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eniaga Pasar
Jalan Othman
tunggu maklum
balas isu sewa
Petaling Jaya: Peniaga di Pasar
Besar Jalan Othman, di sini,
masih menunggu maklum balas
daripada Majlis Bandaraya Pe-
taling Jaya (MBPJ) berhubung
kenaikan harga sewa hampir
300 peratus.
Pengerusi Persatuan Peniaga

pasar berkenaan, Anuar Abdul-
lah, berkata pihaknya sudah me-
ngemukakan makluman bertulis
kepada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itu, tetapi sehingga kini
belum ada maklum balas.
Beliau mendakwa, peniaga di

pasar terbabit bukan sahaja ber-
depan isu kenaikan harga sewa
yang terlalu tinggi, tetapi juga
masalah operasi disebabkan pe-
raturan yang ditetapkan.
“Antara masalah adalah berkai-

tan tempat penyembelihan ayam,
selain kedai yang kecil untuk be-
roperasi. Peniaga juga sukar ber-
niaga kerana tiada pekerja.
“Pekerja warga asing yang di-

gajikan masih tidak dibenarkan
bekerja. Begitu juga lelaki warga
asing yang juga suami pemilik
tapak gerai,” katanya ketika di-
hubungi BH, semalam.
Sehubungan itu, beliau memin-

ta pihak berwajib menyelesaikan
isu berkenaan secepat mungkin
kerana ia menjejaskan periuk na-
si peniaga yang sudah pun dalam
keadaan tertekan.
Pada 7 Jun lalu,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dilaporkan berkata, beliau
akan mendapatkan penjelasan
MBPJ mengenai kenaikan sewa
tapak di Pasar Jalan Ot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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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Ahli Dewan Unda-
ngan Negeri (ADUN) Sementa,
Dr DaroyahAlwi, diminta segera
melepaskan jawatan sebagai wa-
kil rakyat selepas mengumum-
kan keluar daripada Parti Keadi-
lan Rakyat (PKR), kelmarin.
Menteri Besa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turut meminta
Dr Daroyah meletak jawatan se-
bagai Timbalan Speaker Dewan
Negeri Selangor.
Amirudin yang juga Penge-

rusi Majlis Pimpinan PKR Sela-
ngor dalam satu kenyataan,
mengecam tindakan Dr Daro-
yah dan menyifatkannya satu
bentuk pengkhianatan kepada
rakyat.
“Saya mengecam sekeras-ke-

rasnya tindakanADUNSementa
yang mengumumkan keluar da-
ripada parti.
“Tindakan ini satu bentuk

pengkhianatan kepada rakyat
yang sudah memberi mandat
jelas kepada Pakatan Harapan
(PH) untuk mentadbir Selangor

melalui Pilihan Raya Umum Ke-
14 lalu.
“Susulan itu, saya menggesa

beliau segera meletak jawatan
ADUN Sementa jika masih ber-
maruah, manakala peletakan
jawatan beliau selaku Timbalan
Speaker Negeri Selangor akan
diuruskan oleh Pejabat Dewan
Negeri Selangor melalui Spea-
ker,” katanya.
Kelmarin, Dr Daroyah yang

juga Timbalan Ketua Wanita

PKR Pusat, mengumumkan ke-
luar daripada parti itu.
Beliau dilaporkan berkata,

statusnya dalam DUN Selangor
kini adalah ADUN Bebas yang
mesra Perikatan Nasional (PN).
Dr Daroyah mendakwa tidak

bersendirian meninggalkan par-
ti dan 35 pemimpin PKR di pe-
ringkat pusat, negeri dan Cabang
turutmengikut langkahnya itu.
Sementara itu, Lembaga Dis-

iplin PKR sudah memutuskan
menggugurkan Dr Daroyah se-
belum ADUN Sementa itu melet-
akkan jawatan.
Setiausaha Agung PKR, Da-

tuk Se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berkata keputusan Lem-
baga Disiplin itu sudah diben-
tangkan kepada Biro Politik
yang bermesyuarat sebelum itu.
Katanya, dalam laporan Lem-

baga Disiplin itu, dinyatakan
ada banyak pelanggaran disiplin
yang dilakukan Dr Daroyah.
“Antaranya, Dr Daroyah ma-

sih menyokong pemimpin parti

yang sudah disingkirkan kerana
mengkhianati parti.
“Ada ramai pemimpin parti

yang bersama pengkhianat parti
tetapi mereka tidak lagi menyo-
kongnya selepas dipecat sedang-
kan Dr Daroyah masih menyo-
kong pemimpin itu,” katanya.
Saifuddin berkata, setakat

ini, pihaknya tidak menerima

mana-mana permohonan atau
pemakluman keluar parti dari-
pada 35 orang ahli seperti didak-
wa Dr Daroyah.
Katanya, dalam kes Dr Daro-

yah, Lembaga Disiplin tidak me-
merlukan surat permakluman
keluar parti kerana beliau seme-
mangnya mahu digugurkan.

Dr Daroyah perlu lepaskan jawatan ADUN: MB

Amirudin Shari

Keratan akhbar BH Ahad, se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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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 diterbitkan oleh The New Straits
Times Press (M) Bhd,
31, Jalan Riong, 59100 Kuala Lumpur

Peranan Raja-Raja Melayu
stabilkan politik, negara

Pada 8 Jun lalu, seluruh negara
menyambut cuti umum sempena
Ulang Tahun Hari Keputeraan
Rasmi Yang di-Pertuan Agong,
Al-Sultan Abdullah Ri'ayatuddin
Al-Mustafa Billah Shah.
Sambutan cuti umum seumpa-

ma ini juga diadakan di setiap
negeri bagi menghormati peme-
rintahan ketua pemerintah negeri
masing-masing. Pelbagai acara,
majlis danaktiviti disusun sebagai
tanda penghormatan kerajaan ser-
ta rakyat kepada institusi beraja.
Di sebalik sambutan, sebagai

warganegara yang taat dan setia
kepada negara, kita wajar me-
mahami dan menghayati kerang-
ka sistem pemerintahan negara,
yang menggabungkan dua sistem
utama iaitu Raja Berperlembaga-
an dan Demokrasi Berparlimen.
Pelaksanaan kedua-dua sistem

ini diputus dalam rundingan ke-
merdekaandiLondonpada1956/57.

Rundingan membabitkan tiga pi-
hak iaitu Pejabat Tanah Jajahan,
Majlis Raja-Raja Melayu dan Parti
Perikatan UMNO-MCA-MIC.
Ketiga-tiga pihak akhirnya ber-

setuju dan memegang erat kewu-
judan sistem pemerintahan ne-
gara pasca merdeka.
Kemuncaknya Tunku Abdul

Rahmanmengisytiharkan kemer-
dekaan negara pada 31 Ogos 1957
di hadapan Majlis Raja-raja dan
rakyat jelata.
Dalam konteks ini, rakyat Ma-

laysia perlu memahami realiti
dan fakta bahawa sistem peme-
rintahan beraja atau sistem ke-
sultanan adalah asas peradaban
politik Malaysia.
Pakar Sejarah Malaysia, Prof

Emeritus Tan Sri Dr Khoo Kay
Kim, merumuskan Kesultanan
Melayu Melaka adalah pengasas
sistem politik dan berkerajaan di
Tanah Melayu.
Pelbagai kerangka pemerinta-

han diwujudkanmembabitkan bi-
dang kuasa raja, pembesar 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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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mimpin di kawasan taklukan.
Undang-undang digubal, kawasan
persempadanandiwujudkan, kon-
sep kerakyatan, sistem pentadbi-
ran dilaksanakan dan hubungan
antarabangsa dimeterai.
Semua ini menandai wujudnya

sebuah sistem kesultanan yang
berdaulat. Di sinilah gagasan ke-
daulatan Raja menjadi asas pe-
merintahan.
Dalam perspektif pentadbiran,

Malaysia mengamalkan sistem
Persekutuan. Ia menjelaskan bi-
dangkuasaKerajaanPersekutuan,
kerajaan negeri dan kerajaan tem-
patan. Apa yang paling signifikan,
kewujudan sistem Persekutuan
hanya dapat dizahirkan apabila
Raja-raja Melayu sanggup meng-
orbankan sebahagian besar kuasa
baginda menerusi Perjanjian Per-
sekutuan pada 21 Januari 1948.
Berikutan itu, Kerajaan Perse-

kutuan Tanah Melayu dizahirkan
pada 1 Februari 1948. Dari segi
struktur pentadbiran, sistem pen-
tadbiran disusun secara sistema-
tik. Ia membabitkan tiga struktur
utama iaitu legislatif (badan pe-
rundangan), eksekutif (badan pe-
laksana dasar) dan judiciary (ba-
dan kehakiman).
Ketiga-tiga institusi ini mem-

perihalkan bidang kuasa tersen-
diri. Sebagai ketua negara, Yang
di-Pertuan Agong bertindak me-
naungi ketiga-tiga institusi sistem
pentadbiran itu. Bagi rakyat pula,
sistem sosial dibangunkan.
Rakyat memegang kukuh ke-

hidupanberagama. Islammenjadi
anutan orangMelayu. Sistempen-
didikandan sistemsosial pelbagai
bangsa dibangunkan.
Sosioekonomi rakyat turut ber-

kembang, selari sistem kesulta-
nan yang dilatari konsep kerajaan
kelautan. Implikasinya rantau
Nusantaradidatangipedagangda-
ri segala pelosok dunia.
Di samping itu, negara kita me-

ngamalkan sistem Demokrasi

Berparlimen. Ia bermula dengan
pilihan raya umum (PRU) per-
tama pada 27 Julai 1955.
Sehingga kini, negara menga-

dakan 14 kali PRU yang menen-
tukan parti dan pemimpin mana
yangmendapat mandat rakyat un-
tuk memerintah negara dan ne-
geri. Parti berdaftar dengan Ja-
batan Pendaftar Pertubuhan dibe-
narkan bertanding mengikut ke-
mampuan dan pengaruh mereka.
Di sinilah, rakyat diberi pe-

luang menentukan pemerintah
negara. Dalam konteks ini, ke-
daulatan rakyat dimartabatkan.
Senario ini jelas menunjukkan

institusi Yang di-Pertuan Agong
dan Majlis Raja-Raja induk kuasa
dalam sistem pemerintahan ne-
gara.
Rumusannya, sistem pemerin-

tahan beraja menjadi pelengkap
serta semak dan imbang kepada
sistem pemerintahan demokrasi.
Inilah yang menjadi asas kesta-
bilan politik Malaysia selama ini.
Kestabilan politik ini pula me-

nyumbang keharmonian dan ke-
sepaduan sosial, kemakmuran
ekonomi dan kesohoran global.
Dalam politikMalaysia yang se-

makin kompleks, peranan insti-
tusi Yang di-Pertuan Agong dan
Majlis Raja-raja semakin relevan
dan signifikan.
DalamPRU-14,BarisanNasional

(BN) kehilangan mandat. Sebalik-
nya Pakatan Harapan (PH) dite-
rajui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membentuk kerajaan baharu.
Pada masa inilah, Sultan Johor,

Sultan Ibrahim Iskandar, bertitah

pembentukan kerajaan baharu
perlu disegerakan demi kepenti-
ngan rakyat. Berikutan itu,
Sultan Kelantan, Sultan Muham-
mad V selaku Yang di-Pertuan
Agong ketika itu memanggil pe-
mimpin PH ke Istana Negara un-
tuk mengadakan perbincangan
dan majlis mengangkat sumpah
sebagai Perdana Menteri dan
Menteri Kabinet.
Ini menunjukkan betapa Majlis

Raja-Raja memberi perhatian se-
rius kestabilan politik negara.
Peranandan fungsi Yang di-Per-

tuan Agong dan Majlis Raja-raja
begitu terserlah dalam peralihan
kepimpinan Kerajaan Persekutu-
an pada akhir Februari lalu.
Kebijaksanaan dan kewibawa-

an Al-Sultan Abdullah dan Majlis
Raja-raja amatlah dihargai untuk
menstabilkan politik negara demi
kelangsungan pembangunan ne-
gara, kemakmuran ekonomi dan
kesejahteraan rakyat.
Yang di-Pertuan Agong atas ke-

dudukannya sebagai ketua nega-
ra sanggup mencemar duli ber-
jumpa semua 222 Ahli Parlimen
secara berasingan.
Dengan penelitian mendalam

dan cermat, baginda berserta na-
sihat Majlis Raja-raja, akhirnya
keputusan dibuat sepertimana di-
titah dalam Majlis Perasmian Si-
dang Parlimen pada 18 Mei lalu.
Sebenarnya, isu pembentukan

kerajaan pernah berlaku di Perak
selepas PRU-12 pada 2008. BN dan
Pakatan Rakyat mendakwa ma-
sing-masing mempunyai majoriti
kerusi dalamDewanUndanganNe-
geri (DUN) Perak.
Berikutan itu, al-marhum

Sultan Azlan Shah menggunakan
peruntukan kuasa baginda seba-
gai ketua negeri menyelesaikan
kemelut politik di Perak.
Baginda berkenan berjumpa se-

muaAhliDewanUndanganNegeri
(ADUN) dan akhirnya mengenal
pastipartiyangmendapatmajoriti.

