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ami tidak te-
ragak-agak menutup ka-
wasan ini sekiranya pro-
sedur operasi standard
(SOP) terutama memba-
bitkan penjarakan sosial
gagal dipatuhi.
“Kita tidakmahu situa-

si di Bukit Broga, Seme-
nyih berlaku di sini. Saya
percaya mereka (penda-
ki) mengikut SOP dan
syarat tambahan (dite-
tapkan) persatuankomu-
niti demi keselamatan,”
katanya.
Sementara itu, Ketua

Bahagian Pencegahan Je-
nayah dan Keselamatan
Komuniti IPD Serdang
Deputi Superintendan
Pung Hing Chong berka-
ta, pihaknya berpuas hati
terhadap pematuhan
SOP di tapak pendakian
Bukit Wawasan sejak ia
dibuka semula pada 15
Jun lalu.
“Selepas dibuka ke-

pada orang awam, kami
terus melakukan peman-
tauan dan tidak ada
mengesan sebarang ke-
salahan seperti menga-
mbil hasil hutan, berburu
atau berkelah.
“Pendaki yang mema-

suki kawasan larangan
seperti blue lagoon dan
air terjun bakal dikena-
kan denda,” katanya.

Puchong: Laluan keluar
masuk keBukitWawasan
di sini, dikawal rapi bagi
mengelak kesesakan dan
pencerobohan kawasan
larangan itu.
Exco Kerajaan Tempa-

tan Pengangkutan Awam
dan Pembangunan Kam-
pung Baru Ng Sze Han
berkata, pemantauan di-
jalankan anggota Ibu Pe-
jabat Polis Daerah (IPD)
Serdang dan Persatuan
KomunitiBukitWawasan
bermula jam 8 pagi hing-
ga 4.30 petang.
“Sukarelawan ditugas-

kan untuk menjaga lalu-
an A (masuk) dan laluan
B(keluar),memeriksasu-
hudanmerekodkanmak-
lumat sebelum membe-
narkan pendaki masuk.
“Rondaan juga dibuat

bagi memastikan tiada
pendaki melepasi kawa-
san larangan seperti blue
lagoondanair terjun,” ka-
tanya ketika ditemui se-
lepas melakukan tinja-
uan di Bukit Wawasan di
sini, semalam.
Beliau yang juga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Kinrara berkata,
sukarelawan akan mela-
porkan kepada polis se-
kiranya ada individu di-
kesan melepasi kawasan
larangan.

PENGGIAT aktiviti luar mematuhi SOP Perintah Kawalan Pergerakan Pemulihan (PKPP) ketika mendaki Bukit Wawasan, Puchong,
semalam. - Gambar NSTP/SAIFULLIZAN TAMADI

Bukit Wawasan
dikawal ke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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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T MARKET CLOSURE 
The SS15 market and food court 
on the first floor in Subang Jaya 
will be closed from today until July 
1 by order of the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to facilitate 
drainage upgrading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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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ONTEST 
> Shah Alam City Council is run-
ning a photography contest in con-
junction with its 20th anniversary. 
A total of RM28.880 in prize 
money is up for grabs for the 'We 
love Shah Alam'-themed competi-
tion, divided into architecture, 
nature, lifestyle and council asset 
categories. Deadline is Aug 30. For 
details, visit mbsa.gov.my 
> Malaysian Timber Certification 
Council is highlighting a new cate-
gory, #fortheloveofnature, in its 
photography contest for Facebook 
and Instagram users with 
RM16.850 in prizes available. 
Participate by posting pictures on 
your social media accounts with 
the hashtag and set your post for 
public viewing. Deadline is July 6. 
For details, visit mtcc.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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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S REOPEN 
Arena MPSJ and the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ultipurpose 
hall are now open to the public. 
For details, call 03-5621 0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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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OWDOWN 
Plastic bag charge programme sees 

, fewer takers due to MC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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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SHALINI RAVINDRAN 
shaliniravindran@thestar.com.my 

LESS than 3% of businesses in 
Ampang Jaya have registered to 
hand over the 20sen charge for 
sold plastic bags to the Amp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AJ). 

This makes up only 260 out of 
the 9,000 businesses in the munici-
pality. 

MPAJ president Datuk Abdul 
Hamid Hussain said the business-
es were supposed to make the first 
payment to MPAJ by July 1. 

"Initially, our focus was on get-
ting hypermarkets, supermarkets 
and other bigger retailers to regis-
ter and we had good response 
from them. 

'Then the movement control 
order (MCO) was initiated and reg-
istration slowed down," he said. 

Abdul Hamid added that busi-
nesses would have to hand over 
the payment to the council every 
six months. 

"Business licence holders are 
encouraged to register and pay the 
charges within the time frame as 
the receipt for the payment will 
ensure the renewal of their licence 
next year," he added. 

Selangor government made a 
rule that starting Jan 1 businesses 
in Selangor were required to reg-
ister with their respective local 
councils to hand over money col-
lected from sale of plastic bags. 
Businesses are also required to 
declare and surrender monies col-

Few taking part 
in state initiative 
Only 3% of businesses have registered with MPAJ 
for plastic bag charge collection programme 

Only 260 businesses out of some 9,000 in Ampang have registered with 
the local council for the state's programme. - LOW BOON TAT/The Star 

lected to the local council. 
The owners would be issued a 

certificate indicating that the 
premises participated in the col-
lection programme. 

In February, state environment, 
green technology, science and con-
sumer affairs committee chairman 
Hee Loy Sian said the money col-
lected would be channelled to the 

state and local council's trust fund. 
He added that 60% of the collec-

tion goes to the state and 40% to 
the local council. 

The money, he added, was to be 
used for environment-related 
causes. 

Businesses are required to fol-
low rules set by each local council 
for the collection of the 20sen. 

The state, however, listed four 
options for the payment mecha-
nism. 

The first is for businesses to sur-
render the collection once a 
month while the second is to give 
the money twice a month. 

The third option is for them to 
surrender monies collected every 
three months while the fourth is 
every six months. 

Businesses can also opt not to 
provide or sell plastic bags, but 
have to get the council's endorse-
ment to be exempted from making 
any 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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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kers adjust to new norm at Bukit Wawasan 
By OH INGYEEN 
ingyeen@thestar.com.my 

THERE was a long line of hikers at 
the entrance of Bukit Wawasan in 
Puchong waiting for their turn to 
enter the hiking trail. 

The queue did not deter hiking 
enthusiasts who have waited three 
months for restrictions to be eased. 

Hikers need to register their 
details and have their tempera-
tures checked before being allowed 
in in groups of 10 at a time. 

A sign notified visitors that hik-
ing is allowed from 8am to 3.30pm 
and those under 12 years old are 
not allowed to enter. 

Taman Bukit Puchong resident 
Lee Chan Lai, who returned to hike 
there since it was allowed on June 
15, said he waited in line for about 
45 minutes last Sunday. 

"It is actually better with the 
new guidelines as people enter in 
batches so there's social distanc-
ing," he said. Raj Islam, who lived 
at the nearby Pangsapuri Sri Pulai, 
has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hiking 
up the hill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movement control order (MCO) 
was implemented on March 18. 

He used to hike almost daily 

prior to the MCO. 
"I like hiking here, the air is good 

and I like being out in nature. It is 
also a good way to lose weight. 

"It is not an easy trail to hike 
though," he said. 

Persatuan Komuniti Hutan 
Wawasan Selangor volunteers and 
the police were on hand to ensure 
hikers followed the standard oper-
ating procedure (SOP). 

Persatuan Komuniti Hutan 
Wawasan Selangor chairman 
Chow Kean Fatt said records 
showed there were 655 hikers on 
Saturday 

"Before the MCO, there used to 
be more hikers, about 1,000 per 
day on weekends," he said. 

DSP Pung Hing Chong from IPD 
Serdang's crime prevention and 
community safety department 
reminded hikers that it was a for-
est reserve, not a recreational for-
est, so picnics were not allowed. 

Ng (left, holding megaphone) urging hikers at Bukit Wawasan to follow 
guidelines under the new norm. — CHAN TAK KONG/The Star 

Under Section 47 (1) and Section 
47 (4) of the National Forestry Act 
1984, those who violate the rules 
can face a fine of not more than 
RM30,000 and/or jailed up to five 
years, he said, adding that he was 
satisfied with the hikers' compli-
ance to the SOP. 

Selangor local government, pub-
he transport and new village devel-
opment committee chairman Ng 

Sze Han, who was there for a site 
visit yesterday morning, urged hik-
ers at Bukit Wawasan to follow the 
guidelines under the new norm so 
that it would not be closed to the 
public like what has happened to 
Broga Hill due to overcrowding. 

"I am pleased to see that the situ-
ation is under control here and 
hikers line up in an orderly fashion 
to enter,"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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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the Visit Sepang 2020 campaign is 
cancelled, resort and river cruise operators 
in the municipality are enjoying a boost 
in confidence as booking enquiries from 
local travellers have started coming in. >3 

1MH 

> 
• 

Welcome, 
domestic tourists 

Glimmer of hope: Sepang business operators are looking forward to a new beginning for the municipality's tourism market. - IZZRAFIQ ALIAS/The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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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ring to 
get back 
in business 
Sepang tourism sector working 
quickly to ensure workers 
sustained and facilities maintained 

By VIJENTHI NAIR 
vijenthi@thestar.com.my 

THIS year was expected to be a 
fruitful one for Sepang's tourism 
sector, with the Visit Sepang 2020 
campaign having been in planning 
for the last two years. 

In fact, Visit Sepang 2020 (VS 2020) 
was supposed to run concurrently 
with Visit Malaysia 2020. 

With KL International Airport 
strategically located in the munici-
pality, Sepang was to have leveraged 
tourist arrivals. 

Some five million visitors, 80% 
locals and 20% foreigners, were 
expected to contribute to some 
RM5bil in tourism income. 

Unfortunately, the MPSepang 
board had to cancel the campaign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is 
still waiting for the Selangor Econo-
mic Action Council to endorse the 
decision. 

MPSepang president Mohd Fauzi 
Mohd Yatim said the board would 
now focus on promoting the munici-
pality to domestic tourists. 

"We will discuss ways to promote 

Sepang to local travellers, based on 
the current recovery movement con-
trol order (MCO) guidelines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he added. 

Tourism players in Sepang are rar-
ing to resume business after making 
little to no profit since the start of the 
MCO on March 18. 

Among the star attractions are the 
river cruises along Sungai Sepang 
and Bagan Lalang beach, a favourite 
among anglers and picnickers. 

According to business owners, 
enquiries for bookings on accommo-
dation and services started coming 
in when the recovery MCO took 
effect on June 10. 

Persatuan Nelayan Kampung 
Sepang managing director Siti 
Zulkhaidaton Muhamad Sayit said 
its Sepang Resort nearby Bagan 
Lalang beach had started accepting 
guests for chalets since June 20. 

"The chalets were not used for 
some three months so we had to 
clean them up before welcoming 
guests. 

"We need to get back in 
business fast to sustain our eight 
workers who maintain the chalets 

Sepang is also famous for its dragon frui t farms. — Filepic 

A passenger enjoying a boat cruise along Sungai Tuntung, a t r ibutary of Sungai Sepang, before the MCO 
was enforced in March. — Filepic 

Fauzi says local travellers must 
adhere to recovery MCO guidelines. 

Siti Zulkhaidaton says it is vital 
to resume business fast 

and the premises. 
"Since March 18, with our chalet 

business shut, we began to focus 
solely on selling seafood to ensure 
that we could at least stay afloat. 

"Now that the government is 
allowing us to operate the chalets, 
we need to pick ourselves up," she 
said. 

Jeti Sirip Biru owner Zaidi Ahmad 
Harun, a Sungai Sepang river cruise 
operator, said many people wanted 
to go for the cruises and deep-sea 
fishing. 

"We are usually busy on weekends 
as family and friends gather for lei-
sure activities. 

"Ever since the government start-
ed to relax certain conditions, people 
have been asking if we are open. 

"However, there are no proper 
guidelines from the Fisheries 
Department on how our boating ser-
vices can resume, so we are reluc-
tant to start. 

