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adi ejen galak baca 
al-Quran dari rumah

14 buah 
perpustakaan 

seluruh negara 
berganding bahu 

menyokong World 
#QuranHour

Sebanyak 14 buah per-
pustakaan awam selu-
ruh negara termasuk 
Perpustakaan Negara 

akan bertindak sebagai ejen 
menggalakkan agensi di setiap 
negeri dan penonton di rumah 
membaca al-Quran selama se-
jam bermula jam 12 tengah 
hari pada 13 Mei ini sempena 
program World #QuranHour.

Setiausaha Majlis Pengarah-
Pengarah Perpustakaan Awam 
Seluruh Malaysia (MPAM), 
Mastura Muhamad berkata, ke-
lainan itu dilakukan pada Wo rld  

#Qur anHour kali ini 
ekoran penularan 

pandemik koronavi-
rus (Covid-19).

Menurutnya, kese-
mua perpustakaan akan 

bertindak sebagai ejen 
kepada negeri masing-
masing untuk memberi 
dorongan dan isyarat ke-

Oleh RAIHAM MOHD SANUSI

SHAH ALAM

Mastura (tengah) bersama kakitangan pengurusan PPAS menunjukkan plakad 
World #QuranHour yang akan diadakan pada 20 Ramadan 1441 Hijrah.

Mastura menunjukkan plakad World #QuranHour sebagai tanda sokongan terhadap 
program itu yang akan berlangsung antara jam 12 tengah hari hingga 1 petang 13 
Mei ini.

pada setiap agensi dan penonton 
supaya bersama mentadabbur 
al-Quran secara serentak di se-
luruh negara dan rancangan itu 
akan disiarkan secara langsung 
menerusi stesen TV Alhijrah.

“Pada masa sama kita juga 
akan mendengar tadabbur atau 
kupasan tentang ayat al-Quran 
yang dibaca. Ayat yang dipilih 
tahun ini ialah Surah Ar-Rah-
man.

“Kupasan yang akan dibuat 
oleh Ketua Penyelidik Warisan 
Ummah Ikhlas Foundation 
(WUIF), Fazrul Ismail akan 
membuka mata kita untuk me-
lihat dunia dari sudut berbeza 
lebih-lebih lagi ketika diuji de-
ngan wabak Covid-19,” katanya 
yang juga Pengarah Perbadanan 
Perpustakaan Awam Selangor 
(PPAS) dalam temu bual bersa-
ma Sinar Harian di sini kelma-
rin.

MPAM, PPAS dan TV Al-

hijrah merupakan rakan sinergi 
bagi program World #QuranHo-
ur yang dianjurkan Yayasan 
Warisan Ummah Ikhlas sejak 
2016.

Mengulas lanjut, Mastura 
berkata, jika masyarakat men-
jadikan al-Quran sebagai saha-
bat dan rujukan, segala ujian 
pasti akan dapat dilalui dengan 
rahmat ALLAH SWT.

“Sebab itu kita minta semua 
penonton di rumah turut mem-
baca Surah Ar-Rahman kerana 
daripada penglibatan itu kita 
akan dapat berfikir dan muha-
sabah diri.

“Insya-ALLAH kita akan 
dapat bangkit dengan semangat 
baharu, mindset baharu dan cara 
hidup baharu selain rasa empa-
ti dalam diri kita juga akan lebih 
tinggi.

“Apabila ada sifat empati itu 
kita juga akan fikir tentang ke-
pentingan orang lain dan tidak 
hanya  mengenai diri sendiri,” 
katanya.

Secara maya
Mastura memberitahu, sem-

pena program World #Quran-
Hour juga, PPAS akan menga-
dakan program membaca 
al-Quran serentak lebih awal 
iaitu bermula jam 11 pagi me-
nerusi aplikasi Live Zoom yang 
boleh menghimpunkan seramai 
500 orang secara maya pada 
satu-satu masa.

“Disebabkan kita tidak da-
pat berkumpul, kita akan ber-
lintas langsung dalam aplikasi 
Zoom dan semua kakitangan 
PPAS bersama isteri, suami dan 
anak masing-masing serta wa-

kil agensi akan baca al-
Quran serentak selain 
akan bertadabbur.

“Ustaz yang 
akan bertadabbur 

juga akan meng-
gunakan apli-
kasi Zoom,” 
katanya.

Ta m b a h 
beliau, ketika 

mengikuti live Zoom itu peser-
ta juga digalakkan untuk mem-
buat tangkap layar atau print 
screen gambar kerana ia me-
nunjukkan usaha mereka untuk 
menjayakan World #QuranHo-
ur kerana walaupun mereka 
tidak dapat berjumpa tetapi hati 
bertemu secara maya.

Pertandingan
Beliau berkata, bagi menye-

marakkan lagi kempen mem-
baca al-Quran serentak itu, 
kesemua 14 perpustakaan ne-
geri dan Perpustakaan Negara 
akan memperkenalkan Peradu-
an Foto World #QuranHour 
yang menawarkan hadiah wang 
tunai yang lumayan,

Bercerita lanjut mengenai 
pertandingan itu, katanya, kon-
sep pertandingan berkenaan 
sangat mudah. Penonton hanya 
perlu mengambil gambar seca-
ra kreatif untuk menunjukkan 
ikatan atau bonding antara me-
reka serta mencipta nota kesyu-
kuran untuk gambar yang di-
hantar.

“Maknanya selepas kita 
membaca Surah Ar-Rahman, 
kita akan faham maksud ayat 
itu dan daripada situ kita zahir-
kan apa yang kita fahami me-
nerusi foto yang kita ambil.

“Misalnya, ambil gambar 
ketika membaca al-Quran atau 
apa-apa juga gambar bersama 
nota kesyukuran,” katanya.

Kata Mastura, tujuh peme-
nang utama atau top seven per-
aduan itu akan menerima ha-
diah wang tunai sebanyak 
RM500 seorang sementara 70 
lagi pemenang akan menerima 
RM100 seorang.

Katanya, inisiatif itu diha-
rap dapat menjadi penghargaan 
kepada penonton selain matla-
mat utama adalah untuk mera-
patkan ikatan kekeluargaan 
selain mengalakkan orang ra-
mai menghargai dan mema-
hami al-Quran dan seterusnya 
mengamalkan apa yang difa-
hami daripada kitab suci itu.

FOTO: ROSLI TALIB

Insya-ALLAH kita akan dapat bangkit dengan 
semangat baharu, mindset baharu dan cara 
hidup baharu selain rasa empati dalam diri 
kita juga akan lebih tinggi. Apabila 
ada sifat empati itu kita juga akan 
fikir tentang kepentingan orang 
lain dan tidak hanya  mengenai 
diri sendiri.” MAST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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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eis musuh 
akal sihat

I
SU tentang ateisme bukanlah perkara 
baharu dalam sejarah pemikiran umat 
Islam. Sejak daripada awal 
perkembangan Islam, masalah 

berkaitan fahaman atau kepercayaan 
yang tidak mengakui kewujudan Tuhan 
telah didengari.

Kisah Imam al-Ghazali (505 Hijrah) 
umpamanya, yang berhadapan dengan 
serangan ahli falsafah pada zamannya. Ia 
termasuklah daripada golongan materialis 
dahriyyun yang menyangkal kewujudan 
ALLAH SWT. Mereka menyatakan, alam 
ini bersifat qadim (tercipta dengan 
sendiri). 

Imam al-Ghazali melalui karyanya 
Tahafut al-Falasifah menjawab dengan 
tegas bagi ‘meluruskan’ kembali 
kekacauan pemikiran tersebut. Kritikan itu 
akhirnya membuatkan ahli falsafah tidak 
mampu lagi untuk bangun bagi 
mempertahankan pemikiran 
mereka. Begitu juga kisah debat yang 
masyhur antara Imam Abu Hanifah 
dengan golongan ateis.

Justeru, dalam wacana akidah semasa 
berdasarkan pengajian Sifat 20, ulama 
Ahli Sunah Waljamaah dalam kalangan 
Asha‘irah dan Maturidiyyah menetapkan, 
antara satu sifat yang wajib bagi ALLAH 
SWT ialah 'wujud'. 

Ia adalah sifat yang paling penting 
dalam perbincangan Sifat 20. Lawan 
kepada sifat itu ialah ‘adam’ atau tiada.

Ada banyak dalil dalam al-Quran dan 
hadis yang menunjukkan bahawa ALLAH 
itu wujud.

Firman ALLAH SWT: “Dan di antara 
tanda-tanda kekuasaan-NYA ialah malam 
dan siang, serta matahari dan bulan. 
Janganlah kamu sujud kepada matahari 
dan janganlah pula sujud kepada bulan, 
dan sebaliknya hendaklah kamu sujud 
kepada ALLAH yang menciptakan-Nya, 
kalau betullah kamu hanya beribadat 
kepada ALLAH.” (Surah al-Fusilat, Ayat 37)

Dalam memahami ateisme, buku 
risalah Ateisme Satu Penelitian Awal tulisan 
Muhammad Rashidi Wahab yang 
diterbitkan oleh Jabatan Kemajuan Islam 
Malaysia (Jakim) antara rujukan penting 
kepada umat Islam di Malaysia. 

Pada 3 Mei 2019, Majlis Agama Islam 
Selangor (MAIS) menerusi Sinar Islam 
mengeluarkan artikel tentang ‘Kecelaruan 
ateisme terhadap Tuhan dan agama’. 
Artikel ini adalah lanjutan daripada topik 
berkenaan.

Bukti kewujudan ALLAH
Untuk mencapai keyakinan tentang 

kebenaran wujudnya Tuhan iaitu ALLAH 
SWT, ia boleh diperoleh melalui dua 
jalan. Ia sebagaimana yang dinukilkan 
oleh al-‘Allamah Muhammad Sa‘id 
Ramadan al-Buti dalam karyanya Kubra 
al-Yaqiniyyat al-Kawniyyat, selain hujah 
fitrah dan historikal.

MEMERHATI dengan 
pancaindera terhadap 
perkara yang diciptakan 
oleh-NYA seperti alam 
semesta yang tidak 

dijadikan dengan sia-sia. Melalui 
analisis yang sempurna dengan 
kaedah berfikir menggunakan akal 
secara tepat (mantik), seseorang itu 
akan berasa yakin terhadap 
bukti-bukti kewujudan ALLAH SWT. 

MENGKAJI kewujudan 
ALLAH SWT berdasarkan 
perkhabaran yang 
disampaikan kepada 
manusia melalui al-Quran 

dan hadis mutawatir serta hadis 
sahih. Kajian itu hendaklah 
dibuktikan melalui kaedah-kaedah 
ilmiah tertentu melalui al-istiqra’ 
al-tam. Namun begitu, fokus tulisan 
ini melalui jalan pertama sahaja.

1

2
Menurut al-‘Allamah al-Buti, alam 

semesta yang dapat disaksikan sekarang 
adalah daripada perkara 'mumkin' yang 
mana akal dapat menerima bahawa tidak 
mustahil alam semesta ini boleh 
ditiadakan. 

Barangkali wujud sesuatu sebab 
tertentu yang boleh menyebabkan 
ketiadaannya, sebagaimana wujud sesuatu 
sebab tertentu yang telah 
mengadakannya. 

KEYAKINAN dan 
pemikiran ateis jelas 

terpesong serta 
bercanggah dengan 

dalil-dalil agama Islam.

BUKU buku risalah Ateisme Satu Penelitian Awal 
yang diterbitkan oleh Jakim antara rujukan 
penting kepada umat Islam di Malaysia tentang 
ateisme.

Cari kebenaran, perkukuh 
diri dengan pengajian 
akidah sifat 20

Maka, segala yang 
berlaku terhadap alam 
semesta sudah pasti wujud 
suatu kesan dari luar yang 
memberatkan salah satu 
daripada dua mumkin, sama 
ada ia layak menerima ada 
atau tiada. 

Dalam hal itu, akal akan 
menyatakan, semestinya 
wujud kekuatan luar yang 
memberikan kesan kepada 
alam semesta. Ia dikaitkan 
dengan kekuatan Tuhan. 
Selain itu, kejadian dan 
aturan alam semesta yang 
mengagumkan membuktikan bahawa di 
sebaliknya sudah tentu terdapat pencipta 
dan pengaturnya. Mustahil ia berlaku 
dengan sendiri.

