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engunjung pasar awam bergejala
diminta lakukan saringan
Putrajaya: Pengunjung pasar
awam, khususnya yang mempu-
nyai gejala seperti batuk, demam
dan sesak nafas disaran tampil
melakukan saringanCOVID-19 di
kemudahan kesihatan berdeka-
tan.
Ketua PengarahKesihatan, Da-

tuk Dr Noor Hisham Abdullah,
berkata langkah itu penting te-
rutama bagi pengunjung pasar
awam yang mengesyaki mereka
terdedah kepada kes positif.
Penularan wabak COVID-19

yang membabitkan kluster Pa-
sar Borong Kuala Lumpur, se-
takat ini merekodkan 74 kes po-
sitif, dengan 13 daripadanya
membabitkan individu yang bu-
kanmenjalankan perniagaan di
pusat penjualan barangan ba-

sah terbabit.
Terbaru, pasar Jalan Othman,

dekat Petaling Jaya ditutup 14
hari mulai kelmarin bagi tujuan
operasi nyah cemar di sekitar
premis terbabit, selepas seorang
peniaga disahkan positif jangki-
tan COVID-19.
Majlis Bandaraya Petaling Ja-

ya (MBPJ) kelmarin menyaran-
kan pengunjung yang hadir ke
pasar terbabit antara 4 hingga 18
April perlu mengisi borang un-
tuk melakukan saringan kontak
rapat.
Dr Noor Hisham yakin kes ba-

haru direkodkan di beberapa pa-
sar awam ketika ini berpunca
daripada kluster Pasar Borong
Kuala Lumpur yang membabit-
kan segelintir individu sama da-

lam kalangan peserta perhimpu-
nan jemaah tablighdiMasjid Seri
Petaling.
“PerintahKawalanPergerakan

Diperketatkan (PKPD) akan di-
laksanakandikawasanberkaitan
jika wujud peningkatan kes men-
dadak, susulan kluster Pasar Bo-
rong Kuala Lumpur,” katanya
pada sidang media harian CO-
VID-19 semalam.
Sementara itu, beliau berkata

barisan hadapan yang berkhid-
mat di hospital COVID-19 akan
disaring setiap dua minggu apa-
bila atau kit ujian pantas (RTK)
yang dibeli dari Korea Selatan
tiba, dijangka akhir minggu ini
atau minggu depan.
Katanya, RTK yang merekod-

kan ketepatan bacaan dan be-

rupaya memberikan keputusan
dalam tempoh kurang 45 minit
itu juga akan digunakan di ne-
geri lain seperti Sabah dan Sa-
rawak.
DrNoorHishamberkata,kadar

ujian saringan COVID-19 dijalan-
kan secara tertumpu, khususnya
untuk golongan berisiko di Ma-
laysia ketika ini ialah 4.75 bagi
setiap sejuta penduduk.
“Sehingga hari ini (semalam),

kita sudah lakukan 152,142 ujian
dan ia diutamakan kepada go-
longan berisiko dan secara ter-
tumpu.
“Saringan akan tetap dijalan-

kan setiap hari dan kita jangka
kapasiti ujian selari pertamba-
han makmal akan ditingkatkan
lagi,”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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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h Norzamira Che Noh
am@hmetro.com.my

Shah Alam

A ir Selangor Sdn Bhd
(Air Selangor) mene-
rusi Ops Sumber Air

berjaya mengesan insiden
pencemaran di alur KL-La-
rut keSungai Selangor, dekat
sini, pagi kelmarin.
Bagaimanapun, tiada hen-

ti tugas Loji Rawatan Air

(LRA) berlaku dan tiada
gangguanbekalanair kepada
pengguna.
Lembaga Urus Air Selang-

or (Luas) berkata, susulan
itu, kod kuning berdasarkan
manual kecemasan pence-
maran sumber air diaktifkan
bagi siasatan secara menye-
luruh di kawasan terbabit.
“Hasil siasatan menemu-

kan kesan tompokan yang
disyaki minyak hidraulik
berhampiran sebuah kilang

yang menjalankan aktiviti
pengilangan besi.
“Bagaimanapun, kilang

berkenaan sudah menghen-
tikan operasi buat semen-
tara waktu bermula 18 Mac
lalu kerana Perintah Kawa-
lan Pergerakan (PKP).
“Siasatan di tapak itu juga

menemui longgokan tong
minyak kosong selain ter-
dapat kolamsisaminyak ter-
pakai.
“Luas mengambil tinda-

kan pantas dengan mema-
sang oil-boom dan oil-pad di
kawasan alur terbabit bagi
mengawal baki aliran mi-
nyak pada jarak 600 meter
dari mengalir ke dalam
Sungai Selangor,” katanya di
sini, semalam.
Menurut kenyataan itu,

pihak Air Selangor mema-
sang oil-boomberdekatanka-
wasan muka sauk Loji Ra-
watan Air (LPA) SSP1, SSP2
dan SSP3.

Selain itu, pihak IndahWa-
ter Konsortium Sdn Bhd
(IWK) dalam proses untuk
menyedut sisa minyak ber-
kenaan dengan kadar segera.
“Luas juga sudah menga-

rahkanpemilik premis supa-
ya menyediakan pengha-
dang minyak bagi tangki
simpananminyak diesel un-
tuk mengurangkan risiko
tumpahan.
“Jabatan Alam Sekitar

(JAS) pula mengeluarkan

arahan lapangan kepada pe-
milik premis tersebut agar
menyimpan tong minyak
kosong itu di kawasan ter-
tutup,” katanya.
Jelas kenyataan itu lagi,

persampelan dilakukan oleh
Luas dan Air Selangor serta
pemantauan rapi di tapak
dilaksanakan dari semasa ke
semasa bersama pihak ber-
kaitan bagi memastikan
pencemaran terkawal dan
ditangani sepenuhnya.

Sungai Selangor tercemar lagi
Luas aktifkan kod kuning untuk mulakan siasatan menyeluruh kesan tompokan disyaki miny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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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h Nurul Husna Mahmud
nurul_husna@hmetro.com.my

Menurutkajian yang
dijalankan Jabatan
Pengurusan Sisa Pepejal
Negara (JPSPN) pada tahun
2012, sisamakanan antara
sisa yang paling banyak
dihasilkan diMalaysia
iaitu sebanyak kira-kira
31 peratus hingga 45
peratus daripada jumlah
keseluruhan sisa yang
dijana setiap hari.

Daripada jumlah ini,
sektor perindustrian,
komersial dan keinstitusian
(ICI) yangmerangkumi
pasar borong, basah serta
tani sahajamenghasilkan
31.4 peratus.

Tidak terkecuali Pasar
BorongKuala Lumpur
di Pusat Bandar Utara
Selayang yangmempunyai
448 gerai dan dibahagikan
kepada tiga bahagian iaitu
buah-buahan, sayur-
sayuran danmakanan laut.

Rutin pasar yang
bermula setiap jam 3 pagi
menyaksikan lori keluar
masukmembawa bahan
basah dan fasa seterusnya
adalah penyisihan dan
pembungkusan semula.

Dalam tidak sedar
sisa sayur-sayuran yang
disisihkan bertaburan
di kawasan persekitaran
pasar borong kerana tiada
sistempengasingan sampah
yang baik atau sistematik
meskipun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iaituDewan
BandarayaKuala Lumpur
(DBKL)melalui AlamFlora
Sdn Bhdmembersihkan
kawasan berkenaan setiap
hari.

Senario lain
memburukkan situasi
berkenaan ialah kebiasaan
dalamkalangan peniaga
dan peruncit bertindak
membuang sayur serta sisa
pepejal lain ke dalam tong
yang sama.

Tindakan ini
menyebabkan sisa sampah
melimpah ke jalanan
atau lantai kawasan dan
lamakelamaan iamula
membusuk dan lalu
menghasilkan air larut
resapanmengalir ke dalam
longkang yang kemudian
disalurkan ke sungai
berhampiran seperti Sungai
Batu. Implikasi daripada
kualiti air, bau dan nilai
estetik sungaimenyusut
atau terjejas.

Kelemahan lain dilihat
dalampengurusan sisa

PENGURUSAN SAMPAH SISTEMATIK
KPB dengan kerjasama DBKL sedia tapak khas sisih sayur-sayuran dengan sisa pepejal lain

sampah di kawasan
pasar borong ialah
kos pengendalian dan
kebergantungan terhadap
tapak pelupusan sampah
meningkat.

Menyedari hal itu,
KonsortiumPasar Borong
Sdn Bhd (KPB) dengan
kerjasamaDewan
BandarayaKuala Lumpur
(DBKL) disokong Jabatan
Pengairan dan Saliran
(JPS)Malaysiamengambil
inisiatifmenambah baik
sistempengurusan sisa
sampah di Pasar Borong
Kuala Lumpur.

Menurut Pengarah
UrusanKonsortiumPasar
Borong Sdn BhdAzrin
Shah Ismail kolaborasi
pihaknya bersama agensi
berkenaanmembawa
kepada penyelesaian isu
sisamakanan bertaburan
menerusi penyediaan tapak
sisihan sayur-sayuran
secara sistematik.

"Pada bulanApril 2019,
KPB sudahmenyediakan

sebuah tapak khas
sebesar 400meter persegi
di pekarangan pasar
berkenaan khusus untuk
penyisihan sayur-sayuran.

"Dua agensi yang
bekerjasama iaitu
DBKL bertindak dengan
menyediakan tong
sampah khas untuk sisa
sayur-sayuran sahaja
sementara AlamFlora pula
membekalkan tongRORO
(Roll-onRoll-off) untuk sisa
pepejal lain.

"PihakKPB juga
mewajibkan peniaga dan
peruncit untukmenyisih
sayur-sayuran,mengasing
sisa danmembuang ke tong
khas yang disediakan,"
katanya.

TambahAzrin lagi 80
peratus daripada anggaran
440 kilogram (kg) sampah
setiap harimembabitkan
sisa organik daripada sayur-
sayuran dan buah-buahan
yang dibuang oleh peruncit
serta peniaga ditukar
kepada sesuatu boleh

dimanfaatkan golongan
lain.

"KPB sudah
menjalinkan kerjasama
dengan Betsol Sdn Bhd
untukmembekalkan sisa
sisihan sayur-sayuran
kepada sumbermakanan
kepada larva serangga lalat
askar hitam (Hermetia
ilucens). Larva serangga
ini padat dengan sumber
protein akan diproses dan
dijual sebagaimakanan
ikan hiasan ataumakanan
ternakan seperti ayam,
manakala residu yang

dihasilkan oleh larva lalat
ini dijadikan sebagai baja
organik.

"Pihak Betsol Sdn Bhd
juga sudahmenyediakan
tongROROmereka sendiri
untukmengangkut sisa
sayur yang disisihkan, tiga
kali seminggu ke pusat
operasimereka di Rawang,
Selangor," katanya.

Sejak inisiatif dimulakan
sehinggaNovember
2019, pihakKPB berjaya
mengurangkan 53,000kg
sisa organik daripada sayur-
sayuran dihantar ke tapak

pelupusan sampah Bukit
Tagar danmenjimatkan
kos pengurusan
sertamengurangkan
kebergantungan terhadap
tapak pelupusan sampah
yang kinimengalami
isu kekurangan tapak
pelupusan.

Selain itu iamembantu
DBKL dalampenjimatan
kos pengangkutan dan
'bayaran tip' untuk
40,000kg sisa sayur-
sayuran sebanyak
RM25,000 pada enambulan
pertama pelaksanaannya.

PASAR borong Kuala Lumpurmempunyai
pengurusan sisamakanan lebih sistematik

SISA sayuran disisihkan peniaga.

AKTIVITI sisihan sayur menyebabkan taburan
sayur dan akhirnyamenjadi sisamakanan.

INFOGRAFIK daripada sisa
makanan kepada larva.

AZRIN Shah

AMALAN pengurusan terbaik bagi pasar bas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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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3 sampel diuji, 10 positif Covid-19

SHAH ALAM - Seramai 
10 orang daripada 5,433 
individu yang disaring 
dalam beberapa pemerik-
saan komuniti bersasar di 
bawah Inisiatif Saringan 
Komuniti Covid-19 Kera-
jaan Selangor disahkan 
positif koronavirus (Co-
vid-19).

Menteri Besar Sela-

ngor, Datuk Seri Amiru-
din Shari dalam satu ke-
nyataan semalam berkata, 
lapan daripada 10 kes 
positif itu merupakan pe-
sakit tidak bergejala.

Menurutnya, kerajaan 
Selangor melaksanakan 
pemeriksaan komuniti 
bersasar di kawasan zon 
merah bagi membantu 

Kerajaan 
Selangor 

mengambil 
inisiatif 

melaksanakan 
pemeriksaan 

komuniti 
bersasar di 

kawasan zon 
merah. 

usaha melandaikan keluk 
sekali gus memutuskan 
rantaian Covid-19. 

“Inisiatif Saringan 
Komuniti Covid-19 ini 
berlangsung sebanyak tu-
juh pusingan melibatkan 
enam kawasan bermula 
dengan daerah Hulu 
Langat pada 11 dan 12 
April dan berakhir de-
ngan Bandar Baru Sela-
yang pada 22 dan 23 Ap-
ril lalu.

“Kami akan menerus-
kan saringan komuniti di 
Selangor bagi membantu 
usaha Kementerian 
Kesihatan mengenal pas-
ti individu dijangkiti Co-
vid-19 terutama dalam 
kalangan mereka yang 
berisiko tinggi,”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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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yak hidraulik nyaris masuk Sungai Selangor
SHAH ALAM - Tinda-
kan pantas diambil mene-
rusi Ops Sumber Air di-
laksanakan Pengurusan 
Air Selangor Sdn Bhd 
(Air Selangor) berjaya 
mengelakkan gangguan 
bekalan air kepada peng-
guna kelmarin.