Keadaan sama berlaku di Selangor
menyebabkan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menyelesaikan kemelut
politik dengan membentuk kera-
jaan PakatanRakyat dipimpin Tan
Sri Khalid Ibrahim.
Titah Sultan Johor dalam

akaun Facebook baru-baru ini ju-
ga menarik perhatian. Kepriha-
tinan baginda disebabkan Un-
dang-undang Tubuh Kerajaan Jo-
hor 1895 mengabsahkan peranan
baginda sebagai Ketua Negeri.
Baginda Sultan Johor berusaha

sebaik mungkin memastikan ke-
stabilan politik di Johor dengan
gagasan ‘Muafakat itu Berkat’.
Menurut baginda, kepentingan
rakyat ditimpa kesusahan akibat
COVID-19 mesti diutamakan, ber-
banding kepentingan peribadi pe-
mimpin politik, semata-mata un-
tuk mendapat kuasa.
Malah, baginda memberi ama-

ran tidak akan teragak-agak
membubarkan DUN Johor seki-
ranya isu perebutan kuasa masih
berterusan. Ini menunjukkan be-
tapa Raja-raja Melayu mempu-
nyai peranan untuk memastikan
kestabilan politik.
Bersempena sambutan Ulang

Tahun Hari Keputeraan Rasmi
Yang di-Pertuan Agong, beberapa
rumusan boleh dibuat.
Pertama, rakyat perlu menghor-

mati institusi beraja dan institusi
demokrasikeranakedua-duanyain-
duk sistem pemerintahan negara.
Kedua, Perlembagaan Perseku-

tuan adalah tiang seri kewujudan
sebuah negara bangsa sejak Ma-
laysia mencapai kemerdekaan.
Ketiga, setiap warganegara ber-

kewajipan menghormati dan me-
realisasikan Rukun Negara dan
keempat, semuapemimpin politik
perlu komited untukmenegakkan
integriti politik yangmengutama-
kan kepentingan rakyat berban-
ding kepentingan peribadi.
Kelima, fenomena pandemik

COVID-19 memerlukan kesatuan
fikiran dan tindakan bagi menye-
lesaikan pelbagai masalah rakyat.
Keenam, ‘genjatan senjata’ da-

lamkalanganpemimpindanparti
amat diperlukan untuk memba-
ngunkan semula ekonomi negara
danmengukuhkan perpaduan na-
sional.
Almarhum Tun Abdul Razak

pernah berpesan supaya pemim-
pin mengurangkan politiking dan
mendahulukan kepentingan ra-
kyat. Hanya dengan cara ini, pe-
mimpin politik akan dihormati
dan disanjung rakyat sepanjang
zaman.

Page 2 of 2

15 Jun 2020
Berita Harian, Malaysia

Author: Prof Madya Dr Kassim Thukiman • Section: Nasional • Audience : 82,252
Page: 10 • Printed Size: 724.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3,974.00 • Item ID: MY0040065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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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ranya masih bermaruah,”
tegas Menteri Besa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Kenyataan itu dikeluar-

kan susulan pengumuman
TimbalanKetuaWanita PKR
Pusat, Dr Daroyah Alwi ke-
luar parti itu berkuat kuasa
serta-merta, kelmarin.
Beliau berkata, Dr Daro-

yah juga diminta melepas-
kan jawatan sebagai Tim-
balan SpeakerDewanNegeri
Selangor.
Katanya, peletakan jawa-

tan selaku Timbalan Spe-
akerDewanNegeri Selangor
akan diuruskan Pejabat
Dewan Negeri Selangor
melalui Speaker.
Amirudin yang juga Pe-

ngerusi Majlis Pimpinan
PKR Selangor turut me-
ngecam tindakan Adun
berkenaan.
“Tindakan ini jelas satu
bentuk pengkhianatan

kepada rakyat yang
sudah memberi
mandat jelas ke-
pada Pakatan Hara-
pan (PH) untuk
mentadbir Selangor

melalui Pilihan Raya Umum
ke-14 yang lalu,” katanya, se-
malam.
Beliau berkata, keutama-

an kerajaan negeri padama-
sa ini adalah menggemb-
leng inisiatif membantu ra-
kyat Selangor yang terkesan
berikutan penularan pande-
mik Covid-19.
Katanya, beliau yakin

Adun PKR dan semua la-
pisan jentera terutama Ke-
tua Cabang mual dengan
politik separa matang yang

tidak berkesudahan.
Katanya, PKR dan PH Se-

langorberiltizamberkhidmat
sedaya-upaya demi meng-
hormati mandat rakyat.
Kelmarin, Timbalan Ke-

tua Wanita PKR Pusat, Dr
Daroyah Alwi mengumum-
kan keluar parti itu berkuat
kuasa serta-merta.
Beliau berkata, statusnya

dalam DUN Selangor kini
adalah sebagai Adun Bebas
yang mesra Perikatan Na-
sional (PN).

Kosongkanlah Dun...
Amirudin cabar Dr Daroyah selepas umum keluar parti kelmarin

Oleh Norzamira
Che Noh

am@hmetro.com.my

Shah Alam

“Saya menggesa be-
liau segera mele-
tak jawatan seba-

gai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Sementa se-

DR Daroyah mengumumkan peletakan jawatan sebagai Timbalan
Ketua Wanita PKR Pusat.

AMIRU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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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not buy into fake news on aid for seniors' 
By OH INGYEEN 
ingyeen@thestar.com.my 

THE public are advised to be wary 
of news circulating on social media 
about a supposed aid scheme for 
senior citizens. 

The post said that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was giving out 
RM3,000 to those over 60 born in 
Selangor while those born in Kuala 
Lumpur before 1974 were also 
eligible to apply. 

However, Yayasan Warisan 
Anak Selangor (Yawas) clarified 
that the message was fake as no 

such scheme existed. 
"Currently, we only have 

Skim Mesra Usia Emas (SMUE), 
which is in the form of RM100 
shopping vouchers at selected 
supermarkets given to those aged 
60 and above. 

"The beneficiaries are those who 
are already in Yawas' list. Hence, 
we urge SMUE members to get 
their information from verified 
sources and not be tricked by fake 
news," it said in a social media post. 

Balakong assemblyman Wong 
Siew Ki also informed the public 
that the message was fake via her 

social media page. 
"Over the last few days about 50 

people have either come to our 
service centre or called up to ask 
about the message.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irresponsible people have been 
spreading fake news about 
purported state government 
aid. 

"Before this, there was a message 
that the state government was 
giving RM500 to all people of 
Selangor for shopping. 

'There was also one that said 
SMUE would give RM2.500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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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death beneficiary scheme 
to all in Selangor when only those 
60 and above were eligible. 

"I hope those responsible 
will stop playing all these dirty 
tricks as people are sick of it," 
Wong said. 

SS15/2-SS15/3 Rukun Tetangga 
chairman Michael Sundram said 
many Subang Jaya residents had 
received the message. 

"As RT chairman, I received calls 
asking me whether it was true. 

"Most were happy to receive the 
aid. 

"Unfortunately, I had to tell them 

the news was fake," he said. 
Kampung Baru Balakong Village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Committee chairman Aw Fui Koon 
said she too had received the 
message. 

"None of the villagers had asked 
me about it but I already knew that 
it was fake." 

Lake Edge Residents Association 
secretary Mariam Osman said they 
posted the clarification on their 
social media page. 

"Most people thought it was fake 
but they just wanted to make sure," 
s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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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UND DISCOUNT 
Shah Alam City Council (MBSA) is 
offering a 50% discount on parking 
compounds until June 22. Payment 
can be made at the main counter 
of Wisma MBSA, MBSA branch 
offices at Sungai Buloh, Kota 
Kemuning and Setia Alam as well 
as via eps.mbsa.gov.my. For details, 
call 03-5510 5133 ext ^ 
1477/1656/1657/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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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METRO, MONDAY 15 JUNE 2020 

Selangor to 
continue 
social 
distancing on 
its free buse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passen-
gers, Smart Selangor and PJ City 
buses will continue social distancing 
by limiting their number, as prac-
tised during the conditional move-
ment control order (MCO). 

In a press statement, Selangor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transport 
and new village development com-
mittee chairman Ng Sze Han said 
both services had resumed opera-
tions on May 6, from 6am to 10pm. 

All passengers and drivers were 
reminded to always follow Health 
Ministry guidelines which include 
social distancing, wearing face 
masks as well washing hands before 
and after using public transport. 

As a safety measure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Covid-19, Smart 
Selangor and PJ City bus operators 
have been instructed to sanitise the 
bus, put stickers to mark seats that 
should not be occupied and provide 
sanitiser in the bus. 

Passengers are also asked to scan 
the Selangkah QR code on Smart 
Selangor and PJ City buses for con-
tact tracing. 

Last week, Rapid Rail Sdn Bhd 
was forced to reverse its decision 
hours after announcing that it was 
ending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 
on all its trains. 

The firm, which runs Rapid KL 
rail services, said it would adhere to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 to contin-
ue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 in the 
LRT, MRT and Monorail. 

It said the policy would be main-
tained until a new decision had 
been made by the government. 

However, it reminded passengers 
to plan their journeys considering 
the expected increase in the num-
ber of passengers during the recov-
ery M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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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carpark 
with a ramp for 
the disabled 
in Taman 
Mayang Jaya. 

State rep: More OKU parking 
needed in older commercial areas 
UNDER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guidelines, 2% of parking 
spots should be reserved for the 
disabled (OKU). 

However, in certain places, this 
guideline is not fully adhered to. 

With that in mind, Bandar 
Utama assemblyman Jamaliah 
Jamaluddin said she planned to 
ensure more OKU parking was cre-
ated in her constituency, with par-
ticular attention on older commer-
cial areas. 

Jamaliah said this after launch-
ing a new carpark and ramp for 
the disabled at SS26/8, Taman 
Mayang Jaya, Petaling Jaya. 

The facility cost RM19,490. 
She said the site was chosen to 

cater to the disabled and elderly 
residents of Taman Mayang Jaya. 

"Many of them frequent the 
supermarket to get their daily 
necessities while a clinic is also 
located on the same row. 

"In view of this, my office 

requested that the OKU parking 
spot be equipped with a ramp in 
compliance with the Universal 
Building by-laws. 

"We worked closely with the 
MBPJ's Planning Department's 
universal design unit on this," she 
said. 

