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SSB bantu perangi Covid-19
Beri sumbangan 

sebanyak RM1 juta 
kepada Tabung Khas 

Covid-19 Selangor

Oleh NUR FARHANA 
ABDUL MANAN

Kumpulan Semesta 
Sdn Bhd (KSSB) 
menyumbangkan 
sebanyak RM1 juta 

kepada Tabung Khas Co-
vid-19 Selangor dalam usaha 
membantu petugas barisan 
hadapan menangani wabak 
Covid-19 khususnya di nege-
ri ini.

Menerusi program tang-
gungjawab sosial korporat 
(CSR) syarikat itu, KSSB tu-
rut menyumbangkan peralatan 
perubatan bernilai RM122,000 
kepada Kementerian Kesiha-
tan Malaysia (KKM).

KSSB menerusi satu ke-
nyataan memaklumkan, Ta-
bung Khas Covid-19 Selangor 
diwujudkan oleh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untuk 
membantu meringankan 
beban rakyat dan pemastautin 
di negeri ini yang terjejas 
berikutan penularan virus 
Covid-19.

“KSSB terpanggil mem-
bantu kakitangan hospital dan 
Klinik Kesihatan Daerah de-

SHAH ALAM

WAKIL KSSB menyerahkan peralatan dan kelengkapan perubatan kepada Hospital Shah Alam bagi membantu kerajaan 
menangani wabak Covid-19.

ngan membekalkan pera latan 
dan kelengkapan perubatan 
ekoran peningkatan bilangan 
pesakit.

“Selain itu, bantuan ini juga 
bagi membantu petugas per-
ubatan barisan hadapan mem-
berikan perkhidmatan terbaik,” 
menurut kenyataan itu.

Kenyataan itu memak-
lumkan, penyampaian cek 
sumbangan diserahkan kepada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pada 1 
April lalu.

Menurut kenyataan itu, 
sumbangan peralatan peruba-
tan pula disalurkan terus ke 
KKM melalui Hospital Shah 
Alam,  Klinik Kesihatan Bes-
tari Jaya dan Klinik Kesihatan 
Dengkil yang sentiasa bersedia 
menghadapi peningkatan kes 
dari masa ke masa.

“Peralatan dan kelengkapan 
perubatan bagi kegunaan pe-
sakit dan petugas yang 
disumbangkan termasuk pulse 
oxy meter, infusion pam, 
syringe pam, twin oxygen 
regulator dan thermoscan. 

“KSSB turut menyumbang 
peralatan thermoscan kepada 
Pejabat Daerah dan Tanah 
Kuala Selangor,” menurut 
kenyataan tersebut.

Dalam pada itu, KSSB ber-
harap sumbangan diberikan 
dapat membantu barisan ha-
dapan dalam menghadapi pe-
nularan pandemik Covid-19 
sekali gus berupaya 
menyumbang kepada kadar 
pemulihan lebih tinggi.

KSSB turut menyumbang peralatan thermoscan kepada 
Pejabat Daerah dan Tanah Kuala Selangor.

Klinik Kesihatan Bestari Jaya adalah antara penerima 
sumbangan peralatan perubatan.

Penyerahan sumbangan peralatan perubatan kepada Klinik Kesihatan Dengkil.
KSSB menyerahkan cek sumbangan bernilai RM1 juta untuk Tabung Khas Covid-19 Selangor kepada 
Amirudin (kiri) pada 1 April la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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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yakit (CDC) telah mengeluarkan 
kertas kerja bertajuk Covid-19 Outbre-
ak Associated with Air-Conditioning in 
Restaurant, Guangzhou, China mela-
porkan 10 orang daripada tiga keluarga 
dijangkiti virus Covid-19 selepas makan 
di sebuah restoran di Guangzhou, Chi-
na pada hari berbeza. 

Kajian CDC membuktikan penghan-
taran wabak virus Covid-19 berjangkit 
kepada seseorang melalui transmisi ti-
tisan udara sistem pendingin hawa.

Di Eropah, Federation of European 
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
ning Associations (REHVA) menggubal 
dokumen panduan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OP) tentang cara mengen-
dali dan menyelenggara bangunan bagi 
mencegah penyebaran kerana virus me-
manipulasi kelemahan sistem pemanas, 
pengudaraan dan pendingin hawa atau 
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HVAC) dan sistem saluran paip.

Mengikut Akta Keselamatan dan 
Kesihatan Pekerja 1994, majikan dan 
pemilik bangunan di Malaysia perlu 
memasti tempat bekerja selamat kepada 
pekerja atau penghuni. Kod amalan In-
dustry Code of Practice on Indoor Air 
Quality 2010 memastikan tahap pende-
dahan kepada kimia, biologikal dan 

kesesuaian parameter fizikal seperti 
suhu serta kelembapan relatif segera 
dikenal pasti.

Kenapa kepentingan kelembapan 
udara atau relative humidity (RH) jadi 
pemerhatian? Pernahkah kita terfikir 
apakah kandungan udara pendingin 
hawa? 

Piawaian
Sahabat penulis, Ir Arul Hisham, 

jurutera profesional dan pakar sistem 
tenaga pengudaraan berpengalaman 
hampir 40 tahun dalam bidang sistem 
pendingin hawa dan pusat penyejukan 
berpusat mendedahkan fungsi sistem 
pendingin hawa bukan sekadar menya-
lur udara dingin RH, bahkan membekal 
oksigen sekaligus menapis segala ha-
buk, bau dan patogen atau apa sahaja 
benda boleh menyebabkan penyakit 
berjangkit dalam udara luar dan mema-
suki  ruangan pejabat atau kawasan 
tertutup.

Jurutera mereka bentuk sistem pen-
dingin hawa berpandukan piawaian 
American Society of Heating, Refrige-
ration and Air-conditioning Engineers 
(ASHRAE) dan disesuaikan kepada 
iklim Malaysia. Carta Psychrometrik 
yang terkandung dalam piawaian terse-

Kawalan udara elak Covid-19

Ada pihak meramalkan Pe-
rintah Kawalan Pergerakan 
(PKP) akan berlanjutan se-
hingga Jun. Namun, penulis 

lebih prihatin kepada pengumuman 
Ketua Pengarah Kesihatan, Datuk Dr 
Noor Hisham Abdullah yang men-
dedahkan virus pandemik Covid-19 
mampu terbang sehingga empat meter. 

Jika itu berlaku, sistem pengudaraan 
yang mengandungi virus Covid-19 ke-
mungkinan ada pada tempat tertutup 
termasuk pejabat, pusat pengajian ting-
gi, sekolah, pasar raya dan hotel.

Pada akhir 2019, bilangan penduduk 
bekerja di negara ini meningkat kepada 
68.6 peratus atau hampir 15 juta meng-
ikut Jabatan Perangkaan Malaysia. Ini 
membawa konotasi, 50 peratus pendu-
duk Malaysia menghabiskan masa lapan 
jam terdedah kepada pengudaraan da-
lam kawasan tertutup. 

Pusat Pengendalian dan Pencegahan 

but mencatatkan cuaca bersuhu antara 
23 dan 25 Celsius perlu RH antara 50  
dan 70 peratus. 

Ir Arul menceritakan pengalaman 
menjalankan audit di beberapa bangun-
an di Malaysia dan mendapati sistem 
pendingin hawa tidak mencapai piawai-
an ditetapkan. 

ALLAH SWT telah memberi amar-
an tentang perkara ini menerusi Surah 
Ali ‘Imran [3:117] bermaksud:  “Per-
umpamaan harta yang mereka nafkah-
kan di dalam kehidupan dunia ini ada-
lah seperti perumpamaan angin (udara) 
yang mengandung hawa yang sangat 
dingin, yang menimpa tanaman kaum 
yang menganiaya diri sendiri, lalu angin 
itu merosaknya. ALLAH tidak meng-
aniaya mereka, akan tetapi merekalah 
yang menganiaya diri mereka sendiri.”

Sesuai pesan Dr Noor Hisham, pe-
nulis percaya cara mengelak penularan 
Covid-19 boleh dilakukan dengan 
mengawal tempat tertutup iaitu kemba-
li kepada pengudaraan natural dengan 
tahap kelembapan relatif sesuai asal 
kejadian. 

ILMU 
KEJURUTERAAN 

DARIPADA 
AL-QURAN

DR MUHIDIN ARIFIN

* Prof Madya Dr Ir Muhidin Arifin ialah 
Pengarah Institut Kejuruteraan Sukan Pusat 

Kecemerlangan Universiti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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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J HOTLINE 
Ampang Jaya ratepayers, who want 
to lodge complaints during the 
movement control order, can call 
1800-22-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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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冷區檢測活動5宗確診
(莎阿南日讯）讀州政府首 

轮於4月11曰及12日，在乌鲁冷 

岳进行的社区检测活动中，共检 
测出5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发 
布文告说，在5宗被确诊的新冠 
炎病例中，其中4宗是无病状病 
例（asymptomatic) 〇

他说，通过此社区检测结果， 
显示阴性和阳性反应比例是1%，

符合卫生部规定的全国筛检比 
例，及世界卫生组织筛检比例提 
高至少过於10%。

他指出，县卫生局已跟据卫生 
部所规定的程序针对649个样本 

进行筛检，有关社区检测是在加 
影、双溪南马和杜顺大州选区等 
进行。

他说，有关检测报告已呈交给 
县卫生局、雪州的危机准备和应

对中心（CPRC)和卫生邰的全国 
危机准备及应对中心（CPRC)， 

以让各单位展开进一步的行动。
“社区检测活主要是在已 

被雪州新冠肺炎特别工作 
队（Selangor Task Force 
Covid-19 )鉴定为红区的地区 

进行，以协助卫生部鉴定该病毒 
在雪州的传染。

阿米鲁丁说，雪州政府也将在 
其他红区进行社区检测活动，主 
要针对高风险的一群，尤其是没 
有病状的乐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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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16日讯）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 
米鲁丁促请雪州学 
生、家长们尽速在雪 
州政府所提供的免费 
线上教学系统上登 
记，确保在行动管制 
令期间，学生还是可 
继续保持学习的情 
况，尤其是一些预将 
面对考试的学生。

阿米鲁丁今午在其 
面子书专页中直播 
时，向雪州的学生和 
家长做出上述呼吁。

在直播片段中，他 
也宣布扩大贩商500令 

吉津贴的受惠群，总 
共有1万7000人受惠， 

包括各地方政府的农 
业巴刹、各地方政府 
所拥有的摊档和小商

大臣：州政府免費提供

速登記免費線上教學
店、美食中心及公共 
巴刹的贩商等。

阿米鲁丁说，来自 
#州白勺学$和家长 
们可以继续在w W W . 

selangortutor.com登 

记，确保在管制令期 
间，也可在雪州政府 
提供的免费学习网站 
中学习，包括负将应 
对的考试。

“截至目前为止， 
还有10万个空额，因 
此有兴趣的学生和家 
长们还可以继续的登 
记。”

■阿米鲁丁在其直播片段中，呼吁雪州家长和学 
生尽速在www. selangortutor. com登记，确保能在 

免费的网上教学中学习。

Page 1 of 1

17 Apr 2020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2
Printed Size: 234.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4,616.00 • Item ID: MY0039419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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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日讯）雪州近 
93%或1231名新冠病毒疾病 

患者已痊愈出院。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 

丁在其推特上，公布来自卫 
生部的数据，雪州1316名患 
者中，有21人还在加护病 

房。
“截至昨曰中午12时，已 

经有1231人痊愈。”

他感谢前线医护人员，并 
希望民众以遵守行动管制令 
的方式，去感谢前线工作 
者〇
k至昨曰为止，雪州有n 

名确诊病患过世。
雪州是我国确诊病患最多 

的州属，当中有6个县被列 
为红区，依次为乌冷县440 
宗、八打灵县363宗、巴生 
县171宗、鹅唛县142宗、雪 
邦县68宗及乌雪县49宗。

雪0〇/
病

患

出

院

大
臣

：1
人
去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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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1醫生志願加入抗疫

