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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m Dermasiswa 
semakin mendapat 

tempat dalam kalangan 
pelajar lepasan SPM

Oleh HASRIL ABU HASSAN

Mula diperkenalkan pada 
tahun 2016, tawaran pe-
ngajian percuma mene-
rusi Skim Dermasiswa 

di Universiti Selangor (UNISEL) 
semakin mendapat tempat dalam 
kalangan pelajar lepasan Sijil Pela-
jaran Malaysia (SPM). 

Program tersebut ditawarkan ke-
pada semua pelajar warganegara Ma-
laysia bagi membuka seluas-luasnya 
peluang kepada mereka untuk me-
nyambung kembara ilmu. 

Rata-rata pelajar yang memilih 
Skim Dermasiswa pada peringkat 
pengajian asasi memberi pelbagai 
respons positif dari segi  kualiti pen-
didikan yang ditawarkan, malah turut 
memuji aspek kemudahan di UNISEL 
sepanjang pengajian mereka. 

Walaupun yuran pengajian adalah 
percuma, kualiti tinggi yang ditawar-
kan termasuk subjek pada peringkat 
asasi dikendalikan oleh pensyarah 
yang berkualiti tinggi termasuk 30 
peratus merupakan pemegang ijazah 
PhD dan penerima pelbagai anugerah 
kecemerlangan penyelidikan pering-
kat kebangsaan serta antarabangsa.

Naib Presiden dan Timbalan Naib 
Canselor (Pembangunan Pelajar dan 
Jaringan Komuniti) UNISEL, Profe-
sor Madya Dr Hamdan Mohd Salleh 
berkata, tawaran pengajian percuma 
itu dibuka kepada seluruh wargane-
gara Malaysia termasuklah pelajar-
pelajar dari Sabah dan Sarawak. 

KUALA LUMPUR

UNISEL tawar 
pengajian perc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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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in melahirkan mahasiswa 
yang bersedia menjadi pemimpin 
masa hadapan, UNISEL turut me-
nerapkan dasar khusus ‘Mahasiswa 
Budiman, Mahasiswa Idaman’. 

Langkah itu bertujuan melahirkan 
graduan holistik yang cemerlang di 
dalam dan di luar ruang kuliah. Pe-
nerapan khusus menerusi enam mo-
dul sistematik ditawarkan kepada 
mahasiswa UNISEL bagi membentuk 
jati diri pelajar dan menjadikan Ma-
hasiswa Budiman UNISEL sebagai 
satu jenama kepada alumni UNISEL 
serta bersedia menjadi pemimpin 
yang memiliki aspek kemanusiaan.

UNISEL juga amat menekan-
kan modul tersebut sebagai satu 
latihan khusus untuk melahirkan 
graduan yang terbaik dan berjaya 
menerusi latihan Visi Budiman 
UNISEL. Usaha itu adalah untuk 
mengubah pemikiran, membentuk 
kualiti sahsiah diri, menggabung 
jalinkan ilmu naqli dan aqli serta 
ditambah elemen inspirasi.  Dengan 
adanya sahsiah yang tinggi dan ele-
men Budi Daya, maka UNISEL 
dapat melahirkan graduan yang 
berilmu, berbudi dan tahan uji.

Ayuh mendaftar 
di UNISEL 

Kemasukan Julai dan Ogos 
2020 kini dibuka. Kepada 
yang berminat untuk 
mendaftar, anda boleh 
membuat permohonan 
secara atas talian menerusi 
laman sesawang rasmi 
www.unisel.edu.my atau 
hubungi talian 03-5522 
3400 atau WhatsApp ke 
018-5714 084 / 018-5714 
087 untuk maklumat lanjut.

Sepanjang empat tahun program 
berkenaan diperkenalkan, seramai 
1,033 alumni berjaya dilahirkan yang 
kebanyakannya pemimpin pelajar UNISEL 
masa kini dan terdiri daripada pelajar yang 
dibentuk dalam Skim Dermasiswa.”

