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anggungjawab 
bantu kerajaan’

SHAH ALAM - Cadangan supaya per-
satuan alumni sekolah, ibu bapa dan 
orang perseorangan mengadakan kutip-
an awam bagi tujuan membeli alat peng-
imbas haba inframerah disokong kerana 
ia adalah salah satu usaha membantu 
kerajaan bagi memastikan pelajar dapat 
meneruskan proses pembelajaran di se-
kolah dan institusi pengajian tinggi (IPT).

Yang Dipertua Persatuan Ibu Bapa 
dan Guru (PIBG) Sekolah Kebangsaan 
(SK) Desa Petaling, Fauzi Ahmad Mar-
zuki berkata, pelajar di bawah umur 12 
tahun merupakan kumpulan berisiko 
tinggi dan memerlukan perhatian khusus 
daripada pelbagai pihak agar tidak ter-
dedah kepada jangkitan Covid-19.

“Jika setiap orang atau alumni me-
nyumbangkan RM10 seorang, pastinya 
kita mampu menyediakan alat peng-
imbas haba dan pembersih tangan yang 
mencukupi bagi kegunaan sekolah,” 
katanya kepada Sinar Harian semalam.

Sementara itu, PIBG Pejabat Pendi-
dikan Daerah Petaling Perdana memak-
lumkan pembelian alat pengimbas haba 
untuk sekolah adalah antara perkara 
yang dibincangkan dalam mesyuarat.

Yang Dipertuanya, Datuk Mohamad 
Isa Ishak berkata, bagaimanapun isu kos 
dan kemampuan membeli alat tersebut 
merupakan faktor yang mengekang.

“Dalam mesyuarat yang dijalankan 
semalam (kelmarin), pelbagai perkara 
dibincangkan termasuk penggunaan 
alat pengimbas haba.

“Yang utamanya ialah bagaimana 
kita mahu melancarkan proses kemasuk-
an pelajar ke kawasan sekolah,” katanya.

Mengulas mengenai cadangan supa-
ya kutipan dana dilaksanakan oleh alum-
ni sekolah, beliau berpendapat langkah 
itu sangat bagus tetapi kaedah kutipan 
dan penyelarasan perlu diutama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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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tunai RM52,000 hangus
Wang disimpan sejak 

lapan tahun lalu lenyap 
sekelip mata dalam 

kebakaran

Oleh MOHD IZZATUL IZUAN 
TAHIR

Seorang pembekal ba-
rangan dan alatan se-
kolah berputih mata 
apabila wang tunai 

berjumlah RM52,000 hangus 
dalam kebakaran di Kampung 
Parit 10 Timur, di sini petang 
kelmarin. 

Khatib Yusop, 38, berkata, 
jumlah itu termasuk wang sim-
panannya sejak lapan tahun lalu 
berjumlah RM40,000 dan wang 
modal pusingan perniagaan 
RM12,000.

Menurutnya, wang itu sepa-
tutnya disimpan di dalam akaun 
bank dalam waktu terdekat na-
mun terlambat apabila semua-
nya musnah dalam kejadian 

SABAK BERNAM 

terbabit.
“Saya sedih duit hangus be-

gitu sahaja lebih-lebih lagi ba-
nyak perkara saya mahu lakukan 
dengan duit simpanan itu,” ka-
tanya. 

Khatib berkata, dia menge-
tahui tentang kebakaran pada 
jam 3.30 petang itu selepas di-
hubungi seorang jiran. 

“Ketika itu saya berada di 
kedai makan. Saya bergegas 
pulang dan mendapati api se-
dang marak membakar rumah,” 
katanya yang menyewa rumah 
itu sejak 10 tahun lalu. 

Katanya, jumlah sebenar 
kerugian berjumlah RM200,000 
tidak termasuk wang tunai yang 
hangus, selain beberapa barang-
an seperti tiga kenderaan iaitu 
sebuah kereta Proton Iswara, 
van dan sebuah motosikal ber-
kuasa tinggi serta barangan 
perniagaan seperti buku dan 
naskhah al-Quran.

Seorang saksi kejadian, Fa-
zila Mohd Hata, 33, berkata, 
kejadian disedarinya selepas 
terdengar bunyi kaca meletup 
di rumah jiran sebelah ketika 
sedang mengecas power bank 
di dapur rumah. 

“Saya terus keluar dan ter-
kejut melihat kepulan asap 
menjulang tinggi di rumah ter-
babit. Saya terus hubungi Kha-
tib untuk maklumkan kejadian,” 
katanya. 

Sementara itu, Ketua Balai 
Bomba dan Penyelamat (BBP) 
Sungai Besar, Penolong Pengu-
asa Bomba Mohd Khuzaimey 
Ibrahim berkata, pihaknya me-
nerima laporan kejadian pada 

jam 4.35 petang kelmarin. 
Katanya, seramai sembilan 

anggota BBP Sungai Besar dan 
lapan anggota BBP Sekinchan 
dikejarkan ke lokasi kejadian. 

“Kebakaran membabitkan 
90 peratus rumah terbabit dan 
api berjaya dikawal kira-kira 20 
minit dengan punca sebenar 
kejadian serta jumlah kerugian 
masih dalam siasatan,” katanya 
lagi.

Khatib 
menunjukkan 
keadaan 
rumah 
sewanya yang 
terbakar di 
Kampung 
Parit 10 
Timur petang 
kelmarin.

Sebahagian wang tunai yang hangus 
dalam kebakaran petang kelm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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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IAGA TEPUK DAHI!
WANG TUNAI
RM52K JADI
HABUAN API

M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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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h Amirul Aiman
Hamsuddin

am@hmetro.com.my

Sungai Besar

Wang simpanan dan
modal pusingan
perniagaan seba-

nyak RM52,000 milik seo-
rang pembekal barangan
dan peralatan sekolah ha-
ngus apabila rumah sewa-
nya terbakar dalam kejadian
di Kampung Parit 10 Timur
di sini, petang semalam.
Dalam kejadian jam 3.30

petang itu, rumah separuh
kayu dan batu itu dan tiga
kenderaan iaitu van, kereta
dan motosikal turut ha-
ngus.
Mangsa, Khatib Yusop, 38,

berkata, ketika kejadian dia
sedangminum di kedai ma-
kan berhampiran rumah se-
wanya sebelum menerima
panggilan daripada jiran,
Fazilla Mohd Hata, 33, yang
memaklumkan mengenai
kejadian itu.
“Jiran memaklumkan, ke-

tika insiden dia terdengar
bunyi kaca meletup ketika
sedang mengecas power-
bank di dapur rumahnya.
“Curiga dengan bunyi itu,

dia (jiran) keluar dan ter-
nampakkepulan asapkeluar
dari bahagian dapur rumah
sewa saya dan dia terus hu-
bungi saya,” katanya.
Menurutnya, dia bergegas

pulang dan mendapati api
sedang marak dan tidak da-

pat menyelamatkan bara-
ngan termasuk wang sim-
panansertamodal pusingan
perniagaannya.
“Daripada jumlah

RM52,000 itu, RM 40,000
merupakan wang simpanan
yang saya kumpul sejak la-

pan tahun lalumanakala ba-
kinya (RM12,000) pula mo-
dal pusingan perniagaan.
“Siapa yang tidak sedih

duit yang dikumpul selama
ini hangus dalam sekelip
mata.
“Kebetulan, saya ada me-

rancang beberapa perkara
untuk menggunakan wang
simpanan itu pada masa
akan datang,” katanya yang
mendakwa rugi RM200,000
tidak termasuk wang sim-
panan dan modal pusingan
perniagaan itu.
Menurutnya, dia reda de-

ngan kejadian itu dan akan
tinggal sementara di Surau
Hujung Parit 10 Timur.
Sementara itu, Ketua Ba-

lai Bomba dan Penyelamat
(BBP) Sungai Besar Peno-
long Penguasa BombaMohd
Khuzaimey Ibrahim berka-
ta, sepasukan sembilan ang-
gotanya dengan bantuan la-
pan anggota dari BBP Se-
kinchan dikejarkan ke lokasi
kejadian.
“Sebaik tiba, rumah ter-

babit sudah musnah 90 pe-
ratus sebelumapi berjaya di-
kawal 20 minit kemudian.
“Punca kebakaran dan ju-

mlah kerugianmasih dalam
siasatan,” katanya.

RM52,000 hangus
Wang simpanan peniaga dikumpul selama 8 tahun musnah

KEADAAN rumah sewa Khatib yang musnah dalam kebakaran di Kampung Parit 10 Timur, semalam.

SEBAHAGIAN wang simpanan dan modal pusingan perniagaan
milik Khatib yang musnah dalam kebaka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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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LIT V I E W 

Arguments have 
broken out 
among SS3 
residents as some 
do not agree to 
the gated-and-
guarded sche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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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SHEILA SRI PRIYA 
sheilasripriya@thestar.com.my 

IMPLEMENTING a gated-and-
guarded scheme in a neighbour-
hood becomes complicated when 
there are those who are for it and 
those against it living in the same 
community or close by. 

The system may reduce traffic 
into a neighbourhood, thus also 
reducing the potential of crime, but 
it often creates uneasiness among 
residents who are not in favour of 
the scheme. 

A group of residents from Taman 
Universiti in SS3, Petaling Jaya are 
against having the scheme as they 
feel there is no need for it. 

The residents spoke to StarMetro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as they 
felt they were receiving backlash 
from those in support of the sys-
tem. 

The residents said they were not 
against the closure of some of the 
roads by Taman Sentosa residents 
in SS3. 

However, they do not want any 
of the roads in their neighbour-
hood blocked or installed with 
boom gates. 

Several residents claimed this 
had limited the movement of 
Taman Universiti residents, as they 
could no longer use a shorter route 
to get to the business area and 
night market. 

"Please do not block our roads 
and fence our side of the roads. 
Not all of us are interested in this 
gated scheme. 

"Roads such as Jalan SS3/16, 
Jalan SS3/20 and Jalan SS3/24 in the 
Taman Sentosa neighbourhood can 
be gated. 