(吉隆坡ie日讯）来自马六 

甲的一名私人医生莫哈末阿 

马，加入成为政府抗疫的志愿 

医生，不求回报。

莫哈末阿马（33岁）对《大 

都会日报》说：“我成为一名 

志愿者，不求回报。我想帮助 

遏制新冠肺炎病毒大流行。” 

“我知道存在被感染的风 

险，但作为医生，我有责任协 

助抗疫。”
他在4月6日被派到封锁区

City One大厦、霄'兰莪敏申组 

屋和甘榜苔鲁雪州发展机构 
(PKNS)组屋，为该区居民进 

行检测。

“当我第一次加入前线时， 

尽管劳累过度，但不会阻止 

我。

他说，一些抗疫前线人员自 

2月以来没有回家或请假。 

“他们的力量驱使我履行职
主 ”

贝。 ■莫哈末阿马（左图中和右图）加人政府抗疫前线，不求回报。

(图取自《大都会日报》）

Page 1 of 1

17 Apr 2020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A18
Printed Size: 217.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4,280.45 • Item ID: MY0039419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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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准復工業者 

i須替員工檢測

(布城ie日讯）高级政务部 

长（国际贸易及工业部）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宣布，所有在 
行动管制令第3阶段，申请复 

工而又获准运作的业者，强制 
员工必须（wajib)先进行新 

冠肺炎病毒检测。

他说，申请复工的业者需要 
确保员工，在超过3000间社 

险机构旗下的诊所，根据卫生 

部发布的指南，进行有关病毒 

筛查，费用则是由社险机构承 

担。

“为了确保获准运作的行业 

雇员，免於感染新冠肺炎，贸 

工部与人力资源部合作，通过 

社险机构，为雇员进新冠肺炎 

病毒检测。

“我刚被人力资源部告知， 

社险机构愿意承担筛查费用； 

而所有在管制期内要上班的职 

员，都是已向社险机构登记，

而该机构数据库内，肯定有这 

些人的资料，因此所有雇主要 

雇员上班，就需要为他们进行 

病毒筛查。”

呈値勤僱員名字

阿兹敏阿里今午召开记者会 

时说，贸工部也规定所有获准 
营业的业者，需要向该部提呈 

值勤雇员名字，以确保雇员的 

行动，仅限於从住家到工厂或 
工作单位。

他说，°业者也要准备测量体 
温计或热能感应器（Thermal

Scanner)，以测量雇员的体 

温、咳嗽、喉咙痛和呼吸困难 

症状的筛查，这些都需要记 
录，且需要保存最少3个月作

为参考。
政府早前同意允许新増9个 

领域和行业，在管制期间放宽 

营业，包括电器和电子产品 

业、传统洗衣店、当局注册的 

中医师、航空和宇航工业；汽 

车工业（仅限整裝进口汽车、 

汽车零件，以及售后服务，例 
如维护）；机械设备行业；建 

筑业和与建筑业相关服务的项 

目；以及包括法律服务的科 

学、专业和技术服务领域。

■炎
阿病 
茲毒 
敏检 
阿测 
里工 
宣作 
布。

m
有

建築領域開業條件

工地人數需減半
兹敏说，在获准营业的建 
筑领域，所有业者需要遵 

守公共工程部和马来西亚建筑 
工业发展局（C1DB)列出的开 

业条件，包括减少到工地工作 

的雇员人数，需要比平时所需 
的总人数的50%，而企业需要与 

卫生部全面配合，包括协助追 

踪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确诊患 

者〇

5也说，业者需要准备交通工 

具，负责载送雇员到工地，而 
这些交通工具在使用前或使用

后需要消毒。

“公司若有准备劳工集中宿 

舍，业者需要遵守这宿舍的指 

南，以及由马来西亚建筑工业 

发展局发出的管制令宿舍指 

南。”

他也说，公共工程局、马来 
西亚建筑工业发展局、吉隆坡 

市政局、地方政府和员工安全 
与健康局（D0SH)组成的执法 

队，负责监督批准营业建筑业 

者和公司，以及对非法开工的 

业者采取执法行动。

在
管
制
令
i

间
开
业
的
雇
主

而

要
为
雇
员
进
行
新
冠
肺

4公司被撤回運作申請
兹敏阿里透露，4家公然违反行 

动管制令营运准则的公司，已被 
贸工部撤回运作批准。

他说，劳工局连同警方也针对35宗 

违反营业准则的投报展开调查。

“所有获准在管制令期间运作的领 

域务必遵守指示，若违法则会被采取 

严厉行动对付。”

另一方面，阿兹敏阿里说，特定领 

域获准运作的申请系统在开跑第一天 
首两个小时已收到多达1万8650份申 

请，比起第一和第二阶段管制令首6天

收到的1万2630份申请。

他说，在尝试登入网站 

申请的人士中尤以个人占 
多数，多达52°。，其余的是各大企业机 

构；贸工部已与马来西亚网络安全机 

构以及马电讯协调，提升网络系统以 

应付即将到来的庞大申请。
“（贸工部官网）确实有面对一些 

技术性问题，我们在周一（1S日）开 
放申的首2小时就有很多人涌入网站造 

成系统无法负荷

记者早前是向阿兹敏提问，有不少 

申请者投诉贸工部官网瘫痪，他们很 
难上网办理申请，政府有何应对之策 

解决网站瘫痪问题。

已獲批者無需再申請
兹敏阿里说，所有在第一和第二阶段行 

动管制令已获得批准运作的企业、工厂 

或个人，无需在第三阶段管制令开跑后，再向 

贸工部提出运作申请，他们可以继续营业。

他说，那是因为批准在第一和第二阶段管制 

令运作的领域，已在宪报颁布。

“至于获准运作的附加经济领域，由于政府 
周二（14日）才做出宣布，所以仍需依照程序 

提出运作申请。”

记者早前是向阿兹敏提问，是否所有在第一 

和第二阶段管制令已获得批准运作的生产商和 

运输业者，必须配合第三阶段管制令开跑重新 

向贸工部提出营运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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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歲以下患着
因家人感染同房治療
(布城I6日讯）国内5〇〇〇多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

14岁或以下的患者为315人，占总确诊人数的少过6%: 

他们大多数都是因为家人而感染新冠肺炎，因此卫生部 

通常会安排他们在同一个病房和医院治疗。

卫生总监拿督诺希山指出，4 
岁以下及5至9罗的新冠肺炎患 
者，各为83人；10至14岁则有 
149 人。

“着只有孩子确诊，父母皆 
没有染疫的话，父母想亲自照 
顾孩子就须签署同意书，并佩 
戴安全的个人防护装备。” 

诺希山今午在卫生部例常记 
者会上说，截至今午12时，国 
内新増110宗新冠肺炎（2019冠 

状病毒疾病）确诊病例，至今 
共累计5182宗确诊病例。

“今日有119名患者康复并 

获准出院，使累计康复患者达 
2766人，占总病例的53.47。。

“目前有56名患者在加护病 
房接受治疗，当中29人需要呼 

吸仪器辅肋。”
“这也是我国连续4天，出现 

单曰通报获准出院的治愈患者 
人数，比新増确诊病例多的情

况。，’
°另外，他说国内今日新増1 

宗死亡病例，累计死亡病例达 
84;第84名死者是66岁大马籍 
男性（第心11号患者），曾患 

有心脏病和慢性疾病。

有輕微症狀速就醫

此外，诺希山指出，新冠肺 
炎的死者中，有62.6%是60岁以 
上的患者，当中80.7%有慢性疾 

病。
他说，我国最高风险感染新 

冠肺炎的两个年龄层，分别是 
55至59岁及60岁至64岁，因此 

他提醒乐龄人士，若出现任何 
疑似冠病的轻微症状，都要立 
即就医。

为了减少出门人数，诺希山 
也鼓励患者善用医院或药房提 
供的快递方式，将药物送到家 
中。

申達央感染群增26確診
$美兰州的申达央次感染群，周四（16日）暴増26宗确诊病 
I例，以致该地区累计病例达66宗，当中有1宗死亡病例。

诺希山补充，居銮新邦令金拿督依布拉欣马吉新镇，则新増 
11宗病例，累计病例达183宗。

一反周三的情况，国内多个集体感染群、次感染群和强化管 
制令区域都出现新増病例，当中砂州教堂活动新増5病例、砂州 

意大利输入感染群新増1病例、甘榜荅鲁雪州发展机构组屋新増 
3病例、乌鲁冷岳新増4病例（1宗来自雪兰莪双溪镭甘榜；3宗 
来自其他地区），及雪兰莪敏申组屋新増1病例。

隆市City One大厦、马来亚组屋、印度清真寺和其周边地区 

等强化管制令区域，则没有出现新増病例。
诺希山也补充，全国共有1939患者，是源自大城堡清真寺伊 

斯兰传教士万人大集会集体感染群，卫生部目前已鉴定有2万 
7330人涉及该感染群，当中已采集2万5405样本，2万990个样本 

呈阴性反应。

8IS! 新冠肺炎疫情最新情況
截至2020年4月16日中午12时）

新确诊案例：

3|J
痊愈出院案例:

[T10 宗 1^5182 宗丨 12766

治疗中案例: 死亡案例:

^2332宗J 84宗

“榮譽屬於國家”

■诺希山召开记者会，右为卫生副总监（公共卫生）拿督 

张志强。

^这个荣誉不是我个人的，而是属于 
整个国家的。”

诺希山受询获得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X)列入，国际3名医疗专业人员一 

事时指出，这份荣誉应该是赐予国家的， 
卫生部所有行动都是一个团队一起进行 
的，且也有劳各政府部门和前线人员的协 
调及合作，才能成功落实行动管制令，以 
遏止疫情的传播。

各州屬
新冠肺炎病例
(截至4月16日中午12時）

州属 累计病例

玻璃市 18

吉打 94

槟城 119

霹雳 251

繼莪 1329

森美兰 389

马六甲 147

柔佛 614

彭亨 261

登嘉楼 108

繼丹 155

沙巴 288

砂拉越 387

吉隆坡 952

布城 55

纳闽 15

总数 5182

他也强调，卫生 
部其实只是提供劝 
告，但做出决定的 
则是首相丹斯里慕 
尤丁，包括是否真 
的落实行动管制令。

他同时也感谢警方等各执法单位，在行 
动管制令期间，管理出入境边界的限制及 
人们的行动限制。

已抽取逾9萬人樣本

询 及相比其他国家，我国 
近曰来的确诊病例数据 

较少，有者指控这是因为我国 
没进行大规模筛检所致，诺希 
山回应说，卫生部至今已抽取 
了逾9万人的样本，确诊病例 
有 5182 宗，占 5.4。。。

“最重要的是，我们目前正 
采取的是针对性举措，特别是 
针对特定地区和咼风险群。

“若我们发现特定地区的病 
例増加，那我们就会在该区落 
实强化行动管制令，希望筛检 
有关地区的所有人。”

另一方面，诺希山指出，卫 
生部已就有关生产医护人员的 
个人防护装备一事，与国内时 
尚设计领域讨论，卫生部也和 
其他机构合作，探讨可如何持 
续性地从本地领域中获得有关 
装备。

他k出，一套个人防护装备 
就有18个装备，而如果以单一 

装备来计算，国内每个月的使 
用量就咼达5900万个装备。

“我扪正密切监督，确保医 
护人员的个人防护装备货源已 
被采购和送至卫生部。”