Also present were MBPJ council-
lor Sakinah Bibi Nagoor and MBPJ 
planning department universal 
design assistant officer Hafizah 
Abdul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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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eigners at stalls 
Why is the Shah Alam City 
Council allowing foreigners to 
operate businesses at the old and 
new Sri Muda markets? The 
council should take action against 
locals who are using foreigners to 
run their st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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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販人數衆多憂成防疫缺口 

實 達 阿 南 夜 市 還 不 能 開 
報道•張淑媚 

(巴生14日讯）全马最长的实达阿南夜市 

暂不能恢复营业！ 

实达阿南夜市全长约700至800公尺，拥有 

逾700个摊位，每周六晚平均吸引逾万人次前来 

观光消费，是当地数•数二的地标: 

基于该夜市因摊贩人数众多，沙亚南市政 

厅担忧 R开放，或会成为冠病疫情防疫的_-

道缺口，因此这个逢周六营业的夜市待气局再 

二斟酌后，才决定能否重新营业： 

虽然雪州政府R前宣市露天早市巴刹、 

夜市及欢乐市集（Bazaria)将同步跟随国安 

会，于明R ( 15R )在指定地点分阶段恢复 

营业，惟实达阿南夜市在市政厅考 f i下为例 

夕卜，因此市政厅将拟定更严谨的标准作业程序 

(SOP)，才能放行。 

至于其他获准营业的夜市，营业时间与过 

往一样，即从下午4时至晚上10时。 

实达阿南夜市因摊贩人数众多，沙亚南市政厅担忧一旦开放，或会成为防疫缺口，因此该 

夜市何时才能营业，还是未知数。（档案照） 

蕭歡延：沙亞南僅准26夜市開業 

萧欢延：一 

旦夜市开档，小 

贩需遵守标准作 

业程序，每名小 

贩及助手都必须 

做好防疫措施。 

Z2L责实达阿南的沙亚南市议员 

JM萧欢延接受《大都会》社区 

报记者访问时指出，市政厅管辖区内 

共有30个夜市，不过仅有26个夜市获 

准开业，其余4个夜市不在开放名单 

中，包括实达阿南夜市。 

“市政厅在前几天经过_ •番深 

思熟虑后，决定暂不开放实达阿南夜 

市。该夜市摊贩人数众多，地方政府 

亦需时间教育小贩，及拟定开放营业 

后的严格标准作业程序。” 

他解释，该夜市有700多个摊 

位，就算划分为两批，即第一批350 

个摊位先行营业，数量仍过百；倘若 

-个摊位有2名小贩，单是业者和员 

二就增至700人，加上来逛夜市的民 

众，必定会有过千人，可想而知人流 

量非常庞大和惊人，也难以控制： 

他说，在还未有行管令之前，为 

了维持该夜市的秩序，市政厅每次都 

会派出6至8名执法人员驻守和巡逻， 

维持治安和交通秩序。但基于执法员 

如今也需要去其他地方巡视，因此无 

法调派更多人手监督该夜市， 

先观察小型夜市营业情况 

萧欢延披露，实达阿南还有 -

个夜市，即每周四位于实达柏兰岭 

(Set ia Perdana )，由于该夜市较小 

型，摊贩及人流也比较容易控制，因 

此获准营业: 

“市政厅之后会观察该小型夜 

市的营业情况，再从中评估实达阿南 

夜市是否也能跟随开业，毕竟每日仍 

有冠病确诊病例，市政厅不敢冒险批 

准，’ 

他说，其余获准开档的夜市，会 

分为两批轮流营业，避免制造人潮， 

同时市政厅将会委派执法官员到复业 

的夜市进行监督及巡视工作，协助小 

贩在新常态下营业。 

每档小贩不得超过3人 

萧欢延表示，a一夜市开档，小 

贩就需遵守标准作业程序，包括助手 

在内，人数不得超过3个人。 

沙亞南市政廳轄區 
獲准恢復營業 

個夜市 

周一夜市 
J _ Seksyen16 Jalan16/3 
2 Seksyen18 Jalan18/A 
3 Seksyen18 Jalan18/2 
4 Seksyen28 Jalan28/25 
5 Seksyen34 Jalan Hon 34/10 
6 Jalan stering 34/6 ( Bukit Kemuning ) 
7 Seksyen U20 Jalan Perusahaan 1/A， 

Bandar Baru Sungai Buloh 
周二夜市 

8 Seksyen6 TLK Pasar Moden 
9 Seksyen 17 TPK Pasar Malam 17/19 
10 Seksyen31 Jalan Anggerik Mokara 
—31/E Kota Kemuning 

— 周三夜市 
11 Seksyen7 TPM Jalan Plumbum 7/100 
12 Seksyen24 Jalan 24/B 
13 Seksyen24 Jalan 24/25 
14 Seksyen U5 Jalan U5/18A Mahsing-

Pinggiran Subang 
周四夜市 

15 Seksyen27 Jalan27/6 
16 Seksyen U13 Jalan Setia Perdana 

BB U13/BB 
周五夜市 

17 Seksyen6 TLK Pasar Moden 
18 Seksyen25 Jalan25/38 
19 Seksyen34 Jalan Hon 34/10 
2 0 Seksyen34 Jalan stering 24/6 (武吉哥文宁) 

21 SeksyenU2 Jalan Saujana Indah 1， 
TTDI Jaya 

周六夜市 
22 Seksyen19 Jalan19/D 
23 Seksyen 19 Jalan 19/E 
24 Seksyen20 Jalan Singa C 20/C 
25 SeksyenU5 Jalan Bulan BV U5/ 

BV,Subang 2 
— 周日夜市 
26 SeksyenUI 6 Taman Bukit Subang 

不获准营业夜市 
Jalan Apollo Seksyen U5, 
Sungai Buloh 

2 Jalan Dinar U3/5,Subang Perdana 
3 Pasar Malam Jalan A U13/A Setia 
一 Alam (全马最长实达阿南夜市） 
4 TLK Pasar Kampung Baru, 
： Sungai Buloh Wellfare 

“每名小贩及助手都必须做好防疫 

措施，包括戴3层式口罩、备有消毒搓手 

液、确保顾客保持社交距离、提供一步签 

到(SELangkah ) 二维码扫码及确保档口 

卫生。” 

他说，小贩必须遵循州政府定下的条 

规，即每户家庭只限2人逛夜市；13岁以 

下孩童和体温逾摄氏37.5度者，-律被禁 

踏人夜市。 

他提醒，在市政厅辖区内，仍有许多 

没有执照的小贩摆摊，因此他促请这些小 

贩尽快申请营业执照，以免被取締后面对 

罚款，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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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品 权 ： 

灵市多个夜市还 

未接获可恢复营 

业的批准作业程 

序，目前也得知 

原本每逢星期一 

营业的SS2夜市暂 

时不能在6月15曰 

复业。 

李品權：設圍籬控制人流是挑戰 
打灵再也夜市小贩公会秘书 

/v李品权接受电访时也表示， 
灵市多个夜市暂时还未接获可恢复营业 

的批准，包括原本每逢星期一营业的 

SS2夜市、星期§的334(]夜市、星期四 

的SS2朝阳夜市、星期日的美嘉花园夜 

市及东南亚花园夜市。 

李品权说，公会还在等待市政厅 

的标准作业程序与管理方式出炉，同时 

也已经向市议员与州议员求助；后者也 

表示明白小贩的处境，因此会向市政厅 

反映尽快完成标准作业程序，让小贩尽 

速恢复营、Ik: 

他坦#，如果夜市范围规定要围 

篱以控制人流，这将会是最大的挑战之 

•，以呈U型的SS2夜市为例，出入口 

四通八达，时且中央处是SS2为食街美 

食中心，因此围篱将会影响美食屮心与 

其他原有业者的生意。 

“我们曾经讨论过是否能够暂时 

搬迁至SS2商业区篮球场那段空地，但 

又担心万一下雨，泥土会湿，最后觉得 

不可行。” 

聘警卫维持增负担 

“我们小贩接近 9 0天不获准开 

档，政府只一次过派发500令吉的援助 

金给小贩，根本不足维持这90天的生 

活，如今‘米缸’缺钱，若政府又要我 

们合资聘用志愿警卫维持秩序，这将会 

是我们的经济负担c " 

他说，SS2夜市拥有逾600个持有执 

照的档口，要是地方政府安排他们分组 

开档，如此将会影响小贩的收人，间隔 

数公尺摆档的话，恐怕空间也不足： 

“政府宣缶6月15日可以开档后， 

小贩以为、天就可以复业，结果有的已 

订货准备开档。” 

李品权指出，小贩的经济状态吃 

紧，被迫铤而走险，在运输交通丁具上 

售卖物品，恐随时遭执法人员取締： 

等市廳公布詳情 
莎吉娜（八打靈再也市議員） 

“我所领养的市区范围内，只有 

SS24美嘉花园一个室内早市巴刹及露 

天夜市，早市巴刹目前已恢复开放， 

至于每逢星期日摆摊的夜市何时重 

开，我还在等候八打灵再也市政厅进 

-步的宣布，包括消费者是否限时购 

物等详情。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夜市小贩 

不可聘用外籍员T ” 

不清楚何時有定案 
路易斯（八打靈再也市議員） 

“我在两天前甫于执照组委员会小 

组进行会议，了解到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n前还在整合露天早夜市重开的标准作 

业程序，但不清楚当局何时定案。” 

報道 

(八打灵再也 1 4日讯）由于八打灵再也 

市政厅尚未宣布露天早市巴刹、夜市与市集 

重 新 恢 复 营 业 的 标 准 作 业 程 序 ， 以 致 辖 内 

大部分露天早夜市集无法在明曰（ 1 5曰）重 

雪州政府早前宣布露天早市巴刹、夜市及市集 

从6月15日起，分阶段在指定地点恢复营业，并同 

意各地方政府依据辖内的市集，按国家安全理事会 

拟定的标准作业程序进行合适的调整。 

不过，根据《大都会》社区报记者向八打灵再 

也市政厅公关了解，截至今日中午12时，当局尚未 

宣布有关最新的标准作业程序，并表示将会稍后逐 

步做出宣布，请小贩耐心等候。： 

公关解释，雪州的露天早市巴刹、夜市及市集 

是分阶段恢复开放，并不意味着一定是从6月15日 

开始就可以重开《 

据了解，市政厅将在来临的一周内召见早市与 

夜市小贩代表进行对话会。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还未公布市集重开的标准作业程序，据了解，当局将会在本周内与小贩代表举行对话 

会。（档案照） 

市廳未宣布最新SOP 
UAi^1^大都會社區報I 

r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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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國榮：小型早夜市試跑 

确保操作模式安全 
# 邦 再 也 

佩 市 议 员 

叶国荣向《大都 

会 》 社 区 报 指 

出，市议会采取 

按 部 就 班 的 模 

式’先让小型早 

^ S S C ^ 1 “夜市复业，确保 

• i 操 作 模 式 安 全 和 

" I 迠合， I 逐步开 

放 大 型 的 早 夜 

市。 

“我们希望 

在小型早夜市试 

跑后，获得小贩的回馈意见，让•切操 

作安全，不希望复业后有人‘中招’， 

安全才是最重要的考量，万一巴刹有人 

确诊，所有人都必须隔离，影响就会很 

大。“ 

他表示，市议会将于明早与梳 

邦再也市议会小贩促进及协调委员会 

( J3P)召开•项早夜市复业标准作业 

程序的汇报会，经过讨论及调整后，才 

作出最终的定案。 

他也说，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也会 

于星期二巡视早市复业的情况，并作出 

进一步宣市。 

叶国荣：梳邦 

再也市议会先让小 

型早夜市复业。 

•is：邦再也市议会 

D l L辖区内的露天 
梳
邦
再
也
早
夜
市
 

16 
B 
起 
分 
階 

早夜市巴刹均无法在明 

R ( 15 R )复业，部分 

早夜市将于16日起分阶 

段复业。 

沙登岭工业区夜市 

15日复业"喊停，， 
据了解，根据市议 

会初步拟定的时间表， 

原定只有•个夜市，即 

沙登岭工业区夜市将在 

明日率先复业，惟、 

局却临时在今晚“喊 

停"： 

另有3个早市巴刹 

则将从周二起复业，分 

别是蒲种山庄早市、 

PJS 7早市和USJ6早市。 

梳邦再也市议员戴祯兴证实，原 

订于明R复业的沙登岭工业区夜市基 

于尚未准备好，因此临时接获通知无 

法如期复业。 

他表示，该区属于小型夜市，约 

有50个档口，华裔小贩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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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4火箭州議員聯合聲明 

