
仍
十
分
充
足
，
价
格
不
受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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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赫iWaS。 W及麵胜部ig紐以应付病

(吉隆坡15日讯）确诊病例数 

据终于降下来了，只有两位数！

今曰（15日）新增确诊病例仅有85 

宗，而感染新冠肺炎后痊愈出院人数则有 

169 宗。

卫生总监拿督诺希山周三披露，目前 
总出院人数为2647宗，而4月15曰截至 

中午12时，只有85宗确诊病例，使累计 

确诊病例达5072宗。

另外，除去已经痊愈出院和死亡病 

例，仍有2647宗留医，属于活跃病例。

他说，目前正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的 

人数有56人，其中32人需要呼吸辅助 

器。

不过，仍有一宗死亡病例，使累计的 
死亡病例达83宗，即1.64%。

他指出，第83宗死亡病例（第4988 

名确诊病例）是一名69岁男性，生前有糖

他说，对方是在3月21曰在马大医药 

中心接受治疗，最后证实在4月15曰早 

上6时41分病逝。

不守行管令或前功尽废
卫生总监拿督诺希山指出，随着第1 

和第2阶段的行动管制令结束，新增确诊 

病例有些许受控的现象，并没有暴增。

"此外，痊愈出院人数也有曰益增加 

的迹象。这显示行管令的执行带来令人鼓 

舞的进度，而且从每曰的活跃病例数据中 

亦可看出端倪。

他指出，落实第3阶段的行管令目 

的，是为了延续卫生部的行动，即采用针 

对性方式来减少感染的数据。

他说，社会遵守行管令很重要，但根 

据执法单位的监督以及最近的交通情况， 

却显示社会越来越不遵守行管令。

“因此，卫生部欢迎国家安全理事会对 

一些不守法的人士，采取更严厉的惩罚，

砂疫情受控没实施行管令

卫:
生总监拿督诺希山说，砂州疫情 

-受到控制，所以没有在该州实施 

强化行管令。

他今天（15曰）在卫生部的新冠疫情 

记者会上说，部门是采取同样的做法，在 

鉴定零号病患后，就追踪其他曾经接触的 

病患。

“因为我们有记录，知道出席者的身 

份，可以追踪出席者身份，不同于大城堡 

清真寺宣教集会，你不知道你在祈祷时旁 

边的人士。”

询及吉隆坡班底谷确诊病例位居全国 

之冠，至今仍未实行强化行管令，诺希山 

解释，City One大厦、雪兰莪敏申组屋和 

马来亚组屋是属于班底谷范围，也是强化 

行管令地区之一。
他指出，City One大厦有39宗病 

例、雪兰莪敏申组屋和马来亚组屋则各有 

83宗及4宗。

在森州芙蓉申达央新感染群方面，诺 

希山说明，确诊病例4◦宗，当中包括1 

名病逝的病患。

带来更正面的效果， 

以及确保卫生部设备足以应付病患人数。” 

他说，不遵守行管令的行为，有可能 

导致之前的努力前功尽废，所以人民受促 

给予合作，阻断感染链。
“只要奉行3点，即遵守行管令，保持 

高度卫生和至少1米的社交距离就可以成 

功达到阻断感染链的目的。”

他说，部分人士必须在基本服务中执 

勤，所以卫生部建议有关人士避免聚集， 

前往拥堵和封锁地区，尤其是办公室饮食 
区〇

他也提醒有关人士与他人面对面交谈 

时，保持1米的社交距离。此外，办公室 

用餐区要保持卫生，经常消毒触碰率较高 

的区域。

出现3种不同毒株
诺希山相信，我国出现3种不同的新 

冠肺炎病毒的毒株。

他说，我国的首波确诊病例中，有16 

人来自中国武汉。“我们要知道病患身上

U1—

^15.04.203>〇 BERITA WILAYAH

________ i

的病毒，是否有所不同。”。

“在第二波疫情的外输确诊中，除了来 
自中国的公民外，我们也有从美国、英国 

及其他国家返回的学生，相信国内可能有 

3种新冠肺炎病毒的毒株。”