"But the raft houses are open. 
"The operators have put certain 

measures in place and people can 
rent the raft houses to enjoy activi-

Sepang Resort employees washing and painting the benches 
to spruce up the place before reopening on June 20. 

Persatuan Nelayan Kampung Sepang focused on 
selling seafood during the MCO. 

ties like fishing or having a pic-
nic while adhering to restrictions 
under the recovery MCO," he 
added. 

Sepang is also famous for its 
dragon fruit farms. 

Sepang Corner Healthy Food 
and Florist owner Daniel Lee 
said he was fortunate to have 
been able to open throughout 

the MCO as his business was 
categorised under essential busi-
nesses. 

"Usually customers are 
allowed into our connecting 3ha 
dragon fruit farm to see how the 
fruit is grown, but this activity is 
still out of bounds. 

"Business has been slow but I 
am grateful that I managed to 
retain my three employees at the 
farm and run the shop," he said. 

Lee hopes people will be con-
siderate and take the trouble to 
follow the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OP) at all places to 
help businesses remain afloat. 

"Some people are stubborn 
and refuse to wear face masks or 
sanitise their hands before enter-
ing the premises. 

"When we tell them to do so, 
they get angry," he said, adding 
that people should think about 
the greater good, instead of just 
convenience, in order to help the 
country recover from the pan-
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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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DER WALLS 
Award-winning 
street artist 
leads project 
to turn some 
of Klang town's 
alleys into 
pulsating and 
delightful 
space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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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with nature along Klang alleys 
Award-winning street artist and team cover town's drab walls with 65 captivating murals 

Dhiyaul walking 
past the mural 
of a peacock 
along a back 
lane off Jalan 
Tengku 
Diauddin 
in Klang. -
Photos: FAIHAN 
GHANI/The 
Star 

By EDWARD RAJENDRA 
edward@thestar.com.my 

DHIYAUL Mohamad Ashraf 
Dawari is a self-taught street 
artist whose works often leave 
passers-by captivated. 

In mid-February, the 
award-winning Dhiyaul along 
with 15 other artists completed 
65 murals depicting animals, 
birds, reptiles and even insects 
along back lanes parallel to 
Jalan Tengku Diauddin and 
Jalan Dato Hamzah in Klang, 
right across the Sultan Abdul 
Aziz Royal Gallery. 

Each mural took two to eight 
hours over a period of six-and-
a-half weeks to complete. 

Dhiyaul's talent can be seen 
with each brush stroke breath-
ing life into the ubiquitous 
white walls, rejecting the dull 
mood amid the current Covid-
19 pandemic. 

One of the murals - a colour-
ful peacock in rich shades of 
intense neon blue and green 
with a tinge of gold - has espe-
cially won the hearts of the 
community in Klang's Little 
India. 

Kelantan-born Dhiyaul, 29, 
who holds a Bachelor's Degree 
in Graphic and Multimedia 
from Universiti Tenaga 
Nasional (Uniten), said his love 
for art began during his kinder-
garten years and went on to 
become a leisure pursuit as he 
grew up. 

"Upon graduation, I worked 
in the video-editing section of a 
media company in Shah Alam 
for some 18 months. I realised 
it was not my cup of tea and 
left the firm. 

"It has now been about five 
years since I set up my own 
company, Art Battalion, to pur-
sue my dream in art," he said. 

Dhiyaul clinched the first 
place in the Toyota Gazoo 
Racing Mural Art Competition 
in Serdang and second place in 
the Mural Competition 
Butterworth Art Walk in 
Penang in 2018. 

Known by the nickname 
Yaulacap, the father of two 
boys aged three and four start-
ed as a chalk artist and only 

recently began focusing on 
mural painting. 

"As lead artist, I reach out to 
other talented artists each time 
there is a street wall that needs 
to be painted. 

"Art Battalion was commis-
sioned by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to brighten up 
the alleys parallel to Jalan 
Tengku Diauddin," he said. 

Retired Waterworks 
Department employee Serjeet 
Singh said the murals along the 
main back lane lent a feeling of 
hope and confidence that was 
needed more than ever now. 

"It is a much cleaner, safer 
back lane now and people are 
confident of using it as a short 
cut," he added. 

Officially unveiling the mural 
lane, now known as the Klang 
Heritage Safari Walk, was 
Housing and Local Government 
Ministry secretary-general 
Datuk Zainal Abidin Abu 
Hassan. 

Also present were MPK presi-
dent Dr Ahmad Fadzli Ahmad 
Tajuddin and several heads of 
department. 

The murals are part of the 
council's urban upgrade initia-
tive under the RM6mil Royal 
Klang Town Heritage Walk pro-
ject. 

Dhiyaul said as an award-
winning street artist, it was so 
much more than just painting 
walls for him. 

"Our team's plan is to turn 
drab places into colourful, pul-
sating and delightful spaces, 
one wall at a time," he said, 
adding that Art Battalion han-
dled anything from large-scale 
mural projects to simple paint-
ings. 

MPK Corporate Communica-
tions Department director 
Norfiza Mahfiz said the art-
works had altered the urban 
landscape in the area and 
brought about positive change 
while encouraging people to 
use the back lanes. 

Watch the video 
thestartv.com 

The murals have had a positive effect in encouraging more people 
to use the back lanes in Klang 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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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THINGS FOR GRANTED

HYPERMARKETS and eateries
must ensure that customers enter-
ing their premises will have their
temperature and contact number
recorded before they are allowed
in. It is inviting trouble if such pre-
cautions are not followed.

Last Friday, I went to a hyper-
market at 8.50am to buy milk.
There were only two tables near
the escalator with no security per-
sonnel or staff on duty to ensure
recording was done.

There was no register either for
me to record my details, includ-
ing that of others. Just as the
hypermarket opened for business
on Level 1 at 9am, I informed a

Hypermarket staff indifferent to S.O.P.
staff member of the issue, but she
looked the other way.

I related the issue to another
staff member. Instead of appreci-
atingme for what I had to tell him,
he shouted at me in front of other
customers, saying that the record-
ing was being done.

Just before leaving the car park,
I went back towhere the recording
of information is supposed to be
done. The guard toldme the coun-
ter was opened only at 9am.

Itmust be noted thatmany cus-
tomers gobefore theopeningof the
store to avoid congestion during a
time like this where recording of
information and social distancing

are elements of the standard oper-
ating procedures (SOP).

What irkedmewas the lackadai-
sical attitude and the rudeness of
the staffmembers. They’re tak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SOP lightly.

At an eatery, customers were
left to record their information,
including taking their tempera-
ture. There was no staff at the
entrance to ensure correct record-
ing was done, especially tempera-
ture.

Just as I got home at 9.35am, I
called the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and told theemployeewho
tookmy call that I wanted to speak
to an officer to make a complaint

about to non-compliance of SOP.
She told me to give my contact

number, which would be recorded
into the system. I hung up as I was
taken aback. What is the point of
just giving my contact number
without me relating the informa-
tion?

The authorities are working
so hard to ensure that the SOP is
followed to contain the virus, yet
there are others with an indiffer-
ent attitude. Frontliners are risking
their livesworking round the clock.
Isn’t it better to be safe than sorry?

WILLIAM DENNIS
Subang Jaya,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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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永山移交購物券 

萬津長者障友受惠 
(万津28日讯）行动党万津区州 

议员刘永山日前已移交“走，去购物” 

(Jom Shopping )购物礼券给选区内
2
月 

至6月庆生的长者和残障弱势人士《 

刘永山表示，这个活动已从去年9 

月开始每月进行一次，惟先前因受到行 

动管制令和冠状病毒病疫情影响而被迫 

展延至本月，并一改过去进行的方式， 

让参与者有更多的时间领取和使用购物 

礼券。 

“直至活动截止那天，1800名参与 

者中已有超过1100名参与者领取和使用 

这些购物礼券。” 

他说，这些购物礼券是由雪州政府 

通过子公司雪州子民基金会（YAWAS ) 

发放给符合资格的长者和残障人士^每 

人每年可在生日的月份享有 i00令吉的 

购物礼券，作为回馈他们在壮年时期， 

为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建设所做的付 

出o 

刘永山（右）陪同乐龄人士到超市购物， 

令受惠人士感到开心。 

刘永山欢迎万津州选区内尚未登记的长者 

和残障人士联络万津和仁嘉隆服务中心（03-

3191 4724/3181 1083 )查询详情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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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种 2 8日讯 )雪州行政 

议员黄思汉指出，蒲种宏愿山 

(Wawasan Hi l l )是蒲种亚依 

淡森林保留地（Hutan Simpan 

Ayer H i tam)的一部分，已在 

宪报上颁布为森林保留地，隶 

属博特拉大学管理，作为学术 

研究用途，因此登山客必须 

遵循指定的登山路线，禁止擅 

闯其他区域，以免破坏研究成 

果Q 

避免破坏学术研究 

也是金銮州议员的黄思汉今早 

联同警方一同巡视宏愿山的登山情 

况时表示，该山并非休闲公园，而 

是博大进行研究的森林，因此只允 

许开放特定路线的登山活动，即从 

A路线进人及从B路线出来，不允许 

闯人其他区域，包括“蓝湖”及瀑 

布，也禁止登山客在森林内野餐或 

炊食。 

、他说，在开放进行登山活动 

后，该山获得警方及宏愿山森林社 

区协会的监督，情况受到良好控 

制，登山客也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但是若情况不受控制，该山或将成 

为另一个被封的山。 

t蒲种宏愿 
山几乎每天都迎 
来数百名登山人 
潮，登山客在早 
上时段需排队等 
候约30分钟。 

沙 

黄思汉（前排右二起）与彭兴泉到宏愿山的入口处了解登山情况:，前排左起 

为曹健发及叶国荣。 

登警区防范罪案及社 

区安全组主任彭兴泉 

指出，宏愿山是森林保留地， 

但问题是许多民众不晓得其用 

途，以为是休闲公园，因此警 

方从该山第-•天开放时，就已 

开始派员监督，确保登山客遵 

守标准作业程序。 

“我们也要确保登山客没 

有擅闯禁区，没有盗取森林资 

源、打猎或野餐，如果警方在 

巡逻时发现这些破坏森林的活 

动，将移交至森林局采取法律 

行动，将被罚款3万令吉或监禁 

不超过5年或两者兼施c ” 

他表示，在这两个星期开 

放登山活动以来，发现登山客 

都遵守标准作业程序，情况令 

人满意，所有登山者给予很好 

的配合，而每天的登山人次均 

不同，昨日迎来665人，上星期 

日则多达1000人。 

曹
健
發
•
.
志
工
分
兩
批
巡
邏
站
岗
 

宏 
愿山森林社区协 

会主席曹健发指 

出，登山活动从早上8时 

至下午4时30分，该协会的 

义工从早上6时30分抵达做 

好准备，逗留至傍晚4时45 

分，都是出自志愿性的巡 

逻及站岗监督。 

他说，志T.人员分两 

批，即上下午各10人，森 

林内有3人站岗及巡逻，看 

有没有人擅闯人禁区，-

旦发现就会拍照发送给警 

方，山下也有3 , 4人配合 

警方控制人潮。 

“我们在过去曾发现 

有人闯入禁区，也通知警 

方，昨日也有便衣警员到 

森林内巡逻。” 

其他出席者包括有梳 

邦再也市议员叶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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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道 • 鍾 寶 憶 攝 影 • 黃 安 健 

(沙登28R讯）马华蒲种 

区会主席拿督廖润强抨击雪州 

政府在行动管制令初期，即3月 

起，就取消“首20立方米免费 

水”计划，在疫情期间增加人 

民负担！ 

他表示，全雪州的人民如 

今都必须缴付水费，除了部分 

低收人的家庭，但疫情期间， 

为何不展延此计划或给予折 

扣，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我发现似乎没有人对这 

个课题发声，但再小的负担， 

它始终是彳、负担：” 