Lembaga Urus Air Se-
langor (LUAS) dalam satu 
kenyataan memaklumkan, 
hasil pemantauan dilaku-
kan Air Selangor, satu 
insiden pencemaran dike-
san di alur Kolam KL-
Larut ke Sungai Selangor 
pada jam 11.20 pagi.

Menurut kenyataan 
itu, Kod Kuning berdasar-
kan Manual Kecemasan 
Pencemaran Sumber Air 
diaktifkan bagi siasatan 
secara menyeluruh di ka-
wasan terlibat.

Tindakan pantas diambil menerusi pemantauan Ops Sumber Air 
berjaya mengelakkan gangguan bekalan air di Selangor kelmarin.

“Siasatan menemukan 
kesan tompokan minyak 
disyaki minyak hidraulik 
berhampiran sebuah ki-
lang yang menjalankan 
aktiviti pengilangan besi.

“Premis terbabit 
menghentikan operasi 
buat sementara waktu 
bermula 18 Mac lalu eko-
ran Perintah Kawalan Per-

gerakan (PKP),” menurut 
kenyataan yang dikeluar-
kan di sini semalam.

Kenyataan itu memak-
lumkan, siasatan di tapak 
juga menemukan long-
gokan tong minyak ko-
song selain terdapat ko-
lam sisa minyak terpakai.

LUAS mengambil tin-
dakan pantas dengan me-

masang oil-boom dan 
oil-pad di kawasan alur 
bagi mengawal baki aliran 
minyak pada jarak 600 
meter dari mengalir ke 
dalam Sungai Selangor.

Sementara itu pihak 
Air Selangor memasang 
oil-boom berdekatan ka-
wasan muka sauk loji 
pembersihan air (LPA) 
SSP1, SSP2 dan SSP3. 

“LUAS mengarahkan 
pemilik premis menyedi-
akan penghadang minyak 
bagi tangki simpanan mi-
nyak diesel untuk mengu-
rangkan risiko tumpahan. 

“Jabatan Alam Sekitar 
(JAS) telah mengeluarkan 
arahan lapangan kepada 
pemilik premis menyim-
pan tong minyak kosong 
itu di kawasan tertutup,” 
menurut kenyataan i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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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kamah belum 
menetapkan tarikh 
perbicaraan dan 
kes itu ditetapkan 
untuk pengurusan 
kes di hadapan 
Hakim Datuk 
Rozana Ali Yusoff 
pada 21 April 
namun tarikh itu 
telah dikosongkan.”

Saman bekas menteri terhadap 
Jamal Yunos jalani perbicaraan penuh
KUALA LUMPUR - Sa-
man fitnah yang dikemu-
kakan bekas Menteri Te-
naga, Sains, Teknologi, 
Alam Sekitar dan Peru-
bahan Iklim, Yeo Bee Yin 
terhadap Ketua UMNO 
Bahagian Sungai Besar, 
Datuk Seri Jamal Md Yu-
nos berhubung dana Ya-
yasan Warisan Anak Se-
langor (Yawas) akan 
menjalani perbicaraan 
penuh.

Peguam, Mohammed 
Nasser Yusof yang mewa-
kili Jamal berkata, ini ke-
rana kedua-dua pihak 
gagal mencapai kata se-
pakat menerusi proses 
pengantaraan.

Beliau berkata, bagai-
manapun, mahkamah be-
lum menetapkan tarikh 
perbicaraan dan kes itu 
ditetapkan untuk pengu-
rusan kes di hadapan Ha-
kim Datuk Rozana Ali 
Yusoff pada 21 April na-
mun tarikh itu telah diko-
songkan.

“Saya menerima satu 
e-mel daripada mahka-
mah semalam (kelmarin) 
yang memaklumkan ba-
hawa ia telah menetapkan 

24 Jun sebagai penguru-
san kes bagi memboleh-
kan kedua-dua pihak me-
ngemas kini mahkamah 
mengenai perkembangan 
kes itu dan untuk mene-
tapkan tarikh perbica-
raan,” katanya melalui 
mesej di aplikasi Whats-
App di sini semalam.

Pada 14 Jun 2017, Bee 
Yin memfailkan saman 
menuntut ganti rugi seba-
nyak RM5 juta daripada 
Jamal yang didakwa me-
ngeluarkan kenyataan ber-
baur fitnah berhubung 
penyalahgunaan dana Ya-
was.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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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NEWS 
Fewer 
dengue 
cases 
recorded in 
Klang >4 

DENGUE CASES IN KLANG DISTRICT 
(Jan 1 -April 19) 

Year Confirmed cases Deaths 

2019 6,391 3 
2020 4,699 7 
Source: MPK Health and Environment Dept 

Klang sees drop 
in dengue cases 
Active cleaning during MCO leads to 
decreased incidence as mosquito 
breeding grounds eradicated 
By EDWARD RAJENDRA 
edward@thestar.com.my 

DENGUE cases in Klang district have seen a 
drop from January to April 19 this year 
compared to the corresponding period last 
year.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Health 
and Environment Department director 
Azmi Muji said 4,699 people were admitted 
in hospitals for dengue fever up to April 19 
compared to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which saw 6,391 people confirmed with the 
illness. 

"Based on this data, we are seeing a 
downward trend in dengue cases. We 
believe it is due to the active approach of 
people cleaning up their surroundings. 

"The virus claimed seven lives this year 
compared with three from January to April 
19 last year," he added. In 2019, Klang dis-
trict recorded a total of 13,057 cases - the 
highest dengue statistic recorded since 2010 
- with a total of seven deaths. 

Azmi added that the downward trend in 
cases was due to the government's move-
ment control order (MCO) to stop the spread 
of Covid-19 which has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dengue cases. 

"People are at home and this has led to 
the cleaning up of both the inside and areas 
within their compounds. 

"Another factor in the spread of the den-
gue virus is human movement. Less move-
ment means fewer chances of a healthy 
person being bitten by the Aedes mosquito 
and becoming infected," he said. 

He added that with the MCO, the virus 
had been hindered from spreading within 
the community. 

"In the past, our health inspectors used to 
advise people to clean their homes but the 
excuse was their busy schedules. But now 
people are cleaning their homes and remov-
ing mosquito breeding sites in and outside 
their houses," he said. 

Azmi added that a clean-up campaign to 
wipe out mosquito breeding grounds was 
ongoing and the department had intensified 
efforts since early March. 

"Most of the time, the mosquito larvae 
are found in plastic drink bottles and cups 
discarded in drains or in between shrubs. 
The best approach to fighting dengue is by 
eradicating mosquito breeding habitats at 
source," he said. 

Fogging exercises and spraying of insecti-
cides to control the adult mosquito popula-

MPK health 
department 
employee spraying 
insecticide to 
destroy mosquito 
larvae. 

tion was also a way to prevent dengue. 
"Other than that, we noticed that less lit-

ter had been dumped on the roads as fewer 
people were out and about," he said, adding 
that this meant there were fewer breeding 
spots for the mosquito. 

Dengue is a major problem in Selangor, 
which recorded 72,543 cases last year, with 
56 de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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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infection carried out in Selayang and Gombak 
On Saturday, Selayang Baru in 

Gombak became the seventh area 
to be placed under the enhanced 
MCO. It would be enforced until 
May 3. 

The affected areas are Zone A 
(Jalan Indah 3 and Jalan Indah 5A, 
Selayang Indah), Zone B (Jalan 
Indah 21, Lembah Indah, Selayang 
Baru), Zone C (Jalan Besar Selayang 
Baru, Jalan 1 and Jalan Indah 21, 
Selayang Baru), Zone D (Jalan 3,5, 7 
and 9, Selayang Baru), Zone E 
(Jalan 2,4, 6 and 8, Selayang Baru), 
and Zone F (Blok A, B and C, 
Selayang Makmur). 

Deveandran added that with the 
help of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JKM), he and a group 
of volunteers had been seeing to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We have been giving out food 
ration to the 3,600 people within 
the lockdown area. Our team of 
volunteers and JKM staff are help-
ing to meet the peoples' needs 
including the foreigners who make 
up half of the population in the 
lockdown area," he said. 

Deveandran oversees Zone 7 
including Kampung Nakhoda, 
Taman Laksamana, Laksamana 
Permai, Taman Selayang, Taman 

Sri Astana, Putra Laksamana, 
Selayang Makmur, Kampung 
Laksamana, Villa Laksamana, and 
Kampung Selayang Baru (Jalan 2 to 
18). 

On Monday, a check showed all 
shops within the enhanced MCO 
area were shut while those located 
outside remained open for essen-
tial business such as groceries and 
food. 

Deveandran said MPS workers 
removed piles of rubbish and dis-
infected all touch points where 
germs could spread easily, such as 
escalator handles, trolleys for bags, 
railings and doorknobs. 

Another MPS councillor, U Chin 
Ong, who visited the restricted 
areas, urged locals and foreigners 
to observe a high standard of 
hygiene and adhere to social dis-
tancing. 

"Health Department officers are 
doing the compulsory Covid-19 
screening test. 

"Residents in the enhanced MCO 
area are giving their full coopera-
tion and the screening is going on 
smoothly," he said, adding that 
MPS frontliners were advised to be 
extra cautious when carrying out 
their work. 

By EDWARD RAJENDRA 
edward@thestar.com.my 

DISINFECTION and cleaning exer-
cise on a large scale has been ongo-
ing in parts of Selayang and 
Gombak, where certain mixed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areas 
were cordoned off under the 
enhanced movement control order 
(MCO) as a measure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Covid-19. 

Selayang Municipal Council's 
(MPS) Solid Waste Management 
and Health Department together 
with Gombak District Health Office 
disinfected six areas under 
enhanced MCO, where all roads 
leading in and out of the areas 
were closed. 

MPS councillor S. Deveandran 
said the council used two lorry 
tankers with water jets to spray the 
bleach compound to disinfect the 
five-foot way. 

"Five MPS staff have been 
assigned to handle each lorry tank-
er. It will take some time to ensure 
all areas are disinfected. 

"Since Saturday heavy rain in 
the late afternoons slowed the 
operations but it is ongoing," he 
said. 

MPS using a lorry tanker to disinfect the areas in Selayang Baru that is 
under enhanced MCO. 

Areas in 
Selayang Baru 
cordoned off 
with razor mesh 
w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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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appointed to helm ports for two years 
SHAH ALAM: The Port Klang 
Authority (PKA) has appointed 
Datuk Chong Sin Woon as its new 
chairman for a two-year period, 
effective April 18. 

PKA said the appointment was 
announced by the Transport 
Ministry after receiving the assent 
of Yang di-Pertuan Agong Al-Sultan 
Abdullah Ri'ayatuddin Al-Mustafa 
Billah Shah. 

"The appointment is pursuant to 

Subsection 2(4)(b) of the Port 
Authorities Act 1963. 

"As a body that regulates the 
main port in Malaysia, PKA is confi-
dent that this appointment will sup-
port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the 
board in managing and developing 
the port in a sustainable way, and 
thus drive the country's economic 
growth," it said in a statement as 
reported by Bernama. 

Chong, the MCA secretary-gener-

al, replaced Ean Yong Hian Wah. 
PKA said Port Klang is Malaysia's 

largest port that handles almost 
50% of the country's trade. 

Last year, Port Klang handled 
13.5 million twenty-foot equivalent 
units in container volume, which 
put it at the 12th spot among the 
world's main container ports, 
reported Bernama. 

Meanwhile, four others were 
also appointed to helm other ports. 

Datuk Koh Chin Han has been 
appointed as the chairman of the 
Melaka Port Authority. 

The MCA central committee 
member's appointment will be in 
effect for two years starting April 
18. 

Betong MP Datuk Robert Lawson 
Chuat is the new chief for Bintulu 
Port Authority. 

The Parti Pesaka Bumiputera 
Bersatu politician's appointment 

also starts on April 18, for two years. 
In Penang, MCA vice-president 

and also state MCA chairman 
Datuk Tan Teik Cheng has been 
appointed as the new Penang Port 
Commission chairman, where else 
Kemaman MP Che Alias Hamid, 
from PAS, is the new chairman for 
the Kemaman Port Authority in 
Terengganu. 

Both tenure is also for two years 
beginning April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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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ysis patients receive 
face masks and hand sanitiser 
PATIENTS at NSCMH Dialysis Care (Seri 
Kembangan branch) in Taman Serdang 
Utama no longer have to resort to reusing 
face masks. 

The centre received 300 face masks and 
300 bottles of hand sanitiser from Seri 
Kembangan assemblyman Ean Yong Hian 
Wah. 

He said the non-profit organisation was 
facing an acute shortage of face masks, 
which were essential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Covid-19. 

"Some patients are reusing face masks 
while others are using home-made cloth 
masks, which are not suitable for preven-
tion of virus spread," he said. 

The centre currently has 45 patients from 

the middle- and lower-income group. 
"Many are in the B40 group and need to 

seek treatment at the dialysis centre three 
times a week. 

"For some, treatment is provided at a 
subsidised rate, while it is free of charge 
for others, depending on their circumstanc-
es. 

"Now many of these patients are jobless 
since the movement control order (MCO) 
came into force on March 18," he said, add-
ing that he would also provide them 50 
packs of food. 

The assemblyman, who allocates funds to 
the dialysis centre every year, is appealing 
to the public to donate to the organisation 
so that it can help mor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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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le whammy 
for budget hotels
PETALING JAYA: Budget hotels are facing a 
double whammy as they are unable to get 
bank loans and landlords have not been 
willing to reduce their rent. 

