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lang: Polis sedang
memburu seorang pe-
mandu sebuah kereta
Hyundai berwarna putih
yang memandu mela-
wan arus dari Jalan Me-
ru, Batu 5 berhadapan
McDonald’s Klang Sen-
tral, semalam.
Ketua Polis Daerah

Klang Utara, Asisten Ko-
misioner Nurulhuda
Mohd Salleh berkata, pe-
mandu terbabit dikesan
bagi melengkapkan sia-
satan kejadian kira-kira
jam 10.50 malam itu.
“Kira-kira jam 12 te-

ngah hari tadi (sema-

lam), polis mendapati
satu video yang berdu-
rasi satu minit 30 saat
yang diviralkan oleh pe-
milik Facebook, Moham-
madKhusyairie di dalam
group Meru Food Chan-
nel semalam.
“Video terbabit me-

nunjukkan sebuah kere-
ta (nombor tidak pasti)
yang memandu mela-
wan arus dan memba-
hayakan kepada penggu-
na jalan raya lain dari
Jalan Meru Batu 5 dari
Simpang 3 Jalan Haji Ab-
dul menghala ke Bukit
Raja,” katanya.

Cari pemandu bawa
kereta lawan arus

RAKAMAN video kereta yang dipandu melawan a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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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ggi ini. Bagai-
manapun, kita 
tidak halang se-
kiranya sekolah 
ada bajet sendiri 
untuk membeli-
nya,” katanya 
ketika dihubungi 
Sinar Harian di 
sini semalam.

Sebelum ini, 
Presiden Ikatan Guru-Guru 
Muslim Malaysia (iGuru) 
berpandangan penggunaan 
alat pengimbas haba infra-
merah akan mengelakkan 
tugas hakiki guru sekolah 
terganggu.

Presiden iGuru, Mohd 
Azizee Hasan berkata, 
penggunaan alat pengim-

bas suhu digital biasa me-
merlukan guru untuk me-
mantau tugas saringan suhu 
badan murid yang dilaku-
kan pengawal keselamatan.

Sementara itu, menge-
nai prosedur operasi stan-
dard (SOP) di Sekolah Me-
nengah Kebangsaan (SMK) 
Meru iaitu sekolah yang 
mempunyai kepadatan pel-
ajar yang tinggi di negara 
ini, Izmi berkata, pelbagai 
langkah akan diambil oleh 
pihak sekolah dan jabatan 
dalam memastikan kelanca-
ran ketika pembukaannya 
kelak.

“SMK Meru akan me-
nyediakan 20 kaunter untuk 
ambil suhu pelajar. Seramai 

2,000 pelajar bagi satu sesi 
dan purata satu kaunter un-
tuk 100 pelajar.

“Setakat ini perancang-
an yang diambil amat rapi. 
Semua ini kita akan lihat 
pada 15 Julai nanti,” kata-
nya.

Tiada halangan sekolah, 
PIBG beli sendiri

Jabatan Pendidikan 
Selangor hanya 

bekalkan alat 
pengimbas suhu 

biasa untuk sekolah
Oleh MUHAMMAD 

AMINNURALIFF

Jabatan Pendidik-
an Negeri Selangor 
(JPNS) tidak mem-
punyai halangan 

untuk pihak sekolah atau 
Persatuan Ibu Bapa dan 
Guru (PIBG) membeli 
pengimbas haba inframe-
rah mengguna-
kan dana sen-
diri.

Pengarahnya, 
Izmi Ismail ba-
gaimanapun ber-
kata, buat masa 
ini hanya peng-
imbas haba yang 
biasa dibekalkan 
di sekolah-seko-
lah.

“Buat masa ini di setiap 
sekolah kita bekalkan 
pengimbas haba biasa dan 
bukannya jenis yang ber-
teknologi tinggi disebab-
kan kos yang mahal.

“Saya melihat tidak ada 
satu keperluan mendesak 
untuk mendapatkan peng-
imbas haba berteknologi 

Guru melakukan pemeriksaan suhu badan pelajar sebelum membenarkan mereka memasuki kelas 
masing-masing di SMK Gombak Setia, Selangor baru-baru ini.

SHAH ALAM

FOTO: BERNAMA 

IZ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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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tar Exclusive 

Globally,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debris largely 
becomes wasted wealth, 
ending up in landfills and 

illegal dumpsites. 
However, local and 

European experts are 
of the view that with 

proper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legislation, these 

valuable scraps can 
contribute greatly to 

a circular economy 
and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hopes 
to capitalise on 

them. >2&3 

HM 

Page 1 of 3

08 Jul 2020
The Star, Malaysia

Author: Sheila Sri Priya • Section: Metro • Audience : -1 • Page: 1TO3
Printed Size: 1930.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97,130.00 • Item ID: MY004032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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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METRO, WEDNESDAY 8 JULY 2020 Events

Construction waste which is of ten discarded is an untapped resource. - Filepic 

By SHEILA SRI PRIYA 
sheilsripriya@thestar.com.my 

WHILE everyone is familiar with 
the regular recyclable materials and 
innumerable people are practising 
upcyding, little is known about recy-
cling construction waste. 

Not only is it an untapped 
resource by sending it to the landfill, 
some of the waste end up in illegal 
dumpsites.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sees the potential of construction 
debris to be recycled and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a circular economy. 

Circular economy is touted 
by experts as the current way for-
ward, whereby all innovations or 
objects created have a life cycle i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environ-
ment. 

And MBPJ is taking the lead with 
its efforts to turn Petaling Jaya into a 
circular city by promoting green liv-
ing among its stakeholders. 

The city council has identified 
five areas in its jurisdiction for 
changes, including recycling of con-
struction waste. 

To get the ball rolling, MBPJ 
held a webinar session with 
Iskandar Regional Authority and 
experts from several European 
establishments, such as Sapienza 
University of Rome, Amsterdam 
Smart City, the Circular Economy 
Club, Cities at Circular Economy 
and the IUC Asia team, where the 
need for a circular economy for con-
struction waste was comprehensive-
ly addressed. 

StarMetro looks at how this is 
tackled in the country and by some 
European bodies. 

Experts: Concrete, 
bricks can be reused 
MBPJ gets ideas from Europe's experience 
to recycle debris from demolished buildings 
u 
Ten million tonnes of 
construction waste are produced 
each year in the country. 

Lee Lih Shyan 

Building waste in Malaysia 
It is estimated that 10 million 

tonnes of construction waste is pro-
duced each year in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MBPJ Solid Waste 
Management and Public Cleansing 
Department director Lee Lih Shyan. 

"There are three main concerns 
pertaining to construction waste. 

"The first is that such scraps are 
heavy and incur high handling 
costs. 

"Secondly, illegal dumping of this 

waste type happens rampantly 
because there is no proper system 
in place. There are fewer than five 
inert landfills in the country, 

"Thirdly, recycling or reusing con-
struction waste in the country is 
low due to market constraints and 
viability. 

"There is a lack of supporting 
schemes for the usage of the recy-
cled materials," he added. 

Lee said that local authorities in 
the country faced many challenges 
when it came to illegal dumping. 

MBPJ, he said, implemented its 
share of rules and regulations by 
making it mandatory for building 
owners to engage with city council 
contractors to dispose of construc-
tion waste. 

The city council required Green 
Building accreditation for planning 
approval, he said, adding that inte-
grated building systems was a con-
dition for construction. 

It was also mandatory for at least 
60% of the construction materials to 
be locally sourced, said Lee. 

Scenario in Europe 
One-third of global waste consists 

of con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debris, according to Patrick Maurelli 
from Sapienza University in Rome 
during the webinar. 

"The buildings are responsible for 
global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with much of their life cycle 
impacts coming from material 
sources and supply ch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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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dder of circularity 

Refuse: Make a product redundant. 
Rethink: Make product use more 

intensive by sharing the product with 
more people or by using the product in 

several different way. 
Reduce: Use fewer raw materials and less 

energy for the same product. 
Reuse: Reuse of discarded, functioning 

product in the same function by a different 
user. 

Source: 
Presented by 
International 
liaison working 
for Amsterdam 
Smart City, 
Cornelia Dinca, 

Repair: Repair defective products so that the 
original function is preserved. 