廖润强今R带领马华蒲种 

区会同疒到沙登巴刹派发600个 

粽子后，向媒体如是指出 :，在 

场者包括马华蒲种区会副主席 

郑东和、秘书方南生、财政孙 

文辉、马青区团团长陈捷森、 

署理团长刘庆延、秘书李文勇 

和妇女组副主席方玉琴。 

廖润强认为，在冠病疫情 

和行管令期间，雪州政府所下 

的功夫不足，除了水费问题， 

其他的还包括土地税、门牌税 

等，这期间不仅一分钱未减， 

反而还继续向人民征收。 

“联邦政府已经做了多 

项相关的经济挽救措施，霄 

州政府也应该跟随，让全民受 

惠，时不是特定的群体受惠而 

已：” 

鄭東和促關注蚊症問題 

郑 
'东和揶揄雪州 

>政府如今为了 

争权，有很多事项和民生 

问题没被解决，同时也对 

史里肯邦安区州议员和相 

关单位喊话：“请做好本 

分，解决民生问题，并体 

恤人民的辛苦”。
= 

他也指出，梳邦再 

也市议会在行管令期间较 

关注小贩违法问题，却忽 

略了民生课题，并希望州 

政府多关注骨痛热症的情 

况。 

“雪州的骨痛热症病 

例非常严重，尤其现在常 

下雨，而沟渠阻塞会形成 

蚊虫滋生的温床，所以民 

生问题是不能忽略且需要 

被解决的。” 

蒲種馬華 
沙登巴剎派粽子 

华蒲种区会今早到沙登巴刹派发 

1 6 0 0个粽了 -，希望在疫情初愈的 

氛围下，为居民送上佳节祝福: 

也是活动主要发起人的陈捷森表示， 

虽然端午节已过，但佳节的祝福不该缺 

席，尤其离乡的游子可能今年还未品尝粽 

子。 

他也相信，粽子的销S在疫情期间会 

有下滑，所以向该巴刹一名小贩购买粽子 

派发，如此也能减轻小贩经济上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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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人民公园在有条件行管令解除后，便涌现许多人来休闲、做运动和跳健身操，当局 

观察证实，民众都有恪守社交距离，遵守防疫SOP。 

(巴生28 R讯）巴生人 

民公园每逢星期日早晨出现 

人山人海晨运的盛况，鉴于 

正值复原期行管令期间，巴 

生市议会今早主动派出官员 

到场监督民众遵守抗疫标准 

作业程序（SOP )，同时为做 

健身操的市民测S体温，做 

好防疫把关工作。 

扫码“一步签到”系统 

根据巴生市议会脸书专 

页贴文，市议会从上午 7时 

30分至9时30分的监察时段 

发现，到斯里安达拉斯人民 

公园做运动的民众，都有遵 

守国安会和市议会订下的标 

准作业程序，即使用手机扫 

码雪州政府推出的“ -步签 

到”系统，同时在社会福利 

局的健身操签到簿上签到 

市议会官员在场设置一 

张桌子负责登记和监督，为 

准备进人场地跳健身操的民 

众测量体温和提供消毒搓手 

液，现场也有卫生部官员监 

巴 生 市 會 駐 守 人 民 公 園 

監督晨運民衆守SOP 

巴生市议会官员为准备进入人民公园场地跳健身操的民 

众测量体温，并确保有扫码签到。 

督。官员在健身操活动开始 

前，在台上报告民众在过程 

中需遵守的标准作业程序， 

呼吁民众遵守: 

健身操活动准时于上午 

8时30分结束，参与民众都有 

秩序慢慢离开场地，•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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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 

(吉隆坡28R讯）隆霄华堂将 

于明R (29日）晚上8时，举办一场 

主题为“希盟出路：努力夺权，还 

是备战大选？ ”的线上i£播讲座。 

大马自 2月份喜来登政变以 

来，希盟面对解体危机，继失去联 

邦和数州的州政权后，阿兹敏派系 

的出走造成公正党元气大伤，土团 

党分裂成马哈迪和慕尤丁两派。 

不过，泛希盟却在此时此刻忙 

着争夺相位，“马安配”、“安慕 

配”乃至现在沙巴民兴党主席沙菲 

益获得马哈迪力荐成为未来首相人 

选，让外界雾里看花。 

气前希盟应该聚焦的是拉拢议 

员跳槽凑够人数夺回政权敲定未来 

首相人选，抑或先专心监督国盟时 

政，养精蓄锐调整步伐备战下届 

大选？ 

该堂将邀请雪州行政议员邓章 

钦、政治学者黄进发及时事评论员 

余福祺担任该讲座的主讲嘉宾；而讲座的 

主持人则是马来亚大学高级讲师吴益婷。 

有意出席讲座者，可于气天浏览隆 

雪华堂脸书 ( h t t p s : / / w w w . f a c e b o o k . c o m / 

k l s c a h )观看丑播。 

欲知更多活动详情，可联系隆雪华 

堂秘书罗贤达 ( 0 3 - 2 2 7 4 6645/012-664 

5702 )。 

辦 

線 

J l 

講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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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生 2 8 R 讯 ） 在 行 动 党 

中委刘天球针对前首相敦马哈 

迪宣布的“沙安慕配”作出批 

评后，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 

钦也发声了。 

他意有所指地说：“不要 

逼我支持一个含着银汤匙出生 

的平庸之辈3国家领导。” 

也是行动党中委的邓章钦 

是在脸书以二语，即马来文、 

英文及中文这么写道；不过， 

他并没有点名他说的“含着银 

汤匙出生的平庸之辈”是谁。 

马哈迪昨日宣布，他与 

沙巴民兴党主席拿督斯里沙菲 

益阿达、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及主席陈国伟，还有诚信党主 

席末沙布等人召开了非正式会 

议，他表示在会议中，所有领 

袖都一致同意“沙安慕配” _ 

“沙安慕配”也就是由沙 

菲益阿达作为首相人选，公正 

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为第一副 

首相人选，土团党原任署理总 

裁拿督斯里慕克力则是第二副首相人选。 

安华并没有出席这场非正式会议， 

不过，行动党及诚信党较后发表联合文 

吿说，此事还需要带上各n的党会议，并带上 

希盟主席理事会共同决定。 

勿 
I B " 

遏 
政 我 

含 
§ 

支 
持 

湯 平 
匙 庸 
出 

• 

之 生 
輩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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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行政議員有4人選” 
雪大臣拒透露所屬政黨 

專訪•許俊傑、謝仲洋攝影•黃安健 

(沙亚南2 8 R讯）雪州大臣拿督斯 

里阿米鲁丁披露，有4名希盟三党的州议 

员人选，可填补被开除的土团党雪州行 

政议员拿督阿都拉昔的职缺；但他拒绝 

披露这4人所属的政党。 

在布城变天后，雪州土团党主席 

兼巴生海峡区州议员阿都拉昔，选择追 

随首相兼该党总裁丹斯里慕尤丁退出希 

盟，因此于3月5日被阿米鲁丁开除行政 

议员职后，悬空至今近4个月。 

阿米鲁丁接受《星洲日报》采访 

团队专访时指出，尽管雪州或有可能以 

“希盟 + +”的方式执政，把 3名表态支 

持雪州希盟的土团党州议员，即哈鲁麦 

尼（峑冬加里）、莫哈末赛（而榄） 

和沙勒胡丁（轰埠）纳人成为希盟45名 

州议员阵容，但这 3人不会成为行政议 

员。 

希盟++拖太久不健康 
他认为，委任新行政议员也许要等 

到七八月才会有定案，毕竟要视土团党 

主席敦马哈迪与希盟的合作关系、以及 

马哈迪是否仍被承认为土团党领袖；但 

他也不讳言，若希盟++的情况拖太久， 

对希盟并不健康。 

他说，就算雪州最终没有希盟++， 

希盟二党凭着现有42名州议员，还是能 

维持超越三分之二优势议席执政。 

雪州希盟四党在2018年大选时，赢 

得雪州56个州议席中的51席强势执政， 

阿米鲁丁 ： 

I即 使 现 在 闪 电 大 

选 ， 我 也 相 信 希 盟 会 

继续执政雪州，绝对没 

有问题，只是可能没 

有 比 上 届 的 5 1席 

来得更多。 

较后在士毛月州议席补选中，土团党丢失一席予巫统C 
在发生喜来登政变后，公正党前署理主席兼国际山 

庄州议员拿督斯里阿兹敏和其政治秘书兼鹅唛斯迪亚州 

议员希尔曼加入土团党、阿都拉昔宣市退出希盟，土团 

党龙溪州议员阿希夫没表态支持希盟、公正党士文达州 

议员达罗雅宣市退党等，使得希盟议席减至42席；国盟 

则从巫伊5席增至13席，以及宣称支持国盟的独立议员 

达罗雅。 

填補官職不能拖太久 

对； 
走訪加埔暸解基層意願 

.于雪州希盟三党将 

瓜分土团党留下的 

3 7名县市议员和 6 5名村长官 

职，雪州希盟主席阿米鲁丁指 

出，一切仍需就”希盟“或 

“希盟++”的执政方式达致定 

案，并披露他和马哈迪、土团 

党原任署理总裁拿督斯里慕克 

力和土青团原任团长赛沙迪进 

行了会商。 

他表示，就算希盟++方式 

不成功，还是可以委任一些人 

选担任地方官职，而不需完全 

依据党团名额。 

他坦言，填补土团党留下 

的地方官职不能拖太久，希望 

在 7月的首两个星期，会是委 

任新人选的最佳时机；而一些 

属支持慕尤丁派系的土团党地 

方领袖，肯定会被撤换。 

坊间流传希盟三党，将以 

公正党14+行动党12+诚信党11 

的方程式，瓜分土团党的37名 

县市议员名额。 

i = P i ' > H公正党主 

@ 席 阿 米 鲁 丁 

坦 n , 该 党 有 3 个 区 部 

受到退党影响，即前副 

主席祖莱达领导的安邦 

区部较有震荡、达罗雅 

领导的加埔区部和他领 

导的鵝唛区部，但鵝唛 

区 部 的 影 响 层 面 少 于 

20%。 

他 透 露 ， 接 下 来 

会走访加埔区部了解基 

层意愿。虽然达罗雅退 

党，但声称追随一同退 

党的13名雪州妇女组领 

袖 都 是 由 达 罗 雅 委 任 

的，而雪州22个区部中 

的19名区部妇女组主席 

还是与党同在，大多数 

人也还留在党。 

询及被冻结党籍的 

公正党妇女组主席兼雪 

州行政议员哈妮扎的命 

运，他表示，尚在等待 

党纪律局的决定： 

对于达罗雅退党和 

辞去副议长后的人选， 

阿米鲁丁透露，会在与 

议长黄瑞林商讨后，尽 

量维持女性参政的 3 0 % 

固打方程式，但 -切仍 

需 与 希 盟 二 党 达 成 共 

tMo 

“ 雪 州 行 政 议 员 

团队达到了 3 0 %女性比 

例、州议员 2 6 %、公正 

党领袖则有27%。” 

Page 1 of 1

29 Jun 2020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10
Printed Size: 393.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1,909.09 • Item ID: MY0040218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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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正黨開除敏派4領袖 
包括婦女組主席哈妮扎 

(八打灵再也28日讯） 

公正党中央理事会今日会议 

议决，开除妇女组主席哈妮 

扎、槟州诗不朗再也区州议 

员阿菲夫、双溪亚齐区州议 

员祖基菲，以及槟州妇女组 

主席诺査丽娜的党籍。 

这 4人被视为公正党前 

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派 

系，其屮，哈妮扎和阿菲夫 

已庄5月被冻结党籍。 

英文《星报》报道， 

在今R召开的公正党屮央理 

事会会议上，议决开除哈妮 

扎。 

《 ^今大马》则引述出 

席会议的领袖，证实上述4人 

今日被开除党籍。 

哈妮扎也是雪州行政议 

员 3据悉，她因为在2月底变 

天时期，与被开除的署理主 

席拿督斯里阿兹敏，还有前 

副主席祖莱达会面，被公正 

党视为背叛，因此该党纪律 

委员会于4月13日发出冻结党 

籍信，从4月6日生效。 

报 道 指 出 ， 开 除 信 写 

道，哈妮扎在2月26 R 于 - 家 

位于白沙罗的酒店，与已经 

在2月24 R遭党开除的阿兹敏 

及祖莱达会面。 

哈 妮 扎 上 周 接 受 《 星 

报》访问时，否认私下与阿 

兹敏会面，并指那是‘场公 

开的会面。 

公正党策略局主任沈志 

勤昨天指出，公正党今天的 

中央理事会议，将正式开除 

阿菲夫及祖基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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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査報告已解密不應査報道” 