DR HAMDAN MOHD SALLEH 

N

menikmati pengajian percuma me-
nerusi Skim Dermasiswa bernilai 
RM18,000.

Syarat kemasukan untuk Pro-
gram Asas-Trek Huffaz adalah sama 
seperti program asas, namun dengan 
penambahan beberapa syarat kema-
sukan iaitu kredit dalam salah satu 
subjek berikut:
 a) Pendidikan Al-Quran dan Sun-
nah; atau
b) Pendidikan Syariah Islamiah; atau
c) Pengajian Bahasa Arab; atau
d) Tassawur Islam; atau
e) Subjek lain yang berkaitan dengan 
Pengajian Islam dan lulus temu duga 
khas yang dijalankan oleh pihak 
UNI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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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ariknya, UNISEL turut 
membuka ruang pendidikan seluas-
luasnya kepada pelajar orang kurang 
upaya (OKU) kerana mereka juga 
mampu untuk memberikan sesuatu 
kepada masyarakat dan negara me-
nerusi kelebihan-kelebihan yang 
mereka miliki.

UNISEL juga berhasrat untuk 
melahirkan tokoh modal insan dalam 
kalangan keluarga pelajar OKU. 

Justeru, Unisel menerusi dasar 
cakna OKU turut menyediakan pe-
luang kepada pelajar berkeperluan 
khas dan anak-anak daripada ketua 
keluarga OKU terutama menerusi 
Skim Dermasiswa, khusus pada pe-
ringkat asasi.

UNISEL amat mengalu-alukan 
pelajar dan anak-anak OKU kerana 
semua orang berhak mendapatkan 
akses pendidikan sama rata. Malah, 
pensyarah UNISEL juga sangat ak-
tif terlibat dalam penyelidikan dan 
penerbitan berpaksikan OKU. ANI-
ES atau Anak Istimewa dan Warga 
Emas adalah jenama yang berdaftar 
secara rasmi menjadi milik Unisel.

Menurutnya, sepanjang empat 
tahun program berkenaan diperkenal-
kan, seramai 1,033 alumni berjaya 
dilahirkan yang kebanyakannya pe-
mimpin pelajar UNISEL masa kini 
dan terdiri daripada pelajar yang di-
bentuk dalam Skim Dermasiswa.

Malah, beliau berkata, skim ber-
kenaan telah dikembangkan lagi pada 
tahun 2020 apabila Biasiswa Borneo 
yang menawarkan yuran pengajian 
percuma pada peringkat asasi diper-
kenalkan khusus bagi anak-anak di 
Sabah dan Saraw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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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erusi Skim Dermasiswa, 

UNISEL menawarkan empat pro-
gram bagi pengajian asas iaitu Pro-
gram Asas Sarjana Muda Pendidik-
an (Pengajaran Bahasa Inggeris 
Sebagai Bahasa Kedua), Program 
Asas Pengurusan, Program Asas 
Teknologi Maklumat dan Program 
Asas Sains dengan tempoh pengaji-
an selama setahun (tiga semester).

Jika dihitung kos asal pengajian 
adalah kira-kira RM12,000 bagi se-
tiap program, namun di UNISEL, 
pelajar layak menikmati pengajian 
percuma sepanjang tempoh penga-
jian dengan menepati beberapa sya-
rat kelayakan kemasukan yang dite-
tapkan oleh pihak universiti, 
antaranya syarat minimum lima 
kepujian dalam peperiksaan S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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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am usaha melahirkan huffaz 
profesional, UNISEL juga tidak ter-
kecuali menawarkan Program Asas-
Trek Huffaz bagi lepasan SPM. Pro-
gram yang ditawarkan adalah sama 
dengan kelebihannya iaitu penambah-
an beberapa subjek elektif dan tem-
poh pengajian hanya empat semester. 