Refurbish: Refurbish old products to make 
them suitable for new use. 
Refabricate: Reuse functioning components of 

the product to make comparable products. 
Repurpose: Reuse the product or components 

thereof in a new product with a different function. 
Recycle: Reuse the materials of the product for 

application in new products. 

T Recover: Incinerate the 
materials with energy recovery. TheStOTgraphics 

^^sssasm 

um-enterpnses (SME) 

•sassssssfssss. 

<® Awareness c a n o n s 

demolition waste 

"In Europe, construction demoli-
tion waste (CDW) was 374 million 
tonnes in the EU in 2016, excluding 
excavated soil. 

"The EU countries are, however, 
on track to meet the 70% recovery 
target by 2030, with most countries 
exceeding the target," said Maurelli. 

Based on research, about 70% of 
CDW was reused and recycled in the 
EU. 

The CDW occurs during the build-
ing and demolition phases. 

To bring the buildings into the cir-
cular economy, the local councils 
can do their share by focusing on 
prevention through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s. 

The experts said that preparation 
for reuse of materials by having 
on-site reuse solutions and policies 
was also key. 

"The materials should be recycled 
through the secondary raw materi-
als market and other innovative 
recycling technologies and plants. 

"Ultimately the focus should be on 
avoiding or minimising disposal of 
construction materials," said 
Maurelli. 

International liaison of 
Amsterdam Smart City, Cornelia 
Dinca suggested that transition 
towards circular economy be done 
through joint ventures. 

"Starting 2022, all new urban and 
public space designs in Amsterdam 
will be based on circular criteria. 

"This will include the use of sus-
tainable materials and possibility. 

"The built environment must also 
meet the ever-changing needs of 
the public," she said. 

Success stories 
Maurelli cited cases of demolition 

of towers whereby 95% of the waste 
was recovered for recycling. 

He said after the UAP Tower in 
Lyon, France was demolished, it was 
replaced with a taller and more 

modern structure, while two towers 
in Glasgow, Scotland were disman-
tled without the use of explosive. 

Green public procurement (GPP), 
where public use their purchasing 
power to buy environmental-
ly-friendly goods, he highlighted, 
was a driver in incorporation of 
recycled materials and other circu-
lar values among the public. 

"This could impact positively the 
demand and foster efficient man-
agement of construction and demo-
lition waste." 

Maurelli emphasised that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was the 
answer to solve critical issues per-
taining to CDW. 

As many of the material? from the 
demolition and renovation works 
were not suitable for reuse or high-
grade recycling, there was a need 
for innovative design and selective 
demolition, he noted. 

"The hazardous components 
in construction have to be avoided." 

He said there was a need for 
investment and incentives provided 
to the material recycling plants and 
technologies. 

"There is a need to increase users' 
trust in the quality of materials 
from the CDW. • 

"Sometimes the CDW volume 
reduction is hindered by trends in 
the construction sector," he said. 

Dinca said timber could reduce 
carbon dioxide (Co2) emission from 
the built environment. 

"Wood is considered a sustaina-
ble building material because it 
retained Co2. 

"The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do not cause as much pollution as 
concrete." 

Amsterdam city in the coming 
years will replace the hundreds of 
kilometres of canal banks in 
Rechtboomssloot with new circular 
concrete and maintained using 
emission-free vehicles and equip-
ment," she added. 

By 2025, said Dinca, 50% of all 
renovations and building mainte-
nance in Amsterdam would follow 
the process of circular construction. 

"Among the buildings will be the 
social and private housing stock, 
public real estates and schools," s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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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COUNTER 
MBPJ's mobile EZ-Pay counters 
will operate from 10am to 3pm at 
four locations for July and August. 
They are at Sri Damansara SD2/1G 
(July 11-12; Aug 15-16), Taman 
Megah (July 18-19; Aug 22-23) 
and Kelana Jaya Jalan SS6 (July 
25-26; Aug 29-30), Sri Damansara 
SD 12/1 (Aug 8-9). For details, call 
03-7956 3544 ext 101 / 103 / 
104 / 106 / 109 or visit mbpj.gov. 
my 

Page 1 of 1

08 Jul 2020
The Star,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 Audience : -1 • Page: 2
Printed Size: 25.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600.00 • Item ID: MY0040322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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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mpleks Kolam 
Renang will be closed from July 1 
until Aug 31 for maintenance 
works to replace faulty water 
tanks. For details call 
03-79601216/1219/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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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SJ LIBRARIES 
Books can be borrowed from 
MPSJ's libraries via phon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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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rkula-
s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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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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ING
FOR MONDAY
SITTING

A woman undergoing Covid-19 swab test in preparation for the Selangor Legislative
Assembly sitting, which will commence on Monday, in Shah Alam yesterday. About 700
people comprising state assemblymen,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media personnel were
involved in the screening. BERNAMA PIC

Page 1 of 1

08 Jul 2020
New Straits Time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Local News • Audience : -1 • Page: 4
Printed Size: 307.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0,582.55 • Item ID: MY0040322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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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
訪
 

5 我 

曰 

須 

病 
蹄 
檢 

尽管我国冠病疫情已受到控制， 

但雪州政府为确保州议员、官员及媒 

体的健康安全着想，要求前往出席或 

小W 采访第十三届第三季第二次州议会会 

议的成员一同接受冠病筛检。 

雪州政府安排在州议会各开的前5 

天，即今曰为出席州议会的700名州议 

员、官员及媒体工作者前往雪州大厦 

接受冠病筛检。 

/ / r 我及几名被派往雪州议会的同事 

也不例外，今日分别前往雪州大厦接 

^ 受冠病筛检。 

今早抵达雪州大厦后，只见医务 

^ 人员及工作人员已准备就绪，大厅已 

排满椅子让等候秩序的州议员、官员 

及媒体工作者坐着等候。 

我和一同前往采访的同行在等 

候一会儿后，就轮到我们接受冠病筛 

检。工作人员先为我们测量体温，后再填写 

资料，才进行筛检。 

由于这次采用的是鼻咽及喉咙双拭筛 

检，医务人员先将棉花签插入鼻咽深处，再 

利用另一支棉花签插入喉咙，整个过程快 

速，只是当棉花签插入鼻咽时，会感到不 

适。 

无论如何，虽然接受冠病筛检的时候， 

难免会出现不适，但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冠 

病筛检是必须的步骤。 

州议会召开前的冠病筛检，不仅能让 

出席的州议员、官员及媒体工作者能更 

加安心出席州议会及安心工作，尤其 

是在冠病疫情仍未退去之时，必须做 

好一切的预防工作，不要成为下一个 

感染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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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 7日讯）乌鲁冷岳 

县9个原住民村落经过原住民发 

展局（JAKOA )协助下，获州 

政府拨款7万2000令吉来为各个 

村落购买得50张桌子及150张椅 

T-： 

据了解，9个原住民村落 

里，其屮5个村落坐落在杜顺大 

区，另外4个村落是在士毛月 

区_ 

雪州行政议员兼加影州议 

员丨午来贤今早在乌冷甘榜瓜拉 

旁顺(Kuala Pangsun )移交这 
批桌椅，同时捐赠物资给有需 

要的原住民： 

他说，州政府与原住民发 

展局配合，为州内的原住民提 

供帮助，包括道路建设等。 

州政府拨款 

提供6千户物资 
他表示，州政府去年成立 

原住民委员会，每年拨款50万 

令吉为原住民村落增建基设及 

許來賢：可辦更多活動 

移交桌椅給9原住民村 

提供物资的需要，由于该委员会隶属雪州 

环境绿色丁艺、科学工艺、革新及消费人 

事务部，他希望有关拨款在未来可以增至 

100万令吉， 

他披露，在行管令期间，州政府也 

有拨款为6000个原住民家庭提供物资，使 

原住民在这期间得到帮助。 

许 来 贤 

(中）将物资 

移交给原住民 

村落代表。左 

一起为林金瑛 

及拿督哈沙努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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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人聚集雪政府大廈 

