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uruku logo palsu
Pihak berkuasa serbu kilang makanan
ringan di Kajang guna cap halal tidak sah

Oleh Ruwaida Md Zain
cnews@nstp.com.my

Shah Alam

Makanan ringan mu-
ruku dihasilkan se-
buah syarikat di Ka-

jang, Selangor dijual di
rangkaian pasar raya besar
dan kedai serbaneka 24 jam
seluruh negara.
Namun tersembunyi rah-

sia di sebalik kesedapanma-
ruku apabila syarikat itu di-
dapati menggunakan sijil
halal palsu selain beroperasi
di kilang kotor.
Perkara itu didedahkan

susulan serbuan sepasukan
anggota Jabatan Agama Is-
lam Selangor (Jais) sebaik
menerima aduan orang
awam pagi semalam.
Pengarah Jais, Mohd

Shahzihan Ahmad berkata,
Bahagian Pengurusan Halal
(Jais) menjalankan operasi
bersepadu dengan kerjasa-

ma Jabatan Kemajuan Islam
Malaysia (Jakim), Kemente-
rian Perdagangan Dalam
Negeri dan Hal Ehwal Peng-
guna (KPDNHEP) Cawa-
nganKajang danPejabat Ke-
sihatan Daerah Hulu La-
ngat.
“Pemeriksaan mendapati

ada penggunaan logo halal
tidak sah (logo generik)
pada pembungkusan pro-
duk muruku yang dijual.
“Hasil siasatan mendapa-

ti produk ini dijual secara
meluas di pasar raya, kedai
serbaneka 24 jam, kedai
runcit di sekitar daerah Hu-
lu Langat, Cheras serta di
platform e-dagang seperti
Shopee.
“Antara strategi pemasa-

ran digunakan syarikat itu
ialah menggunakan label
nama wanita Islam bertu-

juan mengelirukan masya-
rakat Islam kononnya pro-
duk itu keluaran produk
Muslim dan boleh dimakan
oleh orang beragama Islam
tanpa was-was,” katanya.
Mohd Shahzihan berkata,

hasil semakan di dalam Sis-
tem MYe-Halal Malaysia
mendapati premis bukan
pemegang Sijil Pengesahan
Halal Malaysia yang sah.
“Oleh itu, Jais melakukan

sitaan di bawahPerintah 4(1)
Perintah Perihal Dagangan
(Perakuan dan Penandaan
Halal) Akta Perihal Daga-
ngan 2011 yang membabit-
kan 138 kotak siap berbung-
kus (pelbagai paket), 960 ko-
tak bertanda logo halal yang
tidak sah (belum digunakan)
dan pelbagai lagi.
Beliau berkata, pemerik-

saan mendapati pemilik

premis menggajikan sem-
bilan pekerja membabitkan
dua rakyat tempatan ma-
nakala tujuh pekerja lagi bu-
kan warganegara.
“Pekerja bukan warga ne-

gara ini disyaki warga ne-
gara India yang tiada pas-
port atau permit kerja sah.
“Keadaan premis juga ko-

tor terutama di kawasan
pemprosesanmakanan. Jus-
teru, pejabat kesihatan me-
ngambil tindakan penguat-
kuasaan di bawah Peraturan
Kebersihan Makanan 2009
11(1)b kerana gagal menye-
diakan rekod latihan pe-
ngendalimakanandan tidak
memperbaharui perakuan
pendaftaran premis maka-
nan serta Arahan Penu-
tupan Premis mengikut
Seksyen 11 Akta Makanan
1983,” katanya.

KILANG makanan ringan di Kajang yang diserbu pihak berkuasa pagi semalam.

TAHAP kebersihan
kilang terab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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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 portfolio Exco Selangor bakal diisi
Jawatan tersebut bakal 
diisi selewat-lewatnya 

sebelum hujung 
bulan ini

Dua portfolio Exco 
dalam kerajaan Se-
langor yang kosong 
akan diisi selewat-

lewatnya sebelum hujung bu-
lan ini. 

Menteri Besa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berkata, keko-
songan kedua-dua portfolio itu 
susulan jawatan Exco Kebuda-
yaan dan Pelancongan, Pera-
daban Melayu dan Warisan 
yang disandang wakil rakyat 
Parti Pribumi Bersatu Malaysia 
(Bersatu), Datuk Abdul Rashid 
Asari berakhir, selepas parti itu 
tidak lagi menjadi sebahagian 
gabungan Pakatan Harapan 

Amirudin (tiga dari kiri) bergambar bersama pemenang pada majlis penyampaian hadiah pertandingan 'Selangor Maritimie 
Gateway (SMG) Water You Doing? Show Us Your Art! ' anjuran Landasan Lumayan Sdn Bhd (LLBS) di Bangunan Setiausaha 
Kerajaan Selangor semalam.

SHAH ALAM 

(PH), sementara Exco Peru-
mahan dan Kehidupan Bandar, 
Haniza Mohamad Talha pula 
dilucutkan keahliannya daripa-
da Parti Keadilan Rakyat 
(PKR).

Beliau berkata, pihaknya 
baharu sahaja menerima surat 
pelucutan keahlian Haniza da-
ripada PKR namun kerajaan 
negeri masih lagi membenarkan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Lembah Jaya itu me-
neruskan kerja-kerjanya semen-
tara portfolio Exco berkenaan 
diisi dengan calon baharu.

Kata Amirudin yang juga 
Pengerusi PKR Selangor, kera-
jaan negeri masih membenar-
kan Haniza hadir pada mesyu-
arat Exco semalam namun 
ADUN berkenaan mempunyai 
14 hari bagi membuat rayuan 
kepada parti terhadap keputus-
an pelucutan keahliannya.

“Jawatan Exco Perumahan 
dan Kehidupan Bandar ini ada-
lah portfolio yang kritikal dan 

kerajaan negeri mahu transisi 
(pertukaran) dijalankan dengan 
sempurna pada waktu dan masa 
yang sesuai.

“Insya-ALLAH, sebelum 
Hari Raya Aidiladha, dua Exco 
baharu akan dilantik bagi meng-
isi portfolio ini,” katanya kepa-
da pemberita ketika diminta 

mengulas mengenai kedudukan 
Haniza sebagai Exco dan keko-
songan portfolio Kebudayaan 
dan Pelancongan, Peradaban 
Melayu dan Warisan semalam.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se-
lepas menyampaikan hadiah 
kepada pemenang pertandingan 
‘SMG Water You Doing? Show 

Us Your Art!’ anjuran Landas-
an Lumayan Sdn Bhd (LLSB) 
di Bangunan Setiausaha Kera-
jaan Negeri Selangor di sini.

Mengulas sekiranya Pilihan 
Raya Umum ke-15 (PRU15) 
secara mengejut, pihaknya 
menghadapi kemungkinan ber-
kenaan. - Bernama

FOTO: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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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IS serbu premis muruku
guna sijil halal palsu
Shah Alam: Jabatan Aga-
ma Islam Selangor (JAIS)
menyerbu sebuah premis
memproses muruku di Ka-
jang, di sini, kelmarin ke-
rana menggunakan Sijil
Pengesahan Halal Mala-
ysia (SPHM) palsu.
Syarikat itu didapati

menggunakan label jena-
ma nama wanita Islam se-
bagai strategi pemasaran
kononnya produk Muslim
dan boleh dimakan oleh
pengguna beragama Islam
tanpa was-was.
Premis terbabit juga di-

dapati menggaji tujuh pen-
datang asing tanpa izin
(PATI),malah keadaan pre-
mis juga kotor.
Pengarah JAIS, Mohd