Menerusi Program Asas-Trek 
Huffaz,  pelajar turut berpel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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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ICON 
Agro Selangor is looking for 10 
icons to elevate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Applicants must be over 
18, have an agricultural-based 
business in Selangor and are 
registered with the Registrar of 
Companies. They must submit 
their company's financial report 
for the last three years. Successful 
nominees stand to receive aid 
and a RM10.000 cash prize. 
Deadline for nominations is July 28. 
For details, visit agro.selang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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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s ready to respond at a moment's notice 
its Command Centre and Pantas 
Team on high alert, following the 
Malaysian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s forecast of heavy 
rain in parts of Selangor. 

"MPSJ's Command Centre serves 
to monitor and coordinate com-
plaints on emergencies and disas-
ters. 

"It coordinates the Pantas Team's 
movements when responding to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and con-
tacts other relevant agencies if 
needed. 

"It also monitors the water level 
at several flood-prone hotspots to 
issue early warnings to the com-
munity and coordinates on-ground 
relief efforts," said Azfarizal. 

He said the Pantas Team, which 
comprises 38 personnel, provides 
initial assistance during emergen-
cies and disasters before the arriv-
al of other relevant security agen-
cies. 

The team also assists other coun-
cils in times of larger disasters, 
such as last weekend's massive 
floods in Kajang. 

Azfarizal said MPSJ had identi-
fied 19 flood hotspots in the munic-
ipality. 

MBSA's Bilik Pantas can be con-
tacted at 03-5510 5811 while MPSJ's 
Command Centre can be reached 
at 03-8024 7700. 

By JADE CHAN 
jade@thestar.com.my 

SHAH Alam City Council (MBSA) 
has 28 large and 22 small commu-
nity halls that can be used as tem-
porary evacuation centres in the 
event of a natural disaster. 

"The type of hall used would 
depend on the availability of facili-
ties such as toilets and electricity 
supply, size and location. 

"Flood victims would usually be 
housed in halls located closest to 
their homes," said MBSA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head Shahrin 
Ahmad. 

In addition, its Skuad Pantas 
team works around the clock to 
attend to emergencies or disasters. 

"Skuad Pantas, which comprises 
42 personnel from the Enforce-
ment Department, work in shifts 
and will be deployed to assist with 
incidents such as floods, landslides 
and fallen trees upon being alert-
ed." 

"The team has equipment like 
boats, chainsaws, life jackets and 
lifebuoy rings," he said. 

Shahrin added that Skuad Pantas 
was backed up by officers from 
other MBSA departments who 
would step in to assist in the event 
of a flood evacuation or other 
emergencies. 

MBSA Skuad Pantas has equipment like boats, chainsaws, life jackets and 
lifebuoy rings. 

"We also work closely with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agencies such 
as police, Fire and Rescue 
Department, Welfare Department 
and Residents Representative 
Council (MPP) that are headed by 
local councillors," said Shahrin. 

Meanwhile, Subang Jaya Muni-
cipal Council (MPSJ) has communi-
ty and multi-purpose halls as well 

as council housing flats on standby 
if directed to be used by the District 
Disaster Committee. 

MPSJ Corporate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Department deputy 
director Azfarizal Abdul Rashid 
said the council had 64 halls and 10 
flat units that were earmarked as 
temporary evacuation centres. 

He added that MPSJ had placed 

Headline Councils ready to respond at a moment`s notice
MediaTitle The Star
Date 24 Jul 2020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Metro Circulation 175,986
Page No 2 Readership 527,958
Language English ArticleSize 310 cm²
Journalist Jade Chan AdValue RM 15,661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46,983



MPKj NEWS 
> Kaj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j) 
is offering discounts on parking 
compounds from Aug 1 to 31. Offer 
is valid at the MPKj head office, 
mobile payment counters and 
through the Smart Selangor Parking 
and Flexi Parking apps. 
For details, call 1-800-88-6755. 
> MPKj is organising a used cooking 
oil collection contest for residents 
and traders. Registration closing 
date is Aug 7. Collection date for 
used cooking oil starts Aug 10 and 
ends Nov 9. For details, call 1-800-
88-6755. Entry forms can be down-
loaded from mpkj.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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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igation works to end by next year 
RM4mil project to address flooding in Puchong Jaya ongoing until February 
By O H INGYEEN 
ingyeen@thestar.com.my 

AN RM4mil flood mitigation project 
aimed at resolving flash floods near 
IOI Mall in Puchong, Selangor, is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by 
February next year. 