"However, a number of residents 
living in Taman Universiti are not 
in favour of the closure of Jalan 
SS3/34, Jalan SS3/11, Jalan SS3/1 
and Jalan SS3/28. 

"I cannot pull my shopping cart 
through the barricade. I am old 
and do not want to be exploring 
new routes," said a resident. 

As most of the residents in 
Taman Universiti are retired civil 
servants, they are cautious about 
spending and do not want to fork 
out extra money for the gated com-
munity scheme. 

They also do not like the idea of 
a guard knowing when they are 
entering or leaving the neighbour-
hood. 

Another elderly resident said she 
signed the agreement for the 
scheme without fully understand-
ing its implications. 

"A lady came and asked me to 
sign as consent for the scheme. She 
was pleading with me to sign and I 
did. 

"When the fence and road blocks 
appeared, I find this is not what I 

Troubled by route 
changes in SS3 
Taman Universiti residents who disagree 
with scheme say it is an inconvenience 

want because it is an inconven-
ience to me," she said. 

The group submitted to Petaling 
Jaya mayor Datuk Mohd Sayuthi 
Bakar at the end of June their 
objection to the gated-and-guarded 
scheme in their area. 

Meanwhile, SS3 Sungai Way 
Subang Residents Association 
(SS3SWSRA) chairman Eu Poh 
Leng said the association had 
obtained approval from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to block 
Jalan SS3/16, Jalan SS3/20, Jalan 
SS3/24 and Jalan SS3/26 and station 
guards there. 

"The approval was given on 
March 4, 2020 and it is renewable 
every two years. 

"The committee is fully in com-
pliance with MBPJ guidelines, with 
consensus from more than 75% of 
residents. 

"We have 82% consensus and 
guards man the gazetted entry and 
exit points. 

"We have submitted our propos-
al for the additional roads and are 
waiting for approval from the city 
council," said Eu. 

The residents association had 
discussions with MBPJ and it was 

u 
The committee is fully 
in compliance with 
MBPJ guidelines, with 
guards to man the 
entry and exit points. 

Eu Poh Leng 99 
dining those discussions that the 
idea to close Jalan SS3/1, Jalan 
SS3/11, Jalan SS3/13, Jalan SS3/15, 
Jalan SS3/28, Jalan SS3/30, Jalan 
SS3/32 and Jalan SS3/41 was con-
ceived. 

The audit has been completed 
and is pending final approval from 
the city council. 

Eu said the security guards on 
duty would allow residents to 
enter. 

As for visitors, she said the 
guards had been instructed to 
only record vehicle registration 
number and destination. This 
procedure is in accordance with 

Some residents 
from Taman 
Universiti in SS3 
say barricades 
such as this 
cut off the 
shortcuts used 
by elderly folks 
going to the 
shops as their 
shopping carts 
cannot get 
through. 

MBPJ's guidelines. 
Eu said residents who could not 

afford to pay could choose not to 
contribute to the security fees and 
access cards. 

'There is no forced payment 
involved and contributions will be 
at the resident's discretion." 

She said the SS3SWSRA had 
been in talks and constant discus-
sion with residents and the author-
ities over matters related to the 
gated-and-guarded scheme. 

"We have placed banners notify-
ing residents and the public of 
route changes. 

"This scheme is costly but we are 
doing it for the benefit of all, as we 
want to feel safer. 

"We have police reports to show 
all the criminal activities that have 
taken place here over the years," 
she added. 

Mohd Sayuthi said he was still 
reviewing the gated-and-guarded 
scheme application for this SS3 
neighbourhood. 

"I welcome feedback from both 
sides involved. 

"Nothing is finalised as I need to 
look at everything in a holistic 
manner," he said. 

Guards are assigned 
to man entry 
and exit points 
under the SS3 
gated-and-guarded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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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COUNTER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s 
mobile EZ-Pay counters will 
operate from 10am to 3pm at 
four locations for July and 
August — Sri Damansara 
SD2/1G (July 11 to 12; Aug 
15 to 16), Taman Megah (July 
18 to 19; Aug 22 to 23) and 
Kelana Jaya Jalan SS6 (July 25 
to 26; Aug 29 to 30), Sri 
Damansara SD 12/1 (Aug 8 to 
9). For details, call 03-7956 
3544 ext 101 / 103 / 104 / 
106 / 109 or visit mbpj.gov. 
my 

Page 1 of 1

06 Jul 2020
The Star,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 Audience : 175,986 • Page: 2
Printed Size: 27.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648.00 • Item ID: MY0040295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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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OL CLOSURE 
The MBPJ Swimming Pool 
Complex is closed until Aug 
31 for maintenance work to 
replace faulty water tanks. 
For details, call 03-7960 1216 
/ 1219 /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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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SJ LIBRARIES 
Books can be borrowed from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s libraries via phone, 
e-mail or at the counter. They 
can also be self-collected or 
delivered via e-hailing service 
(charges borne by borrower). 
Visit library.mpsj.gov.my 
before booking through sirku-
lasi@mpsj@gov.my or calling 
03-5637 1704 (Bandar 
Sunway), 03-8062 7930 
(Bandar Puteri Puchong) or 
03-8943 0584 (Seri 
Kemban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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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ONTEST 
Shah Alam City Council is run-
ning a photography contest in 
conj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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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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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egal structures on private 
land in USJ demolished 
By OH ING YEEN 
ingyeen@thestar.com.my 

ILLEGAL structures including dog 
cages and shrines were demol-
ished on a private land in USJ 1 of 
Subang Jaya, Selangor.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Corporate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Department deputy 
director Azfarizal Abdul Rashid 
said the council received a tip-off 
from the public last month about 
suspicious activities in the area. 

"It was during the movement 
control order and people were 
worried that migrants were trying 
to escape from the authorities by 
using the site as a hideout. 

"The landowner was then con-
tacted and instructed to demolish 
the illegal structures within seven 
days. 

The landowner failed to comply 
within the given time frame but 
finally demolished the structures 
on Thursday while council officers 
monitored the demolition works," 
he said. 

Asfarizal said there were no 
migrants and dogs when the coun-
cil visited the site during the dem-
olition exercise. 

MPS J monitored the demolition of illegal structures on the private land in 
Subang Jaya. 

"Erecting a structure without 
permit from the council is an 
offence under Section 70(13)c of 
the Street, Drainage and Building 
Act 1974 (Act 133). 

"No fines were issued as the 

landowner complied with our 
instructions to demolish the struc-
tures and clear the debris. 

"Those who had erected the ille-
gal structures were not on the 
site," he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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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Y LEE 
chenyoong@thestar.com.my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SJ) celebrated its most prized 
staff with an Excellent Service 
Award ceremony. 

The annual event saw 130 employ-
ees from various departments select-
ed to receive recognition with a cer-
tificate commemorating their service 
and RM1,000 in cash. 

Recipients will also be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be nominated for 
further awards at the state level. 

Seven soon-to-be retirees also 
received certificates of appreciation 
and RM900 for their hard work and 
service for the council. 

Two long-serving employees, 
Safuan Aman and Tabarani Yusoff 
received RM1.500 each and certifi-
cates for their continued excellence 
through almost 30 years of service 
with the council. 

The annual awards were also to 
encourage competition among its 
employees to strive for excellence 
in productivity and quality as well 
as instil confidence among resi-
dents. 

The simple ceremony was held at 
the council headquarters in Subang 
Jaya. 

MPSJ president Noraim Roslan, 
who presented the awards, said the 
last three months saw the council 
fork out RM20mil to battle the 
Covid-19 pandemic. 

However, she said this was not 
cause for concern due to the 
cost-saving measures put in place 
before the pandemic. 

"But we need to continue work-
ing towards changing for the better 
so that the council's services can 
continue to be enjoyed by MPSJ res-
idents," she said, referring to the 
municipality being upgraded to city 

Excellence in service 
reward for 130 staff 
MPSJ gives employees recognition with 
chance to be nominated for state level awards 

status. "I hope our employees will 
not be lax with the status. 

"Instead, we nee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productivity of the 
council to offer world-class services 
to residents. 

"We will always emphasise a 
high calibre culture among employ-
ees in order to continue striving 
higher," she added. 

Also present at the awards cere-
mony was MPSJ deputy president 
Mohd Zulkurnain Che Ah. 

MPSJ's award 
ceremony for 
employees was 
also attended 
by councillors 
and heads of 
departments. 

Safuan (right) 
receiving his 
long-service 
certificate from 
Noraini as 
Mohd 
Zulkurnain 
look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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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DIE HOO

Batu Caves under threat 

PETALING JAYA: After a lull of about a 
decade, development is creeping up on the 
400 million-year-old Batu Caves again. 

A plot of privately-owned land adjacent to 
the limestone cave has been cleared and 
several structures have already sprung up. On 
an adjoining plot there is a water tower now. 

The property firm that owns the land 
adjacent to the limestone cave had earlier 
agreed to sell it to a spiritual organis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building a retreat centre. 

All would have been well but for the fact 
that the new project is within the 500m “no 
development” buffer zone from the cave 
temple. 

The policy to carve out a buffer zone to 
protect Batu Caves was an initiative by the 
Selayang Municipal Council (SMC) and 
imposed 10 years ago in response to protests 
against any form of development at the 
foothills of the cave temple. 

Site of the proposed spiritual 
retreat building. The Lord 
Murugan Statue in the 
background is less than 500m 
away. 

oRetreat centre set to be 
built within ‘no development’ 
buffer zone but local council 
denies giving approval  

Approval for the project remains a 
mystery. The proponents claim that the green 
light has been given by the local authority, but 
the SMC has denied knowledge of any 
development on the grounds that “no plan 
has been submitted or approved”. 

Records and documents sighted by an 
investigative team of journalists representing 
several news organisations show the property 
company agreed in March 2017 to sell the 
land to the spiritual movement for RM1.2 
million. 

A deposit of 10% of the agreed purchase 
price was paid upon the signing of a sale and 
purchase agreement four months later. 

But by March the following year, there 
were no further payments by the spiritual 
movement, leading to another round of 
negotiations that resulted in more money 
being paid. 