篩檢冠病 
( 沙 亚 南 7 日 讯 ） 配 合 下 周 

一召开的第十四届第三季第二次 

的雪州议会，雪州政府今日安排 

700名所有出席的行政议员、州 

议员、官员及媒体工作者前往雪 

州政府大厦大厅接受冠病筛检。 

冠病筛检是从今日早上9时至下 

午1时在雪州政府大厦大厅进行，雪 

州大臣、行政议员及州议员安排在 

雪州政府大厦议会厅旁的 @属大厦 

(Bangunan Annex )前接受冠病筛 

检，官员及媒体工作者则在大庁接受 

冠病筛检接受冠病筛检人士今早 -

大早就排队等候，他们在测量体温及 

填表格后，逐一接受鼻咽与喉咙双拭 

芾检。 

雪州大臣拿督里斯阿米鲁丁于今 

日早上10时抵达雪州大厦议会厅旁的 

附属大厦，并接受冠病筛检。 

- -

r V 

医务人员为阿米鲁丁（坐者）进行冠病筛检’左一为 

黄瑞林。 

黃瑞林：篩檢報告週四出爐 

_州议长黄瑞林对媒体表示，雪州政府将 

=严格遵守标准作业程序，为来临的州议 

会会议做好准备，包括安排提早于今日为出席的 

州议员、官员及媒体T.作者接受冠病筛检。 

“冠病筛检报告将于2天后，即星期四出 

炉 0 “ 

他说，在会议期间，所有出席的州议员、官 

员及媒体在进人议会厅前，必须扫描填写个人资 

料及接受体温检测，确定他们的正常体温后，才 

能进人议会厅。 

官员勘察确保座位符社距 

“另外，雪州卫生局官员早前已实地勘察 

后，确认议会厅内的州议员座位安排已符合社交 

距离标准，州议员及州议员座位之间超过1公尺， 

因此可以维持原状，无需另作调整。” 

他说，媒体席会保持原状，且必须维持社交 

距离他也说，雪州卫生局对雪州政府的安排感 

到满意。 

“至于膳食方面，为减少肢体接触，州政府 

将取消早餐部分，仅以饭盒方式提供午餐给出席 

州议会的州议员、官员及媒体工作者。” 

他说，出席州议会者仍能在食堂用餐，但必 

须保持社交距离a 

周一开会提议委副议长 

黄瑞林表示，下周-•召开的州议会将提议委 

任副议长，并在州议员附议后，就能马上委任副 

议长。 

“我们会在几个副议长人选当中，选出高票 

者担任副议长一职Q ” 

他说，前副议长兼士文达州议员达罗雅已辞 

职，且目前已归还官车。据悉，公正党妇女组原 

任主席哈尼扎遭开除后，她预计将在这几天辞去 

雪州行政议员一职。 

1.官员及媒体工作者分成3组，等 

候接受冠病筛检。 

2.黄瑞林在接受冠病筛检前，先 

接受体温检测。 

3 .本报摄影苏长国（坐者）接受 

冠病筛检。 

大臣：注重經濟復甦方面 

雪 將 推 第 三 輪 振 興 配 套 

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表示，州政 

府做好冠病的防范措施，为出席州议 

会的州议员、官员及媒体T.作者进行冠病筛检。 

“由于部分冠病患者是没有任何咳嗽及伤风 

等症状，惟庆幸的是大马人民的身体已开始出现 

抗体。我们唯一担心的是会成为冠病感染群，因 

此必须确保出席者都接受冠病筛检。” 

他说，由于受到冠病疫情影响，雪州政府将 

推出第二轮的经济振兴配套，这次的重心将注重 

在经济复苏方面。 

另-方面，他接受媒体的询问时表示，他已 

与早前遭开除的公正党妇女组主席兼雪州行政议 

员哈尼扎商讨，同时也已有定案，他会在适当的 

时候做出宣布。 

i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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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鍾寶憶攝影•譚湘璇 

沙登商業城夜市重開 

下雨不阪 

(沙登 7日讯）阔别逾 3个月，早夜市已纷纷获批重新营 

业’沙登民众苦等的沙登商业城（PSK )夜市也终于在今曰（6 

曰）重新开放营业。该夜市是梳邦再也市议会管辖中最后一个重 

开的夜市，同时也是梳邦再也市议会辖下最大的夜市。 

梳邦再也市议员唐竟发和戴描兴昨晚陪同《大都会》社区报 

记者，巡访沙登商业城（PSK)夜市首日获允重新营业的情况。 

虽然天不作美’下了一场大雨，但无阻大部分的小贩和民众 

前往该夜市摆滩和逛街’现场有一定的人潮。 

记者也发现摊位与滩位之间有保持一定的距离，民众也 

都有戴口罩，在入口处也设有登记处，现场也有志愿警卫局 

(RELA)和梳邦再也市议会执法官员驻守。 

夜市設2出入口 
于是该夜市重开首 

R , 因此市议会的官 

员到场做出评估和改善工作。 

唐竟发说，这个夜市将会 

维持在每逢星期_营业，是梳邦 

再也市议会辖下最后-个重开的 

夜市，同时也是该会最大的夜 

市。 

“该夜市有足够的位置， 

所以可以同时容纳100个摊位， 

即左右两边50摊。” 

他指出，现在沙登商业城 

夜市将会设有两个出入口，分别 

在夜市的开端和末端，两边都会 

设有登记处，并有夜市小贩公会 

和 志 愿 警 卫 ( RELA )驻守： 

“所有进人夜市的人必须 

登记个人资料，接受体温检测并 

戴口罩，小贩也必须提醒消费者 

避免拥挤。” 

此外，没有戴口罩者、温 

度超过37.5摄氏度者、12岁以下 

的儿童不允许进入夜市 

戴祯兴表示， f l前会限制 

进入夜市的人数，除了驻守的人 

员，小贩也有责任提醒民众遵守 

作业程序，希望小贩多多配合：、 

他们也呼吁沙登的民众冋 

到夜市，支持小贩，1然不管是 

小贩还是民众也千万不要忘了要 

遵守SOP.: 

黃來發： 
採“先到先擺”安排位置 

、>|、登PSK夜市小贩公会主席黄来发 

1 >指出，首日有 1 0 0名贩商获准开 

档，但由于下雨的关系，或导致一些小贩 

没有出来摆摊。 

他说，该夜市会采用“先到先摆” 

的方式进行位置上的安排，没有固定的位 

置，但摊位有限制-定的大小，也必须和 

别的摊位保持8呎的距离。 

根据市议会的规定，现场必须有 

RELA驻守，黄来发表示该会已聘请4至5名 

RELA,这笔费用将会和摆摊的小贩征收。 

戴祯兴（前排右）、唐竟发（后排右）和市议会的执法官员 

商讨夜市重开可以改善的部分。 

民 
血 

好 
奇 

新 

S 
n——, 

夜 
市 

々口者也随 

机访问 

]'-些摊贩和逛夜 

市的民众，大家对 

于该夜市能够重开 

都感到非常高兴， 

摊贩也觉得松了 -

口气，终于可以营 

、丨丨‘了，无需再靠着 

积蓄过R子。 

他们说，人 

潮没有以往热闹， 

物品或食品的选择 

也少了许多。 

t 摊位位 

置受限？不是 

问题！拿出面 

包烤架，让面 

包一目了然。 

—久等的 

夜市美食回来 

了，但要先排 

队哦！ 

“我以往就很少逛夜市，这次 

是特意来看看夜市重开的情形，有什 

么特别，当然和以往相比我觉得今天 

的夜市少了以前的热闹气氛，这段期 

间消费者应该会更谨慎的消费。” 

好奇想看新常態夜市 
蔡麗虹（32歲，民東） 

“夜市星期-•重开，我不需要 

烦煮什么了！这次会到来，除了买 

食物，也是出于好奇，想来看看新 

常态的夜市是怎样的。 

我觉得今天可能是下雨的关 

系，导致食物的选择少了，我想买 

的食物摊位，今天没有营业。” 

網售糕點反應不佳 
翁亞妹（60歲，炒蘿蔔糕攤小贩） 

“3个月没有营业了，现在 

夜市可以重开，我们也算是松 

了一口气。 

在行管期间，我们有尝试 

在网上售卖，但是反应不佳， 

最后只能靠着积蓄过活。 

现在我们希望顾客会慢慢 

的回来，大家遵守SOP,给予合 

作。同时，希望夜市小贩公会 

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我们。” 