Deputy chairman of the Malaysia Budget 
Hotel Association Dr Sri Ganesh Michiel said 
budget hotel operators are unable to get the 
loans promised by the government because 
they are seen as high-risk.  

He said the government appointed banks to 
disburse the loans because the industry has 
been badly hit by the Covid-19 pandemic.  

Sri Ganesh said the main problem is that 
banks are using the normal criteria when 
assessing loan applications by budget hotels.  

“They are not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problems faced by 
budget hotels.  

“We have no customers and we need 
money to stay afloat, pay rental and staff 
salaries,” he said.  

Sri Ganesh said budget hotel operators 

have invested about RM1 million to RM3 
million to start their businesses and because of 
the high investment, the tenancy agreement is 
for 15 years on average. 

He said because some of the hotel 
operators are not able to pay the rent, the 
landlords are threatening to take over the 
building.  

“Some of the operators have not been able 
to meet the landlords because they do not 
know who they are. They usually go through an 
agent to rent a building,” he told theSun.  

Despite the government giving a 
moratorium on loans, Sri Ganesh said a 
number of landlords have not granted such 
concessions or reduced the rent. 

Sri Ganesh said an average 20-room hotel 
needs about RM40,000 a month to operate. 

He said 15% to 20% of the 2,300 members 
may close shop if no help is forthcoming, and 
budget hotels in Penang, Ipoh, Kuala Lumpur 
and Johor Baru are most likely to cease 
operations first.  

Sri Ganesh said on average, each hotel 
employs about 10 people, which may put 

23,000 workers out of a job.  
“One other problem faced by budget hotels 

is the mixed message that is coming from the 
government.  

“The Tourism Ministry states that budget 
hotels can operate as they form part of  
essential services but local authorities are not 
allowing them  to do so.  

“If hotels open their doors, they will be 
fined and told to stop operating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he added. 

Sri Ganesh said they are unable to appeal 
when issued with a fine, nor do they know who 
to contact because most local authority offices 
are closed.  

He said a common consensus is needed on 
how to deal with such issues.  

“We should be allowed to operate because 
many essential services workers from out of 
state are moving around and they need a place 
to stay.”  

Sri Ganesh said hotels will be the last 
industry to recover as people will be afraid to 
travel and stay in hotel rooms as they may feel 
the room could be infected with the virus.

oOperators 
unable to get loans, 
rent discounts

� BY  RAJVINDER SINGH 
newsdesk@thesundaily.com

RAJVINDER SINGH

LONG WAIT 
... Passengers 
arriving at KLIA 
in Sepang, 
Selangor 
yesterday to be 
quarantined 
before they can 
go home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Covid-19. 
 – ZAHID 
IZZANI/ 
THE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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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o’s defamation suit
against Jamal to proceed
KUALA LUMPUR: The defamation suit
brought by former Energy, Science,
Technology, Environment and Cli-
mate ChangeMinister Yeo Bee Yin
against Sungai Besar Umno division
chief Datuk Seri JamalMd Yunos in
connectionwith the YayasanWarisan
Anak Selangor fundwill go to full tri-
al. LawyerMohammedNasser Yusof,
who is representing Jamal, said this
was because both parties failed to
reach a settlement throughmedia-
tion. The court had yet to set the trial
dates and the casemanagement be-
fore Judge Datuk Rozana Ali Yusoff,
whichwas set for April 21, was va-
cated. “I received an email from the
court yesterday setting June 24 as the
new date for both parties to update
the cou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se and to fix trial dates.”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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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冒

■医护人员逐一为小贩进行睡液测试，预料报告 
最快会在3天内出炉。

(八打灵再也28日訊）施是从今早9时展开，

截至目前，八打灵再也唯大约早上8时40分，

美嘉巴刹仅有1宗新冠肺^丨抵^刹’
十 ^ -hr ^ /r! ro XI队fe文检测，然而，现场也 
火，/又有新彡日病例，巴刹有不少不知情的民众欲进入巴

135名小贩、助手，及17刹参与检测，而被工作人员劝

名巴刹执勤人员今日在巴退，并被要求透过网上填写问

刹内接受检测，结果3天卷。

巴剎至少關閉5天
卫生部今曰为美嘉花园巴刹

小贩进行冠病检测，135名小 八打灵土地局县长兼天灾管

贩、助手及17名巴刹执勤人员理委愚会主f佐哈里指出，截 

聚集在巴刹内，有秩序的接受至目前，美嘉巴刹仅有一宗冠 
|佥病确诊病例，未接到新増病例

这场由卫生部主导，八打灵的消息。
县土地局卫生部执行的筛检措 他说，该巴刹共有约6〇名摊

musm
贩，而检测措施仅开放给小贩政府卫生诊所进行检测。

和助手参与，因此人数或会超针对小贩传闻巴刹将关闭两 
过60人。 周，他澄清巴刹至少关闭5天，

他说，当局采取的是唾液测接下来必须按照检测报告才能 

试，小贩完成检验后即可回决定。

家，预料报告结果最快在3天内 “据知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尚 

出炉。 未决定要发通行证给所有已检

“小贩接受检测后，必须立测的小贩，但若巴刹重开，所，

即回家并自我隔离直到报告出有人都必须遵守防疫措施，如 
炉，一旦结果出炉，当局便会时刻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据观察，小贩们耐心地排队|

他今曰巡视美嘉花园的筛检等待接受检测，当中也包括外 

措施时，这么指出。 籍劳工和打扫工人，期间，工

佐哈里说，若民众曾在过去作人员用大声公避免民众浑水 

两周到巴刹购物，也建议前往摸鱼，混入人龙接受检测。

佐哈里：確診魚販妻子也確診

■身穿防护衣的医护人员，逐一向小贩核对身分，准备进行 
冠病检测。

打灵县天灾管理委员会主任佐哈里指出，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等
灵旧区巴刹确诊冠病的鱼贩妻子，也被证待检测结果在48小时后出 

实确诊。 炉，倘若所有小贩检

“该名小贩的妻子，并非在巴刹染病，是因为测呈阴性，才决定是 

她是确诊病患的家属才被传染。” 否要重开巴刹。”
他说，旧区巴刹将在周三（29日）早上，向鱼 他提及，该巴刹只有

贩区域共21名小贩进行检测，基于该巴刹的小贩45个摊档在管制期营业，

肋手众多，预料检测人数会更多。 当出现首宗确诊病例后，一些

小贩曾到私人医院进行检测，但他们并没自我隔 
离，因此周f让全数小贩接受检测，并发信指示

此外，他提及，周二早9时在美嘉花园巴刹展小贩在家自行隔离14天。 一^ ^
开的筛检工作，于上午11时15分顺利完成，据卫“我们发出的每函注明需隔罔W天，但检测 

生部人员告知，出席^测的小贩均无冠病症状。结果会在48小时后出炉，当—会在即日起的7天
内，透过短信把结果发给小贩。”

■佐哈里

■卫生部安排人员进行消毒。

持續關閉趁機休息
♦叶志良（27岁，杂货小贩）

在美嘉巴刹营业已超过1〇年，平时都是和母 

!亲前来开摊档，周一（27日）接到通知被要 

求摊档有多少人工作就多少人来检测，所以一起 

过来接受检测。

巴刹封锁那天，早上临时被告知关店和离开， 

也不知道是哪一名小贩确诊，但我们当天收摊 

后，即前往购买日常用品，以便在家自我隔离。

巴刹向来都有采取防范措施，如要求民众带口 

罩，测体温和提供搓手液，消费者都有保持安全 

社交距离，如果巴刹持续关闭，我们就当做休 
息，毕竟过去工作一个月，每天工作超过12小 

时，根本不够时间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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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
士六

DfNGAN ORJXNG SPKBLP J?：

小蹶換取霣酾

加
影
市
议

林雁芳
也有些小贩在吉隆坡批发公市恢复营业 

后，继续到士拉央取货，他们对公市重新 

恢复营业后所采取的防疫措施，包括进入 

采购的小贩必须通过病毒检测等感到放

加影巴剎加強防疫

(加影28日訊）因早前受士拉央 

旧批发巴刹及吉隆坡批发公市关闭 

影响，加影巴刹许多小贩已转换取 

货地点，包括向金马仑菜农和瓜雪 受访菜畈透露，早前在公市关闭时，他

渔民取货，确保继续提供新鲜食材们转向金马仑菜农取货，但金马仑只有本 

给消费者。 地种植g蔬菜且选择不多，价格也略贵，

士拉'央旧。批发巴紐吉隆坡批发公市早人2堊批发巧 

前传出，有小贩确诊新冠肺炎而被政府下尝于小螯訖 
令关闭，近曰又有其他社区巴刹小贩疑到玟5,忌黑5，虽然^适比 

士拉央取货时受到感染。 较丨一 1mu

本报走访加影巴刹了解小_货地点& p此聽，自丨丨 
食材供应情况时，发现当中很多小贩没有§，A忌加曾 

亲自到士拉央旧批发巴刹取货，而是透过
菜车（中间人）取货，或是更换取货地裏体“、女求消费者保丨寸社父女全距肉

♦菜贩李同美

耗時排隊影響生意

现

点，如到雪州其他渔村或大巴刹取货。
等。

/
■小贩都有标价，以免遭贸消部官员对付。

李國良：巴剎每天消毒
影巴刹小贩公会主席李国良说，巴刹目前每天进 

刀U行消毒，防止新冠肺炎病毒入侵。

他说，市议会在巴刹外管制人流，虽然是安全措 

施，但不得不承认这样会影响小贩生意，因为很多人 

不喜欢排队。
他透露，行动管制令落实这期间，巴刹生意少了 30°。 

至 407。。

“我原本也是去士拉央取货，现在去瓜雪拿货，除 

了偶尔面对路障检查外，一切还算顺利。”

金馬崙只有本地貨
♦菜贩阿茲米

^马仑有菜农下来送货，但货源
tTt.

在限制同一时间进入巴刹的人数，每人限时 
15分锺不够，消费者每天要排队进巴刹，有 

时必须排上45分锺，对小贩生意造成影响。

我都是到士拉央拿货，现在没做新冠肺炎病毒 

检测不能进；之前公市关闭就联络金马仑菜农下 

来送货。

吉ik批发公市恢复营业后，会选择在那边拿 
货，因为选择多，也便宜一点，这里有4摊蔬菜摊 

档在士拉央拿货。

♦菜贩马月兰

批發商載貨來巴剎
♦水果贩李志强

a
没有亲自到士拉央取货，都是透过批发商 

载来巴刹，目前水果供应充足。

保留入貨單防查價

■小贩从瓜雪取货，渔产供应充足。

不够，只有本地货，入口货只 

能和士拉央批发公市取货。

批发公市关闭时没卖入口菜如北 

京包菜、椰菜花、柠檬等。

公市重开后货源够，但贵一点， 

■市议会规定管制期内，不可在那边货源也不多，不是所有人开 

巴刹内宰鱼。 档。

胃近长京、香菜、苦瓜、羊角豆比较少，所以会 

耳文贵少少，我的货来自士拉央批发公市，透过中 

间人去拿。

早前吉隆坡批发公市关闭时，被迫到雪州其他大 

巴刹拿货，从金马仑运下来的菜贵I点，因为运输 

费贵，也会卖贵点。

之前听说士拉央出事，也很担心，但去拿货的中 

间人都有做病毒检测，比较安心。
贸消部每周到巴刹检查商品价格3次，小贩都要 

保留入货单，证明入货价格。

♦鱼贩李先生 到瓜雪拿貨較安全
前去士拉央取货，现在太危险不去，现在改去瓜雪拿货，比较 

.远一:点但安全，海产也很新鲜，海产贵一点没关系，最重要客 

人吃的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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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6區進行7次篩測活動

5433樣本10確診8無病狀

(吉隆坡28日 

讯）雪州政府于4月 
11日至23日期间，
在雪州6区进行T次 

社区筛测活动，取 
得的5433个新冠肺

炎检测样本中，共有10宗确诊病例，其 
中8宗没有病状。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发布文告指 
出，州政府从4月11日至23曰期间，曾在 
雪州6个地区进行T次社区筛测活动，共检 
测5433个样本。

他说，当中5423个是属于阴性反应，患 
上新冠肺炎的确诊者共有10位，其中2位 
有病状，其馀8位皆没有病状。

在8宗没有病状的确诊病例中，其中4 
宗是在乌鲁冷岳，2宗在八打灵及巴生， 

莎阿南和鹅唛各别有1宗。
至于2宗出现病状的病例，分别是在乌

鲁冷岳和八打灵及巴生区。
大臣说，有关社区筛测行动是在当地社 

区沿户进行包括老人院，并采用卫生部 
批准的“逆转录聚合0每链式反应” （RT- 
PCR)检测。

上網下載檢測報告

他说，社区筛则活动是由雪州发展机 
构、雪州SBLCARE Clinic、县卫生局、地 

方政府和警方等联合进行。
他指出，雪州政府举行社区筛测活动， 

主要是协助卫生部确认社区之中是否有人 
患上新冠肺炎病例，尤其是风险社群。

社區篩測 曰期 陰性反應 陽性反應 
(有病狀+ 
無病狀）

數目

1 乌鲁冷岳 4月11日及12臼 643名 1名+4名 648名

2 莎阿南

(雪州政府大厦）

4月17日 136名 0名+0名 136名

3 八打灵及巴生 4月18日及19日 1823 名 1名+2名 1826 名
4 莎阿南 4月20臼 390名 0名+1名 391名

5 雪邦 4月21日 397名 〇名+〇名 397名

6 乌鲁雪查莪 4月22臼 382名 〇名+〇名 382名

7 鹅唛 4月22日及23日 1652名 〇名+1名 1653名

数童 5423 名 2名+8名 5433 名

州政府未来将考量其是在行动管制令下。
雪州新冠肺炎特别委员 
会(J a w a t a n k u a s a K h a s 
COV ID—19 Selangor )的建 