However, in 2019, the property company 
terminated the agreement and forfeited the 
amounts already paid when the spiritual 
organisation failed to make good on all the 
payments due. 

In a new development, it is learnt that 
several individuals are in talks with the 
property firm to buy the land for the spiritual 
organisation. 

Work has stopped since this team made 
some enquiries but the damage has already 

been done. 
Experts claimed that land clearing and 

excavation works have put the integrity of the 
limestone formation and biodiversity of Batu 
Caves at risk. 

Meanwhile, the owner of the adjacent plot 
has rejected an appeal from the proponents of 
the project to build an access road through its 
land. 

When contacted, a spokesman for the 
spiritual organisation maintained that both 
SMC and the property firm have been aware 
of the development plans since 2018.  

However, he could not produce any 
documents to show that approval had been 
given. 

In an effort to raise funds, the spiritual 
organisation produced and distributed a 
video clip in 2018 featuring the proposed 
development, which included an 
administrative building, a meditation hall, 
dormitories, gardens and various other 
facilities. 

The plan now is to develop the area into a 
full-fledged spiritual retreat. Plans are already 
in place for future development and 
expansion despite SMC’s insistence that no 
such development would be allowed. 

There is no indication yet when this will be 
properly resolved. Meanwhile, danger lurks 
for the flora and fauna in th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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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政府与强化社区计划举办TS Cares项目，派发 

食品和日用品给受惠者。坐者左为阿米鲁丁。 

雪團隊強化社區計劃 

派物資助逾5千戶 
( 八 打 灵 再 也 5 

日讯）雪州政府与强 

化社区计划（ I n i s i a t i f 
Pemerkasaan Komuniti, 
亦称“雪兰莪团队”） 

举办TS Cares项目，派发 

食品和日用品给雪州社 

区的逾5000个家庭。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 

阿米鲁丁昨日发文告指 

出，雪兰莪团队（Team 
Selangor )是在强化社区 

计划下形成，并通过解 

决社区问题来培育自愿 

者 0 

他说，在相关自愿 

者发挥效能下，雪兰莪 

团队在冠病疫情期间协 

助减轻社会负担。 

他也感激各界包括 

Jasmine Food Corporation 

有限公司、N e s t l e有限 

公司 � A d a b i Consumer 
I n d u s t r i e s有限公司及 

Cocoalancl Industry有限公 

司愿意给予贡献，在行 

管令期间协助受影响的 

雪州子民，而如此的合 

作也将让此阶段的3000 
个家庭受惠。 

13日公布 

雪州振兴经济配套 

他 表 示 ， 雪 州 政 

府正在采取各种举措， 

在后疫情期间协助雪州 

子民，并呼吁各界等 

待 7月 1 3日公布的最新 

雪州振兴及复苏经济配 

套 ( P a k e j Rangsangan 
P e m u l i h a n E k o n o m i 
Selangor)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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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委在地上标明出口处，避免申请者与入口处轮候的村 

民有近距离接触:3 

新 村 櫃 台 服 務 受 歡 迎 
2小時58人申請惠民計劃 

(乌雪5日讯）在暂停了3 

个半月后，双文丹与拿督哈伦 

新村管委会n行管令实施以来 

首次重新开放的柜台服务获村 

民欢迎，2小时内有58人前来 

求助，以申请雪州政府的惠民 

计划。 

这项柜台服务是于本月3 

日（星期五）傍晚
6
时至夜晚8 

时，于拿督哈伦新村管委会会 

所举办。 

白振勋： 

手续后收走椅子消毒 

哈伦新村管委会主席白振 

勋指出，为确保人人遵守防疫 

的标准作业程序（SOP )，村 

委们在开放柜台前已用桌椅和 

胶布，设置好出人口的路线， 

以减少村民在一进-•出之间的 

感染几率。 

“出人口巳被隔开，村民 

在完成申请T作后离场时不会 

与人口处等待人场的人士有接 

触。” 

他说，当村民在入口处登 

记个人资料、测S体温、戴口 

罩和使用搓手液消毒完毕后， 

进人会所坐着轮候的椅子已被 

圈定，各人必须搬动指派给自 

己的椅子到柜台前填写申请各 

项计划的表格C 
“在有关村民完成申请 

手续后，椅子会被收走进行消 

毒，再补上新椅子给随后到来 

的村民使用，确保不会有被感 

染的可能性。” 

他说，为迅速处理申请， 

赶在最短的时间内解散，将感 

染的几率减至最低，两村共开 

设了 4个柜台为民服务。 

“资料齐全的村民可在5 

分钟内办妥手续，但资料不齐 

者因需联系其家属以获得正确 

资料，则时间会久拖。我们面 

对最大的问题是在达鲁益山水 

供计划之下，想要免费享 

有首20立方米自来水者必 

须提供电邮，所以我们必 

须为年迈的申请者即场开 

设电子邮箱，使时间拖得 

更长。” 

白振勋感谢村委们的 

合作，甚至提供影印机， 

为年迈村民解决了忘记携 

带身份证复印本前来处理 

申请手续的问题。 

“鉴于冠病确诊人数 

再度攀升至双位数，円前 

管委会无法定期提供柜台 

服务 :我们将在确认仍有 

许多村民需要协助时，再 

公布下 -次的柜台服务时 

间。” 

村委们准备就绪，随时为民服务。前排右-

为白振勋。 

根据安排，求助的村民必须自行搬动椅子， 

在消毒前绝不与其他人共用同一张椅子。 

到来求助的村民之间的椅子相隔至少1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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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田恬 

s i 
郑凤云在行管 

期破了许多例，买 

了金枪鱼罐头、优 

格、豆奶等平常不^ 

会买的食物，令堆' 

积在厨房一隅的回 

收品翻倍暴增 D 

13分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行管期间人们隔离 

在家，出行受限，也不 

能外出用餐，几乎只能 

„ � ； I 

行管期间， C R C 组织的 4 0 0 多处回收 

箱，大部分都处于爆满状况，有民众在箱外 

乱放废品和乱去垃圾，导致一片混乱。 

林 國 文 ： 整 體 業 續 下 跌 

塑 料 包 裝 需 求 大 增 

大 

郑凤云说，自己过去都 

会自带杯子买奶茶，但疫情 

下有些奶茶连锁店已暂停顾 

客使用自备容器。 

鄭 鳳 雲 ： 行 管 期 別 無 選 擇 

不 製 造 垃 圾 努 力 受 挫 

马塑胶厂商公会（MPMA ) 
会长拿督林国文强调，行 

管期间的塑料总产量是下跌的，唯他 

坦_#，疫情的确令部分塑料的需求陡 

然增加 

“塑料行业整体业绩是下跌的， 

因为电器和电子产品、汽车行业都跌 

了，唯一（需求）上升的是包装材 

料。” 

“曾经有一度，人们热衷讨论不 

要塑料：（但）人们现在意识到，出 

于安全考虑，这（塑料）仍是 好的 

选择。” 

根据该公会，在2018年的大马塑 

料领域，48%的塑料供给包装行业， 

27%供给电子电器领域，其余则是建 

筑及汽车业等。 

网购快递袋气泡膜增产 

特殊时期产生特殊需求，林国 

文说，在疫情期间蓬勃发展的塑料制 

品，均与防疫需求和必要服务有关： 

-次性防疫材料和消毒用品包装的使 

用大大超出从前，网购快递包装消耗 

量也增多，不过，食品包装的增减则 

胥视产品而定。 

隔离在家，大众不方便外出采购 

所需，令网购生意异常火热。“网购 

(过程中使用的包装）实际上多了很 

多，快递袋也大增”，气泡膜、缓冲 

充气袋也增多。 

行管令初期，人们不能到餐馆 

堂食，-时间外带和外卖需求飙升。 

不过，林国文透露，这期间塑料餐盒 

需求并无变化，塑料袋产量甚至大 

跌 8 0 % ,也只有主要食品的包装才增 

加。 

“不是所有食物包装都增加， 

像糖果包装并不是那么重要，人们不 

会买很多，但是必要食品如糖、面粉 

(的包装）就上升了 ” 

“外卖增多，但在家煮饭的人也 

变多多。嘛嘛档使用的包装减少了， 

但家庭使用的小包装比大包装耗费更 

多原材料。” 

此外，增加的还包括装载消毒 

搓手液的塑料瓶，和消毒巾的塑料小 

包；而 -次性防疫物资如口罩、手 

套、防护服的消耗数量同样庞大，它 

们也史无前例地被大量抛弃，亦不适 

合再循环，虽然这都是必要措施，但 

却增加塑料垃圾问题。 

郑 >过了4年零浪费生活，这 

是•种几乎不制造垃圾的生活方 

式：出门自备购物袋是基本，不 

买包装食品，不买牙膏、肥皂、 

洗发精等市售清洁用品，也不穿 

快时尚服饰，还要用尽种种方法 

避 免 一 次 性 吸 管 、 - 次 性 卫 生 

棉、•次性酒店用品等任何即弃 

塑料商品 

这几年她与丈夫产生的绝大 

多数垃圾，只有一个屮型密封玻 

璃罐，不过，这场零浪费生活实 

践的持久战， 近却因冠病而遇 

挫。 

5月时郑凤云在 -•篇专栏中 

坦承，行管期间，自己在别无选 

择下，购买了午餐肉、酱油、优 

格、牛奶等平常不会买的铝罐头 

和包装食品。 

“ 世 界 变 了 ， 零 垃 圾 世 界 

也变了……行动管制让零垃圾的 

努 力 受 挫 ， 而 这 群 人 也 包 括 了 

我 c “ 

她说， _己•开始低估病毒 

威力，意识到事态严重后，决定 

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暂时放弃 

环保原则，虽然感到迷茫，但并 

不后悔_己的选择： 

疫情下环保倒退 

“厨房-•隅的回收箱以惊人 

的速度成长，（但）此时不是频 

密 出 门 ， 货 比 二 家 的 时 候 ， 周 

-次采购，只去家附近的商圈， 

有什么就买什么。” 