Pencipta itulah yang 
mengarahkan alam semesta 
‘berjalan’ menuju kepada 
matlamat yang telah 
ditentukannya. Natijah 
daripada hakikat itu 
menunjukkan bahawa alam 
semesta bukan bersifat 
'qadim'. Maka, sudah tentu 
wujud suatu kekuasaan yang 
memberi kesan untuk 
menciptakan alam ini iaitu 
ALLAH SWT selaku Tuhan 
MAHA PENCIPTA. 

Semua bukti itu berupaya 
mengelukan lidah golongan 

ateis walaupun mereka sengaja berdolak-
dalik dan menutup akal dengan pelbagai 
alasan. Golongan tersebut selalunya akan 
mengulang-ulang hujah kemungkinan 
dan kebetulan sahaja seperti mengaitkan 
setiap kejadian bermula dengan teori Big 
Bang. 

Akan tetapi, semua keyakinan itu jelas 
terpesong dan bercanggah dengan dalil 
al-Quran atau hadis. Ia turut ditolak oleh 
kaedah ilmiah dan rasional akal manusia 
yang sihat.

Menurut al-‘Allamah Mustafa Sabri 
dalam karyanya, Mawqif al-‘Aql wa ‘Ilm wa 
al-‘Alm, hujah kemungkinan dan 
kebetulan itu akan runtuh dengan sendiri 
kerana terdapat ‘ketidakteraturan’ dan 
‘ketidaktersusunan’ terhadap sesuatu 
walaupun dibiarkan jutaan tahun. 

Dengan kata lain, golongan ateis tetap 
mengandaikan bahawa segala apa yang 
tersusun di muka bumi ini adalah bukan 
aturan daripada ALLAH SWT yang 
menciptakan segala-galanya. 

Maka, benarlah kata-kata al-‘Allamah 
al-Buti bahawa ateisme tidak lebih 
daripada suatu pemikiran dan tindakan 
memusuhi akal yang sihat dalam mencari 
kebenaran. Mereka sebenarnya hanyalah 
mengikut hawa nafsu semata-mata!

Sumber: Majlis Agama Islam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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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 Malaysia, belum ada pemain besar 
sektor automotif tampil menjelaskan si-
tuasi terkini. Namun, penganalisis pe-
nyelidikan kanan Credit Lyonnais Secu-
rities Asia (CLSA), Chris Richter 
meramal kesan Covid-19 akan menye-
babkan pengguna hilang selera untuk 
membeli kereta baharu.

Setakat ini, belum ada iklan kereta 
baharu menjelang lebaran yang menggi-
urkan seperti tahun sebelum ini. Sektor 
automotif diramal paling teruk terkena 
penangan Covid-19. Analisis pasca Co-
vid-19 menunjukkan penjualan keselu-
ruhan kereta Toyota, Nissan, Honda dan 
empat pembuat kenderaan utama Jepun 
yang lain, hanya 1.82 juta kenderaan pada 
suku pertama tahun ini berbanding 2.77 
juta tempoh sama tahun lalu. 

Deutsche Bundesbank atau Bank 
Pusat Republik Persekutuan Jerman, se-
bahagian Sistem Bank Pusat Eropah atau 
European Systems of Central Bank 
(ESCB), beribu pejabat di Frankfurt me-
laporkan industri automotif yang selama 
ini dianggap teras ekonomi benua terse-
but, akan mengalami penurunan jualan 
kepada 17.6 peratus dalam tempoh suku 
pertama tahun ini. 

Senario yang sama turut melanda 
Rusia.General Motor (GM), pembuat 

kereta model Opel dan Chevrolet ber-
pengkalan di St Petersburg, melapor ia 
terpaksa menukar sasaran daripada pe-
laburan lebih AS$ 1 bilion (RM4.2 bili-
on) bagi mengeluar 350,000 unit setahun. 

Ketika ini, penjualan kereta keluaran 
GM Motor sehingga awal April menurun 
40 peratus.GM bimbang jenama Opel 
dan Chevrolet mungkin lenyap daripada 
pasaran Rusia. 

Hayat
Melihat kesan dialami sektor auto-

mobil di Eropah, Rusia, China dan Thai-
land menyebabkan penulis terfikir ada-
kah Proton, pengeluar kereta nasional 
mampu untuk meneruskan hayatnya. 
Akan tetapi, penulis mendapati Proton 
sudah mula mengorak langkah mengu-
atkan cengkaman pada pasaran automo-
tif tempatan dengan trailer pengenalan 
model baharu Proton X90 7 tempat du-
duk berteras model Geely Haoyue VX11.

Penulis juga amat berharap pasca 
Covid-19 tidak menghentikan rancangan 
pembuatan kereta elektrik nasional ke-3. 
Ketua Pegawai Eksekutif Tesla Incorpo-
rated, Elon Musk, pencinta kereta elek-
trik berpengkalan di Palo Alto, Califor-
nia, Amerika beberapa hari lalu telah 
menjelaskan bilangan kereta dalam sim-

Pertahan sektor automotif tempatan

SEJAK lima minggu lalu, dunia 
bola sepak antarabangsa khu-
susnya di England, Itali, Se-
panyol, Jerman dan Perancis, 

tanpa henti membuat pelbagai speku-
lasi tentang cara untuk menyudahkan 
musim 2019-2020. 

Namun kesan bola di rantau Asia 
Tenggara akibat pandemik Coronavirus 
2019 (Covid-19) tampak hambar. Rantau 
Asia Tenggara lebih banyak berbicara 
soal kelangsungan hidup. Tidak terke-
cuali sektor permotoran. Minggu lalu, 
ada cerita dari Thailand yang digelar 
‘Detroit of Asia’. Ceritanya kurang mem-
berangsangkan kerana industri automo-
tif di negara itu tampak sangat suram 
selepas pasca Covid-19.

Akhbar berbahasa Inggeris Thailand, 
The Bangkok Post melaporkan sektor 
automotif global meliputi penjualan ke-
reta Jepun di Asia Tenggara, menurun 
sebanyak 34 peratus sejak Mac lalu. 

panan Tesla, menurun 10 peratus kerana 
permintaan meningkat di pasaran. Musk 
yakin pasaran kereta elektrik akan terus 
meningkat lebih tinggi dan inilah masa-
nya Tesla meningkatkan pengeluarannya. 
Bloomberg online melaporkan saham 
Tesla melonjak kepada AS$767 
(RM3,310) per saham pada akhir April.

Sektor pendidikan termasuk inovasi 
terbaharu sektor automatif sebenarnya 
telah dijelaskan ALLAH SWT sebanyak 
37 kali dalam al-Quran. Antaranya Surah 
Al-Alaq [96:1-5] yang bermaksud: “Ba-
calah (Wahai Muhammad) dengan nama 
Tuhanmu Yang menciptakan (sekalian 
makhluk), Ia menciptakan manusia dari 
sebuku darah beku. Bacalah, dan Tuhan-
mu Yang Maha Pemurah, Yang menga-
jar manusia melalui pena dan tulisan, ia 
mengajarkan manusia apa yang tidak 
diketahuinya.”

 Penulis percaya kerajaan Persekutu-
an perlu memberi fokus tersendiri kepa-
da sektor pemotoran kerana Proton tidak 
boleh dibiarkan lenyap daripada peta 
permotoran dunia kerana ia mewakili 
aspirasi rakyat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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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cemerlangan Universiti Selangor

ILMU 
KEJURUTERAAN 

DARIPADA 
AL-QURAN

DR MUHIDIN ARIF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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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s free bus service resumes 
operations along selected ro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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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 Smart Selangor and PJ City 
buses have resumed operations 
and will ply 42 routes statewide 
from 6am to 10pm daily. 

Selangor local government, pub-
lic transport and new village devel-
opment committee chairman Ng 
Sze Han said only 103 Smart 
Selangor buses were operational, 
while 16 PJ City buses had resumed 
along 36 and six routes, respective-
iy-

Prior to the movement control 
order (MCO), there were 138 Smart 
Selangor buses and 32 PJ City 
buses travelling along 43 routes 
and six routes, respectively. 

Smart Selangor buses along 
seven routes which are SPG3, 
SPG4, BTG2, SB02, SB03, HS02 
and HS03 will not be operational 

just yet. 
"The buses are operational again 

in line with the new conditional 
movement control order," Ng said 
in a statement. 

All Smart Selangor and PJ City 
bus services were stopped tempo-
rarily to restrict public movement 
during the MCO. 

"All passengers and even the bus 
drivers must remember to adhere 
to the rules and always practise 
social distancing. Everyone must 
wear a mask on the bus," he said. 

Bus operators have also sani-
tised the buses and placed stickers 
on seats to ensure social distancing 

is observed. 
A limited number of passengers 

would be allowed to board the bus, 
he said. 

"We have also mobilised 20 of 
our Smart Selangor buses to be 
used by the National Anti-Disaster 
Management Agency (Nadma) to 
transport Malaysians returning 
home, from Kuala Lumpur 
International Airport to the desig-
nated quarantine centres," he said. 

Meanwhile, there are nine buses 
operating in Selayang plying three 
routes. 

The routes are Selayang Mutiara 
to LRT Gombak (MPS1), Tesco 

Rawang to Rawang bus stop 
(MPS2) and Batu Arang to the 
Sungai Buloh train station (MPS3). 

There will be four buses for 
MPS1, three for MPS2 and two 
buses for MPS3. 

"As a precautionary measure, all 
buses have been sanitised and 
social distancing stickers are 
placed in the bus and there will be 
a limit of only 15 passengers per 
bus," said Selayang Municipal 
Council (MPS) corporate communi-
cations director Mohamad Zin 
Masoad in a statement. 

For details, call 03-6138 9898 or 
visit www.mps.gov.my 

Smart Selangor and PJ City buses 
are back in business. The bus oper-
ators have sanitised the buses and 
placed stickers to ensure passen-
gers practise social dist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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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metro 
watch 

SERVICES RESUMED 
Air Selangor's customer service 
counter operating hours during 
Ramadan are from 9am to 4pm 
(Monday to Friday). Air Selangor will 
also provide a drop box for custom-
ers to leave documents or cheques 
at counters. Customers are encour-
aged to scan relevant documents 
for transactions other than 
payments and email to wecare® 
airselang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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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K TRASH COLLECTION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SJ) will collect bulk trash (furni-
ture and electrical appliances only) 
from landed properties. Collection 
will be conducted from May 16 to 
20 between 9.30am and 3pm for all 
areas under the council's jurisdic-
tion. The public can submit a 
request for collection to KDEB 
Waste Management Sdn Bhd at 
03-80814437 from May 4 t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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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GET FEEDBACK 
Selayang Municipal Council (MPS) is 
seeking public input to draft its 
2021 budget until May 18. For 
details, find MPS on social media, 
visit www.mps.gov.my or call 
03-6126 5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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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or Zakat Board reaches out using IT 
By RAHIMY RAHIM 
rahimyr@thestar.com.my 

PETALING JAYA: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not stopped the Selangor Zakat Board 
from reaching out to the needy and the 
targeted groups by utilising technologies and 
distributing assistance via online. 

Board chairman 
Tan Sri Syed Anwar 
Tuanku Syed Putra 
Jamalullail (pic) said - I I U R l 
during this unprece-
dented time, the 
organisation had to 
find ways to get assis-
tance to those in need. 

"So, we have decid-
ed to go 100% fully 
online to ensure these 
groups will remain 
protected," he told 
The Star. 

"These families, multiplied by an average 
of four children, equate to more or less 
200,000 individuals that are classified as des-
titute in Selangor. 

"We have to help them until the day they 

to 

can get a job and they can pay zakat," he 
added. 

Over the years, Syed Anwar said donations 
to Zakat Selangor Board had grown steadily 
from RM300mil to almost RM900mil. 

He said his vision for the organisation was 
to introduce proper management and good 
governance in order to reach out to about 
50,000 families in Selangor. 

"Good governance will earn the people's 
trust in that the funds they send us are spent 
well and following our mandate of helping 
the most needy," he said. 

"When people entrust you with their 
money, you must really look after every single 
cent of it and use that money properly." 

Syed Anwar added that he had asked for 
and received permission from Sultan of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to 
embark on a change on the governance of the 
organisation. 

"I felt that the responsibility of dispensing 
such a large and important amount of money 
necessitates high accountability and over-
sight. I tried to formalise and organise it bet-
ter. I reviewed the skill sets of the trustees 
and the leadership team. 