议，并对接下来将展开的社区 
筛测采取更策略性的行动，尤

他说，一些已参与社区 
筛测行动的公众，可于5 
月1日开始在http://www. 
selangor pr i hatin • com 中下载

其新冠肺炎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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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8 

曰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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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准在第 

一阶段至第三 

阶段行动管制 

期间运作的企

业，明日起可在无需向囯际贸易及 

工业部申请下，根据行业需求，全 

面恢复产能，以及在没有时间限制 

下运作。

不过^指出，上述企业仍需遵从个别领 

域所定下的基本操作程序，否则他们的营 

业许可将被撤销，并且需面对法律行动。

“这项措施将能恢复货物及服务供应 

链，以满足国内外需求，并对中小型企业

第一至第三階段准復業領域

自@全面運作
收入带来正面效应。

“政府在放宽上述项目的同时，民众和 

企业负责人则必须在职场实施社交距离、 

注意个人卫生，以及遵守健康管理指南的 

方式，适应新常态。”

確保員工安全工作

阿兹敏阿里今日发文告说，首相丹斯里 

慕尤丁上周四宣布三度延长行动管制令 

时，表明将研究如何阶段性恢复经济，包

括让遵守严格条例的领域及次领域恢复运 

作，以确保企业顺利运作和员工们安全工 

f乍。
° “为此，经济行动理事会（EAC)昨日 

就讨论了当前的国家经济及财务状况、企 

业运作状况及人民福利等，同时讨论企业 

恢复运作的课题，政府在了解到应对当前 

经济危机的紧迫性之后，于今早举行的国 

家安全理事会同意让已申请运作的企业恢 

复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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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8日讯）国家元首 

苏丹阿都拉陛下支持政府采取 

的抗疫措施，特别是致力确保 

粮食及日常用品需求，在行动 

管制令期间仍供应充裕，没有 

间断，并也希望政府实施的措 

施，能减少影响国家经济的问 

题，以及促进人民和谐。

国家王宫总管拿督阿末法迪 

发表文告指出，阿都拉陛下今 
午3时在国家王宫，与高级政

元首支持政府抗疫措施

確保夠糧民心穩定
务部长（国际贸易及工业部）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进行30 

分钟视通话，以了解了贸工部 

在这期间扮演的角色和采取的 

措施。

他说，这反映陛下关心政府 

为人民健康作出的决定和实施 

的措施，并致力解决对国家经 

济的影响。

“陛下也感谢内阁议决成立

■阿都拉陛下（左）在国家王宫，与阿茲

由国防部及贸工部为首的特别 

内阁委员会，因政府须克服新 

冠肺炎对国家经济的冲击，尤 

其是危害到国家财政与经济地 

位，及人民安宁。”

阿末法迪续说，陛下也很关 

注因新冠肺炎而实行的管制 

令，影响国家经济表现和地 

位，尤其是造成许多制造和服 

务业无法运作，且陛下也关注 

疫情对中小企业及员工的命 

运。

免增新感染群

他说，陛下促请允准在管 
制令内运作的雇主和150万名 

员工，遵守卫生部和执法单位 

对各领域施予的标准作业程序 

及指南，以免増加疫情新感染 

群。
"° “陛下也理解各造在迈入第 

6个星期的管制令所面对的情 

况，包括人民，因而促请各造 

持续忍耐及坚强面对，直至恢

他K指出，陛下在管制令 
期间，已与3名内阁部长视讯 

通话，包括卫生部长拿督斯里 

阿汉苔荅、掌管宗教事务的首 
相署部长拿督斯里袓基菲莫哈 
末，以及今天第3次与内阁部

长视讯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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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河異味短暫斷水

又是非法養魚場惹禍
(吉隆坡28日讯）又是非 

法养鱼场惹的祸！

雪兰莪河于上周日发生异 

味污染，导致兰斗班让滤水 
站(LPA Rantau Panjang)

暂停运作，惟短间内便恢复 

运作，未为用户带来断水问 

题。

雪州水供管理机构 
(LUAS)发表文告指出，引 

发此次污染事故的养鱼场， 

已受指示停止把池水泵出雪

河的活动。

为确保类似事件不再重 

演，该机构促请民众充当耳 

目，一旦发现该养鱼场仍未 

停止活动，立即向当局作出 

举报。

据了解，该养鱼场也是上 

次污染雪量莪河的源头，该 

非法养鱼场已于4月20日被 

拆，此次是业者把池塘水泵 

出雪河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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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种28日讯）外籍劳工闹饥 

荒，有者更申诉已挨饿一周！

除了外籍劳工，面对三餐不继者 

还包括他们的家人，如小孩、婴 
儿，甚至是怀胎9个月的孕妇。

蒲种区有不少工商区，但自从实 

施管制令，许多外籍劳工因工厂或 
商店休业而失去收入，经过1个多 

月，家中积蓄花光，以致没钱开 

饭。

他们在生活逼人的情况下，趁金 

銮州议员黄思汉团队在附近派发口 

罩，冒昧向前徵求物资援助。

黄思汉坦言，在得知外籍劳工苦 

况后，基于人道立场，让其团队从 

上周开始，陆续分配物资和乾粮给 
有需要的外籍劳工，至今有约200 

户受惠。

他说，这些求助的外籍劳工中， 

有些家里还有小孩或婴儿，甚至有 
一户家有孕妇，预产期是5月。

黄
思汉团队挨家挨户派发口罩， 

深入了解市民在管制令期间的

生活情况。

他说，其选区派发物资的行动从 
3月25日开始，近两星期同时进行 

派发由国家灾难管理局分配的口 

罩，而走进比较贫困的地区，才实 

际了解到有些家庭，包括外籍劳工 

需要帮忙。

黃思漢團隊沿戶派□罩
他指出，行动管制令已三度延 

长，面对手停口停的人分布在各角 

落，挨家挨户派发口罩虽然耗时和 

耗力，但是团队从中了解到行动管 

制令下，贫困民众的需求和生活。 

他说，所幸其选区也有不少的善

心人士出钱出力，让他有更充分的 

资源给区内有需要的人士送上物 
资或乾粮，至今受惠的家庭达3060

户。

“除了乾粮，一些家庭有病患， 

需要成人尿布、医药或奶粉等，团^

队都一一张罗，尽力帮助他们。” 

黄思汉也是雪州行政议员。他补 

充，虽然目前我国确诊病例显著下 

降，但抗疫行动仍要继续，目前除 

了国州议员拨款分配帮助有需要的 
人外，雪州县市议员及77个新村管 

理委员会也获得总额530万令吉拨 

款，进一步帮助各地面对三餐不继

的人士。
P pressreader

PRINTED AND DISTRIBUTED BY PRESSREADER
PressReader.com +1 604 278 4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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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躍病例降至29

巴生縣脱紅
(沙亚南28日讯）在雪州冠病疫情中仅次于乌冷县和八 

打灵县的巴生县，昨日的活跃病例从此前的44宗降至29 

宗（黄区)’月見离了冠病红区°

_病抗疫

根据雪州抗疫特工队截至昨日中午 
12时的数据，巴生县迄今累积病例为 

175宗，其中巴生区（mukim )累积 

124宗和加埔区51宗；此二区目前的 

活跃病例各为20和9宗，仍有29人住 

院治疗。

雪州目前的冠病红县为乌鲁冷岳 
县，以72宗活跃病例居首、八打灵县 

44宗居次。乌冷区的活跃病例仍有54 

宗（红区），占了乌冷县75% :余者 

全为黄区，即加影9宗、安邦4宗、蕉

赖3宗、峑玲班和士毛月各1宗。

八打灵县有4个区活跃病例都属不超 

过40宗的黄区，分别为八打灵17宗、 

双溪毛懦14宗、白沙罗8宗和武吉拉 

惹5宗。乌冷县和八打灵县的累积病例 

各473宗和374宗。

巴西班让丹绒加弄由绿转黄

雪州其余的活跃病例地区为鹅唛县 
峑都12宗、雪邦县龙溪和瓜冷县丹绒 

十二支各6宗，余者皆2宗及以下。

沙白安南县的巴西班让和瓜雪县的 

丹绒加弄，因各出现1宗活跃病例，从 

绿区“升级”为黄区。同属瓜雪县的 

八丁燕带、依约和而榄，活跃病例减 

至零而转为绿区。

由雪州政府展开的社区冠病免费筛 
检行动，迄今共筛检了 5433人样本， 

超过5000人目标。当中检测出10人确 

诊，但有8人为无症状染病。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今曰发 
文告指出，州政府从本月11和12日率 

先在乌冷县展开的社区筛检，至22曰 

和23日在士拉央岑鲁的检测之后而结 

束°
"参与社区筛检的人士，可从5月1 

日起透过 www.selangorprihatin.com 
下载检测报告。”（TTE)

蚊症比t週增11%
f ~~-此同时’在冠病肆 

虐期间，全国在进 
入第17周的各类型蚊症即 

骨痛热症、基孔肯雅和兹 

卡病例为1301宗，比前一 

周增加了11%。

雪州的骨痛热症疫情依 
然在全国居首，第17周 

(4月19至25日）病例从 

前一周（4月12至18日） 

的596宗增至626 宗’占 

全国的48% ;第16周雪州 

有2人死亡。

迄今为止，雪州累积骨 
痛热症病例为2万3402宗 

和25人死亡，病例比去 

年同期的2万5095宗减少 

1603宗或6.75% ;但死亡

人数从去年同期的20人增 

至25人。

根据卫生部全国危机准 

备及应对中心（CPRC ) 

列出的全国61个蚊症热 

点，雪州占了 4 6个或 

75.4% 〇

首20个热点排行榜， 

除了吉隆坡的蕉赖花园排 

第七，其他都在雪州，其 

中出现104宗骨痛热症病 

例、疫情长达171天的乌 

雪县Kenanga TBR BB组 

屋居首、接著为乌雪县 
的特拉黛组屋，出现113 

宗病例，疫情为139天。 

(TTE)

■在冠病疫情期间，暂被忽略的骨痛热症的危险 

性依旧。图为卫生局人员在检查积水中的孑}。 

(档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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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嘉花園巴剎1人確診

152小販員工值勤員篩檢
(八打灵再也28日讯）

八打灵再也美嘉花园巴刹曰 

前一名小贩确诊冠病后，巴 
刹的152名小贩、员工与值 

勤人员今早通过八打灵县卫 

生局的安排，接受卫生部的 

冠病筛检。
筛检是于今早9时在美嘉 

花园巴刹进行，所有涉及者 

排队逐一进行鼻咽与喉咙双 

拭筛检。现场有卫生部、八 

打灵再也市政厅官员及军警 

驻守。

将进行消毒

八打灵县长兼八打灵县天灾管理委员 

会主席佐哈里指出，今早筛检的人士 
分别是135名小贩与员工以及17名巴刹 

值勤人员，总计152人全部完成筛检。

“之前已前往私人医院筛检的小贩，今 

日必须再度检测。"
他说，卫生部官员耗时约2小时15分 

钟完成筛检，报告结果将在48小时内

出炉。卫生部官员完成筛检工作后，清 

洁工人接著展开消毒工作。

他指出，美嘉花园巴刹是于4月26日 

(星期日）起暂时关闭5天，当局将根 

据筛检结果决定巴刹是否延长关闭。

“巴刹小贩都没有出现冠病症状，如 

果全部筛检结果都呈阴性，我们还需再 

深入讨论美嘉花园巴刹何时才能恢复营 

业〇 ”

不在巴剎工作確診小販妻子感染
&哈里指出，目前，美嘉花园巴刹 

仅有一名小贩确诊，而小贩的妻 

子较后证实确诊，但后者不在巴刹工 

作。
i哈里接著表示，明天早上9时将轮 

到八打灵再也旧区奥曼路巴刹的小贩进 

行筛检。
此外，凡是从4月4日至4月18日期间

到过该巴刹、或从4月11日至4月25日 

期间曾到访美嘉花园巴刹的民众，受促 

浏览网站 https://bit.ly/2y35hll 及 https:// 

bit.ly/2Y87fvC，并填写个人资料与调 

查问卷，县卫生局官员将会联系高危人 

士，以前往邻近的诊所进行筛检。民众 

也可浏览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官方脸书搜 

寻表格〇 (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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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提呈报告

阐明延长行管令对经济影响

阿兹敏（中）日前在财政部主持有关行管令对经济影响及缓解措 
施的会议，与会的尚有扎夫鲁（左）及慕斯达法（右）。

(吉隆坡28日讯）高级部长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已提呈行动管制令延长对经济 

影响的报告给经济行动理事会，料不久后 

将作出重要公告。

阿兹敏也是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他 

曰前在脸书贴文透露本身已在财政部主持 

一项关于行动管制令对经济影响和缓解措 

施的会议。

他披露，有关会议的报告会在本周一 

提交给由首相丹斯里慕尤丁主持的经济行 

动理事会。

出席会议的尚有财政部长东姑扎夫 

鲁、掌管经济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 

慕斯达法，国行总裁及国库控股董事经 

理。#

Page 1 of 1

29 Apr 2020
Kwong Wah Yit Poh,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59,667 • Page: A2
Printed Size: 107.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199.70 • Item ID: MY003956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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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兹敏：今起不设时限

umm
(吉隆坡28日讯）行动管控令进入第四阶段前夕，政府宣布 

在首3个管控令期间获准营运的经济领域，明日开始可 

100%投入运作，以及没有营运时间的限制。

不过，政府提醒属于获准营运领域的企业，务必遵守各自领域所规 

定的标准作业程序，否则将被立即吊销获准营运的执照，甚至面对法律 

行动。_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高级部长拿督斯里莫哈末阿兹敏阿里今日发文告 

说，允许企业全面营运的措施，将可促进及恢复商品及服务供应链，进 

而满足国内外需求，以及可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收益带来正面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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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维持最低人力

准营运企业无需申请
文接►封面 已复工企业全面开工

阿兹敏阿里指出，目前已 

获批准营运的企业，无需再向 

该部提呈全面营运的申请。

自第一阶段管控令于3月 

18日开始实施行后，政府逐步 

允许特定属于必要服务及必要 

领域的企业复工，惟在人力与 

营运时间方面，业者还是必须 

遵守国家安全理事会、州政府 

和地方政府的规定，例如只能 

以最低人力或50%的人力营 

运。

商民适应“新常态”

阿兹敏在文告中强调，在 

政府放宽政策的时刻，人民与 

商家也必须开始适应“新常 

态”，包拈必须在工作场所遵 

守社交距离，保持个人卫生与 

遵守健康管理指南

他说，自首相丹斯里慕尤 

丁宣布延长管控令至5月12 

日后，政府随即研究逐步恢复 

经济的措施，包括在严格遵守 

条规的前提下开放经济领域， 

确保企业可继续营运，员工安 

全可获保障。

“经济行动理事会在昨天 

(27日）举行了会议，以讨论 

目前的经济和国家财务状况， 

业务持续性和人民福祉。.”