Selangor state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new 

village development committee 
chairman Ng Sze Han said the pro-
ject began last year but was tempo-
rarily put on hold due to the move-
ment control order. 

Work resumed at the end of last 
month. 

The first phase of the project, he 
said, was to improve the water 
catchment area at Jalan Kenari 1 

where water flowing from Puchong 
Jaya collects. 

For the second phase, an under-
ground culvert would divert water 
to the mining pond behind the 
shopping centre. 

Ng visited the project site follow-
ing Wednesday's flash floods at the 
Damansara-Puchong Expressway 
(LDP) near the mall. 

With him were representatives 
of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SJ) and Lingkaran Trans Kota 
Sdn Bhd (Litrak), which manages 
the LDP. 

"The project is estimated to cost 
RM4mil and it will be borne by 
MPSJ, Litrak and IOI," said Ng. 

He said the downpour at about 
3.30pm on Wednesday lasted only 

30 minutes but 81mm of rainwater 
was recorded. 

Several areas in Puchong and 
Kinrara were affected such as a res-
idential area in Batu 13 as well as 
stveral sections along the LDP. 

"The floodwaters receded quick-
ly. The most affected areas were 
from IOI Mall to Bandar Puteri 
Puchong," he said. 

4 News 

The flood mitigation project site at Jalan Kenari 1, Puchong Jaya. 

STARMETRO, FRIDAY 24 JULY 2020 

There was a 
traffic jam on 
the LDP 
following 
Wednesday's 
flash fl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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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an Aman pond overflows during downpour 
By SHEILA SRI PRIYA 
sheilasripriya@thestar.com.my 

WEDNESDAY evening's heavy rain 
resulted in flash floods at the 
Taman Aman recreational park in 
Petaling Jaya. 

Worried residents living at near-
by neighbourhoods want the 
authorities to address several 
issues that could have led to the 
flooding. 

Friends of Taman Aman (Fota) 
spokesperson G. Rajendran, 81, said 
the authorities should tackle the 
issue of backflow from a monsoon 
drain and polluted water overflow-
ing into the pond at the park. 

He claimed that this had been 
happening for almost 18 years. 

"Several assemblymen and coun-
cillors have said that they would 
look into the matter. We also 

clean this pond while the public 
continues to dispose of rubbish 
irresponsibly," he said. 

"We hope those in charge will 
take this matter seriously before a 
bigger disaster happens," he said. 

Selangor MCA deputy chief and 
Damansara MCA division chief Tan 
Gim Tuan said the flooding could 
be a result of overdevelopment in 
the surrounding area. 

"This area is a mature township 
but we see new development pro-
jects being approved. 

"Several factors must be weighed 
before approvals are given," he • 
said. 

Area city councillor Farhan 
Haziq Mohamed said based on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the lake was actu-
ally a retention pond. 

"The heavy flow from the rain 

caused the flash floods as Taman 
Aman has five inlets and only one 
outlet. The water subsided within 
an hour. 

"It is a flood retention pond with 
parks surrounding it. 

"Thus, it is actually functioning 
as it is supposed to," he said. 

Farhan added that the heavy 
flow did not cause flooding at near-
by neighbourhoods. 

He also said that the contractor 
was in the midst of cleaning the 
area so that the park could be used 
by visitors. 

"The lake may need to be deep-
ened through the desiltation pro-
cess similar to what was done for 
Taman Jaya. 

'This is needed to ensure Taman 
Aman can continue to serve as a 
flood retention pond for nearby 
areas," he said. 

The flooding at Taman Aman 
on Wednesday has left 
nearby residents worried. 

brought this to their attention at 
every budget meeting but nothing 
happen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ring-
git was spent to treat the pond but 
the root cause has not been 

j , 

JSPH 
addressed," he said. 

Rajendran claimed that the back-
flow was also caused by plastic 
bags and twigs blocking the artifi-
cial barriers. 