"I convinced His Royal Highness that we're 

like a bank, so we need people with profes-
sionalism, who know about finance, Islamic 
finance and so on," he said. 

"One of the first changes I made was to bring 
in a majority of independent trustees, so we 
now have six independent, and four appointed 
by the religious authority of Selangor. 

"I also changed the auditors when I came in 
- 1 wanted a brand name, so now our audits 
are done by one of the top four," he added. 

In the long run, Syed Anwar said he would 
like to see a change of mindset so these 
groups would be able to move out of the 
poverty line. 

"I am planning to introduce a change of 
mindset especially among the amil (tithe col-
lectors) and the asnaf (tithe recipients). 

"We want them to be able to be indepen-
dent and not just depend on assistance every 
month," he said.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Selangor Ruler had 
affirmed that zakat collection in the state 
remains to be given to eight asnaf (tithe reci-
pient) categories among Muslim, including 
the destitute, poor and new converts. 

"The assistance will be distributed to them 
without any delay as set by the state religious 
authorities," said Syed An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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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SJ volunteers make protective gear for medical workers 

Noraini 
(in brown 
headscarf) 
visiting 
Kompleks 3C 
in Bandar 
Sunway to 
check on 
the PPE 
production 
by MPSJ 
volunteers. 

SOME 15 volunteers from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SJ) have 
been busy making personal protec-
tive equipment (PPE) for medical 
frontliners. 

The group comprising 11 council 
employees and four civilians sewed 
1,991 pieces of PPE head covers 
over a 10-day period. 

The idea came about when 
MPSJ president Noraini Roslan 
observed during an event at the 
Seri Kembangan Health Clinic 
that the medical staff had to sew 
their own PPE, thereby disrupting 
their core duty of attending to 
patients. 

Work constraints also meant that 
the 10 medical workers assigned to 

make the PPE were only able to 
produce 50 pieces a day. 

To ease their burden, the volun-
teers from MPSJ started sewing 
PPE at Kompleks 3C in Bandar 
Sunway and at home. 

"The work was done without any 
payment in recognition of the con-
tributions and sacrifices of the 
medical frontliners. 

"As of April 25, a total of 1,681 
PPE head covers were presented 
to Seri Kembangan Health Clinic 
representative Dr Hidayah Mustafa 
for the use of its staff and those at 
the district health office," said MPSJ 
corporate and strategic manage-
ment deputy director Azfarizal 
Abdul Rashid in a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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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RAHAZHARIEREPORTS ON PAGE38

Hard for
Red Giants to flex
financial muscles
SELANGOR are likely to lose a corporate
sponsor while it’s 50-50 for another two
backers in the Super Lea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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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TBALL

Red Giants hope to hang on to sponsors
SELANGOR were the richest team
inMalaysian football in the 1980s
but now they have to worry
whether their sponsors are leav-
ing thempost-MCO.
FA of Selangor (FAS) secretary
g e n e r a l D r J o h an K ama l
Hamidon admitted yesterday the
Red Giants are trying to pick
t h em s e l v e s u p f r om t h e
financial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He revealed that one corporate
sponsor will likely not continue
with Selangor while it’s a 50-50

s i tua t ion for ano ther two
backers.
Dr Johan said FAS are working
hard to keep their sponsors as the
players’ salaries are dependent
on their commitment and ticket
sales.
“Whenever the money comes
in, it will be channeled to every-
one at FAS (coaches, players,
management and staff) but we
can’t give a timeframe yet.”
The Red Giants have to wrestle
with another financial issue too.
Johan disclosed that the team

have “inherited” between RM6
million and RM7 million in debt
from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
before the RajaMuda of Selangor,
Tengku Amir Shah Sultan Shara-
fuddin Idris Shah took over in
June 2018.
Meanwhile, Selangor’s Super
League team could resume
training as early as a week after
Hari Raya (May 24-25) under
guidelines of the Conditional
Movemen t C on t r o l o r d e r
(CMCO).
Dr Johan said, however, this is

subject to the measures taken by
the authorities after the CMCO
phase ends onMay 12.
“Our team’s training couldhap-
pen a week after Raya, that’s the
plan, but we will follow the gov-
ernment’s SOP.
“It will be done in stages. The
last announcement said no phys-
ical contact of any kind but train-
ing can still be conducted on the
field provided the players prac-
tise social distancing, no body
contact and in a group of nomore
than 10.” Farah Azha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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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元首委相權力不符憲

顏駁__挺騙議
(吉隆坡7日讯）沙巴首长 

兼仙本那国会议员拿督斯里沙 
菲益阿达，已向国会提呈“信 
任马哈迪动议”，表明土团党 
浮罗交怡区国会议员敦马哈迪 
在国会下议院，仍然获得大多 
数国会议员信任；此动议已被 
议长驳回。

据《中国报》探悉，议长基 
于上述动议已不符合联邦宪法 
第43条款，即国家元首委任首 

相的权力，所以驳回。
此外，据“自由今日大马”看过议 

长回函给沙菲益阿达的信函中，也基 
于上述理由而驳回有关动议，因此不 
允许这动议带上议会厅。

国会秘书会在明日发文告，交代此 
事。

°据“马来邮报在线”报导，沙菲益 
阿达的动议丝毫没有意思要削弱国家 
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在联邦宪法下 
阐明在国会议员中委任首相的权力， 
甚至与联邦宪法第43条款，即委任一 

名首相的权力在国家元首身上，并没 
有冲突。

报导说，国会下议院议长丹 
斯里莫哈末阿里夫证实，已接 
获有关沙菲益阿达的上述信 

函。

■沙菲益阿达

的。 

文告。

信函是真的

是，（信函）是真实

‘请等待国会秘书处的完整

据报导，沙菲益阿达援引议会常规 
第26 (1)条文，与第27 (3)条文同 

读，致函要求议会批准提呈动议，决 
定马哈迪拥有大部分国会议员的支 
持。

“沙菲益阿达（仙本那）建议议 
会，批准仙本那国会议员根据议会常 
规第26 (1)条文，与第27 (3)条文 

同读，提呈动议决定浮罗交怡国会议 
员拥有大部分国会下议院议员的信 
任。”
k导说，沙菲益阿达认为，这项动 

议只是通过国会下议院会议，向人民 
展现此事，并已通知国家元首和国家 
王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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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華任新反對黨領袖
希盟已告知國會議長

(吉隆坡7日讯）公正 

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指 
称，他是新任国会反对党 
领袖；希望联盟总秘书拿 
督斯里赛夫丁纳苏迪安下 
午发文告证实这消息。

他说，赛夫丁纳苏迪安 
已把这决定，告知国会下 
议院议长丹斯里莫哈末阿 
里夫
> “k是希盟最高中央理 
事会的决定，并已通知所 
有亲在野党的政党。沙巴 
民兴党也知道了希盟的决 
定。

“安华再次获得推举为 
新任国会反对党领袖。”

安华也是波德申国会议 
员。他今曰通过个人面子 
书专页直播，询及在野党 
是否已议决谁来担任反对 
党领袖时，作出上述回 
应。

另外，赛夫丁纳苏迪安 
发文告说，在囯会反对党 
之中，拥有最多国会议席

的行动党，因告知希盟将 
不担任国会反对党领袖的 
职务，因此希盟最高中央 
理事会同意推荐安华为国 
会反对党领袖。

他说，这项决定已通知 
土团党浮罗交怡区国会议 
员敦马哈迪医生，以及民 
兴党仙本那国会议员拿督 
斯里沙菲益阿达。

希盟已照會敦馬

“希盟最高中央理事会 
已于3月21日和4月26日召 

开会议，其中讨论的课题 
包括国会反对党领袖。一 

般上，这职位优先给在反 
对党内拥有最多国会议席 
的政党出任，同时也考量 
了（在野阵营）的各盟党 
意见。”

他说，希盟已于5月4曰 
呈交信函给议长，并于5 
月7日亲自提交给首相署 

(国会与法律事务）部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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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許國偉

正党主席安华跟前 
首相马哈迪，会否 

再合作以夺回政权？
双方的"合作"，在最近 

一曰国会课题上，再露端 
倪。

^哈迪以土团党主席身 
份，联同民兴党主席沙菲 
益、公正党主席安华、诚 
信党主席莫哈末沙布和行 
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发表联 
合文告，指国盟政府再也 
没有任何借口，只办一天 
国会会议，并要求国会増 
加会议天数到两个星期。

一曰国会，其实只是项 
庄舞剑，志在沛公。

沛公，就是慕尤丁领导 
的土团党。

一曰国会，希盟的不信 
任动议这招完全使不出； 
而国会如果开两个星期， 
虽然错过14天前提呈动议 

通知的时间，依然可以玩 
紧急动议这招。

现任议长是希盟选出 
的。如果希盟提出不信任 
动议这紧急动议，议长怎 
么处理，这就有趣了。

即使紧急动议被拒，也 
足以让希盟制造足够的新 
闻焦点和话题。

这所有政治动作，都是 
冲著合作关系脆弱的国盟 
而来。

土团党现在不只是一分 
为二，而是诸侯林立。

慕尤丁一方面要应付马 
哈迪，而自家土团党里还 
有前巫统及阿兹敏的人 
马。

偏偏这时候巫统小动作 
多多。

先是巫统要官，再来柔 
州土团跟巫统闹不和，接 
著在中央及各州复工不同 
调课题上，多位巫统领 
袖批评阿兹敏（嘿，宣 
布复工的可是首相慕尤 
丁），再来又有报道指巫 
统最高理事会议决不要加 
入国盟，因为巫统不要当 
小党。

可能分裂

这一系列小动作，都会 
让看起来脆弱的国盟，很 
可能分裂。

其中关健，就在慕尤丁 
领导的土团党。

所以，安华的希盟及马 
哈迪的土团，沙菲益的民 
兴党的合作，说穿了也不 
用讲什么理念，就是看到 
裂解国盟的机会。

如果会议天数増加，那 
么国会就是最佳战场。

即使天数没増加，依然 
会不断找课题冲击慕尤丁 
土团党与巫统之间的关 
系O

华再次选择跟马哈迪 
合作，不论是要落实改革 
的理想，或者圆自己的首 
相梦，他都不能忘记当初 
希盟把马哈迪推上首相宝 
座后，结果是什么。

当年希盟一些领袖抱著 
天真的想法跟马哈迪合 
作，结果被马哈迪骑劫了 
成果闹得灰头灰脸。

难道这么快就忘了？
如果说，巫统因为不要 

做小的，而跟慕尤丁的合 
作有间隙，同样的，马哈 
迪哪里会是甘愿做小的？

小老百姓总是想，疫情 
当前，好心别搞这么多政 
治把戏。殊不知，政客就 
是看准疫情当前，人心浮 
动，情绪毛躁，星星之 
火，容易燎原。

看来，政局又要多事 
了。

國
盟
政
權
動
搖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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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國會呈不信任動議

敦馬栗
(吉隆坡7日訊）前首 

相兼土团党浮罗交怡区囯 

会议员敦马哈迪医生，向 

囯会提呈对首相丹斯里慕 

尤丁的不信任动议。

“自由今日大马”引述一封 
由马哈迪致国会下议院议长丹 
斯里莫哈末阿里夫的信函指

料被議長駁回
f报探悉，基於不信任动议不符合 
1联邦宪法第43条款，即国家元首 

委任首相的权力，因此马哈迪在国会提 
呈对首相慕尤丁的不信任动议，将会被 
议长驳回。

消息人士向《中国报》指出，委任首 
相是国家元首的权力，无论是国会还是 
高庭都不可挑战这项委任。

“所以议长也会驳回这个动议。” 

出，马哈迪要求后者准许他在 
518国会提呈一项动议，指慕 

尤丁没有掌握多数议员支持以 
受委首相。

呈動議保留議長職

另外，消息说，马哈迪也在 
另一封信函提出申请，以提呈

动议保留莫哈末阿里夫议长职 
位，直到此届国会解散为止。

较早前，莫哈末阿里夫证 
实，已接获有关沙巴首长拿督 
斯里沙菲益阿达的信函，要求 

在国会提呈对马哈迪的信任动 
议，以表明表明后者仍然获得 
大多数国会议员信任。

消息指出，马哈迪会提呈此动议，目 
的是要分散人民对希盟分裂的焦点。

较早前莫哈末阿里夫也以上述理由， 
驳回了沙巴民兴党仙本那区国会议员拿 
督斯里沙菲益阿达，要求在国会提呈投 

马哈迪信任动议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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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BILAYAN DIRI SELF SERVICE LAUNDRY