“效忠希盟沒挺國盟” 
(巴生14日讯）雪州行动党4名 -gsr^nwtaongTuck沈的‘染班

S 

州议员梁德志、黎潍福，李继香和甘 — 

自镝往两上流传了一今名路，‘ 

名 伊 

纳巴迪劳今午发布联合声明，强调由 

始至终忠于希盟，严厉驳斥一份在网 

上流传，指他们被列人31名支持国盟夺’ 

取雪州政权的造假州议员名单， 

其中，甘纳巴迪劳是雪州行政议员 

兼哥打哥文宁州议员、梁德志为班达马 

兰州议员、李继香是新古毛州议员及黎 

潍招是莲花苑州议员： 

劝国盟停止幻想后门夺权 

同 上 鲥 的 名 贼 黎 班 ^ ^ 
毛 州 诚 李 班 备 缽 酬 行 政 郷 

甘铯e鲜。 

根据梁德志今午在个人脸书专页的帖 

文，除了严正否认4名火箭议员被指支持国 

盟夺取雪州政权的不实名单，也强调4人乃 

100%效忠于行动党，劝请国盟停止幻想从 

后门夺取雪州政权： 

“我们 4人今天发出联合声明，-切违 

背选民的行动都不会获得我们的支持。” 

他强调，从第14届全国大选至今，不难 

发现他们都十分注重选区的为民服务T.作， 

更痛恨叛变者背判选民的行为。 

声明强调，这份网络上流传的假名单， 

只不过是国盟在无法收买足够州议员的情况 

下，用以扰乱视线 : 

I 網 傳 3 1 州 議 員 
挺國盟奪雪政權 

梁德志在个人脸书专页贴文， 

严正驳斥 4名行动党州议员被指支 

持国盟夺权的造假名单。 

随 
着公正党士文达州议员达罗 

雅昨午宣市退党，网上流传 

-份有31名州议员支持国盟夺下雪州 

政权的名单。 

名单中除了现有的13名国盟州议 

员和宣称亲国盟的独立议员达罗雅共 

14人，尚有17名希盟议员，包括4名诚 

信党、4名行动党和9名公正党， 

4名被列入名单的诚信党州议员， 

包括州主席兼行政议员依兹汉（班登 

英达）、阿末慕斯达因（沙白）、玛 

兹旺（双溪拉玛）和法克鲁拉兹（屮 

路）_、 

9名被列入名单的公正党州议员， 

包括2名非阿兹敏派系的古纳拉加（圣 

淘沙）和罗扎娜（伯马登）；及 7名 

被视为敏派的哈妮扎（再也谷）、行 

政议员许来贤（加影）、哈利梅（斯 

里斯迪亚）、希盟后座议员主席黄洁 

冰（武吉竺樟）、凯鲁丁（巴也加拉 

斯）、阿兹米占（巴生港口）和柏汉 

(丹绒士拔）。 

名单虽列出了有32名州议员的编 

号，但根据观察，在第18号至第20号 

议员之间，却跳过了第19号，所以实 

则是31人。 

雪州有56个州议席，执政雪州的 

前提，必须掌握29个简单多数议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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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副議長達羅雅退黨辭職 

帝 杀 明 
• ^ • T p r m . 

陈佩丝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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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林指尚未 

接获达罗雅的辞职 

信，不过雪州议会 

副议长职一旦正式 

悬空，雪州希盟三 

党就会立刻开会商 

讨，选出合适的人 

选。 

( 巴 生 1 4 日 讯 ） 雪 州 议 会 

副议长职一旦正式悬空，将由雪 

州希盟三党开会商讨，再定夺人 

选！ 

随着原任副议长兼公正党士 

文达州议员达罗雅，于昨日宣布 

退党和辞去副议长职，雪州议长 

黄瑞林今日受访时向星洲日报指 

出，雪州希盟会根据以往惯例选 

出副议长人选，不过希盟已由四 

党变 a党，所以一切都还是需要 

再讨论。 

他说，既然土团党已退出希 

盟，如今希盟是由行动党、公正 

党及诚信党组成，并相信达罗雅 

的辞职不会影响雪州政权，只是会出现一些小变动。 

黄瑞林：达罗雅座位重排 

黄瑞林证实，截至目前尚未接获达罗雅提呈辞去副 

议长的辞职信。 

他感i射达罗雅为雪州议会作出的服务和贡献，让议 

会在过去都能顺利进行，并祝福她寻获新的政治平台。 

此外，他透露，随着达罗雅退出公正党，宣布为亲 

国盟独立议员，达罗雅在州议会的座位也将重新编排。 

雪56席希盟佔42 

恐掀敏派倒戈效應 

随 
着雪州希盟再失一名州议员，雪州56名州议 

员当中，希盟剩下42人，即公正党18人、行 

动党16人及诚信党8人；国盟有13人，即巫统5人、伊党 

1人及土团党7人（包括加入土团党的阿兹敏和前政治秘 

书希尔曼），以及宣称亲国盟的独立议员达罗雅。 

希盟在雪州依然掌握逾二分之二多数议席，但议席 

数目从2018年大选的51席，锐减9席至42席。 

达罗雅的退党，虽然不会影响到雪州政权，但担心 

或会出现公正党亲阿兹敏派议员倒戈的骨牌效应。 

达罗雅于2019年3月18日宣誓就任雪州副议长，也 

是希望联盟（前身为民联）在2008年执政雪兰莪州后， 

即哈妮扎之后的第二名女副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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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府 

仍未放宽群聚 

限制和相关防 

疫指南，各类 

才艺班何时才 

能复办还是个 

未知数。 

不敢復課 
(吉隆坡14日讯）这边 

厢联邦政府尚未放宽才艺班 

的群聚限制，那边厢雪州政 

府己率先公布允许雪州子民 

进行音乐课和美术课，基于 

说法不一，加上冠病疫情阴 

霾持续笼罩，致使雪隆两地 

各才艺班业者和导师仍维持 

观望态度，至今仍不敢全面 

恢复运作。 

根据了解，雪州大臣日 

前发表文告表示，步入复原 

期行管令期间，州政府陆续 

放宽限制，允许州内子民进 

學員衆多社距很棘手 

部
分
照
片
由
受
訪
者
提
供
 

« 都会》社区报抽样访问受 

影响的导师和教练后得 

知，由于才艺班•般上都会招收许多学 

员，并安排在同-地点•起上课训练，因 

此难以避免聚众学习的问题。 

他们说，政府是否允许复办才艺学习 

活动仍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毕竟上课训 

练的人数众多，如何保持至少1公尺社交 

距离成了非常棘手的难题。 

导师们表示，如果政府限制才艺班人 

数，基于上课环境与空间有限，可能会迫 

使他们放弃一部分学员，如此一来就会直 

行音乐课和美术课，除了规 

定必须保持社交距离，并没 

有仔细说明各种才艺班复课 

的标准作业程序。 

至于联邦政府方面，迄 

今仍未针对涉及学生与学员 

群聚学习的各种才艺班和训 

练活动，作出解除限制的官 

方公布。 

如此一来，导致雪隆两 

地各种才艺班和训练活动大 

部分仍处于停滞状态，何时 

才能获准全面恢复仍是个未 

知数。 

接影响收入。 

导师掏积蓄苦撑 

受访导师坦言，n从行动管制令实 

施以来，才艺班就丑停课，导致他们失 

去收人，手停口停，被迫掏出储蓄维持生 

计，有者还得缴付才艺班场地租金，无奈 

下苦撑熬过这段艰难的两个多月： 

他们透露，疫情肆虐加上行管期的冲 

击，各行业经济不振，许多打T家长的收 

人也受到影响，因此他们预测部分家长将 

考虑作出取舍，让孩子暂停参加才艺班。 

由于漫画班仍未复课，导师唯有尝试透过视讯教学，奈何 
学生因应付众多网课而反应欠佳 

家长忧学艺群聚 

导师们说，除了家庭经济状况还没有 

恢复过来的缘故，许多家长也因为担心群 

聚传播病毒的风险，而决定不准孩子到才 

艺班上课，这样_ •来也让各类才艺班是否 

全面复办仍充满变数。 

无论如何，导师与教练们呼吁政府 

早曰公布适用于各种才艺学习活动的防疫 

指南，以便他们遵守防疫措施及阻断传播 

链，也可让家长们安心让孩子继续到才艺 

班上课: 

t 基 于 才 
艺班上课人数 
限制，钢琴老 
师只能一对一 
教学，全程做 
足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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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班將控制上課人數 
鄭盈虹（芭蕾舞蹈老師） 

“坦内说，我希望才艺班可以早日 

获准复办，只不过若上课人数太多，又 

不能保持正确的社交距离，这都会影响 

才艺班复办的可能性。 

我从事芭蕾舞蹈教学已有11年，在 

进人行管期间，学生不能在设备完善的 

地方进行练习，时间上也很难安排每名 

学生都一起上课。 

面授舞蹈技巧比视讯教学来得好， 

因此•旦政府列出规定，舞蹈班将会复 

办及控制上课人数，日后每次上课前都 

需要为学生测量体温及进行消毒。” 

網售飲水機幫補家用 
曾偉亮（扯鈴班指導教練） 

“就算政府批准复办才艺练习班， 

但由于学校何时恢复上课仍是未知数， 

加上疫情反反复复，因此我预测校内才 

艺班短期内还不能全面恢复。 

在停办扯铃训练班期间减少日常收 

入，除了申请政府援助金，我也找了在 

网上销售饮水机的副业，来赚取收人帮 

补家计。 

如果才艺班获准复办，参与扯铃训 

练的学员将需要戴口罩，受训前也要洗 

手和测量体温，同时训练期间保持社交 

距离，尽量避免肢体接触。” 

僅復辦一對一教琴 
溫健蓉（全職鋼琴導師） 

“目前我只能复办一对一的钢琴课 

教学，至于涉及多人上课的钢琴班则依 

旧暂停，这也是我任职钢琴老师17年来 

首次经历这样的教学困境。 

复课后，学生进入钢琴室之前都会 

先测量体温、记录时间和姓名、用消毒 

搓手液消毒以及戴口罩上课，我也改用 

长藤来教导琴谱和碰触学生的手指，做 

足各项防疫措施让家长安心。 

在钢琴班停课期间，我尝试提供网 

课教学，但效果和反应不理想，加上学 

校和补习中心也有网上教学，学生和家 

长唯有选择放弃钢琴课。” 

學繪圖軟體接案賺收入 
史美星（漫圑漫畫培訓中心院長） 

“自从行管令实施至今，漫両培训 

中心•直不能复办，不但没有收人，而 

且需要缴付租金，造成生活经济压力， 

同时迫使自己思考未来的路向。 

由于大部分学生应付学校和补习班 

的网课时间已经排满，虽然我也尝试提 

供线上视讯教学，指导学生练习漫両技 

巧，但是反应欠佳。 

政府何时准许才艺班复办未有下 

文，我在停办漫両班期间，善用时间学 

习绘両软体的新资讯，自我充实，同时 

也接了一些设计案子和网上推销产品， 

赚取•点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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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 1 4日讯）冠病疫 