'It is wasteful to spend mone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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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PJ INITIATIVES 
>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is offer-
ing assessment tax rebates for 
homeowners who have made their 
homes more green and environ-
mentally-friendly. For details, call 
the council's Solid Waste 
Management and Public Cleansing 
Department at 03-7954 1440. 
> Interested parties are invited to 
apply for empty lots at Pasar Besar 
Jalan Othman. Priority given to B40 
group. For details, call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s Licensing Department 
at 03-7960 4667 ext 103 or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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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wants 
face masks 
worn at all 
public places 
PETALING JAYA: Selangor's 
requirement for masking will be 
stricter compared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ruling. 

Selangor Covid-19 Task Force 
Council head Datuk Seri Dr Dzulkefiy 
Ahmad said everyone in Selangor 
would be required to wear a mask 
as long as they were in a public 
place whether crowded or not. 

He said the Covid-19 virus was 
still in the commimity, following 
two latest cases of local transmis-
sion in Gombak and Hulu Langat. 

"We in Selangor have set the use 
of face masks as mandatory, espe-
cially in public places, except when 
at home or in the car. 

"I hope there is no second wave, 
but the cases in Gombak and Hulu 
Langat show that the virus is still in 
our community," he said during a 
video interview with Astro AWANI 
on Wednesday. 

The task force, he said, had a 
meeting on Tuesday and was con-
cerned about the people's lackadai-
sical attitude towards Covid-19. 

"We see that our society has start-
ed to get complacent, comfortable 
and getting back to their old ways. 
This is very worrying. 

"We need to know that when we 
wear a face mask not only are we 
protecting ourselves, but others too." 

The former Health Minister said 
members of the public must adhere 
to the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
dure set by the ministry, especially 
on the use of face masks, exercise 
vigilance and not to revert to previ-
ous bad habits. 

"Don't be relaxed, don't think that 
we are back to normal," he said. 

Dr Dzulkefiy did not elaborate on 
the deadline for compliance, nor 
did he spell out any penalties for 
non-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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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3日讯） 
大马人民之声控诉在 
国盟政府领导下，当 
局频频干扰人权分子 
和反对党人士，严重 
打击自由表述，呼吁 
大马人权委员会介入 
调查。 

根据该组织统计， 
从今年3月起至T月，当局就已经在煽动 
法令、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2012 
年和平集会法令及其他法令下，展开41 
起调查案件。 

在上述法令下受查和采取行动的包括 
泗岩沬区国会议员杨巧双、反贪污与朋 
党主义中心创办人兼执行董事欣蒂雅、 
麻坡区国会议员赛沙迪、及“当今大 
马”等。 
人民°之声在提呈给人权委员会的备忘 

录提到，联邦宪法第10条款赋言论、集 
会与结社自由，然这些权利随著政权更 
迭而受到侵蚀。 

该组织宣称，当局列出的部分调查似 
乎没有合理的依据，这可被视为恐吓和 

大馬人民之聲控訴國盟政府 

人權分子 

防止批评政府的手段。 
该组织说，政府在这期间也利用调查 

来压制媒体，阻止媒体对争议性政策发 
声，这一系列的调查动作不仅违宪和对 
国内人权形成威胁，也是证明当权者滥 
用权力的迹象。 

調查沒合理依據 

人民之声代表周铨洋是今曰在《南华 
早报》大马通讯员塔丝妮、反贪污与朋 
党主义中心北马区协调员K.苏达加兰， 
及大马半岛政府医院私人支援服务清洁 
工人联合会联络员西华拉占陪同下，将 
备忘录提交给人权委员会成员约瑟，并 