■雪隆地区仅有零星业者复工，一些自助洗衣 

店禁止民众进人，只允许顾客将衣服转交绐职 

员“代洗”。

蔡琦淮

(吉隆坡7日 

訊）有条件行动 

管制令的标准作 

业程序不明朗、

政府决策模棱两可，及生意不理想 

等因素，雪隆一带约80%洗衣店业 

者暂不开业，避免生意做不成还得 

接罚单，赔了夫人又折兵。

随著我国实施有条件行动管制令，符 
合资格的各行各业从5月4日起陆续复 

工，望能刺激商业活动并力挽经济颓 

势，然而，碍於政府的政策存在太多不 

确定因素，导致许多行业不敢贸然开 

业，宁愿等待一切尘埃落定后，再决定 

是否复工。

雪隆洗衣公会会长谭亚华接受《中国 

报》记者电访时指出，基於标准作业程 

序仍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雪州的 

洗衣店都还没开始复工，绝大部分都只 

进行准备工作，如清洁和消毒等。

利潤跌超過50%

“雪州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决策不同 

步、政府决策模棱两可，以及生意不 

理想的问题，同业们仍抱著观望的态 

度。

他提及，外籍劳工接受冠病检测费用 

的课题，至今仍未有定案，早前政府宣

称之前说雇注必须自付，事後却改口说 

由政府承担，但却衍生试剤盒供应不 

足，外劳来不及检验的问题。

“针对没有遵守标准作业程序的业 

者，政府将采取何等的执法行动，也对 

同业们造成心理负担，就因为有太多不 

确定因素，大家都在观望，待有新进展 

后才决定是否要复工。”
至於吉隆坡的情况，他说，从5月4曰 

至今，复工的洗衣店业者不达207。，且已 

复工的同业也反映生意量大不如前，利 
润较昔日下跌超过50°。，生意惨淡。

“我们不仅面对生意大幅下滑，还要 

面对各种负担，如租金、员工薪金和机 

器保养等开销，如今还要承受员工检测 

的费用，以及被执法或罚款的风险。”

■自助洗衣店获准营业，部分民众也前往洗 

衣，并戴上口罩做好防疫措施。

■已恢复营业的自助洗衣店在地板贴上黄线，也 

在桌子画叉，提醒大家保持距离和不得在店内折 

衣。

DMI
a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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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復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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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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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华提及，目前已复工的商家并非旨在 

赚取利润，是希望透过复工热身并减低

“其实同业们在过去两个月都没有营业， 

可说是零收入，却要承担员工薪金，所以部 

分已采取减薪机制。”

他说，许多业者的现金流已几乎耗尽，倘 

若下个月再不能复工或热身，恐怕会有同业 

面临结业的命运。

他指出，无论是自助洗衣店、服务式洗衣 

店或承包酒店或酒楼洗涤服务的业者，已进 

入寒冬，许多餐馆和酒店没有客源，生意额 

只有平曰的10°。。
“经与顾客商量后，一些仍有1至2%生意 

量的酒店，将所有洗涤品累计一星期后才交 

给我们清洗，换言之，如今一星期的生意却 

不及洗衣一天的生意量。”

“在这样情况下，业者宁愿选择不复工来 

观望，但不少业者都抱著一个思维，是不愿 

意继续等待，毕竟会消耗自己的经济能力， 

如果现金流不够，撑不住就会面临结业。” 
对此，他呼吁政府尽早理清所有相关管制 

令与各行业标准作业程序的细节，并协助小 

型商家，在抗疫期间放宽执法或合法化非法 

外劳，让他们有足够的人力工作，同时协助 

商家承担冠病检测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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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所有精明巴士實施

掃描二維a
吉隆坡7日訊）雪州精明

指示所有精明巴士，必须张贴二维有人响应，因这也是互相保护的系 他指出，基於涉及的巴士和运营
码供乘客扫描。 统之一。 单位都不同，因此相信这需一、两

他说，公交也是人潮多和风险甚 “为了大家安全，我鼓励大家都天时间来完成。

成丄千分、心付4 4朴成丄nb押高的地方，所以雪州政府有责任将能扫描丨二维码。”
巴士乘客焚促扫描巴士内提供风险降低。

的二维码！ 为免°乘客排队乘搭精明巴
配合有条件行动管制令（修正士时，要耗时掏出手机在巴士 

版）（PKPBD)，雪州政府规定门口逐一扫描，一辆巴士内可 

建筑物f主或商店业主，必须向张贴数张二维码，方便乘客坐 
访客展示mbiselangor.com. my或下後才扫描“打卡”。” 
selangkah.my 提供的二维码（QR .+3+++,
code)，确保所有进入建筑物的人 生卜傻U市J田

普智能手机扫描二维胃胃思汉指出，众人只要使用

手机的扫描程式，包括部分智 计划也4寸洛头賴州所有h日月能手机的觀和微信都有扫描

八朴一功能，直接扫描要进入的地点 

2所提供的的二维码即可。
f/iS2fSSfTS-s51f5 他说，虽并非强制要求所有

《中国报》？曰出，力』保障所有s乘客必须扫描巴士内的二维
州精明巴土乘客和■安全，Am ^但翻、^府立场是鼓励所

乘客少路線

■乘搭雪州精明巴士的乘客，受促 
响应SELangKah计划扫描二维码。

@思汉指出，雪州精 
M明巴士已在本月4曰 

开始逐步投入运作，但 
一些巴士路线因乘客量 
减少而暂停。

他指出，目前共有103 

辆雪州精明巴士，其中 
20辆已提供给国家天灾 
管理机构（NADM)作为 

送抵达机场的人前往 
隔离中心。

他指出，一些巴士路 
线经过的地方属於新冠 
肺炎黄区，可发现乘搭 
量已减少，所以就允许 
让相关巴士路线暂停。

“我们也会根据乘客 
需要进行调整，我举 
例，一些巴士路线是主 
要经过学校和医院，不 
过学校目前尚未开课， 
而现阶段也甚少人会前 
往医院，所以一些巴士 
必须暂时停驶。”

他指出，所有精明巴 
士每天都会根据标准进 
行消毒工作。

-思汉指出M#i i w i U方便追蹤曾到訪民衆
SELangkah计划主要是

落实在企业、办公室系统，追踪到曾到访的接扫描二维码，扫描後 
或商店，因这些都是人民众。 会要求你驶入名字和电
潮集中和出入较多的地 他强调，上述扫描系话号码，随後会使用者
点，雪州政府也以身作统绝对不是作为追踪或个人识别码（PIN)， 

则并会响应上述计划。跟踪用途，毕竟系统只以证明使用者已扫描， 
他指出，SElangkah保留使用者的名字和联过程非常简单。” 

计划是为保障个人，一络号码而已，若有确诊 黄思汉指出，在扫描
旦相关单位是曾有新冠病例可直接联系民众。并输入资料的过程中，不 
肺炎感染者进出，都可 “对於第一次使用排除有人会提供假资料，
直接透过该计划的扫描者，你只需出示手机貪这反而会害了自己。

■内
为贴 
了有 
确^ 
保窣 
乘庄
客乘
保苎

社的
it奇

■雪州精明巴士每天都会根据标准进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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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不給做■路稅卻得繳

趨動小騵 m

燃赞
■小贩禁止开摊后，他们的罗厘或货车也没有使用，因此徵税会加重负担。

高志豪

(巴生7日訊）“不让我 

们做生意，还要收我们路 

税，这对我们不公平”！

政府实施行动管制令后，禁 
止流动小贩开摊，罗厘和货车 
皆停止使用，但是在管制期的 
路税还是得继续缴付，引起小 
贩不满，直斥政府不让他扪开 
摊赚钱，却要他们如期上缴路 
税，在手停口停的情况下，雪 
上加霜。

巴生市区流动小贩公会会长 
叶金发向《中国报》记者指 
出，流动小贩的交通工具属于 
商用交通工具，必须每半年（6 

个月）送检一次。
他说，流动小贩一般使用货 

车或小型罗厘，但是也有少部 
分小贩，例如鱼贩，使用大罗 
厘。

“不同的交通工具，所徵收 
的路税也不一样，大约是每半 
年155令吉至T20令吉之间。”

他说，陆路交通局允许小贩 
每月分期缴付路税，因此有些 
小贩一次过缴付半年路税，也 
有小贩每个月或分成几个月缴 
付一次，由小贩自己决定。

重新營業遙遙無期

他表示，从3月18日管制令 

开跑后，流动小贩便不允许开 
摊，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也自然 
无用武之地，而且迄今近2个月 
依然禁止开摊，重新营业的曰 
子也遥遥无期。

“但是，有小贩最近趁验车 
中心重开后，前往检验车子， 
才发现原来在他们禁止开摊的 
这段期间，路税依然必须缴 
付。”

他说，小贩并非运输业者或 
其它行业，在他们被下令禁止 
开摊、没收入的情况下，还要 
缴付路税，对小贩不公平，一 
些小贩在获知必须缴付管制期 
路税后，甚至录制短片红了眼 
眶开骂，直斥政府枉顾小贩的 
困境。

■流动小贩的各类罗厘或货车，所徵收的路税约每半年155令 
吉至720令吉。

要求取消攤格及清理費
金发也促请雪州政府，要求个地方政府暂 

H I时取消小贩每3个月缴付一次的摊格和垃 

圾清理费。
他说，虽然讀州小贩一直以来不需要缴付执 

照费，但是每天还得缴付4令吉的摊格和垃圾 
清理费，一个月约120令吉，3个月便多达360

V 这个非常时期，摊格和垃圾清理费对小
贩而言，也是沉重的负担。”

他也重伸，停工近2个月后，目前许多小贩 

生活已经开始捉襟见肘，州政府所给予小贩的 
一次性500令吉援肋金也严重不足，因此希望 

州政府“加吗”。

■叶金发：希 
望政府豁免禁 

止开摊期间的 
路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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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8日，八打灵旧巴刹还是在关闭当中，还没有恢复营业。
■八打灵县卫生局周四在八打灵旧区巴刹进行第5轮的筛检工 
作，当日共有177人出席。

(吉隆坡7日讯）经过4次社区筛 
检行动后，八打灵旧区巴刹共有26 

人确诊患上新冠肺炎。
八打灵再也旧区巴刹于4月27曰， 

一名鱼贩确诊患上新冠肺炎（2〇19 

冠状病毒疾病）后，该巴刹迄今仍 
被关闭，卫生部也展开一系列消毒 
和社区筛检工作。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官方网站宣 
布，八打灵县卫生局今日（8曰） 

为小贩和工人进行最后一轮的社区 
筛检活动。

經4次社區篩檢

市舊區巴剎26確診
其他尚未接受新冠肺炎检测的小 
贩、肋手和工人，都被要求出席今 
曰检测活动，及早前已在医院或私 
人医院接受检测的小贩、助手和工 
人等被要求携带检测报告出席。

八打灵县天灾管理委员会主席佐

哈里，接受《中国报》记者询问时 
说，该巴刹迄今（包括今日）共进 
行5次社区筛检工作，前4次分别是 
在4月29日、5月1日、2日和3日。

他说，前4次的检测共有26人被确 
诊患上新冠肺炎，在第1至第3次共

25人确诊，第4次则増加1人，最新 

确诊的是名工人。
他指出，在这26人确诊者中，24 

人是巴刹小贩和工人，2人是公众。
他说，今日（7日）是第5次检测 

活动，共有177位小贩和工人出席。

“我们还不知八打灵旧区巴刹何 
时可以重开，但最主要是要取得该 
巴刹所有小贩和工人的检测成绩， 
确保小贩和工人等没人出现确诊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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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批發公市面試招聘？

