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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Kerajaan Selangor
membenarkan pengunjung resto-
ran, medan selera, gerai berbum-
bung dan kios di negeri ini me-
nikmati hidangan di premis itu,
mulai hari in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bagaima-
napunberkata orang ramaimesti
mematuhi penjarakan sosial.
“Semua premis makanan ber-

kenaan dibenarkan beroperasi
sepenuhnya termasuk makan
dan minum di dalam premis ber-
mula jam7pagihingga10malam,
tertakluk kepada pematuhan
penjarakan sosial.
“Namun, peniaga tidak dibe-

narkan membuka meja di kawa-

sankaki limamahupundi tempat
letak kenderaan,”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semalam.
Amirudin berkata, penguat

kuasa PBT akan turut membuat
pemeriksaan mengejut dari se-
masa ke semasa bagi memasti-
kan pematuhan prosedur operasi
standard (SOP) yang dikuatkua-
sakan berada pada tahap opti-
mum.
Katanya, penjaja makanan da-

lam kategori tidak berpremis se-
perti ‘food truck’ dan penjaja tepi
jalan boleh mula beroperasi dari
jam 8 pagi hingga 10 malam, na-
mun terhad kepada pandu lalu,
bungkus dan penghantaran sa-
haja.
“PBT akan meneliti keperluan

penggiliran penjaja beroperasi
sekiranya kedudukan mereka
berdekatan satu sama lain yang
menyukarkan penjarakan sosial
diamalkan oleh pembeli,” kata-
nya.
Selain itu, beliau berkata, se-

barang bentuk aktiviti penyem-
belihan dan pemprosesan hai-

wanseperti ayamdipasarawam,
pasar borong, pasar segar dan
pasar swasta adalah tidak di-
benarkan, manakala aktiviti pa-
sar yang lain dibenarkan bero-
perasi seperti biasa manakala
larangan operasi pasar pagi dan
pasar malam adalah kekal buat
masa ini.
Katanya, rakyat Selangor kini

dibenarkan beriadah di taman,
termasuk aktiviti memancing
bermula pada jam7 pagi hingga 7
malam bagaimanapun aktiviti
seperti pendakian dan perkhe-
mahan masih tidak dibenarkan.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akan mengeluarkan Pekeliling
yang lebih terperinci bagi tujuan
rujukan dan penguatkuasaan
lanjut bermula 13 Mei 2020 se-
hingga 9 Jun ini
“Sebarang bentuk aktiviti atau

perkara lain yang tidak diper-
incikan adalah kekal tertakluk
seperti yang digariskan dalam
SOP yang disediakan Majlis Ke-
selamatan Negara (MKN).” ka-
tanya.

Selangor benarkan
makan di restoran
Orang ramai
mesti patuhi
penjarakan sosial

Semua premis
makanan

berkenaan dibenarkan
beroperasi sepenuhnya
termasuk makan dan
minum di dalam
premis bermula jam 7
pagi hingga 10 malam.
Peniaga tidak
dibenarkan membuka
meja di kawasan kaki
lima mahupun
di tempat letak
kenderaan.
Amirudin Shar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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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Kerajaan
Selangor, semalam me-
mutuskan untuk mem-
benarkan beberapa sek-
tor ekonomi yang ter-
tangguh sebelum ini be-
roperasi semula.
Menteri Besa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ber-
kata, keputusan membe-
narkan beberapa sektor
ekonomi beroperasi se-
mula itu dibuat selepas
mesyuarat diadakan ber-
sama Datuk Bandar,
YangDipertuaPihakBer-
kuasa Tempatan (PBT)
dan pegawai daerah.
“Kerajaan negeri akan

membenarkan pengope-
rasian sepenuhnya res-

toran, medan selera, ge-
rai berbumbung dan
kiosk termasukuntukak-
tiviti makan dan minum
dalam premis dari jam 7
pagi hingga 10 malam.
“Ia bagaimanapun ter-

takluk kepada pematu-
han penjarakan sosial.
Namun, membuka meja
di kawasan kaki lima dan
parkir tidak dibenarkan,”
katanya dalam satu ke-
nyataan, semalam.
Beliau berkata, penia-

ga restoran turut diga-
lakkan untuk memberi
pilihan pratempah
(preorder) kepada pe-
langgan bagi mengelak-
kan kesesakan.

Benar sektor
lain mula oper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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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benarkan makan dan minum di restoran
SHAH ALAM - Kerajaan Selangor 
membenarkan orang ramai makan 
dan minum di dalam restoran susulan 
pelanjutan Perintah Kawalan Perge-
rakan Bersyarat (PKPB) sehingga 9 
Jun.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berkata, ketetap-
an berkenaan dicapai melalui mesyu-
arat yang dijalankan bersama Datuk 
Bandar, Yang Dipertua pihak berkua-

sa tempatan (PBT) dan pegawai-pega-
wai daerah di seluruh Selangor. 

“Semua restoran kini dibenarkan 
untuk beroperasi sepenuhnya terma-
suk makan dan minum di dalam pre-
mis dari jam 7 pagi hingga 10 malam 
tertakluk kepada pematuhan penja-
rakkan sosial. 

“Pemilik bagaimanapun tidak di-
benarkan membuka meja di kawasan 
kaki lima dan parkir. Peniaga restoran 

digalakkan untuk memberi pilihan 
pra-tempah (pre-order) kepada pe-
langgan bagi mengelakkan kesesakan 
di dalam kedai,”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di sini semalam.

Beliau berkata, penguat kuasa 
PBT turut akan membuat pemerik saan 
mengejut dari semasa ke semasa bagi 
memastikan pematuhan prosedur ope-
rasi standard (SOP) yang dikuatkua-
sakan berada di tahap opt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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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e and army personnel guarding a blocked-off part of Jalan Othman 
in Petaling Jaya Old Town. - Photos: AZHAR MAHFOF/The Star 

Authorities to check 
if foreigners moved 
out of PJ Old Town 
By SHEILA SR PRIYA 
sheilasripriya@thestar.com.my 

THE authorities will investigate 
Petaling Jaya Old Town residents' 
claim that foreign workers moved 
out before the enhanced move-
ment control order (MCO) was 
imposed. 

The residents alleged that the 
workers had left their places of 
dwelling for fear of being detected 
by the authorities before the lock-
down on Saturday midnight. 

Petaling District Officer Johary 
Anuar said they would try to 
locate the said foreigners to carry 
out Covid-19 testing. 

"When the authorities made 
house visits to distribute food sup-
plies, residents claimed that some 
of the migrant workers who lived 
in their neighbourhood were no 
longer around," said Johary. 

On the other hand, Petaling Jaya 
OCPD Asst Comm Mohd Zani Che 
Din said the residents' claim could 
be mere perception. 

"Many foreigners are still there 
and were tested. They were both 
documented and undocumented 
workers," he said. 

As for the Covid-19 screening, 
Johary said around 95% of those 
living in Zone C in Petaling Jaya 
Old Town had been screened 
Monday afternoon. This consisted 
of 271 residents. 

As of Sunday, 241 people from 
Zone A who make up 23% of resi-
dents, and 177 residents from Zone 
B (15%) were tested. Others would 

be tested by today, added Johary. 
He said there was no shortage of 

food supply as residents had 
received food baskets donated by 
their MPs and assemblymen. 

Bukit Casing assemblyman Rajiv 
Rishyakaran said his office would 
donate raw food such as vegeta-
bles to residents with the approval 
from the authorities today.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authorities, especially the 
Welfare Department, for assist-
ing with the food aid distribution 
in an organised manner. 

"They did such a great job 
together with the assistants of 
the army, police and the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he said. 

Section 3 resident S. Sathia 
Seelan Sharma, 41, said his family 
of seven, including his three tod-
dlers, and his elderly parents were 
tested for the virus. 

"The testing was fast and it was 
done at the bus station area. I also 
saw foreigners being tested there," 
he added. 

PJ Old Town is the eighth area to 
be placed under enhanced MCO. 

Barbed wire fencing has been 
installed in the area, closing off 
three zones to outsiders. 

This came after Pasar Besar 
Jalan Othman came under lock-
down earlier. 

Senior Minister Datuk Seri 
Ismail Sabri Yaakob said the order 
would be in place there for two 
weeks until May 23. 

The move came following 26 
positive cases detected in the area. 

Residents discussing their predicament on discovering total restriction 
of movement in Petaling Jaya Old Town on Sunday mo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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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arm of the law catches up with five illegal shop operators 
FIVE business premises in 
Kampung Baru Hicom, Shah Alam 
were ordered to close for violating 
local council by-laws. 

Shah Alam City Council (MBSA) 
conducted checks at the new vil-
lage in Seksyen 26 based on suspi-
cion that they were run by for-
eigners. 

"A total of nine premises 
were checked and five were 
instructed to close immediately as 
the operators had violated MBSA 
rules and they were all operating 
illegally," said MBSA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head Shahrin 
Ahmad. 

The five premises that were 

shut down consisted of two gro-
cery shops, a restaurant, a watch 
shop and a barber shop. 

Twelve compounds were issued 
and 11 foreign workers were 
detained by police for further 
investigation. 

"We were aided by officers 
from the Shah Alam police head-
quarters, Taman Sri Muda police 
station and Taman Alam Megah 
mobile police base (pondok 
polis)," he said. 

Shahrin also reminded the pub-
lic to obey the conditional move-
ment control order rules and reg-
ulations set by the city council. — 
By BRENDA CH'NG 

MBSA enforce-
ment officers 
closing down 
one of the 
five business 
premises for 
violating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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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K TRASH COLLECTION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SJ) will collect bulk trash (fur-
niture and electrical appliances 
only) from landed properties from 
May 16 to 20 between 9.30am 
and 3pm for all areas under the 
council's jurisdiction. The public 
can submit a request for collec-
tion to KDEB Waste Management 
Sdn Bhd at 03-8081 4437 from 
May 4 t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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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GET FEEDBACK 
Selayang Municipal Council (MPS) 
is seeking public input to draft its 
budget for 2021 until May 18. For 
details, find MPS on social media, 
visit mps.gov.my or call 03-6126 
5824. 