鄧 章 欽 聲 援 C o d e B l u e 總 編 

国盟应公开调查报告 (巴生 2 8日讯）雪州行政 

议 员 兼 雪 州 行 动 党 中 委 拿 督 

邓章钦今日公开声援网络媒体 

CodeBlue总编辑巫淑玲，并呼吁 

各界应专注柔佛新山苏丹后阿 

米娜医院大火的独立调査报告 

提出的建议，而非在“猎巫” ！ 

他今日在脸书上帖文说， 

有关大火调査报告已解密，但进 

行新闻报道的记者却被警方调 

查，为此呼吁警方应停止调査。 

他披露，希盟去年曾拟定 

以资讯自由法（ F 0 I A )取代官 

方机密法令，但随着政权更替 

后，如今恢复到当年恐吓媒体 

的国阵时代。 

他质问，既然希盟政府之 

前已解密有关报告，但国盟政 

府为何还不愿公布有关调査结 

果，是否意图在隐藏什么，抑 

或想保护一些人？ 

“ 根 据 记 者 的 报 道 ， 独 

立调査报告揭露在国阵执政时 

期 ， 该 医 院 在 发 生 火 灾 事 件 

前，就已面对近 1 5年不良的消 

防安全作业。” 

邓章钦也在帖文点出该报 

告揭露的其他问题，并强调这 

宗火患事故已经过去 4年，虽 

有人命伤亡，却没有人“掉脑 

袋”，没有人被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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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
日
 

片
耒
 

片
耒
 

言
 

人
 

陳孝仁 
高级记者 

望联盟垮台沦为在野党后.在过去3个 

W多月以来不断声称拥有足够的议席从 

国盟政府手中夺回政权；然而，希盟++却始终无 

法就首相人选达成协议，使得夺回政权的目标一 

直停留在空喊上，迟迟无法实现。 

马哈迪多次声称，公正党主席安华推崇自由 

主义的政治哲学，公正党是个多元种族政党，因 

此无法赢得马来社会支持，拒绝举荐安华成为希 

盟++的首相人选。 

如今，马哈迪却主动提出由民兴党主席沙菲 

益作为希盟++的首相人选。 

然而，民兴党副主席王鸿俊、大会议长兼前 

首相署法律事务部长刘伟强、最高理事张振彬以 

及邱文正皆是华裔；此外，民兴党内还许多非马 

来人的原住民，俨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多元政党， 

直接推翻马哈迪声称多元政党无法赢得马来人支 

安
華
還
有
選
擇
嗎
？
 

持的言论。 

此外，安华也曾建议，-旦希盟++重夺联邦 

政权，将可让马哈迪担任资政职位，但也遭到马 

哈迪拒绝。 

马哈迪表示，从过去经验看来，即使他出 

任资政，首相也不会听从他的话，出任资政等于 

“有名无实”。 

不过，马哈迪在最新表态支持沙菲益出任 

首相人选的文告内则坦承，自己以开放心态接受 

自己不被举荐为首相人选的事实；对于马哈迪而 

言，出任资政无法掌握实权，以及不能成为首相 

人选之间，事实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但马哈迪就 

是否决了安华任相所提出的献议。 

尽管马哈迪没有明确表态，但从其种种举动 

来看——“拒绝安华担任首相”的态度已不言而 

喻。 

如今，安华面前只有两条路可选。 

第一，就是同意“沙安慕”的搭配。 

假设“东马人任相”的倡议赢得砂拉越政党 

联盟的认同，转而与希盟++合作，但期望担任首 

相后的沙菲益在第15届大选前移交职权给第一副 

首相安华，显然并不切实际。 

假若希盟++能在未来继续执政，沙菲益也遵 

守希盟竞选宣言的倡议，任相两届后卸任，而安 

华依旧是第一副相人选，届时其年龄也已超过80 

岁 0 

虽说马哈迪仍能在93岁回巢担任首相，但 

这样的情况却是建立在其是担任“过渡首相”的 

基础上，因此再将国家交由超过80高龄的安华领 

导，似乎也不符合国家的发展前景。 

可想而知，若是选择此项，安华的首相梦基 

本已经破碎。 

假若安华拒绝“沙安慕”的搭配，坚持要由 

自己担任首相，就只能从选举方式夺回政权了Q 

不过，在国盟政府掌握绝对资源，且不断利 

用职权拉拢支持者，加上绝大部分民意普遍上倾 

向国盟的情况下，安华与希盟欲在闪电大选的情 

况下夺回政权几乎也是奢望。 

安华唯一可做的，就是重新组织和装备，让 

频频退党的情况停止，内部止血后再巩固友党， 

并辅以明确方向的政策说服人民；只有靠着_身 

强大、无需借助外力支持的情况下，才有望夺回 

政权，坐上梦寐以求的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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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i 

甲洞碧华园工业区夜市只剩一个出入口， 

以方便管理及控制人流。 

I伟强指出，市 

议会已逐步开 

放让区内的夜市复业，当 

局只要接获夜市重开申 

请，并在符合条件下即会 

批准。 

他说，市议会要求 

有意申请重开的夜市必须 

给予书面通知，并阐明将 

会何时复业，同时也必须 

提供有关夜市重开后的摊 

位规划及小贩名单a 

“市议会也在上星 

期举办两场解说会，当时 

也召集所有夜市主办单位 

及打理人出席，向他们讲 

解重开夜市的条件。” 

仅接获12重开申请 

黄伟强透露，在市 

议会的管辖范围内共有46 

个合法夜市，而位于碧华 

园工业区的夜市相信是区 

内第一个重开的夜市。 

他说，市议会主席 

在日前的常月会议上曾透 

露市议会仅接获3份夜市 

重开的申请，而他于上星 

期五向市议会执照组跟进 

下，也被告知仅有12份的 

申请a 

他表示，他了解小 

贩在行管令期间无法开 

业，面对经济压力及负 

担，因此在与该夜市主办 

单位商量后，认为他们有 

能力照顾及控制下而尝试 

重开营业。 

他说，该夜市目前 

可以容纳所有有意复业的 

小贩，但未来若面对越来 

越多小贩复业，他将协助 

申请增加一天开业，或是 

让小贩轮流摆摊。 

他也说，倘若任何 

夜市在重开后面对控制人 

流失败，市议会在接获投 

诉下也会前来勘査： 

贝 
责夜市重开事宜协调人黄国焭透露， 

.该夜市原本设有240格，而持有合法执 

照的小贩则有185个，惟在根据标准作业程序， 

所有摊位在必须保持距离下则减少至152档。 

他说，在重新规划下，每一名小贩只能摆 

-个8呎乘以8呎的摊格，同时也不会根据以前 

的位子，而是重新分类将售卖同类型物品的摊 

位摆在•起。 

“我们还在慢慢规划屮，也相信第 -天 

重开应该会比较混乱，之后会再改善不足之 

处。” 

此外，黄国亮指出，虽然该夜市原有的 

小贩比目前可以划出的摊格来得多，但由于不 

少小贩仍保持观望，目前仅有70个小贩恢复营 

业。 

他也说，该夜市原本也有十余档是由外劳 

所经营，惟现在政府是禁止外劳在夜市工作。 

他也说，市议会让夜市自行拿捏人潮的 

張健華：4個月沒法工作 

控制，因此该夜市让顾客登记及测量体温后即 

可自由进出，而他们也会在人多后禁止顾客进 

入。 

顾客多以外劳为主 

“这个夜市的顾客是以外劳为主，他们通 

常买了就走，应该没有人流阻塞的问题t ” 

他也说，整个夜市都被封起，包括毗邻商 

店也拉起警戒线，只剩一个出入口可进出： 

黄国亮也说，夜市重开也面对额外的费 

用，包括聘请志愿警卫、购买防范用品的费 

用。 

因此，他说，居协也将向每名小贩征收20 

令吉以应付这笔开销，而部分小贩为了能开业 

做生意，很爽快地答应缴付费用。 

“居协原本派出2人负责管理夜市人潮，现 

在则再增加2个人，并另外聘请6名志愿警卫， 

共10人负责管理及控制夜市的秩序。” 

夜 
市小贩张健华（48 

岁）则指出，他在行 

管令后长达4个月没法工作， 

现在终于等待夜市可以重开， 

又能开档做生意而感到十分开 

心。 

“虽然摊位缩小，但我们 

为了做生意也乐意配合，小有 

小的做。” 

不过，他也说，夜市的生 

意也比以往差•些，少了约的 

70%人潮：、 

他同时也有在甲洞卫星 

市、国都花同 ,宜信花园摆 

摊，但这些地方的夜市都还未 

重开，因此他希望其他地区的 

夜市赶快重开。 

(士拉央 2 8日讯）曱洞碧华园 

工业区（ K I P , 前称曱洞工业园） 

夜 市 获 士 拉 央 市 议 会 批 准 重 开 ， 

并在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S O P ) 下 

于 昨 晚 正 式 恢 复 营 业 ， 也 是 区 内 

首个重开的夜市。 

领养该区的士拉央市议员黄伟强也 

前往巡视，以了解该夜市重开的情况。 

该夜市是由士拉央市议会第23区 

居民协会所管理，而该会也在之前已重 

新规划，确保所有摊位都保持-•定的距 

离，同时也增加人手看管及控制现场人 

？瓜o 

虽然摊位及人潮比以往减少，但小 

贩都为终于能摆摊做生意感到高兴，也 

希望其他地方的夜市能早R重开，让他 

们的生意能恢复正常。 

夜市与商店之间也拉起警 

戒线，不允许公众随意进出夜市 

范围。 

黃國亮：須保持距離攤位減至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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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黨：不應成政治花招 
盟
定
 

希
決
 (吉隆坡 2 8日讯）公正党今日 

表明，虽然早前已经针对首相人选 

课题表达立场，公正党准备商谈此 

事，但希盟的任何决定，都必须在 

希盟主席理事会议通过。 

同时，公正党强调，任何新的建议 

都不应成为任何一位元老的政治花招。 

在马哈迪推举沙巴首席部长兼民兴 

党主席拿督斯里沙菲益成为希盟++首相 

人选，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为第一 

副首相，前吉打州务大臣拿督斯里慕克 

力为第二副首相后，公正党今日召开长 

达逾3个小时的屮央理事会会议： 

公正党总秘书拿督斯里赛夫丁在会 

议后，发表文告表达公正党的立场。 

他在文告中也强调，公正党坚持必 

须尽快恢复人民在大选时所做的委托， 

包括马哈迪交棒给安华的课题 

促勿坠分化希盟阴谋 

他指出，出席者在会议上针对数项 

课题，包括公正党对首相人选、人民委 

托及对第15届全国大选的准备丁作。 

“屮央理事会也认为，希盟成员党 

应加强合作，同时提醒各造警惕，不要 

掉人任何企图分化希盟的阴谋，-如公 

正党过去曾面对的事。” 

他说，公正党与希盟将会尽 大努 

力，做好准备在2023年前，迎战第15届 

全国大选。 

安华于下午2时48分抵达公正党总 

部主持中央理事会会议，他傍晚6时14 

分离开公正党总部时，仅以“公正党将 

发出正式文告”来冋应媒体的提问。 

也讨论开除2州议员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受询时 

说，会议讨论多项课题，包括国内外课 

题；其他领袖都一.缄其口，不愿透露会 

议所讨论的内容。 

据了解，屮央理事会议也讨论正式 

开除槟州诗不朗再也区州议员阿菲夫及 

双溪亚齐区州议员祖基菲党籍事宜： 

公正党副主席蔡添强也有出席会 

议，但他下午约5时就离开，其他出席 

者包括副主席拿督希维、郑立慷、组织 

秘书聂纳兹米、通讯主任法米、公青团 

团长阿克玛及策略局主任沈志勤等。赛 

夫丁则以线上视频方式参与会议。 

mm 

/ “ � l 
•二 r � - * 賽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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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信函内容显示，根 

据 I 9 7 6 年国内税法令 3 1 ( 5 ) 