士拉央市會：假廣告
(吉隆坡7日讯K士拉央市议 

会否认明天（8日）在双溪杜 
亚路(Jalan Sungai Tua)白勺 
斯里西安旦礼堂（Dewan Sri 
Siantan )，有一项由吉隆坡 

批发公市举行的工作面试活 
动。

士拉央市议会今日针对一项 
在社交媒体上，有关吉隆坡批 
发公市明曰举行工作面试活动 
的广告做出否认，并反驳是假 
广告

有关贴文是在whatsapp群组 
中出现，贴文内容声称明午2时 
至5时，在双溪杜亚路（Jalan 

Sungai Tua)的斯里西安旦礼 
堂(Dewan Sri Siantan )，

会为吉隆坡批发公市举行工作 
面试活动。

贴文中也注明在批发公市蔬 
菜区工作的日薪是TO令吉，海 
产区日薪90令吉。，

文告说，市议会未曾批准或 
接到在该礼堂举行工作面试活 
动的申请，根据市议会调查， 
广告内的联络电话无法联系及 
不活跃。

市议会也促请民众停止分享 
该广告，避免为那些正在■找 
工作的人制造更多混淆及错误 
白勺讯自

任??有关市议会的讯息，公 
众可以直接浏览官方网站WWW • 

mps.gov.my，或联络
1-800-222-677 及03-6138 

9898。

此外，吉隆坡批发公市一带 
的批发商受询时，部分表明曾 
接到该信息，该消息是最近一 
两天在社交媒体中流传。

他们重申，批发商最近有在 
聘请工人，但都是由批发商自 
行面试工人，每天都有许多人 
问工。

“我们相信是因为许多人， 
知道吉隆坡批发公市批发商正 
在找工人，因此不排除有人籍 
此散布假消息，不排除是诈骗 
的技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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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拉央市议会否认明天在 

斯里西安旦礼堂有一项为吉 

隆坡批发公市举行的工作面 
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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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免費巴士恢復服務
(加影7曰讯）加影地区的雪 

兰栽免费巴士已于周三（6曰） 

起恢复服务。
加影市议会发布通知指出， 

加影地区的免费巴士服务，从 
早上6时开始至晚上10时。

已恢复服务的巴士路线包括 
KJ01 (3辆巴士）、KJ02、KJ03 
及KJ04，这些路线都有2辆巴士 

投入服务。
市议会提醒乘各，必须戴口 

罩，使用消毒搓手液、注意乘

客数量及安全社交距离。
此外，市议会也透过面子书 

发布通告，要求区内所有商店 
必须下载SELangkah二维码， 

让访客扫瞄及登记，以便卫生 
部可以追踪新冠肺炎病患接触 
者。

业者可以到www. selangkah • 
my下载二维码（QR Code)，打 

印出来贴在商店门前供访客扫 
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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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t日讯）太 

子园巴刹一旦于下周 
三（13日）重新营 
业，将会保留3个出 

入口，并规定所有出 
入人士都必须测量体 
温和扫描SElangkah 

二维码，以便保留商 
贩和消费者的出入记 
录。

°虽然行动管制令被 
放宽，不过露天巴刹 
仍旧不允许营业，故 
太子园巴刹摊位估计 
最快在本月13曰才能 

复工.
莲花苑州议员黎潍 

福向《中国报》指 
出，距离开业剩下1 
周时间，他已与巴刹 
公会开会讨论，为准 
备开业做好部署方 
案。

^说，目前锁定的 
3个出入口分别位于布雅玛华 
路(Jalan Bunga Mawar) BHP 
油站、布雅丹绒9路（Jalan 

Bunga Tanjung
9 ) (_ T-e 1 eveN便利店斜对

面）和巴刹尾端靠近小巴刹 
(Tapak Expo) 0

他直言，粗‘计算小贩和 
工作人员已有三四百人，加 
上过往太子园巴刹的人流非 
常多，所以在控制人流方面 
颇具挑战。

“其他摊位之间的入口、 
橫巷都会用铁架围起来，限 
制公众只能从3个出入口进

出 ，’
°他的团队和志愿警卫团成 

员会在3个出入口，设置临 

时柜台和消毒通道，所有

人出入都必须测量 
体温、消毒和扫描
SElangkah〇

他再三重申，限 
芾IJ3个出入口并非故 

意为顾客带来不便， 
目的是为所有出入巴 
刹的人带来保障。

询及巴刹购物的长 
者未必有智能手机， 
黎潍福说，如果长者 
没有智能手机扫描二 
维码，将会以人手方 
式记录他们名字和电 
话。

他也奉劝进入太子 
园巴刹范围店铺的顾 
客，也扫描业者准备 
的二维码，万一发生 

确诊事件，能追踪其 
他顾客造访记录和为 
相关店铺进行消毒。

小販曰繳RM10聘警衛團
+聘请志愿警卫团协助控 

制巴刹人流和准备搓 
手液，小贩们被通知每曰得 
缴付5至10令吉作为相关费 

用。

黎潍福指出，市议员蔡耀宗 
曰前到太子园巴刹进行简 
报，让小贩们知道接下来开 
业的部署方案。

他说，聘请志愿警卫团的

■太子园巴刹在行动管制期 

不允许开业，不过莲花苑团 

队仍旧消毒。

■太子园巴刹会保留3个出人 

口，所有人都必须在出人口消 
毒和扫描二维码。

■黎潍猖指太子园巴刹过往人潮很多，所以重新开 
业后，控制人流的工作颇具挑战。

费用暂时还没定下来，估计 
费用介于5至10令吉，由公 

会和巴刹管理层公开透明管 
理这笔款项。

“巴刹管理层会出入口处 
准备消毒隧道，费用由莲花 
苑团队承担。”

■小
蔡贩
耀开
宗些
日后
前必

尉1
小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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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敦馬任相動議

(吉隆坡7日讯）国会下议院 

议长丹斯里莫哈末阿里夫说，国 

会已驳回支持敦马哈迪出任首相 

所提出的动议。

他指出，经过研究后，仙本那 

区国会议员兼沙巴首席部长拿督 

斯里沙菲益通过一封志期5月4曰 

的信函所要求提出的动议，不符 

合《联邦宪法》第43条款，因为 

质疑国家元首任命首相的权力。

沙菲益呈信任马哈迪动议

他是在给予沙菲益的回函中， 

这么指出。同时，他也向《马新 

社》证实，回函内容属实。

较早前，沙首长拿督斯里沙菲 

益阿达在一封信头为"仙本那国 

会议员服务中心办公室”的公 

函，向国会下议院议长丹斯里莫

哈末阿里夫要求提呈动议。

他要向国会提呈“信任马哈迪 

动议”，以前首相、土著团结党 

浮罗交怡区国会议员敦马哈迪， 

才是获得大多数国会议员信任的 

人选，要求国会下议院作出决 

定。

他援引议会常规第26 ( 1 )条 

文，与第27 ( 3 )条文同读，致 

函要求议会批准提呈动议，决定 

马哈迪拥有大部分国会议员的支 

持。

他在致议长的公函中说：“拿 

督斯里沙菲益阿达（仙本那）建

议议会批准仙本那国会议员根据 

议会常规第26 ( 1 )条文，与第 

27 ( 3 )条文同读，提呈动议决 

定浮罗交怡国会议员拥有大部分 

国会下议院议员的信任。”

他在信中强调，他这项动议与 

《联邦宪法》第43条文，即委 

任一名首相的权力在国家元首身 

上，并没有冲突。

他说，这项动议只是通过国会 

下议院会议向人民展现此事，同 

时也通知国家元首/国家皇宫。 

(LMY)

相
所
提
出
的
动
议
。

沙
菲
益
支
持
敦
马
出
任
首
哈
迪
动
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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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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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兹敏叛黨雪大臣開除6市議員
(沙亚南7日讯）6名疑是公正党前署理主席 

拿督斯里阿兹敏支持者的雪州市议员，在面对 

党纪律行动之际，被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 

丁未说明原因的情况下，终止市议员的职务。

据《星报》报导，雪邦市议员莫哈末米占为 

6人中最先接获由大臣署名、志期4月6日的终 

止市议员职公函。报导还预测，类似的开除清 

算将陆续有来。

较后被停职的是安邦再也市议员哈山尤索夫 

偕3名同僚纳兰达纳巴兰、哈斯丽娜阿宾和萨

马依斯迈；另一人为梳邦再也市议员依斯迈卡 

马。6人声称遭到"政治仇杀”的对待。

阿米鲁丁所签署的终止市议员职公函，仅简 

略阐明他们从2018年至2020年的市议员2年任 

期，已在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第171号）赋 

权下，于今年5月7日被终止，但没说明原因。

据了解，这6人是因为支持贸工部高级部长 

阿兹敏，早前发动‘‘喜莱登政变"组成国盟政 

府，导致希盟政府垮台，而遭到公正党的纪律 

对付。（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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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议篇议长锻El提里
(槟城7日讯）国会下议院议长一封志期5月4日的信函所要求提出的动

丹斯里莫哈末阿里夫说，国会驳回 

仙本那国会议员兼沙巴首席部长拿 

督斯里沙菲益提呈支持敦马哈迪医 

生的动议。

他指出，在经过研究后，仙本那国会 

议员兼沙巴首席部长拿督斯里沙菲益通过

议，不符合联邦宪法第43条款，因为质 

疑国家元首任命首相的权力。

阿里夫周四上午向媒体证实，沙巴首 

长沙菲益上呈对浮罗交怡国会议员敦马哈 

迪的信任动议，指敦马仍在国会中获得多 

数支持，并说明动议并非要违逆宪法授权 

予国家元首委任首相的权利，而是通过议 

会表明情况。

可是|社交媒体迅速于周四（7曰） 

下午传出一封阿里夫给予沙菲益回函，以 

上述动议不附合联邦宪法第43条文，因 

为动议已质疑宪法赋予国家元首委任首相 

的权力。阿里夫以上述原因为由，驳回相 

关动议。隨後，阿里夫週四下午向马新社 

证实，回函内容属实。#

一.選

I
莫哈末阿里夫说，国会驳回 

支持敦马哈迪医生出任首相 

所提出的动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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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辉：国州政府行管令冲突 和林子辉：中央与州政 

府都有各自的权限范围 

来执行行管令，不过若 
两者之间有冲突，根据 

联邦宪法，人民是必须 

根据中央的指令。

(槟城7日讯）执业律师林子辉表 

示，中央与州政府都有各自的权限范围 

来执行行管令，不过若两者之间有冲 

突，根据联邦宪法，人民是必须根据中 

央的指令。

他接受《光华曰报》访问时解释，虽然 

两者在公共卫生、设施与与疾病防范领域 

都有各自的宪赋权力，不过在这次的疫 

情，两者都必须一起制定一套行动及计 

划，并在做决策之前一起商议，基于民主

让人民也参与决定，如此一来那人民才能 

尊重相关决定。

他说，新冠肺炎是全球性疾病，这是 

极具重要且严肃的事情，如果中央与州政 

府在这场疫情上而分裂，根据联邦宪法第 

15〇（1 )条文下将宣布紧急状态，而所有中 

央与州政府的相关政策与计划，将一切归 

于中央政府管控。

他也表示，中央政府是根据联邦宪 

法而执行行动管制令（MCO)，如今放 

宽经济领域，并以有条件行动官指令 

(CMOC)来执行，而警方是依据中央政

不应过份政治渲染

民众须自律勿趴趴跑

“行
动管制令上不应有过份政治渲染。人民也应自律 

不要四处乱跑。”

林子辉表示，面对高级政务部长（国际贸易及工业部）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的警告，以曹观友为首的槟州政府准备面对 

中央政府的法律诉讼，从这件事来看，两者并没有加以说明是 

以哪一项作为准则。

他分析说，从阿兹敏的文告里，说的是可能会采取法律行 

动，不过当中并没有很明确说明是哪一项；而曹观友则表示挑 

战阿兹敏放马过来，也同样没特别注明是针对什么事项，况且 

也不是完全拒绝跟从中央的“有条件行管令” （CMOC)。

方炎华：给充足时间防备

落实分阶段做法较安全

府指示来执法，就如当时中央宣布放宽 
实行CMOC后，警方也撤走所有路障， 

无论有关州政府表示不愿跟从中央政府 

当天的放宽指示。

“同样的卫生部也属于中央政府的管 

治范围。中央政府也是依据卫生部的意 

见，而制定有关行管令。”

“相反的，如果联邦政府过后还是宣 

布延长行管令，但州政府不跟从，即解 

放人民四处走走，那警方将有权对付这 

些违法者。” #

“中央政府说5月4日放宽准许复工，而州政府也并非完 

全反对CMOC，并也于5月8日开始起分阶段逐渐放宽复工， 

两者最终目的同样是达到开放经济领域的目的。”

“而且距离5月12曰行管令结束前，目前也只剩下6天的 

时间，所以一切还是回归到最重要的人民的个人醒觉意识，不 

要因政府宣布放宽行管令，而忘了最基本的卫生安全指南，如 

一米社交距离与戴口罩等。”