Shahzihan Ahmad, berka-
ta sepasukan anggota dari
Bahagian Pengurusan Ha-
lal JAIS menjalankan ope-
rasi bersepadu dengan ker-
jasama Jabatan Kemajuan
Islam Malaysia (JAKIM),
Kementerian Perdagangan
Dalam Negeri dan Hal
Ehwal Pengguna (KPD-
NHEP) Cawangan Kajang
danPejabatKesihatanDae-
rah Hulu Langat.
Beliau berkata, siasatan

awal mendapati pengeluar
makanan ringan itu meng-

gunakan logo halal tidak
sah pada pembungkusan
produk makanan.
“Produk ini dipercayai

dijualmeluas di pasar raya
berhampiran, kedai serba-
neka 24 jam dan kedai run-
cit sekitarHuluLangat ser-
ta Cheras, selain platform
e-dagang.
“Antara strategi pema-

saran digunakan syari-
kat ini, termasuk meng-
gunakan label jenama na-
ma wanita Islam bertu-
juan mengelirukan ma-
syarakat Islam kononnya
ia produk keluaran Mus-
lim dan boleh dimakan
orang Islam tanpa
was-was,” katanya dalam

kenyataan semalam.
Mohd Shahzihan berka-

ta, hasil semakan dalam
Sistem MYe-Halal Mala-
ysia juga mendapati pre-
mis bukan pemegang
SPHM sah dan menyita
pelbagai barangan, terma-
suk138kotaksiapberbung-
kus pelbagai paket dan 960
kotak bertanda logo halal
tidak sah yang belum di-
gunakan.
“Anggaran nilai rampa-

san RM14,819 dan siasatan
dilakukanmengikut Perin-
tah 4(1) Perintah Perihal
Dagangan (Perakuan dan
Penandaan Halal) Akta Pe-
rihal Dagangan 2011.
“Jika sabit kesalahan,

pemilik premis boleh di-
denda sehingga maksi-
mum RM200,000,” kata-
nya.
Katanya, pemeriksaan

mendapati pemilik premis
menggajikan sembilan pe-
kerja masing-masing dua
warganegara dan tujuh bu-
kan warga negara.
“Tujuh pekerja disyaki

warga India tidak memi-
liki pasport atau permit
kerja sah. Keadaan premis
jugasangatkotor, terutama
di kawasan pemprosesan
makanan,” katanya.

Siasatan
awal dapati

pengeluar
makanan ringan
itu guna logo halal
tidak sah pada
pembungkusan
produk makanan.
Mohd Shahzihan Ahmad,
Pengarah J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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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OH ING YEEN 
ingyeen@thestar.com.my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SJ) is the first local authority in 
Malaysia to pursue legal action 
using the Strata Management Act 
2013 against maintenance fee 
defaulters. 

And there would be more to 
come, vowed MPSJ deputy presi-
dent Mohd Zulkarnain Che Ah. 

He was speaking at the Subang 
Jaya Municipal Magistrate's Court 
in SS1S, Subang Jaya, yesterday 
after the court convicted and fined 
the defendant RM5,500, in default 
of a one-month jail term. 

The defendant was also ordered 
to pay the maintenance fees 
arrears. 

It was the fourth hearing for sev-
eral lawsuits filed by MPSJ. 

The first was on Jan 30. 
The lawsuits were filed by the 

council via the Commissioner of 
Buildings (COB) on Dec 31, 2019, 
making MPSJ the first local council 
to file a suit under the Act. 

"With the start of these prosecu-
tions, we hope to educate strata 
unit buyers and owners in the 
municipality and all over Malaysia 
not to take the Tribunal for Strata 
Management (TPS) and its deci-
sions lightly. 

"It also sends a clear message to 
buyers and owners not to disre-
gard their responsibility under the 

Landmark ruling on failure 
to pay maintenance fees 
MPSJ wins case against defaulter for non-compliance 
law to pay the monthly mainte-
nance fees to ensure that manage-
ment and maintenance in a strata 
building can run smoothly," said 
Zulkarnain. 

The lawsuits were filed after 
COB received information from 
Housing and Local Government 
Ministry's (KPKT) strata manage-
ment branch's prosecution, audit-
ing and enforcement unit and the 
joint management body of 
Pangsapuri Putra Walk, Taman 
Pinggiran Putra, Section 2, Bandar 
Putra Permai, Seri Kembangan, at 
the end of 2018. 

It pertained to defaulters who 
failed to comply with the award 
handed down by TPS, instructing 
unit owners to pay the outstanding 
maintenance fees within 30 days. 

Also present was National House 
Buyers Association secretary-gen-
eral Datuk Chang Kim Loong. 

"When the tribunal issues an 
award, it must be complied with 
within a certain time frame, failing 
which it will be termed a criminal 
offence," said Chang. 

"Under Section 123 of the Act, 
non-compliance of a decision made 
by the tribunal is an offence. 

"Upon conviction, the defaulter 
is liable to a fine not exceeding 
RM250,000 and/or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not exceeding three 
years, or both. 

"For non-compliance, there will 
be a fine of RM5,000 per day." 

KPKT urban service division sen-
ior principal assistant secretary 
Buhairi Jahilan said they were 
looking into 1,230 cases at the 
moment. 

"If owners fail to comply with 
the TPS, it will cause problems for 
strata management properties," he 
said. 

(From left) MPSJ COB director Mohd Marwan Khalilludin, Buhairi, 
Zulkarnain and Chang outside the Subang Jaya Municipal Magistrate's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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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 

Road to 
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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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VE more markets will soon be allowed to 
open in Klang. 

Pandamaran assemblyman Tony Leong 
said that due to lack of manpower,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had only reopened 
five morning markets and 24 night markets 
so far. 

"However, traders from three morning and 
two night markets in my constituency asked if 
they could also resume business soon as they 
needed to earn an income." 

Leong said he had met with MPK president 
Dr Ahmad Fadzli Ahmad Tajuddin who 
agreed to allow the markets to reopen, sub-
jected to certain conditions being met. 

These include having Rela personnel or 
members from the market associations on 
duty to ensure the rules are followed. 

The ones set to reopen are the morning 
market along Jalan Papan in Pandamaran, the 
morning and night markets in Taman Chi 
Liung Klang, and the morning and night mar-
kets at Taman Chi Liung Pandamaran. 

"The only market which will be slightly 
problematic is the one along Jalan Papan, 
which also happens to be the biggest morning 
market in Klang," said Leong, adding that it 
had many illegal traders, both local and for-
eign. 

The Jalan Papan morning market has 350 
licensed stalls but many illegal ones too. 

Leong said when it resumed operations, the 
illegal traders would need to be weeded out 
so that social distancing could be practised. 

MPK had agreed to allow 48 stalls to 
resume operations first at the Jalan Papan 
morning market, with more to follow. 

"These 48 traders will have to conduct busi-
ness alternately on a weekly basis. 

"Odd numbered stalls will open on weeks 
one and three while the even numbered ones 
will open on weeks two and four. 

"Those operating would rather do business 
for a longer period rather than on alternate 
days," said Leong. 

However, traders at other daily markets 
mostly operate on alternate days. 

To help traders comply with the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SOP), Leong will be 
giving them hand sanitiser and digital 
thermometers. 

"I will also be providing them with yellow 
tapfe to block off the market and allow only 
one or two entry and exit points, for crowd 

More markets to 
reopen in Klang 
Jalan Papan morning market traders 
to operate on alternate weeks 

The Jalan Papan morning market is among five places which have received the nod from MPK to 
reopen. This photo was taken before the movement control order was implemented. — Filepic 

Drainage in 
Jalan Melaka, 
Pandamaran, is 
being repaired 
by MPK. 

control," he added. 
On a separate matter, residents along Jalan 

Melaka in Pandamaran are finally seeing 
their drainage repaired after 14 years. 

The project is scheduled to be completed 
this week and residents hope it will stop flash 
floods in the area. 

"Residents said that since 2006, their houses 
would be flooded every time it rained. 

MPK had removed rubbish from the drain 
but it had not resolved the problem. 

When the council's Engineering 
Department checked the pipes underground, 
they found that the drain was damaged and a 
lot of soil was stuck underneath. 

"I hope that once this is completed, there 
will be no more flash floods in the area," said 
Le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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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GHT IN THE ACT 
Operators found discarding waste at illegal 
dumpsite in Taman Bukit Serdang >4 

MPSJ seals entry to illegal dumpsite 
By OH INGYEEN 
ingyeen@thestar.com.my 

OPERATORS found dumping construction 
waste at an illegal dumpsite in Taman Bukit 
Serdang threatened a resident who caught 
them in the act. 

The resident who was filming the offend-
er's illegal act, was told to stop recording or 
his house would be splashed with red paint. 

Seri Kembangan assemblyman Ean Yong 
Hian Wah, who related the-incident, said the 
resident lodged a report at the Seri 
Kembangan police station. 

Ean Yong visited the site at Jalan BS 7/22 
along with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SJ) officers and councillors Tai Cheng 
Heng, Wong Yii Seang and Thong Kim Fatt. 

"We have sealed off the site to prevent 
anyone from entering. 