“假设中国武汉的病毒属于B型，有 

说亚洲如我国是属于C型，美国及其他欧 

洲国家则是A型，我们不知道属实，除非 

我们培养有关病毒核对才知道病毒的种
'U. ”
类0

他说，由于这是新病毒，没有报告可 

以参考，大马医药研究院（IMR)正在培 

养有关病毒，以核对确诊病患身上的病毒 

是否同样。#

诺希山：周三只有一宗死亡病例，累 

计的死亡病例达83宗，即1.64%。

大马各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焦点专注雪隆森及宗教学校学生
他说，这名死者来自1家11 口皆确诊 

的家庭，其他确诊包括15名董事局成员及 

13名宗教学校学生。

他说，他昨天宣布的39宗确诊人数并 

未包括1名死亡病患，因此实际总数为40 

人，今天则没有新增病例。

针对彭亨关丹的印尼答厘岛新感染 

群，诺希山不清楚到巴厘岛的原因，但该 

名零号病患返马后，传染给弟弟，弟弟在 

身体出现症状后到医院求医时起初以为是 

骨痛热症疑症。

“直到感染其他人，包括医务人员，才 

知道新冠病毒。”

根据诺希山早前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截至4月13曰，在这群确诊病患中，有 

14名正在彭亨东姑雅富珊中央医院接受治 

疗、2名已经痊愈出院、3名正在接受密 

切治疗和第1575宗已去世的病例。

他指出，有3名医疗人员在这个感染 

群中，目前达到第3代感染群体，而零号 

病例（第4684宗病例）曾前往苔厘岛。#

诺
希山说，随着其他州属的确诊病 

例已经减少，部门会把焦点专注 

在雪兰莪、吉隆坡及森美兰州以及宗教学 

校的学生。

他说，在政府实行第一阶段及第二阶 

段的行动管制令后，确诊人数已经减少， 

显示行管令已经奏效。
他说，目前国内仅有28个小规模的感 

染群。“我们将会聚焦在这些感染群及目 

标群。”

他说，在大城堡清真寺宣教集会后， 

卫生部现在的目标是宗教学校的学生。

他重申，官员在强化行管令的地区追 

踪确诊病患，然后隔离及治疗。

他说，根据资料8616名宗教学校的学 

生，至今已经检测了 1736学生，确诊人数 

为217人，约10%，而大城堡清真寺宣教 

集会的筛检率则约8%，若包括筛检接触的 

人士，包括家属就有31 %。

他说，大部分宗教学校的学生在强化 

行管令前已经返家，因此卫生部必须与警

方及相关单位合作，筛检学生。

诺希山指出，地方政府或县市议会将 

会负责各自公众场所的消毒工作，住家方 

面则由各自家庭去处理消毒工作。

“卫生部网站有相关（消毒）指南，如 

应使用哪类型的化学品、哪些经常触碰的 

地方需要消毒……屋主鼓励自行展开相关 

的消毒工作。”

他被询及公众场所的消毒工作，是否 

有既定的标准作业程序，包括需消毒多少 

次的提问时，这么回应。

针对新冠肺炎的基本传染数（R〇 

值），诺希山说，这是一个计算传染的模 

式，我国在实施首两个阶段的行管令前的 

基本传染数为3.55，之后则增加。

"最重要是可以降低传染率，而我国已 

有减少的迹象，我们的目标是2033宗，但 

是我国目前2342宗，额外300宗，但是 

我们还在范围内。”

他希望在第三阶段的行管令来降低传 

染的宗数，届时社区的传染度也会降低。#

州属 新増病例 累计病例

玻璃市 〇 18

,,吉打 1 94

..槟城 〇 119

••霹雳 〇 250

-雪兰莪 17 1316

森美兰 1 363

"马六甲 〇 147

柔佛 14 601

"彭亨 17 253

"登嘉楼 〇 106

]吉兰丹 〇 154

:沙巴 〇 285

,,砂拉越 8 371

吉隆坡 27 926

..布城 〇 54

••纳闽 〇 15

总数 85 5072

槟州5县新冠肺炎病例
新

增

确诊

病例

康复

出院

累积1 

康复出院

东北县 〇 32 〇 25

西南县 〇 13 〇 9

威北 〇 23 〇 19

威中 〇 40 〇 35

威南 〇 11 〇 11

|总数 2 119 0 99 ]

累积1宗死亡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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