想辦法展示產i 
劉金永（61歲，麵包攤小贩） 

：品 

“ 沙 登 夜 市 重 开 ， 我 1 然 是 

觉得兴奋，我在早市已经卖了 -个 

月，夜市是今天才开始S、 l k但是 

由于摊位的位置有限制，我们只能 

想办法展示我们的产品，适应这种 

^T 吊 ̂ ^ o 

我们会遵守SOP,不要为难相关 

单位，大家一起合作，也盼顾客会 

再次回来光顾我们。我也希望冠病 

疫情快点过去：” 

更謹慎消費 
陳先生（32歲，民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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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路 洞 会 导 致 陳 志 忠 ： 路 洞 處 處 溝 長 滿 草 

“王詩棋應多關注民生” 

翠岭镇大路旁沟渠长满树木野 

草，长年没有清理，树根已破坏沟 

壁。 

蕉賴翠嶺鎮 

(加影7日讯）马华万宜区会公 

共投诉局主任陈志忠促请无拉港州 

议员工诗棋多关注蕉赖翠岭镇的R 

生课题，拟定完善规划，-劳永逸 

解决排水系统、路洞等问题。 

他今午带领媒体视察翠岭镇周 

遭，主要大路的路面损坏，不大不 

小的路洞威胁及摩哆骑士的安全， 

大路旁的沟渠长满野草和树木，严 

重影响排水，部分小沟渠的沟壁坍 

塌损毁，这些长年累月的民生小问 

题长期没获得改善。 

他指出，这些民生课题曾多 

次向加影市议会及市议员反映，可 

是未尽责任，花同区的大树枯萎倾 

倒，多年未曾修剪，遇到狂风时， 

倾斜及枯萎的大树会倒下，威胁路 

人。 

他说，翠岭镇主要大路旁边的 

大沟渠，因为受到树木丛生造成沟 

壁脱落，遇到大雨时排水欠佳。 

发展逾30年基设陈旧 

他表示，翠岭镇发展逾 3 0年 

了，属于老区，基本设施已陈旧， 

是时候需要提升，州议员应该多关 

心，拟出长短期方案解决民生课 

题，而不是置之不理。 

“在第七区前面的十字路口， 

-个半公尺宽度的路洞，足以令摩 

哆骑士发生意外，迟迟不见修补， 

对骑士很不安全。” 

他披露，居民曾向市议员苏仁 

强反映过，可是对方却无反应: 

“希望州议员能够拟定完善 

规划，逐一改善及解决气地民生问 

题，这是她要做的工作，” 

翠岭镇国中草场的围墙坍塌， 

沟壁破损，影响排水功能。 

f 

、、、 膺身•及冪_ 

：.：：輪、一 
峭 H I 

J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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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盟的決定：意味著什麼 

$盟的支持者终于可以松 

^ti •口气了，该联盟终于 

就其夺冋联邦政权后的首相人选 

做出决定。 

支持者，尤其是该联盟的 

领袖和党员在过去几个月都很焦 

虑，因为希盟对首相人选的犹豫 

不决和争论——是要选安华、马 

哈迪或是沙菲益。 

而在不同的时刻，希盟看似 

正处于瓦解的边缘。当行动党和 

诚信党看似支持马哈迪并抛下公 

正党领袖安华时，他们的形象和 

声誉都受到了很大打击。 

安华与首相兼土团党总裁慕 

尤丁及其总秘书韩沙的会晤，引 

起了很多人的震惊和闲肓闲语。 

既然现在希盟主席理事会已 

经决定坚持其“最初”的立场并 

支持安华出任首相，所有恼人的 

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不是吗？ 

正 如 巧 思 中 心 （ I 1 h a m 
Centre )的执行主任莫哈末尤斯里 

所看到的那样，主席理事会的决 

定标志着希盟准备好加强联系并 

提高各成员党的合作。更别说是 

行动党、诚信党和公正党之间的 

关系至少有点紧张: 

尤斯里说，希盟必须团结-

致应对国盟提出挑战，在民主体制 

中，气政府和反对党都竞相为人民 

和国家争取最好时，强大的反对党 

可以给人民带来很多好处。 

但根据尤斯里的说法，由安 

华出任希盟首相人选，而不是选 

择马哈迪，对于在（国会中）取 

得足够支持的“能力”以立即接 

任政府，在“某程度上是非常有 

限的” _ 

“不过，通过提名安华，希 

盟将为下•届大选提供一个明确 

方向，而许多人都预计很快就会 

举行大选，”尤斯里认为。 

简而ft之，希盟解决了首相 

人选的问题之后，他们的立场就 

很坚定了： 

希盟主席理事会的决定是通 

过文告发出，并由行动党秘书长林 

冠英、诚信党主席莫哈末沙布，以 

及当然还包括安华本身签署。 

-名政治观察员的话提醒了 

我，该文告“甚至都没有提及马 

哈迪” o 

对于该政治观察员来说，希 

盟++ (希盟及其盟友一亲马 

哈迪的土团党以及沙菲益的民兴 

党）的未来“现在将取决于马哈 

迪本身对行动党和诚信党宣市全 

力支持安华的反应。 

如上述所言，在某些情况 

下，两党都显示出或给人他们倾 

向支持马哈迪担任首相的印象。 

“如果马哈迪坚持安华无法 

获得足够人数以推翻国盟，他必 

须表明他和沙菲益是否还会继续 

留在希盟++，或是寻找其他新同 

盟，”该政治观察员说。 

在撰写本文时，马哈迪尚未 

针对希盟主席理事会的决定做出 

回应 

有趣的是，该理事会的文告 

也清楚表明，他们相信必须继续 

尽•切努力来恢复人民的委托， 

而这需要所有政党的支持。 

因此，主席理事会已经给予 

安华充分的委托以跟所有政党， 

包括沙菲益进行讨论，以完成恢 

复人民委托的一切事宜：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安华将 

不得不展现他的魔术并运用他的 

外交技巧。 

另 -名政治观察员告诉我 

说，反对党的-个优势是，气国 

会在7月13日复会时，希盟及其 

"++"盟友将一致阻止慕尤丁试 

图撤换下议院正副议长的动议： 

在撰写本文时，据说首相想要让 

选委会主席阿兹哈和巫统国会议 

员阿莎丽娜取代议长莫哈末阿里 

夫及其副手倪可敏， 

希盟及其盟友在捍卫并试 

图阻止这两人被撤的立场是-致 

的。 

该政治观察员说：“如果 

希盟+ +成功（阻止了首相的动 

议），这将意味着慕尤丁没有获 

得多数支持，这很可能为闪电大 

选铺路，而这也是巫统一直在大 

力推动的。” 

闪电大选1然会让安华、马 

哈迪、以及陷人困境的首相，再 

次成为焦点。 

事情很可能变成这样。如果 

你有水晶球，请凝视它 

遊車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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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 7 
曰讯）人性最美的光 
辉，就是大家在见到 
有需要帮助的人时， 
可以不问身分不问种 
族，彼此在能力所及 
之处伸出援手，哪怕 
是一丁点的帮助，也 
足以温暖人心。 

一名淡米尔报 
MakkalOsai 的印裔 
记者沙万达拉惹今曰 
在脸书讲述了他昨日 
的一段故事，分享他 
与两名华巫青年一起 
协助在隆市迷路的80 
岁华裔老伯回家的暖 
心故事。 

華巫 
送迷路老f脑家 

沙 
、万达拉惹指出，他昨午2时许骑 

'着摩哆车从吉隆坡前往灵市警 沙‘ 
、万达拉惹说，他们气下 

'尝试协助老伯联络其家 
摩
哆
慢
騎
安
全
載
回

区总部采访途屮，途经苏丹依斯干达大道 

时，发现有车停到大道上，他以为发生了 

车祸，于是过去查看。 

“我看见•辆吉隆坡市政局的罗里 

停在路中间，•问之下才知道原来该名巫 

裔罗里司机看见路边有-名80岁的华裔老 

伯站在路边想过马路，于是他停下罗里， 

打算扶老翁过马路：" 