他认为，这场疫情人民已饱受恐慌、焦虑与不安，因此中 

央与州政府在实行行管令上，不应有政治感染，也要顾及前线 

人员的感受，两者应放下政治歧见，携手一起对抗这场疫情。

“不管是中央还是州政府，他们在各别执行的行管令，其 

最终出发点都是为了人民好，因此最重要的还是回归民众的醒 

觉意识，遵从卫生部给予清洁与安全指南，也不要四处往外 

跑，以免增加散播与感染病毒的机率。” #

许廷炎:经济受损人民受苦

本月应开始慢慢复

槟
州中华总商会会长拿督斯里方 

炎华表示，州政府的落实分阶 

段的做法会比较安全与稳重，而且也 

给予充足时间让商家们准备防范措施 

与卫生工作。

他说，行管令实行都已这么多天 

了，突然中央政府宣布要复工，其实 

是蛮担心的，因为没有足够时间来准 

备防范与卫生工作，尤其是涉及庞大 

的员工数量如外劳，为了安全起见， 

必须给予他们相关检验才行。#

槟
州华堂主席拿督斯里许廷炎 

表示，中央政府与州政府各

方炎华：州政府的落实 

分阶段的做法会比较安 

全与稳重，而且也给予 

充足时间让商家们准备 

防范措施与卫生工作。

别宣布复工的时间，其实也只是相 

差那么几天而已，因此认为这只是 

他们之间的政治手段，也不愿对此 

发表评论。

他指出，其实这个月开始也应 

该开始慢慢复工，因为国家经济已 

受损，人民生活也痛苦。

“相比其他国家下，虽然我国疫情情 

况没那么严重且受控制，不过是时候让 

那些商家业者们重新投入职场以重整经 

济领域，同时严厉执行卫生安全指南。” 

#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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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廷炎：其实这 

个月开始也应该 

开始慢慢复工， 

因为国家经济已 

受损，人民生活 

也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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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7日讯）前首相兼浮罗交怡国会议员敦马哈迪医 

生已通知国会下议院议长丹斯里莫哈末阿里夫，将在来 

\临的5月18日国会向首相丹斯里慕尤丁，提呈不信任动 

议，但今晚证实已被驳回。

据《南洋商报》探悉，除了早前沙巴首长拿督斯里 
」沙菲益动议投马哈迪信任票遭国会驳回外，马哈迪本身 

1 I也提出“倒慕”的动议，不过，有关动议已经遭否决。

也意味着，任何有关通过国会表决决定首相人 

M选的动议，全数遭国会下议院“拦下”。

根据“马来邮报在线”取得马哈迪志期5月4 

日致莫哈末阿里夫的信函，马哈迪指慕尤丁没有 

掌握多数议员支持以受委首相，而要求提呈这项 

，不信任动议。

这也是继沙巴州首席部K:拿督斯里沙菲益阿 

达在志期5月1日致函给莫哈末阿里夫，指有意 

向国会提呈马哈迪生，仍获下议院多数支持的信 

任动议后，莫哈末阿里夫收到的第2封函件。

投慕尤丁不信任

敦马动议被驳回
握
多
数
议
员
支
持
。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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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
：
慕
尤
丁
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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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槟城7日讯）沙巴州首席

报道：黎添华 部长拿督斯里沙菲益阿达已

---------------------------------------- 致函下议院议长，指有意向

国会提呈也是前首相的浮罗交怡国会议员敦马哈迪医 

生，仍获得下议院多数支持的信任动议，不过，副议长 

指动议已被驳回。

沙菲益阿达是以仙本那国会议员身分呈函，下议院 

议长丹斯里莫哈末阿里夫已向媒体证实接到有关信函。

挺敦马回锅

国会拒沙碰动议

《南洋商报》
向副议tC：拿督莫哈末拉昔查询 

此政治突变时，拉昔表示，有 

关动议不符合宪法第43条 

文，即委任首相是宪法赋予国 

家元首的权力。

沙菲益阿达是仙本那国会 

议员。据了解，有关动议志期 

5月1日。

根据本报所见信函，内容 

提到“仙木那议员将建议下议 

院允许他根据议会常规26 (1) 

与同读的27 (3 )条款，提呈 

‘浮罗交怡国会议员拥有下议院 

多数议员的信任’的动议。” 

沙菲益阿达在函中指动议

无意减贬宪法43条文 

赋予国家元首在我国 

的国会议员中，委任 

一名首相的权力。

较早前，本报 

也向阿里夫助理了 

解此事，后者没有 

否认，仅表示下议 

院秘书处会在明天（8日）就此 

事发表文告

无论如何，根据马来邮 

报，沙菲益阿达今日在沙巴受 

询及有关信函时，不愿证实有 

关事宜。

国会今年将于5月18闩 

召开，不过，政府已把原订3 

月的有义国会会议展延至5月

18日召开’并以2019冠状病 

毒病疫情为由，决定只召开一 

天。

3月的国会会议是在马哈 

迪辞去首相职后被展延，过后 

希盟政府倒台，之后，丹斯里 

慕尤丁获国家元首委任为新任 

首相，后者领导国盟执政。

议
被
驳
回
。

沙
菲
益
挺
敦
马
回
锅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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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长：质疑元首任相权力

沙菲益动议违宪”
(吉隆坡7日）国会下议院议

长丹斯里莫哈末阿里夫说，国 

会已驳回支持敦马哈迪医生出 

任首相所提出的动议。

他今晚向马新社证实这项 

消息时指出，国会经过研究 

后，基于仙本那国会议员兼沙 

巴首席部长拿督斯里沙菲益通

过信函所要求提出的动议，不 

符合联邦宪法第43条款，W 

为质疑国家元首任命首相的权 

力。

他说，他已通过回函通知 

沙菲益，动议已被驳回。

沙菲益通过志期5月4日 

的信函，向国会所要求提出上 

述动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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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台3个月 

就if清君侧
”

片冰心
I陈圆凤

严格讲起来，“喜来登 

行动”并不是高级部长阿兹 

敏策划的第一场政变，早几 

年前登上雪州大臣那一连串 

的行动，才是他第一场。当 

时他结合伊斯兰党，硬是从 

旺阿兹莎医生手中取下政权，现在是连环夺，都成功，足见其 

政治手段高超，难逢敌手。

慕尤丁政府上台后，身为首席夺权功臣，阿兹敏却只能位 

居四位高级部长之列，虽然看似名列榜首，然而，毕竟还不如 

“副首相”这个身分所代表的显赫及高权，相信他一定很失

望

每个人都知道他的h的和野心，就是要在新政府中至少只 

是一人之下而已。现在，明显被压制，而且，很快的也成了众 

矢之的。

结盟3月公开内斗

结盟不到3个月，全国还在抗疫呢，可是，巫统和土著I才丨 

结党，还有伊党都开始争权夺官了，国盟内斗公开上演，巫统 

多位领袖群起炮轰阿兹敏在“抗疫复工”行动中表现不适当。 

他们不批评首相却将炮火对准旁边的阿兹敏！这是不是“清君 

侧”的伎俩呢？

有读中国历史的人，对“清君侧”这个名词一定不陌生。 

很多造反者，明明是对皇帝不满而行大逆不道之事，却不敢明 

着说，于是就说皇帝身边有奸臣小人，甚至说是皇帝被奸臣小 

人所制，发动政变是为了清除皇帝身边的奸臣小人。也许，后 

来不小心在动乱中小人把皇帝弄死了……这类戏码我们看得 

多，自己也懂得耍。

阿兹敏现在面对来自巫统、土I才丨、伊党及希盟的炮火，像 

不像“被清君侧”？

之前在巫统和伊党都有很多人支持他，现在，都好像反 

了，因为立场不同了。也许，阿兹敏并没有看到这点，以为他 

们还会继续支持他，因为是他带给他们机会。

如果这几年阿兹敏没有居中调度，巫统和伊党很难有机会 

这么快就上台，尤其是伊党，盼望执政中央多少年都不得其门 

而人！

阿兹敏帮他们实现愿望，照理，巫伊应该成为他当首相的 

后盾，然而，他们现在视阿兹敏为强劲的对手，W为彼此都要 

争权，尤其巫统，绝对不能看着首相大权在慕尤丁之后还旁落 

他人。

即使阿兹敏最后加人巫统，巫统现在几位大佬也不会给他 

当首相，另一位高级部K：依斯迈沙比里，看似正朝这方向走。

四面炮火濒临悬崖

总之，换了一个位子之后，阿兹敏虽赢来更上一级的官 

权，却也将自己置于四面炮火中，脱离了公正党的束缚，破坏 

了安华的首相大梦后，阿兹敏很可能也把自己推向另一个更险 

峻的政治悬崖。

近日，风闻阿兹敏等人要组织新党，一定是一个马来种族 

政党，如此一来，马来人大团结的戏码乂唱不下去了，慕尤丁 

政府是否又起波澜呢？

无论如何，看着巫统领袖怒骂阿兹敏，还是挺新鲜的，马 

来领袖之间除非是敌对阵营，很少自己人骂自己人，都是“帮 

亲不帮理“的，这一次如此不留情面，显见没有把阿兹敏当自 

己人，上台不到三个月呢，这么快就翻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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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_“管針

茶水老板 

籲陈奕麟

"^容钰婷/摄影：房子康

(安邦7日讯）有条件行 

动管控指令进入第4 

天，安邦太子园很多食 

肆仍像刚落实首四阶段 

的管控令时般没开业，

管控令第天

顾客少又遇公假

民众要打包也困难 餚多麵包鷓；
我国进人有条件管控令 

阶段，吉隆坡食肆可根据条 

例及规则，开放丨丨:民众进人 

用餐，惟在雪州方面，州政 

府仍不允许食肆堂食，而食 

肆业者和顾客考虑到堂食会 

增加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风 

险，一般也都欢迎这项政 

策0

不过，《南洋商报》今 

R走访安邦太子园发现，很 

多食肆与商店大门深锁，相 

信除了因为管控令期间顾客 

不多，公假也是原因之一。

据观察，该区只有几家 

食肆开门营业，街道也相当 

冷清，虽然有些地方交通稍 

拥挤，但停车位也不像平R 
般一位难求。

据向当地商家和民众了 

解，很多食肆没开业做生 

意，顾客要打包也不方便， 

即便食肆营业时间从上午7 

时延长至晚上10时，但大部 

分食肆或茶餐室只开业到下 

午，甚少营业到晚上。

很多业者也严谨遵守管 

控令及防疫措施，虽然只开

放丨丨:顾客打包，但维持安全 

排队距离，有业者甚至特地 

购买消毒机器，每天为店面 

消毒。

堂食增加感染风险

受访的餐饮业者说，堂 

食增加冠病感染风险，而且 

开放堂食得记录顾客联络方 

式很麻烦，即使雪州政府恢 

复堂食，他们也会先观望。

另外，基于冠病疫情未 

消，民众也不敢掉以 

轻心，大部分都有戴 

口罩。

受访顾客表示虽 

然耗时排队等待，但 

社距很重要，所以不 

会介意等候，而且打 

包回家也比较干净，

能减低感染冠病风 

险，

另外，有民众认 

为开放堂食应看地 

区，若非冠病红区可 

考虑开放丨丨：顾客堂 

食，这样比较方便。

买消毒机每天消毒

生意下跌约50%，担支持 

雪州政府不开放堂食措施，保 

护自己和顾客安全最重要。

茶餐室地面有画线让顾客 

保持安全社交距离排队，也买 

了消毒机器每天为店面消毒，

若5月12日政府开放堂 

，会暂时休息，W为顾客多 

乐龄人士，老人家不配合很 

难控制，所以宁愿少做一点生 

意，就算一桌两人也暂不开 

放，生命比较重要。

陈奕麟展示特地购买的消毒 

机器，每日为茶餐室消毒。

最好不要堂食
-鱼丸粉业者•雷新凤

生意有下跌，但最好不要开放堂

安邦太子园营业商店不多，开业商店外几乎都排队

做打包生意就好。

听说吉隆坡允许堂食，但很多顾客 

不敢进人用餐；若5月12日后开放堂 

食则会再看情况。

有很多民众不听话，做生意者没办 

法，只能叫顾客保持距离排队，注意好 

安全。除了戴口罩，也要消毒双手，健 

康最重要。

打包比较干净
——家庭主妇•李女士

只要能打包就好，即使必需保持 

安全距离排队等候，闪为打包比较干 

净，对人民也较安全。

保护安全最重要，现在要保持新 

生活方式，人民才不会牺牲，这也是 

大家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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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已接“大信封”