郑凤云的经历，是这段期间 

塑料垃圾挑战的小小缩影。在这 

场全球抗疫之前，人们对塑料造 

成的污染已有相 1认识，很多国 

家开始施行不同程度的限塑 

令，大马前朝政府希盟的能 

源科艺环境部也在2018年 

推出为期 1 2年的“零塑 

料大蓝图”」 

不 久 前 ， 本 地 多 

家奶茶和咖啡连锁店 

还鼓励消费者自备容 

器，现下许多餐饮业 

者都暂停这•环保 

措施，这包括 

星巴•竞的 

全球多国 

门市—— 

曾经它是 

那 么 乐 此 

不 疲 地 向 

铁 粉 推 销 

马克杯、保 

温杯、吸管杯 

等各式限量版自带杯子。 

郑 凤 云 受 访 时 感 叹 说 ， 此 

刻是•个非常时期，人们优先关 

注健康和卫生问题，•次性塑料 

制品的问题，暂时被置于次要地 

位。 

“ 不 止 是 大 马 环 境 运 动 停 

顿，或倒退了 -点，国际上的对 

环境永续发展的（关注）焦点也 

突然不见。” 

“之前环境运动是风风火火 

的，瑞典（环保）少女（G r e t a 
Thunberg)到处去，每个周五大家 

都上街抗议，去联合国啊，和美 

国还有其他总统见面，感觉就很 

有希望：” 

再 生 回 收 業 “ 斷 鏈 ” 

瓦 蒂 ： 回 收 箱 現 垃 圾 堆 

‘情当前， 

，求陡然增加，然而, 

黄思汉透 

露，雪州垃圾 

管理公司达鲁 

益山集团在收 

集 垃 圾 时 ， 

其实一直有做 

分类工作，也 

会给予垃圾工 

人作分类的津 

贴。 

黄 思 汉 说 ， 国 

内塑料垃圾一般有 3 

种”下场“：再循 

环 回 收 、 送 到 垃 

圾填埋场掩埋， 

或被胡乱去弃， 

导致环境问题。 

塑料制品的需 

塑 

料垃圾的回收却受到影响。行 

管期间，慈济资源回收站、 

明亮慈善之家等参与垃圾 

回收的组织和旧货收购商 

(karang guni )纷纷停摆， 

在不经意间可能减少了家庭可 

回收品的回收 

非政府组织“慈善回收卞 I : 
群” (Communi ty Recycle For 

Charity ) 是少数在行 #期间还 

继续废品回收T .作的慈善环保 

组织，但该组织暂停上门和面对 

面回收服务，仅余各地冋收箱照常 

运作。 

其项目组长瓦蒂（ S y a f a w a t i 
R a d z i )透露，他们在巴生河流域置 

放约400个回收箱，大部分都处于爆 

满状况，有民众在回收箱外乱放废品 

和乱丢垃圾，也有拾荒者趁无人注意 

挖取箱内物品，导致-•片混乱： 

“民众害怕碰回收箱把手，丨脆 

直接堆放箱外……我们曾尝试部分回 

收点放置消毒搓手液，但不管用， 

消毒液还不翼而飞。” 

收集厂废品堆积如山 

瓦蒂也指出，这期间废 

品收集商没有营运，结果连 

日来无回收业者收走分类 

好的废品，而即便回 

收业自 6月陆续恢 

复，但有者或受 

疫 情 冲 击 ， 停 

止购买回收废 

品，令该组织）内囤积超过百吨回收 

品，真正“堆积如山”：、 

“之前废品分类后没法卖出， 

囤积 f i是平常两倍，开放后我们抓紧 

尽快清空，以容纳新废品，但 -些问 

收商却停止购买，我们正找着新买 

家……现有100吨废品待分类，50吨 

待售，）‘内还能容纳多70吨，" 

卢坤成： 

对此， 

疫情影响回收业 

大 马 塑 料 再 生 公 会 

(MPRA )组织秘书卢坤成冋应指， 

多数处理塑料废料的回收厂在6月9日 

后才陆续恢复运作；此外近期石油价 

格受疫情影响大跌，塑料是石油生产 

的副产品，令新生塑料同样下跌，影 

响到其替代品再生塑料的价格跌了 

二二成，导致制造商对再生塑料的购 

买 f l大降；加上受中美贸易战波及， 

冲击该行业，自然减少购买废品。 

卢坤成也点出重要-•点：尽管许 

多外卖外带和网购的塑料包装是可以 

再循环的，但在大马它们基本上不会 

得到冋收利用。 

他解释，外卖包装首先需要被清 

洗，而且也太轻了，收废品的人需要 

大量积攒，才能凑够足以卖给回收商 

的重 f i , “现在100只PET瓶子（宝 

特瓶）可能只卖70仙，这是我（冋收 

商）买的价格，中间商可能K出价1 0 
仙、20仙：” 

瓦蒂也印证这项说法，表示组 

织这几年收到的快递和外卖塑料废品 

确实明显增加，但多是快递用的瓦楞 

箱、气垫膜和宝特瓶等，极少有外卖 

盒、塑料餐具、塑料袋、快递袋等。 

林国文强调，行管期间 

的塑料总产量是下跌的，唯 

他坦 Or ， 疫情的确令部分的 

塑料制品需求陡然增加：：， 

“ ’ 

報 道 攝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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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环境问题。 

黃 思 漢 ： 妥 當 處 理 塑 料 垃 圾 

卢坤成观察到，尽管许多外卖和网购的塑料包装是可以 

再循环的，但在大马它们基本上不会得到回收利用。 

进入复原行管期，C R C资源回收中心还来不及卖出堆积的废品，导致厂内 

囤积超过百吨的“垃圾山”：， 

# 情 下 某 些 塑 料 垃 圾 增 加 ， 但 大 

t s c马不完善的垃圾冋收系统却跟 

不上，受访行政议员、制造商和回收商 

说，绝大多数的外卖外带和快递塑料  

终会被丢弃、掩埋， 

为了解行管期间全国垃圾处理情 

况，记者曾尝试联络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长祖莱达，及隶属该部的国家固体废料 

管理局（J P S P N )和固体废料与卫生管 

理机构（SWCorp)，唯至截稿为止尚未 

获正面答覆。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及华 

人新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则指 

出，雪州地方政府近期接获的垃圾问题 

投诉减少，而根据雪州垃圾管理公司达 

鲁益山集团（ K D E B ) ，整体垃圾总 f i 
也在疫情期间减少。 

黄思汉强调，这显示霄州在疫情间 

产生的塑料垃圾都有被妥善处置，“但 

这并不是 完美的方式”： 

我国各州垃圾处理政策并不同--， 

他补充，雪州政府子公司K D E B早前在 

巴生市议会设立的回收屮心，疫情期间 

仍每R分类20吨垃圾。 

“垃圾被送到填埋场，就算是妥气 

处理，至少没有被乱丟，但也是 -种浪 

费”， 佳方式还是减少送到垃圾场的 

垃圾数量，如减用塑料制品，并回收更 

多。 

减少塑料垃圾需治本 

卢坤成叹息道，垃圾问收从来是苦 

差事，尤其在我国，私人界拾荒、分类 

垃圾的驱动力更多是为从丢弃物中找到 

商机，而不是出于环保公德心。 

他认为，塑料制品和塑料废品是同 

-枚硬币的两面，应在制造阶段就兼顾 

回收的问题，才有助于“零塑料垃圾填 

埋”，向循环经济发展，“这个行业还 

是靠利益驱动，政府要提供诱因0 ” 

卢坤成举例，英国计划向含有30% 
可回收塑料的产品公司提供税务优惠； 

在韩国、日本、台湾等地也有垃圾分 

类、收费的奖罚制度，但大 ^仍停留在 

限用塑料袋、吸管的阶段，并未有后续 

进程 

针对限塑、塑料回收政策规划，记 

者试图向环境与水务部长拿督端依布拉 

欣寻求回应，唯至截稿为止也未获任何 

答覆。 

郑凤云则说：“处理冋收成本高， 

过程也很麻烦”，治本之道应从源头就 

开始拒绝、减少、重复使用塑料制品， 

她因此认为，n前 为直接和有效的手 

段，还是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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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州SOP不明確 

鼸宗教H I S翻 
張丘豔 

(八打灵再也 5日讯）政府批 

准全国非穆斯林的宗教场所自 6月 

10日恢复运作，惟须遵守州政府的 

标准作业程序（S O P )，但由于部 

分州属没有制定SOP或出现SOP不 

明朗的情况，令非穆斯林宗教团体 

感到混淆。 

陈建良：求助无门不知要问谁 

马佛青总会长陈建良说，联邦政府 

目前将非穆斯林宗教场所的拟定SOP责 

任交给州政府，但部分州政府没有制定 

SOP,因此有许多州属的非穆斯林宗教 

场所没有明确的SOP,导致有关场所的 

负责人不晓得应该根据联邦或州政府的 
SOP。 

“许多州属没有华裔行政议员，无 

人关心这部分的问题，我们求助无门， 

不知道要问谁。” 

他接受电访时说，马佛青涵盖13州 

属，由于许多州属没有宣布非穆斯林宗 

教场所的SOP,他们只能到处碰运气， 

也不晓得所问到的讯息是否是州政府的 

最终决定。 

询及马佛青是否有询问各州国家 

团结局时，陈建良说道：“我们-直以 

来都与国家团结部沟通，但各州的国家 

团结局却不晓得部门发生的事情，也不 

知道部门是否与非穆斯林团体有进行讨 

论，他们完全没有这些讯息，我们只能 

自求多福。” 