Page 1 of 1

13 May 2020
The Star,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 Audience : 175,986 • Page: 4
Printed Size: 15.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360.00 • Item ID: MY0039715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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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revent disruption 
Due to the intermittent heavy 
rain these days, Syabas must 
ensure that water contamination 
and disruption to supply does 
not happen. No more excuses, 
please. - Peter 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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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INITIATIVE 
Selangor's 
e-kitchen 
concept 
enables delivery 
of festive 
favourites to 
support Ramadan 
traders >11 

E-kitchen gives Ramadan traders hope 
Selangor online initiative aims to support livelihoods while retaining spirit of fasting month 
By EDWARD RAJENDRA 
edward@thestar.com.my 

THE Selangor government's initiative to 
help small-scale Ramadan bazaar traders 
through the e-kitchen business idea has prov-
en fruitful. 

The move has allowed people to enjoy their 
favourite Ramadan treats during the break-
ing of fast. 

Despite the new normality where people 
are minimising their outings, the e-kitchen 
initiative has helped to support the livelihood 
of trad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allow people 
to enjoy festive favourites from the comfort of 
their homes. 

Mentri Besar Selangor Incorporated (MBI) 
charitable business chief Mohd Jaafarudin 
Md Ah said the online platform was the state 
government's initiative to assist traders to 
generate income during the fasting month, 
following the cancellation of Ramadan 
bazaars in the state due to the movement 
control order (MCO). 

"Bazaars of this nature are an annual affair 
and are so much a part of Ramadan," he said. 

"All of us have to adapt to the new normal 
and with e-kitchens, businesses can thrive. 
Consumers have also become accustomed to 
buying Ramadan food online. 

"It is easy to place an order on the smart-
phone and pay through e-wallets." 

Mohd Jaafarudin, who visited the e-kitchen 
at Dewan Serbaguna Telok Pulai in Klang, 

JOAIjlm. KAwadan 
SELAMAT 
BERPUASA 

said the concept was implemented in various 
districts. 

"Delivery of food is carried out through 
delivery partners such as Grab, Bungkusit, Mr 
Speedy, Zepto Express and MatDespatch," he 
said. 

"All e-kitchens are monitored for social dis-
tancing and strict hygiene practices. 

'Traders involved have taken their typhoid 
vaccination, as per the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by the Health Ministry and local 
authorities," he said. 

The e-kitchen at Dewan Serbaguna Telok 
Pulai only functions as a distribution centre, 
similar to others in 10 other multipurpose 
halls in various districts as no walk-in pur-
chases are allowed.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president 
Dr Ahmad Fadzli Ahmad Tajuddin, MPK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director 
Helmey Mohamed Rashid, MPK Licensing 
and Hawkers department director Azhar 
Samsudin as well as several state officers also 
visited the e-kitchen. 

Mohd Jaafarudin (centre) and Dr Ahmad Fadzli visiting the e-kitchen distribution centre at 
Dewan Serbaguna Telok Pulai in Klang. 

flnrr 
INISIATIF 

E-KITCHEN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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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e-in allowed in Selangor 
But social distancing and SOP must still be observed, says MB 
By WAN I MUTHIAH 
wani@thestar.com.my 

KLANG: Eateries in Selangor can 
now cater for dine-in patrons, said 
Selangor Mentri Besa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In a statement yesterday, he said 
the decision to allow eateries to be 
fully open was made following a 
meeting between state officials, 
mayors, local council presidents 
and district officers. 

"Restaurants, food courts, roofed 
stalls and food kiosks can now fully 
operate, including serving food and 
drinks in their premises from 7am 
to 10pm," said Amirudin, adding 
that social distancing must still be 
observed, with the placement of 

tables in five-foot ways and parking 
lots still prohibited. 

"Restaurant owners are encour-
aged to offer their customers pre-or-
der options to prevent congestion in 
the shops," said Amirudin. 

He added that local council 
enforcement officers would be con-
ducting surprise visits to the eater-
ies from time to time to ensure the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OP) 
was followed. 

Food trucks, roadside food ven-
dors as well as vendors who fall 
under the non-premises category 
can also start operating from 8am 
to 10pm for takeaways and deliver-
ies only. 

Amirudin said local councils 
would study the need for vendors to 

take turns operating in the event 
they were located too close to each 
other,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cus-
tomers to practise social distancing. 

Slaughtering and processing of 
animals such as poultry are prohib-
ited in all markets, including wet 
and wholesale markets, but other 
activities are allowed to resume as 
usual. 

"The prohibition for morning 
and night markets to operate 
remains unchanged at the moment," 
said Amirudin. 

All parks are also open to public 
for recreation from 7am to 7pm. 

"While fishing is allowed, hiking 
and camping are still not allowed," 
said Amirudin who added that the 
state would issue a more detailed 

circular on the matter soon for pub-
lic reference. 

Amirudin said other activities 
and matters remained in line with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s SOP 
and guidelines. 

The state's latest move is in tan-
dem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conditional movement control 
order (MCO), which allows eateries 
and selected commercial entities to 
resume normal operations subject 
to meeting certain conditions. 

Amirudin had maintained up to 
last week that eateries in Selangor 
could not serve dine-in patrons, 
adding that Selangor had the legal 
right not to fully comply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conditional 
M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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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 PAYMENT 
VIA PBTPAY 
PUTRAJAYA: Paying of 
revisions and transactions of 
assessment tax to local 
authorities can now be done 
online through the PBTPay 
portal. Housing and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Zuraida Kamaruddin said 
PBTPay, launched yesterday, 
involves 46 local authorities 
including the Sepang 
Municipal Council, Alor Star 
City Council and Kangar 
Municipal Council. “We 
expect all local authorities 
to be listed on the PBTPay 
portal in stages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she said. One of 
the advantages of the 
PBTpay is that those who 
have properties in other 
states can now pay the 
assessment tax through the 
portal.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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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鲁丁 ：露天巴刹和夜市， 
暂时不能开业。

4丨、丨境内露天巴刹和夜市依旧不能
3营业！

阿米鲁丁指出，获准营业的公共巴 

刹保持一贯的营业模式，露天巴刹和 

夜市则暂时不能开业。

他提醒小贩，无论在批发公市、公 

共巴刹或私人巴刹，都不允许进行宰 

鸡活动。

他说，至於运动与休闲活动，雪州

政府允许公众在上午7时至晚上7时在 

公园运动，惟登山运动仍被禁止。

“雪州政府秘书会发出更详细的指 
南作为参考，并在5月13曰至6月9曰之 
丨司胳女。，’

他说°，其他没有被特别提及的行业 

或领域，会以国家安全理事会的标准 

作业程序为标准。

地方政府未獲正式通知
动小贩（路边摊）

丨L和餐车能开业与

宣布为依归。

早前阿米鲁丁宣布有 

条件行动管制令（修正 

版）时，提及流动小贩

和餐车可在13日营业， 

随著有条件行动管制令 
：(12

曰）也开会讨论此事。

受访者指出，在接获 
州政府正式通知之前， 

地方政府都不敢“轻举

妄动”，待州政府的决 

定后才做出抉择。

为此，他们也奉劝获 
准营业的业者要确保顾 

客保持社交距离，免得 

出现人潮拥挤的情况。

供堂食服务，不过桌椅必须保 

持社交距离，以及不允许放置 

在五脚基或泊车位上。

他p，业者受促采用“预先 
下单” （pre-order)的方式 

让顾客下单，避免店面过度拥 

挤。

U “地方政府执法组可以突击 

检查，确保业者遵守标准作业

程序。”文轉C3 ♦
•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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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小販餐車可開業 〇 路邊熟食攔

♦文接C1

至于路边熟食摊，虽然被允许 
上午8时营业至晚上10时，不过仅 

限打包和配送，不能堂食。

阿米鲁丁今日与各地方政府的

市长、主席和县属官员进行会议 

后，作出上述宣布。
在本月3日宣布有条件行动 

管制令（修正版）（P K P B D 
—Pelaksanaan Perintah 
Kawalan Pergerakan Bersyarat 
Diubahsuai)时，曾提及当时路

市會未做決定
★安邦再也市议员蔡耀宗

>前的宣布是指餐车和流 
<动小贩可在12日后营 

业，市议会仍在等雪州政府

市议°会还没做决定，免得 

与州政府的抉择有出入。

維持社交距離

市

★士拉央市议员黄伟强

议会辖区有逾1000个合法流 

动小贩（路边摊）和餐车，营 

业时间依据执照条件而定，获 
准营业的小贩和餐车必须尽量 

维持社交距离、戴口罩，做好 

个人卫生和防疫工作。

如果市议会收到举报或巡逻发现小贩或餐车 

聚集人潮，市议会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不过，斋戒月市集、露天巴刹和夜市依旧不 

能营业。

边小贩和餐车限制定于5月12曰之 

后开放。

后来，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宣布 
延长有条件行动管制令（PKPB) 

至6月9曰，雪州政府今曰召开会 

议，对原本13日允许开放的行业 

进行讨论。

先等最終指示
★梳邦再也市议员叶国荣

议会有1129个流动小贩准证 

和3个餐车，等州政府最终指 

示才决定是否允许他们营业，梳 

邦再也市议会暂时还没有对这个 

课题进行讨论

不會偷偷開業
★安邦太子园贩商联合会商业公会主席周志坚

p?刹和为食街的小贩都很合作，

1遵守政府指示，不会在没有获 

得批准下偷偷开业。 ay
因为大家都意识到，抗疫不是个■

人的问题，是全部人都必须配 

合，所以在休业期间也没有发动 

签名或施压的行动。
自从5月4日放宽行动管制令，

为食街的摊位终于可以营业。

至于流动小贩方面，我们会遵守政府的指示，能 

营业的时候就根据指南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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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12日讯） 

网民捕风捉影，看 
到安邦坊（A m p a n g 
Point)外围被封锁 

就误以为出现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事实是 
当地发现一具女童遗 
体！

社交网站疯狂流传 
在安邦坊外围的视 
频，视频拍到看到有 
人穿著PPE防护衣， 
而美蛮达3路（Jalan 
Memanda 3)也被警戒 

线封锁起来。
这个视频迅速在社 

交媒体传开，当中不 
少网民留言以为当地 
出现新冠肺炎（2〇19 
冠状病毒疾病），才

会出现穿著防护衣的 
人和封路。

安邦再也市议员莫 
哈末澄清，这个视频 
内容并不是安邦坊有 
确诊病例，而是当地 
被发现有1 具遗体。

疑遭繼父打死

“网民在不知道事 
情的情况就散播视 
频，制造恐慌，实在 
太不负责。”