"This is not the first case of illegal dump-
ing at Jalan BS 7/22. 

"We urge people to continue notifying the 
authorities if they spot any illegal dumping 
activities," said Ean Yong. 

The officials visited another illegal dump-
site PBS 14/1 which is located on river 
reserve. 

StarMetro had reported about previous 
incidents in Bukit Serdang where lorries 

were seen entering a site off Jalan BS 5/27 
and Jalan Bersatu near the Bukit Serdang 
Sports Arena. 

Residents said illegal dumpsites had 
existed in these areas for more than 10 
years. 

Ean Yong said cases of illegal dumping 
had reduced during the movement control 
order (MCO) as construction was not 
allowed initially during the period. 

"However, since the MCO has been 
relaxed, we see a return of such activities," 

Construction 
waste dumped 
at Jalan BS 
7/22, Seri 
Kembangan. 

he said. 
He warned that under the National Land 

Code 1965, private landowners who allowed 
their land to be used as an illegal dumpsite 
risk having their property seized by the 
Land Office. 

"The owners where these dumpsites are, 
will be identified and ordered to clear the 
rubbish on their land. 

"Enforcement officers will conduct spot 
checks regularly to monitor illegal dumping 
activities," he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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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ukku processing outlet
raided over fake halal logo
SHAH ALAM:Amurukku processing
premises in Kajangwas raided by the
Selangor Islamic Religious Depart-
ment (Jais) yesterday after it was
found to have used a fake halal logo
on its products’ packaging. Jais di-
rectorMohd Shahzihan Ahmad said
the raid was conducted following
public complaints andwas done in
collaborationwith theMalaysian Is-
lamic Development Department , Ka-
jang branch of the Domestic Trade
and Consumer AffairsMinistry and
the District Health Office Hulu Lan-
gat. “Checks viaMYe-Halal Malaysia
system revealed that the premises did
not hold a validMalaysianHalal Ver-
ification Certificate and the halal logo
on themurukku’s packaging was
fake,”he said. Jais confiscated 138
boxes ofmurukku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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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尚有许多神庙尚未向雪州政府申请2000令吉的非伊斯兰宗教拨款。 

期间也不会分发拨款。 
他也感谢邓章钦行政议员 

的部门，在管制令期间仍承 
诺协助非伊斯兰宗教的神 

他指出，也有神庙反映需 
支付租金，不过因数个月的 
管制令而没有香火钱，因此 

财务出现状况，雪州政府的 
2000令吉拨款希望可协助他 
们渡过难关。 

•安邦打昔莲花三太子庙也在门口处安排了搓手液、测温枪 

和薄子等，让访客完成一切程序后就可人内膜拜。 

提供廟宇2測溫槍 
@潍福指出，莲花苑州议员 
o服务中心也承诺会提供选 
区内每间庙宇2个测温枪，同时 
会准备打印 S E L a n g k a h 的二维码 

扫描的照片。 

他指出，基于测温枪的供应 
也有限，主要会先让有注册的 
神庙获得。 
‘他说，°若供应足够，也会提 
供测温枪给莲花苑州选区以外 
的神庙。 

“如果我们遗漏了一些已注 

册的神庙，他们可主动联系我 
们。” 

°黎潍福指出，基于目前的安 
邦和鹅唛选区的国会议员已离 
开希盟，而国席旗下的部分州 
议员也已被开除党籍，区内的 
庙宇也处于投诉无门的情况， 
因此莲花苑服务团队将会协助 
和申请拨款。 

“如果该区的神庙有任何疑 
问，我们都会尽力而为。” 

劉淑美 

(吉隆坡 2日讯） 

基于安邦尚有许多神 

屈，尚未向雪州政府 

申请2000令吉的非伊 

斯兰宗教拨款，莲花 

苑州议员黎潍福因此 

陆 续 拜 访 区 内 的 神 

屈，以传达申请款项 

的讯息！ 

莲花苑州议员黎潍福 
向《中国报》记者指 
出，接获雪州行政议员 
兼雪州非伊斯兰事务理 
事会联合主席拿督邓章 
钦助理的来电，指安邦 
区仍有多间神庙今年尚 
未向雪州政府申请非伊 
斯兰宗教拨款。 

他指出，邓章饮是希 
望他可向各神庙传达讯 
息，即使尚有半年时 
间，以可向雪州政府做 

出申请，因每个庙宇可 
批出2000令的拨款。 

他指出，自 7月 1曰 
起，各神庙都已可开 
放，大家也已陆续根据 
标准作业程序做好准 
备，包括张贴社区距离 
的界线、簿子供访客登 
机及测温枪等。 

助呈函鄧章欽辦公室 

“我也趁周末走访安 
邦区的一些神庙，并在 
周曰（28日）拜访了安 
邦新村大圣堂、安邦打 
昔五路财神庙和安邦打 
昔莲花三太子庙，也同 
时传达邓章饮的讯息， 
而我也会协助他们将申 
请信函交给邓章钦办公 
S 。 ” 

°他日前到访数间神庙 
后，这么指出。 

黎潍福指出，一些神 
庙可能今年不会举办大 
型活动，同时也不排除 
误以为雪州政府在这段 

黎潍褐（右2)向安邦打昔莲花三太子庙的理事们，传达雪 

州政府提供的拨款可申请的讯息。 

黎濰福走訪安邦區傳達訊息 

I
^
i
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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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
2
日讯）雪州政府跟随 

中央政府脚步，允许按摩院开业。 

国家安全理事会已发布水疗、养 

生和足部按摩中心准作业程序，提 

供给每个客户的服务时间不能超过 

1小时，不过仅限本地员工复工。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接受《中国 

报》访问时，证实雪州按摩院获准 

开业。 

他说，雪州政府参考中央政府的 

决定，只要业者遵守国家安全理事 

会的标准作业程序，便能如期7月1 

曰重新开业。 

询及州内的按摩院的本地员工和 

外籍员工比例，他则说没有这方面 

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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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露天巴刹小贩和公众遵守标准作业程序，让生活回到正轨上。 

黃思漢：趁機整頓巴剎 

渗非法欠租小販營業 
业，他说，有些巴刹的面积大，合法经 

营的小贩数量不多，所以没有分组营 

业。 

他坦言，适应这个巴刹新常态的过程 

难免有小小投诉，不过只要大家配合， 

生活基本上都回到正轨了。 

“如果小贩肯配合的话，大家都能够 

做生意，民众也开心，巴刹不会像以前 

那麽拥挤，买得开心和安心。” 

至於夜市方面，黄思汉说，虽然夜市 

不是每天开，不过如果小贩们能够分 

担，遵守标准作业程序的成本也不会太 

W
°“现在 重要是安全，无论是露天巴 

刹或夜市，我们都有很长的时间需要执 

行新常态。” 

賈 , 讯 ） 随 著 露 天 巴 

刹获准开业，地 

方政府趁机整顿巴刹，不允许非法小 

贩、拖欠租金或执照费的小贩在巴刹范 

围营业。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指出，自从露天 

巴刹允许开业至今，他已走访多个巴 

刹，看到大部分小贩和公众都遵守标准 

作业程序。 

他说，由於小贩和公众都颇自律，小 

贩有生意做，公众也买得开心和安心。 

“地方政府也把握机会，不让以前在 

巴刹里的非法小贩、拖欠租金或执照费 

的小贩继续营业，也打击转租执照的陋 

习。“ 

询及是否全部巴刹都有分A、B组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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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議員空缺人選 

大臣：最遲月尾宣布 
(莎阿南2日讯）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 
米鲁丁说，雪州政府 
最迟将于本月尾，宣 
布两名填补州行政议 
员空缺的人选。 

原任雪州掌管旅 
游、文化、马来人习 
俗及遗产事务的行政 
议员拿督阿都拉昔， 
是来自已脱离希望联 
盟的土著团结党，而 
掌管房屋及城市生 
活事务的行政议员哈妮查遭人 
民公正党开除，因此有两个空 
缺。 

‘° 阿米鲁丁也是雪州公正党主 

•阿米鲁丁： 

月尾宣布 2行 

政议员空缺人 

选。 

席，他说，雪州政府刚 
接获哈妮查遭开除的信 
函，她有14天时间可向 
该党上诉，不过雪州政 
府批准她在其他人接任 
前继续工作，昨天也容 
许她出席州行政议会。 