•周辁洋（右3起）将备忘录移交给约瑟；左起为西华拉占、K.苏达加兰及 

塔丝妮。 

各别向约瑟诉说被警方调查的事件。 他也希望，国盟政府在对待言论自 
约瑟较后指出，人权委员会会成立由议题上，能自我证明比前朝表现 

工作小组调查相关投诉，并会传召相好，认为批判性言论是生活的一部 
关人士助查。 分，政府必须接受这一点。 

電眼廁所監視無隱私 
在周二（21日）获释的K.苏达加兰形容，扣留 

ffl所环境非常恶劣，不仅马桶抽水器损坏，就连 
厕所也是在闭路电视监视下，完全无隐私可言。 

他说，他是早前发布3则质疑警方滥权的帖文，而 
在周一（20日）晚上10时在槟州住家被带离，之后在 
扣留所待至隔日下午3时才录取口供；过后在警方申 
请延扣失败后获释。 

他分享遭扣留经历时指出，扣留所的环境非常肮脏 
和恶臭，时值新冠肺炎时期，警方也没有准备肥皂让 
他洗手保持卫生。 

他说，这并非是警方首次对反贪污与朋党主义中心 
人士采取行动，为此他认为警方的行动是要打压该中 
心，阻止他们发声。 

另外，西华拉占也分享了其联合会5名成员，6月初 
在怡保和平请愿被逮捕的事件，直指警方没有以身作 
则，公然违反防疫措施。 

他说，涉及成员被关押的扣留所内当时有15人，根 
本无法维持社交距离，警方不仅没有提供口罩给被扣 
留者，还勒令他们卸下口罩。 

他指出，警方其他不人道行径还包括使用木棍恐 
吓、强拆女成员结婚项链，及使用粗俗字眼辱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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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央再也花园和斯里美兰帝花园（ T a m a n 

" ^ S r i Me rant )原定今年初进行更换水管工 

程，惟行动管制令导致工程展延。 

余深恩指出，根据州议会的口头问答环节提及 

的更换水管课题，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的回 

答，替换所有雪州的陈旧水管需要20年时间。 

他说，雪州政府已鉴定一些水管破裂热点区会 

优先更换水管，包括他领养区内的斯里美兰帝 

花园1路、5路和7路，以及士拉央再也花园的24 

路，有些工程已在招标阶段。 

“当局呼吁每户住家至少要有一个150公升的 

水槽，可以应付5人1天的使用量，如果断水超过 

1天，当局就会派出流动水槽。” 

士拉央再也住戶 怕斷水 

(士拉央
2 3
日讯）士拉央再 

也一带地下水管陈旧，无法承 

受路面造成的震动，从1月至7 

月21日之间共发生17次水管破 

裂事件，令周遭约10个住宅花 

园和商业区饱受间歇性断水之 

苦。 

•。受影响地区包括士拉央再 

也、士拉央苔鲁、士拉央新 

镇、士拉央乌达玛、士拉央柏 

迈花园、士拉央英达花园、士 

拉央幸福花园和斯里美兰帝花 

园等。 

士拉央市议员余深恩指出， 

在行动管制令期间，3月至5月 

接到很多断水投诉，断水时间 

介于8小时至24小时不等，而主 

要原因是地下水管破裂。 

他说，根据雪州水供管理有 

限公司记录，1月至5月有12宗 

水管破裂、6月有4宗和截至T月 

21曰有1宗。 

“这区的水管是石棉水泥水 

管（AC)，使用寿命大约
2

0至 

3•年，如今已经相当陈旧。” 

他说，其他造成水管破裂的 

外在因素尚有一些第三方的挖 

掘工程、重型车辆造成的震动 

和压力，及加宽道路后，令原 

本位于路边的水管变相变成在 

路中央下方。 

裝減壓閥減少破裂 

他解释，以前的水管设计是 

设置在路边，不过有些地方进 

行道路加宽工程，但没有移动 

水管，道路加宽后，车子便一 

直在水管上方行驶。 

“经过当局了解水管破裂的 

情况后，短期的方案是在多 

个位置安装减压阀（Pressure 

Reduce Valve)，降低水管里 

的压力，达到减少破裂的作 

用，所以T月的破裂数据明显减 

少。” 

i 也昨日到雪州水供管理有限 

公司鹅唛分局进行会议后，向 

媒体如是指出。 

出席会议的尚有武吉兰樟州 

议员服务中心代表罗哈和白沙 

罗国会议员服务中心代表丘丽 

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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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瓜冷縣 
(吉隆坡23日讯）受路 雪州水供管理公司发文 