卫
生部已采购来自韩国的新冠肺 
炎抗原快速检测试剤，其敏 

感度和特异性，分别咼达84.4%和 
100%;并希望下周就能拿到，以进 

行大规模筛检。
诺希山解释，这是抗原检测试 

剂，可进行即时检验，意味无需将 
样本送至国内43个实验室，可在诊

採購韓國抗原快速檢測試劑
所或医院，就使用有关检测试剂。

他强调，卫生部如今进行的大规 
模筛检活动，仅针对目标群体，如 
特定州属、县、地区或是高风险群 
体。

询及新加坡出现涉及客工的集体

感染群，而我国是否有检测国内外 
劳时，诺希山回应，卫生部和数非 
政府组织，如大马医药赈济协会和 
联合国难民署合作来这么做。

“我们正探讨2个群体，其中一 

个是外劳，另一个则是老人院，那

是在新加坡发生的（李亚妹安老院 
感染群），我们正和国家福利局 
合作，以探讨可如何对老人院进行 
筛查，尤其那些非常拥挤的老人 
院。”

他说，截至目前，卫生部已在士 
拉央批发巴刹筛查了 465名外劳，当 
中有13人确诊染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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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員工染疫須承擔費用

70%五金業者寧不開
王彬

■刘重庆
(吉隆坡ie日讯）第 

三阶段的行动管制令正 
式开跑，_隆五金建材 

销售商公会秘书长刘重庆指出，仅有30%以 
下的五金建材业者有意开业。

刘重庆接受《中国报》访问时说，大部 
分五金建材业者无意开业的原因是，国际 
贸易与工业部批准获准行业营运的其中一 
项条件是，若有员工感染新冠肺炎，公司 
有义务承担其所有医药费和其他相关费 
用。

° “公司需承担的费用，包括约1万令吉的 
公司全面消毒费、8万令吉的员工医疗费 

(包括药物、加护病房、呼吸辅肋器和医 
疗物品等），以及公司在员工康复期间， 
还需支付其薪金。”

他指出，老板们担心员工被患有新冠肺 
炎的顾客传染，需支付庞大的费用，因此 
宁愿选择不开业，不必蒙受风险。

他也提及，五金建材业者需要送货，但 
政府没有这方面的说明，因此许多业者选 
择不开业。

“如果开业，但不能做（送货），路上 
又被（警方）拦截，倒不如不要开业。”

他也坦言，业者要登录贸工部网站提出

包括无法登录网站，或无法顺利提交申请 
表格等。

“目前，没有一个人成功申请到（营业 
? 隹证）。”

他也°提及，吉隆坡市政局至今未发布第 
三阶段管制令期间可营运的行业的通告， 
也未阐明营业时间。

“其他如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梳邦再也 
市议会和加影市议会等，都已经发出通 
告，可是吉隆坡市政局还没有发出明确指
,J父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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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际贸易与工业部的发布，其中 

一个允许获准行业营运的条件为，若 

有员工感染新冠肺炎，公司有义务承 

担所有医药费和其他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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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ie日讯）民政 
党主席拿督刘华才透露，__劉華才：讓黃橙疫區重開店
该k已拟疋 f刀行动笞芾U 丄卜，，丄mi，_UX£_丄—^―，圓—I—|

mis臟鎖_翻_
色和橙色疫区只要在过去 
T天内没有新増病例，该 
区业者理应获准开店。

他说，橙区和黄区居民 
只允许在区内移动，禁止 
跨界进入红区和绿区，此 
外曾与确诊患者或接受隔 
离人±有密切接触的人 
贝，如果在中央或居豕隔 
离14天后没有出现症状， 

并通过新冠肺炎检测后， 
才可以返回工作岗位。

“至于红色疫区则必须 
遵守指示所有店面全面停 
止营业；绿区的业者则视 

政府安排恢复营业。有 
关建议书已透过线上方 
式，提呈给高级及政务

部长（国际贸易及工业 
部）拿督斯里阿兹敏阿
里。，，

° 刘华才今曰在民政党 
线上记者会上，这么指 
tt!o

* °出席者包括民政党妇 
女组主席黄爱欢。

復工企業應設防疫小組

刘华才也说，该党的 
这份建议书分2部分， 

即恢复营业基本条件， 
以及恢复营业标准作业 
程序。

他指出，建议包括工 
厂、公司、实体店面和

一些商业单 

位减少或暂 
停使用中央空 
调，以避免 
毒通过空调释放 
的冷空气传播。

刘华才也建 
议，复工的企业 
成立一支防疫小 
组，负责公司卫 
生、消毒、准备食 
物及制定公司的紧急 
与隔离措施等工作， 
同时优化工作流程，采 
取居家工作模式，减少 
将员工聚在一处及采取 
分阶段工作制。

■刘华才推介该党拟定的行动管 

制令恢复开业指南建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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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合益控股有限公司捐献8100个口罩给莎阿南市政厅和雪邦市议会，前排左为 
陈鶫伐，右为集团董事长私人助理黄雷哲，左2为莎阿南市长拿督哈利斯。

莎阿南市廳雪邦市會受惠

優合益控股捐8100□罩
(巴生16日讯）优合益控股有限公司 

捐献8100个口罩，给莎阿南市政厅和雪 

邦市议会。

优合益控股有限公司总裁陈鶫伐指 

出，为响应政府的号召对抗疫情，也支

持前线人员的需 

要，该公司捐献 
8100个口罩给上 

述2个地方政府， 

各别获得4050个 

n罩。

他认为在这段时间，大i发挥守望相 

助与团结精神，民众也要提高防疫意 

识，做好个人防护，相信一定可度过 
2019冠状病毒病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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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
懷人

配成套

功

■府请 
黄产500 

思业t 
汉的g

:贩蠢
租商^ 
用，。
地也
方可
政申

薑獲
貼500

(蒲种ie日讯）配合雪州关怀配 
套推出的500令吉贩商津贴，从4 
月8曰开放至今已接获1万7627项申 
请，其中超过3500人已通过银行汇 

款获得相关津贴。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的行政议员黄 

思汉指出，上述津贴的申请人数和 
获得津贴的人数每天都在増加，由 
於申请反应热烈，雪州关怀配套小 

组也积极进行审核工作，以便尽快把500令吉的津贴 

汇进合格小贩商的银行户头。
“州政府全程采取线上作业，申请者不但不需要出 

门办理申请程序，也大大提高线上登记到发放津贴的 
效率。”

他^出，根据作业程序，合格申请者能在申请後的 
14个工作天内获得有关津贴，截至4月16日上午，雪 
州政府已拨出超过176万令吉给合格申请者。

他说，雪州政府体恤到目前有许多民众因为行动管 
制令，导致收入受影响，因此希望加快发放津贴的效 
率，以达到及时雪中送炭的目的。

黃

思

漢

-I-K

黄

第2階段申請 

擴大販商類別
思汉捎来好消息说，为帮肋更多贩商， 
雪州政府昨天在行政议会上，通过进一 

步扩大贩商500令吉津贴的受惠群至租用地方 
政府产业的贩商。

他说，首阶段公布的小贩商受惠群是 
持有各地方政府小贩执照或准证者（UUK 
Penjaja)，如今则是在商贸地方法令、巴刹 

地方法令及食物处理法令下，让各地方政府 
的农业巴刹、小卖部、所有类别摊档、美食 
中心及公共巴刹的贩商也能提出申请。

“初步预算，第2阶段的贩商受惠人数达1 
万7000人。”

他指出，有关500令吉贩商申请从4月8曰开 

放，原本仅开放1个月，但考虑到目前疫情的 
形势和一些贩商的意见回馈，州政府也同意 
展延有关津贴申请的截止日期至6月7曰。

他说，有意申请者可通过w W W . 

sel angorprihatin • com填写个人资料提出申 

请。惟他提醒有意申请者必须确保本身持有 
的执照或准证，有效期是至2020年3月20曰， 

逾期者恕不能申请。
“雪州政府希望和人民共赴时艰，所以希 

望通过推动各项刺激经济配套或援助计划等 
来减轻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雪州人民所 
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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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河近出现口罩、手套和消毒液容器垃圾，疑是非法倾 
倒垃圾活动造成。

f巴生河大量防疫品 

賢或來自非法垃圾場
(吉隆坡ie日讯）疑是非法 

倾倒垃圾，大量使用过的口 
罩、手套和消毒液容器出现在 
巴生河！

根据《当今雪州》报导，
雪州政府子公司Landasan 
Lumayan有限公司在3月期间，

进行巴生河清洁工作时，在巴 
生河发现许多防疫物品垃圾。

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发文 
告指出，自3月开始，巴生河 

就被发现有许多用过的防疫物 
品，相信是来自非法垃圾场。

他说，巴生河畔可能有逾百 
个非法垃圾场在运作，继而导 
致河流受污染。

“估计这些 
人为避开执法 
人员，选择晚 
上前来倾倒垃 
圾。”

他说，地方 
政府可加强 
相关地点的 
执法行动，
避免污染河流的事件再度发 
生。

i也补充，这些防疫物品垃圾 
很大可能不是医疗垃圾，因为 
医疗垃圾必须遵从环境局的指 
示，到瓜拉冷岳特定地点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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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冷2天驗出5確診

雪主動入社區篩檢奏效
(沙亚南16日讯）雪州政 

府于上周穴（11日）和周 

日，率先开跑的走入社区 

筛检冠病行动奏效，单单 

在“重灾区”的乌冷县社 

区，检验出5宗冠病确诊病 

例，其中4宗是无症状病例 

(Asymptomatic )。

PEW1ERIKSAAN
POLIS

■警方在被封村的乌冷双溪镭7村设置严密路障。雪州政府之后在重灾 

区筛检行动，验出了5宗确诊病例。（档案照）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今午发 

文告说，由乌冷县卫生署根据卫生部 
标准作业程序进行的649份冠病样本 

筛检，是在加影、双溪拉玛和杜顺大3 

个州选区进行，所有筛检结果都被送 

往县卫生署、雪州卫生局与卫生部全 
国危机准备及应对中心（CPRC )，以 

备采取后续行动。
“社区筛检行动将着重在被列入

‘红区’的雪州县市，列入红区指标 

是根据雪州抗疫特工队的病例分析， 

以帮助卫生部阻断雪州的冠病传染 

链。，’

辅助卫部找出高危族群

阿米鲁丁说，截至目前，雪州9县 

中，有6县已是红区，但处于40宗以 

下“橙区”的瓜雪县和瓜冷县，距离

红区已不远。

他矢言，州政府会继续在红区进行 

社区筛检行动，以辅助卫生部在执行 

层面的鞭长莫及，从中找出高危族群 

如无症状的老人。

有关雪州社区筛检的详情和最新消 

息，公众可浏览雪州防疫特工队官 
网 https://www.amirudinshari.com/ 

stfc19〇 (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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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16日讯）根据雪州 

卫生局的数据显示，尽管雪州 

冠病病例高踞全国之首，累积 
1316人确诊，11人死亡，不过 

截至本月15日中午12时，当中 

的1231人已痊愈康复出院，治 

愈率近94%。

数据显示，前天（14日）新 

增的确诊病例低于20宗，即只 

有17 宗， 令人相当鼓舞。不仅 
如此，目前只有21人目前尚在 

加护病房中。

对于这项好消息，雪州大臣 

阿米鲁丁今早特别在推特上发 

文，感谢前线医护人员的努 

力，才促使雪州大多数确诊病

雪累積1316確診11人死

1231人康復治癒率94%
患者能迅速康复。

他也呼吁大众一定要遵守行 

管令，雪州才能战胜疫情。
另外，截至目前，雪州共有6 

县市属于冠病红区，依次为乌 
冷440宗、八打灵363宗、巴生 

171宗、鹅唛142宗、雪邦68宗 

以及乌雪49宗。

数据显示，雪州剩余三县市 

包括沙白安南、瓜雪和瓜冷目 
前都列为橙区，其中沙巴安南

于14日突增至23 宗， 从原本雪 

州唯一的黄区（20宗以下）， 

升级到橙区（21至40宗）；瓜 

雪目前累积的确诊病例已高达 
35宗，距离红区仅剩6宗，确 

实不能大意。

雪州防疫专案小组呼吁雪州 

人民仍不可以轻视或松懈，一 

定要严格遵守行管令，尽可能 
不要外出。（TSI)