安邦警区主任诺阿 
兹米助理总监昨曰也 
证实，一名6岁女童疑 

不听话拒绝进食惹怒 
继父，遭继父持纯器 
狠心打死，再弃尸路

■安邦坊外围周一上午出现穿防护衣的人士，引起网民 

猜测当地出现确诊病例。

边。 多处皆有瘀伤，警方目前援
据悉，持有联合国难民署引刑事法典第302 (谋杀） 

发出的难民证小死者被发现条文调查此案。
时，衣著完整，手臂及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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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拉央12區居委會

“愛心健康包”派母親

■爱心健康包内装有搓手液、消 
毒纸巾及口罩。

(士拉央I2日讯）不一样的 
母亲节！

士拉央市议会第12区居委会 

服务工作队周日在市议员余深 
恩率领下，以150包“爱心健 

康包”取代康乃馨，与区内各 
族为人母者共渡一个不一样的 
母亲节。

余深恩指出，与往年不一样 
的是，今年“爱心健康包”取 
代7康乃馨〇

这个由塑°胶纸袋包装“爱心 
健康包”内装有iio毫升搓手 
液、一包消毒纸巾及三片口 
罩。
'° “在行管令期间，尤其是外 

出打包或购物的妈妈们，搓手

■余深恩将爱心健康包赠送给其中为人母者，祝贺母亲 

节快乐。

液、消毒纸巾及口罩可说是 
比康乃馨来的重要与实用。 
除了正在排队打包及购物的 
妈妈外，我们也派发给男 
姓，希望他们记切母亲的伟

大。，’
150包“爱心健康包”在 

短短45分钟内派罄，正在列 

队准备购物及打包的民众惊 
喜的领队这份特别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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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莎阿南市政厅在梳邦新村大街总共查封了 14间店连，是由外劳经营

■莎阿南市政厅是在梳邦新村 

大街展开取缔行动，对付外劳 
经营的店铺。

(吉隆坡I2日讯）莎 

阿南市政厅展开取缔行 

动，在梳邦新村大街总 
共有14间由外劳经营的 

商店遭取缔和被封。

来自莎阿南市政厅的 
执法组是在莎阿南U6区 

的梳邦新村大街（Pekan

全由外勞經營

梳邦新村大街14店
Subang)展开取缔行动， 执法人员在行动时总共店，并展开封店行动。

对付外劳在当地经营的店发现1 4间外劳经营的商 市政厅也在行动中撤销 

铺。 店，也即时要求经营者关一张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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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闕
im

■业者只需要下载和复印本身的二维码，便可以让顾 
客轻松扫瞄。

■一些顾客不会扫瞄，店员耐心讲解。

(.1；3/5/20B9/6/20)

MM觀長

(巴生12日訊）把顾客的“脚印: 

留下来，商家也可为抗疫尽一分力！

商家顧客需齊心抗疫

g掃■掃

■军警继续在商业区巡逻，确保商家和顾客遵守管制令。

口贴上本身的二维码，顾客进入店前，自行 

使用手机“扫码签到”即可。

他说，届时该系统便会把到访顾客的资料
随著有条件行动管制令落实后，许多行业记录下来，储存方式快而准，业者也可以节 

也开始复工，雪州商家受促配合卫生部的防省簿子记录的麻烦，不用浪费人手在店门 

范疫情工作，只要使用州政府所推出的“一 口，指示顾客填写资料。
脚印” （SElangkah)扫瞄系统，便可以轻易 他鼓励所有商家，都使用“一脚印”系

的把每名曾踏入商店的顾客“脚印”都系统统，务必把到访的每个顾客资料都存留下 

化保存下来，方便日后展开追查工作。

雪隆贩商联合会会长陈联发向《中国报》

记者指出，截至目前，他发现雪州一带的商 

家，尤其是传统商店，使用该系统记录到访 

顾客资料的商家，并不踊跃。

他说，雪州一带的餐馆由于还不准堂食，

因此餐馆业者也没有记录到访顾客的资料。

系統儲存方式快而準

来，日后一旦有需要，方便当局展开追查， 

g也算是为国家“抗疫”工作，献一分力

J|i 〇
商家只需要登人官网selangkahj 

mbi selangor .com.mv或selangkah.my,下载

属于本身的二维码，即可开始使用该系统。

“一些商家，可能还不知道有这个系统， 

因此还在使用人手记录，相信因此导致该系 

统使用率不够踊跃。”

他指出，州政府的“一脚印”二维码（QR 

Code)扫瞄系统非常简易，业者只需要在门

陈
联发呼吁所有 

业者，遵守一

■一些商店隔著铁闸做生意，顾客只能告诉业 

者要买的东西。

切标准作业程序，

避免执法人员到来 

取缔时，发现“不 

达标”，结果被令 

关店。

他°举例，在着 

州，由于还不允许 

堂食，但是却有 

些业者，让顾客在店里进进出 

出，没有做出适当的阻止。

“业者应该让顾客在店外点 

餐，防止他们进入店内。” 

他说，一些业者在店门口， 

使用物件围起来，例如桌子， 

顾客只能在店外告诉业者要买 

什么，再由业者把物件或食 

物，交到顾客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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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兹敏当雪州州务大臣时经常强调联 
邦精神（Federalism)。可是他当 

了后门政府的高级部长之后，所谓的联 
邦精神似乎荒腔走板。

事关上周他指出，如有州政府不跟随 
联邦政府的步伐重启经济活动，这些州 
政府或遭起诉。

当年他还是雪州大臣时，多次在雪州 
州议会殿堂发表激昂演说，言辞犀利说 
要捍卫联邦精神。如今物转人移，时过 
境迁，连他在州议会的位子已经搬去另 
外一边，留下的联邦精神原来只是他在 
江湖混饭吃的工具而已。

我不期望像阿兹敏这样的政客会有什 
么道义可宫，可是他也绝不能离开法律 
和现实的章谱。事实上《联邦宪法》第9 
附表清楚阐明联邦和州政府有共同管辖 
卫生事务的权力。阿兹敏曾经担任州务 
大臣，难道不知此事？

招惹民怨

虽然《1988年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法 

令》是国会通过的法令，赋权联邦卫生 
部长和卫生局总监执行法令赋予他们的 
任务，可是难道阿兹敏会天真地以为， 
只要联邦政府下令，各个州属和地方政 
府只有听从的分？

如果是国阵时代，即使是老鼠拉龟， 
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只能言听计从，最 
终招惹民怨，因各地区的情况甚至是疫 
情都不一样，怎么可能以一套法律行走 
江湖？

此外，在各州、市和县执行联邦政府 
政策的处理是当地的军警人员以外，还 
包括地方政府和县署和土地局的执法人 
员。没有他们的配合，难道单凭各县卫

阿茲敏要唬嚇誰？
生局的卫生检查官（IK)就可以控制疫 

情？这就是为何抗疫工作，绝对不能由 
联邦政府说了算，因为联邦政府和州政 
府在这些事务上共同拥有管辖权。

吉打、沙巴、彭亨、槟城、吉£丹和 
砂拉越6州已决定不遵循联邦政府的决 
定，而雪兰莪、霹雳和森美兰3个州则表 

将限制恢复营业的企业的数量。
这些宣布不跟随联邦政府重启经济的 

州属不一定是希盟执政的州属。反之， 
也有部分希盟执政的州属愿意逐步复工 
复产。大家不满的是，为何联邦政府在 
毫无谘询的情况下就单方面下令复工复 
产？

不准復工

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当联邦政府推 
出PKPB时，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纷纷 
推出本身修改版的PKPBD——D意即 

“Diubahsuai”。如果说州政府和地方 
政府因为不执行PWB，改以推行PKroD而 
挨告，难道当初联邦政府撤销2家酒厂的 
复工准证就不会挨告吗？

这2家酒厂本来就是彻头彻尾的饮料公 

司，联邦政府在实行管制令初期表示所 
有涉及饮食行业的厂商企业都能营运， 
这当然也包括这2家酒厂。翌料，联邦政 
府过后来个大U转，指酒精饮料不是生活 
必需品，不准复工。

其实，没有其他时候比管制令时期更 
适合以及更安全地在家中和家人小酌几 
杯。既然大家都闷在家中，小酌几杯又 
何妨呢？

就是这样，我认为阿兹敏的言论过重 
了。我不认为企业还会在这个时候烧钱 
打官司。我也不认为阿兹敏会对这些州 
政府做些什么，毕竟其中一个不愿意立 
即跟随联邦指令的州政府就是砂州政党 
联盟（GPS)执政的砂州政府。没有砂盟 

支持，也就没有国盟这个后门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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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周三起允许州内餐厅、茶室和食肆小贩开放堂 

食，但业者需遵守社交距离。

須守社距五腳基禁擺桌.