P東和章：應制定全國適用SOP 

他说，部分州属如槟州及雪州有负 

责非伊斯兰事务的行政部门可让相关组 

织询问，但并非所有州属都有非伊斯兰 

的单位处理相关事宜。 

部分州属没非伊事务部门 

他直考羡慕各州有穆斯林宗教司， 

拥有清楚的指南，并呼吁政府严正看待 

国内部分州属没有非伊斯，事务的官员 

或部门的问题，因非穆斯林也有宗教方 

面的需求，需要宗教的关怀及关心。 

此外，陈建良说，宗教组织也需要 

召开会议。例如社团注册局的SOP允许 

超过60岁的乐龄人士出席大会，但联邦 

政府针对宗教场所的SOP却不允许70岁 

以上年长者前往宗教场所，使他们面对 

窘境。 

他提出询问，到底宗教组织在各自 

的宗教场所开会，应该依据大会SOP还 

是宗教场所的SOP。 

p •方面，马来西 

力 亚 道 教 总 会 总 会 

长陈和章认为，联邦政府 

制定非穆斯林宗教场所SOP 

时，应制定适用于全国的 

SOP,若部分州属有其他附 

加条例，便由有关州属自行 

安排。 

雪规定社距 

比联邦多0.5公尺 

他指出，各州的非穆 

斯林宗教场所SOP有细微差 

别，如雪州政府在社交距离 

方面，要求信徒之间距离1.5 

公尺，比联邦政府的规定多 

出0.5公尺： 

他说，对道庙而n却 

是很大的差别，因为道庙不 

是集体膜拜的场所.空间有 

限，维持1公尺距离带来很 

大的影响，更何况是1.5公 

尺： 

“约10天前，我与霄州 

政府对话时反映1.5公尺的 

社交距离太宽，因其他宗教 

没有提出异议，因此州政府 

依旧采用1.5公尺的距离。 

我有将此事反映给掌管非伊 

斯兰事务的行政议员，希望 

可以更改至1公尺的距离， 

鬥前尚未获得认同£ ” 

不过，陈和章说，依据 

鬥前的疫情，为了信徒的安 

全及健康，该会会遵守政府 

现有的SOP。 

他说，信徒须要与周围 

的人距离1公尺，已占用二 

分之二的空间，因此宗教场 

限制二分之一信众的做法是 

正确的。 

他个人认为，即使我国 

到了零病例，民众仍须要遵 

守SOP, i到冠病疫苗面世 

为止： 

Page 1 of 1

06 Jul 2020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5
Printed Size: 356.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0,787.88 • Item ID: MY0040295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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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貧困生重返校園 

余深恩捐660雙白鞋 
(士拉央5 R讯）士拉央市议员余深恩捐赠660双 

白色校鞋，协助各族弱势及贫困家庭小学生作好重返 

校园的准备。 

他指出，这批已在日前送出的内色校鞋，皆由吉 

隆坡怡保路一家洋货店报效。 

“感谢赞助的商家，我们希望这项活动能够减轻 

贫困家庭的负担，助他们在这段艰苦的日子屮渡过难 

Wo “ 

110对赠森州榕吉华小生 

除了士拉央第12区内弱势小学生之外，其他受惠 

者包括第20区平民及组屋内的巫印贫困家庭；而在660 

对校鞋屮，有110对赠送给森美，仁保县榕吉华小学 

生。这座位于同圯内的小学共有95学生，属于微型华 

小。 

除了校鞋，余深恩日前也联同甲洞逸福园福利组 

织赠送48套双层铁质床架及床垫予获选的B40家庭， 

时巴也加拉斯州议员凯鲁丁也受邀沿户协助安装: 

T 余 深 恩 （ 右 

起）联合凯鲁丁将已 

安装完毕的铁床架移 

交给受惠家庭。左一 

为甲洞逸福园福利组 

织代表梁煌 D 

余深恩（左） 

将110双校鞋移交给 

榕吉华小校长李洁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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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别逾3个 

月的沙登商业 

城夜市将于7月 

6曰重新开放营 

业，首批 loo名 

贩 商 获 准 率 先 ^ ^ 

开档。 

沙 登 商 業 城 夜 市 復 

批100脑齡開檔 
(沙登5曰讯）停业 

超过3个月的沙登商业城 

(PSK )夜市终于盼到恢 

复营业的喜讯，首批100 

名贩商将于星期一（6 

曰）率先幵档，准备踏 

入“夜市新常态”。 

根据梳邦再也市 

议会早前发出的小贩名 

单，沙登PSK夜市共有 

300名持有执照的小贩， 

他们原本将分成3批轮流 

在星期一营业；而这也 

是市议会辖内最后一个 

获准恢复营业的夜市。 

不过，经过夜市小 

贩公会收集确认名单， 

目前只有大约半数贩商 

有意幵档，其余小贩则 

保持观望态度。 

黃
來
發
•
.
夜
市
營
業
6
小
時
 

、、/,丨、登PSK夜市小贩公会主席黄来发告诉《大都 

沙 

黄来发（右）与小贩公会委员刘运明， 

视察梳邦再也市议会预先画下作为夜市摊格 

社交距离的记号:， 

会》社区报，基于市议会限定夜市每次营业 

只能有100个摊档，因此该会已把一份首100名最先确 

认的贩商名单，提交给市议会核准。 

他表示，在复原期行管令期间，夜市营业时间是 

从下午4时至晚上10时，共6个小时。 

各摊格须保持8呎距离 

他说，市议会日前已派员前往夜市场地统计摊格 

数fl,并暂时重新分配100个摆摊位置，每个摊格限定 
8呎宽，各摊格之间须遵守•个8呎档位的社交距离。 

“为了集中管理和控制人流，PSK8路将禁止摆 

卖，所有小贩必须集合在PSK大路上开档；本会将负责 

以警戒线围起夜市场地。” 

黄来发指出，市议会指示该会聘用志愿警卫人员 

协助站岗及管控人群秩序，同时规定夜市只能设立单 

-进出口，民众进人夜市前必须登记姓名或扫描二维 

码。 

选购完毕就尽快离开 

他透露，根据市议会的劝告，民众必须戴上口罩 

逛夜市，选购完毕后就应尽快离开，避免长时间在夜 

市范围停留，以降低感染病毒风险。 

黄来发坦n ,在适应新常态下，所有参与复业的 

小贩都需要充分配合，才能够确保夜市维持营业，否 

则发生违规，市议会有权中止夜市复业：、 

3個月沒開檔很難熬 
余錦友（ 4 1歲，首飾品小贩） 

“我很高兴终于盼到沙登夜市获准 

复业的消息，回想起过去超过3个月没 

有开档的日子，实在艰辛又难熬。 

在停业期间，我只能呆在家，动用 

储蓄来支付家庭开销，同时也有申请政 

府各种援助金，多少可以帮补一点，幸 

好妻子还有一份固定工作的薪水维持家 

庭生计。 

根据政府规定，复业后的夜市，各 

个小贩摊档之间要有充分的社交距离， 

不再像以前密密麻麻，看起来真的有点 

奇怪；但无论如何，我会尽力适应这种 

^T 吊 

復業初期料人潮大減 
杜耀南（ 7 9歲，豆漿水小贩） 

“大部分的小贩都很想尽快恢复营 

业，同时大家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在夜 

市复办初期只能亏本做生意，因为小贩 

预计夜市人潮会大减。 

由于市议会规定夜市必须设有人流 

管制，民众需要排队轮流逛夜市，如此 

-来，夜市人潮变少，小贩可能做不了 

多少生意。 

试想想，逛夜市通常是_ •家大小同 

行，若12岁以下孩子须留在家，父母可 

能不放心就索性不来，加上政府又不鼓 

励上了年纪的人出门，导致夜市人潮恐 

大不如前。” 

靠積蓄支撐一家人過活 
賴思源（ 3 9歲，油炸熟食小贩） 

“梳邦再也市议会延至7月初才允 

许沙登夜市复业确实有点迟，毕竟过去3 

个多月来，大部分小贩都是手停口停， 

生活陷人困境。 

我自3月18日停业后，过着零收人 

的生活，只能消耗积蓄支撑 -家人过 

活；到了5月初，我才开始上网卖虾饼和 

虾酱凉拌水果，赚取一些收入来应付家 

庭开支。 

坦白说，我庆幸沙登夜市设有小贩 

公会帮忙协调复办手续，反观其他地方 

如士毛月、加影锡米山和蕉赖11英里的 

-些小型夜市，因为没有公会组织代表 

小贩跟市议会协商，何时才能够复业仍 

是未知数。” 

Page 1 of 1

06 Jul 2020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12
Printed Size: 736.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2,303.03 • Item ID: MY0040294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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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路商店 

前 的 路 段 本 就 

窄，再加上民众 

违例泊车，驾驶 

人士和罗里司机 

违例U转时，交 

通 就 会 陷 入 混 

乱。 

路口棚9且客來 
交通很不便商民盼重開 

©©©© 
增江新花圍商業區2/32路演 

( 八 打 灵 再 也 5 日 讯 ） 随 

著 曱 洞 路 转 往 增 江 新 花 园 商 

业区 2 / 3 2路的路口无预警被 

封 后 ， 驾 驶 人 士 为 图 方 便 而 

在1/32路与3/32路交界处违例 

U 转，不仅造成交通瓶颈，也 

导 致 当 地 商 家 流 失 客 源 ， 商 

民 急 盼 吉 隆 坡 市 政 局 重 开 路 

口 ！ 

驾马&者非法U转 

交通混舌L 
有关路口位于1/32路与2/32 

路交界处，逾30年来都开放让从 

甲洞路驶来的驾驶人士左转进入 

2/32路，但随着捷运第二路线工 

程展开并提升周边路堤后，承包 

商日前竟突然在有关交界处建起 

分界堤，禁止车辆丑接转人2/32 
路。 

在上述情况下，本欲前往 

1/32路与2/32路交界处被封后，驾驶人士纷纷改到1/32路与3/32 

路交界处进行U转，一旦路旁有违例泊放的车辆，就会形成瓶颈。 

2/32路的驾驶人士必须绕远路进 

入后方的商业区，再先后通过 

3/32路和1/32路才能前往，意味着 

路程变得更远，因此许多驾驶人 

士纷纷取巧，在1/32路与3/32路交 

界处非法U转，却造成该处交通混 

乱: 