雪13蓝眼县市议员料被革职

(吉隆坡7日讯）雪兰莪州料

有13名人民公正党县市议员 

被革职，其中6人已接获雪州 

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发出的 

革职信。

消息向《南洋商报》记者 

指出，在名单内的13名县市 

议员，旱前已列人公正党吊销 

党籍的名单中。

该分名单共有285名党员 

的党籍被吊销，包拈县市议 

员、区部主席和国州议员等。

前后接获革职信的6人包 

括最早在星期彐收到革职信的 

雪邦市议员莫哈末米占阿特 

里，星期二晚收到革职信的梳 

邦再也市议员依斯迈卡马阿都 

拉曼。

另外被革职的4名安邦再 

也市议员是拉南、哈斯林拉、 

沙马依斯迈和哈山尤索。

另外，根据英文《星报》 

报道，革职信由阿米鲁丁签 

署，但未阐明革职理由，信中 

只列明市议员的任期从2018 

年至2020年，根据1976年地 

方政府法令（171法令），职 

务将于5月7日终止。

为此，6人向星报指被革

职是“政治复仇”，被革职的 

6人与其他被吊销党籍者是国 

际贸易及工业部高级部K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房屋及地方 

政府部长祖莱达的支持者，不 

少还出席政权更迭前在喜来登 

酒店举行的政治会议。

希盟政府垮台及该党出现 

背叛事件后，该党就来个大清 

算，包括县市议员也大洗牌。

除了以上6人，相信其他 

被吊销党籍的县市议员料陆续 

会接获革职信，同样在吊销党 

籍名单中的加影市议员林金 

瑛，星期二晚受询时声称未接 

获任何通知函件。

林金瑛与另外2名被吊销 

党籍的加影市议员莎妮花和崙 

拉也在名单中，3人星期B旱 

上也出席加影市议会新任主席 

拿督祖基菲里的宣誓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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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彐致S议长 
B不值任酋相动议

吉隆坡7曰讯|前首相兼土著团结党会长敦马 

哈迪正式致函国会下议院议长丹斯里莫哈末阿里 

夫，以便向首相丹斯里慕尤丁提呈不信任动议。

与此同时，沙巴民兴党 

主席拿督斯里沙菲益阿达则准 

备在5月18曰复会当天，提呈 

一项对马哈迪的信任动议。

目前，莫哈末阿里夫已 

正式驳回沙菲益的申请，惟尚 

未对马哈迪的信函做出决定。

预料，议长会在明天才 

正式回覆马哈迪的信函。

沙菲益较早时证实，他 

已致函莫哈末阿里夫，以便提 

呈对马哈迪的信任动议。

沙菲益也是仙本那国会 

议员，他今日向媒体证实，在

社交媒体上流传，一份他致予 

莫哈末阿里夫的信函是真的。

无论如何，沙菲益不愿 

进一步说明，他提呈这项动议 

的原因。

与此同时，莫哈末阿里 

夫接受记者的询问时，也证实 

收到沙菲益的信函。

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出 

现一封志期5月1日，由沙菲益 

致予莫哈末阿里夫的信函，要 

求一旦国会在5月18日召开， 

让国会议员表决，以证明他们 

对马哈迪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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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尤丁政府
7用夫考金

2月的喜来登政变之 

后，大马不久就遭逢第二波 

新冠疫惰的冲击，首相慕尤 

丁也因此将5月国会会期缩 

短至1天，反对党或需等7月 

才有机会对慕尤丁提呈不信 

任动议。

正逢509改朝换代二周

年之际，时评员指出，慕尤 

丁的国民联盟政府目前处于 

不稳定的惰况，能否支撑到 

7月，都是个问题。

政治评论员认为，除了 

在野党外，巫统、国民联盟 

内的国会i乂贝也可目自会对慕 

尤丁投不信任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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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合作关系不定 

大曰政届随时驟变
吉隆坡7日讯|自509大选后大马政治博弈剧烈，今 

年2月的喜来登政变，国民联盟成功夺杈，导致执政不 

到2年的希盟政府垮台，这场杈力的游戏在后疫情时期 

将会重启。分析认为，土团党党选、国会、州政杈、法 

庭案，这四个「竞技场」的变化，以及各个政治势力的 

关系变动，都可能促使大马政政治出现骤变。

封面头条

tiaf■侯显佳

即将在7月复会开议的国会 

是权力竞技场之一，对首相慕尤 

丁的不信任投票和国会角力，直 

接影响中央政权。

目前慕尤丁和国民联盟掌 

握113国会议席，希盟、民兴党 

和土团党马哈迪派系共掌握107 

议席，还有2名亲马哈迪的独立 

人士，为实兰沟国会议员巴鲁比 

安和武吉干当国会议员赛阿布胡 

先。

行动党政治教育局主任刘镇 

东受访时称，严格意义上7月才算 

正式召开国会，届时国会议员可 

以提呈正式的不信任动议，议长 

可以拒绝。

然而，每_份法案及10月的 

财政预算案是否通过，都可以是 

对慕尤丁的不信任投票。

刘f真东®行动党政治教育局主任

政治评论员潘永强博士则认 

为，慕尤丁政府处于脆弱和不稳 

定的情况，能否支撑过7月都打上 

问号。

刘镇东说，慕尤丁面对的不 

信任投票考验，不仅限于来自希 

盟，也可以是国民联盟和巫统的 

任何国会议员，虽然共同执政， 

但巫统对慕尤丁的支持并非是铁 

板一块，最明显的是近期巫统发 

出对职位分配不满的声音。

他表示，简单来讲，巫统已 

形成2大派，分别是较为支持慕 

尤丁的希山慕丁派，以及前首相 

纳吉派。若纳吉一派在国会反对 

慕尤丁，慕尤丁的地位就岌岌可 

危。

巫统内部派别林立

潘永强则指出，巫统内部派 

别林立 > 慕尤丁得到的来自巫统 

真正支持只有1/3到1/4，主要是 

希山慕丁、凯里等，这些人与纳 

吉、阿末扎希的派系比较疏远。

他称，巫统并没有全力支持 

慕尤丁，这是基于要推翻希盟政 

府的权宜之计。

「巫统内邰人士不见得看得 

起慕尤丁，毕竟巫统有30多个国 

会议员，慕尤丁加上阿兹敏阿里 

人马的支持，才有20多个议员支 

持，巫统也会质疑为何慕尤丁能

担任首相。」

刘镇东指出，原本慕尤丁的 

构想，是争取到125至130席位的 

支持，如此一来他就有非常大的 

操作空间。「但目前，他的国会 

支持仅有113议席，巫统有10至 

15个人在国会倒戈，慕尤丁就有 

下台风险，他是处于进退不得的 

状况。」

刘镇东称’牵扯到国民联盟 

权力关系的另外一个竞技场是法 

庭。纳吉的第一个案件很快要审 

结，结果最终如何或纳吉被判坐 

牢，届时慕尤丁和巫统的反应， 

都会对政局有所影响。

因此，大马政局可能出现巫 

统内部在国会反慕尤丁，导致慕 

尤丁下台，或作为施压慕尤丁换 

取官职的手段。

近曰来出现的政治动向，反 

映了巫统与国民联盟保持距离的 

态度，同时巫统不满职位分配的 

声音不断涌出。

潘永强说，不一定是在野 

党对他投下不信任票，巫统、国 

民联盟内的国会议员也可能对慕 

尤丁投不信任票。「若巫统与慕 

尤丁关系恶化，在需要的投票时 

刻，部分巫统国会议员弃权或

不出席，收回东 

对慕尤丁的支€ 

持，他基本上网 

就倒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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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派6雪市议员遭革职
八打灵再也7日讯|公正党

「清党」行动延烧至雪州地方政 

府，隶属前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 

敏阿里派系的6名雪州市议员遭开 

除市议员职务！

根据《星报》，6名遭开除的 

公正党市议员，包括梳邦再也市 

议员依斯迈卡玛阿都拉曼、安邦 

再也市议员那兰达纳巴兰、哈斯 

里纳卡欣、沙玛依斯迈、哈山尤 

索夫及雪邦市议员慕哈末米占。

据悉，安邦市议员哈山尤索 

夫是当中最早接获开除信的市议 

员，雪邦市议员慕哈末米占则是 

在昨曰接获开除信，是该市议会 

第一个接获开除信的市议员。

梳邦再也市议员依斯迈卡玛 

阿都拉曼’是在周二沫仪接获终 

止其市议员职务的信函，是6人中 

最迟接获消息的一个。

6人皆是接获由雪州大臣阿 

米鲁丁签署的开除信，内容注 

明，根据1 976年地方政府法令 

(171法令），原本任期介于 

2018年至2020年的市议员职务，

已自5月7日起被终止。

然而，有关信函中，并未注 

明市议员被终止职务的原因。

据了解，被开除的6名市议 

员，都是公正党的市议员。他们 

早前也遭到公正党纪律委员会对 

付，被指支持由阿兹敏阿里领导 

的团队组成国民联盟政府。

无论如何，他们坚称雪州政 

府终止其市议员职务，乃是一种 

「政治复仇」的行为。据悉，接 

下来陆续将有更多公正党的市议 

员将被终止职务。

慕哈末米占受访时直言，他 

相信这不是来自阿米鲁丁个人的意 

思，而是来自公正党高层的指示。

哈山尤索夫也声称，被开除 

是可以预料的，因为他不是公正 

党内，支持由阿米鲁丁领导的主 

流派，而是支持国民联盟阵线政府 

的一派。「我担任安邦再也市议员 

职已有6年之久，市议员职务被终 

止，这举动看起来不像大臣的所作 

所为，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更高的 

领导层做出这样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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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达要 

向国会提呈“信任马 

哈迪动议”，要求国 

会下议院决定马哈迪 

才是获得大多数国会 

议员信任的人选。

^R.^IAIMTinR
iitenc-

rngariiiurCwWr*trv h
JC—!,lfa»«il ^1 I

很 f- |
Hfc. uiu. HbmOiOum uniwrA m _ _ra lumuN. uiu tmx. WM uiMnu.HwwM buju.* nm kUMMmM

Uf*v*f*. P(HU>U UIWT* fMi m mtJifmH u tMut 
Wia|%i Mtj rim asMoau p«»s«. ih.4 HiHVfnu 
nw^nw HUMn iMhvJ BWWL^T
<u?nr ci itAKt wuilum wniMur m mi cmu.

rn^iutM imvMui ir ih imiah rMA^rt.%v KMTUBM «C_ rtMW—r «»**■ M
■hh ii m iinacMiOiKartn

M M lrvi〇1 知
l_

* Uh MMkJI hMCah

I| I III
KH

r«i tmjMMmwm U*.dfr^

阚络上 

流传一封志期 

5月4硃，来自 

马哈迪办公室 

致函国会下议 

院议长丹斯里 

莫哈末阿里 

的信函，马哈 

迪要■求在来临 

的国会，向慕 

尤丁提呈 

任动议。

议长莫| 

哈末阿里夫已1 

正式回函并拒1 

绝接纳沙菲益I 
的动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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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菲益“信任敦馬” igiSH、、nmmmm
報道

(八打灵再也、亚庇7日讯）国会本月18日开 

会在即，政治动作频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 

这边厢宣布希盟议决推举他为国会反对党领袖，那 

边厢又证实沙巴首长拿督斯里沙菲益阿达已向国会 

提呈“信任马哈迪”动议的书面通知，以及前首相 

兼土团党主席敦马哈迪要向现任首相丹斯里慕尤丁 

提呈不信任动议。

议长：今回应敦马

国会下议院议长丹斯里莫哈末阿里夫已正式回 

函拒绝接纳沙菲益的动议，而他也将于明日针对敦 

马准备提出的动议作出回应。
消息说，这位前首相致给议长的函件是志期5 

月4日，符合5月18日国会召开前14天的动议通知 

条件。

根据网媒《当今大马》的报道，阿里夫在受询 

及是否有对马哈迪的通知作出决定时回应：“等明 

天，将会发表文告回应。”
根据一封志期5月4日，来自马哈迪办公室致给 

国会下议院议长丹斯里莫哈末阿里夫的信函，马哈

迪要求在来临的国会，向慕尤丁提呈不信任动议。

动议内容如下：

马哈迪（浮罗交怡）建议议会批准浮罗交怡 
国会议员根据议会常规第26 ( 1 )条文，与第27 

(3)条文同读，提呈动议决定巴莪区国会议员，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没有获得大部分国会下议院议员 