■阿米鲁丁感谢 
前线医护人员的 

努力，促使雪州 

冠病治愈率高达 

94%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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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感染風險高挺身檢疫

志願醫護員，有你真好
(吉隆坡16日讯）前线志愿医护人 

员的无私奉献，常常让人动容，这种精 

神也在他们之间互相感染，成为推动他 

们前进的动力，再苦再累也不愿意停下 

脚步。
33岁的莫哈末阿克马尔在马六甲经 

营私人诊所，在医药行业拥有8年的实 

战经验，4月6日起前往吉隆坡区加入 

前线医护工作行列。

《新海峡时报)》报导，莫哈末阿克 
马尔曾参与在City One大厦、雪兰莪敏 

申组屋（Selangor Mansion )及雪州发 

展机构（PKNS )组屋，为居民进行病 

毒检测的行动。

他指出，成为志愿医护人员，他明知 

被感染的几率非常大，但还是没有要求 

回报，只想对抗冠病疫情及帮助有需要 

的民众。

他说，当初收到任务指示后，想到妻 

子与两名孩子刚好都住在吉隆坡，便一

□应允接下任务，马上前往吉隆坡。

无私奉献相互感动

"加入前线与其他医护人员执行任务 

后，我完全被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感染 

了，无论多么疲惫，他们都坚持执行任 
务，有些人甚至从3月份开始就不曾休 

假或回家休息。”

他表示，前线医护人员面对的最大 
挑战是，工作时必须穿上个人防护装 

(PPE)，穿上后非常闷热，还要从早 

穿到晚。

莫哈末阿克马尔指出，当卫生部与所 

有前线人员全力与疫情战斗时，人民应 

该充份配合及遵从行动管制令。

"很多人看到疫情数据有好转，就以 

为我们已经成功战胜疫情，事实上并 

非如此，要战胜疫情还有很长远的路要 

走。” （TS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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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復工企業

員工須進行病毒檢測
(布城16曰讯）所有申请在第三阶段行动管制 

令期间复工的企业，都得遵守当局制定的标准作 

业程序，包括必须先为员工进行新冠肺炎病毒检 

测。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高级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于今日下午通过 

电视直播宣布，社会保险机构将承担员工的检测费用，而申请复工 
的雇主，则得确保员工前往全国超过3000个社险机构卫生诊所检测 

中心检测。

“获准分阶段复工的企业，除了必须列出公司的固定员工人数， 

同时还得控制员工的行动范围，即是员工只能从家里往返公司或工

须列员工人数控制行动范围

此外，他说，雇主也必须每天测量员工的体温，以及鉴定是否出 

现呼吸困难或咳嗽。
他提醒，雇主必须保存这些记录存档3个月，以备当局检查之用。

阿兹敏警告，获准复工的企业必须遵守卫生部及执法单位制定的 
标准作业程序，一旦被发现没有遵守，便视为抵触《2020年预防及 

控制传染病（受感染区域内措施）条例第11条文。

"不遵守标准作业程序即被视为刑事犯罪，雇主获准营业的准令 

将会即刻被撤销。”

阿兹敏说，建筑领域必须遵守工程部以及马来西亚建筑工业发展 
局（CIDB)所制订的条例，包括尽量减少上班的员工人数，即不能 

够起过平时工作人数的一半或50%。

"倘若有员工感染冠病，公司需要在追踪与联系工人方面给予当 
局全面合作。”

为了保持社交距离，他说，建筑公司必须为工人提供交通便利， 

而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也得 

在使用前后进行消毒。

“为了解决员工对病毒 

的价值链，公司应该为他 

们提供有关新冠肺炎的说 

明与指南。”

他也说，若公司有为 

员工提供中央劳工区 
(CLQ )设施，必须确保 

其符合马来西亚建筑工业 

发展局以及其他任何相关 

机构发布的中央劳工区员 
工住宿准则。（LMY>

行管知■峨准复工9大领域
.洗衣店（全月良务式洗衣店)_______

.五金店、电子电器 

.机械及器材行业 

.航空行业

.建筑业以及与建筑相关的服务项目

.汽车工业与维修_________________

.与石油及天然气相关的服务 

.科学、专业（包括法律）及技术， 
包括与新冠肺炎相关的研发活动 

.获允许的特定领域实验室、传统与 
补充医学以及中医服务

■阿兹敏：复工却 

没有遵守标准作业 
程序的雇主，被视 
为刑事犯罪，获准 

营业的准令将会即

執法隊監祝復工作業程序
府已成立一个由公共工程部（JKR)、马 

M建筑工业发展局（CIDB )、吉隆坡市政局 

(DBKL )、地方当局（PBT )以及马来西亚职业 

健康与安全局（D0SH )组成的执法团队，以监 

视与强制执行经批准营业的公司有强制执行标准 

作业程序，同时向没有获批准而营业的公司采取 

行动。
贸工部长阿兹敏说，该部也与警方和人力局合 

作，监督业者强制遵守已设定的标准作业程序。

他重申，在《2020年预防及控制传染病（受感 

染区域内措施）条例》第11条文下，没有遵守标 

准作业程序的业者将是一项罪行，发给雇主的营 

业准令将被即刻撤销，并将面对法律制裁。
阿兹敏透露，贸工部至今已撤回4家被发现违反 

批准条例的公司的批准令。此外，半岛人力局和 
警方也对35家被举报违反贸工部所设定条件的公 

司展开调查。

"民众可以在发现有任何企业违反标准作业程 

序时，直接投报警方或贸工部。”

他说，政府制订严谨条例来分阶段开放给公司 

营业，是为了确保食物供应充足、药品与医疗设 

备供应，以及一些中小企业与关键领域可以运 

作，进而减轻人民的负担，同时减少对国家经济 

的影响。
另外，阿兹敏透露，贸工部网站于4月13日开 

放让附加领域公司提出营运申请，该部于一天后 
就接到1万8650份申请。

他说，相比第一及第二阶段行动管制令，首6天 

只收到1万2360份营运申请，而在这两个阶段的 

行动管制令得到营运许可的公司，无需再提出申 
请。（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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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漢：租地方政府産業

|販商可申請500援金

■黄思汉：租用 

地方政府产业的 

贩商也可申请 

500令吉津贴。

(蒲种1 6曰 

讯）雪州行政议 

员黄思汉透露， 
雪州关怀配套推 

出的500令吉贩 

商津贴从4月8曰 

开放至今已有1万 
7627个申请，由 

于申请反应热烈，雪州关怀配套小组也 
积极审核，以便尽快把500令吉的津贴 

汇进合格小贩商的银行户头。

与此同时，黄思汉也捎来好消息，为 

了帮助更多贩商，州政府昨日在行政议 
会上通过进一步扩大贩商500令吉津贴 

的受惠群至租用地方政府产业的贩商。

他发表文告说，州政府全程采取线上 

作业，申请者不但不需要出门办理申请 

程序，且大大提高了线上登记到发放津 

贴的效率。

加快发放津贴效率

黄思汉说，根据作业程序，合格申 
请者能在申请后的14天工作日内获得 

有关津贴，而截至本月16日上午，州 

政府已拨出超过176万令吉给合格申请 

者，其中超过3500人已通过银行汇款

获得有关津贴。

他强调，雪州政府体恤到目前有许多 

民众因行动管制令而收入受到影向=因 

此希望加快发放津贴的效率，以达到及 

时雪中送炭的目的。

另外，黄思汉披露，首阶段公布的小 

贩商受惠群是持有各地方政府的小贩执 
照或准证者（UUK Penjaja )，而如今 

则是在商贸地方法令、巴刹地方法令及 

食物处理法令下，让各地方政府的农业 

巴刹、小卖部、所有类别摊档、美食中 
心及公共巴刹的贩商也能提出申请。

他说，初步预算，第二阶段的贩商受 
惠人数达1万7000人。

申请日期展至6月7

"有关500令吉贩商申请自4月8曰开 

放，原本仅开放一个月，但考虑到目前 

疫情的形势和一些贩商的意见反馈，州 

政府也同意展延有关津贴申请的截止日 
期至6月7日。'’

有意申请者，可通过WWW. 

56丨3119〇叩此31；丨11.0；〇〇1填写个人资料提 

出申请，惟必须确保本身持有的执照或 

准证的有效期是至2020年3月20日，逾 

期者恕不能申请。（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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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料近期宣佈單親媽媽可申請KISS
(沙亚南16日讯）掌管雪 

州卫生、福利、妇女及家庭 

事务的行政议员西蒂玛丽亚 

披露，州政府预料会在近日 

或于下周宣布，因受行管令 
影向 > 生活陷入手"[■§•□停窘 

境的单亲妈妈，将可上网申 

请雪州政府的精明母亲关怀 
计划（KISS )的详情。

她证实雪州精明母亲关怀 

计划对单亲妈妈的援助配 

套，向来都有在每个州选区 

的社会服务中心开放供申 

请，但不知何故反应冷淡，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有这特殊

给单亲妈妈的援助计划。根 

据国文《阳光日报》报道， 

截至目前，雪州伊斯兰司 

法局在行管令期间，接获了 
1618名单亲妈妈提交，要 

求援助生活开销的申请。对 

此，西蒂玛丽亚认为，随著 

开放线上申请，州政府可更 
新所有单亲妈妈的资料，以 
确保单亲妈妈能受惠。

“基于精明母亲关怀计划 

的拨款还有，其掌管的部门 

可用来帮助单亲妈妈，因此 

没必要再向州政府申请额外 
拨款。” （TSI )

■西蒂玛丽亚 

说，州政府近期 

将公布，特别开 

放供单亲妈妈线 
上申请KISS援助 

项目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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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手套搓手液

巴生河湧現新垃圾
(沙亚南16日讯）自今年3月起，巴生河涌现大量的 

“新垃圾”，即用过的口罩、手套以及消毒搓手液等防 

疫用品，可见民众没有妥善处理，随意乱丟，让负责清 

理巴生河的员工近来频频榜起这些大量垃圾。

冠病抗疫

巴生河面虽在行管令期间看 

似有变清澈，但是当局依然拦 

截到不少垃圾，其中包括□ 

罩、手套及消毒搓手液，这显 

示出雪隆居民的环保意识仍未 

提高，而且非常不负责任。

居民环保意识未提高

巴生河清理承包商Landasan 
Lumayan有限公司董事经理 

阿兹孟发文告透露，由于民 

众没有妥善处理这些使用后的 
防疫品，自今年3月起，巴生 

河就涌现这些些大量的“新垃 

圾”，造成河流污染。

他强调，这些□罩、手套以 

及消毒搓手液等防疫用品，不 

应该随地丢弃，民众应该将这 

些用过的防疫品妥善处理， 
才丢进垃圾桶。Landasan 
Lumayan有限公司是一家雪

州政府子公司，主要执行"雪 
兰莪海上门户项目（Selangor 
Maritime Gateway ) ” 项目， 

负责全长56公里的巴生河清 

理工程。根据记录，该公司从 
2019年11月份起，每月在巴 

生河捞取约1200吨至1500吨 

的垃圾量。同时，该公司在 

巴生河不同河段设7道拦截网 

(Log boom )，并在巴生市 
区清真寺附近的河段设该河唯 

一的拦截垃圾浮台。
另外，Selangor Maritime 

Gateway也透过脸书张贴近期 

拦截到的垃圾，显示出依然有 

不少垃圾流进巴生河。

对此，该公司呼吁民众请照 

顾好巴生河，尤其清理工作需 

要民众的配合，才能让巴生河 
恢复清澈。（TSI )

i
• ■:

■大量垃圾拦截在拦截网周边，当中包括口罩 

手套和消毒搓手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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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布城16日讯）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高级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 

里宣布，获准营运的附加经济领域员工，须强制接受2019冠状 

病毒病检测，费用由社险机构承担。

他说，申请营运的雇主必需确保员丁到全国超过3000家的 

社险机构指定诊所，根据卫生部指南进行检测。

他说，这是当局设下的复工标准作业程序。:、 阿兹敏阿里今日下午在记者会上宣布这项决定。

更多报道►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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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二阶段准营业无需再申请
'城 16 日讯）所有获准在第一 | ^FI C3 F71 Fg BF1 pg^
受和第二賴复工的行业，无I Ea eg Bfl ia ia kh b

(布城16日讯）所有获准在第一

阶段和第二阶段复工的行业，无 

需在第三阶段复丁期重新提出申 

请°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高级部长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说，政府已 

在3月18闩、21闩及4月2日 

在宪报颁布有关事项。

“所以所有在第一阶段和第二 

阶段获准复工的业界和公R]，可 

继续运作。”

贸工部网站系统W为申请数 

量不胜负荷陷人瘫痪，经过提升 

后，网站系统恢复正常后，总共 

处理了 1万8650项申请。

他说，如果跟第一和第二阶 

段的复工申请，贸工部的网站在

6天的时间内，只处理了 1 

2360项申请，

他指出，第三阶段的复丁 

请，第一天接获的申请不只是来 

自公司，也包括占52%比重来自 

个人的尝试上网。

阿兹敏说，由于我国的非 

要服务在过去4个星期停 

摆，国家经济被预测以45 %

的营运能力运作|

他说，政府如今允许附 

加经济领域在第三阶段行动 

限制令分阶段营运，这将提 

升国家经济营运能力。

\rnmm —

阿兹敏：雇主必须天天检测员工的体温

撤4公司复工准证
建筑业人手须减半

阿兹敏阿里说，建筑业必 

须遵守工程部和建筑业发展局 

的条件，包括将值勤员工降至 

最低，或者不占所需人手的

50%。

“公司须配合卫生部，展 

开感染冠病员工的追踪。” 

他说，公司必须为员工提 

供运输交通，而且在运输工具 

使用前后消毒，实行社交距 

离，还有提供有关认知冠病的

信息和指南。

“为员工提供中央劳工宿 

舍的公司，必须确保遵守中央 

劳工宿舍指南。

“由工程部、吉隆坡市政 

厅、地方当局及职业安全和卫 

生局成立的执法组，将监督确 

保公司遵守复丁条件。违反标 

准作业程序的公司，可以在 

2020年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条例 

(传染区措施）第11条。”

截至今R为止，贸丁部 

已撤销4家公司的复工准 

证。

阿兹敏阿里说，另有35

雇员是否有呼吸困难、咳 

嗽、发烧？所有申请复工的企 

业必须保留员工记录3个月。

阿兹敏阿里说，雇主必须 

天天检测员工的体温。

家正受到调査。

他说，若民众发现任何 

公司违反复丁标准程序，可 

向警方或贸工部投诉。

他指出，被允许分阶段复 

工的企业必须列出公司的固定 

员T.人数，以及控制员工的活 

动动范围只能从家里到公司或 

工厂。

员工健康记录须收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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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开州议会I
为了加强防范2019冠状病毒病这个“看不到的敌人”，沙 

巴州议会采取社交距离措施。

主持开幕礼的州元首敦朱哈、州议长、州议会工作人员， 

以及出席的州议员在本周四的开幕礼中全程戴上口罩。

图为过去坐滿州政府官员、受邀观察人员的旁听席也空无 

一人。小图为州内阁部长们都相隔一个位子以维持1公尺社交 

距离，右为首长拿督斯里沙菲益，左为副首长拿督马迪乌斯登 

敖，人人全程都载上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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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时至下午4时

莎市修车店准营业
(莎阿南16日讯）莎阿南市

政厅管辖区内的修车店，获 

准从上午9时至下午4时营 

业。

莎阿南市政厅发文告说，在 

第三阶段的行动管控令期间 

(4月14闩至28日），修车 

店获准在有关时段营业。

当局是依据国家安全理事会 

的指示，允许上述行业在管 

控令期间局部营业，惟业者 

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定。

市政厅提醒业者、员工 

和顾客在店内记得保持社交 

距离、戴口罩及使用消毒搓

手液®

民众或商家有任何查询 

可联络莎阿南市政厅冠病特 

别行动室热线：03 -5522 

2702/2800/2820/2821 (上午 9 

时至下午4时），或联络： 

03-55105133，分线：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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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8万贩商申请雪州津贴

(蒲种16日讯）配合雪 

州关怀配套推出的500 

令吉贩商津贴，从4月 

8日开放至今已有1万 

7627个申请，其中逾 

3500人已通过银行汇 

款，获得有关津贴。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的行 

政议员黄思汉说，上述津贴 

的申请人数和获得津贴的人 

数每天都在增加，由于反应 

热烈，3州关怀配套小组也 

积极在审核，以便尽快把 

500令吉的津贴汇进合格小 

贩商的银行户头。

“州政府全程采取线上作

黄思汉宣布，雪州政府关怀 

配套推出的500令吉贩商津 

贴申请扩大范围及申请开放 

时间延长。

业，申请者小' 但不需要出门 

办理申请程序，而且大大提

扩大受惠群延长截止曰
黄思汉也说，雪州政府 

为了帮助更多贩商，昨天在 

行政议会通过，进一步扩大 

贩商500令吉津贴的受惠群 

至租用地方政府产业的贩 

商。

雪州政府关怀配套推出 

的500令吉贩商津贴，是从 

本月8日起开放申请。原 

木，在首阶段只有持各地方 

政府小贩执照或准证者

(UUK Penjaja)才能提出申 

请0

不过，如今则是在商贸 

地方法令、巴刹地方法令及 

食物处理法令下，让各地方 

政府的农业巴刹、小卖部、 

所有类别摊档、美食中心及 

公共巴刹的贩商也能提出申 

请。

黄思汉说，初步预算， 

第二阶段的贩商受惠人数达

高了线上登记到发放津贴的 

效率。”

申请后14天获津贴

他说，根据作业程序， 

合格申请者能在申请后的14 

天工作天内获得有义津贴， 

而截至4月16日上午，雪 

州政府已拨出了超过176万 

令吉给合格申请者。

他说，雪州政府体恤到 

0前有许多民众因为行动管 

制令而收人受到影响，因此 

希望加快发放津贴的效率， 

以达到及时雪中送炭的0 

的。

1万7000人。

他也说，上述申请从4 

月8日开放，原本仅开放一 

个月，但考虑到目前疫情的 

形势和一些贩商的意见回 

馈，州政府也同意展延申请 

日期至6月7日，

有意申请者可通过 WWW. 

selangoi.pi.ihalin.com 填写个人 

资料提出申请，惟黄思汉提 

醒，有意申请者必须确保本 

身持有的执照或准证的有效 

期是至2020年3月20日， 

逾期者小' 能申请。

逾3500人钱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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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城16日讯|截至今日，

有4家公司因违反营运规定，而 

遭国际贸易及工业部撤销营运 

许可。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局级部 

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指出， 

大马半岛劳工局和警方正针对 

35家公司被指违反营运条例而 

展开调查。

他说，工程部、大马建筑 

工业发展局、吉隆坡市政局、 

地方政府和大马职业安全与卫 

生局（D0SH )将组成执法团 

队，监督及对付那些不遵守指

吁，公众若发现有任何公司违 

反标准作业程序，可直接向警 

方或贸工部作出投报。

他提到，为因对疫情的蔓 

延，政府落实行动管制令及全面 

的医疗保健协议，因政府始终将 

人民的安全和健康放在首位。

他说，同时政府还须解决 

疫情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尤其 

财务状况、经济和人民福祉。

「对此，政府采取积极措施， 

确保人民的健康和安全，以及 

在预防新冠肺炎大流行，确保 

经济稳定和延续性。j

违反规定4公司被撤营运许可
令的公司进行执法。

他提到，不遵守标准作业 

程序（S0P )的公司，将违反 

2020年传染病预防及控制（疫 

情措施）（第3部）第11条，而 

这些公司将被撤销营业许可， 

还会根据现有法律被提控。

监督工业活动

「贸工部也会与警方和劳 

工局合作，监督受标准作业程 

序约束的工业活动。」

阿兹敏今日召开记者会呼

他指出，自行管令落实以 

来 > 基本服务领域获准宮业是 

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尤 

其是饮食、医疗和药物等，这 

也是为了确保我国的经济生产 

能力，防止大马人失业并确保 

人民在整个行管令期间获得基 

本需求和关键产品。

「政府明白，在行管令期 

间不允许营业的经济领域将面 

临各种挑战，如现金流压力、 

业务可持续性和失业。而本地 

领域和在马营运的公司也将面 

临失去出口市场的风险。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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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冷社区筛检4无症状确诊
莎阿南16日讯|雪州政

府于4月11日和12日，在乌 

鲁冷岳县进行第一轮社区筛 

检中，确认5宗确诊病例，当 

中有4人属于无症状确诊。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 

米鲁丁在文告中指出，上述 

社区筛检结果发现阳性与阴 

性的比例值为1%，这结果是 

跟国家卫生部的方式，以及 

世界卫生组织所建议是一致 

的，即筛检的比例数值增加 

须少于10%。

他说，乌冷县卫生局 

根据卫生部所拟定的作业程 

序，分别在加影、双溪拉玛 

及杜顺大州选区收集了 649个 

样本进行筛检工作。

他指出，有关筛检结 

果，如今已送往县卫生局、 

雪州卫生局危机准备及应对 

中心（CPRC )，以及卫生部 

危机准备及应对中心，以作

进一步检查。

他透露，社区筛检专注 

在乌冷县内的红色疫区，目 

标都是经由雪州防疫专案小 

组对公共数据进行分析后所 

决定。主要是为了协助卫生 

部遏止新冠病毒疫情持续在 

雪州蔓延。

他表示，雪州政府会 

根据资料继续在雪州其他红

色疫区进行筛检工作，努力 

支援和协助卫生部的防疫工 

作，包括确认州内感染高风 

险群体，尤其是呈现无症状 

的乐龄人士。

欲知社群筛检的资 

讯，民众可到雪州防疫专 

案小组专页浏览：http:/ 

/www.a mi rudinshari.com/ 

stfcl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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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万人线上申请
面加逋发贩商津U

蒲种16日讯配合雪州关怀配套推出的 

500令吉畈商津贴，从4月8日开放至今已有1万 

7627个申请，其中超过3500人已通过银行汇款 

获得津贴。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的行政议 

员黄思汉指出，上述津贴的申请 

人数和获得津贴的人数每天都在 

增加，由于申请反应热烈，雪州 

关怀配套小组也积极进行审核工 

作，以便尽快把500令吉的津贴汇 

进合格小贩商的银行户头。

「州政府全程采取线上作 

业，申请者不但不需要出门办理 

申请程序，而且大大提高了线上 

登记到发放津贴的效率。」

他指出，根据作业程序，合

格申请者能在申请后的14个工作 

天内获得有关津贴，而截至4月 

16曰上午，雪州政府已拨出了超 

过176万令吉给合格申请者。

扩大受惠群

此外，他指出，为了帮助更 

多贩商，雪州政府昨天在行政议 

会上通过进一步扩大贩商500令吉 

津贴的受惠群至租用地方政府产 

业的贩商。

他说，首阶段公布的小贩商 

受惠群是持有各地方政府的小贩 

执照或准证者（UUK Penjaja )， 

而如今则是在商贸地方法令、巴 

刹地方法令及食物处理法令下， 

让各地方政府的农业巴刹、小卖 

部、所有类别摊档、美食中心及 

公共巴刹的贩商也能提出申请。

「初步预算，第二阶段的贩 

商受惠人数达1万7000人。」

他指出，有关500令吉贩商

黄思汉®雪州行政议员

申请从4月8日开放，原本仅开放 

一个月，但考虑到目前疫情的形 

势和一些贩商的意见回馈，州政 

府也同意展延有关津贴申请的截 

止日期至6月7日。

他说，有意申请者可通过 

www.selangorpn'hati'n.com填写个 

人资料提出申请，惟他提醒有意 

申请者必须确保本身持有的执照 

或准证的有效期是至2020年3月20 

日，逾期者恕不能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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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16日讯|行动管制