他说，他和另-名华裔摩哆车骑士 

把车停在一旁，向前了解情况，巫裔司机 

说他赶着去上班，所以拜托他们俩照顾老 

伯：、 

“我们问老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说他经常肉己一个人搭巴士到吉隆坡医 

院看医生后再搭巴士冋家，不料今天回家 

途屮，竟在巴士上睡过了站，、他睡醒后 

已不知身在何处，所以想走路回家。” 

人但不果，华裔摩哆车骑士建议帮 

老伯召电召车载老伯冋家，不过他 

担心老伯不小心又迷路，于是他內 

荐骑摩哆车载老伯冋家。 

“老伯的家在旧巴生路，距 

离该处大约9公里；老伯在华裔骑 

士协助下坐上我的摩哆车，然后像 

小孩_ •样紧紧抱着我的腰，我一路 

上放慢速度，最终把老伯安全载回 
！^ ，， 

冢。 

他说，老伯到家后，还很热情 

地招待他入屋坐，不过由于他忙着 

要去T作，于是拒绝了老伯， 

“不过，老伯说要我新年的时 

候再来找他；这次与€裔及华裔同 

@一起帮助老伯的经历，让我非常 

t i j兴。’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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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藍眼料堅守3官職 

(沙亚南 7日讯）在为了安抚马来选票和不能被视 

为软弱政党，以致被盟党瓜分政治地盘的前提下，雪 

州公正党或坚决不让出 2个行政议员及副议长官职，这 

3个要职料由亲安华派的人马填补。 

如无意外.雪公青团团长纳兹旺和在2018年双溪甘迪斯州 

议席补选中胜出的扎瓦威将填补2个行政议员职位_、 

拥有宗教司（Ustaz)背景，在2018年双溪甘迪斯补选中， 

被时任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旺阿兹莎相中，成功替党守土的扎 

瓦威，预料他将接替阿都拉昔留下的州马来习俗及遗产事务。 

在气前面对巫伊夹攻政治现实下，公正党需要_ •名有宗教 

背景的政治人物进人州内阁，以说服马来选民支持该党:、 

另-名潜在人选，则是担仟雪州公青团团长的沙亚南哥 

打安格力州议员纳兹旺他于本届大选首次上阵并屮选，这名 

政治新星为安华派系的中坚分子，在达罗雅宣缶退党后，他便 

马上以州公青团团长身分，发文告谴责并要达罗雅辞去州议员 

职。 

阿茲米占近期靠攏安華 

另 
-名有意争出线的人选为巴生港口州议员阿兹米 

占，虽然他被视为阿兹敏派，但他近期靠拢安华， 

有者形容他为“吃两家茶礼”： 

至于上回在副议长之争，落败于达罗雅的祖薇丽亚，或 

有可能卷土重来争气女副议长，但基于她属于敏派，出线机会 

渺茫。 

本报探悉，就算是诚信党争取到的副议长职，该党现有8 

名州议员中，清•色也都是巫裔。诚信党则有意争取副议长， 

人选或有可能是担任两届议员的沙阿里（淡江）或哈斯努（摩 

立），但也不排除诚信党会在行政议员争夺战中凑上一脚。 

依德利斯入州内閣機會小 

据 
了解，雪州希盟二党党魁，即大臣兼雪州希盟主席 

兼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阿米鲁丁、行动党主席哥宾 

星和诚信党主席依兹汉，巳针对上述官职课题召开过一次正式 

会议，唯相信也进行了多次私下会谈，目前未有进一步定案。 

雪州安华阵营的大将，为掌管州企业发展、乡村及传统 

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员罗兹雅（崙都知甲）和老将依德利斯 

(依约）。由于依德利斯年事已高，加上曾和阿米鲁丁有过争 

、大臣的过节，预料进入州内阁的机会不大。 

至于蔡伟杰（万挠）和古纳拉加（巴生圣淘沙）为华印 

裔，若在秉持巫裔为主的前提下，预料受委行政议员的机会不 

大: 

不过，古纳拉加的助理和支持者，近来不断在社媒造 

势，呼吁让古纳拉加成为公正党唯一的印裔行政议员代表，以 

凸显公正党的多元种族政党特质。该党唯-•的华裔行政议员为 

许来贤（加影），取代上届任满的黄洁冰•： 

霄州行政议会已有行动党的甘纳巴迪劳（哥打哥文宁） 

为印裔代表，预料再增加-名印裔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或呈現多元種族格局 

传 
闻指古纳拉加若、不成行政议员，也有争 

取副议长的可能性，届时雪州议会或出现 

华印裔担任正副议长的多元种族格局，蔚为佳话。 

无论如何，行政议员人选 迟也会在本月底， 

即哈芝节之前就获得填补。 

预料大臣到时也会进行行政议会改组，以寻求 

把阿都拉昔掌管的马来习俗及遗产事务，纳人公正 

党巫裔行政议员的职权，至于旅游事务，料由许来 

贤负责。 

哈妮扎：官職交由大臣定奪 

巨 
前沧为“无党籍行政议员”哈妮扎掌管的 

州房屋及城市生活事务，一旦大臣阿米鲁 

丁向她开铡革职后，预料仍会保留给公正党本身； 

而盟党据了解也无意染指，只是有意争取雪州土团 

党主席拿督阿都拉昔在被开除出行政议会后，留下 

的空缺。 

哈妮扎表示，把自身官职命运交由阿米鲁丁定 

夺，并强调行政议员是由雪州苏丹委任的，并非是 

党，因此她不会主动辞职。 

她今日受询会否向党上诉时，反问回记者： 

“在我被吊销党籍近3个月，即从4月6至6月30日， 

并在6月30日接获开除通知信以来，我再做上诉是否 

还能得到维护？ ” 

阿米鲁丁此前表明，哈妮扎在从6月30日接 

获开除党籍信开始，拥有14天的上诉期（至7月14 

日），因此她在这段期间还是行政议员。 

火箭屬意女將任行政議員 
g动党的行政议员人选，据闻基层属意“敢 

1 了怒敢言”的刘天球（双溪比力），但刘 

天球在2010年担任行政议员任期，曾卷人“支持信 

风波”被视为有负面形象，因此党中央更属意女将 

担任，以此符合与满足女性担任重要官职的政治形 

象0 

无论如何，政坛老将刘天球驰骋多年，素来 

和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交好，并是当初成立民 

联时，刘天球为其一牵线人，故安华倾向支持刘天 

球o 
被视为有机会出线的女将李继香（新古毛）， 

近来频频亮相，以打破她早前患病，健康不佳“神 

隐”的负面说法。 

另一名女议员人选，为说得一口流利中文的巫 

裔嘉玛莉亚（万达镇），她凭着巫裔、谙中文和女 

性身分的 "E重优势”，为火箭中央重点栽培的新 

科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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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人员在为官员进行鼻拭•医疗人员把采集的样本 

子样本采集检测新冠肺炎。 小心翼翼地放人管子。 

700冒員與媒 

•为了不让大厅内挤满人，官员 

和媒体被安排在大厅外等候。 

(莎阿南 7日讯）配合下 

周召开的第 1 4届第三季第二 

次 雪 州 议 会 ， 雪 州 政 府 今 

日为 7 0 0名州议员、行政议 

员、官员及媒体提供新冠肺 

炎（
2
0 1

9
冠状病毒疾病）检 

测，确保议会在符合标准作 

业程序下召开。 

雪州议长黄瑞林指出，第14届第 
三季第二次雪州议会将日常在13曰 
至24日召开，但在新常态下，开会 
的议程和次序都很严格。 

“我们必须符合标准作业程序， 
因此今天要为TOO名有出席州议会 

的议员、官员和媒体做检测，结果 
预料周四出炉。” 

他今日出席在雪州政府大厦举办 

的检测活动后，这 
么指出。 

黄^林说，°州议会期间每 
天也会为出席者测量体温。 

“至于议会厅内的位子，原本已 
经是符合安全距离的指标，因为超 
过了 1公尺的距离，连州卫生局也 
很满意。” 