雪今起開放堂食
(沙亚南12日讯）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今午与各地 

方政府首长开会后议决，配合联邦政府延长有条件行管令至 

6月9日接施，雪州从明日起允许州内餐厅、茶室和食肆小贩 

开放堂食，惟业者需遵守社交距离，但禁止在五脚基和停车 

场摆放桌椅。

“州内食肆和餐厅获准全面投入营运，时间从上午7时至 

晚上10时。”

据雪州大臣脸书的帖文，食肆业者受鼓励为食客提供订餐 

服务，以免食肆内现人潮。

‘‘地方政府会不时展开突袭.检查，确保业者有遵守行管令 
的每一项标准作业程序。”

早市夜市续禁营业

至于路边摊和餐车，州政府同样准许从明日起，从上午8 

时营业至晚上10时营业，但只限得来速、打包和外送，不准 

堂食。地方政府将会视需求，安排业者轮流营业。

至于公园运动和休闲活动方面，州内所有公园从明日起对 

外开放，时间限从上午7时至晚上7时。民众可以在州内钓 

鱼，但仍被禁止登山和露营。

阿米鲁丁指出，雪州早市和夜市依然禁止营业。
他说，雪州在至6月9日的附加条件行管令期间，仍禁止在 

公共巴刹、批发公市、私人公市和湿巴刹宰杀牲畜，至于巴 

刹的其他活动可如常运作。

他指出，州秘书稍后将发出从5月13日至6月9日期间，雪 

州落实附加条件行管令的详细规定和指南通令。

"任何在通令内没阐明的部分和行业&域，都将依据国安 

会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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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部推介PBTpay

網上繳門牌税
(八打灵再也1 2曰 

讯）房屋及地方政府 

部推介PBTpay网站， 

民众可通过线上缴付 

与检查门牌税（Cukai 
Taksiran ),不必亲自前 

往付费柜台处理。

部长祖莱达在推介礼 

上指出，民众可借由 
PBTpay网站缴付门牌 

税，不但不必亲自到付 

费柜台，也可在办公时 

间以外的时间付款，让 

人民适应新常态。

她披露，PBTpay网站 

先涵盖46个地方政府， 

包括雪邦市议会、亚罗 

士打市政厅、加央市议 

会，希望在年底前，可 
涵盖所有地方政府。

她强调，PBTpay的优 

点是让那些在不同州属 

拥有房产的民众，可在 

一个网站内便缴纳完所 

有的门牌税。

“PBTpay也会在日后 

加入其他功能，包括缴 

付地方政府罚单或执照 

等〇 ”
欲使用PBTpay网 

站者，可浏览https:// 

pbtpay.kpkt.gov. my 〇 

(TKM )

■民众可通过PBTpay 
网站，线上检查与缴付 
门牌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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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2020年2月杪的联邦政变，再加 

上512稻米之乡变天，希盟的政治 

版图已几乎被打回原形。

希盟在3个月前的“喜来登政变”中 

除了失去联邦政权，柔佛、马六甲，霹雳 

和吉打州的执政权亦一个接一个失守。

马来西亚在2018年5月9日的大选 

中首次经历政党轮替，希盟终结国阵长 

达将近61年的政权，为我国一党独大的 

政治情况划下休止符。

希盟在509大选中，除了保住槟城 

和雪州的政权，还夺得国阵长期执政的 

柔州、森美兰、马六甲和霹雳州。此外， 

希盟还赢得吉打州，并和沙巴民兴党和 

沙民统联合执政沙巴州。

“喜来登政变”
不过，随着“喜来登政变”，一切将 

打回原形，希盟只保得住槟城、雪州和 

森州。另外，砂政党联盟虽然在最后倒 

向丹斯里慕尤丁阵营，但由于不是以加 

入联盟的方式给予支持，所以砂州政权 

维持不变。

另外，沙巴人民复兴党早前也强 

调，不论联邦政局有何变动，沙州政权 

依旧不变，仍是由民兴党及其盟友们执 

政0

柔佛率先变天
政变发生后，柔佛率先在2月29曰 

变天。柔佛苏丹依布拉欣召见56名州议 

员了解他们的立场，尔后，在两名希盟 

议员缺席下，希盟政府以26对28票宣告 

倒台。

柔州由国阵巫统、伊党和土团党组 

成的新联盟政府执政。较后，希盟也在3 

月2曰失去马六甲州政权，巫统称取得 

简单多数议席，成立国民联盟政府执政 

马六甲州。

霹雳希盟失政权
3月9曰，来自土著团结党的原任霹 

雳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末费沙宣布与 

巫统及伊斯兰党合作，以32个议席组织 

新的州政权，宣示霹州变天。

霹州59个州议席中，希盟共掌握28 

席，即行动党18席、公正党4席及诚信党 

6席，巫伊两党则各占25席及3席，形成 

了28席对28席。剩下的3席中，有2席属 

于土团党，即土团党的阿末费沙和大臣 

顾问双溪马立州议员拿督再诺，1席属 

于独立的督亚冷锡加州议员拿督诺丽。 

而随着诺丽及公正党瓜拉古楼州议员 

拿督阿都尤努斯加入土团党，连同阿末 

费沙和再诺4人加上巫统的25席及伊党 

的3席，新的联盟即可以32个议席组织 

新政府，政权也宣告易手。

在吉打州方面，希盟在该州的36个 

议席，共占有19个议席，其中公正党有7 

席、土团党有6席、诚信党和行动党各别 

有4席和2席。

至于国阵和伊党在吉打则各别有2 

个和15个议席，如土团党退出希盟，与 

巫伊联盟，就可以23个席位执政。

国阵在509大选只守住了砂拉越、 

彭亨和玻璃市。2018年6月12曰，随着砂 

拉越4个成员党宣布退出国阵另组砂拉 

越政党联盟(GPS)，国阵在砂拉越州的 

政权也一并失去，仅剩玻璃市和彭亨。

另外，伊党在509大选除了保住吉 

兰丹外，也从国阵手中夺得登嘉楼政 

权。#

2008年起吹反风

我
国是在2008年起吹起反风，308日 

大选，虽然国阵赢得131个国会议 

席，得以继续执政，但也首次失去2/3优 

势，还失去槟州、霹雳、吉打及雪兰莪州 

政权。

民主行动党、伊党及人民公正党3 

个反对党则夺得82个州议席，除了从国 

阵手中拿下槟、霹、吉、雪4州政权，还成 

功守住了吉兰丹州。

最终，国阵只保住玻璃市、马六甲、 

森美兰、登嘉楼、彭亨和沙巴政权。至于 

砂州则没有举行州议席选举。

不过，霹雳州在2009年因为发生州 

议员跳槽爆发变天1.0事件，导致该州 

政权易主，落入国阵手中。

行动党、伊党及公正党3党是在308 

大选取得佳绩之后，于4月1曰组成人民 

联盟。不过，伊党和行动党较后因为在 

伊刑法课题上，发生分歧而在2015年断 

交，最终民联宣告瓦解。

瓦解之前，民联曾在2013年5月5日的 

大选中，首次获得全国过半票数的支 
持，但国阵凭着选区划分的优势，获得 

简单多数议席继续执政。#

2020政变

希盟:3州（槟雪森）

国民联盟:8州（玻吉霹甲柔丹彭登） 

民兴党：沙巴 

砂政党联盟:砂拉越

希盟:7州（吉槟霹雪森甲柔） 

国阵:2州（玻彭）

伊党:2州（丹登）

民兴党：沙巴 

砂政党联盟:砂拉越

民联:3州（槟丹雪）

国阵：10州（玻吉霹森甲柔彭登沙砂）

民联:5州（吉槟雪丹霹II变天后重归 

国阵）

国阵:8州（玻森甲柔彭登沙砂）

希盟政治版图 
几乎打回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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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即起允许堂食
业者食客须保持距离

(莎阿南12曰 

讯）雪兰莪州的所有 

餐馆和食肆从明曰 

起（13曰）获准开放 

堂食，惟业者和食客 

必须保持社交距离。

雪州大臣拿督 

斯里阿米鲁丁 5月12 

曰发表文告宣布，配 

合联邦政府延长有 

条件行动管制令至6 

月9曰的措施，政府5 

月12日与各县市议会主席开会 

后，议决进一步开放对一些领域 

的复工限制。

“州政府秘书署将发出更详 

细的通令给各地方政府，作为从 

5月13日至6月9日期间的执法 

参考〇，，

据《当今雪州》引述阿米鲁 

丁说，其他未列明或阐明的活动 

事项，则按照国家安全理事会早 

前公布的标准作业程序行事。

有关雪州政府达致的最新 

决定如下：

1) 餐馆批准堂食-所有餐 

馆和食肆获准全面营业，营业时 

段从上午7时至晚上10时，惟必 

须遵守社交距离。业者禁止在店 

铺五脚基和停车位摆放桌椅。

2) 餐车和路边摊-任何没 

有建筑物的路边摊和餐车获准 

从上午8时至晚上10时营业，惟 

只限免下车领餐、打包和送餐服 

务，禁止堂食。

雪州的所有餐馆和食肆从13日（本周三） 

开始获准开放堂食。

3) 公共巴刹、批发市场及

人巴刹-禁止在公共巴刹、批发 

市场及私人巴刹进行一切的宰 

杀活动，如宰杀鸡只；至于其他 

商业活动获准照常进行。早市和 

夜市操作仍禁止复工。

4) 体育及休闲-所有的

园获准从上午7时至晚上7时对 

外开放，民众可以进行垂钓活 

动，但依然禁止登山和露营。

雪兰莪州内的所有公园即 

将全面开放，允许人民在有条件 

行动管制令期间外出运动。

不过，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 

米鲁丁提醒民众，州政府目前仍 

禁止一切的露营和登山活动。

根据《当今雪州》引述雪州 

政府最新公布的指南，所有休闲 

公园和社区公园从5月13曰起， 

一律获准从上午7时至晚上7时 

对外开放，民众可以进行垂钓活 

动，但依然禁止登山和露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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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12日讯|雪

州明天起恢复堂食，同时 

也允许民众到公园进行户 

外活动和垂钓活动！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 

米鲁丁今日发文告指，经 

过州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市 

长、市议会主席和县市地 

方官员举行会议后，议决 

明天起放宽餐馆、小贩中 

心（茶餐室）和食肆档口 

的禁令，允许恢复堂食。

他透露，营业时间 

从早上7时至晚上10时，

唯，营业期间必须遵守安全社交距 

离，同时，鼓励餐馆业者为顾客提 

供预先订餐服务，以避免餐馆出现 

拥挤现象。「另外，店外走廊、五 

脚基和停车位严禁额外摆设桌椅。 

执法单位将到餐馆定期临检，确保 

商家高度遵守防疫指南。」

他也透露，餐车和路边摊小 

贩，营业时间获准从早上8时至晚 

上10时，唯，营业方式仅限得来速 

服务、外带打包，以及送餐服务。

明天起，从早上7时至晚上7 

时为止，允许民众到所有类型的 

公园进行户外活动。然而，仍禁 

止攀岩和露营活动，至于钓鱼活 

动是被允许的。

同时，槟州政府同样宣布从 

5月15日开始分阶段开放堂食，酒 

店、超市及连锁快餐店将在首阶 

段允许堂食，其他类别的食店目 

前依然不可堂食。

槟州首长曹观友今日通过面 

子书直播宣布，槟州安全理事会 

议决，槟州从明日起将进入阶段 

性恢复策略的第3阶段，所有获得 

中央政府允许的领域及活动’在 

遵守有条件行管令的标准作业程

序（SOP)下，可在州内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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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夜市仍不开放
I撕^全球Q©