遏止疫情蔓延期间，全球 

河流都变清澈，唯雪州巴 

生河却遭大批口罩、消毒 

洁手液瓶罐和手套等防疫 

用品污染！

巴生河全长约120公里，是 

一条流经吉隆坡和雪兰莪的重要 

河流。然而，在新冠肺炎病毒肆 

虐期间，民众用于防范病毒的口 

罩、消毒洁手液瓶罐和手套，在 

这段期间竟大量浮现在巴生河河 

面，引发关注。

巴生河清理承包商Landasan 

Lumayan有限公司（LLSB )日前发 

文告揭露，自今年3月起，巴生河 

河面便出现许多口罩、消毒洁手 

液及手套等防疫用品。

LLSB董事经理赛夫阿兹曼指 

出，口罩和手套等垃圾属于个人 

防疫用品，是在最近防疫期间’ 

才成为巴生河的新垃圾种类。

他强调'口罩、消毒)吉手 

液和手套在使用后，需妥善处理

巴秘河礙清r理拭作t中，

洁和手套。为此，州政 
贿疫物品。

流经八打灵再也邵 

垃圾防护网，出现 

垃圾，当中包括许 

_^的防疫用品。

才丢进垃圾桶内。然而，民众没 

有处理妥当导致垃圾随后流入河 

内，造成河流遭受污染。

疑来自非法垃圾场

LLSB是雪州政府的子公司， 
在「雪州海洋关口』计划下，负 

责全长120公里的巴生河清理工 

程。从2019年11月份起，至今为 

止，有关河流清理计划已经清理 

逾5万吨的垃圾量。

针对巴生河遭大批的防疫

用品污染，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 

表示，不排除这些废弃的防疫用 

品’有可能是来自巴生河沿岸上 

百个非法垃圾场。

他指出，疑似有人趁著夜 

晚，躲开执法人员的取缔，前来 

倾倒非法垃圾。

不过，他相信，这些浮现在 

巴生河的防疫用品垃圾，很大可 

能并非是医疗垃圾，因为这些由 

环境局监督的医疗垃圾，必须经 

由特别的清理公司负责，包括会 

被载往瓜拉冷岳一个特定的地点

处理。「如果真的是属于医疗垃 

圾，环境局会介入调查。」

「目前来看，口罩、手套等 

防疫用品的垃圾，遍布整个巴生 

河流域，这不排除也有民众乱抛 

垃圾的成分在。」

许来贤是在发文告和在今 

曰接受本报记者访问时，如是 

表示。他说，州政府有特定的法 

律，对付乱抛垃圾的人士或单位 

之余，地方政府方面近期也会加 

强河流沿岸的执法行动，以避免 

河流继续遭防疫用品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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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MS 2.0系统接1万8650份复工申请
布城16日讯|国际贸易及工 

业部用予处理复工申请的「新冠 

肺炎智能管理系统2.0」（CIMS 

2.0 )，虽然一度难以负荷庞大的 

访客流量而瘫痪，但是这个系统 

在提升功效后’最终成功fe受1 

万8650份复工申请。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高级部长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说，CIMS2.0 

系统在周一瘫痪后，贸工部立即 

联络大马网络安全机构和马电讯

(TM )，并在24小时内进行提升。

他说，系统提升后，贸工便 

接获1万8650份申请，申请数目 

远超过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行动 

管制令时的申请数量。「与第一 

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行管令比较， 

我们当时候在6天的时间内，只收 

到1万2360份申请。

他表w，随著系统的提升与 

改善，他有信心接下来业者提出 

的复工申请能顺利进行。

阿兹敏今日召开记者会提 

到，造成系统瘫痪的主要是多人 

同时涌入，而调查发现，有多达 

52%的人是想要测试该系统，而非 

符合复工资格的业者。

他提醒，所有在第一阶段 

和第二阶段期间已获准运作的业 

者，不需要再提出申请。政府于 

3月18日、3月31日和4月2日在宪 

报上颁布获准营业的领域，无需 

在第三阶段行管令提出申请。

「但是获准（在第三阶段） 

复工的额外领域，我们14曰才开

始在宪报上颁布，还在过程中， 

申请也在接收当中。」

阿兹敏强调，第三阶段行管 

令获准营业的额外领域，是在谘 

询过卫生部意见后作出的决定。

「我们所制定的所有计划， 

都必须遵守卫生部的严格指南。 

研究新冠肺炎对经济影响的内阁 

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卫生部代表 

也场。这是因为卫生部是非常重 

要的部门，给予建议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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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善勇
•城市规划师 

时事评论人

仅供参考

军之道，应当如何？ 

《孙子兵法•九变第 

八》说：凡用兵之法’将受命 

于君，合军聚合。泛地无舍， 

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 

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 

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 

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

之所以这么做，在于身 

在前线，十万火急，决策秒 

杀，总在霎那的一瞬间。一方 

面，指示的底线，必须坚守； 

另一方面，将在外，前线的 

变化莫测，千里之外的朝廷， 

未必知道；因为这样，君命所 

示，有所不受。

面向眼下这一场硝烟四 

起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自然也 

是这样。坚守下去，还是逐 

步撤离？继续把关，或是渐 

渐放松？最终到底应该谁说了 

算，相信大家想必已经有共识。既然 

这样，何以重开理发店之新令，说辞 

不一 ？

这一边，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 

阿兹敏阿里宣布，所有获准营业的领 

域，可在4月13日上午9时起开始申请 

云云；那一边，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 

长旺朱乃迪发给《婆罗洲邮报〉〉（The 

Borneo Post)的文告则称，特定领域 

开放，其实只限「绿区」的区域。

对卫生总监诺希山医生所而言， 

现有阶段，一切都言之过早。尽管行 

动管制令下，人群隔离，社交暂停， 

开始切断一部分病毒蔓延之链带； 

病例因此有所显著减少，高峰得以 

缓和。然而，抗疫战争，其实还未胜 

利，不宜仓促重开理发店。

琢磨《东方曰报》报道此言，如 

果记者没有错误理解，可知部分的决 

定，其实没有征求卫生总监的专业意 

见。不但这样，置喙各报的新闻，当 

可体会，当局甚至没有顾及业者的焦 

虑。蹊跷之处，不言可喻；乱象随后 

四起，也就思之自明。

不
论
开
或
关

k
问
诺
希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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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陳詩蕙

(八打灵再也16日 

讯）吉隆坡市政局派口罩 

却没有妥善包装，4个口 

罩全脏了，怎么用？！

联邦政府近日已陆 

续透过各地方政府派发每 

户4个口罩，惟隆市政局 

透过前线人员派发的口 

罩，却没有效仿雪州装入 

塑料袋，仅以纸条捆绑在 

一起，直接投入住户信 

箱，造成口罩被污染和弄 

脏，根本无法使用。

免髒

行动党适耕庄州议员黄瑞林服务中心获得联 

邦政府所派送的口罩后，立即进行包装工作，将 

口罩妥善装入塑料袋，保持卫生。

星

吉隆坡市 
政局透过前线 

人员派发的口 

罩，没有妥善 
包装，仅以纸 

条捆绑，以致 

口罩被投入信

箱后，沾满灰 
/丄、

直接投入信箱 
沾染細菌

派送人員沒戴口罩手套
洲日报脸书上的相关新闻下也有居住在隆 

市的网民反映，负责派送口罩到其住区的 

人员没有戴口罩和手套，不仅没有另外包装处理，甚 

至还是从一大包口罩中，直接抽出4个交给他，

对方还提及，该名派发口罩者在抽口罩时，不 
慎掉落•个，尔后仅直接捡起来带走，就不知谁会收 

到该片已经受到污染的口罩Q

此外，大批网民也担心没有经过妥善包装的口 

罩，会沾染细菌并导致佩戴者被感染，直斥隆市政局 

欠缺卫生常识，在口罩短缺的当下还浪费资源。

感叹“派了等于没派”
他们感叹当局此举“派了等于没派”，民众拿 

到也不知该戴还是丢弃，还不如直接不派，将口罩赠 

予前线医护人员；但也有人建议政府设定数个领取地 

点，尤其在长者居多的地区，让民众自行前往领取。

不过，据了解，并不是所有隆市居民收到的都 

是这样“包装”的口罩，也有部分网民反映蕉赖和甲 

洞没有这样的问题，他们所收到的都是收纳在塑料袋 

内包装良好的口罩。

t居住在文良港南北花园的 

^^居民今早向《大都会》社 

区报投诉，声称市政局透过前线人员 

投人他家信箱的口罩，已经肮脏不 

堪，令他们不敢再用，A白浪费资 

源。

由于细菌无处不在，且信箱大 

多乏人关注和清理；因此，根据有关 
居民提供的照片，该4个未经包装处 

理的口罩在被投人信箱后，已沾满灰 

尘，无法再使用。

官員“做樣子”派發

大!
i都会》社区报探悉，有别于雪州政府的 

-处理方式，由于吉隆坡大部分国会议员 

都是“反对党”，所以吉隆坡市政局并没有透过国会议 

员服务中心或代议士协助派发。

据了解，有关口罩大多是由市政局官员上门“做样 
子”派发2小时，尔后再交给当地的居民协会负责派发 

给剩下的住户，因而造成部分地区出现上述口罩未经妥 

善派发的情况。

Page 1 of 1

17 Apr 2020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2
Printed Size: 523.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5,848.48 • Item ID: MY003942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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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道►陳炬諭、鍾可婷

(部分照片取自Selangor Maritime Gateway臉書）

(沙亚南16日讯）巴生河面 

虽在行管令期间看似有变清澈， 

不过当局依然拦截到不少垃圾， 

其中最近频频捞起的大量垃圾， 

竟然是口罩、手套及消毒搓手液 

瓶！

这显示出雪隆居民的环保 

意识仍未提高，未妥善处理好使 

用过的口罩、手套及消毒搓手液 

瓶，反而随意、随手丢弃，最终 

流进巴生河，非常不负责任。

* Selang〇r Marine Ga^ay

s«lan«〇r-

一 一”二二口一
^OudukRUirtah ^Stayn

r二二二=二二口
masks, ^arld

袖抑一ng伽m ble 9丨0卿凼

工二二一 _p
,nc丨 We are be蘭伽

#Smg 洲 妒

Setangpr

券 LLSB

Selangor
Marmme Gateway^H

防疫品不該隨手丟棄
生河清理承包商Landasan Lumayan有限

巴:
河自今年3月起就涌现大量的“新垃圾”，即使 

用过的口罩，手套及消毒搓手液瓶等防疫用品 

他直言，由于民众没有妥善处理这些使用后 

的防疫品，导致这些垃圾随后流人巴生河，造成 

河流污染。

“这些防疫品不应该随地丢弃，民众应该使 

用这些防疫品后妥善处理，才丢进垃圾桶。”

左图：由于民众没妥善处理好使用过的口罩，随意丢弃在路边，导致这些防疫品最终流入到巴生河，污染河流。 
右图：清洁工人每日都需要清理大量的垃圾。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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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生河垃圾『新天王