情当前，骨痛热症也不容忽 

视！满家乐（Mont Kiara ) 一 

个建筑工地被发现牙孓滋长， 

工地多处成为蛟虫繁殖的温 

床，继而被吉隆坡市政局发出 

停工令，勒令即场停工长达14 

天。 

行动党泗岩沫区国会议员 

杨巧双特别助理谢有坚向《大都 

会》朴区报指出，泗岩沫国会议 

员服务屮心在接获工地毗邻公 

寓的居民投诉下，于上周五（12 

R)联同吉隆坡市政局环境卫生 

组及甲洞县卫生局前往展开突击 

检査 

他表示，该工地因为行管令 

还没完全复丁，T.地内到处都是 

垃圾、瓶子、塑料袋、水槽等， 

再加上这几天下雨积水就导致成 

为繁殖蚊虫的温床，此次也是、 

局自5月以来第四次前往巡视。 

停工2周进行清洁工作 

他说，市政局发现卫生情 

况恶劣后，向发展商、主要承包 

商及T地的安全人员给予严厉警 

告，并发出停令，勒令即场关 

闭14天，他们可在期限内进行清 

洁工作，如果提早清理好，可向 

市政局要求前来检査，申请恢复 

T.程。 

他透露，根据县卫生局的记 

录，毗邻的公寓在5月杪至6月初 

有2宗骨痛热症病例；而从今年1 

月至今，共出现8宗骨痛热症病 

例。 

他指出，市政局也前往该 

公寓进行检查，官员也发现蚊 

虫的温床，遂开出罚单，之后 

居民也联络了国会议员服务中 

心，探讨该公寓毗邻工地的卫 

生问题。 

久 未 操 
作的吊机，连 
链内缝隙也积 
水，成为蚊虫 
滋长的温床。 

吉隆坡市政局环境卫生组及甲洞县卫生局前往满家乐的建筑工地展开突击检 

查 

滿家樂 

公
寓
出
现
骨
痛
热
症
病
例
。
 

工
地
内
的
瓶
子
积
水
养
蚊
 

吉隆坡市政局 
环境卫生组官员在 

‘ 工 地 发 现 孑 孓 ， 即 
•场发出停工令 』 

1 

到 處 垃 圾 引 蚊 蟲 滋 生 

上
也
都
是
积
水
。
 

工
地
内
遍
地
垃
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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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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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議員服務中心接濟弱勢群 

杜順大將設食物銀行 
(沙亚南14日讯）杜顺大州选区将 

在近期设食物银行，以惠及弱势群体。 

杜顺大州议员艾德里指出，其 

服务屮心近期将在滨吉竺得利玛花同 

(Taman Pinggiran Delima )推出食物银 

行，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他在接受《当今雪州》访问时提 

及，该食物银行已准备就绪，ra前正等 

待合适的时间投入营运，近期也将公布 

时间。 

他也表示，他与团队将筛选受惠群 

体，以确保物资不会被滥用。 

“我们也会记录所有受惠者的个 

资，避免名额重复，以确保所有有需要 

者得到接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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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物品亂丟污染環境 

r • 、 
• L jl 

(万挠 1 4日讯）万挠百乐 

岭工业区一家汽车脚垫制造厂 

不顾卫生，将原料和化学物品 

随处乱去，甚至堆放到马路上 

引 起 纤 维 灰 尘 飘 扬 和 废 料 溢 

漏，造成嗅觉、空气和环境污 

染，遭士拉央市议会吊销执照 

7天和开出3张罚单。 

市议会也给予厂方7天改善状 

况，解决民生滋扰，否则会采取更 

严厉的对付行动。 

万挠州议员蔡伟杰指出，有关 

_「:厂因肮乱不堪、影响周边环境和 

卫生而屡次遭到投诉，但负责人对 

警告置若罔闻，迫使市议会与环境 

局联手采取行动。 

倾 
例 

工处 
厂 ’ 
后引 
方起 
也附 
成近 
了厂 
化蔑 
学空 
废孟 
料气 

的 

纖維性灰塵四處飄 

" T厂进出口的原料和废料 

堆积如山，• &发生火灾，厂内的 

员工恐难以逃生，也抵触了防火条 

例。” 

“此外， r j 后方更有大 s 的 

化学废料，我们也担心会造成严重 

的环境污染。” 

蔡伟杰是在受邀一同突击检查 

TJ后，这么告诉《大都会》社区 

报记者： 

他说，其服务中心在过去曾 

数次接获百乐岭区居民和商丨的投 

诉。 

“我们曾私下对厂主好n相 

劝，但ii然并不奏效，在迫于无奈 

之下唯有以行动来解决问题。” 工厂的出入口已堆满垃圾，一旦发生火灾，会阻碍员工的逃 

生路。 

蔡伟杰（右）向市议会官员询问地方律法，以了解可以援引 

什么条文，施压厂方改善卫生管理。 

蔡: 在使用非常容易造成污染的旧式机 

械，所以四处飘散纤维性灰尘的情况难以避 

免，恐怕连带员丁们的呼吸系统也会受到影 

响。此外，I '内的卫生管理也不符合标准，必 

须马上进行改善。 

他补充，&议会的地方微型法令有阐明， 

T.业垃圾不同家用垃圾，必须由厂商自费另行 

处理。 

厂方须聘请垃圾承包商清理 

“换言之，厂方必须自行聘请垃圾承包 

商，以不伤害环境的方式处理，而不是将废料 

丢在工I后方视如不见便当做解决方案。” 

“此外，厂方也不可将原料堆积在马路 

旁，此举既阻碍交通又影响市容，引起各造的 

不满:在大风吹送时，灰尘不仅对其他厂商， 

也对附近住宅区的居民造成了困扰，身为本区 

的议员，我不能对此坐视不理：” 

蔡伟杰强调，）"方必须依法在近期内解决 

环境问题，还居民健康的居住环境。 

• 工 业 区 的 

垃圾场”，在 

垃圾。 

¥ 

mm 
•
 L
t
 a

 

Page 1 of 1

15 Jun 2020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2
Printed Size: 684.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0,602.00 • Item ID: MY004006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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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淑 

(吉隆坡1
4
日讯）雪州 

再有州议员离开希盟？公 
正党南柏再也州议员哈妮 
查被指是下一个“出走” 
的议员。 

公正党南柏再也州议 
员哈妮查于^月遭冻结党 
籍，随后宣布成立新的非 

政府组织，即国家妇女组织（Nat 1 0n of 
Women)，犹如再为自己“离开”公正党而 
铺排后路。 

消息向《中国报》指出，哈妮查是几乎 
肯定会离开公正党，因哈妮查的行为举止 
和言论已非常明显。 

消息说，达罗雅离开后，下一个预估就 
是哈妮查，毕竟两人都是预料会离开的 
人。 

未發開除信 

消息指出，哈妮查目前与公正党正处于 
“拉锯战”中，因公正党至今尚未发出开 

除信给哈妮查，哈妮查也未主动辞职，双 
方尚在纠缠中。 

“公正党是有准备开除哈妮查，这是迟 
早的事，也因为如此达罗雅选择自行退出 
公正党。“ 

消息°指出，达罗雅虽是雪州公正党妇女 
组署理主席，但跟随她离开的党员不多， 
支持她的区部妇女组主席仅有1人，其他区 
部妇女组都纷纷表态支持和效忠于党。 

哈妮查除了是公正党妇女组主席、也是 
-管雪州房屋、城市发展事务的行政议 
员。 

一旦哈妮查宣布离开公正党，意味著也 
会失去雪州行政议员的身份，届时雪州将 
有2个行政议员名额留空，另一个是土团党 
拿督阿都拉昔数月前，被雪州政府革除职 
位所留下的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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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副議長來自公正黨 

达 罗 雅 尚 未 

呈 交 辞 职 信 给 

雪州议长。 

I i o t m m m (吉隆坡 1 4日讯）雪州副议长达罗 

雅辞职在即，新任副议长一职人选同 

样来自公正党，不过该党“华派”和“敏派”对雪州副 

议长的位置可说是虎视眈眈，鹿死谁手都要等至雪州议 

会复会后才知分晓！ 

士文达州议员达罗雅宣布退出公正党和 
辞去党职及政治委任的职位，其担任的雪 
州副议长职也是公正党所推荐，因此料会 
近期呈辞职信给雪州议长黄瑞林。 

从509大选至今即使只有2年，但雪州副 
议长已两度易人，分别是巴也加拉斯州议 
员凯鲁丁于2018年担任副议长不久后，就 
在12月10日宣誓成为雪州行政议员，其留 
下的空缺就由达罗雅顶替。 

達羅雅未呈辭職信 

达罗雅还未宣誓就职仁雪州副议长时， 
此职位可说是竞争激烈，其中的武吉美华 
拉蒂州议员袓威丽亚呼声极高，另一位有 
望出线的是前雪州行政议员兼武吉兰樟州 
议员黄洁冰， 终由也曾是雪州行政议员 
的达罗雅就任。 

无论如何，达罗雅目前是还未提呈辞职 
信给黄瑞林，因此雪州副议长位置还未悬 

公正党内部相信近期会就新任人选做 空， 

tB讨论0 

根据°雪州希盟的共识，雪州议长和副议 
长分别属于行动党和公正党固打，即使公 
正党的内斗一再爆发，惟希盟其余两党者I 
不想去“抢”雪州副议长职位，因此将保 
留给公正党。 
mrn《中国°报》获悉，达罗雅退党在政界 
内并非新鲜课题，因达罗雅近期的一举一 
动已非常明显，至于其留下副议长一职至I 
底是交由“敏派”还是 
出任都是个未知数。 

“除了达罗雅和被冻 
结党籍的哈妮查，相信 
雪州公正党的其他州议 
员都不会有大动作，加 
上目前距离州议会复会 
尚有1个月的时间，公 
正党还有时间可以讨 
论和筛选新的副议长 
人选。” 

女
性
州
議
員
就
任
機
會
大
 

双 
溪甘迪斯州议员扎瓦威、伯马 
.登州议员罗扎娜、美丹花园 

州议员三苏菲道斯、依约州议员依 
德利斯、美丹花园州议员三苏菲道 
斯、武吉美拉华蒂州议员袓威丽亚 
和武吉兰樟州议员黄洁冰，皆是有 
潜力成为新任副议长的人选！ 

消息指出，在上述人选中，依德 

利斯和黄洁冰都是比较有经验和资 
深。 

“不过据了解，安排女性州议员 
就任的机会很大，其中的罗扎娜 
和袓威丽亚相信是出线机会比较 
高 o ” 

口°消息指出，达罗雅已早有要退党 
的心态，所以是已有潜在的人选可 
顶替其留下的职位。 

“到底是华派还是敏派，暂时还 
不知道，不过人选是相当多。” 

若懸空將要求提交人選 

行政議員職仍懸空 

掌 
‘管雪州文化、旅游、马 
‘来习俗与遗产事务的 

行政议员目前仍悬空，新任 
人选也未有 终定夺，目前 
依然由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暂 
代！ 

‘自从土团党退出希盟，雪 
州唯一的土团党行政议员拿 
督阿都拉昔，就已被雪州政 
府终止行政议员的职位，并 
由阿米鲁丁在3月宣布，而阿 
都拉昔留下的行政议员职位 
悬空至今已有3个月。 

消息指出，阿都拉昔所掌 
管的事务，其中的旅游事宜 
也受到疫情的影响，同时也 

有雪州旅游局在推动旅游项 
目，加上阿米鲁丁已暂代， 
因此悬空至今都未带来太大 
的影响。 

“目前依然还在讨论著人 
选，暂时不知是来自公正 
党、诚信党还是行动党。” 

询及新任行政议员人选会 
否在雪州议会后复会就出 
炉，消息说，一切暂未拍 
案，即使有州议员询问关于 
州文化、旅游、马来习俗与 
遗产事务，阿米鲁丁甚至是 
其他行政议员都可协助代 
答，所以问题不大。 