探讨恢复供应链

阿兹敏指出，该会议同时 

针对财政部、贸丁部、国家银 

行和国库控股提出的研究和建 

议展开讨论。卫生部长和卫生 

总监也就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和 

反馈。

“会议讨论重点为是否应 

全面重启和恢复经济供应链， 

以便企业可全面运作、重建受 

影响的库存，以及可及时提供 

客户服务和商品。”

他指出，冠病疫情对人民 

健康和国家经济造成影响，政 

府迄今已采取多项积极的应对 

措施，包括施行了管控令。

“尽管抗疫尚未成功，我 

们已成功将增长曲线压平至可 

控制的水平。无论如何，我们 

不W此放松警惕，反而将继续 

竭力确保人民的健康和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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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6红区7轮筛检5433样本

10人染冠病8宗无症状
(莎阿南28日讯）雪兰莪州政

府日前在雪州境内红区启动大 

型的社区2019冠状病毒病筛 

检丁作，在6个区域的7轮大 

型检测中，从5433个样木里

发现10人感染冠病，当中8 

人无症状。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 

丁表示，凡接受过检役者，也 

可于5月1 R起，通过luip://

wvvw.selangorpi.ihalin.com 网贝下 

载他们的检验报告。

他今日发文告指出，州政 

府将依据雪兰莪冠病特别小组 

的调查结果，在短期内继续展 

开战略性的社区筛检丁作，借 

此提高公众对行动管控令实施 

的新常态意识，好让州内经济 

得以尽速恢复发展。

雪州政府于木月11日和 

12日起' 最先如f主乌鲁冷岳展

开首轮红区的社区筛检工作， 

接着陆续于6个地区展开7轮 

社区筛检，最后一站则是于22 

日及23日，在士拉央崙鲁进 

行0

有关挨家挨户的社区筛检 

获得卫生部批准，同时，也获 

多个单位联手进行，包括雪兰 

莪州发展机构（PKNS)、 

SELCARE诊所、雪州卫生局、 

地方政府及皇家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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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筛检5433人10宗确诊
莎阿南28日讯|为阻断新冠

肺炎疫情的感染链，雪州政府从 

本月11日起在6个地区展开锁定 

对象的筛检，总共检验了 5433个 

样本，其中10宗呈阳性反应，而 

当中8宗为无症状患者！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 

今日发表文告指出，州政府是于 

本月11日及12日，从乌鲁冷岳 

起’展开7场新冠肺炎社区筛检活 

动，共涉及6个地区，最后一场是 

于本月22曰及23曰在士拉央新镇 

巴刹举行。

阿米鲁丁指，上述筛检活动 

是以「得来速」及沿户逐家的方式 

展开’包括前往老人院进彳"7检测。

「这段期间，总共检测了 

5433个样本，其中10宗呈阳性反 

应，而在10宗确诊病例中，8宗 

属于无症状患者。」

「对于那些已接受社区筛检 

的民众，可从5月1日起，通过网 

i^http：//www.selangorprihatin.com 

下载检验报告。」

阿米鲁丁指，州政府将持续 

展开社区筛检活动，帮助卫生部鉴 

定感染者，尤其是高风险群体。

雪州新冠肺炎社区筛检结果
地区 日期 阴性 阳性(有 

症状）

阳性(无 

症状）

总数

乌鲁冷岳 4月11日及12日 643 1 4 648

莎阿南(SUK) 4月17日 136 0 0 136

八打灵与巴生 4月18日及19日 1823 1 2 1826

莎阿南 4月20日 390 0 1 391

雪邦 4月21日 397 0 0 397

乌鲁雪兰莪 4月22日 382 0 0 382

鹅唛 4月22日及23日 1652 0 1 1653

总数 5423 2 8 5433

**备注：有症状患者是指出现发烧、咳漱、感冒、喉咙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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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复工金越面营运

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大有改 

善后，贸工部在第三阶段行 

动管制令结束之际宣布，已获 

准复工的企业，周三开始可全 

面恢复营运，而且营运时间不 

受限。

贸工部长阿兹敏阿里周二 

发表文告指出，已经获准营运 

的企业，无需再向贸工部提出 

申请。

他表示，此举将能恢复物 

品和服务的供应链，以符合国 

内外市场的需求，而这也将对 

企业，尤其中小型企业的收入 

带来正面影响。 y}报导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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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1复工金此可100°。人力营运
吉隆坡28日讯国

际贸易及工业部长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宣布， 

在行动管制令首3阶段获 

准复工的企业，明天起 

可全面恢复营运，且没 

有时间上的限制。

这也意味著，这些企业将可 

恢复100%的人力，以及在一天的 

任何时间内，都可以营运。

阿兹敏今日发表文告说，国 

家安全理事会在今日的会议，针 

对经济行动理事会的建议，作出 

上述决定。

恢复供应链

他提醒相关企业，必须要严 

格遵守已制定给各自行业的标准 

作业程序，违规者则会让其营运 

批准被撤销，且会受到法律行动 

对付。

「上述批准将于明日开始生

封面头条

效，已获得批准营运的企业，无 

需再向贸工部提出申请。」

他认为，有关倡议将能恢复 

物品和服务的供应链，以符合国 

内外市场的需求。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二度宣布 

延长行动管制令至4月28日后，也 

一并宣布允许数个经济领域的企 

业可恢复运营；随后国际贸易及 

工业部也宣布9个领域可在4月13 

曰，通过贸工部的官网提出申请 

恢复营业，但必须严格遵守健康 

和安全准则。

这9个工业和服务领域包括

在行动管制令首3阶段获准复工的企业，周三开始可全面恢复 

营运，这意味著可投入100%人力，而且营运时间不受限。

汽车业、机械工业、航空业、与 

建筑有关的项目和服务、科学、 

专业和技术服务包括研发、公共 

卫生服务、提供批发和零售服务 

的五金、电子与电器和眼镜店、 

理发服务以及洗衣服务。

不过，后来因反对声浪，首 

相决定撤回眼镜店、理发店及发

廊可复工的决定。

贸工部的网站在4月13日上 

午9时一开放申请的首两个小时， 

就因为有17万6000个访客进入而 

陷入瘫痪，引起商家怨声载道。 

贸工部网络系统过后恢复，在短 

短的6天内，贸工部就已经收到超 

过5万6000份的申请，反应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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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供应链中小企业动起来
吉隆坡28日讯|国际贸易及

工业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指 

出，允许获准复工的企业明天起 

全面恢复运营，将为企业，尤其 

是中小型企业的收入带来正面影 

响。

他说，昨日（27日）的经济 

行动理事会针对我国的经济和财 

务状况、企业可持续性及人民福 

祉等课题展开讨论！且抹讨了由 

财政部、贸工部、国家银行及国 

库控股所提出的建议。

「卫生部长及卫生总监也代 

表卫生部出席上述会议，并提呈 

了他们的观点，以及对讨论课题 

的回应。」

他指出，有关讨论是围绕在 

全面重启经济供应链的必要性， 

以帮助企业能够全面运作、重 

建早前受影响的库存，且让他们 

能够有效地为客户提供服务和商 

品。

阿兹敏阿里今日在文告中， 

如是指出。

他说，经济行动理事会的建 

议也在今日被带上国家安全理事 

会的会议讨论，该会议由首相丹 

斯里慕尤丁主持，出席者包括所 

有内阁部长、州务大臣及首席部 

长。

首相慕尤丁于4月23日三度 

宣布延长行管令至5月12日时曾 

表明，政府或将会再开放数个领 

域或次领域，可在行管令期间营 

运。

尽管政府早前在振兴经济 

配套上宣布「加码」，额外拨出 

100亿令吉给关怀人民振兴经济配 

套-协助企业及中小型企业（附 

加措施），以协助国内中小型企 

业，及国内2/3的雇员。

但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公会总 

会长拿督江华强认为，一些中小 

型企业可能连政府提供的薪金补

阿茲敏阿里®囯际贸易及
工业部长

贴都不要，而是选择暂时裁员或 
倒闭，等到新冠肺炎疫情消退后 

才东山再起。

而大马雇主联合会执行董事 

拿督三苏丁称，新冠肺炎疫情和 

行动管制令带来的后遗症会逐步 

显现，根据针对中小型企业前景 

的报告和业者本身预测，至少50% 

的中小企业会选择结束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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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八打灵再也美嘉花园早市巴刹135名商贩及员工 

$接受新冠肺炎咽拭子病毒检测（swab test) !

美嘉花园早市巴刹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后，卫生 

部官员周二特别在巴刹设立临时新冠肺炎检测站，为当 

地所有商贩及员工进行新冠肺炎检测，以策安全。所有

接受检测的商贩及员工，接下来也需要自我隔离长达2个 

星期。

图为其中两名小贩在等候区轮流接 

受医护人员以綿签拭取喉部及鼻咽部 

位，以抽取检测样本。_连厨强_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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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美篇花面巴剿 
商販霣工荛成检测

八打炅再也28曰讯|灵市美嘉花园早市巴刹 

共计135名商贩及员工，今早在巴刹区内临时设 

立的等候区，完成了新冠肺炎病毒检测。

据观察，今早8时30分，许 

多贩商已在巴刹等候登记，商贩 

都戴上口罩和手套，并遵守1公 

尺社交距离。巴刹区内一向摆放 

桌椅的熟食区，也限制商贩座位 

需隔开距离，每桌只能坐两人。

商贩登记后便到等候区， 

待医护防疫前线进行咽拭子检测 

(Swab Test )，在完成资料填表 

后便离开。前线人员进行检测工作 

引起途经的公众注目，误以为巴刹 

区提供市民检测，官员也监督并劝 

导市民离开现场。官员提醒市民先 

浏览八打灵再也市政厅面子书填写 

到访美嘉花园巴刹消费民众问卷调 

查https://bit.ly/2Y87fvC，当局才 

会安排市民进行检测。

八打灵县灾害管理委员会主 

任佐哈里也到现场巡视检测工作。 

他说，八打灵县卫生局已发出自行 

隔离14天公函给小贩，今天完成检 

测后，报告将在48小时内出炉。同 

时小贩陆续会在7天之内，接收短 

讯通知，以领取或得知检测结果。

「美嘉花园早市巴刹135名 

小贩和助手，从今早9时直到11 

时15分，已经完全接受咽拭子病 

毒检测，并没遗漏任何人。」 

他说，当中有小贩透露他们 

早前已亲身到私人医院做新冠病 

毒检测，惟并未自行隔离。美嘉 

花园早市巴刹全区有60个档口， 

行动管制期间运作档口有45档。

「商贩等检测报告出炉期 

间，美嘉花园早市巴刹会关闭5

天，以安排隔离防疫工作。」

他说，美嘉花园早市巴刹关 

闭至今已第三天，待商贩检测报告 

出炉，将另行公布巴刹是否重开。

美嘉花园早市巴刹关闭后， 

外界便有多个谣言版本流传，惟 

佐哈里强调，直到目前美嘉花园 

早市巴刹只有一宗确诊病例。

另外，佐哈里表示，截至 

昨曰当局也收到卫生部通知， 

灵市旧区（Pasar Besar Jalan 

Othman )巴刹早前确诊的鱼贩， 

其妻子已证实确诊。

有鉴于此，当局将安排旧区 

巴刹21档鱼贩于明日上午9时在 

该巴刹进行检测。

关闭5天等待结果

-名杂货小贩叶志良（27 

岁）说，他在本月26曰上午营业时 

段，便接获灵市政厅通知巴刹须关 

闭，他和母亲接到回家自行隔离建 

议’因此过去两天都留在家中。

「巴刹在行动管制期间，商 

贩和消费者严格遵守社交距离，而 

且进入巴刹区的人士都需经过体温 

检测，到来的人都有戴口罩。」 

他指出，由于贩商在数年前 

从露天迁入有盖巴刹，之后原有 

的小贩公会已解散，小贩之间至 

今也不确定确诊菜贩是哪一位。

美嘉花园早市巴刹135名小贩及员工周二早上在巴刹临时等候 

区，进行咽拭子病毒检测。 -连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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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8曰讯|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宣布，在行动管制令首3阶段获准复工的企业，明天 