陷影响而断水的巴生县和告宣布，上述2个县属的 

瓜冷县，现今水供已全面歇性断水已经结束，水供 

恢复。 恢复正常。 

“该公司促请 »众下载 
“Air Selangor，，应用程 

jy ,,以便随时跟进水供  

^f/^ 肩、o 

同时，公众可以浏览 

Air Selangor面子书专 

页、推特或者官网了解详 
4、主 
I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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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猖（左5)与市议会官员在现场讨论非法扩建问题 

右是郭讳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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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拯車進不了薩燒㈱ 

黎 

罰款 

左4是李常兴， 

潍福提醒居民，非法扩建 
'住家可被市议会罚款2万 

5000令吉，土地局也可发出高 
达50万令吉的罚款。 

他说，加影市议会在T月20曰 
已发出2万5000令吉罚款给相关 
屋主；而在发生火灾后，当地 
已有2名屋主主动表示会拆除扩 
建的部分。 

“市议会这次会严厉执法， 
在发出2万5000令吉罚款后，还 
会提控违法者上庭，若事主不 
拆除非法扩建的部分，拆除费 
将由屋主承担。” 

他透露，当地在后巷非法扩 
建的问题早在2018年已挑起， 

市议会陆续都有发出通知信要 
求居民拆除，其中两、三间屋 
子甚至扩建到后巷的大沟上 
面。 

至于消拯局根据地区分派消 
拯队伍的问题，他会致函房屋 
及地方政府部，促请该部关注 
边界地区的分配工作。 

蕉赖金山花园居协主席李常 
兴说，当天火灾发生后，第一 
辆消拯车在25分钟后才抵达。 

班丹国会议员服务中心华裔 
事务官温贵中说，该中心接下 
来会做汇报会，提醒居民注意 
安全。 

(加影 2 3日 I X )居民非法扩 

建阻挡后巷，加上位处边界地 

区，导致蕉赖金山花园一间住 

家发生火灾时，造成安排救援 

单位程序上出现失误，消拯车 

也 进 不 了 灾 场 而 拖 延 救 灾 工 

作，整间屋子被烧毁。 

这起火灾事故于周一（
2
0日）在 

该花园1路发生，火灾肇因疑是屋 
主更换新的液化天然气桶时，发生 
天然气泄漏。* 

蕉赖金山花园 ( T a m a n Cheras 
Hartamas)位处直辖区与雪州边 
界，该花园有22•间屋子处于加影 
市议会管辖区，另外68间屋子则属 
于安邦再也市议会管辖区。 

火灾发生当天，屋主致电999求 
救时，通知火灾地点属于雪州，消 
拯局因此派出雪州最靠近灾场的消 
拯局，即距离灾场约5公里的敦胡 
先翁消拯局到场灌救。 

行动党莲花苑州议员黎潍福说， 
发生火灾的住家虽是加影市议会管 
辖地区，但最靠近灾场的消拯局是 
斯嘉镇消拯局，距离灾场不到2公 
里。 

錯過救災黃金時間 

他说，消拯局根据地区分派消拯 
队伍，已错过救灾的黄金时间。 

他今日与安邦市议员郭纬界、加 
影市议员依凡、市议会官员及乌冷 
土地局执法主任阿迪，一起到灾场 
召开记者会时这样指出。 

他指出，住宅区后巷是逃生道， 
也是火患发生时，消拯车进入的地 
方，却因居民非法扩建而被占据。 

他说，该住宅区有11间屋子涉嫌 
非法扩建，后来拆了2间，又新增3 
间，如今还有12间涉嫌非法扩建。 

根据观察，发生火灾的这间住 
家，把后巷扩建为自家厨房，只留 
下一条供一个人行走的走道，车辆 
无法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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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鋪、攤位、巴剎攤檔 