条文（ I 7 6 法令），联邦直辖 

区部长可在不给予任何理由之 

下，有权力取消委任任何执照 

委员会的成员。 

单敬茵表示，所有贩卖 

烈酒的商家业者都必须向市政 

局申请售酒执照，而该委员会 

的任务就是审批更新或申请售 

酒执照，委员会成员包括市政 

局执照组、关税局及警方的代 

表。 

蘇俐嬋 

(八打灵再也 2 8日讯） 

联邦直辖区吉隆坡国内税执 

照委员会(Lembaga Pelesenan 

Eksais Wilayah Persekutuan 

KL )部分委员，包括主席与副 

主席日前被终止职务，职位悬 

空恐导致无人处理堆积逾 5个 

月的更新售酒执照的申请。 

据悉，遭终止职务的委 

员包括吉隆坡国内税执照委员 

会主席兼吉隆坡市政局谘询理 

事会成员拿督山卡拉和副主席 

兼市政局谘询理事会成员单敬 

茵。 

单敬茵： 

上任不到一年被终止职务 

单敬茵指出，她是于2019 

年9月受委，任期3年至2022年 

8月杪，惟如今上任不到一年 

却提前被终止服务^ 

她受访时表示，她于 6月 

24日接获被终止职务的信函， 

促儘快填補委會空缺 
敬茵促请当局尽快 

•填补吉隆坡国内税 早 J 
执照委员会委员的空缺，以处 

理更新售酒执照的程序。 

她表示，售酒执照的有效 

期为一年，因此商家必须定期 

更新，但目前恐面对阻碍。 

料累积逾5个月 

数百申请未处理 

她说，自她去年 9月上任 

后，分别于去年 9月 2 6日及今 

年1月21日开会，2场会议中已 

分别审批逾千份以及数百份更 

新或申请售酒执照的文件。 

“我们理应在 3月 1 8日再 

召开会议，可是此日期却碰上 

行管令而被迫推迟至6月9日， 

但会议一再延后，直到最近就 

接到终止受委的信函。” 

单敬茵表示，该委员会 -

年开会 4次，即每 3或 4个月开 

会一次，但如果申请的文件过 

多，则可多开一次会议进行审 

批。 

不过，如今距离上一次会 

议（1月21日）已超过5个月， 

相信有数百份申请至今尚未处 

理。 

吉隆坡国内税执照委员会 

其他成员还包括拿督蔡国治、 

M.再也拉曼和瓦山汉。 

蔡国治在国内税执照委员 

会服务至少10年，他受访时表 

示对当局终止委员职务一事并 

不知情。 

吉隆坡市政局考量到近期 

频频发生酒驾死亡车祸，因而 

于今年6月2日宣布冻结发出售 

酒新执照。 

徐良標：今向隆市局暸解情況 

马 
来西亚联合邦酒商 

I 公会联合总会兼雪 

隆华人酒商公会总务徐良标受 

访时表示，该会代表将于明日 

向吉隆坡市政局了解国内税执 

照委员会委员悬空的情况，因 

为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将 

影响许多酒商难以更新酒牌^ 

他促请吉隆坡市政局尽快 

以便能处 委任新一批的委员， 

理酒牌执照事项。 

“我们更希望能够与市政 

局进行对话。” 

他披露，他持有的售酒执 

照将于 9月杪到期，因此他必 

须在7月1日开始就提呈更新执 

照，但国内税执照委员会目前 

却出现空缺无法运作。 

吳金潮：茶室沒賣烈酒無需酒牌 
隆咖啡酒餐商公会总务吴金潮指出，咖啡茶餐室一般 

都只是售卖啤酒，而卖啤酒并不需要向市政局申请酒 

牌。 

“茶室都没有卖烈酒，因此不必申请有关执照。” 

何子孟：各地酒牌申請應統一 
•n新咖啡茶业联合总会长拿督何子孟表示，全国各州与 

直辖区都应该统一申请或更新酒牌的措施，否则将为 

商家带来不便，而吉隆坡市政局冻结发出售酒新执照，将衍生 

经济问题。他促请吉隆坡市政局尽快恢复批准发出新售酒执照 

的措施。 

隆國內稅執照委會懸空 

更新酒牌無人處理 
执
照
程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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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函是吉隆坡市长署名，志期 

B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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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种
2 8
日讯）蒲种法愿 

山 ( B u k i t W a w a s a n ) 仅 供 

登山远足，禁止擅闯禁区和 

露营活动，若情况失控将遭 

封山！ 

宏愿山是蒲种区登山远足的热 
点，过去每逢周末及周日都涌现 
数千民众进山休闲，随著政府放 
宽行管令允许登山活动后，上周 
曰（21日）登山人数达1000人， 
而26日则有665人登山。 

为此，金銮区州议员黄思汉周 

曰联合雪州宏愿山社区协会及警 

方巡视宏愿山，了解民众登山情 

况。 

.k思汉也是雪州行政议员。他 
指出，蒲种宏愿山属亚依淡森林 

保留地，供博特拉大学UPM) 

研究森林生态用途，虽然开放给 

民众进行登山远足活动，但也必 

须遵守防疫条规及标准作业程 
序，若一旦情况失控，州政府和 
警方会毫不犹豫采取封山行动。 

派員巡邏監督 

他说，雪州宏愿山社区协会成 

员联合警方，在宏愿山入口处把 

关及在山区内巡逻，监督登山者 

的活动，避免他们违规，这是不 

欲宏愿山遭遇与茅草山相同的命 

运，因登山人数过量且不遵守条 

规，导致被封山。 

他也提醒登山者，只能在规 

划的范围及路线活动，不要 

擅闯山区内的“蓝湖” （Blue 

Lagoon)和瀑布区，否则会遭到 

监督者检举。 

他强调，当局只允许民众在宏 

愿山登山远足，禁止擅闯禁区和 

露营活动，希望民众们配合，万 

一情况失控，宏愿山将被封闭。 

自从政府宣布放宽行动管制 

令，允许民众进行登山活动，雪 

州宏愿山社区协会便积极担当监 

督角色，派出志愿成员和警员看 

守宏愿山出人口，为民众进行测 

量体温及记录工作，协会成员也 

会在山区内巡逻，确保没有民众 

违规或擅闯禁区。 

出席者包括沙登警区防范罪案 

与社区安全组主任彭兴泉副警 

监、雪州宏愿山社区协会主持曹 

健发、梳邦再也市议员叶国荣 

等。 

開放時間8AM至4:30PM 

根 
据宏愿山登山条规，只允许民 

•众在早上8时之后进入山区，且 

必须在下午4时30之前出来，雪州宏 

愿山社区协会的成员在清早6时30分 

已到场看守出入口，同时派人巡逻山 

区情况并拍照存证。 

曹健发说，协会成员志愿担当监督 

者角色，每人都佩戴协会的证件，分 

成早上及下午班次，每班次各有10人 

I民众排队等候登记进人宏愿山< 

值勤。 

他°指出，一般程序，协会会安排 

3、4名成员驻守在宏愿山入口处，为 

民众登记及检测体温，另安排成员进 

入山区内监督，若有民众违规或擅闯 

禁区，将交予警方发落。 

他说，曾经有人擅闯山区“蓝 

湖”，被执行巡逻的成员当场拍照作 

为证据，宏愿山的“蓝湖”及瀑布 

区，一直都是禁止外人擅闯的禁区。 

彭 
兴泉指出，进入宏愿 

山活动的民众，若有 

违规行为包括擅闯禁区被检 

举，将被扣留交予雪州森林 

保护局发落。 

他说，若有人违规被逮 

捕，将被罚款不超过3万令 

吉，或监禁5年。 

他指出，沙登警方在政府 

放宽条例允许民众进行登山 

活动的首日，已派员在宏愿 

山驻守监督，确保民众都遵 

守防疫的标准作业程序、不 

擅闯禁区、没有进行非法捕 

猎及露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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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汉（中）协助彭兴泉检查登山者 

的背包，确保没有携带违禁品登山。 

僅供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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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 隆 坡
2 8

曰 

讯）膚州政府将集 

中策略，以刺激州 

内旅游！ 

雪州的大臣拿督 

斯里阿米鲁丁指 

出，即使行动管制 

令已在5月4日起逐 

步开放，不过雪州 

的游客依然处于下 

跌的情况。 

他指出，本地游 

客依然不适应目前 

的新常态生活模 

式，相信需要半年 

至1年才能恢复州 

内的旅游情况，因 

此本地旅游将是要 

迈进的方向。 

他说，雪州旅 

游局在刚举行的 

_ 州 经 济 理 事 会 

(MTES)已提呈相 
关动议， 

序控制。 
也会关注大规模程 

他说， _州主要 

是通过展销会、教 

育和演唱会接待游 

客，而现阶段主要 

趋向人数较少的游 

客数量，无法再如 

以往般。 

“着州政府将在 

7月复会的譽州议 

会中，提呈中期经 

济振兴计划，此计 

划是为了应付未来 

半年的计划，确保 

_州在经历了新冠 

肺炎疫情后依然保 

持竞争力和可持续 

性。“ 
Q
雪州政府已在3月 

20日和4月1日，分 

别宣布推动两轮振 

兴计划，包括首轮 

涉及1亿2778万令吉 

及次轮的是2亿T250 
万令吉，总共约为 4亿令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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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潤強抨擊雪州政府 

取 消 免 費 水 漏 

生、财政孙文辉、马青 
区团团长陈捷森、署理 
团长刘庆延、秘书李文 
勇和妇女组副主席方玉 

琴。 

(沙登
2 8
日讯）马华蒲种 

区会主席拿督廖润强抨击雪 
州政府在行动管制令初期， 
即3月起取消“首20立方米免 
费水”计划，在疫情期间增 
加人民负担！ 

他说，全雪州的人民如今 
都必须缴付水费，除了部分 
低收入的家庭；但疫情期 
间，为何不展延此计划或给 

^润强认为，在冠病疫 
以减轻人民的负情和行管令期间，雪州政 予折扣 

担。 

“我发现似乎没有人对这 
个课题发声，但再小的负 
担，它始终是个负担。” 

廖润强今日带领马华蒲种 
区会同仁到沙登巴刹派发600 
粒粽子后，向媒体如是指 
出。在场者包括马华蒲种区 
会副主席郑东和、秘书方南 

府所下的功夫不足，除了 
水费问题，其他的还包括 
土地税、门牌税等，这期 
间不仅一分钱未减，反而 
还继续向人民徵收。 

“联邦政府已推出多项经 
济挽救措施，雪州政府也应 
该跟随，让全民受惠，而不 
是特定的群体受惠而已。” 

琴
和
郑
东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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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和揶揄雪州政府如今为了争权，有很多事 
b页和民生问题没被解决，也对史里肯邦安区 

州议员和相关单位喊话：“请做好本分，解决民生 
问题，并体Ml人民的辛苦”。 

他指出，梳邦再也市议会在行管令期间较关注小 
贩违法问题，却忽略了民生课题，并希望州政府多 
关注骨痛热症的情况。 

“雪州的骨痛热症病例非常严重，尤其现在常下 

玉
 

起
 

雨，而沟渠阻塞会形成蚊虫滋生的温床，所以 
民生问题是不能忽略且需要被解决的。” 

活动主要发起人的陈捷森说，虽然端午节已 
过，但佳节的祝福不该缺席，尤其离乡的游子可 
能今年还未品尝粽子。 

他也相信，粽子的销量在疫情期间会有下滑， 
所以向该巴刹一名小贩购买粽子派发，如此也能 
减轻小贩经 d济上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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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擱B計劃發展商董事會成員 

(吉隆坡 2 8日讯）为了避免涉及与搁置房屋计划的发展商或董事会成 

员，转移视线在雪州展开新工程，雪州政府将与大马公司委员会（ S S M ) 

配合，以全面更新有问题的房屋发展商的董事会成员资料！ 

掌管雪州 
房屋及城市 
生活事务的 
行政议员哈 
妮查指出， 

此举是为了避免有不负责任的人成 
立新公司，以企图在雪州展开新的 
发展工程。 

她指出，州内搁置的房屋计划的 
发展商和董事会成员的资料，一 

律必须发布在雪州房屋及地产局 

(LPHS)，并分发给州内所有地方 
政府。 

資料分發地方政府 

“对于有发展商抱著爱理不理的 
态度，雪州政府是绝对不会妥协， 
他们全部都会列入黑名单和不良记 
录，因无法完成房屋工程。” 