_ ^旦雪州副议长确定悬 
空，雪州议长就会在 

雪州议会复会前发信给州议 
员们，以要求州议员们在复 
会前的提交副议长人选！ 

雪州议会将在来临的T月 
13曰至24日复会。 

黄瑞林向《中国报》指 
出，目前依然还未收到达罗 
雅的辞职信，若副议长的职 
位出现悬空就会出信给所有 
州议员，要求州议员们提名 
新任副议长人选。 

他指出，通常所提呈人选 
都是一致的，反对党估计也 
不会提名。 

他说，：新任副议长人选终 
结后就会在雪州议会复会的 
首曰，由雪州大臣提呈动 
议，以委任新任副议长。 

随著达罗雅宣布退出公正 
党，成立独立人士，她在雪 
州议会的座位也会有所调 

整。 
"°雪州议会已数度调整座 
位，从雪州行政议员凯鲁 
丁 “升职”、中央政府政权 
更迭等而影排位，相信未来 
7月的复会也会三度调整座 
位。 

黄瑞林指出，达罗雅是亲 
向国盟的独立议员而必须调 
整位置，至于新任副议长的 
座位也必须调整，以安排在 
适当的地点，一切都需时 
间。 

“为了方便副议长进出和 
主持会议，座位都会安排在 
适当的位子，让其执行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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圜B名單? 
報導•劉淑美 

( 吉 隆 坡 I 4 日 讯 ） 随 著 雪 州 副 议 

长达罗雅宣布退党离开希盟后，网 

上今日竟流传 3 1名雪州议员支持国 

盟执政雪州的名单，有者更曾向行 

动党莲花苑州议员黎潍福伸出橄榄 

枝 ， 试 图 游 说 他 跳 

槽！ 

据了解，这份名单 
今曰在社交媒体网 
站中发布，其中4人 
来自行动党，即新古 
毛州议员李继香、哥 
打哥文宁区州议员甘 
纳巴迪劳、班达马兰 
区州议员梁德志和黎潍 

H 也 向 黎 潍 福 
《中国报》证 
实，在有条件 
行动管制令期 
间，确有自称 

是阿兹敏阿里的好朋友人士接触和游说 
他，并指会安排饭局让他与鹅唛斯迪亚区 
州议员希尔曼见面，但他已马上拒绝。 

他指出，对方一直要求他与希尔曼见 
面，惟他也已清楚表明本身立场和效忠于 
党。 

f也指出，他当晚已马上联络雪州行动党 
领导层和党中央，也在该党的一场汇报会 
中，向雪仲丨和直辖区的国丨H议员汇报详 
情，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和党主席陈国伟 
已知此事。 

傳10州議員跳槽 

“我能成为莲花苑州议员，是因为行动 
党的推荐，这不是属于我个人的东西而是 
党的，所以绝对不会这些利益关系而跳 
槽，行动党也没有这样的文化。” 

黎潍福指出，雪州政权不易受到影响， 
即使盛传会有10名州议员跳槽，不过雪州 
依然是由希盟主导和执政。 

询及名单中的31名被“点名”的州议员 
是否也曾有人接触，他则强调不清楚。 

他指出，上述名单也是今天有人转发给 
他，而且他已拒绝了任何的游说也被点名 
而感到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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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黎 潍 褐 强 调 本 身 效 

忠于行动党，也不会 

受到任何人游说。 名單有“敏派” 8議. 
•上流传的名单中除了反对 
A l党阵营的 1 4名州议员，以 

及被视为“敏派”人马的8名公 
正党州议员，也有9名州议员分 
别来自行动党、诚信党和“华 
派”公正党州议员！ 

除了上述4名来自行动党的 
州议员，名单内也有来自诚信 
党的班丹英达区州议员依兹汉 
哈欣、沙白区州议员阿末慕斯 
达因、双溪拉马区州议员马兹 
万、中路区州议员法鲁拉兹。 

公正党就有伯马登区州议员 

罗扎娜、南柏再也区州议员哈 
妮查、加影州议员许来贤、斯 
里斯迪亚区州议员哈里米、武 
吉兰樟区州议员黄洁冰、巴也 
加拉斯区州议员凯鲁丁、巴生 
港口区州议员阿兹米占、圣淘 
沙区州议员古纳拉斯、丹绒士 
拔区州议员波汉阿曼，其中的 
罗扎娜被视为“华派”人马。 

雪州反对党的就有巫统的双 
溪侨华区州议员里占依斯迈、 
双溪班让区州议员拿督英兰淡 
林、乌鲁安南区州议员拿督罗 

斯妮、双武隆区州议员拿督三 
苏丁、士毛月州议员扎卡利 
亚、土团党的巴生海峡区州议 
员拿督阿都拉昔、苔冬加里区 
州议员哈鲁麦尼、而榄区州议 
员莫哈末赛益、轰埠区州议员 
沙勒胡丁、龙溪区州议员阿希 
赛安、伊党的昔江港区州议员 
阿末尤努斯、已被公正党开除 
党籍的鹅唛斯迪亚区州议员希 
尔曼、国际山庄州议员阿兹敏 
阿里、宣布退出公正党的士文 
达州议员达罗雅。 

•
議
員
矢
效
忠
民
行
 

•网上流传雪州有31名州议员支持国盟 

执政雪州。（照片取自网站） 

“榜上有名”的4名行动党州议员也 
发出联合声明，强调不会违背选 

民和100%效忠于行动党！ 
联合声明指出，一切违背选民的行动 

都不会获得他们的支持。 
他们指出，从第14届大选至今，不难 

发现他们都十分注重选区内为民服务的 
工作，更痛恨叛变者背判选民的行为， 
因此这份网上的假名单，只不过是国盟 
在无法收买足够州议员的情况下，用以 
扰乱视线。 

—他们指出，他们除了不会违背选民， 
同时也100%效忠于民主行动党。 

他们也劝请国盟停止幻想从后门夺取 
雪州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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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巴刹购物时，许多民众都有佩戴口罩。 

$利说，据他们调查，公众通常把已 

%用过的口罩丢弃在商业区道路、商 

店前五脚基和泊车位处、购物广场外、 

道路、路肩处、沟渠。 

他指出，在住宅区、组屋和公寓范围 

内外等公共区域，也可发现口罩的踪 

迹。 

一i也说，涉及乱丢口罩的人士，其中部 

分是本地人，还有部分是外劳。 

“我们接获许多承包商反映，工人除 

了必须花时间清扫被丢在地上的口罩， 

也面对被感染的风险，因为不知之前戴 

过该口罩的公众是否确诊者，而且口罩 

上含有当事人唾液，也可能含有病菌 

等 ” 

、°南利说，当公众步出建筑物、商店 

或广场时，或在临上车之前，就会四 

处乱丢口罩，制造带有传染风险的“垃 

圾”。 

他说，有部分在丢弃口罩时没有丢入 

垃圾桶内，口罩一般相当轻，被风吹过 

时很容易四处飘散。 

他劝告公众要小心处理已用过的口罩 

时，确保被丢入垃圾桶内。 

J
4
 

i
r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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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貞黎 

(吉隆坡1 4日讯）公众处理口 

罩意识不高，受污染的口罩用后 

乱 乱 丟 ， 雪 州 每 天 平 均 有 5 万 个 

已使用的口罩被随处乱丟。 

据《中国报》了解，从行动管制令 

至复苏期行动管制令（PKPP)的数个 

月来，许多公众出外都会佩戴口罩， 

一些公众却没有妥善处理口罩，其 

中部分更被当成一般垃圾四处乱 

达 鲁 益 山 集 团 废 料 管 理 公 

( k d e b w m )总经理南利接受《中国 

报》询问时坦言，在雪州确实面对已 

戴过的口罩，遭公众四处乱丟，而且 

都没有被妥善处理。 

言使用者睡液 

他说，公众乱丢已使用的口罩，这 

些口罩也已被污染，含有使用者的唾 

液，公众对于要如何处理这口罩的意 

他指出，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国人 

鲜少有戴口罩的习惯，在疫情期间， 

大家都必须戴口罩，部分却不懂得如 

何处理，最终当成一般垃圾丟弃。 

他说，雪#|630万人口，在管制令 

期间，平均每天外出的公众是100万 

人，每天佩戴的口罩约100万个。 

“据当局预计，约57。人没有良好处 

理用过的口罩，预计每天平均是有5 

万个口罩被乱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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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 说 ， 公 众 必 须 更 谨 慎 处 

M 理已用过的口罩，以减少 

传染或感染病菌，尤其是新冠肺 

炎的风险。 

南利：m̂ mmxmE 
把绑好的口罩，再放入塑料袋等 

密封袋子中，再丢垃圾桶。” 

他说，除了 口罩，公众出门时 

使用的手套、面罩等物，尤其是 

他建议中，公众在处理已用过 

的口罩时，必须把反面朝上再对 

折起来，折成小块状或者是卷起 

来，并且把已折好的口罩绑起 

来，再丢入垃圾桶中。 

“如果要更安全的处理，就是 

COVID-19 

1
 2 

Putu^kan bahogian tcpi pada 
tali peoutup mulut dan hldung 

Lipat periutup mulut dan hidun^ 
ke a rah dalam dengan kemas 

din ikat monggunakan tali yang 
tebh diputuslun 

Kaedah 
Melupuskan 

Penutup Mulut 
Dan Hldung W 

(Mask) 包 
Cud tangan deogan Buai>g penutup mulut 

air dan s«bun 5«lepas dan fiidung t«rp«fkdi ke 
membuanE penutup mulut I daî nri tong samp̂ h 

dan htdung tcrpakai • yang bertutup 

A a 

KortTOntcrtpni KoaihBLan Mokiyaw oooo 丨闕 
mynvflrin««m 、 — ‘ ― K ' J W l l l 

丨卫生部曽教导公众如何处理己使用过的口罩，不能乱乱丟弃( 

防范病毒的防护物品，也不应该 

舌L丢0 

他1兌，虽然公众采取防疫措施 

值得鼓励，但也不应乱丢弃上述 

物品，以免引发反效果，增加传 

染或感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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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一般都是把己使用过的口罩和其他垃圾一起丟人垃圾袋中，承包商也将会用垃圾压缩 

车运往垃圾土埋场。 

衛部顔發處理_SOP 
府包括卫生部迄今没有发 

出任何指示，或发出如何 

处理已用过口罩的标准作业程 

序，以致如今只是把已用过的 

口罩当成一般垃圾处理。 

南利说，除非是政府医院或 

政府诊所，一般民众是把用过 

的口罩当成普通垃圾，丟在平 

常垃圾桶。 

他说，在政府医院或政府诊 

所，医生、医护人员或病人等 

用过的口罩，皆当成医疗废料 

处理，由医疗废料的承包商处 

理，不会和一般垃圾混合在一 

起处理。 

他指出，中央政府、卫生部 

等都没有发出指示，或要求必 

须特别处理已用过的口罩。 

他说，目前国内包括雪州， 

没有设立特别的垃圾桶专门丟 

弃口罩用途，口罩还是被丢入 

普通垃圾桶。 

“这些口罩和一般垃圾被载 

往垃圾土埋场，和其他垃圾一 

起被土埋起来。” 

他说，目前，他们没有接获 

政府要求，土埋口罩之前必须 

进行清毒工作，因此他们也是 

当成一般垃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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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 1 4日讯）复苏 

期行动管制令（ R M C 0 ) 允许民 

众 进 行 登 山 徒 步 活 动 ， 不 少 民 

众 协 同 亲 朋 好 友 ， 趁 周 日 前 往 

武 吉 加 星 山 跑 步 休 闲 ， 结 果 

被 登 山 入 口 处 围 起 的 警 戒 线 和 

铁 丝 网 阻 拦 在 外 ， 唯 有 败 兴 而 

返。 

i些民众过去都是武吉加星山的常 
客，随著政府放宽允许人民登山后， 
在周日打算进入武吉加星山徒步休 
闲，也有当地人带了外地的朋友欲登 
山，结果大家都被阻拦在入口处外， 
望而兴叹。 