他今天出席一项活动 
后对记者说，房屋及城 
市生活是重要的事务， 
州政府要在适当的时候 
好好进行交接工作。 

询及如果有全国大 
选，雪州公正党是否已做好准 
备？阿米鲁丁说，该党随时迎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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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士 

吕 心 豆餅廠冒用清真標 
雪宗教局與3造取締 

(莎阿南
2
日讯）加影一间生产豆饼（M u r u k u )的零食工厂 

因冒用清真标志，遭雪州宗教局取缔。 
雪州宗教局主任莫哈末沙兹汉说，该局在接获民众举报 

后，联同大马伊斯兰发展局、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加 
影分局以及乌冷卫生局一同展开取缔行动。 

他 发 表 文 告 说 ， 当 局 透 过 M Y e - H a l a l M a l a y s i a 系 统 线 上 

检查，发现有关工厂并不持有清真认证，而豆饼包装上的 
清真标志也是假的。 

“调查发现，有关豆饼已在乌鲁冷岳及蕉赖地区的超 
市、24小时商店以及杂货店销售，同时也在网上销售。” 

他说，业者使用女穆斯林名字作品牌，从中混淆穆斯林， 
以为有关豆饼是清真食品。 

为此，该局充公了 138箱豆饼以及960个印有清真标志的箱 
子，充公总值为1万4819令吉。 

他说，该局援引2011年商品说明法令（清真认证与标志）第4 
(1)条例调查此案，一旦罪成，业者可被罚款最高20万令吉。 
他透露，根据调查，业者聘用的9名员工当中，只有两名本地员 

工，其他都是怀疑没有工作准证的外劳，有关工厂卫生环境也很差， 
尤其是零食加工处。 

g说，业者因为没有员工食品处理培训记录，而遭乌冷县卫生局援引 
2009年食品卫生条例对付；该局也援引1983年食品法令第11条文，指示业者立 
即关闭。 

Page 1 of 1

03 Jul 2020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10
Printed Size: 195.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3,846.00 • Item ID: MY0040266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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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摊位租金缴交率已逐步提高至 

55%,他强调，市议会要求小贩 

至少提高租金缴交率至70%，才 

会允许露天摊位重开。 

須輪流開攤 

他指出，为了确保露天摊位 

重开后摊位与摊位之间保持社 

交距离，新村巴刹的露天摊贩 

将必须轮流开摊。 

“已缴清摊位租金和执照费 

的小贩会优先获得摊位。” 

I巴刹外面己划了民众走路方向的箭头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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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仍在准备著露天摊 

位重开的标准作业程序 

( s o p )，包括重划巴刹 

进出口和小贩摊位，预计 

本周末完成，最快下周二 

露天摊位才能重开。 

mm<林雁芳 

(士毛月 2日讯）士毛月 

新 村 巴 刹 8 0 % 小 贩 没 繳 交 

摊 位 租 金 和 更 新 执 照 ， 以 

致 巴 刹 露 天 摊 位 迟 迟 未 能 

重开，预计最快下周二（ 7 

日）才有望重开。 

新村巴刹建筑物内的约15个 

摊贩，虽然在过去3个多月的管 

制期内如常开摊，但建筑物外 

的露天摊位没开摊，间接影响 

他们的生意额。 

公正党加影市议员哈纳菲向 

《中国报》透露，该巴刹的so 

个露天摊贩当中，有80°。拖欠摊 

位租金，有些小贩甚至从2010 

年开始拖欠租金至今10年都没 

缴清，为此拖延露天摊位重开 

的曰期。 

在他的协调下，目前小畈的 

部分小販“寄居”茶室商店外 
_ ^毛月新村巴刹露天摊位未 

i 能 重 开 ， 部 分 小 贩 目 前 只 

能“寄居”于茶室或商店外， 

继续开摊讨生活。 

士毛月新村巴刹小贩公会主 

席谢启方指出，除了暂时向茶 

室或商店租地方摆摊，也有部 

分小贩在行动管制令执行至今3 

个多月没有开摊。 

他说，公会目前正在准备著 

巴刹出人口路线图，以及重划 

摊位格子，预计露天摊位重开 

会，民众可从泊车场方向进入 

巴刹，再U转一圈从泊车场旁边 

出，到巴刹采购的民众只能顺 

著一个方向走。 

“巴刹外围会围起，防止民 

众从其他入口进人巴刹，这几 

天还在纠正地面的路线图，等 

一切SOP准备好后会通知哈纳 

菲，由后者协助公会向市议会 

申请重开。” 

针对巴刹露天摊位延迟重 

开，他说，小畈自己知道理 

亏，也不敢埋怨为何巴刹延迟 

重开。 

新 冠 姆 散 ‘ 

i/ICO ^ 
甦期爆M� -ZVV20) 

80%小販沒繳租更新執照 

露天維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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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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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敏：首相領導下 

政府果斷及時抗疫 
(吉隆坡

2
日讯）高级 

政务部长（国际贸易及工 
业部）拿督斯里阿兹敏阿 
里指出，在首相丹斯里慕 
尤丁领导下，政府采取了 
果断和及时的行动来全面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他说，政府经已落实了 
系统性的作战计划，首先 

是采取一套全面的卫生措 
施来保障人民福祉和生 
命，同时间政府也推出了 
几套经济振兴配套，来舒 
缓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并 
维持增长和确保经济的生 
存能力。 

阿兹敏阿里是今日为亚 
洲生产力组织活动开幕 

阿
茲
敏
 

时，这么指出，他同时也 
一一列举了政府在经济振 
兴配套中的计划。 

他最后强调，新冠肺炎 
是一场长久的战斗，需要 
大家在不分地理界线的情 
况下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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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傳召阿茲敏 要 
(吉隆坡2日讯）YHA旅行社在起诉高级 

政务部长（国际贸易及工业部）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与其孩子拖欠旅行社费用案 

中，要求法庭批准传召阿兹敏阿里的长女 

拉莎兹莉雅娜出庭。 

起诉方也申请对第 3、第 4及第 5答辩 

人，即阿兹敏阿里的二女儿法拉阿菲法、 

三女儿法拉阿米拉及小儿子莫哈末阿米 

尔，发出替代传递。 

地庭法官袓莱达今日在内庭择定于本月 

22曰，审理起诉方提出的上述申请。 

Y H A 

旅行社代表律师叶 

文汉证实上述事项。 

YHA旅行社于去年12月向法庭入禀民事 

诉讼，指阿兹敏阿里以及其 4名子女，拖 

欠逾32万令吉的旅费，要求他们赔偿。 

诉方将分别向阿兹敏追讨 1 6万 7 3 3 2令 

吉、法拉莎兹莉雅娜8510令吉、法拉阿菲 

法3880令吉、法拉阿米拉6400令吉，以及 

莫哈末阿米尔9万2880令吉欠款，另外还 

要附加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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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 隆 
坡 2日讯） 

安邦再也市议 
会促辖区内业主 

们，准时缴交下半 
年的门牌税。 
市 议 会 发 文 告 指 

出，市议会迈向电子 
化，因此不再发出实体 
的门牌税账单，公众可 
以 透 过 h t t p s : / / i c o m m . 

m p a j . g o v . m y检查、打印 

或缴交门牌税。 

“ 公 众 也 可 以 透 过 
J o m p a y 、 线 上 汇 款 、 邮 

政汇款或亲自到市议 
会总部大厦4楼柜台缴 
付。” 

市议会指出，安邦再也的居民每年 
需缴交2次门牌税，分别是1月至2月 
期间，及6月至T月之间。 

市议会提醒公众，下半年的 
门牌税缴交截止日期是T月31 

曰，业主必须在此之前 
缴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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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提升民衆醒覺共同守_雪州河流 
(沙亚南2日讯）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 