哈妮查指出，发展商一旦发展获 

得规划许可，就必须在获批准的即 
曰起透过发展商登记系统（SPEM) 
进行登记，限期是30日内，主要是 
检测发展商是否有资格发展工程。 

她指出，如果登记系统检测到有 
董事会成员被列入黑名单，规划许 
可成就会马上撤销。 

她也促请购屋者决定购屋前理应 
留恋雪州房屋及地产局，并联络相 
关单位查询发展商的资料和资格。 

• 哈 妮 查 ： 对 于 

不负责任的发展 

商，雪州政府是 

绝对不会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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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政府将密切关注州内已搁置的房屋工程！ 
m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指出，有部分 
工程耽误搁置，是因行管令而受影响。 

他指出，雪州政府也会严正看待和探讨，以统 
计在行动管制令后所搁置的房屋计划实际数量， 

雪政府關注擱置工程 
“我们希望掌管房屋的行政议员和雪州房屋及 

地产局会针对此事进行探讨。” 

他早前出席移交斯里德猛公我的 f兰g房屋（ 

据早前报导，雪州共有159项已搁置的房屋工 
程，并涉及3万2755个单位，这类工程都是在90年 
代就获批准承建。 
雪州政府也在2009年成立“恢复雪州搁置房屋 

工程委员会”，并成立数据库。 

并了解是否面对其他额外负担。 
他坦言，一些发展商因面对甚大的压力，因此 

在行动管制令后无法启动工程。 

Selangorku Seri Temenggong )承认买屋文件 
(surat tawaran )仪式时，这么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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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钦在面书以 

三语发表贴文。 

鄧章欽面書三語調佩 

“不想鸮 
，
 

，
 

(巴生
28
日讯）前首相敦马哈迪 

宣布，推举民兴党主席拿督斯里沙 
菲益阿达作为首相人选，引起希盟 
各党成员热议，行动党中委拿督邓 
章钦更意有所指地说：“不要逼我 
支持一个含著银汤匙出生的平庸之 
辈当国家领导。” 

邓章钦也是雪州行政议员路。他 
今曰在面书以三语贴出“不要逼我 
支持一个含著银汤匙出生的平庸之 
辈当国家领导。”的帖子，也附上 

一张小孩哭泣的配图，但没明确点 
名“含著银汤匙出生的平庸之辈” 
尉隹。 

马°哈迪昨曰发文告宣布，诚信 
党、民兴党、行动党及马派领袖一 
致赞同，推举民兴党主席拿督斯里 
沙菲益阿达作为首相人选，也同意 
推举（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 
作为第一副首相，及（土团党原任 
署理总裁）拿督斯里慕克里兹出任 
第二副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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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洞碧華園工業區夜市 

全新營業模式_ 
(士拉央

2 9
日讯）揆违 

逾3个月後，士拉央市议 

会辖区内的夜市终获准重 

新 业，由甲洞碧华园 

工业区夜市打响头炮， 

於周六晚（
2 7
日）正式 

业，小贩纷纷调整心 

情，迎接全新的营业模 

式。 

士拉央市议员黄伟强指 

出，士拉央区内约有46座 

露天夜市巴刹，根据市议 

会执照组於本周五的记录 

显示，共有12痤巴刹已提 

交 业申请书，并且已获 

得市议会批准。 

他说，所有合法的夜市 

巴刹如要 业，都必须遵 

从国家安全理事会制定的 

标准作业程序，市议会已 

在上周举办解说会，召集 

各巴刹的打理人，说明各 

巴刹申请 业的程序。 

“市议会要求巴刹打理 

人呈交书面通知，阐明  

业曰期，同时附上摊位 

的平面规划图和小贩名 

单，截至周五，共有12座 

巴刹符合标准而获准  

业，当中包括甲洞碧华园 

工业区夜市巴刹。” 

須遵從標準作業程序 

他周六连同士拉央23 

区居民协会协调员黄国 

亮，巡视甲洞碧华园工业 

区夜市巴刹时，这麽指 

tt]。 

‘？til说，市议会授权23区 

居民协会办理该巴刹的  

业事务，後者已聘请约10 

人进行人流控管、测量体 

温与记录资料等工作。 

“由於巴刹是 放空 

间，所以该居协已利用警 

戒线封锁巴刹范围，也设 

置一个进口与出口，确保 

• 贩 
黄嘘 
伟寒 
强问 

右
2
起
)
及
黄
国
亮
向
甲
洞
碧
华
园
工
业
区
夜
市
小
 

暧 

一切都遵从标准作业程序； 

无论如何，市议会让区内的 

夜市将从即日起陆续 业， 

执法组官员也将进行日常巡 

逻，一旦接获投保便会前往 

勘察。 

• 重 六 
揆 新 彳 
违开2 7 
逾放日 
3 ， 一 

个甲晚 
月 洞 g 
後 碧 $ 
，华开 
士园业 
拉 工 ° 
央业 
市区 
议夜 
会市 
辖打 
内响 
夜头 
市炮 

， 

兹於 
准周 

黃國亮：可容納152攤位 

黄 
国亮指出，该巴刹原有240 
多个摊位供185个合法小 

畈 摊营业，为了遵从安全社 

交距离，所有摊位必须缩小范 

围，最终可容纳约152个摊位。 

“周六仅有约 7 0名小贩  

业，尚有许多小畈仍在观望， 

但我们并没有按照之前的位置 

排列摊档，而是采取先到先得 

制度。” ？ 

他说，巴刹的摊位安排目前 

仍在规划阶段，照目前情况， 

巴刹尚未达到爆满状态，倘若 

曰後出现申请 业的小贩增 

加，便会采取轮流 档或拉长 

巴刹 业天数的措施，最重要 

是有效地控管人流。 

他提及，当地的消费群以外 

籍人士为多，大部分人都购 

物速度快，并不会逗留太久， 

相信人潮群聚情况鲜少发生； 

然而，早前巴刹充斥不少由外 

籍人士经营的非法摊档，包括 

约10个鱼贩如今已不敢前来营 

业，故盼藉此机会，清除非法 

小贩。 

此外，随著巴刹站岗人力增 

加，该居协将向所有小贩徵收 
2
0令吉（每逢 业日），用於 

购买所需装备，如封锁线、搓 

手液，以及聘请支援警卫队成 

员等经费。 

擺 攤 配 合 市 會 要 求 • 制 建 华 ⑷ 岁 ， 鞋 饭
〕 

周 
六第一天 摊，其他摆摊 

地点的巴刹都尚未 业， 

停工多个月，如今终於可以复 

业固然 心，所以都会配合市 

议会的要求，包括缩小摊位， 

毕竟小有小做，最重要是有入 

息呢人能够维持生计。 

首天 业的生意下跌T0%，顾 

客的消费能力大大减低，希望 

其他巴刹能早日 业，让我们 

赚取更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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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黄思汉（中）与叶国荣（左）巡视蒲种宏愿花园，向小贩谈论巴刹运作程序( 

蒲種宏願花園早市分批營業 
n + 国 荣 指 出 ， 蒲 种 宏 愿 
H I 花 园 早 市 巴 刹 分 批 模 

式营业，通过A组和B组形式 

在不同的星期轮流 摊，星 

期一则是巴刹的休息曰。 

A组小贩每逢星期二、星 

期四和星期六营业，B组小 

贩则是在星期三、星期五和 

星期日营业，A组和B组会在 

不同的星期轮流 摊。 

他说，在分批模式下，每 

天会有80摊小贩营业，4名 

志愿警卫团员分别驻守人口 

处和执行巡逻任务，除了确 

保小贩与民众遵守防疫措 

施，从而也阻遏了非法小贩 

营生。 

口他丨旨出，小贩促进和协调 

委员会 ( J 3 P )每月向每名 

小贩徵收60令吉，作为防疫 

消毒器材及雇用资源警卫团 

员的费用，在重 巴刹後， 

收入方面让小贩尚可接受。 

他说，蒲种宏愿花园早市 

巴刹地形广阔，设有1个入 

口及2个出口，由於地势略 

倾斜，梳邦再也市议会经考 

量规划，将肉类摊位安排在 

靠近巴刹尾端出口处，这种 

安排主要方便民众离 巴刹 

前选购肉类，而不需提著沉 

甸甸的肉类逛巴刹。 

(蒲种
2 8
日讯）雪州行 

政议员黄思汉指出，各区 

早夜市必须执行州政府规 

定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无论小贩或民众都必须遵 

守，若有早夜市因不执行 

标准作业程序，以致出现 

疫情感染局面，将被地方 

政府下令关闭。 

他指出，关闭早夜市并非 

人民想看见的情况，因此他 

鼓励民众奉行“巴刹购物新 

常态” （BELI)概念，即排 

队保持社交距离、使用电子 

钱包、加速购物及扫描二维 

码，作为在早夜市购物的防 

疫措施。 

针对有小畈被投诉没有戴 

口罩，他指相关地区的地方 

政府会展 调查，也只会采 

取行动对付该小贩，其他早 

夜市小畈不受影响。 

黄思汉也是金銮区州议 

员，他今早和梳邦再也市议 

员叶国荣巡视蒲种宏愿花园 

早市巴刹，这麽指出。 

重開後更有秩序 

黄思汉指出，蒲种宏愿花 

园早市巴刹的小畈与民众都 

配合防疫工作，遵守标准作 

业程序，小贩们也因为重新 

档做生意而感到欣慰。 

他说，民众对重 後的宏 

愿花园早市巴刹相当满意， 

认为更整齐和有秩序，小畈 

则表示新规划的摊格距离比 

较宽松，客人买东西也比较 

舒适。 

他指出，蒲种区内的所有 

早市均已恢复营业，希望各 

区的巴刹与小贩公会互相配 

合，重 的早夜市规划工作 

虽非完美，但都普遍被接 

受。 

城 
事 黃思漢：出現疫情將關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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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
2 8
日讯）消息 

指出，公正党开除4名隶属 
该党前署理主席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派系的领袖。 

上述党员包括分别妇女 
组主席哈妮查、诗布朗再 
也区州议员阿菲夫、槟州 
公正党妇女组诺扎丽娜， 
以及双溪亚齐区州议员袓 

公正黨開除4敏派領袖 

包括婦女組主席 
基菲。 

“当今大马”引述出席 
该党今日 高理事会会议 

的领袖指出，开除上述4 
人是该党 高理事会的议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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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有人背後“密課” 

他黨領袖 

丨安华在开会前接受媒体访问( 

(八打灵再也 2 8日讯）公正 

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表明，他 

与其他政党领袖会面都会向希 

盟 高中央理事会汇报，并意 

有所指地说，不像其他人在背 

后“密谋”。 

他指出，他早前与土著团结党总 
秘书拿督斯里韩查再努丁会面一 
事，已在上个月向该理事会汇报。 

不过，当询及所讨论的课题时， 
他没有透露太多细节。 

“时事课题、内政部…我们的意 

1。 
』“我会面了，都有向理事会汇 

报。不像其他人在背后搞密谋。” 
安华今午出席公正党 高理事会 

议前，受媒体询及与韩查再努丁会 
面一事时，如是回应。 

坦誠曾與首相會面 

除了透露他曾与首相丹斯里慕尤 
丁会面，他也打趣地询问媒体是否 
有什么新消息，并向媒体鞠躬后， 
上楼到党总部召开会议。 

其他出席会议的党领袖有副主席 

赛维尔、组织秘书聂纳兹米、通讯 
主任法米、副宣传主任沈志勤、  
高理事兼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 
丁等人。 

属于慕尤丁派系的韩查再努丁早 
前承认，日前确实与安华会面。但 
他坚称，两人仅仅是多年未见的私 
人见面而已，谈论内容也是私人课 
题，不便对外公开。 

上周五（I9日），公正党党鞭拿 
督佐哈里阿都就已曾于本月19曰爆 
料，指安华已会见了数名政党领导 
人，包括慕尤丁、韩查再努丁及一 
些砂拉越政府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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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及阿米鲁 