管控令第©

雪允堂食餐车复业
(莎阿南12日讯）随着有条件行动管控令延长至6月 

9曰，雪兰莪州政府今日给州民捎来多项消息，包括 

允许餐馆堂食、非店面流动餐车及路边食摊获恢复营

运，惟早夜市小贩仍禁止营业。

此外，早前被禁止使用的公共公园，如今也将恢 

复开放。

雪州政府允许流动餐车和路边食摊恢复营业，但仅限得来速、打包和外卖。（档案照）

餐馆应预约避免拥挤

原本是餐车和流动 

j小贩获开业的首日， 

惟，各地方政府迟迟没有下达 

指示，进而让商贩大感焦虑和 

不满。

实际上，州务大臣阿米鲁 

丁今旱特別召见12个地方政 

府的主席，以便商讨进一步恢 

复州内经济活动的运作，当中 

包括餐车和流动小贩的作业事 

宜。

路边摊仅限外卖打包

阿米鲁丁于下午3时许在 

面簿发布信息指出，所有流动 

餐车和路边食摊可恢复营业， 

营业时间为上午8时至晚上10 

时，作业模式仅限得来速 

(Drive-Thru )、打包和外卖。

“另外，旱市和夜市仍禁 

止营业：相对，公共公市、批 

发公市、新鲜公市和私人公市 

则或准进行一切常规营业活 

动，惟，仍不可展开宰割或屠 

宰作业，如宰杀鸡只。”

阿米鲁丁指出，州政府也 

将允许州内餐馆全面营业，包 

拈提供堂食服务，营业时间为 

上午7时至晚上10时，不 

过，业者必须遵守一些标准作 

业程序，比如保持社交距离。

“尽管如此，州政府仍不 

允许业者在走廊处和停车位摆 

放桌椅供堂食服务。”

大臣呼叮业者采用预约方 

式经营，从而避免餐馆出现拥 

挤现象“届时，地方政府将 

不时展开突击检查，以确保人 

们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开放公园

另外，大臣也指出，州政 

府也将开放州内所有公共公

园，时间为上午7时至晚上7 

时；不过，爬山和露营活动仍 

禁止；钓鱼活动获允许进行。

他补充，州秘书将发布更 

详细的通告，以作为5月13 

日至6月9日即将执行的复工 

措施Q

“任何没有公布活动或事 

项，则维持不变或遵循国家安 

全理事会所公布的标准作业程 
序，”

Page 1 of 1

13 May 2020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al • Audience : 27,667 • Page: A7
Printed Size: 676.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8,503.00 • Item ID: MY0039714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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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除了追加援助金外，也 

能下令地方政府豁免摊格和 

清理费。”

他还不满指出，中央政 

府禁止商贩开业之际，却没 

考虑免除向商贩收取罗里和 

货车的路税，进而让生活水 

深火热的商贩，再度面对承 

重支出。

叶金发：生活陷困

小贩复业担心受对付
巴生市区流动小贩公会 

会长叶金发受询时认为，在 

有条件管控令下，当局理应 

il:流动小贩恢复营业，毕竟 

在停业近2个月后，所能消 

耗的储蓄已花光，现在商贩 

几乎处于生活陷困穷境里。

“州政府有意解封丨丨:流动 

小贩开业，理应提早开会讨 

论标准作业程序，而非在今 

早才开会讨论，其效率惹人 

垢病，同时也让商贩不知所 

措，担心开业遭对付。”

“巴生绝大部分流动小贩 

属于早市或夜市小贩，倘若 

政府允许20人在开斋节聚 

餐，为何就不能丨丨:市集重新 

营业呢？”

他指出如果当局担心群 

聚，可参考购物商场作业程 

序，包括指示执法人员在场 

驻守、限定人潮进人早夜 

市、规定消费人保持距离排 

队购买等。

“我们也希望州政府能够 

探讨进一步缓解小贩生活压

(巴生12日讯）雪兰莪 

州流动小贩与餐车原定 

今曰（12日）获准开 

工营业，惟地方政府却 

迟迟未公布标准作业程 

序（SOP)，让商贩业 

者大感不满，也心急如 

焚，因担心复工希望或 

破灭。

当中央政府宣布5月4 

闩复工后，雪州政府因担心

武吉丁宜流动小贩经营地点空无一档

全面复工或引发另一波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为此，于 

3日推出修正有条件行动管 

控令，当中便指示地方政府 

拟定一套标准作业程序后， 

才能允许流动小贩和餐车重

永安镇早市仍被禁止营业，惟商贩希望当局早日解封

阿都苏帕里：让业者准备

应提前公布标准作业程序
雪州流动餐车公会主席 

阿都苏帕里接受《南洋商 

报》询问时指出，针对复丁 

事宜，各地方政府有不同政 

策，惟公会认为政府理应提 

前公布标准作业程序，好让 

业者能够做好开业准备工 

作°

“州政府说好12 R让我 

们开业的，但是等到今天都 

没有消息，如果真的允许我

们恢复营业，就应该在早2 

天前做出工作，毕竟业者是 

需要时间做买卖工作的准备 

的，

他说，现在业者一头雾 

水，因为不同地方政府也有 

不同的指示，目前，据闻只 

有士拉央市议会、八打灵再 

也市政厅及莎阿南市政厅是 

允许开业的，其余则没有下 

文

新开业。

惟在开业R逼近之际， 

不论流动小贩公会或地方政 

府官员都无法给予标准作业 

程序的答复，商贩业者担心 

解禁出现变数，进而让他们 

原本可开业的生计再陷人未 

知数的困境。

由于指示不明朗，今R 

本报记者走访巴生区数个餐 

车及流动小贩聚集地点，都 

没有看到业者恢复作业，大 

家仍在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除此，巴生多数餐车业 

者皆被安排在公园停车位及 

空地经营，由于公园禁止开 

放，或也影响他们在有关地 

点的经营。

“我们认为餐车作业模 

式较为容易管控人群，政府 

或可减少餐车聚集数量，即 

一个地点只允许3到5辆餐 

车营业，同时，采用 

SElangkah联系追踪系统作 

为追踪用途。”

他也对人群有信心，相 

信大家已理解新常态作业模 

式，只要彼此之间能够遵守 

秩序，保持社交距离排队、 

佩戴口罩及保持个人卫生清 

洁，将可以让一些行业恢复 

作业的，就如餐车。

标准作业程序迟未公布 _

流动贩餐车不敢复工

会
长
叶
金
发

巴
生
市
区
流
动
小
贩
公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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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想借刀杀人，先借马爷之力推倒慕尤丁，自己 

再捡便宜；做领袖的也须慎防表演过度，结果人心散了。

八朝如梦
许国伟

前首相马哈迪医生与人 

民公正党主席安华在5 -09 

两周年，联合用希盟名义发 

表充满感情及热血的“再次 

出师表”。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被 

这“再次出师表”感动。这洋洋洒洒的文字里，倒是透露两个信 

息：一.马哈迪把希盟跟自己绑在一起了；二.马哈迪重新成为在 

野政党的盟主。

旱在2月底的“喜来登政变”之前和之后，马哈迪与安华明 

里暗里都在拗手瓜。

两人虽一度为凑齐议员人数短暂合作，但失去政权后，显然 

“各走各路”。

3月时，马哈迪更是直接抨击安华。

敦马自认获得人民支持，批评安华急于当首相；希盟转而支 

持安华出任首相，最终，敦马人数不足，老人家的大联合政府计 

划胎死腹中，双双都输了。

其实，马哈迪手上土著|才丨结党议员人数少，就算沙民兴党支 

持他，仍然不比安华希盟人数多。

所以，一直到4月底接受媒体访问时，安华表明没有放弃出 

任首相的0标。

他也否认自己急着当首相，因为“我已等了 21年，难道还 

不能继续忍耐吗？”

不过来到5月时，安华口风转了…

他接受外国媒体访问时，说了他可以不担任首相。

口风转是认命还是作态？

这口风的转变，究竟是知天命而认命，又或是政治上的作态

呢？

踏人5月，国内政局丕变。

民兴党主席沙菲益阿达的对敦马信任动议，虽遭议K：否决， 

但意思很明显了。

土团敦马一派及民兴党，哪怕跟希盟合作，依然奉敦马为首 

相，而不是安华。

当议长接纳敦马对首相慕尤丁的不信任动议后，他们把球踢 

回给安华及希盟三党：不合作，你们人数不够，甭想撼动国盟推

倒慕尤丁：合作的话，就要奉敦马为首。

于是，敦马轻描谈写的又把在野各党拢聚自己麾下，更频频 

通过直播及放映剪辑短片，丨丨:自己成为媒体的焦点。

人心散了就难聚合

随着民主行动党及国家诚信党沉默，安华似乎也成了配角。 

难道安华真的认命了吗？

安华向来不是认命的人，也不是轻易放弃目标的人。如果不 

是真的认命，想做马爷的老二算了，那么就无需再惺惺作态。

哪怕是想借刀杀人，先借马爷之力推倒慕尤丁，自己再捡便 

宜：做领袖的也须慎防表演过度，结果人心散了。

先说一个故事：刘秀起事后，拥有一定势力，手下的人劝他 

称帝，说为了天下百姓，为国家社稷，都应该称帝，但刘秀直 

拒绝。

最后，耿纯说了一番话，刘秀就答应称帝了。

耿纯说了什么？他不说为国为民这种讲好听的话，他直接 

说：“咱们抛下亲人、家业跟随你打天下，图的是什么？就是要 

攀龙附凤，跟对人好享荣华富贵。现在你一直拒绝做皇帝，恐怕 

就有人绝望离开，一旦人心散了就难再聚合。不能再等了，大家 

等不及了。”

这种政治上单刀直人的话，才是做领袖的人，内心的小九

九。

还想当首相，落实改革大计，安华就要明确说出来，让支持 

者知道你的0标；而不是一再被马爷套住，最终人心散了，徒呼 

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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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PBTPay网缴门牌税
(布城12日讯）公众如今可透