提呈經濟復蘇言1 劃 

他说，调动位子的只是已变成独 
立人士的议员，这个会做出调整。 

“据悉已被公正党开除党籍的行 
政议员哈妮查会在这几天内宣布辞 
职，我们会再安排她的位子。” 

•阿米鲁丁 

一大早就抵 

达雪州政 @ 

大厦，接受 

新冠肺炎检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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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出席检测后的雪州大臣拿 
督斯里阿米鲁丁也说，他会在13曰 
召开的雪州议会首日，提呈雪州的 
经济复苏计划。 

“我们要协助饱受新冠肺炎疫情 
冲击的雪州经济早日回到正轨。” 

第14届第三季第二次雪州议会将 
于7月13日至24日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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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内憲報頒布 

雪州政府撥地原住民 
(加影7日讯）•州政 

府计划3年内在宪报颁布 
原住民土地，让所有原住 
民曰后有本身土地，不会 
再因为发展计划而遭逼 
迁。 

掌管环境、绿色工艺、 
消费人、科学工艺及革新 
事务的雪州行政议员许来 
贤透露，雪州有74个原住 
民村，州政府计划在3年 
内解决原住民土地问题， 
让他们拥有自己的土地。 

“州政府将拨款150万 

令吉测量土地，协助颁布 
原住民土地。” 

他今日到乌鲁冷岳瓜拉 
邦顺原住民村移交桌椅和 
食品给乌冷区9个原住民 
村时，这样指出。 

9个原住民村当中，有5 
个位于杜顺大、4个位于 
士毛月，毎个村落今天可 
获得50张桌子和150张椅 
子。 

许来贤说，原住民目前 
对房屋和工作需求也大， 
为此，他会与雪州及联邦 

直辖区原住民发展局商讨 
如何协助他们，确保他们 
拥有公平的机会。 

他说，州政府今年对原 
住民的拨款只有50万令吉 
而已，希望明年拨款可以 
增至100万令吉。 

“州政府的目标是提升 
原住民村的基本设施，确 
保有电源和净水，但更重 
要的是他们的土地，有一 
些土地已颁布为原住民虫 
地，有些还没有。” 

出席活动者包括雪州及 
联邦直辖区原住民发展局 
主任再努、诚信党乌冷区 
国会议员拿督哈山努丁和 
公正党加影市议员林金 
瑛。 

•许来贤（左3)移交州政府赞助的桌椅给其中一名原住民村村长，左起为林 

金瑛、哈山努丁及再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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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妮查遭黨開除未辭官職 

大臣近期作出交代 
(莎阿南T日讯）雪州行 

政议员哈妮查已遭公正党 
开除党籍但未辞职，雪州 
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将 
在近期内作出交代。 

阿米鲁丁说，他已和哈 
妮查讨论其情况，并会在 
近期内交代。 

他今日出席雪州政府配 
合将于13日召开的第14届 
第三季第二次雪州议会 
前，进行的议员、官员和 
媒体的新冠肺炎（

2
01

9
冠 

状病毒疾病）检测活动 
时，这么指出。出席者包 
括雪州议长黄瑞林。 

哈妮查原本是公正党妇 
女组主席，也是南柏再也 
州议员，及掌管雪州房 

屋、城市发展事务的行政 
议员。 

基于她隶属前署理主席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的派 
系，已遭公正党开除党 
籍，这意味著她已是独立 
人士，无法再担任雪州行 
政议员职。 

3職位懸空 

奈何，哈妮查暂未传出 
辞行政议员的消息，因此 
阿米鲁丁将在近期内作出 
交代。 

除了哈妮查，掌管雪州 
文化、旅游、马来习俗与 
遗产事务的行政议员拿督 
阿都拉昔，已因土团党脱 

离希盟，阿米鲁丁宣布停 
其职务。 

随后，士文达州议员达 
罗雅也宣布退出公正党， 
及辞去雪州副议长职。 

因此，雪州共有2名行政 
议员和1名副议长职位悬 
空C 

黄瑞林指出，他会在下 
周召开的雪州议会上，提 
呈委任副议长的动议。 

但他没有透露有关人选 
来自哪个政党。 

询及会不会保留给女 
性，他透露有这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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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雨半小時 

水淹梳邦新村道路 
(吉隆坡

7
日讯）下午一场 

豪雨，约半小时就水淹梳邦新 
村主要道路，水高1尺多，几 
乎掩盖汽车的轮胎！ 

雪州梳邦新村村长曾正文告 
诉《中国报》，当地于下午

4 

时开始下雨，约4时30分，主 
要道路ID路就淹水了，水高1 
尺多，路过的汽车也必须放缓 

他k，靠近该路段的3间民 
宅差点遭殃，所幸之前逢雨必 

灾的经验，居民在门前设置防 
洪提，才避免雨水涌人家里。 

“最近这3年的情况比较严 
重，居民唯有自己做好防灾措 
施。” 

他说，事发后他已马上通知 
相关单位，包括公共工程局、 
土地局、梳邦再也市议会和国 
州议员。 

“主要是因为排水系统设计 
欠佳，且已阻塞，负荷不了太 
大的雨量。”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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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盟與希盟+之間的差別 (
+
湖

 F
T
N
 

ra盟与现在已经在野的希盟+ 
ra (PH Plus泛指整个在野联 
盟）相比，这两个政治组合的差 
别到底在哪里？ 

为何一者可以在困难重重、政 
党资源和选区极度重叠的情况 
下，以团结姿态一鸣惊人地夺下 
政权，并稳稳将这得来不易的政 
权守住，另一边却明明是经过三 
年的磨合、合作的老战友，却至 
今连一个一致对外的枪口都搞不 

出来，还在互相内斗攻讦？ 

其中道理很简单，就是两者之 
间眼界的差别。国盟深深知晓政 
权的重要性，知道只有将政权稳 
稳拿在手中才是最重要的，其他 
的倾轧仇恨都可以在政权的巨大 
重要性之前放在一边。 

把合作擺在第一位 

而另一方面的希盟+，却完全持 
相反态度。它们经过奇迹似的509 
神奇之夜，艰难地推翻执政超过 
一甲子的国阵/联盟或说巫统政 
权之后，却对这得来极之不易的 
政权弃如敝屣，认为执政权柄并 

不太重要，反而将个人原则仇恨 
放到了中间位置。 

不是吗？两相比较一下，若说 
仇恨，国盟如今的首相慕尤丁， 
跟巫统其中一个最主要派系领导 
人前首相纳吉不同样也有大仇？ 
是谁特意在政府中排挤了党的第 
二号人物，将堂堂副首相安置在 
了较次要的教育部长职位，最后 
更将之无情地革出巫统，丝毫不 
留一点余地？ 

此¥，阿兹敏阿里这二十几年 
来的巫统最大敌人，在艰难境地 
下坚持走多元开放路线，切实领 
导在野的最大马来人为主政党的 
领袖，与如今政府之中绝对保 

守、单元的政治势力（伊党巫统 
等），不是同样存有著绝不可调 
和的矛盾吗？ 

同样的，如今身在土团当中， 
以内政部长韩查再奴丁为首，变 
天后从巫统跳槽过去的“巫统叛 
将”，现已成为该党的中流砥 
柱，但这群人在大选时以巫统的 
资格、资源和竞选机制中选，却 
在大选后无情地将巫统弃之不顾 
甚至恶言相向，如此叛徒对巫统 
而言不也同样是深仇大恨吗？ 

是的，国盟各党派系之间都有 
著不可调和的矛盾存在，有者更 
甚至是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且 
更重要的是政权内部各党都是以 

穆斯林土著为骨干，争吵争夺利 
益的机会绝非少数，可这一群人 
却偏偏可以排除万难，暂时丢弃 
掉上述倾轧，将合作执政组成政 
府摆在了第一位，这点就是希盟 
加最应该学习借鉴的地方。 

將寶貝視如草芥 

可惜的是，老奸巨猾的一方深 
知权力的重要性，可以为了权力 
(不管获取权益是为了自保、利 

益或理想）而压下一切争端，但 
希盟加这一方却能够大方地喊出 
宁愿不要执政甘当在野党的呼 
声，将宝贝视如草芥，实在是一 

件愚蠢至极的事情。 

如此将政权弃如敝屣不懂得珍 
惜，必将会遭受到选民的反噬及 
抛弃。可悲的是这在野党却还在 
自以为是地认为可以放眼下一届 
大选，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无 
言以对啊！ 