丄《¥国&》今日在武吉加星山巡访 

民众，发现登山人口处围起多道警戒 

线和铁丝网，上面挂著告示通告，声明在行管令期 

间禁止民众登山，惟已逾期尚未更新。 

当地有居民收到消息，指八打灵再也市政厅预料 

在明天（IS日）才开放武吉加星山。 

入•處圍起警戒線 

另有居民指出，武吉加星山有2个入口处，在行管 
令初期有登山者违令，摘除警戒线擅自闯山，以致 
市政厅“祭下重招”，用铁丝网围起入口处。 

有居民认为，武吉加星山向来是民众健行和登山 
的热点，几乎每天早上及傍晚都有大批人潮进山， 
在行管令期间政府禁止户外活动，至少也让加星山 
有个喘息的机会。 

W T 1 ^ 

不少民众被阻拦在武吉加星山人口处外，望而兴叹。 

沒更換通告 繞馬路跑步 
•杨景治 >郑万成 

A 从 政 府 实 行 行 动 管 制 
^令，今天是首次前来武 

吉加星山，我还带了巴生的 
朋友计划一起登山，结果被 
阻拦在外。 

很明显的，市政厅没有及 
时更换通告，管制令禁止民 
众登山的指令还停留在4月。 

4 b 本 来 要 进 山 跑 

M 步，但入口处围 
起禁止进入，听说明 
天才正式开放。 

山区内的空气新 
鲜，可惜无法进山， 
只能绕著山下的马路 
跑步。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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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去暍茶 
X -

•刘金财 

Vb是灵市14区居民，时常来武吉加星山跑步 
&休闲，对山区至今尚未开放，很是失望。 
没办法啦，只能和朋友去喝茶。 

- V 4 A J 

i f l ^ i 

天氣很涼爽 
>徐明华 

Vb与朋友常来这里山区跑步休闲，从报章 
#看到政府允许民众登山的新闻，没想到 
还是被禁止人山。 

从318行管令至今，我是首天前来这里健丨 
行，山区内天气凉爽，很是舒服。 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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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 隆 坡 I 4
日 讯 ） 高 级 政 务 部 长 

( 国 防 部 ） 拿 督 斯 里 依 斯 迈 沙 比 里 

直 言 ， 若 从 公 共 卫 生 角 度 出 发 ， 他 

始终觉得行动管制令不应放宽。 

他认为，越是强硬和严格的管制，才 

能更快和有效切断新冠肺炎病毒传播 

链。 

.1也说，实施行动管制令对政府来说是 

个不容易的决定；无可否认，行动管制 

令造成国人行动自由大大受限、各行业 

发展严重受影响，国家经济也面对巨额 

损失，但在病毒来袭的非常时期，政府仍未能重开，依斯迈沙比里说，这些行 

必须采强硬的应对手段。 

“一边是国人宝贵的性命，一边是牵 

动各行业的国家经济发展，你要怎么做 

业都涉及多人聚集的活动，只要卫生部 

选择？这是个极不容易且不受欢迎的决 

定，但我们必须这么做。” 

涉群聚活動不亮燈 

依斯迈沙比里是配合上任国防部长百 

曰，接受《星报》访问时，如此指出。 

针对一些行业如电影院和游泳池至今 

一天不亮绿灯建议放宽，政府还是不会 

允许复业。 

他说，尽管很多球会向政府上诉，允 

许足球联赛复赛，但这活动难以保持社 

交距离，因此复赛还不是时候。 

政府是在3月18日起实施行动管制令， 

并在5月4日后放宽一些限制，改为有条 

件行动管制令，让部分行业复工，且在 

随后于5月10日宣布，有条件行动管制令 

延长至6月9日。 

依斯邁：從公共衛生角度 

/》斯迈沙比里指称， 他II就决 

‘定实施行动管制令或开ia上 
更多经济领域复工一事，与高级政 

务部长（国际贸易及工业部）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以及首相署（经 

胃）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激烈争 

辩。 

°“决定实施行动管制令，是个不 

容易的决定。” 

但他强调，他明白和了解阿兹敏 

和慕斯达法坚持要工厂和经济领域 

重开的意见，因这关乎国家经济发 

展和人民的收入问题。 

“（重开经济领域和复工）对我 

或卫生部而言都是不容易的决定。 

我是站在公共卫生角度出发，他们 

(阿兹敏阿里和慕斯达法）从经济 

发展角度出发，所以认为工厂和各 

行业应该复工。” 

剛上任就面對隱憂 
/》斯迈沙比里坦言，一开始坐上 

高级政务部长这职位，让他 

感到很紧张，不仅要面对来自前朝 

(国阵政府）不同阵营的同僚，还 

要面对希望联盟和伊斯兰党。 

他说，一开始以为各部长都来自 

不同阵营，在公务方面肯定有很多 

不同调的时候，但时间久了才发 

现，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标，就是搞 

好国家经济，共同面对前所未有的 

疫情灾难。 

“我被首相委任为高级政务 

长，一开始会紧张，因为我要和20 

名内阁部长共事，也不知道他们会 

不会支持我，但久了发现大家都可 

以合作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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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鲁丁了解Cemerlang Heights公寓地陷情况。 

處理公寓地陷問題 

雪政府撥140萬招標 
(莎阿南 I 4日讯）雪州政 

府将拨款 1 4 0万令吉，招标 
承包商处理鹅唛C e m e r l a n g 
Heights公寓地陷的问题。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 
指出，州政府通过经济策划单 
位拨款100万令吉，士拉央市 
议会拨款40万令吉。 

他昨日到该公寓巡视时，作 
出以上宣布。 

大臣也下令士拉央市议会、 
鹅唛县土地局及雪州房屋及地 
产局（LFHS)合作处理公寓土 
地下陷的问题。 

“居民的安全 重要！ ” 
在今年4月，该公寓50户居 

民发现居住单位发生土地下陷 
现象，初期公寓旁只出现 
球形洞口，雨后情况更严重。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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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天风云再崛起？ 
达罗雅突然脱党而去，是不是国盟反攻雪州的前奏？ 

I民公正党妇女组署理主席达罗雅宣布辞党职和退出公正 

入党，政坛谣言再起，这会不会是雪州政权崩盘的前奏？ 

又或者是国盟反击希盟的“下马威” ？ 

柔佛、马六甲、霹雳和吉打政权已随着国盟执政而陆续 

易手，目前仍由希盟执政的 4大州属，分别是雪兰莪、森美 

兰、槟城及沙巴。国阵总秘书安努亚慕沙在上个月中旬曾预 

言，接下来还会有一到两个州政权会失守。达罗雅突然脱党 

而去，是不是国盟反攻雪州的前奏？这同样让人不禁省思’ 

之前有传言说安华欲通过州席补选亲自坐镇雪州，为的是不 

是要确保希盟保住这个大州的政权？ 

雪州共有 5 6州席，上届大选，公正党赢得 2 1席、行动 

党 1 6席、诚信党 8席，另 5席来自土著团结党。剩下 6席 

分别是巫统 5、伊党 1。纸上谈兵，即使少了达罗雅，土团 

党 5席全数靠拢国盟再加上阿兹敏，最多有 1 3席，希盟还 

是牢控雪州 4 3席’看似不可能会失去政权。大家比较关注 

的是阿兹敏在他的大本营内，究竟是还有多少个心腹还潜伏 

着、伺机待动？ 

要组成雪州政府，需要至少 2 9名议员支持。原本属于 

阿兹敏派系的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暂时无意倒戈。就算阿兹 

敏带着部分州议员倒戈，但行动党与诚信党两党就掌握了 

4 3 %的议席或 2 4席’只要多 5名公正党议员，希盟州政府 

就得以维持。有消息说，安华正巧掌握的州议员，不多不 

少，5个刚刚好。 

行动党16名议员对党是忠心耿耿，变节的几率不高，反 

而是诚信党的 8席之中，有没有人会中途跳船，目前还很难 

说。达罗雅之后会不会有其他人紧随在后？那才是重点。 

根据希盟传出的消息，谁是希盟首相人选，最迟会在星 

期二宣布。尽管公正党全国主席安华承认希盟“暂时”只握 

有国会 1 0 7席’距离简单多数议席还缺 5席，希盟却表现出 

一副信心满满。政治的特点就在于虚实结合，有虚有实，即 

使面对反对党来势汹汹亦不可自乱阵脚。虚是外壳，实是内 

在。国盟会不会成为我国史上最“短命”的政府？ 

希盟和国盟发动的政变，对各州政权起了骨牌效应，皆 

因有一部分议员看到时机，起了贪婪的野心，国盟为了让脆 

弱的政权更加稳固，自然会展开回击，利用资源来满足贪婪 

者的欲望。达罗雅这次退党，可被诠释为国盟已经开始部 

署，准备让希盟后院起火。雪州只是一个开始，接着森美兰 

和沙巴州的局势发展同样引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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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林 

雪 政 棂 

随着雪州士文达州议员达罗雅周六宣布 

退出公正党，雪州希盟政府看似遭到“挑 

战”。但，若要动摇州政权，并不容易。 

雪州共有56个州议席。第14届全国大选 

时，希盟共囊获50席，包括人民公正党19席、 

民主行动党16席、国家诚信党8席及土著团 

结党7席，以超过2/3的议席赢得州政权。 

然而，随着土团党宣布退出希盟，雪州 

希盟议席也锐减至 4 3席，这还不包括周六 

宣布退出公正党的士文达州议员达罗雅，以 

及遭公正党冻结党籍的南柏再也州议员哈妮 

扎 ° 

不过，雪州行动党副主席黃瑞林在接受 

《光华曰报》电访时坦言，随着达罗雅宣布退 

出公正党，不排除会激起一些州议员也跟着 

一起退党，但人数仅1至2人，不太容易影响雪 

州政权。 

“依目前情况来看，是不会影响到雪州 

政权。后续可能会有 1至 2名州议员，会有 

这样（退党）的情况，但不太容易影响雪州 

政权。” 

他说，雪州希盟已经不是第一次面对反 

对党的“左右夹攻”，如今的国民联盟想方 

设法挖角“叛徒”，目的就是要重掌雪州。 

黃瑞林也是雪州议长。他透露，为解决 

“政治青蛙”影响州政府的运作，由雪州大 

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领导的雪州政府，有意 

效仿槟州落实《反跳槽法令》。 

“雪州大臣领导的州政府团队有在研究 

和讨论制定〈仮跳槽法》。但，什么时候提 

呈到州议会，则还不确定。“ 

"〈仮跳槽法》涉及法律有效和可以被挑 

战的权限，因为联邦政府至今都没有相关法 

令 o 
此外，黃瑞林也表示，他绝对支持阿米 

鲁丁的“退党议员需辞议员职”的言论，因 

议员一旦退党，就意味着无法兑现选前承 

诺。 

“退党意味着辜负了选民给予希盟委 

托。因此，请辞州议员是理所当然。” 

他也补充，截至目前，他的办公室尚未 

接获达罗雅请辞雪州副议长的辞职信函。# 

雪兰莪州希望联盟掌握 2 / 3州议席 |国民联 (吉隆坡 1 4日讯 

盟欲动摇不容易！ 

希盟掌握 

2/3州议席 

退
党
，
但
人
数
预
料
仅
1
至
2
人
。
 

不
排
除
会
激
起

I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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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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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鲁丁：应辞州议员职 

斥达罗雅是“叛徒” 
(吉隆坡14日讯）雪兰莪 

州人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阿 

米鲁丁要求退出公正党的士文 

达州议员达罗雅立刻请辞士文 

达州议员职，并直斥对方是 

“叛徒” ！ 

阿米鲁丁周六晚发文告强 

烈谴责达罗雅退出公正党，并形容 

她的举动犹如“叛徒”，愧对人民 

在第 1 4届大选时，所给予她的委 

托 ° 

“新冠肺炎疫情当前，雪州政府 

的首要任务理应是积极落实惠民计 

划，而不是进行这种‘叛徒’行动。” 