过网上交易，查核及缴还地方 

政府的门牌税。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祖莱 

达今天推介PBTPay网站后向

记者说，缴还地方政府税务的 

人士现今可随时通过该网站交 

易，无须前往柜台，也不用担 

心营运时间。

她指出，此举也是迎合新

常态，不过在初步阶段，此服 

务仅涉及46个地方政府，包 

括雪邦市议会、亚罗士打市议 

会和加央市议会等。

“我们预计所有地方政府 

将逐步在年杪前可进行网上交 

易。”

她强调，该网站另一特点

是，在不同州属持产业者，如 

今只需通过网站就可缴还税 

务。网站较后也会扩大范畴， 

以统一付款方式处理房政部其 

他事务，例如缴还罚款及执照 

等。

PBTPay 的网址为 https:// 

pbtpay. kpk L. gov. my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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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L集团捐防疫物资 LYL集团从国外订购防疫 

物，运回大马后，陆续移交予

国家灾难管理局（NADMA)、吉隆坡同善医院、梳邦再也市议 

会、加影市议会、莎阿南市政厅及各地区消防局及警察局等； 

至今共捐献了逾200万令吉的抗疫物资。林有隆（右二）将总值 

149万3948令吉的抗疫物资移交给国家灾难管理局，由首相署 

部长（特别事务）拿督斯里莫哈末里端代表接领；左为国家灾难 

管理局总监拿督莫达；右为LYL集团代总执行长拿督林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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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開放公圜活動
(沙亚南12日讯）从明 

天起，雪州子民可以除了可 

以在餐馆和茶室堂食，也可 

以到州内所有公园进行运 

动、休闲活动和钓直！

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今日 

发文告宣布，在和各县长、市长 

和县市议会主席开会后议决，配 
合延长4周的有条件行管令措施， 

雪州从明天起放宽州内餐厅、茶 

室及食肆小贩可开放堂食，不过 

业者需让顾客保持安全社交距 

离。然而，州政府仍禁止任何业 

者在五脚基和停车场摆放桌椅。

大臣说，州内食肆和餐厅等 

获准开业，营业时间为上午7时至 

晚上10时:食肆者受促为食客 

提供订餐服务，以免餐厅内人潮 

过于拥挤0

县市议会执法员将不时展开 

突袭检查，以确保业者有遵从行 

管令的每项标准作业程序。

餐館茶室也可堂食

请支衿两位用te

1. 虽然民众 

已可在州内钓鱼， 

但仍被禁止登山 

和露营。

2. 雪州政府 

配合联邦政府延长 

4周有条件行管令 

至6月9日措施，13 

日（星期三）起允 
许州内餐厅、茶室 
和食肆小贩开放堂 

食，惟需保持社交 

距离。（档案照）

3.餐车业者 

不允许提供堂食服 

务。（档案照） 早夜市仍禁止營業

g时，大臣也表示，路边摊和餐车等非店 

I 面营业空间，-样获准从明日起开业， 

从上午8时营业至晚上10时，唯只限得来速、打包 

和外送，不准堂食。

大臣说，倘若路边摊和餐车之间的距离太 

近，造成食客在买食物时无法保持社交距离问 

题，地方政府将会视需求，安排业者轮流营业：

“在公园运动和休闲活动方面，州内所有公 

园从明日起对外开放，时间限从早上7时至晚上7 

时。民众可以在州内钓鱼，但仍被禁止登山和露 

营。”

不过，有网民留言揶揄，爬山露营其实比群 

聚在餐厅吃东西更安全，质疑州政府既然开放了 

堂食和公园休闲做运动，为何不开放登山和露营 

活动。

_^一方面，阿米鲁丁也指出，雪州早夜 
市依然禁止营业。

他说，雪州在至6月9日的附加条件行管令 

期间，仍禁止在公共巴刹、批发公市、私人公市 

和湿巴刹宰杀牲畜，如杀鸡和处理鸡只等家禽活 

动；至于巴刹的其他活动则如常运作。

他指出，州秘书稍后将发出从5月13至6月9 
日期间，雪州落实附加条件行管令的详细规定和 

指南的通令。

“任何在通令内没阐明的部分和行业领域 

等，全数依据国安会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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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永山：雪政府派發 萬津500穆斯林獲購物券
(万津12日讯）万津区州议员刘永 

山表示，其选区共有500名穆斯林同胞获 

得雪州政府惠民政策下的“Join Shopping 

Pemyaan”佳节购物礼券。受惠者可使用这 

价值100令吉的购物券去购买所需的食品或 

R用品，与家人欢度开斋节。

他于日前在万津巨人霸级市场分发上 

述§节购物礼券给部分受惠人士时，如是 

表不：

他指出，由于目前依然面对新冠肺炎 

病毒疫情肆虐，此项佳节购物活动的方式 

和以往有很大的差别，其服务中心也不再 

安排全部人在同个地方集合分发购物礼 

券，同时也不再规定全部人一定要在特定 

的日期时间内使用礼券购物。
他说，雪州政府允许和开放整个5月 

份，让受惠人士去购买所需要的物品。

他表示，他亦将会通过马来甘榜的村 
管会（MPKK)和市议员等一起配合分发购

刘永山（右）分发佳节购物券给受惠的巫裔同胞。

物礼券给成功的申请者。他也希望受惠者能够尽快使用购 

物券到指定的购物市场购买所需要的食品或日用品，并与 

家人共同迎庆即将来临的开斋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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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感恩協會爲居民籌集乾糧
U来西亚关怀感恩协会日 

前在洒岩沫United Point 

购物中心举办一场10个小时慈善活 

动，名为“我们关心您一干粮筹

集捐贝曾活动” ，以筹集干粮给士 ■一IZV ^、一 .--u 
的居民。 示由于得知许多当地民众在封锁期

该活动获得场地赞助united间缺乏食物及干粮，所以就筹备了

购物中心以及U0A发展公司这场活动。
支持，也在3名国会议员，即泗岩 活动共筹获6420件干粮和必

沫国会议员杨巧双、士拉央国会议需品。

员梁自坚以及崙都区国会议员崙拉 

巴卡兰的支持下，成功获得民众响 

应。

该活动发起人郑成隆是马来 

西亚关怀感恩协会公关主任。他表 

示由于得知许多当地民众在封锁期 

间缺乏食物及干粮，所以就筹备了 

这场活动。
活动共筹获6420件干粮和必

牽口 
而四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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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惟誠
私立大学讲师

不信任動議僅是煙幕

g掌管国会及法律事务的 

_首相署部长达基尤丁在3 

月抄宣布国会将在5月18日召开会 

议后，国内的政治人物就在摩拳擦 

掌，其政治动作也因而越见频繁， 

但这些零星的动作所诱发的冲击力 

都相当有限，直至前首相敦马哈迪 

向下议院议长阿里夫提呈并获准列 

人下周国会议程的“不信任动议” 

之后，才令大马政坛掀起一场又- 

场的政治角力，乱局在近日甚至还 

从中央，-路延伸到了吉打和马六 

甲等州议会。

然而，相比吉打和甲州议会的 

纷乱，我还是对敦马所提呈的不信 

任动议比较有兴趣，尽管这事已发 

生了好几天，但此议题很有想象空 

间。首先，在西敏寺体制里，议员 

提呈不信任动议一般会先观察议长 

倾向，因为后者拥有批准议题人列 

和影响提案的权力，而我国下议院 

现时的议长来自诚信党。敦马作为 

自家盟友，其所提呈的不信任动议 

获准排人议程，按理来说是毫无疑 

问的，但阿里夫却同时拦下了另- 

位盟友，即沙州首长沙菲益阿达提

呈的“信任敦马动议”。

这是阿里夫在展现议会平衡 

吗？看起来是，但也不完全是a台 

面上，他曾经是法官，在西敏寺体 

制，信任动议般只针对当届首 

相，但敦马眼下已非首相，此刻若 

启动信任敦马动议有背法理，所以 

他必须按章行事。至于台面下，n 

然是更多的政治考量。这我们可 

以回想13天前，前首相署部长刘伟 

强所提呈的4个紧急动议。其中两 

项，即确认首相慕尤丁和马哈迪的 

议员支持率被驳问，但阿里夫却批 

准了另两项动议，即国会不受行管 

令约束和延长会议8天。

对于•般非政府事务（private 

members business)的私人动议，达 

基尤丁能够透过议会常规第15 (1 ) 

条进行阻挠，以辩论政府议案优先 

的理由让其永无登台之日，比如伊 

党的355法令修正案就•度面对如 

此情况。然而，在紧急动议方面， 

却是议长说了算，比如2012年3月22 

曰行动党时任华都牙也区国会议员 

冯宝君曾就红泥山稀土污染一事在 

国会提呈紧急动议，尽管遭到国阵 

议员反对，但时任议长班迪卡阿敏 

根据议会常规第18 (2)条批准这

项紧急动议。

当然，根据议会常规第18 (5) 

条，国会每天只能提呈-项能够绕 

过政府事务的紧急动议，所以在刘 

伟强提呈并获批的两项紧急动议 

中，其实在“-日国会”里只能提 

呈一项。这当中的疑问就是，明知 

议程只有•天，阿里夫何以批准两 

项紧急动议？论议题对在野阵营 

的重要性，延长会议显然是重中之 

重，因为只有延长会议在野的私人 

动议才会机会出台，所以18日当天 

阿里夫应该会选择辩论此事，尽管 

不知能否通过，但最起码阿里夫制 

造了一个机会给希盟赌。

要赌，自然需要筹集赌本。 

在这种情况下，在野议员就必须团 

结，或者更确切的说，你必须确保 

希盟和亲敦马土团议员的支持不会 

流失，尽管按照惯例，紧急动议不 

能投票，但辩论时的声势依然成为 

致胜关键，所以公正党主席安华没 

有选择，他必须与敦马重新合作、 

缔约新盟。综上所述，我有理由相 

信，马哈迪的不信任动议其实仅是 

烟雾，在野阵营真正的目标其实是 

通过延长议会的紧急动议，而非舆 

论当下聚焦的不信任动议，因为时

间才是在野阵营的真正赌本。

再者，敦马已有言在先，自己 

并没信心通过不信任动议，当时， 

他台面上的理由是想引起选民关 

注，实质上却是项庄舞剑，刻意配 

合刘伟强的紧急动议。当然，这还 

不是最有意思的地方：敦马在提呈 

不信任动议后成功引领舆论将焦 

点放在丨1己的不信任动议，这样的 

舆论氛围将让其重掌“新盟约”的 

主导权，并将一切还原至希盟以敦 

马马首是瞻的初始模式。你或许会 

问，首相和国盟难道看不到？或许 

已经观察到，但动静并不明显。

国盟目前能够捣破在野盘算的 

方式，就是撤换议长。根据议会常 

规第4 ( 1 )条，任何议员有意提名 

新议长都必须在会议召开前14天通 

知国会秘书处，但执政党在5月4日 

前有否提呈撤换议长的动议，还不 

得而知，就连阿里夫本身在4月中 

旬被媒体问及时也拒绝回应，不过 

敦马在提呈不信任动议时也顺带提 

呈了保留阿里夫为议长的动议，但 

后者已被阿里夫驳回，这是否意味 

着，18日的政府事务议程中已有撤 

换议长的动议？ 切就有待5天后 

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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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2日讯）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涉嫌一个马来西亚发展 