(吉隆坡28曰讯） 
希盟+的首相人选引 
起争议，公正党中央 
理事会今日就提醒， 
希盟的任何决定都 
需要经过希盟 高理 
事会一致认同，尽管 
公正党早前针对首相 
人选课题已经表明立 
场，但始终留有商量 
余地，也准备好随时 
展开讨论。 

公正党总秘书拿督 
斯里赛夫丁纳苏迪安 
今午在公正党 高理 
事会结束历时3小时 

的会议后， 
这么指出。 

发表文告 

做好準備面對 

希
盟
任
何
決
定
 

前首相敦马哈迪医 
生昨日宣布，诚信 
党、民兴党、行动党 
及马派领袖一致赞 
同，推举民兴党主席 
拿督斯里沙菲益阿 
达为首相人选，公正党主席 
拿督斯里安华则为第一副首 
相，土团党原任署理总裁拿 
督斯里慕克里兹出任第二副 
首相。 

不过，行动党秘书长林冠 
英和诚信党主席莫哈末沙布 
稍后澄清，这项建议是希盟 

谢绝访问, 

及民兴党重夺政权的 
全新选项，仍需带到 
希盟 高中央理事会 
会议讨论。 
赛夫丁纳苏迪安针 

对此事指出，公正党 
认为应该回到当初人 
民在第14届大选委托 
的政府，包括前首相 
敦马哈迪承诺交棒给 
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 
安华的形式。 

“任何新提议都不 
应成为公众人物的政 
治玩具。” 

赛 3 丁 纳 苏 迪 安 
说，该党中央理事会 
也认为希盟成员党之 
间的合作必须加强。 

他也提醒成员党应 
多加小心，不要陷入 
任何会破坏希盟的诡 
计，就像公正党之前 
发生的事情一样。 

“公正党和希盟会 
努力准备面对各种可 
能发生的事情，包括 

比2023年提早举行的第15届 
大选。” 

文告指出，公正党中央理 
事会今日召开常月会议讨论 
数项事宜，包括首相候选人 
立场、人民委托以及第15届 
大选的筹备工作。 

公正黨會議領袖三緘其口 

公 
正党 高理事会周曰 
(

2 8
日）召开历经

3
小时 

会议，但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 
和与会者在离开时都三缄其 
口，不愿透露会议详情。 
会议是3时开始，唯在两小 

时后，公青团团长阿克马和党 
副主席蔡添强先行离开，但会 
议继续举行直至，下午6时许 
才结束。 

县华。于下午6时14分离开 
时，向媒体鞠躬后表明会在稍 
后发文告。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 
受询及会议所有否讨论民兴党 
主席拿督斯里沙菲宜阿达被推 
举为首相人选的课题时，没有 

正面回应，仅指会议讨论了很 
多课题，包括国内课题和巩固 
党的事宜。 

据了解，此次会议也会谈及 
包括蔡添强在内，逾300名公 
正党领袖的命运；被视为该党 
前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 
里派系的蔡添强，早前遭党员 
投诉而被指示作出解释，因此 
此次会议也会决定会否对他采 
取纪律行动。 

其他的与会者包括副主席赛 
维尔、总秘书拿督斯里赛夫 
丁纳苏迪安、组织秘书聂纳兹 
米、副宣传主任沈志勤、党鞭 
拿督佐哈里阿都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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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報告解密不應查記者 

鄧章欽聲援網媒總編 
(巴生 2 8日讯）雪州行政议员兼雪 

州行动党中委拿督邓章钦公开声援网络 

媒体CodeBlue总编辑巫淑玲，并吁请 

各界应专注柔佛新山苏丹后阿米娜医院 

大火的独立调查报告所提出的建议，而 

非猎“巫”。 

他是在脸书帖文提到，大火调查报告 

已解密，但进行新闻报导的记者却遭警 

方调查；因此，警方应停止调查工作。 

他声称，希盟去年曾拟定以资讯自由 

法（F0IA )取代官方机密法令，但随 

著政权更替后，如今恢复到当年恐吓媒 

体的国阵时代。 

他不禁要质问，既然希盟政府之前已 

解密报告，国盟政府为何还不愿公布调 

查结果，是否意图隐藏什么，或想保护 

一些人？ 

他表示，根据报导，独立调查报告揭 

露在国阵执政时期，医院在发生火灾事 

件前，已面对近15年不良的消防安全 

作业。 

邓章钦也点出报告揭露的其他问题， 

包括火患事故已过了4年，虽有人命伤 

亡，却没人“掉脑袋”，也没人被问 

责 

I强调，国盟政府应公开调查报告， 

并针对报告的发现采取行动，而非恐吓 

媒体。 

"我们已在那场火灾中失去人命，须 

确保不再重演。 ”（T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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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组主席哈 •槟州诗不朗再 •双渫亚齐州议 •槟州妇女组主 

规扎 也州议员阿菲夫 员祖基菲 席诺查丽娜 

：黨議決 

開除敏派4領袖 
(八打灵再也 2 8曰 

讯）今日召开的公正党 

中央理事会会议议决， 

开除前署理主席拿督斯 

里阿兹敏派系的 4员大 

将，分别是妇女组主席 

哈妮扎、槟州诗不朗再 

也州议员阿菲夫、双溪 

亚齐州议员祖基菲及槟 

州妇女组主席诺查丽娜 

W党籍0 

其4°，哈妮扎和阿菲 

夫已在5月被冻结党籍。 

英文《星报》报道了 

此事，《当今大马》则 

引述出席会议的领袖， 

证实4人被开除党籍。 

哈妮扎也是雪州行政 

议员，在 2月杪变天时 

期，她与被开除的阿兹 

敏及前副主席祖莱达会 

面，而被视为背叛，党 

纪委会于4月13日发出冻 

结党籍信，从4月6日生 
^^ \ 

^除信中指哈妮扎于2 

月26日在白沙罗一家酒 

店，与已经在2月24日遭 

竞开除的阿兹敏及祖莱 

达会面。 

哈妮扎则否认私下与 

阿兹敏会面，并指那是 

一场公开的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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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章欽回应沙安慕配 

別逼我支持含銀匙平庸者 
(巴生 2 8日讯）继 

行动党中委刘天球针对 

前首相敦马哈迪宣布的 

“沙安慕配”作出批评 

后，雪州行政议员拿督 

邓章钦在脸书以三语贴 

文发表看法。也是行动 

党中委的他，意有所指 

地说、“不要逼我支持 

中文书写，但没点名他 

说的"含著银汤匙出生 

的平庸之辈”是谁。 

马哈迪昨日宣布，他 

与沙巴民兴党主席拿 

督斯里沙菲益阿达、行 

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及主 

席陈国伟，还有诚信党 

主席末沙布等人召开了 

个含着银汤匙出生非正式会议，而在会议 

的平庸之辈当国家领 

导。“ 

他以马来文、英文及 

中，所有领袖都一致同 

意"沙安慕配”。 

"沙安慕配”即由沙 

菲益阿达作为首相人 

选，公正党主席拿督斯 

里安华为第一副首相人 

选，土团党原任署理总 

裁拿督斯里慕克力则是 

第二副首相人选。 

但安华没出席这场非 

正式会议。 

行动党及诚信党较后 

发表联合文告表示，此 

事还需带上党会议，并 

交由希盟主席理事会共 

同决定。（TKM ) 

⑥ Teng Chang Khlm 
ihi-. 

Don't shove down my throat to accept a mediocre and born-with-a-silver-
spoon-in-the-mouth politician to be a national leader. . 
Jangan paksa saya menerima politikus anak emas yang kurang cemerlang 
sebagai pemimpin negara. 

不要逼我支持一个含签银汤匙出生的平庸之tt当国家领导. 

See Translation 

•邓章钦以三语在脸书贴文，但并 

没点 2他提及的“含著银汤匙出生 

的平庸之辈”是谁。 

Page 1 of 1

29 Jun 2020
Guang Ming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49,712 • Page: A8
Printed Size: 175.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636.00 • Item ID: MY0040218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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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金銮州议员的他，周日早联 

同警方一同巡视宏愿山旳登山情况 

时说，随著当局允许开放进行登山 

活动后，该山获警方及宏愿山森林 

社区协会的监督，情况受控，登山 

客都遵守标准作业程序，一旦登山 

人潮拥挤致情况失控，该山或将成 

为另一个被封的登山地点。 

不晓得，以为这里桌休闲公园；因 

此，警方从该山第一天开放时，就 

已派员监督，确保登山客遵守标准 

作业程序。 

民众误以为休闲公园 

他强调，必须要确保登山客没擅 

闯禁区，没盗取森林资源、打猎或 

野餐，如果警方在巡逻时发现这些 

此夕卜，宏愿山森林社区协会主席 

曹健发则披露，登山活动从早上8 

时至下午4时30分，该协会的义工 

从早上6时30分便抵达做准备，逗 

留至傍晚4时45分，都是出于自愿 

性的巡逻及站岗监督。 

他表示，志工人员分两批站岗， 

即上下午各10人，森林内有3人站 

岗及巡逻，一旦发现有人违例，就 

登山客須遵循指定路線 

蒲 種 宏 願 山 禁 擅 閬 

(.蒲种28日讯）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说，蒲种 

宏愿山（Wawasan Hi l l)属蒲种亚依淡森林保留 

地(H u t a n Simpan Ayer Hitam )的一部分，在宪 

报上已颁布为森林保留地，隶属博特拉大学管 

理，作为学术研究用途。因此，登山客都须遵循指 

定登山路线，禁止擅闯，以免破坏研究成果。 

• - ‘ 

抗 疫 — 

施 ° 

据他所知，自重新开放以来，每 

天的登山人次均不同，昨日迎来 

665人，上星期日则多达1000人。 

健
发
及
叶
国
荣
。
 

山
的
入
口
处
了
解
登
山
情
况
9
前
排
左
起
为
曹
 

•
黄
思
汉
(
前
排
右
二
於
)
与
彭
兴
泉
封
宏
愿
 

沙登警区防范罪案及社 

区安全组主任彭兴泉则提 

及，宏愿山是森林保留 

地，但问题是许多民众并 

野餐，如果警方在巡逻时发现这些 

破坏森林的活动，将移交至森林局 

采取法律行动，涉及者将被罚款3 

万令吉或监禁不超过5年或两者兼 

会拍照发送给警方，山下也有3、 

4人配合警方控制人潮。 

陪同出席者尚包括有梳邦再也市 

议员叶国荣�（T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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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巴蘭國會議員 

查卡利亞受委國企主席 
(八打灵再也28日讯）国民企业有限公司（PNS ) 

宣布，沙巴里巴兰国会议员拿督查卡利亚受委为该公 

司新任主席，以取代拿督祖基菲里法兹拉，任期从 

2020年5月15日生效。 

国民企业有限公司发表文告说，查卡利亚持有英国 

圣克莱门特大学人力资源管理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 

硕士（ E M B A ) 学 位 。 

文告声称，查卡利亚也是沙巴土团党里巴兰国会议 

员，曾担任山打根市议会市议员、沙巴橡胶业理事会 

主席、沙巴州财政部政治秘书、沙巴首席部长首席政 

治秘书和沙巴州地方政府及房屋部长助理。（TKM ) 

•查卡利亚受委国民企业有限公司的新任主席。 

Page 1 of 1

29 Jun 2020
Guang Ming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49,712 • Page: A6
Printed Size: 107.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621.21 • Item ID: MY0040218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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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正黨會議商“沙安慕”建議 

希盟決定須主席理會通過 
(吉隆坡28日讯）公正党 

强调，虽然已经针对首相人 

选课题表明立场，不过，公 

正党仍准备进行商谈，希盟 

的任何决定，都必须获得希 

盟主席理事会议通过。 

“任何新的建议，都不应 

成为任何一位元老的政治花 

招 ” 