的信任。

星洲日报已向马哈迪_名助理证实，这封信函 

是真实的，而且已经交到议长办公室。

另外，议长阿里夫表示，他将在明日发文告回 

应马哈迪的信函。

也是浮罗交怡国会议员的马哈迪要借此展示慕 

尤丁并没有获得大多数议员的支持。

议长：沙菲益动议不符宪法

另一方面，阿里夫针对沙菲益阿达提呈动议要 
求的回函中写道，沙菲益的动议不符合联邦宪法第 

43条文，因为这质疑了此条文赋予国家元首委任首 

相的权力。

“因此，我不允许仙本那国会议员的动议被带 

入议程表。”

沙菲益公函内容公開
士日据一封志5月1曰，信头为“仙本那国 

^会议员服务中心办公室”的公函，内 

容指作为仙本那区国会议员的沙菲益阿达致函 

国会下议院议长丹斯里莫哈末阿里夫，要求提 
呈_项动议。

他援引议会常规第26 ( 1 )条文，与第 

27 ( 3 >条文同读，致函要求议会批准提呈 

动议，决定马哈迪拥有大部分国会议员的支 

持。

动议内容如下：

“拿督斯里沙菲益阿达（仙本那）建议 
议会批准仙本那国会议员根据议会常规第26 

(1 )条文，与第27 ( 3 )条文同读，提呈动 

议决定浮罗交怡国会议员拥有大部分国会下 

议院议员的信任。”

沙菲益也在信函中向议长强调，这项动 
议与联邦宪法第43条文，即委任一名首相的 

权力在国家元首身上，并没有冲突。

“这项动议只是通过国会下议院会议， 

向人民展现此事，也通知国家元首/国家皇

古 ”
口 O

沙菲益阿达今天在亚庇受记者追问此事 

时起初三缄其□，后来才证实有这回事。

不过，他拒绝进一步解释提呈特别动议 

的原因，只表示会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才说 

明此事。

料难纳入“一日国会”议程表

实际上沙菲益的动议要获得国会议长的 
接纳及列入5月18日“一日国会”的议程表， 

颇有难度。
根据国会秘书里端4月17日发给全体国会 

议员的信函，5月18日的“一日国会”只会讨 

论政府法案和政府事务；如今，沙菲益在国 

会下议院属于反对党议员。

国会秘书的信函也写道：“这次国会会 

议不会有问答或书面、动议或特别议会厅环 

节，因此所有此类通知均无需为本次会议发
山 ”td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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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塞節獻詞

雪大臣：在家好好陪伴家人
(沙亚南7日讯）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指出，基于冠病疫 

情仍未结束，佛教徒在今年的卫塞节，无法到佛寺进行祈福和浴佛 

等佛教仪式庆祝卫塞节。

他祝愿雪州佛教徒能把握机会，今年在家好好陪伴家人，包括 

和子女及父母共度，让自己适应后疫情生活的“新常态” t

他今日发表卫塞节献词指出，基于仍处疫情肆虐的非常时期， 

任何宗教活动都必须展延至另行通知，直到疫情受控为止。

他说，雪州政府在参照了疫情的数据和走势后，决定为联邦政 

府的有条件行管令施加附加条件，或称修改版，以便能取得保障人 

民生命和生活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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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屬敏派遭秋後算賬

雪6市議員被撤職
(沙亚南7日讯）疑因支持离党出走的前公正党署理 

主席拿督听里阿兹敏，结果面对公正党纪律行动的该党雪 

州6名市议员，遭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终止市议员 

耳只务！

根据了解，雪邦市议员莫哈末米占为最先接获以大臣 

为署名，志期5月6n (昨日）的终止市议员职务公函。

接着为安邦再也市议员哈山尤索夫、其3名同僚纳兰 
达纳巴兰、哈斯丽娜阿宾和萨马依斯迈；以及最后一人为 

昨晚接获终止职务信函的梳邦再也市议员依斯迈卡马：

6市议员：遭“政治仇杀”
这6名被开除的市议员声称，他们遭到的是一种“政 

治仇杀”对待：•般预测，这场从昨日开始的开除清算， 

将陆续有来。

由阿米鲁丁亲自签署的终止上述市议员职务，仅简略 
阐明他们原定2018至2020年的市议员2年仟期，已在1976 

年地方政府法令（第171号法令）的赋权下，于今年5月7 

日被终止职务，信中没列明原因。

根据报道，这6人是因支持n前为贸工部高级部长的 

阿兹敏，早前率众离党组成国盟政府，导致希盟政府跨 

台，被视为叛党而遭蓝眼纪律对付。

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曾形容，那些支持阿兹敏的 

党员和领袖为“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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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丁賢

tytay@sinchew.com.my 

《非常常识》周三、五见报 
《星期天拿铁》周日见报

◊I、巴首长沙菲宜提呈信任马哈 

/>迪动议，平地一声雷:

动议的内容，是要表明马哈迪获得 

多数国会议员的信任。而一 Hi “获得多 

数国会议员信任”，马哈迪就具备出仟 

首相的资格，可以借此寻求国家元首的 

委任d

较后时，马哈迪也亲自致函议长， 

要求议长批准他对慕尤丁提呈不信任动 

议。

信函公开之后，震撼力不小。大家 

关切，马哈迪是否真的有如此能耐？慕

馬哈迪魯莽的奇襲
尤丁又是否位子不保？

只是，几个小时之后，议长发表声 

明，指沙菲宜的动议违反宪法，不准带 

进国会会i义：

预料马哈迪的动议，也会被射下马

^从信任马哈迪的动议，到不信仟 

慕尤r的动议，双管齐下，显示马派或 

足看到了一个机会，发动对慕尤厂的奇 

袭。

所谓“机会”，主要是马派察觉 

巫统党内部分人士对慕尤丁政府有所不 

满，屡次明枪暗箭，抨击慕尤厂和他的 

团队。

特别是阿兹敏“联邦政府可以控告 

州政府”的谈话，更让一些巫统领袖和 

希盟站在一线，围攻慕政府。

而国会复会在即，马派要抓紧这个 

机会，准备一举成事6

只是，对外误判形势，对内缺乏协 

调，太过贸然鲁莽，以致计划提早失败 

告终。

1.跨不进国会的门權——

5月18 U的国会，已经确定只进行 

一天，先是国家元首发表施政御词，以 

及政府提呈法案的一读；而辩论和问答 

环节，都展延到7月的会期。

沙菲宜和马哈迪的动议足私人动 

议，而私人动议是排在政府法案之后， 

一般上不会有见光之日；而这次“浓缩 

版”的会期，更缺乏私人动议的空间。

当然，议长有裁量权。是否进人程 

序，根据议会常规，很大程度掌握在议 

长阿里夫手上；阿里夫的立场，成为关 

键。

阿里夫是前希盟政府推荐的议长， 

而他本身有诚信党的背景，不在话下:，

只足，国盟政府上台之后，不可

能让敌对派继续控制这个重要位子。两 

位副议长中，拉昔已退出希盟，投向国 

盟；倪可敏则已注定被撤换。

而阿里夫的议长位子获得保留，在 

T他已经获得慕尤丁的信任，豈会和马 

派配合？

2.马哈迪是否掌握多数——

虽然动议进人程序的机会不高，但 

是，万一机缘巧合之下，让议员表决， 

那么，是否会通过？

从目前的牌面来看，支持国盟的人 

数是113或114人（慕派上闭、国阵、伊 

斯兰党、砂联盟等）；反对国盟是108 

或109人（马派土团、希盟、沙民兴党 

等）；游离者是1或2人：

国盟人数占了上风，加上慕尤丁权 

力在握，有条件拉拢对方人马。

反倒是马哈迪和希盟近期低调被 

动，而马哈迪和安华心结已深，两人越

走越远，要重新结合难上加难。

慕克力声称土团应该回去希盟，只 

有诚信党正面回应，安华至今未表态。

—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伤口 

还在淌血，复合岂足容易！即便动议有 

机会表决，安华和公正党会支持马哈迪 

吗？

或许，巫统部分议员可能倒戈，砂 

联盟可能改变立场，从而让马哈迪掌握 

多数。只是，这两个可能性都不大，朝 

野两方都没有露出变动的迹象。

况且，即使慕尤厂遭到兵变，最终 

决定是在国家元首，或是解散国会，而 

未必是马哈迪取而代之。

马哈迪的连番失策，一败再败，间 

接暴露了他的思维和掌控能力已经大不 

如前，和现实脱节，屡次误判形势；加 

上岁月催人，难免急功近利，以致时不 

我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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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私 
企业捐赠的篱 
笆遭到破坏， 
已经被压得倒 
地，使牛羊成 
群结队的自由 

出入。

小图为 
铁网篱笆有明
显被剪过的痕

n ''

竊賊鑽行管期空檔

籃球場籬笆不翼而飛
報道►林淑敏

(轰埠7日讯）在 

人人居家防疫，四周空 

无一人之际，根登新村 

有盖篮球场其中一边的 

铁网篱笆，整片遭人剪 

下偷走，疑是被当成废 

铁变卖！

根登新村管委会主 

席胡水明指出，篮球场 

四面的围篱早前遭人破 

坏，如今部份更不翼而 

飞。

“由于村内常有 

牛羊游荡，经常闯入篮 

球场吃草，搞得满地粪 

便，本地一家私人企业 

本着回馈社会的想法拨 

出一笔款项围篱，目的 

是保护我们唯一的篮球 

场，让村民能有更整洁 

的场地运动。可惜许多 

村民和顽童为了贪求方 

便，不循正门反而攀爬 

篱笆出入，使得我们的 

努力徒劳无功。”

潘佩玲：換政府展延提升工程

鹅
唛县乡村协调官潘佩玲在 
受询时指出，管委会早前

已向她表明，有意申请联邦新村拨 

款来提升已损坏的篮球场篱色，但 
因今年3月换政府，导致计划被迫展 

延。

“在村委会的配合之下，我将 
把计划转向雪州政府新村发展事务 

处或士拉央市议会，盼能申请到款 

项进行围篱的提升工程。”

飞。

胡水明：居民不愛惜照顧籬笆

胡
水明说，除了顽童 
攀爬，使得铁网

篱色受到破坏之余，更有村 
民以摩哆车辗压和闯人篮球 

场，导致篱笆直接倒地和被 
压扁。

“尽管如此，但篱笆依 
然有在，在人力充足的情况 

下，可以暂时修复，直到雪 
州政府发下新的拨款做防攀 

围篱，不料现在整幅篱笆竟 
在行管令期间被盗走。”

他补充，如今篮球场是 
无遮无掩，牛只和羊群可以 
自由出人，践踏球场和在四 
周留下粪便，让管委会感到 

无奈。
“希望村民能自律，并 

且教管本身子女，学会爱护 

公物，不要搞破坏和浪费州 
政府发下的拨款，毕竟在目 

前冠病疫情仍未结束，各行 
各业均受到打击的情况下， 
未来争取拨款恐有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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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市會否認網傳廣告

及准禮堂辦面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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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拉j
沒接獲

(八打灵冉也7日讯）士拉 

央市议会表示，当局没有接获或 

允许在斯里斯安丹礼？It (Dewaii 

SriSiantan)任何面试活动。

市议会公关主任莫哈末晋今 

日发文告，否认•则在WhatsApp 

和社交媒体流传的广告内容。

“有关广告表示5月8日下午 

2时，在双溪杜亚（SungaiTua) 

的斯里斯安丹礼堂会举行•场面 

试，招募士拉央批发公市的工 

人。”

文告澄清，市议会没有接到 

或批准任何在该礼堂作为工作面 

试场地的申请，同时招募广告提 

供的电话号码是无法联络上的。

“因此，士拉央市议会提醒 

民众停止转发有关广告，避免对 

正在求职的人士带来不便及对社 

会造成混乱。”

文告表示，如需要任何资 

讯的验证，民众可浏览www.mps. 

gov. my或市议会的社交媒体帳 

号。民众也可拨打热线1-800- 

222-677或03-6138 9898询问。
www. rn p s ■ q m r

场
地
的
申
请
，
并
劝
请
民
众
停
止
转
发
假
消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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