公司23亿令吉资金贪污及洗黑钱案，将在本月19日下午2时，即国 

会下议院一天会议翌日续审，以让纳吉出席下议院会议。

主控官阿末阿克兰对记者说，纳吉代表律师丹斯里莫哈末沙菲 

宜上周五通过电邮联络高庭要求更换日期。
“法庭批准控方的申请，审讯将于本月19日下午2时续审。”

此案由法官柯林审理，最近一■次审讯是在3月13日，过后受行 

动限制令影响而展延。
法庭原订3月19至20日、23至27日、4月1至30日，5月4至8日， 

以及11至22日，以及整个6月、7月、8月、9月和10月续审，包括星 

期五。

-旦如期开庭，预料辩方首席律师莫哈末沙菲宜将继续盘问控 
方第9证人，也就是一马公司前总执行长沙鲁，他从去年9月23日开 

始出庭供证。

现年67岁的纳吉面对4项总值23亿令吉的一马公司资金滥权贪 

污控状，以及涉及同一笔资金的21项洗黑钱控状。

律師要求更換曰期

納吉一馬案19曰續審

Page 1 of 1

13 May 2020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26
Printed Size: 99.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2,205.00 • Item ID: MY0039714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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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放■食7
(沙亚南12日讯）雪州'餐馆和茶室 

可以堂食了！

Z雪州大臣拿督斯里命朵‘丁今•牢在与各县 

长、市长和县市议会主席开会后议决，配合联 
邦政府延长4周有条件行管令至6月9日措施， 

雪州从明日起放宽州内餐厅、茶室和食肆小贩 

可开放堂食，前提是业者需保持社交距离，但 

仍禁止在五脚基和停车场摆放桌椅。

“州内食肆和餐厅等获准全面投人营运， 
营业时段可从上午7时至晚上10时。”

据雪州大臣脸书的抢先帖文，食肆业者受 

鼓励为食客提供订餐服务，以免餐厅内人潮拥 

挤。

“地方政府执法人员会不时展开突袭检 

查，确保业者遵从行管令的每•项标准作业程 

序。”

須遵守社距

路邊攤餐車限外賣
于路边摊和餐车等非店面营业空间，州 

-政府允许同样从明日起，可从上午8时营 

业至晚上10时，唯只限得来速、打包和外送，不准 

堂食Q

若路边摊和餐车之间的距离过近，导致食客 

在购买食物时面对无法保持社交距离的问题，地 

方政府将会视需求，安排业者轮流营业。

公园开放仍禁登山露营

在公园运动和休闲活动方面，州内所有公园 
从明日起对外开放，时间限从上午7时至晚上7时。 

民众可以在州内钓鱼，但仍被禁止登山和露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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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哈里阿都：‘‘背叛”公正黨

將訴2議員索償1千萬
(亚罗士打12日讯）在西塘 

州议员林桂亿和鲁乃州议员阿兹 

曼退党及表态支持国盟政府后， 

公正党吉打州主席拿督佐哈里阿 
都宣布，该党将诉诸法律，向两 

人各别索偿1000万令吉。

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两 

人“背叛”公正党，当初成为公 

正党候选人之前，他们都签定宣 

誓书，若中选后跳槽，将面对该 

党所采取的法律行动。

“因此，他们每人必须赔偿 

1000万令吉，作为他们今日叛变 

的代价：”

他说，上述两人是在公正党 

旗帜下中选，选民是投票支持公 

正党而不是他们个人。

他表示，早已预料到阿兹曼 

和林桂亿会退党，因为他们两人 

都是支持前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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袓基菲里：今内閻探討

週五祈禱SOP料明發布

祖基菲里（右二）将日用品及干粮移交给打巴警方， 
通过警方将粮食移交给有需要的家庭。

(打巴I2日讯）负责宗 

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拿督斯 

里祖基菲里表示，有关清真 

寺集体祈祷，包括周五祈祷 
的标准作业程序（SOP )， 

将于明天带进内阁会议探 

讨，预计结果会在这个星期 

四知晓0«
祖基菲里今日在打巴监 

狱礼堂出席大马伊斯兰经济 

发展基金会所举办的物资移 

交仪式后在新闻发布会上透 

露，即便我国如今进人有条 
件行动管制令（PKPB )， 

但政府依旧会考量卫生部及 

国家安全理事会所提出的建 

议，以拟定一个符合现今情 
况的SOP。

“有关开斋节祈祷活 

动，我们 '样会带人内阁讨 

论，之后会将SOP提呈予国 

家元首、各州伊斯兰领袖的 

马来统治者及王室理事会， 

以获得御准。”

询及玻璃市将有条件重 

新开放清真寺进行周五祈祷 
(Solat jumaat ) - ▲事，他表 

示，这是每个州属的权力。

拨逾175万救济贫户

另外，他也表示，为 

减轻贫苦家庭在疫情期间面 

对的负担，由大马伊斯兰 

经济发展基金会所发起的 
2019冠状病毒病慕萨达基金 

(Musaarlah C0VID19 )及食 

物银行活动在行管令期间， 
拨出了逾175万令吉，以提 

供粮食援助给前线人员及有 

需要的家庭。

“今天我们也将通过打 

巴警方、志愿警卫局及消拯 
局等各个团队，将价值3万 

2500令吉的日用品及干粮移 

交给当地650个家庭，截至 

n前为止，在行管令期间， 
共有7万6976名民众通过这 

项计划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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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镇彩虹苑公寓在守卫亭贴上二维码，供访客、承 
包商和电召车司机进入时扫码登记。

巴生永安鎭配合防疫

60%商家響應SELangkah

nvdanj^ah masiA I

TsflkJi： 11 Mey 2020 5,^9 PM 

Lokasi: Surwory Gfcza Mali KOTA 
___________ PAMANSARA___________

记者早前采访州政府大厦雪 

州防疫行动室新闻发布会时，曾 

电子签到过一次，系统便自动留 
下姓名和电话号码记录，使得记 

者在电脑前扫描双威Giza商场二 

维码时，变成也曾“到过”该商 

场〇

(巴生12日讯）雪州政府推出的追踪冠病 

疫情“ -步人就安全”（SELangkah )电子签到 

系统，获巴生永安镇约60%商家积极响应。

巴生市议员严玉梅向《大都会》社区报记 

者透露，在她于上周五和六拜会管辖区内永安 
镇商家，向商家积极推广使用SELangkah的便利 

后，获永安镇近200户的60%商家，6卩120户商 

家响应，纷纷把本身的二维码列印后张贴在门 

口，供顾客扫码登记。

能最迅速追踪源头

她形容，这是非常简单的电子登记措施， 

也是后疫情的生活新常态，民众包括外籍人士; 

应给予配合；-旦社区出现冠病疫情时，当局

能最迅速追踪到源头、病毒扩散方式和曾与之 

接触的人士，在最短时间切断病毒传染链。

她促请市民了解这项机制具备的自我保护 

功能，去到哪里应主动扫码；-旦社区出现病 

例，卫生部便能很快联系上相关人士进行筛检 

隔离，对症下药。
她透露，永安镇彩虹苑公寓（Pelangi 

Court)管理层也推行访客、承包商和电召车司 

机进人时，-律需扫码签到的措施，并探讨鼓 

励住户也能响应。

“我发现百家利花园的.些商家也主动响 

应，接下来我会走访其他管区，努力推动商家 

意识。”

嚴玉梅顧客掃碼兩次麻煩

玉梅坦言•基于国 

f安会规定商家需保 
存手写的顾客资料，雪州政府 

则推动SELangkah电子签到追 

踪系统，使得顾客需“登记两 

次”形成麻烦。-些连锁便利 

店也有本身的电子登记系统， 

要求顾客必须扫码登记两次。

她表示，能够理解店家 

的为难，毕竟需在警察上门检 

查时，出示顾客的资料名单为 

证；但另…边厢店家也需要求 
顾客扫码SELangkah二维码。

“我已把商家面对的问题 

向管理SELangkah的雪州大臣 

机构（MBI)旗下公司反映， 

寻求该开发商能否让商家登人 

系统列印顾客资料，好让警察 

查阅。同时寻求让商家能在系 

统，代没有智能手机的顾客扫 

描登记，让顾客无需手写。” 

她说，民众只要扫码过--

严玉梅（左）向永安镇商家推动SELangkah电子签到系 

统，获该区约60%商家响应。

次，留下姓名和电话号码在系 

统内，接下来每次扫码都无 

需再输人资料。苹果手机的 

相机有自动扫码功能；安卓

(Android)手机用户，则可 

使用微信或脸书扫码、或下载 
扫码应用程式（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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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陈德升（右一）把免洗消毒搓手液分送到封锁区C区的检疫 

(照片取自拉吉夫的脸书专页）
拉吉夫和他的团队于星期一（11日）派送逾10箱电解质饮料100 

Plm给前线人员。（照片取自拉吉夫的脸书专页）

舊區封轉不斷糧
iff姑吉夫表示，他们今日也瞄 
if 在忙着处理部分居民要 @

吉夫表示，他们今日也 

在忙着处理部分居民要 陳(八打灵再也12日讯）灵市旧区被 

員最快速度做好安排

報
道拉吉夫：灵 

市旧区的一切情 

况良好及受到控 

制，我认为比起 

其他被实施加强 

行管令的地区来 

说，灵市旧区获 

得很好的安排。

一單位聯同商家贊助熟食
丽亚陈在其脸书专页贴文说，灵市 

@11?区睦邻计划与大叁元海鲜饭店-- 

起赞助熟食，给那些住在封锁区内第2区，无 

法自己烹煮的长者。她表示，灵市1B区睦邻 

计划主席郭钧洋也向她透露，该饭店负责人认 

为他们在过去10年里，-直都属于灵市旧区的 

-分子，因此要为这个社区提供帮助；他们也 

打算承担所有食物的费用：

玛丽亚陈也认为，住在封锁区内的部分 

长者一直都是这家饭店的老顾客，因此在实施 

加强行管令期间，商民互相帮助的故事让她非 

常感动。.