、地商家表示，在该路口被 

封后，所有驾驶人士和摩哆骑士 

纷纷驶往1/32路与3/32路交界处U 
转，造成1/32路商店前的小路车 

流量激增，加上道路窄小而路旁 

又泊有车辆，也影响重型罗里前 

来上下货。 

他们说，2 / 3 2路属于单向 

道，而该路口 i£以来也开放让 

从甲洞路驶来的驾驶人士丑接左 

转，如今气局在没有了解民情的 

前提下，以分界堤封锁路口，对 

驾驶人士构成不便，也导致他们 

的生意受到冲击。 

^ U j V I 絶 
. 卿 _ 
iCJiLI-JCrf 

余保凭（右起）与增江新花园商业区商家齐声呼吁吉隆坡市政局拆除1/32路与2/32路交界处的分 

界提，让驾驶人士能直接从甲洞路驶入2/32路。 

余保憑抨相關單位 

進行決策前無實地考察 
ro洞社区服务中心主任余保凭今日在当地 

〒商民陪同下巡视该路口时指出，2 /32路 

因设有银行和店铺而非常繁忙，且从吉隆坡和增江 

北区方向前来的道路使用者也经常通过该路口前往 

商业区，•直以来相安无事，更不曾被投诉。 

他补充，捷运工程承包商近期在提升该区路 

堤及加宽道路后，竟建设分界堤将该路口封起， 

导致驾驶人士无法再透过有关路口，直接驶人2/32 
路，不仅对民众构成不便，也大大打击商家生意。 

他说，许多驾驶人士和罗里司机为了贪方 

便，纷纷驶往1/32路与3/32路的交界处违例U转； 

惟当路旁泊满车辆时，驾驶人士就难以顺畅转弯， 

继而在该交界处形成瓶颈及导致塞车 

他抨击相关单位在进行任何决策前，没有进 

行实地考察及考量地方上的需求，直指封锁路口的 

举措已对当地民众带来极大困扰，并造成商家客源 

流失。 

为此，余保凭披露，他日前已就此事向市政 

局基本设施规划组主仟及副主任反映；而后者声称 

巳派员巡视，并将于明R (6R )开会讨论再做出 

决定 

无论如何，他希望有关气局尽快取消封路并 

恢复该路口的原状，否则不排除将号召当地商家进 

行抗议o 

阻礙羅里上下貨 
陳幹超（工業機器業者） 

擔心租戶打退堂鼓 
陳先生（ 5 9歲，店鋪業者） 

“路口被封， 

大大阻碍罗里进出 

上下货，6吨的重型 

罗里很难在1/32路与 

3/32路交界处U转， 

这对我们构成很大 

的困扰，也影响我 

们的生意。 

我 希 望 3 局 尽 

快开冋路口： ” 

“路口被封后，造成交通不 

便，加上路又窄，罗里都难以出入 

上下货了 

我的租户 R 前还在装修，仍 

不知道路口被封，担心他们在知道 

后，会打退堂鼓。 

此外，驾驶人士如今都在1/32 
路与3/32路交界处U转，导致我店前 

的车流量激增，且部分顾客也找不 

到路进来，将影响我们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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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隆 坡 市 

政局下令，从 7 

月10日起，吉隆 

坡批发公市商贩 

及工作人员需穿 

着制定颜色的制 

服。（档案照） 

10曰起實施隆批發公市販商須穿制服 
(八打灵再也5日讯）吉隆坡市政局宣缶， 

吉隆坡批发公市（ P a s a r B o r o n g K L )商贩须从
7 

月10日起，依所售物品种类穿上指定的青、红 

或蓝色制服： 

市政局今午在官方脸书专页上发布_ •则志 

期7月2 R的通告，阐明吉隆坡批发公市的商贩 

及工作人员必须于本月10日起，穿着指定颜色 

的制服，以方便识别，同时让公市更为整齐有 

序。 

违规者禁入公市 

配合上述新政策，售卖蔬菜的商贩和员 

必须穿上青色制服，水果商贩和员T需穿红 

色，而鱼贩和员工则需穿蓝色制服， 

气局重申，有关举措能避免不相关的人士 

在不相关的地区逗留；届时，所有没穿制服和 

携带工作相关证明的商贩和员T ,将被禁止进 

入该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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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濫用亂丟垃圾 K K ^ m m m M M ^ 

面收瞾 
路边的资源回收箱遭人滥用，当成垃圾站，连大型 

物品被弃在箱子旁，有碍市容。（照片取自CRC脸书） 

報道•蘇俐嬋 

( 八 打 灵 再 也 5 日 讯 ） 环 

保箱沦为垃圾站，路边的资源 

回收箱遭吉隆坡市政局拖走！ 

基于路边的资源冋收箱遭 

人滥用，变成投放垃圾的“垃圾 

站”，干扰公众（引起脏乱）， 

吉隆坡日前展开充公资源回收桶 

行动，拖走相关资源回收箱。 

吉隆坡市政局早前在怡保 

路、遮耐路（Jalan Jernai )及美乐 

华花园（Taman Melewar ) 一带展 

开相关行动，被充公的有关资源 

回收桶随后已被带往至吉隆坡市 

政局执法组的充公物品仓库单位 

之内a 

任何投诉，可致电吉隆坡 

市政局一站式热线（ 1 800 88 

3255 )。 

程天送：回收箱不是垃圾站 
pg亮慈善之家创办人兼主席拿督程天送指 

…出，回收箱不是垃圾站，市民切勿再乱 

弃垃圾。 

他说，民众胡乱把垃圾丢到资源回收箱的行 

为并非一朝一夕的问题，此举非常不负责任，严 

重破坏环保与回收的意义。 

他说，该组织在雪隆地区设置二百多个橙色 

的资源回收箱，主要是方便当地社区的民众投放 

回收物，如纸张、铝罐及旧衣服等。 

花费逾3000令吉处理垃圾 

程 天 送 ： 回 

收箱在行管令期间 

再遭人乱去垃圾， 

我们被迫花费超过 

3000令吉处理这些 

垃圾 

程天送接受本报记者的电访指出，在过去的 

行动管制令期间，该组织的回收箱再度面对民众 

乱丢垃圾的情况，导致他们必须耗资清理，花费 

超过3000令吉的费用处理这些垃圾，增加劳力与 

经济负担。 

“我们的团队每天都会清理回收箱，有的比 

较偏远的地方如万挠及巴生，则会一周清理1或2 

次。如果遍布垃圾，破坏市容，地方政府会采取对付行动，所以大家有 

责任互相合作，保持环境干净，我们也必须定期清理回收箱。” 

程天送表示，如果居民或商家有可用的大型回收物品，应该联络其 

团队上门回收，而不是贪图方便、不负责任地把不要的家具、电器、大 

型物件弃在回收箱旁。 

鼓励投报“垃圾虫” 

“我们会视市民所给的大型物品、回收物如纸张等物件来提供免费 

上门回收服务，对方也可以捐献10令吉，作为明亮之家学业助学金。” 

他鼓励大众如果发现有人乱丢垃圾，可向该团队投报。 

99 

慈善社群”每个 

星期都会清理回 

收箱内的物品 3 

次。（照片取自 

CRC脸书） 

•明亮之家 

在雪隆区各地设 

置两百多个回收 

箱，方便民众投 

放回收物。 

吉隆坡市政局早前针对导致脏乱问题的资源 

回收箱展开充公行动。 

. 

歡迎聯繫清理回收箱 
- 政 府 组 织 “ 再 循 环 慈 善 社 群 ” 

(Community Recycle For Charity, CRC ) 
负责人瓦蒂指出，她了解当局拆除与拖走回收箱是 

必须承担一定的费用，而为了避免这些负担，如果 

民众发现他们的资源回收箱必须尽快清理或有必要 

移开，则可以直接联系“再循环慈善社群”。 

瓦蒂表示，在过去10年，“再循环慈善社群” 

的目标宗旨始终如一，即服务社区与回馈社会，但 

他们面对的挑战是难以控制破坏行为，因此他们致 

力鼓吹醒觉运动，而其团队每周也清理回收箱3次。 

她指出，该团队每个月都会呈交物品收集报 

告给相关部门，并且紧密接洽，遵守地方政府的条 

贼偷物品身体卡在回收箱 

她披露，早前甚至有窃贼企图偷窃回收箱内 

的物品，结果该男子的身体被卡在回收箱，动弹不 

得。 

“基于回收箱最近出现遭破坏的问题，所以我 

们目前暂停上门回收服务，并专注回收箱的清理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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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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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
左
)
将
刟
双
校
鞋
移
 

(士拉央 5日讯）士拉央市 
议员余深恩送出660双白色校 
鞋，协助各族弱势及贫困家庭 
小学生作好准备重返校园。 

他指出，这批已在日前送出 
的白色校鞋，皆由吉隆坡怡保 
路一家洋货店报效。 

除了士拉央第12区内弱族小 
学生外，其他受惠者包括第20 
区平民及组屋内的巫印贫困家 
庭。 

協 家庭小學生 

余深恩送660雙校鞋 
余深恩透露，在660对白鞋 

当中，其中110对赠送给森美 
兰仁保县榕吉华小学生。这痤 
位於园岖内的小学共有 9 5学 
生，属於微型华小。 

此外，余深恩曰前联同甲洞 
逸福园福利组织赠送 4 8套双 

层铁床及床垫予获选的B40家 
庭，巴耶遮拉斯州议员凯鲁汀 
也受邀沿户协助安装。 

白鞋受惠单位为士拉央再也 
国小特殊班96双、斯里美拉蒂 
花园自闭症中心74双、甘榜士 
拉央班丹贫困家庭100双、轰 

� 余 深 恩 （ 右 ） 与 凯 鲁 汀 

(右 2 ) —起将安装完毕的 

铁床移交给弱势家庭。左为 

甲洞逸福园福利组织代表梁 

煌。 

埠甘榜国花贫困家庭 n o双、 
马当再也花园（双层）Bio家 
庭 s o双、马当再也花园（单 
层）贫困家庭60双、英达柏迈 
组屋B座30双、森美兰仁保县 
榕吉华小110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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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地牛糞污染環境 