阿米鲁丁也是雪兰莪州务大臣。他认为， 

倘若达罗雅有尊严，也理应辞去州议员职，而 

非只是副议长职。 

“既然达罗雅已经辞去副议长职位。她若 

有尊严，也应该辞掉士文达州议员的职位。” 

“接下来，雪州议长（黃瑞林）将通过雪 

州议会，来处理她请辞雪州副议长的事宜。” 

阿米鲁丁表示，他相信整个公正党，尤其 

是各区部主席，已经对这种不成熟的政治感到 

厌恶。 

“无论如何，雪州公正党和雪州希望联盟 

将全力为人民服务和尊重人民的委托。” # 

阿米鲁丁：新冠肺炎疫情当 

前，州政府的首要任务理是 

落实惠民计划，而不是进行 

这种‘叛徒’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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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雪多个早夜市不会马上恢复营业 
王蓉 

吉隆坡 1 4日讯 |有鉴于需时 

筹备标准作业程序，或仍待当局协 

调和批准，隆雪多个露天巴刹及早 

夜市不会即刻在明日恢复营业。 

根据《东方日报》今日访问 

了解，甲洞、蕉赖、文良港、八 

打灵再也及沙登等地区多个早夜 

市明日暂时不会恢复营业，事因 

有者还在筹备标准作业程序、有 

的准备提呈复业的申请书，有的 

则在等待地方政府安排或批准。 

吉隆坡市政局日前发文告 

指，只有申请并获批后的露天巴 

刹及早夜市，才获准于6月15曰恢 

复营业，任何小贩业者并不准擅 

自复业。 

3夜市获准开放 

而截至周五为止，隆市政局 

只批准荅都、大城堡及甲洞3座新 

夜市，在符合标准作业程序下， 

开放营业。至于早市，则暂时未 

有批准。 

甲洞社区服务中心主任余保 

凭表示，他近2天已陆续与增江南 

北区及甲洞卫星市小贩进行汇报， 

商讨复业的细节，并将于今明曰整 

理资料后，提呈建议书给吉隆坡市 

政局，等待批准后复业。 

鹅唛及文良港夜市小贩公会 

主席林泉帆也说，该会如今还在 

筹备中，旗下所管理的夜市暂时 

有鉴于需时筹备标准作业程序，或等待当局的审核批准，隆 

雪许多露天巴刹及早夜市暂时不会在本月 1 5日恢复营业。无 

图为半 

-伍信隆-

论如何，也有一些早市已获批， 

山芭巴刹。 

准备明日正式复业 ( 

还不能于明日重开。 

八打灵再也夜市7 \贩公会主 

席李勇钢也说，如今很多标准作 

业程序还未厘清，不能贸贸然复 

业 ° 

另外，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 

接受《东方曰报》电访时也说， 

州内露天巴刹及早夜市，将在地 

方政府与小贩代表的协调之下， 

分阶段重开。 

「各地方政府会视乎监管能 

力及执法人手等，进行协调和安 

排，最重要的是必须遵守标准作 

业程序，但碍于各巴刹营运性质 

的不同，当局也可针对地方性进 

行适度的调整。」 

安邦太子园贩商公会主席周 

志坚受访时指出，早在政府未有任 

何宣布之前，他们已著手筹备，因 

此一旦政府宣布放行，便立即按照 

标准作业安排复业工作。 

他说，如今该巴刹已经设好 

围篱，档口之间也保有距离，并 

且只设定各一个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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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夫丁否认筹组新党 
北根 1 4日讯 |针对网络传言指通讯 

及多媒体部长拿督赛夫丁阿都拉等人，将 

成立全新、名为「国家公正党」（ P a r t i 

Keadilan Negara )的新政党，赛夫丁阿都 

拉今日郑重否认辟谣。 

他 表 示 ， 他 是 在 一 名 官 员 向 他 展 

示，推特的一则帖文后才知道此事，有关 

帖文流传著「国家公正党」党内领导层的 

名单，他的名字也在其中。 

「我是从社交媒体上得知这不实的 

消息，之前我全然不知，我也没有参加过 

任何新政党的讨论，我是经由我的一名官 

员向我展示（推文）内容才知道的，我的 

名字被列为该组织的总秘书。」 

赛夫丁阿都拉也是英迪拉马哥打国 

会议员，他于今日到访北根珍尼一垦殖区 

(Felda Chini 1 )的网络中心，回答媒体 

提问时，如是表示。 

网上流传新政党「国家公正党」的 

内部领导层，分别有国际贸易及工业部 

高级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出任实权 

领袖、外交部长拿督斯里希山慕丁为党主 

席，还有房屋及地方部长祖莱达为署理主 

席等。 

赛夫丁本隶属公正党，而后跟随阿 

兹敏的脚步退党后，转投土著团结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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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斥網傳假奪權名單 

雪火箭4議員沒跳槽 
(巴生14日讯）雪州行动党4名州议员，即梁 

德志、黎潍福、李继香和甘纳巴迪劳发表联合声 

明，强调他们由始至终都是效忠希盟，并严厉驳 

斥一份在网络上流传的假夺权名单。 

•
Tony Leong Tuck Chee -梁德志 

24m-0 

目前在网上流传了一个名单，说有32位雪州议员支 

持国盟在雪州执政。 

网上盛传的名单当中包括了四位行动党州议员，新古 

毛州议员李继番、莲花苑州议员黎潍福、班达马兰州 

议员梁德志，以及哥打哥文宁州议员兼雪州行政议员 

甘纳巴迪劳。...Seemore 

«M***t Dtmm Htstm 

据知，假名单指他们已被列入 

31名支持国盟夺取雪州政权的州 

议员行列。 

目前，甘纳巴迪劳是雪州行政 

议员兼哥打哥文宁州议员。余者 

为班达马兰州议员（梁德志）、 

新古毛州议员（李继香）和莲花 

苑州议员（黎潍褐）。 

强调100%效忠火箭 

梁德志在脸书专页贴文，除了 

严正否认4名火箭议员参与支持 

国盟夺取雪州政权，也强调他们 

100%效忠行动党，一切违背选 

民的行动都不会获4人的支持， 

劝请国盟停止幻想从后门夺取雪 

州政权。 ‘ 

他表示，从第14届全国大选至 

今，不难发现4名行动党州议员 

都十分注重选区为民工作，更痛 

恨叛变者背叛选民的举措。 

"这份流传的假名单，只不过 

是国盟在无法收买足够州议员 

的情况下，用以扰乱视线的举 

动。” （TKM ) 
•梁德志在个人脸书专页贴文，驳斥4 

名行动党州议员被指支持国盟夺权的 

造假名单。 

随 
着公正党士文达区州 

议员达罗雅昨日突然 

宣布退党，为雪州希盟政 

府抛下一颗震撼弹后，社 

交媒体流传出一份列有31 

名州议员支持国盟夺下雪 

州政权的名单。 

假名单中除了现有的13 

名国盟州议员和自称亲国 

盟的独立议员达罗雅共14 

人外，尚有17名希盟议 

傳31議員挺國盟奪雪 
员，包括4名诚信党、4名 

行动党和9名公正党。 

4名被列在名单内的诚 

信党州议员，包括州主席 

兼行政议员依兹汉（班登 

英达）、阿末慕斯达因 

(沙白）、玛兹旺（双溪 

拉玛）和法克鲁拉兹（中 

路）o 
9名被列入名单的公正 

党州议员，包括2名非阿 

兹敏派系的古纳拉加（圣 

淘沙）和罗扎娜（伯马 

登）；及7名被视为敏派 

的哈妮扎（再也谷）、行 

政议员许来贤（加影）、 

哈利梅（斯里斯迪亚）、 

希盟后座议员主席黄洁冰 

(武吉兰樟）、凯鲁丁 

(巴也加拉斯）、阿兹米 

占（巴生港•)和柏汉 

(丹绒士拔）。 

假名单虽列有32名州议 

员•的编号，但据观察，在 

第18号至第2.0号议员之 

间，却跳过了第19号，所 

以实为31人。（T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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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大臣：退黨背叛選民委託 

達羅雅應辭議員職 
(八打灵再也14日讯）雪州大臣 

阿米鲁丁促选择退党的公正党原任 

妇女组署理主席达罗雅，也应辞去 

州议员的职位；并指对方的举动， 

显然已背叛了选民在第14届大选对 

于希盟的委托。 

阿米鲁丁也是雪州公正党主席， 

他发表文告谴责达罗雅的举措。 

他写说，达罗雅应马上辞去州议 

员的职位；至于达罗雅已辞去雪州 

副议长职，则交由雪州议会办公室 

及议长进行委任。 

此外，公青团及加埔区部党员批 

评达罗雅退党已背叛选民委托，认 

为应马上辞职,悬空议席，让选民 

有机会重新投选州议员。 

"如果达罗雅还有尊严，我们促 

她一并辞去雪州副议长及士文达州 

议员的职位。” 

另一方面，行动党巴生区国会议 

员查尔斯说，既然前公正党士文达 

区州议员达罗雅，以她对安华和公 

正党失去了信任为由，忽然宣布退 

党和辞去雪州副议长的官职，那对 

方也应一并辞去州议员，因为她当 

初也是以公正党的旗帜和代表希盟 

上阵，才能获选民的委托。 

查尔斯斥背叛选民 

他今早在巴生班达马兰综合体育 

馆礼堂，分派一名善心人士捐助1 

万令吉给巴生国会选区的100名失 

业者和无收入人士仪式后提到，雪 

州希盟政府还是稳固的，因为行动 

党和诚信党还是给予希盟大臣拿督 

斯里阿米鲁丁全力支持；就算是公 

正党，也还有9至10名州议员是忠 

诚的。 

他希望民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扮 

演督促角色，力促达罗雅辞去州议 

员和制造补选，以便让选民投选真 

正的人民代议士。 

“既然达罗雅表明不再信任安 

华，就是不信任公正党的政治理 

念，她应马上辞去州议员；若有意 

继续从政，则在补选中以新政党旗 

帜上阵，否则继续当州议员，就是 

背叛选民。” 

“我看到达罗雅在宣布辞职后， 

包括公正党的许多昔日同僚，都在 

社媒上炮轰她，相信大家都不齿对 

方的行为。” 

另一方面，查尔斯建议政府成立 

河流保育局，除了可解决国内河流 

污染环境问题，预估能创造10万 

个工作机会给河流保育承包商和员 

工，助在疫情失业下的国人有新工 

作。 

i 以 新 加 坡 、 挪 威 和 纽 西 兰 的 社 
会福利为例，要求政府为中小企 

业，提供高达95%以上的辅助津 

贴，以便中小企业能存活，避免裁 

员的情况涌现。（T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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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罗雅呈辞后悬空 

雪希盟遴选新副议长 
• 

报道：林秀芳 

(巴生 1 4日讯）随着人民公正党十文 

达州议员达罗雅医生宣布退党后，淠 

兰莪议会副议 K 职务也将在其提呈辞 

职信后悬空，雪州希望联盟二党将于 

近期协商提出新人选建议 

雪州议长黄瑞林受询时指出，目 

前，达罗雅尚未提交辞职信，小过， 

根据程序一旦接获其辞呈后，州议员 

就会提名适当人选，大臣则会在下次 

议会提呈动议，以委任新的副议长。 

“新人选肯定会在下个州议会中 

获委任。” 

他指出，鉴于希盟于 3月期间出现叛变及种种突发事件后， 

4个成员联盟也变成现有3个成员党，为此，副议 t C：人选料将在 

雪州希盟最高理事会会议后决定。 

询及人选是否继续来自公正党州议员时，黄瑞林没有正面回 

应说，根据过去多年来的合作，相信成员党将延续过去的默契及 

合作精神下，在毫无争议中取得最终的共识。 

黄瑞林 

获委任 

下个州议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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