拉吉夫服务中心送食物执勤人员

拉吉夫除了实地走访灵市旧区，了解居 

民的需求及情况，也将…名民众捐献的4桶 

免洗消毒搓手液，交由八打灵再也市议员陈 
德升，把消毒搓手液分送到封锁区C区的检 

疫站。此外，其服务中心昨日也安排300份食 

物，作为C区检疫站的执勤人员的开斋食物。

他和他的团队也派送逾10箱电解质饮料 

100 Plus给前线人员6

if 在忙着处理部分居民要 @

Marla cHn AbdJIah
n■天 . o

Today, PJ Od Town RiJan Tetai^ga 
Section i sJcng with Thai Sum Yuan 
Restaurant sponsored cooked food for 
senior citizans in Section 2, who are under.

玛丽亚陈在其脸书贴文表示，灵市 

1B区睦邻计划与大卷元海鲜饭店一起赞 

助熟食给那些住在封锁区内第2区，无 

法自己烹煮的长者。

在忙着处理部分居民要 

求协助买药的事，同时也在安排 

这个星期要派送面包、鸡蛋及蔬 

菜给所有住户，惟还未确定正确 

日期

他也透露，灵市政厅经过与 

达鲁益山灵市旧区垃圾管理公司 
(KDEB)开会后，安排该公司 

的垃圾车如常到封锁区内收集垃 

圾。他说，由于士拉央被实施加 

强行管令的地区不断有居民不获 

食物援助，以及乱丢垃圾导致环 

境肮脏的问题，他们从中吸取经 

验，在灵市旧区被封锁后，得到 

妥当的安排。

“ -切的情况良好及受到控 

制，我认为比起其他被实施加强 

行管令的地区来说，灵市旧区获

得很好的安排，居民在第一时间 

获得粮食援助，还有垃圾车按时前去收 

集垃圾，维持环境的卫生与清洁。”

促有需要者致电求助

他也表示，封锁区内的外籍人士除 

了在封锁的首日，致电给他表示担心无 

法获得食物援助，在他们迅速分派给每 

-户的基本粮食后，问题已得到解决， 

截至n前都没有再收到外籍人士的任何 

求助电话。

“基于人道主义立场，在这特殊时 

期，无论是本地人或外籍人士，只要有 

需要援助的地方，都可以致电给我寻求 

协助，我会尽力替他们解决问题。”

吸
取
±
拉
央
強

經

德

物
資
%
暸
解
情
況

陈Ij、陈及拉吉夫已在灵市 

旧区被实施加强行管令后的第_ - 

时间，安排福利部派送干粮给受 

影响的居民，且目前也还在持续 

安排着其他的食材，而居民都十 

分合作，没有出现其他问题。

吁勿接触封锁区外人

他说，由于部分住家只有 

1人居住，部分住家却有非常多 

人居住，因此他们在安排派送物 

资的时候，也要先了解每一户的 

情况，安排足够的粮食给所有居

民

询及有许多人不听警方劝 

告，悄悄地透过铁蒺藜递交物品 

给封锁区内的居民-事，陈德升 

也表示，居民若真的需要购买其 

他物品及药物，一定要致电行动 

室的热线号码，向执勤人员寻求 

协助，不要再与封锁区外的人有 

接触。
他也呼吁那些没有住在封 

锁区内的灵市旧区奥曼路巴刹档 

主，若他们或员工还没接受冠病 

检测，要主动站出来完成冠病检 

测，不要成为害群之马。

佐哈里： 

灵市旧区的冠病 

检测工作进展顺 

利，按如今进 

度，估计还需1至 

2天就可完成所有 

冠病检测工作。

1400人已完成篩檢
打灵县天灾管理委员会主席佐哈里 

乂 v也透露，截至今早，被实施加强行 
动管制令的灵市旧区共有1400人完成冠病检 

测，其中包括1024名本地人及376名外籍人 

:士，进展十分顺利。

他表示，该区的冠病检测将继续进行， 

直到预计的2145人全部完成检测为止。

“原定每日可为500名居民进行冠病检 

测，但由于进展很顺利，按照如今的进度， 

估计还需1至2天就可完成所有人的冠病检测 

工作。”

实施加强行动管制令后，八打灵再也区 

国会议员玛丽亚陈及武吉加星区州议员 

拉吉夫以最快的速度安排好粮食，交由 

福利部派送给受影响的住户！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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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鲁丁（右六）和雪州防范毒品协会荣誉秘书达音莫哈末（右五）在移交斋 

戒月恩物仪式后，与各县长合照。

是否加強巴剎管制

大臣：要看情況
(沙亚南12日讯）雪州大臣拿督斯里 

阿米鲁丁指出，针对雪州巴刹传染的冠病 
疫情一事，州政府会视乎是否有必要增加 

指南条件和加强对巴刹的管制。

“我们和执法机关进行商讨，以了 

解处于前线的他们所面对的难题（开放复 

工），我们理解难处，所以不武断做决

他指出，所有建筑公司必须提呈防控 

冠病疫情的安全行动蓝图给地方政府，以 

避免从建筑工地爆发出疫情，才能获准复 

工。阿米鲁丁是在今早于大臣官邸主持移 

交斋戒月恩物仪式后，这么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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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灵再也市议 

乂V员王绥生针对

上述问题回应道，自从政 

府实行管制令以后，凡是 

要进行装修的业主及商 

家，都需要向八打灵再也 

市政厅提出申请，承包商 

也需要妥善处理垃圾问 

题。

“若民众发现这些 

滚动垃圾槽的垃圾没有被 

妥善处理，可以向灵市政 

厅相关部门投诉。”

他表示，他会将上 

述问题向灵市政厅建筑物 

管制监督组反映，并要求 

官员到现场巡视，除了调 

查有关业主是否有向灵市 

政厅提出装修的申请，也要查看业主是否有妥 

善处理有关装修废料及其他问题Q

他说，若发现业主没有申请装修准证， 

或违反其他条例，将发出通知信，要求他们立 

即处理掉滚动垃圾槽及垃圾。他表示，官员也 

会视业主违反的条例，开出不同数额的罚单。

王绥生：我 

会将滚动垃圾槽 
的问题向灵市政 

厅建筑物管制监 

督组反映，并要 

求官员到现场巡 
视及调查。

滾動垃圾槽被濫用

SS2小巷垃圾掉滿地
報道/攝影►伍思薇

(八打灵再也12日讯）滚动垃圾槽 

(Tong Sampah RORO )里的垃圾掉满 

地，就连沟渠也无法幸免，让灵市SS2 

区商业区的巷子衍生环境污染问题。

《大都会》社区报记者昨日发现 

灵市SS2商业区的SS2/73路巷子有…个 

滚动垃圾槽。原本让人放置装修废料及

旧家具的滚动垃圾槽，里里外外都被丢 

弃各种垃圾，如衣服、公仔、电线、纸 

箱，以及其他大小不一的垃圾。

只见这些垃圾都已满溢出来，散落 

在马路上及沟渠里，而堆在最上层的垃 

圾，都已被烧成焦黑状，经过垃圾槽旁 

时，还有一阵阵的烧焦味飘散出来。

滚动垃圾槽旁的沟渠，也堆积不少 

垃圾，或有可能造成沟渠阻塞。

許小姐：垃圾槽着火幸被撲滅
t附近丁作的许小姐（32岁） 

1=11透露，由于SS2/67路某一个楼 

上单位的一户业主在进行装修工程，因 

此早在我国实施行管令前，就在SS2/73 

路巷子里放置滚动垃圾槽:

“据附近的银行保安所说，昨天清

早5时许，发现滚动垃圾槽着火了，火 

势很大，幸好被扑灭了。”

她说，通常每星期都有人来处理掉 

滚动垃圾槽里的垃圾，但该垃圾槽突然 

着火是人为还是其他原因，就不得而知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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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J:有條件行管期間

商家佔用五腳基罰
(八打灵再也12 R讯）安邦再也市议会采取一系列行 

动，对付在有条件行动管制令期间，违例占用及阻碍五脚 

基空间的商家。

根据安邦再也市议会的官方脸书贴文显示，执法人员 
采取行动对付28间违例的商店，并发出44张罚单、充公执 

照及充公物品。

市议会表示，任何违反有条件行管令的商家，都会受 

到对付。
任何商家不允许在商店五脚基置放物品及阻碍民众，否则 

将受到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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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dai njr>cit kat hgiiamas belakang 

restoran pelita masih operasi macam biase 

Kari Ini 11/5/2020, kate DBKL baru slla? 
Apaceri^DEKL???

開
吉隆坡市政局否认网传帖文，表示该 

商店是大马人拥有且有执照。

(八打灵再也12R讯）社交媒体流传，位于金山花园 

(Hartamas ) ■家由外劳拥有的杂货店于上周五被执法单位采 

取行动后，如今又重新运作，但吉隆坡市政局查证后否认此 

事。大马通讯及多媒体部快速反应小组今早发文告澄清网传的 

两则假消息说，吉隆坡市政局解释，经查证后发现，该商店是 
大马人拥有且有执照，并遵守2016年（吉隆坡联邦直辖区）贸 

易、商业及丁业执照费法令第20条文，允许执照持有者聘请有 

合法工作准证的外劳。

该市政局说，当日的执法行动是针对该商店附近，表示他 

们至今仍关闭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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