許來賢：疑非法垃圾場亂丟棄

、管雪州环 

‘境绿色工 

艺、科学工艺、革新 

及消费人事务的行政 

议员许来贤接受《大 

都会》社区报记者电 

访时表示，州政府发 

现，在行动管制令期 

间，雪州多条河流发 

现大量已使用的口 

罩、消毒搓手液瓶及 

手套类型的垃圾。

“我们不排除是非法垃圾场 

在行动管制令期间如常运作，并 

趁下雨的时候，将装有已使用的 

口罩、消毒搓手液瓶及手套等的 

垃圾，浑水摸鱼丢人河流中。” 

他说，由于冠状病毒病疫情 

肆虐，民众在外出时纷纷戴上口 

罩、手套及使用消毒搓手液，这 

类型的垃圾种类也相对增加。

“口罩、手套及塑料罐都是 

属于…次性用品的垃圾，必须送 

往土埋场处理，惟目前的用量多 

了，部分垃圾就落到非法垃圾场 

手中。”

医疗垃圾须环境局处理
另外，许来贤说，由于受到 

冠病疫情影响，医疗用品的用量 

比早前大，负责处理医疗垃圾的 

单位每次平均处理数以万计的医 

疗垃圾s

“最为常见的医疗垃圾包括 

口罩及防护衣等，这些医疗垃圾

因

暫時未接亂丟入河投訴
王詩棋（無拉港區州議員）

或有细菌及病菌， 

此必须专门处理。” 

他说，医疗垃圾 

必须通过环境局去处 

理，雪州的医疗垃圾 

处理场位于瓜冷，他 

们在处理的过程中要 

格外小心及谨慎。

执法人员

如常巡视紧盯

另•方面，受访州议员及市 

议员表示，他们在丨7管令期间， 

暂未接获任何非法丢垃圾人河流 

的投报。不过，地方政府的执法 

人员仍如常巡视，避免非法垃圾 

场业者有机可趁。

他们估计，这是因为受到行 

管令期间，民众都不能外出，所 

以暂时没有追踪可疑罗里。

“不过，执法人员并没有 

松懈，他们仍如常巡逻，加上军 

警在多个地方设立路障，相信非 

法垃圾场的罗里也难以在路上行 
驶〇 ’’

他们说，行管令期间，部分 

丁厂仍如常营业，因此他们认为 

要小心处理丁业区的垃圾，避免 

这些垃圾成为非法垃圾或沧为新 

的污染源。

他们呼吁，•旦发现任何可 

疑罗里，可向地方政府、州议员 

或市议员等做出投报，让执法单 

位采取执法行动。

我
们暂时未接获有 

关非法垃圾丢

人河流的投诉，另外我们在巡 

逻时也没发现非法垃圾场有运 

作。

同时，在行管令期间，路 

上有许多路障，载有非法垃圾 

的罗里若在路上行驶，会相当 

显眼及容易被发现。

无论如何，我提醒私人诊 
所及工业区的T厂，必须再一1 

检查他们聘请的垃圾承包商是否属于合法，避免出现 

非法垃圾承包商横行，进而衍生成非法垃圾及成为新 

的污染源。”

環境局也未接投報
葉國榮（样1邦再也市議員）

梳，
广邦再也市议会目 

i前没有接获非法 

垃圾丢人河流的投诉，我已询 
问雪州环境局官员，对方也告 

知没有相关投报。

无论如何，市议会执法 

人员在行管令期间仍有巡逻丁 

作，•旦发现可疑人物，就会 

展开调查。

河流污染问题必须获得 

及解决，即使目前是行管令期 

间，因此我呼吁民众一旦发现可疑人物或罗里， 

相关单位作出投报。

就在行管令初期，金銮镇第五区非法垃圾场遭 

纵火引发地下火，消拯员及市议会官员出动泥机车， 

耗时4天才才成功灭火。”

可向

左图：经过承包商这几年来的努力，巴生河的污染问题逐渐获改善。

右图：巴生河能否恢复长时间清澈，还需要民众给予全面配合，否则前功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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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的接口外露，让居民担忧在烈阳曝晒和风吹雨打 

下，会发生漏电和火灾。

虽然距离火灾已超过一周，但因无力进行重修，大批沉 

重的电缆仅能横置在组屋电梯旁的大堂，让居民深感忧心

陳運鴻：將向房屋部要求援助
[^运鸿表示，虽然是临时方案，但他依然对国州议员 

设法接驳电缆，暂解居民之困感到赞赏。

“做为国盟地方领袖，我已充份了解居民对现有状况的 

担忧，我将协助管理层提呈公函，要求房M部给予援助。此 

夕卜，由于涉及费用庞大，我也盼雪州政府能动用储备金为民解 
忧〇 ’’

他强调，在行管令期间，家家户户会约束子女的行动，但 

在解封之后若大批电缆依然横置在组屋大堂中央，则极易会因 

孩童贪玩而发生意外。

萬撓敦帝佳花園珍荅可組屋

由于电供不稳，10层楼高的Cempaka组屋走舜、庭院和电梯前的大堂，一入夜便陷入 

黑暗，让大家害怕会有坏人趁机做案。多位居民倒竖姆指，指他们困境未解，急需各相关 
单位的协助。

報道►林淑敏
(万挠16日讯）尽管因疑遭人 

纵火，烧毁电缆而无水电居家防 

疫的近虑已解決，但万挠敦帝佳 

花园10层楼高的珍答可组屋（Flat 

Cempaka )居民申诉尚有远忧，呼 

吁国州议员、雪州政府和联邦政府 

合力施援，保千人性命。

该组屋居民协会主席尤索夫表示， 

虽然万挠州议员蔡伟杰和士拉央国会议 

员梁自坚指无水电的燃眉之急已解，但 

因为从100公尺外的电房暂时驳往组屋 

的电供不稳，而且接驳口外露受到风吹 

雨打，大批沉重的电缆亦横置在走廊 

上，恐会因为电流短路而发生火灾，让 

居民生命不保。

“如今不仅在多户同时用电时会发 

生跳电的情况，走廊和庭院也因为电力 

无法负荷，在夜晚屮陷人黑暗，使大家 

都害怕会被摊放在地上的电缆绊倒，触 

电而亡和有小偷趁机黑干案。

“居民对国州议员指问题解决暂解 

感到不满，因为更大的隐忧就在眼前，

我们不能视如不见。”

居民盼各方摒棄政見解困

尤索夫是在马青雪州团长陈运鸿 

二度探访组屋灾民，以了解他们迫切所 

需，代表居民发言时这么指出。现场亦 

有多位居民则异口同声表示希望各方能 

摒弃政见，协助他们解决问题a..

在此之前，陈运鸿已在火灾发生 

后将士拉央马华区会福利局所赞助的矿 

泉水和粮食送上，让陷困的全部居民充 

饥。该组屋是于本月7日凌晨1时许，疑 

有人纵火，烧毁至少4部摩哆车后因油 

箱爆炸，烈火上冲波及电缆后引发大停 

电，致使抽水泵无法操作，使近千居民 

叫苦连天。_

此外，电梯亦因断电而无法操作， 

居民无力将米粮、日用品和清水扛上 

楼，唯有以粗绳接力，将重物-•手接-- 

手的提上高处，优先供给家有老少和病 

人的家庭。后在国州议员的协调下，国 

能公司进行电缆接驳工程，使组屋在10 

日凌晨暂获电供。

陈运鸿在火灾发生后，将干粮和饮用水发到组屋解 
居民的饥渴之苦。

尤索夫：需14萬維修

居民低收入難負擔修理費

被烧毁的组屋目前仍在漏水。

索夫指出，该组 
yL屋已有2i年的历 

史，共有300单位，居民年 

龄介于1个月至87岁，当中 

大部份为低下收入者，每 
月缴付50令吉管理费者亦 

仅有40%,无法负担总额 

高达14万令吉的电缆修理 

费。

“从组屋开出-个可 

以暂时接驳电缆的接口， 
费用是2万令吉，修好电缆 

则另需12万令吉，我们实 

是无能为力。

“在向国州议员陈情 

时，他们指可以用士拉央 

市议员拨款或要求市议会 

协助，没有具体的表示会 

如何协助我们，就连食物 

亦是我们要求后方在9日晚 

上和10日早上送上。”

他解释，虽然组屋购 

有火险，但居民未知纵火 

是否理赔，因此深感无助 

和彷徨。

占（右起）和尤索夫，向陈运鸿（左）申诉居民的担忧。

居協執委：求助議員未獲回應
D -名居协执委占则强调，他在发生火灾后三番数次 

3于脸书上发贴，呼吁国州议员给予援助但未获回 

应，水车亦是在任职于雪州水供管理公司的居民协助下，在 

火灾当天赶抵组屋，并非如某方面所指般是他的个人安排。

“我们曾向人民代议士要求，安排•位助理在组屋协助 

我们协调近千居民的饮食和医疗要求，但却被拒绝了。事发 

至今，他们仅出现过•次，让我们感到失望。”

蔡偉傑：接駁方案權宜之計
|伟杰强调，在行管令期间各 

#种资源欠缺的情况下，已竭 

尽所能协助组屋恢复电供。

“如我早前所述，现有方案是权 

宜之计，旨在让居民能居家防疫和减 

少生活上的不便。我本已安排士拉央 

市议会、房屋部代表和市议员在本周 

针对此事召开会议，奈何却因为疫情 

加剧而被迫延期。

“在行管令结束后，我也会上报 

州政府，寻找更多方案来协助组屋居 

民。”

梁自堅：維修費龐大需求助
自坚表示，鉴于并非公共场 

合，所以维修费本应由居民 

共同承担，但在考虑到所需经费庞大 

后，认为应该同时向雪州和联邦政府求 

助。

“在接获投诉的24小时内，我们已 

安排国能公司到场做紧急维修，我们也 

提供了超过600人的晚餐和早餐。”

他重申，本身从未逃避责任和将协 

助居民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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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6人確診1231人痊癒

Amirudfn SliarE 〇
®)AmifucJinShari

Setakat jam 12tengahari semalam 
(15 April) seramai 1,231 pesakit tel ah 
sembuh dari Covid-19 di Negeri 
Selangor. Alhamdulillah terima kasih 
diucapkan kepada para petugas 
perubatan yang berusaha bertungkus 
lumus. Hargai mereka dengan 
mematuhi PKR 
#SelangorGempurCovid19
Translate Tweel

KES
C0U1D-19

阿米鲁丁今早发推特梢来好消息，披露雪州目 
前冠病治愈的人数达1231人！

雪剩三縣市列橙區

(沙亚南16日讯）好消息振奋人心！

尽管雪州冠病病例高居全国之首，累积 

1316人确诊，不过截至本月15日中午12 

时，当中的1231人已疼愈康复出院，治愈 

率近93°/〇!