起可全面恢复营运，且没有吋间上的限制。

这些企业将可恢复 

100%的人力，以及在一天的任何时间 

内，都可以营运。

阿兹敏今日发表文告说，国家安

全理事会在今日的会议，针对经济行 

动理事会的建议，作出上述决定。

恢復供應鏈

他提醒相关企业，必须要严格 

遵守已制定给各自行业的标准作业 

程序，违规者则会让其营运批准被撤 

销，且会受到法律行动对付。

「上述批准将于明日开始生效， 

已获得批准营运的企业，无需再向贸 

工部提出申请。」

他认为，有关倡议将能恢复物品 

和服务的供应链，以符合国内外市场

白勺需求。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二度宣布延长 
行动管制令至4月28日后，也一并宣 

布允许数个经济领域的企业可恢复运 

营；随后国际贸易及工业部也宣布9个 

领域可在4月13日，通过贸工部的官网 

提出申请恢复营业，但必须严格遵守 

健康和安全准则。
这9个工业和服务领域包括汽车 

业、机械工业、航空业、与建筑有关 

的项目和服务、科学、专业和技术服 

务包括研发、公共卫生服务、提供批 
发和零售服务的五金、电子与电器和

眼镜店、理发服务以及洗衣服务。

不过，后来因反对声浪，首相决 

定撤回眼镜店、理发店及发廊可复工 

的决定。
贸工部的网站在4月13日上午9时 

一开放申请的首两个小时，就因为有 
17万6000个访客进入而陷入瘫痪，引 

起商家怨声载道。贸工部网络系统过 
后恢复，在短短的6天内，贸工部就已 

经收到超过5万6000份的申请，反应热 

烈。

刊@全國2

聊VID-19i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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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啓供應鏈中小企業動起來

吉隆坡28日讯国际贸易及 
工业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指 

出，允许获准复工的企业明天起 
全面恢复运营，将为企业，尤其 
是中小型企业的收入带来正面影 
响。

他说，昨日（27日〉的经济 

行动理事会针对我国的经济和财 

务状况、企业可持续性及人民福 
祉等课题展开讨论，且探讨了由 
财政部、贸工部、国家银行及国 

库控股所提出的建议。
「卫生部长及卫生总监也代 

表卫生部出席上述会议，并提呈 

了他们的观点，以及对讨论课题 
的回应。」

他指出，有关讨论是围绕在 
全面重启经济供应链的必要性， 
以帮助企业能够全面运作、重建 

早前受影响的库存，且让他们能 
够有效地为客户提供服务和商 

品〇

阿兹敏阿里今日在文告中， 

如是指出。
他说，经济行动理事会的建 

议也在今日被带上国家安全理事 

会的会议讨论，该会议由首相丹 
斯里慕尤丁主持，出席者包括所 
有内阁部长、州务大臣及首席部 
长。

首相慕尤丁于4月23日三度 
宣布延长行管令至5月12日时曾 

表明，政府或将会再开放数个领 
域或次领域，可在行管令期间营 

运。
尽管政府早前在振兴经济配 

套上宣布「加码」，额外拨出100 
亿令吉给关怀人民振兴经济配套 
-协助企业及中小型企业（附加措 
施），以协助国内中小型企业， 
及国内2/3的雇员。

但马来西亚中小企业公会总 
会长拿督江华强认为，一些中小 

型企业可能连政府提供的薪金补

阿兹敏阿里®国际贸易及工 

业部长

贴都不要，而是选择暂时裁员或 
倒闭，等到新冠肺炎疫情消退后 

才东山再起。
而大马雇主联合会执行董事 

拿督三苏丁称，新冠肺炎疫情和 
行动管制令带来的后遗症会逐步 

显现，根据针对中小型企业前景 
的报告和业者本身预测，至少50% 

的中小企业会选择结束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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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楊
謗生

庭卺

和定
解蛋

失罾
敗馬

(吉隆坡 
28日讯）前能 

源、科学、Ti 

艺、环境及气 

候变化部长杨 

美盈起诉巫统 

大港区部主席 

拿督斯里嘉马 

尤诺斯诽镑案 

件无法达成庭 

外和解，将于 
6月2 4日进行 

案件管理以确 

定审讯日期。

马新社报 

道，嘉马代表 
律师莫哈末纳瑟尔确认，双 

方无法达成庭外和解，不过

法庭还没有择定此案的审讯 

R期，原本法官拿督罗扎娜 

是在4月21日进行案件管理， 

但是临时改期至6月24日。

他表7K，他是接获法庭 

的电邮通知上述案件管理的 

日期，审讯日也会在案件管 

理当天择定。

杨美盈针对嘉马指 

控她滥用雪州子民基金会 
(YAWAS)的款项，于2017 

年6月14日人禀法庭起诉嘉马 

诽镑，索取500万令吉赔偿a

杨美盈也是崙克里区国 

会议员，她在人禀书中指嘉 
马于2017年3月21日发表诽镑 

性言论，相关言论刊登在多 

家报章、新闻网站及嘉马的 

脸书社交媒体。

杨美盈指对方诽镑她是 

滥用公款作为个人用途，并 

且是一个不能信任及不道德 

的人，除了索取赔偿，她也 

向法庭申请禁令，禁止嘉马 

或其代理人继续发表上述言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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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實 
面 
對，

管进行至第四阶段，许多以前潜 

藏的问题，现在都陆续浮现了出

勞

難
民
問
題

AtL 其中一个当年被埋下的不定时炸弹，
就是外劳和罗兴亚人（T祕劳）的问

上个星期，当坐落在士拉央的吉隆坡 

批发市场被加强行动管制，加大了当地和 

附近居民，甚至是全国人民的怒气。

大多数人皆认为，是外劳和非法人境 

者导致该区成了高风险区，进而使到居民 

现在要面临严峻的加强行动管制。

说回来，到底是外劳和非法人境者导 

致该区卫生状况堪忧，还是该区本来的卫 

生情况就有问题，是很值得探讨的。

住在dfe.拉央一代的人士，都对这次 

被封锁的区域不会太过陌生。这些地方， 

平日都是家庭主妇、餐馆营业者采购的地 
点。如目前还正常营业的NSK超市的建筑 

物外，在行管前，就犹如一座不夜城。

超市外的路缘，经常考验着驾驶者的 

技术。除了道路窟窿，经常补了又坏，坏 

了又补，也常常有不知是合法还是非法的 

外劳在路缘摆地摊，卖起鱼菜等a本来两条车道的道 

路，已被摊贩们硬挤成-条路。所以经过这条路的驾 

驶人除了要有技术，胆识也不能少:这些摊贩，许多 

面孔看似罗兴亚人。而且这些路缘小贩，明眼•看， 

就是没有营业执照的。

有时，地方上的脸书群组，会呼吁大家不要和这 

些非法外劳交易，以期杜绝非法外劳摆地摊。但是， 

大马人的记忆经常短暂，也带有选择性。只要这些外 

劳卖的菜比超市的便宜，很快就有人来帮衬。所以，

-边对外劳喊打，-边光顾外劳的挡口，才会如此日 

复一日的持续上映。

偶尔，本地居民生气了，市议会就来取缔取缔 

不久后，这些人又再来摆地摊，久而久之，大家都习 

以为常了。

这个区域的对面，也就是相隔•条大马路的地 

方，就是吉隆坡批发市场的坐落地。批发市场周围有 

银行、各大大小小的蔬果类和肉类批发商等，每天车 

水马龙。由于来往的车辆太多，来这里办事不容易， 

再加上道路太多坑洞，所以外人都避而远之。

外劳在这里居住久了，有些有礼貌，有些却很不 

像样。譬如，外劳看到你来这里，好像你闯进了他们 

的区域，这种眼神让本地人很不舒服。又或者，这里 

来往的车辆实在太多，退车时，司机可能一时无法注 

意行经的车辆和行人，如果是本地人，大家都是打手 

势表示抱歉但有些外劳却凶神恶煞，让人害怕。久 

而久之，旦不得己一定要来这里办事，最好都是白 

天的时候来，然后快事快办，赶快离开为上。

这里有外劳开的杂货店，又是外劳成群结队，大 

家住在一起，不是说着我们的语言，让人有…国两制 

的印象，看多了肯定很不舒服。但是这些问题不是-- 

夕发生的。它是当年我们引进合法外劳后，有些本来 

合法的外劳签证到期了不走，变成了不合法的外劳。

更近期的是，如罗兴亚人的课题。政府收留了他 

们，却不去想下一步会发生什么问题，或者要怎样管 

理。结果各种问题，就在有人投诉时，就做做样了去 

扫荡。扫荡完后，非法外劳又走回旧路。口说要支持 

本地商家的人，看到外劳卖的菜便宜就说不要和钱包 

过不去；讨厌外劳不卫生的雇主，因为外劳比较听话 

及廉价，就继续聘请外劳；罗兴亚人的问题，如果不 

是因为冠病爆发，可能大家还因为宗教的问题，而无 

法像今天那么难得全民不分宗教…致认为必须拒绝再 

接收他们。

这就是大家虚伪的部分，-个巴掌是打不响的。 

从政的，当初大声因为宗教因素要庇护罗兴亚人，现 

在看人民的枪口转向，也连忙撇清关系。那么假设因 

为冠病的问题，政府缩紧外劳政策，老板只能请本 

地人，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我们是否又能接受？那 

时，我们还能否义正言辞的要求政府不要再引进外劳 

了？

这次罗兴亚人的课题爆发，大马人民的观点，在 

人权组织眼中肯定不对，但是我们没有本事再接收罗 

兴亚人，是不争的事实。除了解决已经在这里落脚的 

罗兴亚人问题之外，非法外劳也应该是政府热切关注 

的。至于合法外劳，普罗民众也-•直喊不要不要，那 

么不要外劳后的马来西亚，是我们能承受得了的吗？ 

这些问题，我们应该理性的讨论，不可以模棱两可的 

要降低人力成本，又不要肮脏的外劳，世界上很多东 

西是无法两全其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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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沙登新村 

巴刹及人民巴刹的秩序不 

受控制，他们将与行动党 

史里肯邦安州议员欧阳桿 

华、梳邦再也市议员戴祯 

兴及沙登社警队长黄亚添 

作出进…步商讨及安排，

并希望最迟在本星期内解

决问题，让志愿警卫局及

社警能在最短时间内，安排其他队员前来维持

巴刹秩序。

“同时，我们也希望与梳邦再也市议会在 

安排人手方面给予配合，以分担及解决人手不 

足问题。”
他坦言，-般在清晨6时就开始出现排队 

进人巴刹的人潮，而周末一般较多其他区的民 

众前来巴刹购买食材，他们目前担心周末人潮 

较多时会失控。

“无论是新村管委会、志愿警卫局或社 

警，我们都想协助维持巴刹的秩序，确保小贩 

及民众在…个安全的情况下做生意及购物，避 

免受到冠状病毒病的感染。”

奈何，他说，小贩及民众不愿给予配合， 

他担心他们早前的努力，就回归原点。有鉴于 

此，他希望小贩及民众要自律，做好自己的本 

分，否则大家的努力将会是白费心机。

“沙登新村 

巴刹自昨日起， 

没有志愿警卫局 

协助维持秩序， 

惟今日清晨下起雨，巴刹 

人潮也不多。

早前志愿警卫局人员 
在清晨5时就前来站岗，巴 

刹的秩序也相对较好，各 

方面都受到控制。

另外，负责收集垃圾 
的承包商已有2天未前来沙 

登巴刹收垃圾，导致巴刹 

四周都有垃圾堆。”

報道►鍾可婷攝影►黃安健

(沙登28日讯）沙登新村巴刹清晨 

6时至早上8时之间出现“无人管制”状 

态，以致巴刹多个出入口的警戒线遭破 

坏，民众“自由”出入巴刹范围

由于负责维持沙登新村巴刹及人民巴刹 

秩序的社区警察和志愿警卫局成员因冋到各 

自的工作岗位，自本周一（27日）起不再协 

助维持巴刹秩序，而梳邦再也市议会执法人 
员只会在早上8时维持秩序。

因此，以上两个巴刹在清晨6时至早上8 

时的时段处于“无人管制”状态，民众也直 

接到巴刹档口购物。

社警队人手不足

沙登社区警察队长黄亚添是于日前证 

实，在27日开始，无法在公共巴刹继续帮忙 

维持秩序，希望各位能够谅解。

他说，由于人手不足，平日就无法到巴 

刹帮忙了，不过，如周末人手充足，则还会 

前往帮忙维持秩序。

执法员拉回警戒线

《大都会》社区报记者今日走访沙登巴 

刹时，恰好遇上雨天，故前来排队及购物的

沙登新村巴刹在 
少民众维持社交距离:

人潮不多，前来的民众发现没有自 

愿警卫局成员在旁驻守后，加上巴 

刹多个出人口的警戒线已遭破坏， 

民众直接从不同的出人口进人巴刹 

范围。

根据记者现场观察，梳邦再也 

市议会执法人员在早上8时前来维 

持秩序，将遭破坏的警戒线重新拉

冋，并关闭其余出人口，仅剩下- 

个出人口，并要求民众排队等候秩 

序。

沙登新村管委会主席方年泰表 

示，小贩及民众在市议会执法人员 

还未抵达巴刹现场时，皇，无人管 

制”状态，就如提早解封般，秩序 

较为混乱。

方
年
泰
：
商
安
排
人
手
維
持
秩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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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身穿防护服的医护人员向排队的小贩们审核个 官员较后挂放大布条，指美嘉花园巴刹将暂时关闭，