牛售遊颳 
(巴生 5日讯）牛只闯入市区游荡，满地牛 

粪更影响市容和污染环境，居民怨声载道并 

在社交媒体抨击畜牧者任由牛只四处走动的行 

为！ 

• 粪 
牛也 
只严 
在重 

I I 
趴主見 

走 ° 

牛只问题已在巴生多个地区发生， 苴 

•
 

居 
民 
不 
)两 
制 

交 
通 
困 
扰 

9 

遍 
地 
牛 

其实， 
中 i绿林镇、武吉丁宜2区及加埔一带，以及目 
前的莎阿南也出现类似问题。 

畜牧业者在城区放牛羊是郊区发展所遗留问 
题，尤其业者执意搬迁，非法占用私人或保留 
地设立畜牧场，同时还在傍晚和早上时段随意 
放牛羊，给社区居民带来种种困扰。 

署名为“Ask Mee"的网民在面子书表达不满 

畜牧者随意放牛的行为，除了没在草原放牛而 
任它们吃垃圾，同时也影响当地交通，也呼吁 
莎阿南市政厅采取行动。 

社媒抨擊畜牧者 

该贴文引来不少居民共鸣，纷纷指牛只不仅 
制造交通问题，同时还在社区随意排放“黄 
金”，导致当地臭气熏天。 
'也，有网民将此7占文ii莎阿南市政厅及负责 

该区市议员，要求他们尽速采取行动，避免发 
生意外才来补救。 

此外，莎阿南市政厅公关主任沙林接受询问 
时指出，官员侦查到一些牛群的主人，也确实 
随意放牛而任由牛只到处走动。 

他指出，市政厅将劝告主人们必须负责任， 
否则就会采取严厉的行动，包括捕捉所有牛 
羊。 

° “取缔行动将包括实达阿南区的投诉，维护 
社区安宁与居民安全是市政厅考量的首要因 
主 ” 

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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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度過危機 

阿茲敏： 
(新山

5
日讯）高级政务部长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说，首相丹斯里 

慕尤丁让国家顺利度过政治、 

经济和公共卫生危机，有条件 

随时举行全国大选。 

“下一届大选可能是今年、 

也可能是明年，重要是大家要 

做好充份准备，团结一致应战 

选举。“ 

+阿°兹敏阿里昨晚出席国家社 

区动力（ P K N ) 柔佛州分会举办 

亲善晚宴，致词时这么指出。 

他说，尽管新冠肺炎（冠状 

病毒疾病）疫情带来冲击，但 

情况已逐步放缓，政府也致力 

振兴经济，让各族获益。 

阿兹敏也嘲讽某领导人领导 

国家22年，却无法解决各种问 

题，到现在还在争议谁担任下 

一任首相。 

出席者°包括柔佛州务大臣拿 

督哈斯尼及柔州团结、商贸及 

消费人事务委员会主席张发 

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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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三甲得主与嘉宾们；雅思敏（左起） 

拿督斯里阿米鲁丁、丹尼尔、賽夫和阿米尔。 

班丹英达州议员依茲汉、雪州大臣 

“SMG Water You Doing” 漫畫大賽 

作品獲數千留言點 
魅 

(吉隆坡
5
日讯，)，"SMG 

Water You Doing，， 连 环 

漫画大赛促进网民讨论护 

河话题，120多幅漫画作品 

获得数千人留言、点赞和 

分享，反)^热烈。 

这场比赛由 L a n d a s a n 

Lumayan 私人有限公司 

( L L S B ) 举办，规定参赛 

者需按照以下其中一个 

主题作画，即“不要污 

染河流” (S t o p River 

Pollution)、 “成为河 

流守护者” （Be A River 

Guardian )或‘‘洁净河 

流，我们的未来” (Clean 

River, Our Future) 0 

比赛旨在鼓励大马人在 

行动管制令期间，反思河 

流现状，并展示该如何成 

为一名更负责任的河流守 

护者，以造福子孙后代。 

同时，呼吁公众继续保 

持河流洁净，民众和企业 

必须主动接触、讨论和参 

与，确保自净的河流不会 

比以前受到更严重的污 

f̂C o 

提高保護河流意識 

在4月1日至5月15日期 

间，主办单位收到120多份 

标 注 #SMGWaterYouDoing 的 

连环漫画，这些漫画之后 

交由公众投票，以选出他 

们属意的作品。 
Landasan Lumayan 私人 

有限公司董事经理赛夫指 

出，河流很容易成为不负 

责任的公民及企业的垃圾 

场，该公司会继续策划有 

趣的活动来提高人们对保 

护河流的意识。 

“自从疫情爆发以来， 

我们一直在河流发现新的 

垃圾，例如口罩、即用即 

弃手套及搓手液瓶子。随 

著外卖次数越来越多，我 

们也在河里发现大量餐饮 

容器。” 

得獎者名單 

冠军：丹尼尔（22岁） 

亚军：雅思敏（20岁） 

季军：阿米尔（2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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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 不 同 S U M ) 
阿茲敏促中央與州政府協調 

(新山 5日讯）高级 

政务部长（国际贸易及 

工业部）拿督斯里阿兹 

敏阿里说，复工初期， 

工商业领域因中央政府 

和 各 州 地 方 政 府 的 标 

准作业程序（ S O P ) 各 

异，而对工业运作造成 

困扰。 

他透露，不少工商界业者向他反 
映，中央和州及地方政府应协调， 
统 一 SOP� 

他举例，一些工业领域的总公司 
是位于吉隆坡，它必须供应到其他 
州属分公司，但因不同的标准作业 
程序，影响他们的运作。 

阿兹敏阿里今早前往努沙再也 

科技园巡视第一精美（ D A I - I C H 1 
SEIKO)(马）有限公司的复工情况 

后，这么说。 

曰本工程師無法入境 

他说，尽管如此，上述公司已 
100%恢复运作，且有高达70°�的员工 

为本地人。 

他说，该公司也不断提升员工技 
能，包括派送到日本接受培训。 

他指出，因行动管制令限制，该 
公司的日本工程师无法入境大马安 
装新设备，曾接受培训的本地工程 
师派上场，在通过网络指导下，完 
成组装设备工作。 

他说，大马投资发展局也拟定策 

略以引人更多的高科技工业，而非 
必须长期依赖外劳的工业。 

针对中美贸易战，他认为，我国 
具备条件成为亚洲的中转站，如柔 
佛州就拥有3个港口。 

出席者包括第一精美（马）有限 
公司总经理锺丽娟及柔州总警长拿 
督阿育甘等。 

锺丽娟（右）向阿茲敏阿里（左2)汇报公司的复工情况，左起为阿育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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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 5日讯 |由青年组织 

召开的模拟国会会议的「数码国 

会」(PARLIMEN DIGITAL )参与 

者被警方传召问话，该组织秘书 

处则促请警方直接联系主办单位 

秘书处以获取详情。 

「数码国会」秘书处今曰发 

表文告指，一些身份未明的警察 

已接洽了参与者。 

一些参与者在没有律师代表 

的情况下，被警方传召问话，一些 

人则是受邀到外进行非正式谈话。 

「所有参与者，当局是根据 

他们的个人资历进行挑选，与政 

治倾向或其他因素无关。我们促 

请警方向我们筹委会联系，以获 

得任何详情或任何澄清。」 

文告指出，数码国会是由 

非政党青年组织，即大马挑战 

者（Challenger )、民主人民联 

盟 ( L i g a Rakyat Demokratk)禾口 

Undi l8所举办，会议是通过视像 

会议的技术模拟国会会议。 

文告说，作为渴望为国家带 

来改变的的年轻人，他们已从这 

次的经验中吸取经验，希望未来 

能提早与警方接洽，消除他们的 

任何疑虑，也希望能邀请警校青 

年来参与将来的活动。 

「我们感谢献议协助和支持 

我们旳各界人士，无论如何，我 

们作为筹委会将努力确保数码国 

会平台的中立。我们希望目前或 

未来的参与者的精神仍高昂。」 

文告强调，数码国会是一个 

安全空间，让年轻人不分背景的 

辩论影响青年的课题，并提出打 

造更好马来西亚的方法。 

文告表示，在召开数码国 

会前，出席者已会见一些重要政 

治领袖、正副部长和国州议员， 

这包括前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兹 

莎、旅游部长拿督斯里南希苏克 

里、首相署部长（经济事务）拿 

督斯里慕斯达法、下议院议长丹 

斯里阿里夫、副议长倪可敏、前 

教育部长马智礼、前妇女部副部 

长杨巧双以及岑东埔国会议员努 

鲁依莎等。 

为期两天的会议，222名大马 

青年讨论了有关新冠肺炎的退场策 

略，其中年轻人将能够成为新常态 

的模范，以及年轻人为新经济的推 

动力，并争取为所有人提供教育。 

文告指出，昨日的会议通过 

一项动议，即会议相信政府必须 

推出一项专属年轻人的振兴经济 

配套。会议也通过另一项动议， 

即我国教育体制必须为新冠肺炎 e 
M 

危机准备防范计划。 K 

警传召数码国会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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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盟没有破坏国家 

阿兹敏阿里说，尽管新冠肺 

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带来冲击，但 

在推行经济振兴配套下，情况正 

逐步改善，让各族人民受惠。 

他以不点名方式揶揄，有人 

已领导国家22年，不但无法解决 

国家所面对的种种问题，至今依 

然在争议由谁担任首相。 

他强调，国盟政府并非要破 

坏这个国家，而是为国家吸引更 

多外资，促进国家繁荣， 终惠 

及全民。 

阿茲敏阿里 ® 
囯际贸易与工业高级部长 

新山 5曰訊 |国际 

贸易与工业部高级部长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认 

为，在首相丹斯里慕尤 

丁领导下，国盟政府逐 

渐度过政治、经济与公 

I 共卫生危机，确实有条 

件随时举行全国大选的 

^ 可能。 

「来届大选有可 

能在今年或明年，但无 

论如何，大家务必做好 

准备，团结一致备战大 

选
0
 J 

阿兹敏阿里昨晚受 

邀出席国家社区动力柔 

州分会主办的亲善晚宴 

上，如是表示。出席者 

包括房屋与地方政府部 

长祖莱达、国家社区动 

力柔州分会主席兼国会 

下议院副议长莫哈末拉 

昔及柔佛团结、国内贸 

易及消费事务行政议员 

张发虎等。 

Page 1 of 1

06 Jul 2020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85,616 • Page: A7
Printed Size: 223.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2,607.38 • Item ID: MY004029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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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i f i ® 2020 年 7 月 6 日•星期一 