米鲁丁表示，州政府将提升民众对河流污染 

的醒觉，并让民众•同参与保护河流整洁运 

动，一同守护雪州河流。 

他今日出席雪兰莪海上门户项目比赛 

颁奖典礼时表示，他相信，只要大家一同努 

力，_ •定能将河流水质评估级别提升至可饮 

用的级别，以作家庭及工业用途的水源。 

“同时，•旦巴生河获得提升后，全长 

120公里的巴生河的河畔可充作商业用途的 

活动，作为经济来源之一。“ 

他说，自执行行动管制令后，河流变得 

更加整洁，这是一个良好的现象。 

该场由Landasan Lumayan私人有限公 

司（LLSB )举办的雪兰莪海上门户项目比 

赛，主办单位透过社交媒体，鼓励大马人在 

行管令期间，反思河流的现状，并展示我们 

该如何成为一名更负责任的河流守护者，以 

造福子孙后代a 

阿米鲁丁（左三）颁奖给三甲得奖者后，与他们合影，左二为依兹汉： 

该比赛也是雪州政府推动治理巴 

生河关键活动的主要开发商。该比赛 

共接获逾1000份作品，并由民众投票 

选出他们属意的作品。 

来自本查亚南的达尼尔（
2 2
岁） 

夺下冠军，并获2000令吉；亚军得主 

雅思敏则获得1000令吉及季军得主为 

阿米尔则获得500令吉。此外，10名 

获得安慰奖者，每人会获得100令吉 

奖金。 

出席该活动者包括雪州行政议员 

依兹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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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在刘永山（左三）陪同下，公司代表（穿黑色T恤者）向熟食小贩中心推 

介电子钱包的使用，获得良好的反应。左一起为李国勇、黄恒福及邓巧桦（左 

四）。 

鼓勵小販使用電子錢包系統 

劉永山：巴剎消費獲回扣 
(万津 2日讯 )万津区州议员刘永 

山与Touch 'n Go电子钱包的代表及该公 

司万津与仁嘉隆区营业代理，于日前走 

访仁嘉隆及万津一带的巴刹和贩摊，鼓 

励小贩使用电子钱包收费，同时宣布在 

万津大巴刹消费将会获得现金冋扣。 

刘永山表示，雪州政府R前推出 

B E L I 概念， E 代表 E w a l l e t , 即电子钱 

包。他说，由于冠病衍生新常态，也加 

速了社会大众对无现金交易的使用 :、 

早庄今年初，、时的希盟联邦政府就 

发放30令吉的“数码红包”（e-Tumd 
Rakyat ) ， 就 引 起 全 国 大 数 人 民 选 择 使 

用电子钱包兑现“数码红包”。 

他指出，现金交易不仅方便充值， 

使人能无须携带现金、减少接触，疫情 

过后世界将迎来新常态，取代现金交易 

的支付平台终将成为新趋势，商家需改 

变观点。 

“大家已经知 

道电子钱包对顾客 

带来的方便，可是 

对商家来说也是-

个不错的选择。使 

用电子钱包除了能 

够减少对现金的依 

赖，也能够减少病 

毒通过接触现金传 

播、减少找零钱的 

麻烦以及降低假钞 

的风险。” 

他希望万津州 

选区的商家能够响 

应州政府的呼吁， 

让万津州选区的经 

济活跃起来。 刘永山（右 

公司代表。 

指定巴刹消费6令吉可获回扣 

为了鼓励大众使用电子钱包，Touch 
'n Go电子钱包将于本月6日至8月31 R在 

全马指定大巴刹，包括万津公共巴刹推 

出现金回扣活动。用户只需在指定的大 

巴刹使用Touch 'n Go电子钱包消费满6令 

吉，就可享有3令吉的现金回扣。每名用 

户每月可获得一次的3令吉现金回扣，整 

个活动期间限于2次的现金回扣。而现金 

回扣将在3个T作日内汇入用户的电子钱 

包内。 

气天联同刘永山走访仁嘉隆和万津 

-带巴刹和贩摊的一触即通电子钱包公 

司代表包括总公d代表邓巧桦、万津区 

营业代理黄恒福及仁嘉隆区代理李国勇 

等：、 

协助向巴刹贩商介绍电子钱包，右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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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u r u k u 廠 冒 用 清 真 認 證 ” 

雪宗教局充公1.5萬零食 

(沙亚南2日讯）零食生产商以女穆斯林名字为商 

标，以为可以瞒过宗教局和吸引穆斯林顾客放心购买，不 

料宗教局接获公众投报而识破这个冒用清真认证的T厂。 

雪州加影•间制造印度慕鲁古饼（mumku)的丁厂滥 

用清真标志，昨日遭雪州宗教局取締，充公了总额近1万 

5000令吉的零食。 

雪州宗教局局长莫哈末沙兹汉今日发文告指出’在接 

获公众投报后，宗教局联合大马伊斯兰发展局、贸消部加 

影分局执法人员和乌冷县卫生署，昨日上午11时到加影地 

区的一间零食丁丨1展开取締行动。 

“当局透过‘我的电子清真’ （MYe-Halal )系统査 

询，获悉工）没有获得清真认证，因此零食包装袋上的清 

真标志是不合法的。” 

商标用女穆名字欺瞒消费者 

他说，调查显示，该零食分销到加影和蕉赖区-带， 

主要在T厂邻近的超市、24小时便利店和杂货店等售卖， 

也通过网上平台销售产品。 

他指出，气局发现生产商使用•名穆斯林女子的名字 

作为商标，企图欺瞒穆斯林消费人，以为他们的零食是清 

真认证可以放心吃。 

定罪將罰最高20萬 
、>|、兹汉披露，执法人员充公了 138箱零食和960箱印 

1>上了不合法清真标志的零食，总值为1万4819令 
士 

他说，当局援引2011年商品说明法令第4(1)条文下的 

商品说明（清真认证与标志）调査此案，-旦被定罪，业 

者可面对20万令吉的 高罚款额。 

他指出，当局发现业者聘用9名员T生产和包装慕鲁古 

零食，但只有两人是本国公民，剩下7人相信是非法外劳： 

“取締过程也发现，Tl 1的环境不卫生，尤其是在生 

产零食的地方Q “ 

沙兹汉指出，乌冷县卫生署鉴于工）卫生环境不理 

想，援引2009年食品卫生条例第ll(l)b条文的无法出示员工 

受训处理食物记录和第7(1)条文的没有更新注册准证，因此 

援弓丨1983年食品法令第11条文’对工厂采取行动。 

他劝请穆斯林消费人需对商品上的清真标志小心求 

证，确保商家的清真标志，获得宗教局和伊斯兰发展局的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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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民众已习惯通过消毒门进入SS2为食谁f小贩中心。 

灵市SS2商业区的某个榴裢档也安装了消毒门，让顾客消 

毒后再品尝榴裢:， 

3市SS2为食街小贩中心于 

1 6月初在小贩中心两处的 

进出口各安置一道消毒门，让食客 

从头到脚被喷射消毒喷雾进行消毒 

后，才可进人小贩中心，此措施也 

赢得大部分食客的青睐。 

不过，《大都会》社区报记 

者日前走访灵市SS2为食街小贩中 

心，发现该小畈中心的2个消毒门 

并未运行，经过了解后得知，该小 

贩中心已停止运行消毒门数日。 

该小贩中心在消毒门旁放置消 

毒搓手液，让顾客进人小贩中心及 

完成签到后，可A行消毒双手。 

尽管如此，前去小贩中心用餐 

的顾客依然习惯性地通过消毒门， 

却发现消毒门并未启动消毒喷雾的 

功能。 

等待衛部教部指示 
+隆坡中华独立中学于 6月初也 

F=r获得该校校友及热心人士捐赠 

全自动消毒通道。 

惟肖从卫生部发文告重申，当局不 

鼓励使用消毒通道以减少冠病确诊后， 

该校也立即暂停使用消毒通道，并等待 

卫生部与教育部的进一步指示。 

林景清：若危害人體應禁用 

隆 
^华董事长丹斯里林景清受询 

时表示，该校目前已暂停使用 

消毒通道，等候卫生部及教育部的进一 

步指示。 

他说，该校的消毒通道是由校友捐 

献，一切都是为了学生安全着想，教育 

部官员及教育局副局长也在开学前到学 

校巡视，甚至与校方一起体验，也没有 

提出任何问题。 

“若这些设备所喷射的消毒药水对 

人体有害，或造成任何敏感，应该立即 

阻止大家使用，但我却听说有者的设备 

已取得卫生部发出的合法准证。” 

他表示，无论是全闰行管令、有条 

件行管令或复原期行管令期间，政府所 

发出的标准作业程序都没有很明确的指 

出，何种设备可使用或不可使用。 

他说，该校根据标准作业程序下做 

好防疫丁作，即要求大家戴口罩、使用 

消毒搓手液及保持安全社交距离，还增 

添一道消毒通道，就为了让学生可得到 

双重的保障。 

“既然卫生部不建议使用消毒通 

道，我也指示校方暂停使用，等到卫生 

部发出正式公函，确定可以使用后再恢 

复使用，否则就会拆除消毒通道。” 