人资料，以准备进行筛检。 直至另行通知为止。

美嘉花園巴剎有確診病例 152人接受篩檢
152人于星期二早上在美嘉花园巴刹接受冠病筛检。

(八打灵再也28日讯）八打灵再也 

美嘉花园巴刹日前出现一名小贩确诊冠病 
后，该巴刹共152名小贩、员工与值勤人 

员在八打灵县卫生局的安排下，今早接受 

卫生部官员的冠病筛检。
上述筛检是于今早9时在美嘉花园巴 

刹进行，小贩和员工，包括外籍员工-大 

早就排队等候，逐一接受鼻咽与喉咙双拭 

筛检a

现场除了有卫生部、八打灵再也市政 

厅官员，警军也在场驻守。

佐哈里：报告48小时内出炉

八打灵县长兼八打灵县天灾管理委员 

会主席佐哈里指出，今早接受筛检的人士 
分别是135名小贩与员工，以及17名在巴 

刹值勤的人员，总计152人，而巴刹小贩 

与员工全数100%完成筛检。

“之前已自行在私人医院接受筛检的 

小贩，今日都必须前来再度检测。”
他说，卫生部官员在为时大约2个小 

时15分钟完成筛检，过程中抽取了152个 

样本检测，而报告结果将在48小时内出 

炉。

巴刹暂关闭5天

他指出，美嘉花园巴刹是自4月27日 

(星期一）起暂时关闭5天，惟当局将会 

根据筛检报告结果来决定该巴刹是否延长 

关闭a

“巴刹小贩都没有出现冠病症状，无 

论如何，我们会在48个小时内获得报告， 

之后会联系通知检测者。如果全部的筛检 

结果都呈阴性，我们还会再深人讨论美嘉 

花园巴刹何时才能恢复营业。”

在卫生部官员完 

成筛检工作后，清洁 

工人展开消毒工作，

而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官员也在巴刹外挂放 

大型布条，注明该巴 

刹将会暂时关闭，直 

至另行通知。

佐哈里指出，目 

前为止，美嘉花园巴 

刹仅有一名小贩确诊 

冠病，而该小贩的妻 

子较后也确诊，不过 

对方并不在有关巴刹 
工作。

他说，美嘉花园 
巴刹共有60个档口，

不过在行动管制令期 
间，仅有大约45个档口营业。.

佐哈里：报 

告结果将在48小 

时内出炉，我们 

会根据有关结果 

来决定美嘉花园 
巴刹何时才能恢 

复营业0

灵奥曼路巴刹小贩今筛检

另-方面，佐哈里表示，明日早上 
9时将轮到八打灵再也旧区奥曼路g刹 

(Pasar Besar Jalan Othman )的小贩接受冠 

病筛检:。.

另外，从4月4至4月18日期间到访过 

八打灵再也旧区奥曼路巴刹、或从4月11 

至4月25日期间曾到访美嘉花园巴刹的民 

众，受促分别浏览网站https://bit.ly/2y35hll 

及https://bit.ly/2Y87fvC，并填写个人资料 

与调查问卷，县卫生局官员将会联系高危 

人士.，以前往邻近的健康诊所进行筛检。

民众也可以浏览八打灵再也市政厅的 
官方脸书（Majlis Banrlaraya Petaling Jaya ) 

搜寻有关网络表格。

藝義陰琴U
工作人员在巴刹内进行消毒。

葉志良：在家隔離休息

美

上图&下图：卫生部官员抽取了 152个样本检测，当中包括135 

名小贩与员工，以及17名值勤人员

嘉花园巴刹杂货业者叶志良 

(27岁）指出，他昨日接获卫 

生部官员的来电通知指今早必须进行筛 

检，因此他和同样在巴刹杂货档口营业的 

母亲•同前来接受检测。

“自从美嘉花园巴刹于星期日关闭 

后，我们就赶紧购买足够的食材，尽量在 

家隔离不要出门了。这段期间不能开门营 

业，就当作在家休息。”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官员在行动管制令 

期间，都有在该巴刹采取防疫措施，包括 

为民众提供体温检测、杀菌搓手液、控制 

人流以保持社交距离。

Page 1 of 1

29 Apr 2020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2
Printed Size: 753.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2,818.18 • Item ID: MY0039562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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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躍病例降至29宗

巴生脫離發瘤紅匾
(沙亚南28日讯）数度在雪州 

冠病疫情中排行第三，位居乌冷县 

和八打灵县之后的巴生县，凭着活 

跃病例从前日的44宗降至29宗（黄 

区），终于在昨日脱离了冠病红区 

名单，即活跃病例40宗以下。

根据雪州抗疫特T.队截至昨日中午 

12时的冠病疫情数据，巴生县迄今的累 

积病例为1乃宗，其中巴生区（nrnkim ) 

累积124宗和加埔区51宗；二区目前的活 

跃病例，分别为20宗和9宗，意即仍有29 

人在院治疗。

市民受促遵守行管令

巴生市议会特别在脸书专页贴文恭 

贺巴生市民愿意遵守行管令，使得巴生 

县的活跃病例减少，成功脱离冠病红县 

名单。

“虽然情况有所好转，但市民还是 

受促遵守行管令规定，-同阻断疫情传 

播。”

烏冷县72宗居首

雪州目前的冠病活跃红县，为乌鲁 
冷岳县以72宗活跃病例居首、八打灵县 

以44宗居次。当中，乌冷区的活跃病例 

仍有54宗（红区），占了乌冷县75%; 

余者全为黄区，即加影9宗、安邦4宗、 

蕉赖3宗、崙玲珑和士毛月各•宗。

巴生县凭着冠病活跃病例降至29宗，成功摆脱活跃红区名单。

灵总数逾40宗排第二

八打灵县的44宗活跃病例方面，虽 

然4个区都是活跃病例不超过40宗的黄 

区，但加起来的总数超过40宗，成了雪 

州第二个冠病红县。这4区为八打灵17 

宗、双溪毛懦14宗、白沙罗8宗和武吉拉 

惹5宗。

乌冷县和八打灵县的累积病例，各 

为473宗和374宗。

雪州其余的冠病活跃病例地区，尚 
有鹅唛县崙都12宗、雪邦县龙溪和瓜冷

病雪

15
至症

626全

國 
最 
多

社区筛检首选高风险群的60岁以上长者:3

县丹绒十二支各6宗，余者都是2宗和以 

下，抗疫工作取得不错进展。

巴西班让丹绒加弄变黄区

根据雪州抗疫特丁队发布，沙白安 

南县下辖的巴西班让和瓜雪县的丹绒加 

弄，因各别出现一宗活跃病例，即有冠 

病病患送院治疗，从无病例的绿区“升 

级”成为黄区。
“而同样瓜雪县的八丁燕带、依约 

和而榄，因活跃病例减至零（患者康复 

出院），而转为绿区。”

冠病疫情肆虐同时，雪州的骨 

痛热症疫情依然在全国排行第 

-，第17周（4月19至25日）病例从前一 

周（4月12至18日）的596宗增至626宗， 

占了全国1301宗的48%;第16周雪州有2 

人死于蚊症，第17周则无。

今年死亡人数25人

根据卫生部全国危机准备及应对中 

心（CPRC )数据，全国在进人第17周 

的各类型蚊症，即骨痛热症、基孔肯雅 

和兹卡病例为1301宗，比前一周增加了 

11%。

迄今17周为止，雪州累积骨痛热 

症病例为2万3402宗和25人死亡，病例 

比去年同期的2万5095宗减少1603宗或 

6.75%;但死亡人数从去年同期的20人 

增至25人。

根据当局列出的全国61个蚊症热 

点，雪州就占了46个或75.4%。

首20个热点排行榜中，除了吉隆坡 

直辖区的蕉赖花园排在第7,其他都在雪 

州，并以出现104宗骨痛热症病例、蚊症 

疫情长达171天的乌雪县Kernmga TBR BB 

组屋为首、接着为同样乌雪县的特拉黛 
组屋，出现113宗病例，疫情为139天。

此同时，由雪州政府展 

1开的社区冠病免费筛检 
行动，迄今共筛检了5433人样本， 

超过了 5000人目标。当中检测出10 

人对冠病呈阳性反应即确诊感染， 
但有高达8人为无症状染病。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今 

日发文告指出，州政府于本月_11和 
12日率先在冠病红区的乌冷县展开 

社区筛检，接着延伸到州内6区， 

并以22和23日在士拉央#鲁（最新 

被列人加强行管令地区）的检测告 

终，-共进行了 7轮社区筛检:、

“那些参与社区筛检的人 
士，可从5月1日起透过官网WWW.

seIangorprihatiii.com 下载检测报 

告 ”

他指出，经“得来速”和上门 

到户的社区筛检团队，采用经卫生 

部批准的实时聚合酶链反应（RT- 

PCR)检测方式，由雪州发展机构 

旗下子公司Selcare诊所与县卫生 

署、地方政府和警方联合进行。

他矢言，州政府会继续配合和 

协助卫生部，在社区为高风险群展 

开新一轮的冠病筛检丁作，并配合 

雪州抗疫特丁队拟定的措施，盼能 

让雪州人民适应后冠病疫情的“新 

常态生活”，寻求尽快恢复雪州经 

济。
巴生市议会为中路大巴刹进行清洗和消毒活 

动，加强防疫措施。

雪大臣：五一起可下載篩檢報告

由雪州Selcare诊所组成的医疗团队，开入 

各社区为高风险群进行免费筛检按

在冠病肆虐期间，极易让人 

忽略了骨痛热症的杀伤力，图为 
卫生局人员正循例检查积水中的 

孑孓。（档案照）

—雪州政府从本月11日开始 

的社区冠病免费筛检，迄今抽取 
了 5433人的样本检测，图为士拉 

央市议会主席三苏沙里尔也接受 

检测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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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右）与阿兹敏在周二下午3时开始进 

行视讯会面，长达30分钟。

元首：免出現新感染群

8復工領域須遵SOP
(吉隆坡28日讯）国家元 

首苏丹阿都拉陛下呼吁8个获 

准复工领域的150万名员工及雇 

主，遵守卫生部及执法机构制 
定的标准作业程序（SOP )与指 

南。

“雇主和员工受劝告在遵 

守标准作业程序与指南时不要 

掉以轻心，避免出现冠病新感 

染群。”

视讯接见阿兹敏等人

元首今日通过视讯方式接 

受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高级部长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的觐见， 
阿兹敏向陛下汇报贸丁部在行 

动管制令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及 

部门扮演的角色。

在这之前，陛下也通过视 

讯，接见卫生部长拿督斯里阿 

汉及首相署（宗教）部长拿督 
斯里祖基菲里。

国家皇宫总管大臣拿督阿 

末法迪尔发文告说，元首与阿 
兹敏是在今午3时开始进行视讯 

会面，长达30分钟

“今日的会面反映了元 

首高度关怀政府在人民健康与 

应对国家经济冲击的责任之间 

取得平衡，而决定及实行的措 

施。元首支持这些措施，尤其 

是确保食物及基本必需品在tr

动管制令期间供应充足，不会 

中断

他说，元首也知晓了内阁 

议决成立遏制冠病冲击经济及 

劳工市场的内阁特别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由贸工部及国防部 

领导。

“元首非常重视这项决 

定，因为政府必须解决冠病对 

国家经济的冲击，尤其是财务 

状况、经济及人民福祉方面的 

影响。”

关心行管令对经济影响

阿末法迪尔表示，元首非 

常关心行动管制令对国家经济 

表现及状况的影响，因为行管 

令期间，制造业及服务业无法 

营业。_

“陛下关心疫情对中小企 

业的影响，还有国内劳工的命 

运。”

他补充，元首希望所有已 

经及即将实行的措施，将有助 

于减少对国家经济和人民福祉 

的影响。

“陛下非常明内各界，包 
括人民在已经进人第6个星期的 

管制令下所面对的情况，因此 

陛下呼吁所有人继续保持耐心 

及坚持度过H前的状况，直到 

恢复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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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第16週增11 % 蚊症1週1301 7Jk

(布城28日讯）在全民遵 

守行动管制令，共同对抗冠状病 
毒病期间，大马在第17周（4月 

19至25日）的3大蚊症病例，即 

骨痛热症、兹卡（Zika)和基孔 

肯亚病（chikungunya )病例达 

1301宗，比第16周增加了11%Q

至于从2019年12月29日至 

2020年4月25日的蚊症累计病例 

也高达3万9002宗，但较2019年 

同一时期的4万3065宗病例，减 

少了4063宗（9.4% ) 0.

今年累计64人逝世

卫生部全国危机准备及应 
对中心（CPRC )在脸书上公布 

境内蚊症病例时指出，除了病例 

增加，在第17周也有一人因感染 

蚊症逝世，迄今累计的死亡人数 

达64人，2019年同•时期的死亡 

人数则是67人。

在同一时期，大马也新增 
H3宗基孔背亚病例，致使大马 

自2019年12月29日，至2020年4. 