报道 

全 球 3 © 
管控令第 

指示不明确怕遭取缔 

包服务 

业者纷纷表示，酒楼原是经营聚餐生意， 

如今疫情之下，有关业务肖然受影响，不过， 

若一张桌位可容纳 1 0人，还是足以给业者带 

来更多生意。 

《南洋商报》记者今日走访巴生多家酒楼 

发现，业者仍不敢放宽 1 0人一桌的措施，除 

. . 林秀芳 

(巴生 5日讯）鉴于早前政府宣布一张 

餐桌获准容纳 1 0人指示不明确，巴生 
凡一进酒楼用餐，食客都受促登记、测量体温及使用搓手液 

多家近期开业酒楼者持续遵守餐桌之间 

2米举例，以及同桌人与人之间 1米距 

离营业，业者盼当局给予更明确说明， 

避免他们遭取缔。 

一向以宴席为主要业务的洒楼，在疫情冲 

击 之 下 ， 有 者 因 撑 不 下 而 宣 布 暂 停 营 业 ， 不 

过 ， 在 堂 食 开 放 后 ， 巴 生 部 分 酒 楼 也 重 新 开 

业，主要提供旱餐点心、午餐、晚餐，甚至打 

了丨丨：桌子之间保持2米距离之外，也会让餐桌 

食客之间有 1米的社交距离，相比之下，吉隆 

坡及八打灵再也等大城市的餐馆的餐桌食客之 

间巳没有如此距离要求了 

业者也指出，新常态之下，酒楼始终无法 

接获过去大型宴席的业务，如今只能通过各方 

面降低成本方式’尤其租金、减少员丁、 R 常 

开销等’以继续经营下去二 

。 辉 煌 大 酒 楼 发 言 人 

依旧一桌人数减半 
辉 煌 大 酒 楼 早 在 6 月 5 日 

重 新 开 业 ， 主 要 按 餐 馆 标 准 

作 业 程 序 开 启 ， 就 算 当 局 一 

度 宣 布 一 张 餐 桌 可 坐 1 0 人 ’ 

惟 ， 我 们 仍 严 格 遵 守 餐 桌 人 

数减半措施。 

我们跟足程序作业，包括 

使 用 二 维 码 登 记 食 客 进 入 记 

录、提供搓手液等，借此 i l : 
食客安心光顾 

酒楼并非当局宣布餐桌可 

坐 1 0 人 后 才 决 定 开 业 的 ， 而 

是 于 6 月 初 就 一 旱 开 业 了 ， 

而 且 也 没 有 W 为 当 局 的 宣 布 

修正桌位人数。 

海天楼大酒家业者參叶万平 

小桌5人大桌8人 
在考量业务持续经营及员工生计等，本身经过 

与 各 方 商 时 降 低 成 本 后 ， 也 看 俏 “ 人 不 做 我 来 做 ” 

的市场下，盼重开酒楼来维持经营。 

4
1
•前因政府不允许堂食，洒楼业者就根本无法 

开业，如今在遵守标准作业程序下可经营堂食服务 

后’我们便于 5月 1 5日重新开业，以期吸引一些熟 

客上门光顾。 

起初前来光顾者不多，主要原因是大家仍担心 

距离限制问题，后来国防部部长宣布允许 1 0人一桌 

后，确实有助于鼓励更多消费者上门用餐。 

不过，当局在有关指示上不够明确，以致巴生 

多家重新开业的 f F ! 楼始终只能依据原先指示，即每 

张 餐 桌 之 间 距 离 2 米 ， 用 餐 者 之 间 则 保 持 1 米 距 

离，换言之，我们小桌只能容纳 4、 5人，大桌最多 

也只能容纳 8人而已。 

疫情冲击之下，酒楼暂时仍无法恢复大型宴席 

业务，就算当局允许招呼 2 5 0人的宴席活动，但却 

始终无法满足会馆、社 I才丨及神庙等活动需求，闽此 

也 导 致 巴 生 大 多 数 楼 持 续 选 择 暂 停 营 业 。 

市场里寻出路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好另一个角度思考，即 

在大家都不做的市场里寻找出路，中•竟 f f l楼还是需 

要保障员工生计，让他们有丁作可开的。 

坦白说，现在对 f f l 楼而言是没办法赚钱的，只 

是在获得业主同意减低租金，与供应商商付及减少 

部分员工的情况下，才能丨丨：、濟楼得以获空间维系经 

营而巳。 

实际上，我们是在今年农历新年后，在察觉行 

情不佳的情况下，就开始减少员工人数，大约 2 0 % 

之间。 

随着堂食开放后，酒楼也开始经营早、午及晚餐的服务，以期让生意能够继续经营 

卫星市金龙园冷气大酒家东主參李桂明 

政策反复难执行 

保持 2米举例 

减半：丨 

每张桌子的人数 

1 0 人 一 桌 政 策 反 复 不 定 ， 

以致洒楼业者不敢随意执行，同 

时也担心州政府、地方政府及国 

家安仝理事会指示不“，以致最 

终 招 来 严 惩 � 

同防部长当天宣布餐桌可容 

纳 1 0 人 的 说 辞 后 ， 卫 生 部 隔 天 

乂表明一张桌子只能容纳 5人， 

相对，雪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也有 

不同的指示，丨丨：业者不知所措。 

我们酒楼经过转型后，于 6 

月 2 4 日 重 开 ， 同 样 提 供 餐 饮 业 

服务，包括给予打包，然而，鉴 

于政府在餐桌指示不明确，我们 

只好采取保守作业方式，一切遵 

守标准作业程序，包括桌子之间 

避免违法也保障顾客 

我 们 把 每 张 桌 子 的 人 数 减 

半，比如 1 5人桌’只容纳 7、 8 

人，丨丨：同桌用餐者之间泞能够保 

持距离，一来避免违反标准作业 

程序，二来也可借此保障顾客健 

康安全。 

既然顾客信任我们的经营， 

愿意前来用餐，我们也要给他们 

建 立 信 心 ， 包 括 为 整 个 餐 馆 消 

毒、提供搓手液、提供热水和钳 

夹让顾客消毒餐具，员工戴口罩 

招 待 等 � 

我 们 暂 时 也 没 接 待 宴 席 活 

动，如今通过堂食和打包也仅仅 

能 维 持 经 营 ， 借 此 保 障 员 丁 饭 

碗 ， 让 他 们 能 继 续 开 工 及 有 收 

人：’ 

0前，木区前来堂食者以印 

裔同胞居多，相对华裔消费者尚 

未做好外出用餐准备。 

m 
，亡~、 

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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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江新花園商業區路口被封 

駕車族非法 u 轉交通 i 
(八打灵再也5日讯）甲洞路 

转往增江新花园商业区2/32路的 

路•在无预警下被封后，不少 

驾车人士为图便利而在1/32路与 

3 / 3 2路交界处非法U转，令当地 

交通陷入混乱，附近商家更是生 

意受挫，盼吉隆坡市政局可重开 

有关路•。 

据知，多年来，有关路•是从 

甲洞路驶来的驾驶者左转进入 

2/32路的必经之路，但因捷运第 

二路线工程展开并提升周边路堤 

后，承包商早前突在有关交界处 

建起分界堤，禁止车辆直接转 

•余保凭（右起）与增江新花园商业区商家促市政局解封 

1 / 3 2 路与 2 / 3 2 路交界处的分界提，让驾驶人士可直接从甲洞 

路驶入 2 / 3 2路。 

入。 

此举造成本欲前往2/32路的驾 

.驶者须绕远路进入后方的商业 

区。因此，不少车主甘脆在1/32 
路与 3 / 3 2路交界处非法U转，造 

成该处交通混乱。与此同时， 

1/32路商店前的小路也因车流量 

大增，加上道路窄小及路旁又泊 

有车辆，影响了重型罗里卸货及 

商家的生意受到影响。 

甲洞社区服务中心主任余保凭 

在当地商民陪同下前往巡视后提 

到，2/32路因设有银行和商业店 

铺而相当繁忙，从吉隆坡和增江 

北区方向前来的使用者，常取道 

该路•前往商业区。 

他说，有关路•突然被封后， 

许多驾驶人士和罗里司机为贪方 

便，纷纷驶往 1 / 3 2路与 3 / 3 2路的 

交界处违例U转；惟当路旁泊满 

车辆时，驾驶人士就难以顺畅转 

弯，继而令导致塞车问题。 

他早前已就此事向市政局基本 

设施规划组主任及副主任反映； 

而后者声称已派员前往巡视，并 

会在本周开会讨论再做决定。 

他希望，有关当局尽快取消 

封路并恢复原状，否则不排除 

号召当地商家展开和平纠察。 

(T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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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兹 敏 ： 国 盟 逐 渐 度 过 危 机 

$雄明年Q能大逸 
(新山5日讯）国际 

贸易与工业部高级部 

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 

里指出：“来届大选有 

可能在今年或可能在 

明年举行。" 

他认为在首相丹斯里慕 

尤丁领导下，国盟政府逐渐 

度过政治、经济与公共卫生 

危机，确实有条件随时举行 

全国大选的可能。 

“来届大选有可能在今 

年或可能在明年，但无论如 

何，大家务必做好准备，团 

结一致备战大选。” 

阿兹敏阿里昨晚受邀出 

席国家社区动力柔州分会主 

办的亲善晚宴上，如是表 

不 o 

阿兹敏阿里说，尽管新 

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带来 

冲击，但在推行经济振兴配 

套下，情况正逐步改善’让 

各族人民受惠。 

他也以不点名方式揶 

揄 ’ 有 人 已 领 导 国 家 2 2 

年，不但无法解决国家所面 

对的种种问题，至今依然在 

争议由谁担任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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