政府發出認證卻無效 
林民福（SS2爲食街小贩中心主席） 

“当我了解到卫生部针对消毒门 

所做的评估及建议后，立即暂停使用小 

贩中心的消毒门。当初我们安装消毒门 

时，只是替小贩及顾客的安全着想，也 

取得政府部门发出的认证，没想到这个 

设备会有负面的效果。 

由于小贩中心毗邻SS2早市巴刹及 

SS2夜市，加上小贩中心在行管令前， 

每曰平均有5000名顾客，一名长期顾客就赞助我们这个消毒 

门，让大家可以在更安全的环境下用餐。 

小贩中心在复原期行管令期间，平均每日的顾客量下跌 

了50%，其中有20%的顾客是每日前来用餐，30%的顾客是 

每星期至少有3天前来用餐。 

肖从安装消毒门后，顾客及小畈都更加安心，小畈中心 

也迎来了一批新顾客，而灵市部分小畈中心也前来询问消毒 

门的购买途径。 

如今我们暂停使用消毒门，也会再观察1个星期，若卫 

生部表示可继续使用消毒门，我们就会恢复使用，若不行， 

则会拆除消毒门，再另想其他的措施来增强防疫T.作。”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大厦也设置了消毒门，目前已停止使用 

II' 

在卫生部宣布不鼓励民众使用消毒门后，梁德志第一时 
间指示服务中心取员，把这道设在门外“把关”的消毒门给 
收起。（档案照） 

(八打灵再也、巴生 2日讯）随着卫生部称消毒门没效用，那些化学物质甚至对眼睛、 

嘴巴等人体组织有害，雪隆不少学校、商家，甚至是州议员服务中心，都已经将消毒门给 

收起来，转成使用消毒搓手液。 

卫生部不久前第二次强调，当局不建议使用消毒盒、消毒室、消毒通道、消毒摊位、消 

毒区或消毒门来遏制冠病传播。 

当局指出，针对数个邻国和我国现有的设备模型进行评估后，结果显示没有证据证明有 

关设备成功或有效地减少冠病的感染，且 2 0至 3 0秒并不足以有效消毒，也不能杀死人体内 

的病毒，所用的化学药品更是对眼睛和嘴巴等人体组织有害。 

靈市SS2爲食街小販中心 

K e , E N T E m A N K E S H A N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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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達馬蘭州議員服務中心 

梁德志：消毒門安撫心理 

至 
于行动党 

. 巴 生 班 

达马兰区州议员梁 

德志特别斥资3000 
余令吉，在其服务 

中心大门安装的消 

毒门则暂时收起不 

用。 

梁 德 志 受 询 

时表示，基于卫生 

部不鼓励使用消毒 

门，因此他在读到 

新闻报道后，已第 

一时间指示其服务中心职员，把早前用 

3000余令吉自费购买，放在服务中心前 

“把关”的消毒门给暂时收起不用。 

不过，他认为，既然香港_际机场 

都能使用消毒通道，因此只要消毒门使 

用的消毒药水，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和 

影响，其实消毒门是无碍的。 

“既然卫生部宣布了不鼓励民众使 

用消毒门，所以我就索性收起，应该是 

不会用了。” 

服务中心在设立消毒门之前，是由 

职员对要进入办事的选民喷洒消毒喷雾 

抗疫，梁德志表示，0前已要求选民进 

门前使用消毒搓手液，没用喷雾形式。 

他坦言，消毒门能对人在心理上产 

生安抚作用，让无论是职员或选民走过 

时，都会感到安心。 

不認爲消毒門會傷人體 
阿萍（35歲，肉乾小贩） 

“灵市SS2为 

食街小贩中心的消 

毒门已安置及使用 

约1个月，每天都 

有员T.负责轮班在 

小贩中心两处的入 

口处驻守。 

自从安装了 

消毒门后，顾客可 

更安心地用餐，我 

们也觉得放心了许 

多。 

消毒门所喷射的消毒药水量并不 

多，每个人通过消毒门只需要数秒钟 

的时间，因此我不认为消毒门所喷射 

的消毒药水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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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謝仲洋 

( 沙 亚 南 2 日 讯 ） 

随着雪州公正党今年痛 

失 4名州议员，议员人 

数从大选后的21人减至 

17人，和行动党的16名 

州议员只相差一席，传 

言指行动党有意争取填 

补，在喜来登政变后追 

随国盟而被开除行政议 

员职的雪州土团党主席 

拿督阿都拉昔，留下的 

行政议员空缺。 

至于拥有8名州议员 

的诚信党，则据传有意争 

取担任副议长，填补不久 

前宣缶退党的公正党士文 

达州议员达罗雅留下的空 

缺。 

雪州议会13日召开 

无论如何，这两党对 

行政议员和副议长官职的 

争取，都需要经过依然还 

是雪州最大党，即公正党 

这关。 

雪州议会将在本月13 

R召开，意味在州议会会 

议召开首日，将必须选出 

副议长人选。 

公正党在今年喜来登 

政变后，•连失去4名州议 

员，即退党和被开除，跳 

槽加入国盟土团党的国际 

山庄州议员兼贸工部高级 

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其 

政治秘书兼鹅唛斯迪亚州 

议员希尔曼、宣缶退党的 

副议长兼士文达州议员达 

罗雅、数日前被党开除的 

再也谷州议员兼公正党妇 

女组主席哈妮扎。 

希尔曼、达罗雅和哈 

妮扎3人，都被视为亲阿兹 

敏派。其中哈妮扎和担任 

公正党妇女组署理主席的 

达罗雅，更被视为阿兹敏 

渗人蓝眼妇女组的重要力 

量。 

據悉交雪三黨主席商討 

星 
洲曰报探悉，关于雪 

州政局最新的官职争 

取与分配，交由雪州希盟二党 

党魁，即雪州大臣兼雪州公正 

党主席拿督斯里阿米鲁丁，霄 

州行动党主席哥宾星，以及雪 

州诚信党主席兼行政议员依兹 

汉商讨和决策。 

阿米鲁丁也是雪州希盟主 

席。 

消息人士告诉本报，鬥前 

未有具体定案，但有关传闻的 

确是政党意愿，毕竟在有官职 

空缺的情况下，只要不伤及友 

党之间的合作关系与和气，任 

何政党和基层，都会有意愿要 

争取本身的代表气官 

“我们会基于希盟二党 

的合作框架去谈官职分配的事 

情， -切交由二党主席去进 

行，fl前未有进一步的汇报或 

定案。 ” 

藍眼14火箭12誠信黨11 

雪縣市議員分配不變 

询 及希盟三党将以公正 

党14 +行动党12 +诚 

信党11的方程式，来瓜分雪州 

土团党留下的37名县市议员空 

缺，他证实，n前没有听闻这 

项方程式会出现变化的消息， 

毕竟土团党回头加人希盟的情 

况，得视乎希盟中央对待和处 

定。 

-R上述方程式在霄州行 

政议会会议通过，意味土团党 

将没有机会再担任雪州地方官 

职，由二党提名的37名新县市 

议员人选，预料将在本月宣誓 

就职。 

理“希盟++”的态度与立场而 

Amanah 
雪行政議員副議長職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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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鲁丁（左二起）为雪兰莪海上门户项目一项艺术创作比赛主持颁奖仪 

式，并移交2000令吉模拟支给冠军得主丹尼尔阿斯拉夫:， 

雪大臣：接公正黨開除通知 

“着手處理哈妮扎職務” 
(沙亚南2日讯）雪 

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 

表示，雪州政府于昨日下 

午正式收到公正党的来函 

通知再也谷州议员哈妮扎 

被开除党籍一事，州政府 

目前已着手处理其行政议 

他 今 R 出 席 雪 1 莪 

海上门户项目比赛颁奖典 

礼时表示，尽管哈妮扎被 

党开除，但她仍有14天的 

上诉机会，因此其行政议 

员的职务需要时间妥善处 

理。他表示在接获这封信 

函后，已召见哈妮査讨论 

此事。 

月底前填补 2空缺 

“无论如何，雪州政 

府会在本月底哈芝节前， 

填补两名行政议员及副议 

长的空缺。” 