^著前首相敦马哈迪推举 

沙巴首席部长兼民兴党主席 

拿督斯里沙菲益成为希盟 

+ +首相人选，公正党主席 

拿督斯里安华为第一副首 

相，前吉打州务大臣拿督斯 

里慕克力为第二副首相后， 

公正党今日召开逾3个小时 

的中央理事会会议。 

公正党总秘书拿督斯里赛 

夫丁在会议后发文告强调， 

公正党坚持必须尽快恢复人 

民在大选时做出的委托， 

包括马哈迪交棒给安华的课 

题。 

他说，出席者针对多项课 

题展开讨论，包括公正党对 

首相人选、人民委托及全国 

大选的准备工作等。 

.他补充，中央理事会认 

为，希盟成员党应加强合 

作，各造也应警惕别掉入任 

何企屈分化希盟的阴谋，一 

如公正党过去曾面对的事。 

安华是于下午2时48分抵 

达公正党总部主持中央理事 

会会议，傍晚6时14分离开 

公正党总部。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 

丁受询时说，会议讨论多项 

课题，包括国内外课题；其 

他领袖都三缄其•,不愿透 

露会议所讨论的内容。 

据了解，会议也讨论正式 

开除槟州诗不朗再也州议员 

阿菲夫及双溪亚齐州议员祖 

基菲党籍事宜。 

其他出席者包括副主席蔡 

添强、拿督希维、郑立慷、 

组织秘书聂纳兹米、通讯主 

任法米、公青团团长阿克玛 

及策略局主任沈志勤等。赛 

夫丁则以线上视频方式参与 

会议。（T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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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規劃控管人流 

碧華口工業區夜市重開 
(士拉央28日讯）甲洞碧华 

园工业区（KIP，前称甲洞工业 

园）夜市获士拉央市议会批准 

重开后，昨晚正式恢复营业； 

领养该区的士拉央市议员黄伟 

强也前往了解营业情况。 

据知，在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SOP )下，该夜市也是区内 

首个重开的夜市集。此夜市是 

由士拉央市议会第23区居民协 

会管理，而该会之前已重新规 

划，确保所有摊位都保持社交 

距离，同时也增加人手看管及 

控制人流量。 

黄伟强指出，市议会已逐步 

开放让区内的夜市复业；当局 

只要接获夜市重开申请，并在 

符合条件下即会批准。 

他声称，市议会要求有意申 

请重开的夜市须给予书面通 

知，并阐明何时复业，同时也 

必须提供有关祓市重开后的摊 

位规划及小贩名单。 

他指出，在市议会管辖范围 

内共有46个合法夜市，而位于 

碧华园工业区的夜市相信是区 

内第一个重开的夜市。 

"市议会主席日前在常月会 

议上曾提到，市议会仅接获3份 

夜市重开申请，而我上星期五 

向市议会执照组跟进时，被告 

知仅有12份的申请。” 

黄伟强披露，上述夜市目前可 

容纳所有同意复业的小贩，但未 

来若有越来越多小贩要复业，他 

将协助申请增加一天营业，或让 

小贩轮流摆摊。 

他提醒，倘若任何夜市在重开 

后面对控制人流失败，市议会在 

接获投诉下也会前来勘查。 

负责夜市重开事宜协调人黄国 

亮则指出，该夜市原有240格， 

而持有合法执照的小贩则有185 

个；惟依据标准作业程序下，所 

有摊位须保持距离，因而减少至 

152 档。 

他也说，经重新规划下，每名 

小贩只能摆一个8尺乘8尺的摊 

格，同时也不会根据以前所在的 

位子，而是重新分类将售卖同类 

型物品的摊位集中在一起。 

他声称，虽然该夜市原有的小 

贩比自前可划出的摊格来得多， 

但有不少小贩仍在观望，目前仅 

有70个小贩恢复营业。 

"市议会让夜市自行拿裡人潮 

控制，因此顾客须登记及测量体 

温后可自由进出，我们也会在人 

潮涌现后，禁止一些顾客进入。 

整个夜市都已被封起，包括毗邻 

商店也拉起警戒线，只剩一个出 

入•可进出。” 

黄国亮补充，夜市重开也面对 

额外的费用，包括聘请志愿警 

卫、购买防疫工具及用品的花 

费。（TKM) 

站
者
右
为
黄
国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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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有 的 登 @ ， 各 线 进 口 进 行 

检 测 # ， 资 f e 检 查 没 带 _ 

• 食 品 允 垚 登 山 

议霣提B禁 
宏愿山数百轚山窖 
蒲种 2 8日讯蒲种宏愿山成隆雪热门登山地 

点，每逢周末日都吸引数百名登山客蜂拥而至！但 

雪州行政议员兼金銮州议员黄思汉提醒，蒲种宏愿 

山只能供登山远足，不得野餐，也不能擅闯博特拉 

大学研究范围之一的蓝湖泊和瀑布区！ 

蒲种宏愿山自本月15日重 

新开放以来，上周日（21日） 

便迎来1000多名登山客，而昨 

日（周六）则有665名登山客前 

来；今早宏愿山口也迎来排队人 

群，登山客平均需等候30分钟， 

轮流进入山区。 

黄思汉直言，蒲种宏愿山 

为阿依淡森林保护区范围的一部 

分，有别于其他的登山地点，这 

里亦是博特拉大学的研究范围， 

因此这里只能登山远足，其他活 

动则被禁止。 

他 说 ， 森 林 局 早 在 数 年 

前，为避免登山客发生迷路事 

故，已规划登山的A、B路线，因 

此所有的登山客，必须从A路线 

进入，再从B路口离开；登山期 

间必须避免擅闻其他登山路线以 

外的范围。 

他说，所有的登山客，需 

在A入口处进行体温检测与手写 

个人资料登记，经检查没带野餐 

食品和炊具后，才准登山。 

一旦失控会封山 

「一旦情况失控，（蒲种 

宏愿山）不排除会被封山，但我 

不希望士毛月茅草山被封山的命 

运，会发生在蒲种宏愿山。」 

黄思汉于今早连同沙登警 

区防范罪案与社区安全组主任彭 

兴泉副警监，以及宏愿森林社 

区登山爱好者协会主席曹健发， 

现场实地观察后，如是表示。此 

外，登山客也受促只能逗留在顶 

峰20分钟。 

黄思汉指出，蒲种宏愿山 

的登山时间为上午8时至下午3时 

30分，参与登山人士不可超过3 

人随行，登山过程需保持2公尺 

社交距离，而12岁以下儿童不 

允许参与登山活动。 

彭兴泉指出，登山途中若 

发现有人偏离既定路线，闯入步 

径以外范围或前往蓝湖泊和瀑布 

区者，将交由森林局采取行动， 

违例者一旦罪成，将面对罚款 

不超过3万令吉，或监禁不超过5 

年。 

曹健发指出，该协会志愿 

人士会于每天上午6时30分抵达 

山口，分派20名志愿者上下午驻 

守蓝湖泊和瀑布区，若发现有登 

山者违例擅闯步径以外范围，将 

现场拍摄记录交给警方。 

10/6-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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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敦 马 哈 迪 周 六 转 而 

寺沙巴首席部长沙菲 

出 任 首 相 后 ， 人 民 公 

日 下 午 举 行 的 中 央 

M l M k , 并 坚 称 必 须 遵 守 

？ 棒 予 安 华 的 承 诺 。 

正 党 还 是 愿 意 与 希 

继 续 讨 论 首 相 人 选 

公 正 党 主 席 安 华 在 

后 后 离 开 党 所 ， 向 

不 谈 会 议 讨 论 内 

P ^ ^ S l -陈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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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IE党盟搏教彐須交榛安华 
吉隆坡28日讯虽然前首相敦马哈迪昨天提出「沙安慕」配的建议， 

人民公正党今日表明，必须坚守马哈迪交棒予安华的承诺。 

无论如何，公正党总秘书拿 

督斯里赛夫丁纳苏申指出，公正 

党还是愿意与希盟友党继续讨论 

此问题，而任何关于首相人选的 

新建议，都必须在希盟主席理事 

会上决定。 

他今日在公正党主席拿督斯 

里安华主持公正党中央理事会议 

后发表声明说，会议也认为，任 

何关于首相人选的新建议，都不 

应被任何个人所炒作。 

「公正党坚持，必须尽快实 

现在第14届大选中对人民许下的 

承诺，包括马哈迪交棒予安华的 所犯的错误。 

承诺。」 

赛夫丁说 今曰的会议讨 

论了多项课题，包括首相人选、 

人民的委托，以及备战第15届大 

选。 

会议长达3小时 

为 

他表示，中央理事会也认 

公正党必须加强与希盟的合 

作。「与此同时，我们提醒各方 

保持谨慎，别再犯下公正党之前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左起）、蔡添强及森州大臣阿米努丁， 

出席会议。 -陈启新-

「公正党与希盟必须做好准 

备，以便在2023年之前举行的第 

15届全国大选。」 

今午在公正党总部召开的中 

央理事会长达 3个小时，会议结 

束后，所有领袖对媒体都三缄其 

口，拒绝回应媒体的提问，仅表 

示公正党将发表文告。 

会议是在今午 3时于公正党 

总部举行，党领袖也在下午2时许 

陆续抵达。安华在会议结束后， 

并在傍晚6时14分离开。 

另外，同样也有出席会议 

的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 

被问及会议是否讨论沙菲益被推 

举为首相人选一事时，没正面回 

应，仅表示会议针对国内外时事 

课题进行讨论。 

法米则提到，今日会议结果 

非常的好。 

《东方日报》早前引述消息 

报导，今日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开 

除叛党的跳槽议员。 

据了解，公正党将审核纪律 

委员会提呈的开除名单，当中包 

括多名跳槽的州议员，如早前被 

冻结党籍的妇女组主席哈尼扎。 

安 华 在 主 持 公 正 党 中 央 理 

事会后离开党所，向媒体示 

意，不谈会议讨论内容或成 

果( -陈启新-

出席的公正党领袖包括，副 

主席蔡添强、西维尔、郑立慷， 

组织秘书聂纳兹米、策略局主 

任沈志勤和公青团团长阿克玛等 

等。 

至于总秘书拿督赛夫丁纳苏 

申，则以线上会议的方式参与。 

蔡添强早前也被公正党纪律 

委员会发出警告信要求解释，因 

已向纪委会解释，料不会被采取 

行动。惟蔡添强在约下午5时许就 

先行离开，当时会议尚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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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的字典，从来没有「让」 

字；政治的好戏，自然也不 

需要孔融参演。理解这些，自可 

明白吉打国盟政府市县议员人 

选，为何浮现一个阿兹敏阿里 

主导的国家社区推动（PKN ) 之 

代表。 

貌似独立的民间组织，验明 

PKN的背景，实为公正党2.0的变 

体。《东方日报》记者报道，成 

员系由支持阿兹敏阿里的公正党 

党员和前党员所组成。不论组织 

的旨意何在，可见现有的政权派 

系林立，暗流汹涌，一触即发。 

怎么看，PKN的身份确是暧 

昧的，既非国盟成员党，偏偏 

分得多达35个吉打市县议员的配 

额。相较之下，身为国阵大哥的 

巫统，只有40席，土团也不过配 

得 48个地方议员。盟党草根见之，心中自 

然多有不满。 

不管怎样，吉打四分天下的局面， 

-目了然。如果议会一经解散，巫伊领导 

决意联手，两党总得的席或已过半；纵然 

阿兹敏力挺，土团也必然是大输家了。但 

是，如果土团和阿兹敏一起回归老东家， 

政局恐怕则将回到2008年前的版图了。 

是的，天下大势，本来如此：分久必 

合，合久必分。政权既得，各党觊觎，自 

是糠麸。然则，今日之时，不比往昔：国 

油收益，自顾不暇；国库拮据，再也不能 

一如既往地满足大小诸侯之所求。 

何况，经历病毒逞凶，疫情肆虐，两 

岸的经济满目疮痍；官联机构前路的忐忑 

不安，思之自明，迨无异议。此时晋身董 

事，目前虽领高薪， 终还是必须面对市 

场接二连三的大考。想到这些，下任首相 

的头烧不已，不言可喻。 

然则，政客所思，既不是昨日的烈火 

莫熄，也不是未来的劣货莫惜；而是 1 8世 

纪英国风的古典沙发。不论选前彼此关系 

如何，为了促成大喜来登，所有恩怨都可 

放下：你一套，我一套；火箭睡不著，也 

给他半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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