月25日的累计病例达430宗。

大馬第17週（19/4-25/4 )骨痛熱症病例表

，1山1匡
y第17周 截至4月25曰 2019年同一时期

I/TI m
j例 死亡 病例 死亡 病例 死亡

玻璃市 0 0 18 0 160 0

吉打 8 0 347 0 704 2

槟城 6 0 322 1 2377 8

霹雳 76 0 1281 1 1178 2

雪兰莪 626 0 23402 25 25095 20

吉隆坡 198 0 3242 4 4077 1

布城

森美兰 58 0 880 2 855 4

马六甲 38 0 743 4 689 4

柔佛 163 0 3242 11 3395 10

彭亨 28 0 978 2 421 4

登嘉楼 6 0 113 0 281 0

吉兰丹 30 0 1449 2 1322 2
砂拉越 23 0 905 2 540 0
沙巴 41 1 2075 10 1954 10

纳闽 0 0 4 0 17 0

1总数 1301 1 39002 64 43065 67

大马医药研究院（IMR ) 们都是来自出现兹卡病状的病

在上述时期也化验了 627个血人样本，但没有一个样本对兹 

液样本，及9个尿液样本，他卡病呈阳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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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篩查商販

拉惹柏巴剎關閉2週
(八打灵再也加日讯）吉隆 

坡市政局将从明日（29日）起至 

5月12日，暂时全面关闭吉隆坡 

秋杰（Chow Kit )的拉惹柏巴刹 

(Pasar Raja Bot )为期 14天，以 

进行消毒工作及为巴刹商贩进行

冠病筛查。

吉隆坡市政局今日发出通告 

指出，市政局是根据吉隆坡卫生 

局及卫生部的指示，从明日起暂 

时关闭拉惹柏巴刹，直到5月13 

日（星期三）才允许重开营业6

通告显7K，有关指7K与1976 

年地方政府法令、1988年传染病 

控制及防范法令、1967年警察法 

令及2020年防范及控制传染病条 

例（疫区内措施）相符。

另外，根据帝帝皇沙卫生 

局办公室发出的通告显示，当局 
援引1988年传染病控制及防范法 

令第18 ( 1 ) (d)条文（ 342法 

令）暂时关闭拉惹柏路一带的巴 

杀IJ,以便进行喷洒消毒药剂，以 

防止传染病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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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美商會：獲准營運公司全面運作

有助中小企重啓生意
(吉隆坡28日讯）大马美 

国商会（AMCHAM )赞许大马 

政府致力于确保商业持续及永续 

性，以重建大马的经济。

对于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高级 
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宣布， 

国家安全理事会批准所有获批领 

域在没有时间及营运模式限制下 

全面运作，大马美国商会表示欢 

迎。

该商会发文告指出，这项决 

定将让大马中小企业重启生意及 

收复失地。

“大马在全球供应链扮演了 

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大马运作的 

美国制造商正为世界提供基本物

品及服务，本地生产商也为全球 

美国公司进行直接供应。”

“我们全面投资大马的成员 

公司将持续留守战役，与大马政 

府携手应对疫情。”

大马美国商会说，还有很多 

领域需要重启，以支持恢复常态 

但更加数码化的世界，该商会将 

继续与政府合作，结合支持制造 

商的直接及辅助性服务。

“获批公司继续遵守卫生部 

的卫生及安全指南是必要的，我 

们的成员公司也会致力于遵守所 

有政府指南和标准作业程序，以 

打击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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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早上下了一场大雨，让灵市圣淘沙17/27路巴刹的 

大量人潮散去，排k人龙并不多。

2巴剎關閉民衆湧往17區

及時雨ISk y~]— m Jr//

志工在巴刹入口处，替民众测量体温，并 

提供消毒搓手液让他们洗手。

報道►伍思薇

攝影►譚湘j旋

(八打灵再也28日讯） 

随着灵市美嘉花园巴刹及灵 

市旧区奥曼路巴刹出现小贩 

确诊冠病和关闭巴刹后，灵 

市其他巴刹或可能出现大批 

人潮，然而，今早的一场 

倾盆大雨，让灵市圣淘沙 

17/27路巴刹的人潮散去， 

小贩可暂缓一口气。

《大都会》社区报i己者今 
早走访灵市圣淘沙17/27路巴刹 

时，由于还在下着雨，守在巴 

刹出人口的志工安排民众在巴 

刹内排队，避免淋雨。

由于天气不佳，平时早上 

7时就已出现排队人龙的巴刹， 

今早只有寥寥数人在排队。该 

巴刹也做足方法措施，除了监 

督民众排队时必须保持社交距 

离，进人巴刹前也必须留下名 

字与电话号码，并且测量体温 

及洗手

民众测量体温后，必须在访客簿子上写 
下名字及电话号码，才可进入巴刹购物。

斋戒月期间，灵市圣淘沙17/27路巴刹的营业时间将维持在每星期二、 

四、六及日的早上6时至中午12时。

灵市圣淘沙17/27路巴刹做足防范措施，无论是小 

贩或顾客，都必须经过体温测量后，才可留在巴刹范围 

内，同时也限制巴刹内的人数。

依琳：下雨允直接進巴剎

打灵再也市议员依琳受访 
时表示，灵市圣淘沙17/27 

路巴刹今日的情况仍受到控制，由于 

早上下了…场大雨，因此他们允许民 

众直接进人巴刹采购，除了规定需在 

30分钟内离开，他们也借出雨伞让民 

众可立即上车离开，无需继续逗留在 

巴刹里避雨。

她说，该巴刹自今日起，每半 

小时开放让一批人进人巴刹购物，在 

倒数10分钟时，巴刹将通过广播告诉 

民众，并要求他们在最后5分钟时离 

开，以让下•批人进去:、

“由于灵市有2个巴刹相继出现 

冠病确诊病例并关闭，让我们都十分 
担心。因此，我的团队在早上5时30 

分时，会到每--个档口为小贩及员工 

测量体温。”
她透露，小贩与员工的体温只要达到摄氏37度或以 

上，就必须立即回家，若是小贩执照持有者的体温超过摄 
氏37度，则必须立即关闭档口:

依琳：灵市 

圣淘沙17/27路 

巴刹自今曰起， 
每半小时开放让 
一批人进入巴刹 

购物。

劉俊富：

每半小時50人進巴剎

灵
市17/27路巴刹小贩公会主席刘 

俊富表示，灵市圣淘沙17/27路 

巴刹今早5时15分就已出现排队人潮，而 

早上6时的一场及时雨，让人潮散去。

“我发现今日到访巴刹的顾客，除 

了有住在附近的常客，还有一些人是过 

来取货的。”

他说，该公会昨天召开紧急会议后 
决定，今日开始将实行每半小时开放50 

人进人巴刹的措施，自早上6时至中午12 

时，可让最多600名顾客进人巴刹采购， 

若人潮实在太多，该公会将再斟酌并视 

情况让多一些人进去。

刘俊富： 

所有进入巴刹的 
人，都必须留 
下名字及电话号 

码a

乐龄或孕妇优先进入

他表示，70岁以上的乐龄人士与孕妇可优先进人巴刹， 

但他们并不鼓励长者与孕妇到巴刹购物，惟有者确实需要亲 

自来采购，因此该公会也别无他法。

他说，由于今日灵市政厅仅派出两名官员到巴刹提供协 

助，市议员依琳再号召5名志丁过来帮忙，而该公会也聘请3 

名志愿警卫队局维持秩序，因此情况受到控制。

志工记录名字电话号码

刘俊富表示，灵市17/27路巴刹小贩公会安排志工在巴刹 

人口处，为所有进人巴刹的人记录他们的名字与电话号码， 

避免该巴刹若不幸出现冠病确诊病例，可方便灵市政厅追 

踪。

此外，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日前宣布，为了配合穆斯林 

的斋戒月，雪州区内的公共巴刹营业时间获得延长至下午2 

时。询及该巴刹的营业时间是否有变动，刘俊富表示，该公 
会并不考虑延长营业时间，目前仍保持在清早6时至中午12 

时。

他说，无论巴刹营业至中午12时或中午2时，顾客的人 

流量并不会有太大变动，只是方便顾客可迟点出门：

“但对我们而言就有很大差别了，清洁工也必须延迟 

下班，而负责监督整个巴刹情况的我，也必须延迟冋家的时 

间，直到确保巴刹的清洁工作已做好，才可回家，让大家都 

很累。”

他也说，还有部分小贩在早上11时许，其货品就差不多 
售罄了，根本无需营业至下午2时(1

盡快買完就離開
顧女士（ 70歲）

“ 已习惯2个星期出门采购

K一次，每次都选择到灵 

市圣淘沙17/27路巴刹。

尽管灵市已有2个巴刹相继关闭， 

我也很担心，但家里的食材已用完，今 

日必须出门采购，只能够自己加倍小 

心，尽快买完东西就离开。”

做足防範措施
馬先生（76歲）

u -rp.

M由于住家附近没有巴 

刹，而美嘉花园巴刹也已关闭，因此 
我只好每2个星期出门到灵市圣淘沙 

17/27路巴刹采购。

出门时，我也做足防范措施，除 

了必不可少的口罩，我也带齐消毒用 

品，甚至把裸露在衣服外的皮肤涂上 

万金油。”

住在阿拉A沙罗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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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28日讯）位于八丁燕带衔 

接“KL-Lamt”废矿湖与雪兰莪河的凹 

槽，昨日出现油渍，所幸雪州水供管理 

局即刻采取行动，州内水供才不至于受 

影响。

雪州水供管理局发出文告指出，该 
局是于昨日上午11时20分，在所展开的 

“水源行动” （Ops Sumber Air )中， 

发现水源受污染。

疑污染源头是附近铁厂

文告指出，在发现凹槽出现污染 

后，该局即刻启动灾害管理黄色警示， 

以调查周遭受污染的区域，结果发现有 

数个用过的油桶。

“污染源头疑是来自附近一家铁厂 

的液压油（hidraulik)，不过该铁厂于3 

月18日已因行管令而暂停运作。”

文告说，巡逻队已第一时刻安装阻 

拦器（oil boom )和油垫（oil pad )，以 

控制600公尺处受污染水源流人雪河； 

同时也在雪河第一，第二及第三滤水站 

的水泵处，装上阻拦器，而英达丽水公 

司工作人员也抽取受污染水源。

“雪州水供管理局和雪州环境局已 

指示厂主，必须装置滤油器和妥善收藏 

油桶，以免柴油流人河内而造成污染问 

题。"

文告说，雪州水供管理局与雪州水 

务管理公司会积极地展开巡逻丁作，绝 

不姑息肇事者。

执法人贝在凹槽处放置油藝，避免受污染的水源流入 

雪州河。

位于八丁燕带衔接“KL-Larut”废矿湖与雪河的凹槽 

被发现出现油渍，所幸雪州水供管理局即刻采取行动，州 

内水供才不受影响。

可不下巡逻队在发现凹槽被污染 

后，第一时刻采取行动，避免雪州河 

流受污染。 当局已收取遭污染水源的样本，以进行检验。

雪
水
供
不
受
影
響

八
丁
燕
帶
凹
槽
油
漬
已
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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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撓敦霹靂花園 

報道►林淑敏

不堪連日大雨

讓

职草地斷裂陷溪

■f
政府必须在河堤处加设钢条，防止泥土流失的状 

况恶化。

逾百呎的草地连同排水沟和告示牌在断裂后陷入 

溪道，导致居民担忧影响排水而发起水灾，冲走更多 

黄泥而情况恶化„

(万挠28日讯）连日大雨，导致万挠 

敦霹雳花园第24路的逾百呎草地断成两 

截，联同排水沟崩陷在溪水之中。

根据目测，崩陷的草地宽约10呎，除了排水 

沟，告示牌亦同时下陷至少4呎，而路边露出的 

黄泥已有明显向内倾泻的迹象，久拖恐会导致沥 

青层底下出现真空状态，使马路崩裂和下陷，危 

及该路约120户的交通安全。

蔡伟杰：河堤黄泥流失

万挠州议员蔡伟杰指出，这起事件估计是于 

周日傍晚的滂沱大雨后发生，在居民发现时草地 

已经断裂，让该区居民担忧如未能及时进行修复 

工程，恐情况会更进一步恶化

他说，鉴于河堤处的黄泥有流失的现象，士 

拉央市议会已用红白路障和黄色警戒线，将现场 

围起，避免居民和孩童靠近而发生意外。

蔡伟杰是在联同鹅唛县水利灌溉局、市议会 

工程组代表和敦霹雳花园睦邻计划主席峑卡巡视 

现场后，这么告诉《大都会》社区报记者。
自去年10月，雪州政府拨款20万令吉，1管 

齐下解决该花园过去15年来逢雨必灾，坐困黄泥 

水中的困境。虽然马路曾经积水，但却未曾如过 

往般发生水灾。

在政府实施的3大防洪方案中，主要排水口 

已增建防洪闸，避免万挠河河水泛滥时从排水道 

倒淹至住宅区、长达360呎的河堤增高3呎、并在 

巴占溪口处加插150呎长、35呎高的钢条，组成 
更坚固的河堤，避免岸边黄泥塌下会加剧灾情， 

不料此次却因为大水冲毁堤岸而发生事故。

崩堤建钢条防恶化

蔡伟杰表示，行动管制令期间，各政府部门 

均已停止运作，在资源和人力不足之下，能做的 

极为有限。

“鉴于久拖恐会使崩塌更为严重，导致所需 

经费更多，所以水利灌溉局已同意先动用2万令 

吉以下的紧急拨款，在崩堤处打下钢条防止情况 

恶化。”

他说，鉴于此次的事发地点，涉及市议会和 

水利灌溉局的管辖区以及权限，所以将在行管令 

解封后，立即要求双造针对此事召开协调会议， 

避免情况一再恶化，所需要的修复经费会变成天 

文数字0

了应付疫情，雪州政府已大开州库推行 

多项援助计划和经济刺激配套，如果灾情继续扩 

大会对州政府带来经济负担。有鉴于此，我将抓 

紧时间进行协调，盼能及早解决问题。”

较-

蔡伟杰（右）和各卡巡视灾情。

河堤崩裂，居民担心会发生更多灾祸_

由州政府在去年拨款20万所加高的河堤，在 

最近的连日大雨中发挥了防洪功效，免除居民遭 

受黄泥水围困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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