他说，除了哈妮扎 

夕卜，土团党巴生海峡州议 

员拿督阿都拉竹留下的行 

政议员职及早前退党辞掉 

副议长职务的达罗雅也需 

要填补： 

“由于哈妮扎掌管 

的房屋及城市生活事务及 

阿都拉昔掌管的文化和旅 

游、马来习俗及遗产事务 

都相、重要，目前还在 

处理填补他们的空缺事 

宜。 

他补充，也由于哈 

妮扎掌管的职务重要性， 

因此她仍获允许出席昨 

日（1 R )的雪州行政会 

议。 

另•方面，受询及 

雪州是否巳准备面对闪电 

大选时，阿米鲁丁指希盟 

各党领袖在上个月的会议 

屮，已警觉或会随时面对 

闪电大选，而霄州公正党 

已于上彳、星期接获通知， 

必须做好应对闪电大选的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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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再也市议会是全国 

D丨L首个援引2013年分层 

管理法令（
7 5 7

法令），成功把 

拖欠管理费的人士控上法庭的地 

方政府。 

梳邦再也市议会在2019年12 

月31日人禀法庭，提控管辖区内 

拖欠组JM管理费的住户，推事庭 

在今年1月30日审理此案。 

梳邦再也市议会建筑物委员 

会（COB )基于接获房ki及地方 

政府部分层管理控诉、审计及执 

法分局、Putrawalk组,太子边 

城组屋、第2区，布特拉柏迈城 

及史里肯邦安的联合管理机构， 

于2018年杪所提供的资料，即违 

反757法令第123条文，没有遵守 

分层管理仲裁庭的裁决，在裁 

决的30天内无法缴付拖欠的管理 

费，因此采取有关法律行动。 

接获传票者（0KS )巳经认 

罪，并被罚款3500令吉，若无法 

缴付罚款，则以监禁3天取代。 

今年2月20日，另-名同样 

违反同个法令条文的接获传票者 

被控上法庭并且i人罪，被罚1500 

令吉，若无法缴付罚款，则需以 

监禁5天作为取代。这也成为全 

马首个援引757法令而判决的案 

件。 

控方要求更重刑罚对付 

无论如何，控方于2月24 R 

要求将案件带上高庭，以更重的 

刑罚对付接获传票者，控方目前 

依然正在等候听证会日期。 

通过这些法律行动，梳邦 

再也市议会希望能够教育管辖范 

围内及全国的分层建筑单位的购 

M者及业主，必须正视分层管理 

仲裁庭做出的裁决，也不要忽略 

每个月必须缴付管理维修费给联 

合管理机构或管理机构（MC ) 

的责任，以确保分层地契建筑物 

的维修与管理获得良好的照顾， 

居民生活品质与舒适度也获得保 

障。 

p 屋 及 地 方 政 府 部 城 

市服务组高级首席 

助理秘书布哈里表示，全马有 

大约2万2000个分层建筑（skim 

strata)，如果每个业主都没有 

负责任，没有缴付管理或维修 

费，那很多服务工作就没有办 

法进行。 

布哈里说，该部目前正关 

注大约1230个相关没有缴付管 

理费的案件， 

郑金龙：市会不会妥协 

马来西亚购fei者协会总秘 

书拿督郑金龙指出，气局控告 

拖欠管理费者与法庭的判决， 

如此显示出气局严正以待，不 

会与违例者妥协。 

“最重要的是，公寓或分 

层建筑物的业主必须知道他们 

也是建筑物的联合业主（co-

owner) ，、每个人缴付（管理 

费），那才能确保居民的和谐 

生活。” 

(首邦市 2日讯）梳 

邦再也市议会（MPSJ ) 

副主席莫哈末朱古纳因指 

出，许多业主轻视分层管 

理法令，无视分层管理仲 

裁庭的裁决，依然拒绝缴 

付拖欠的管理费，因此当 

局会采取法律行动，接下 

来会对付更多违例的业 

主。 

他说，分层建筑物每 

月的管理费介于30至200 

令吉不等，但有者连30令 

吉都不愿意缴付，导致许 

多设施与服务难以运作， 

例如收垃圾、电梯无法维 

修，从而延伸更多问题。 

莫哈末朱古纳因今早 

在新闻发布会上，如是指 

出O 

任：： 

梳邦再也市议会希望能够教育分层建筑单位的购屋者及业主，勿忽略缴付管理费的责 

前排左起是布哈里、莫哈末朱古纳因和郑金龙。 

MPS腔告拖欠管理費者 
欠
管
理
費
者
罰
款
或
監
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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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等待大選吧！ 
G本上，无论你是希盟或国盟的支持者，还是耐心等待不 

久将发生的大选吧，特别是希盟支持者.，不要再寄望短 

期内会发生夺权事件，让希盟重掌政权。 

很认同民主行动党雪州行政议员邓章钦所说：‘‘看看人家是 

怎么夺权的，我们骂他（慕尤丁）背叛也好，他们静悄悄地执 

行，一夜之间就把我们打倒了，我们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其实，无论你如何不喜欢国盟，但无可否认，他们有策略及 

有很强的战斗力，为了达到一致目标，很多事情不妥 

可以谈到妥；反观希盟，被夺权后，不但没有冷静地 

拟好策略反攻，各盟党之间的分裂还进一步扩大，也 

毫无战斗力可言，这样的政治联盟要不输也很难。 

希盟为了首相人选吵成一堆，国盟稳住脚步 

后，开始来逐个击破了，可以拉拢的就拉拢， 

不能拉拢的就一个一个被对付了。看看 近执 

法单位旳大动作，便知晓一切都在国盟的策划 

中。而 近，网络也流传，土团党准备作一些 

妥协，以便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第15届全国大 

选。 

从各种迹象显示，希盟根本无法在国盟手里夺回 

政权，但以免夜长梦多，国阵和伊斯兰党比较主张来一场闪电 

大选。对国盟来说，通过大选来确定执政地位是有必要的，毕 

竟现在"后门"前、"后门"后，让国盟政府的合理性受到选 

民质疑。 

国盟靠伊斯兰党和巫统横扫马来票，再加上砂政党联盟 

( G P S )稳住东马的票源，相信要继续执政的可能性很高，而 

希盟内部都已经乱成一堆，诚如邓章钦也说，目前他们内部根 

本没有心情去筹备大选。如庇军心涣散，怎样去打仗？ 

沙菲益可说是不错的人选 

我知道在华裔的圈子里，很多人非常不满敦马哈迪。他们认 

为，搞到今日田地，是敦马一手造成，加上他 近发表了 “华 

裔极度富有"论，惹毛了很多华裔，但敦马其实有些见解都是 

事实，R是很多人不能接受，例如他说安华在马来社会无法取 

得支持，这一点千真万确，如果不信就多问几个马来朋友，或 

多去看看马来人为主的社交媒体平台，就可以知道一般马来人 

对安华的评价如何。 

还记得安华的长女努鲁依沙在一年多前突然辞去所有政府部 

门的公职吗？只是保留国会议员而已。据坊间传言，•她在会见 

了敦马后就宣布辞职。到底敦马告诉了她什么？敦马是否给她 

看了什么？让这位烈火莫熄公主突然辞职？ 

而敦马与行动党及诚信党联手推出的 新首相人选，也就是 

沙菲益，其实可以说是不错的人选，一来马来人可以接受，他 
舞
 

少
 

很
 

评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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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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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政議員與副議長空缺 

雪大臣：月杪前填補 
'(沙亚南2日讯）雪州大臣拿督斯里 

阿米鲁丁透露，州政府会在本月底哈芝 

节前，重新委任两名行政议员及副议长 

职务。 

大臣表示，他昨日下午已接获公正党 

的来函，通知再也谷州议员哈妮査被开 

除党籍一事，州政府已着手处理其行政 

议员职务。 

阿米鲁丁今日出席雪兰莪海上门户项 

目比赛颁奖仪式表示，虽然哈妮查被党 

开除，但她还有1 4天上诉机会，其行 

政议员职务需时间妥善处理。他接兹信 

函后，已召见哈妮查。 

"州政府会在本月底哈芝节之前，重 

新委任两名行政议员及副议长1R务。” 

除了哈妮查，土团党巴生海峡州议员 

拿督阿都拉昔留下的行政议员及早前退 

党辞掉副议长的达罗雅的空缺，需要被 

填补 0 

准备面对闪选 

“哈妮査掌管的房屋及城市生活事务 

以及阿都拉昔掌管的文化和旅游、乌来 

习俗及遗产事务都相当重要，填补人选 

还在处理中。” 