根据雪州卫生局的数据显示，雪州目前虽 

累积的确诊病例有1316宗，11人死亡，不过前天 

(14日）新增的确诊病例低于20宗，即只有17宗，令人相当鼓舞。

不仅如此，数据也显示截至本月15日中午12时，已有1231人已 

治愈康复，获准出院，相比前天1135人，增加了96人。

目前，只有21人目前尚在加护病房屮:

阿米鲁丁： 
我必须要感谢前 
线医护人员的努 

力，才促使雪州 

达到非常高的治

雪冠病治癒率

瓜雪右增6示列紅區 雪大臣：感謝前線醫護人員
_^外，数据显示，雪 

w州剩余三县市包括 

沙白安南、瓜雪和瓜冷目前都 

列为橙区，其中沙A安南于14 

日突增至23宗，从原本雪州唯 

-的黄区（20宗以下），升级 

到橙区（21至40宗）。

不仅如此，瓜雪目前累 

积的确诊病例已高达35宗，距

离红区仅剩6宗，确实不能大 

意！

也因如此，尽管雪州整体 

防疫工作取得做巨大成效，无 

论在康复或确诊病例都传来好 

消息，但雪州防疫专案小组呼 

吁雪州人民仍不可以轻视或松 

懈，-定要严格遵守行管令， 

尽可能不要外出。

于这项好消息， 

vVJ雪州大臣阿米鲁 

丁今早特别在推特上发文， 

感谢前线医护人员的努力， 

才促使雪州大多数确诊病患 

者能迅速康复。

不过，阿米鲁丁也呼 

吁大众要珍惜医护人员的努

力，并且一定要遵守行管 

令，雪州才能战胜疫情。

另外，截至目前，雪州 

共有6县市属于冠病红区， 

依次为乌冷440宗、八打灵 

363宗、巴生171宗、鹅唛 

142宗、雪邦68宗、以及乌 

雪49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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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邦

等地

指出

報道►陳詩蕙攝影►(圖由讀者提供）

(八打灵再也16日讯）午 

后狂风暴雨导致灵市SS4D —带 

闪电水灾，水深逾3呎，几乎淹 

没半个车身！

由于雨势太大且来势汹汹， 

加上沟渠排水不急，以致短时间 

内即涌入屋内，让居民眼睁睁看 

着屋子被淹；有者则赶紧将物品 

抬高，或试图将停放屋前的摩哆 

车或物品移走。

此外，这场下超过1小时的

大雨也导致白蒲大道从格拉那再 

也往蒲种方向，即靠近但乐泰广 

场（Paradigm Mall )前的路段 

发生闪电水灾。

尽管目前正值行动管制 

令，大部分民众都待在家中，惟 

Waze导航系统显示，闪电水灾 

仍导致上述路段出现塞车情况。 

据悉，不少原本要透过隧道前往 

该广场的驾驶人士，也在发现水 

灾后，纷纷退离。

打灵再也市议员梁启靖受询 
乂V时表示，此次的大水来得快 

去得也快，受影响地区主要为SS4D/10 

路、PJU1/4路和SS21/41路一带；其中， 

千百家新g和SS4D估计分别约有80户和 

40户居民受灾。

他说，他与行动党万达镇州议员嘉 

玛莉亚在接到投报后，已在20分钟内赶 

抵现场协助，水利灌溉局UPS)也有 

派员前来了解情况。

他也提及，当地不是首次发生闪电 

水灾，雪州政府早前已决定拨款2000万 

令吉，用以提升千百家新村的河流；但 

鉴于SS4D也面对水灾困境，因此他们遂 

要求提升计划必须将后者也纳人考量。

“因为有关提升计划是于3年前拟 

定的，所以在有了拨款后，当局必须确 

保计划合时宜，以及纳人提升SS4D的 

河道。整个探讨过程必须耗时6个月左 

右，1：程原本预计会在明年初展开6 ” 

无论如何，他呼吁今日受水灾影响 

的居民拍下至少五六张照片存证，并尽 

快报警备案，以方便日后向土地局申请 

援助或赔偿。

►污水流入民宅，来不及搬离的物品浸泡在水中，令居民损失惨重。

大水來也快去也快 逾百戶遭狭

部分住宅区的道路汪洋一片，如同河流。

'二

'^1 T部分地区的水位高逾3呎，几苹''淹没半个车身D

—大水高至成人的大腿，相当骇人。

量SS4MR閑
水深逾3呎幾淹沒半個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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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社區篩檢行動奏效

烏/令縣驗出5確診
(沙亚南I6日讯）雪州政府 

于上星期六（11日）和星期日，率 

先开跑的走人社区筛检冠病行动奏

效！

4确诊是无症状病例

州政府在雪州“重灾区”的 

乌冷县社区，检验出了5宗冠病确 

诊病例，其中4宗是无症状病例 

(asymptomatic ),检验结果显7K 

阳性和阴性的比率为1%，符合卫生 

部规定的全国筛检比率，也呼应世 

界卫生组织要求把筛检比率减低至 

10%以下目标。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今 

午发文告指出，由乌冷县卫生署根 

据卫生部标准作业程序进行的649份 

冠病样本筛检，是在加影、双溪拉 
玛和杜顺大3个州选区进行。

社区筛检着重在红区

他透露，所有筛检结果都 

被送往县卫生署、雪州卫生局与 

卫生部全国危机准备及应对中心 

(CPRC)，以备采取后续行动。

他指出，社区筛检行动将着重

雪州政府率先开跑的走入社区筛检冠 

病行动奏效。

在被列人“红区”的雪州县市，列人红区 

指标乃根据雪州抗疫特工队的病例分析， 

以帮助卫生部阻断雪州的冠病传染链。

截至目前，雪州9县中，有6县已是红 

区，但处于40宗以下“橙区”的瓜雪县和 

瓜冷县，距离红区已不远。

阿米鲁丁矢言，州政府会继续在红区 

进行社区筛检行动，以辅助卫生部在执行 

层面的鞭长莫及，从中找出高危族群如无 

症状的老人。

任何有关雪州社区筛检的详情和最 

新消息，公众可浏览雪州防疫特工队官网 
https://www.amirudinshari.com/stfc 19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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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原頁者：前線人員無私奉獻

“再累也不停下腳步”
(吉隆坡16日讯）私人诊所医生暂时放下私人诊所 

业务走到前线，成为志愿医护人员。

这名前线志愿医护人员莫哈末阿克马尔医生说，前 

线医护人员的无私奉献是推动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即使 

再累，也不会停下脚步。
根据《新海峡时报)》的报道，33岁的莫哈末阿克 

马尔是一名在马六甲经营私人诊所的医生，在医药界有 
8年经验，今在4月6日起在吉隆坡区加人前线医护工作 

行列。

他曾参与在City One大厦、雪兰莪敏申组屋 

(Selangor Mansion )、及雪州发展机构（PKNS)组屋， 

为居民检测病毒。他指出，他成为志愿医护人员并没有 

要求仟何回报，只想-•起对抗冠状病毒病（冠病）疫 

情，及帮助有需要的民众。

部分医护员2月至今没休假

他说道，加人前线与其他医护人员执行任务后，完 

全被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感染了。他表示，他们即使感 

到疲惫也坚持执行任务，有些医务人员甚至从二月份起 

就不曾休假或回家休息。

他还坦言，前线医护人员_对最大的挑战，是在工 
作时必须穿上个人防护装（PPE),因为穿上装备后非 

常闷热，有时还必须从早穿到晚。

此外，他促请民众遵从行动管制令，配合卫生部及 

前线工作者的努力。他表示，由于疫情数据一直好转， 

很多民众可能会认为国家已经成功对抗疫情，但事实并 

非如此，要战胜疫情，还有很长远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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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都法达（右四）亲自移交医疗防护物资及早餐给直落邦里马加朗政府诊疗所, 

由哈芝琳医生代表接领。左三为瓜冷中央狮子会理事安巴拉干，右三为阿都拉刹。

(瓜冷16日讯）前雪州行政议员（国 

阵时代）拿督阿都法达在瓜冷中央国际狮 

子会理事们陪同下，日前前往直落邦里马 

加朗政府诊疗所及甘榜昔江港政府诊疗所 

拜访，送交医疗防护物资，并为医护人员 

准备早餐，献爱心抗疫情。

阿都法达亲自移交防护口罩及医疗手 
套给上述2间诊疗所，并送上丰富早餐给2 

间诊疗所的医护人员，希望站在抗疫前线

的医护人员都能随时保持最好的状态及做 

好防范措施，尽全力保障人民的安全。

上述防护口罩和医疗手套物资及医护 

人员早餐全部都是由阿都法达热心赞助和 
|艮敫

瓜冷中央国际狮子会扮演安排和协 

调的角色，多名理事会员在安巴拉干率领 

下，日前联同拿督阿都法达到直落邦里马 

加朗政府诊疗所拜访及送交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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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RM500販商津貼

反應熱烈獲1.7萬份申請
(蒲种16日 

讯）雪州关怀配 
套推出的500令吉 

贩商津贴从4月 

8日开放至今， 

已有1万7627个 

申请，其中超过 
3500人已通过银 

行汇款获得有关 

津贴。

雪州行政议 

员黄思汉今日发 

表文告指出，上 

述津贴的申请人 

数和获得津贴的 
人数每日都在增 

加。由于申请反 

应热烈，雪州关 

怀配套小组也积极进行审核工作，以 

便尽快把500令吉的津贴汇进合格小贩 

商的银行户头。

“州政府全程采取线上作业，申 

请者不但不需要出门办理申请程序， 

且大大提高了线上登记到发放津贴的 

效率。”

黄思汉：已拨出逾176万令吉

他指出，根据作业程序，合格申 
请者能在申请后的14天工作日内获得 

有关津贴，而截至4月16日上午，州 

政府已拨出超过176万令吉给合格申请 

者。

他说，雪州政府体恤到目前有 

许多民众因行动管制令而收人受到影

响，因此希望加快发放津贴的效率， 

以达到及时雪中送炭的目的。

扩大津贴受惠群

黄思汉也捎来好消息，为了帮助 

更多贩商，州政府昨日在行政议会上 

通过进…步扩大贩商500令吉津贴的受 

惠群至租用地方政府产、丨丨(的贩商。

他说，首阶段公布的小贩商受惠 

群是持有各地方政府的小贩执照或准 
证者（UUKPenjaja)，而如今则是在 

商贸地方法令、巴刹地方法令及食物 

处理法令下，让各地方政府的农业巴 
刹、小卖部、所有类别摊档、美食中 

心及公共巴刹的贩商也能提出申请。

“初步预算，第二阶段的贩商受 
惠人数达1万7000人。”

截止日期延至6月7
他也指出，有关500令吉贩商申请 

自4月8日开放，原本仅开放一个月， 

但考虑到目前疫情的形势和一些贩商 

的意见反馈，州政府也同意展延有关 

津贴申请的截止日期至6月7日:

他说，有意申请者可通过WWW. 

selangorprihatin.com填写个人资料提出 

申请，惟必须确保本身持有的执照或 

准证的有效期是至2020年3月20日，逾 

期者恕不能申请。

“州政府希望和人民共赴时艰， 

所以希望通过推动各项刺激经济配套 

或援助计划等来减轻因冠病疫情对雪 

州人民所造成的影响

黄思汉：为帮 

助更多贩商，州政 
府已在行政议会上 
通过进一步扩大贩 

商500令吉津贴的 

受惠群至租用地方 
政府产业的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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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I6日讯）受行管令影响， 

生活陷人手停口停窘境的单亲妈妈，将 

可上网申请雪州政府的精明母亲关怀计 
划（KISS ) !

掌管雪州卫生、福利、妇女及家庭 

事务的行政议员西蒂玛丽亚披露，州政 

府预料会在近日或于下周宣布，关于特 

别开放供单亲妈妈线上申请精明母亲关 

怀计划的详情。

她指出，州政府会有这道意愿，是 

发现到此前由州伊斯兰司法局处理的雪 

州家庭开销援助项目，获得热烈反应。

许多人不知援助计划

“州政府也接获来11各族群单亲 

妈妈的踊跃申请，尤其随着行管令落实 

后，令她们的家庭生活陷人窘境。”

根据国文《阳光日报》报道，她证 
m r=» 实雪州精明母亲关怀计划对单亲妈妈的 

If援助配套，向来都有在每个州选区的社 
会服务中心开放供申请，但不知何故反 

应冷淡，也许很多人不知道有这特殊给 

单亲妈妈的援助计划4

截至目前，雪州伊斯兰司法局在行管令期间，接 
获了 1618名单亲妈妈提交，要求援助生活开销的申请。

西蒂玛丽亚认为，随着开放线上申请，州政府可 

更新所有单亲妈妈的资料，以确保单亲妈妈能受惠。

她表示，基于精明母亲关怀计划的拨款还有，其 

掌管的部门可用来帮助单亲妈妈，因此没必要再向州 

政府申请额外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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