两者之间的距离，就在于对执 
政权的重视度，也是对政治的残 
酷看得通透与否的差别。一方将 
政治看成你死我活的事业，另一 
方却将之当成了玩游戏可有可无 
的家家酒，答案其实就是如此简 
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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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拉央
7
日讯）士拉央热水湖周一遭 

不法之徒擅自“重开”，士拉央市议会 
赶往现场采取行动，并定于周四围起工 
业围篱，防止公众擅闯。 

士拉央市议员余深恩指出，热水湖自3 
月18日实施行动管制令就关闭至今，市 
议会尚未对外开放使用。 

警方展開取締開罰單 

“在这段期间，市议会接到不少投 
诉，许多公众擅自闯入，并且也配合警方展开取缔 
行动，发出1000令吉罚单。” 

他说，周一再有不法之徒闯入，擅自打开进口开 
放让公众进入，而且也非法收取泊车费。 

“不法之徒向前往的轿车和摩哆征收2令吉和4 
令吉泊车费，市议会执法组已在第一时间展开行 
动。，， 

他说，此次围起工业围篱除了防止公众进入热水 
湖范围，同时也是为提升工作做好准备。 

他说，耗资400万令吉的提升工程预计将于9月分 
展开，估计需要耗时12个月。 

“提升工程原定于去年底开始，但基于必须解决 
技术上问题而被延迟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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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议会新常态作业 

报道 

. 林 秀 芳 摄 影 ： 黄 亮 晖 

(莎阿南 7日讯）本月 1 3 

日召开的第 1 4届第三季 

第二次雪州议会是在新常 

态作业展开。 

3州政府配合雪州议会特 

做好全面的防疫丁作，今日为 

700名参与会议者包括1州大 

臣、州议员、公务员及媒体代 

表进行2019冠状病毒检测 

今日的检测结果将于周四 

出炉，检测呈阳性者不能参与 

此次州议会。 

1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 

丁表示，逾半数冠病患者是没 

有症状的，因此在会议前先进 

行检测以策安全 

此外，黄瑞林也向媒体指 

出，此次会议将遵守所有标准 

作业程序，就算出席者已接受 

每个接受检测者，也必须遵守安全距离，在外等候 

冠病检测，但在每天进入会议 

厅时，仍得量体温 

“州议会厅的州议员座位 

之间，原本就超过 1米距离， 

媒体座位也一样会按安全距离 

安排，日前到来巡视的卫生官 

员对此也感到非常满意。“ 

他说，为了防疫，此次议 

会也不会安排早餐，午餐则以 

打包方式提供，届时大家无需 

排队领取食物。 

州议员座位将调动 
第 1 4 届 第 二 季 第 二 次 ^ 

州议会将于木月 1 3日召开， 

届 时 ^ 州 议 会 州 议 员 座 位 将 

再有所调动。 

公 正 党 十 文 达 州 议 员 达 

罗雅早前宣布退党及辞去巧 

州副议K:职，行政议员兼南 

巴再也州议员哈妮查被开除 

党籍，两人巳是独立议员 

1 州 议 长 黄 瑞 林 说 ， 她 

们的座位将重新安排，而这 

次此次州议员座位更换就如 

潮水洗礼，会有另一番新景 

象 

3 州 第 1 4 届 第 3 季 第 2 

次 立 法 议 会 立 法 议 会 于 7 月 

13至24 R召开：丨 

将委新任副议长 
随着原任副议K：兼十文达 

州议员达罗雅离职后， 1州大 

臣也将于即将召开的雪州议会 

提呈动议，委任新任副议长… 

副议长人选或继续是一名 

女性州议员，而悬空的行政议 

员职务则暂时不填补。 

黄瑞林说，据他了解，州 

务 大 臣 预 计 只 提 呈 委 任 副 议 

K：动议” 

“悬空的行政议员职务未 

有 新 委 任 ， 包 括 旱 前 土 团 党 

_ 11 I 
阿米鲁丁第二次接受冠病检测，左为黄瑞林 

州议员阿都拉锡掌握的文化与 会，以及即将提呈辞职信的哈 

旅游、马来人事务及风俗理事 妮查。” 

是否幵除哈妮查 

大臣： 
3 兰 莪 州 行 政 议 员 哈 妮 

查已遭公正党开除党籍惟未 

辞职，巧州大臣拿督斯里阿 

米鲁丁将在近期内交代 

他 说 ， 木 身 已 和 哈 妮 查 

讨论其情况，并会在近期内 

公 布 此 事 � 

阿米鲁丁今R出席雪州 

政府’配合将于木月 1 3日召 

开的第 1 4届第二季第二次巧 

州议会前进行的议员、官员 

和媒体的2019冠状病毒病检 

测活动，受询时这么说；出 

席者包括畀州议长黄瑞林。 

哈 妮 查 原 是 公 正 党 妇 女 

组主席，也是掌管雪州房屋 

及城市生活事务的行政议员 

兼 南 巴 再 也 州 议 员 � 

基 于 她 隶 属 公 正 党 前 署 

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的派系，被公正党开除党籍 

后，如今巳是独立人士，不 

能 再 任 3 州 行 政 议 员 职 ， 惟 

她迄今仍未向州务大臣呈辞 

行政议员官职 

黄瑞林：大臣有权开除 

黄 瑞 林 则 表 示 ， 若 哈 妮 

查不愿提交辞职信，州务大 

臣有权开除她，就好像前州 

务大臣丹斯里卡立时代，就 

曾在咨询言州苏丹的同意下 

一次过开除 6名行政议员。 

他 说 ， 根 据 本 身 了 解 ， 

对方预料近期内会提交辞职 

信 ， 以 让 议 办 公 室 安 排 其 

新座位。 

淡江州议员沙阿里在检测之前，接受体温检查。 

将宣布第三阶段振兴政策 
雪州政府将为因冠病弓丨 

发的经济低迷现象，在本届 

雪州议会巾宣布第三阶段的 

振兴经济政策 

阿 米 鲁 丁 表 示 ， 有 关 政 

策 是 延 续 早 前 在 4 月 和 5 月 

宣布的惠民政策之一，这次 

更加着重推动州内经济的发 

展，好让商家能够度过冠病 

疫情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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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政府旗下产业租户周二召开记者会，希望当局关注他们收入受影响的问 

题 ° 

受冠病疫情影响 

( 莎 阿 南 7 日 讯 ） 雪 州 政 府 子 公 司 

旗下产业租户声称生意受2019冠状 

病毒病疫情严重影响，希望州政府 

能够关注业者困境，免半年租金或 

提供半价优惠一年。 

今日约 3 0名商家在 I K L A S 
Malaysia主席拿督莫哈末里祖安代表 

下召开记者会指出，行动管控令落 

实后，他们长达 4 4天不能开业历， 

也错过一年一度的开斋节 佳促销 

期。 

“ 尽 管 政 府 于 5 月 期 间 宣 布 复 

T.，商家至今仍面对人潮减少没生 

意 的 窘 境 然 而 ， 商 家 所 租 借 的 官 

联公司产业却没有给予任何补贴或 

援助，还不断追讨每月介于4000至 

2万令吉租金 

“实际上，州政府曾宣布免除“ 

个月租金，之后管理层PREC就不 

断向商家追时接下来的租金，虽巳 

多次向属于雪州发展机构（PKNS) 
的子公司反映，但未获理会。 

他也说，产业管理层要商家预 

付租金以获得促销活动参与权的做 

法不对，一些商家预付租金后却遇 

到管控令延长，使他们得不偿失《 

“ 商 家 多 次 向 管 理 层 反 映 问 题 

后，都没有得到援助，为此，我们 

也进一步寻找包括市K：、州议员等 

协商，希望在本月 1 5日之前，能够 

得到圆满的解决方案，以帮助商家 

度过经济低迷的影响。期限过后我 

们将提呈诉求信函给州务大臣要求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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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 E R ： 14日起大制水 