他补充，由于哈妮查负责的职务很重 

要，因此她仍被允许出席周三的州行政 

会议。 

此外，阿米鲁丁被询及雪州是否已准 

备面对闪电大选时，他指希盟各党领袖 

已于上个月的会议中，提醒或会随时面 

对闪电大选，而雪州公正党已于上周接 

获通知必须作好应对闪电大选的准备。 

(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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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阿里：我国采取六大措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家的破 

坏 « 

(布城 2日讯）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部长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说，我国是采取解决、韧 

性、重启、复苏、振兴与改革六大措施，来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家的破坏。 

他今天（ 2曰）透过线上国际论坛发表 

《马来西亚经验：从新冠肺炎疫情复苏的经 

济弹性与商业连续性措施》的主题演讲，分 

享我国所采取的政策来度过疫情带来的经济 

重创时，如是表示。 

他说，我国政府与其他国家一样，必须 

在保护生命与生计之间取得平衡，尤其这不 

是一项零和游戏，健康与生命并非是提高经 

济与物质的筹码，更不能在牺牲任何一方情 

况下实现上述目标。 

他说，我国在首相丹斯里慕尤丁领导 

下，果断采取适时行动，包括实施完整卫生 

程序保障民众的福祉与生命，以及推出数个 

振兴配套来缓和受到影响的经济。 

他说，政府透过这6项措施，即解决、弹 

性、重启、复苏、振兴以及改革来振兴经济。 

他举例，这包括 2 9 5 0 亿令吉的庞大的 

《经济振兴配套》协助各阶层人民、金融机 

构也从 4月 1曰开始提供延迟6个月的偿还 

机制。 

他说，我国将继续开拓在亚太地区的可 

持续发展的领域，以朝向全球竞争力及革 

新 ° 

阿兹敏说，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持久 

战，需要大家的承诺，以一个团队的形式来 

对抗 ° 

“打造经济韧性及经济持续性措施也是 

我们主要的挑战，正如温斯顿丘吉尔说，成功不是终点，失败也 

不是致命’勇气才是关键。” # 

m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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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缺 

阿米鲁丁 ：2行政议员空缺，月杪宣布人 

选。 

(莎阿南 2曰讯）雪兰莪州务大臣拿 

督斯里阿米鲁丁说，雪州政府最迟将于本 

月杪，宣布两名填补州行政议员空缺的人 

选。 

雪州掌管旅游、文化、马来人习俗及 

遗产事务的行政议员拿督阿都拉昔来自土 

著团结党，而土团党不再属于希望联盟， 

此外，掌管房屋及城市生活事务的行政议 

员哈妮查遭人民公正党开除，因此有两个 

空缺。 

阿米鲁丁也是雪州公正党主席，他 

说，雪州政府刚接获哈妮查遭开除的信 

函，她有 1 4天时间可向该党上诉，不过雪州政府批准她在其他 

人接任前继续工作，昨天也容许她出席州行政议会。 

他今天（2日）出席一项活动后对记者说：“房屋及城市生 

活是重要的事务，州政府要在适当的时候好好进行交接工作。” 

此外，询及如果有闪电大选，雪州公正党是否已做好准备？ 

阿米鲁丁说，该党随时迎战。# 

Page 1 of 1

03 Jul 2020
Kwong Wah Yit Poh,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59,667 • Page: A6
Printed Size: 127.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423.94 • Item ID: MY0040267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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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关怀配套以及3 5 0亿令吉 

“短期经济复苏计划”。 

保 住 4 0 0 万 人 饭 碗 

“由于中小企业占了我国 

企业的98%，因此政府拨款50 

亿令吉通过同家银行的特别机 

制发放，同时由社险机构执行 

发 放 1 3 8 亿 令 吉 雇 员 薪 资 补 

贴’为月人低于 4 0 0 0令吉的 

木地雇员提供 6 0 0至 1 2 0 0令 

吉 的 薪 资 补 贴 ， 避 免 公 司 裁 

员、减薪或者被逼取无薪假， 

保住400万雇员的饭碗 “ 

无论如何，他说，冠病抗 

击全球大流行疫情将是一个长 

远的抗争，因此大家应该不分 

彼此与国际社会共同抗疫，确 

保人命安全受到保障以及世界 

经济持续保持弹性。 

( 吉 隆 坡 2 日 讯 ） 同 际 贸 易 与 

工业部高级部长拿督斯里阿兹 

敏阿里指出，大马被全球公认 

为控制 2 0 1 9冠状病毒病疫情 

最好的国家之一，主要是我国 

当机立断采取抗疫的措施之 

际，也适时推出振兴经济配 

套：‘ 

他说，此举除了力保人民 

饭碗以及商业活动的延续性， 

i l :大马经济更具弹性。 

“在首相丹斯里慕尤丁的 

领导下，我国迅速执行行动管 

控指令，同时也适时宣布总值 

2950亿令吉的国家经济振兴配 

套，使到我国经济领域迅速复 

工，也保住人民饭碗，避免商 

家结束生意而裁员 ” 

他今日为由亚洲生产力组 

织 ( A P O ) 通 过 优 管 举 行 的 

Top Ta l k线上进行主题演说时 

如是指出。 

这项访谈节 0的主题为： 

“大马在冠病后复苏路上的经 

验 之 谈 ” 主 讲 人 包 括 大 马 驻 

R本大使拿督肯尼迪，以及亚 

洲生产力组织秘书K :莫兹丹博 

十：‘ 

阿兹敏阿里说，在 2 9 5 0 

亿令吉的振兴经济配套当中， 

包括 2 5 0 0亿令吉的第二经济 

振兴配套、 1 0 0亿令吉的巾小 

阿兹敏：力保人民饭碗 

适时宣布振兴配套 
国
际
社
会
共
同
抗
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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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海洋关口计划举办连环漫画创作赛，并于周四举办颁 

奖仪式，图为主办单位与获奖者一起合照留念。左 2起为 

伊兹汉和阿米鲁丁，右2为赛夫阿兹孟。 

2行政议员空缺 

雪政府 迟月杪填补 
莎阿南 2日讯 I 雪兰莪州 

务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指 

出，雪州政府 迟将于本月 

杪，宣布两名填补州行政议员 

空缺的人选。 

雪州掌管旅游、文化、马 

来人习俗及遗产事务的行政议 

员拿督阿都拉昔来自土著团结 

党，而土团党不再属于希盟； 

此外，掌管房屋及城市生活事 

务的行政议员哈妮扎遭人民公 

正党开除，因此有两个空缺。 

阿米鲁丁也是雪州公正党 

主席。他说，雪州政府刚接获 

哈妮扎遭开除的信函，她有14 

天时间可向该党上诉，不过雪 

州政府批准她在其他人接任前 

继续工作，昨天也容许她出席 

州行政议会。 

「房屋及城市生活是重要 

的事务，州政府要在适当的时 

候好好进行交接工作。」 

此外，询及如果有闪电 

大选，雪州公正党是否已做好 

准备？阿米鲁丁说，该党随时 

迎战。「希盟各党领袖在上个 

月的会议中，已意识到可能随 

时面对闪电大选，而雪州公正 

党在上周已获通知作好应对准 

备。」 

另一方面，为向民众灌输 

河流清洁的醒觉意识，雪州海 

洋关口计划在行动管制令期间 

举办一项连环漫画创作比赛， 

其中3名青年从逾千名参赛者中 

脱颖而出，分享了价值3500令 

吉的奖金。 

阿米鲁丁是于今午在雪 

州大厦，出席雪州海洋关口计 

划（SGM )漫画创作比赛颁奖 

礼后，在记者会上如是表示。 

出席者尚有雪州行政议员伊兹 

汉，以及LLSB公司董事经理赛 

夫阿兹孟。 

阿米鲁丁指出，雪州海洋 

关口计划主要有两大目标，除 

了维护巴生河水源的清洁，同 

时也要确保长达 1 2 0公里的巴 

生河流域河岸周遭环境不受污 

染 ° 

他透露，巴生河的清洁 

工作在行管令期间获得正面效 

果，目前水质指数处于3、4级 

之间，希望未来能够提升到 2 

级。期望未来巴生河可作为重 

要水源，除了供应工业用途， 

也可作为居家用水。 

他表示，雪州政府已拟好 

完善的指南，确保以后可以有c 
M 

效保护河流避免污染。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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