雪隆食肆SOP應更嚴謹 
(吉隆坡7日讯）大马水务与能源 

研究协会（AWER )主席毕亚拉巴卡 

兰，针对雪隆区将从7月14日起大制 

水一事，促雪州政府在餐馆业者及小 

贩熟食档准备食物及食水方面，制定 

更严格的标准作业程序（SOP ) � 

他发表文告说，政府在阻断疫情方 

面付出很大努力，若当局没制定更严 

谨S O P ,协会担心制水的现象或会加 

速疫情蔓延。 

他说，若冷岳滤水站工程顺利完工 

并全面投入运作，有望减低本月14日 

的大制水风险。 

他也吁请国家安全理事会，能在复 

苏式行管令（RMCO )期间，为制水 

拟定一个更顺畅运作的机制。 

他强调，A W E R促国家安全理事 

会所制定的SOP能考虑3要点：1.制 

水期间在住宅区置放固定水槽让民 

众取水；2.餐馆需为客户准备消毒援 

手液；3.国安会、国家水务服务委员 

会、雪兰莪水务管理公司之间设立协 

调机制。（T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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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检工作从今早9时至 

下午1时•在州政府大厦 

大厅进行，此部分主要 

是官员及媒体代表，而 

雪州大臣、行政议员及 

州议员安排在州政府大 

厦议会厅旁的附属大厦 

(Bangunan Annex ) 前 

筛检。 

今天共有约7 0 0名人 

士一大早就排队等候， 

先后测量体温、填写表 

格及鼻咽与喉咙双拭筛 

检。州务大臣拿督里斯 

阿米鲁丁是今早10时进 

行筛检。 

州议会将遴选新副议长 

雪州议长黄瑞林对媒 

体表示，雪州政府此举 

是为下周的州议会会议 

做好准备，严格遵守标 

准作业程序（SOP ) ° 

“有关筛检报告将于星 

期四出炉。" 

他还说，在会议期 

间，所有出席者必须填 

写个人资料、检测体 

温及扫描二维码，确定. 

一切正常才获准进入 

议会厅。“雪州卫生局 

官员早前确认，议会厅 

内的座位安排符合社交 

距离标准，无需另行调 

整 ° " 

“膳食方面，为减少 

肢体接触，州政府取消 

了早餐，仅提供午餐饭 

盒给出席者，他们都能 

够在食堂用餐。“ 

另一方面，黄瑞林透 

露，下周一州议会召开 

后将提议委任新的副议 

长人选。"我们会在几 

个人选中，选出最高票 

者担任副议长，填补士 

文达州议员达罗雅辞职 

后的空缺。” 

他还说，公正党妇女 

组原任主席哈尼扎被开 

除后，她预料会在这几 

天辞去雪州行政议员官 

职。（ T T E )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坐者）进行冠病筛检。左为雪州议长 

黄瑞林、。 

i h ~ r ^ � I d E l P ^ / J t •雪州议会下周一将召开，州政府今早安排了所 

J t ^ P X / R J — I f f l P i m 有出席者包括官员及媒体代表进行冠病筛检。 

雪議會全員冠病篩檢 

(：沙亚南7曰讯）第14届 

第三季第二次的雪州议会将 

在下周一召开，雪州政府今 

日安排所有将出席的朝野州 

议员、各机构官员及媒体代 

表前往州政府大厦进行冠病 

筛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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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斯努料受委雪州新副议长 
吉隆坡7日讯|雪州议会将于下周-

(13日）复会，预料诚信党摩立州议员& 

斯努将被遴选为新任副议长。 

无论如何，他拒绝透露雪州大臣提名 

的副议长人选，并要求媒体耐心等候。 

黄瑞林也说，议长办公室目前只接获 

据悉，雪州希盟三党经过谈判后，已 一项副议长的动议，反对党并没有提呈人 

同意由诚信党填补原任副议长兼士文达州 

议员达罗雅辞职后留下的空缺。 

诚信党在雪州共有8名州议员，扣除 

已出任行政议员的班登英达州议员依兹汉 

及斯里沙登州议员西蒂玛利亚，剩下6名 

州议员包括沙白州议员阿末慕斯达因、邓 

普勒花园州议员莫哈末沙尼、淡江州议员 

沙阿里、双溪拉玛州议员玛兹万、中路州 

议员法鲁拉兹及摩立州议员哈斯努。 

根据了解，按照资历，已担任3届州 

议员的沙阿里及2届州议员的哈斯努出线 

机会最高，不过沙阿里自早前动手术后， 

身体状况至今尚未恢复，因此诚信党决定 

推荐哈斯努填补副议长的空缺。 

雪州议长黄瑞林接受《东方日报》询 

问时证实，议长办公室已接获雪州大臣拿 

督斯里阿米鲁丁提呈旳遴选副议长动议， 

这项动议将会是议会首日的第一项议程。 

「根据雪州议会常规，若有议员要提 

名副议长人选，必须在7天前通知议长办 

公室。复会后，第一项议程就是遴选副议 

长，届时大臣将会提名人选，并由一名行 

政议员附议。」 

选，因此希盟政府推荐的副议长人选预料 

将会自动当选。 

2行政议员空缺 

另外，随著土团党巴生海峡州议员拿 

督阿都拉昔被开除行政议员职，及南柏再 

也谷州议员哈妮扎被公正党开除后，预料 

雪州将有2个行政议员的空缺。 

根据了解，哈妮扎目前依然是行政议 

员，但预料将会在近日内正式向雪州大臣 

阿米鲁丁呈辞。由于时间过于仓促，雪州 

大臣阿米鲁丁或不会在州议会召开前填补 

2名行政议员的空缺。 

针对此事，黄瑞林表示，州议会常 

规并没有强制雪州大臣必须在州议会召开 

前，填补行政议员的空缺。 

「在前雪州大臣丹斯里卡立的时代， 

曾经革除 6名行动党及公正党的行政议 

员，导致行政议会仅剩下大臣及另外3名 

行政议员。当时雪州政府依然可以运作， 

因此行政议员出现空缺并不会对雪州议会 

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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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鲁丁（右）周二前往雪州政府大厦接受新冠肺炎检测 ( 

雪 州 议 会 下 周 召 开 

700人检测新冠肺炎 
莎阿南 7日讯 |新冠肺炎疫 

情下的新常态，在雪州第14届第 

3季第2次州议会召开5天前，大约 

700人包括州议员、官员及采访媒 

体今日在州政府大厦进行新冠肺 

炎检测 

从早上 9时起，州议员、官 

员及媒体陆续抵达州政府大厦， 

分批轮流接受检测。 

其中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 

鲁丁及雪州议长黄瑞林于早上9时 

许便陆续抵达现场，接受检测。 

阿米鲁丁表示，州政府今次 

共安排约700人进行检测，包括州 

议员、官员及即将采访州议会的 

相关媒体。「有关检测结果预计 

将于周四出炉。」 

黄瑞林表示，雪州第14届第 

或被开除，对方所担任的副议长 

或行政议员职位动向如何，或是 

否进行填补，引起关注。 

这分别是退党辞掉副议长一 

职的士文达州议员达罗雅，以及 

遭党开除的公正党妇女组主席兼 

南柏再也州议员哈妮扎，后者担 

任雪州行政议员一职。 

黄瑞林受询时表示，来临州 

议会将会提议委任副议长，不过 

并没透露人选。 

「至于哈妮扎掌管的行政议 

员一职动向 

结果。」 

据知这数天内会有 

呈经济振兴计划 

阿米鲁丁随后受询时也补 

3季第 2次州议会即将于 7月 1 3日 充，已经召见哈妮扎讨论此事 

如期召开，所有参与和出席州议 并且会再做出公布。 

F 者 都 必 须 接 受 新 冠 肺 炎 检 测 。 此外，他也表示，为了复苏 

「除了今日安排700人接受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经济，州 

检测，州议会召开期间，每日也 政府将会提呈经济振兴计划。 

会为出席者测量体温 至于议会 

厅座位安排方面，现有座位区已 

经维持逾1公尺距离。」 

随著有公正党议员接连退党 

套 

「这是第三阶段的经济配 

是第一和第二期的延伸，主 

要是复苏或振兴受疫情影响的经 

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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