瓜冷市會產業招租 
(万津23日讯）瓜拉冷岳市议会属下产业，包括商 

店、摊位、巴刹摊档及有盖摆卖亭（kiosk)等尚有剩余 

店铺和空摊招租。 

有兴趣经商或从事小买卖生意 

者，可以在
8
月

4
日（星期二）前 

向瓜冷市议会提出申请。 

依据瓜冷市议会官方面书专页 

发帖，共有17个地点有剩余的店 

铺、摊位及巴刹摊档等逾70个空 

位公开给各界有意从商做小贩者 

(县内居民优先）申请。 

申请表格可向瓜冷市议会产业评 

估及管理组 ( J a b a t a n Penilaian 

dan Pengurusan Harta)索取，戶斤 

需文件证明包括身分证复印本、 

护照型相片、0KL:证明卡复印本 

(如有关系）、商业注册或公司 

注册复印本（如有）、银行月结 

单复印本（ 近3个月）、产品照 

片及建议书、水电费及电话费单 

复印本。 

所有填妥的申请表格连同所需 

的证明文件，必须在8月4日截止 

曰期之前呈交给瓜冷市议会产业评 

估及管理组 ( J a b a t a n Penilaian 

dan Pengurusan Harta, Majlis 

P e r b a n d a r a n k u a l a L a n g a t , 

Persiaran M a j l i s , Off Jalan 

S u l t n A l a m S h a h , 4 2 7 0 0 

Banting.)，同时也需缴付10令 

吉处理经费。 

任何询问，可联络瓜冷市议会 

产业评估及管理组，电话： 0 3 -

3187 2825，支线 111 或 139。 

1. No.22,Kedai MPKL-UPEN, Jalan Sekolah, Taman Seri Medan, 42500 

Telok Panglima Garang.(直落邦里马加朗州经济发展组店舖1个单位) 

2. No.16, Medan Penjaja Sg. Jarum, Taman Yayasan, 42600 Sungai 

Jarum.(仁嘉隆熟食小贩中心1个单位） 

3. Kiosk MPKL, Taman Perwira, Taman Perwira, 42500 Telok Panglima 

Garang.(摆卖亭早市3个单位，午市1个单位及夜市7个单位） 

4. Kiosk MPKL, Jalan Kiambang, Bandar Banting, 42700 Banting. 

(万津基安邦路摆卖亭夜市3个单位） 
5. No.5, Kedai PLB, Jalan Haji Mokhtar, Kampung Jenjarum, 42600 

Sungai Jarum.(甘榜仁嘉隆乡村发展部店舖1个单位） 

6. No.5, Kedai MPKL, Jalan Rambutan 4, Taman Bakti Sungai 

Mangggis, 42700 Banting.(双溪旺月店舖1个单位） 

7. Bazzar Banting, Jalan Suasa, Bandar Banting, 42700 Banting. 

(万津德士车站商场3个单位） 

8. No.2, Aked Makan Majlis Daerah, Peersiaran Majlis, 42700 

Banting.(万津市议会熟食中心1个单位） 

9. No.5, Kedai PLB BATU 22，Kampung Kanchong Darat, 42700 Banting. 

(干宗达腊乡村发展部店舖1个单位） 
10 No.3, Kedai PLB (Bangunan Kayu), Kampung Simpang Morib, 42700 

Banting.(万津新邦干宗乡村发展部店舖1个单位） 
11 No.5, Gerai MPKL, Pantai Kelanang, Pantai Kelanang, 42700 

Banting.(吉灵珑海滨熟食摊位1个单位） 

12 No.G4, Gerai MPKL, Taman Changgang Jaya, Taman Changgang 

Jaya, Bukit Changgang, 42700 Banting.(武吉章港摊档 1 个单位） 

13 No.K2, Gerai MPKL, Taman Changgang Jaya, Bukit Changgang, 

42700 B a n t i n g . (武吉章港摊挡 1个单位） 

14. Bangunan Pasar Awam Telok Panglima Garang, 42500 Telok 

Panglima Garang. 

(直落邦里马加朗公共巴刹水果摊挡2个单位、羊肉摊挡3个单位、卖鸡 
摊挡”单位） 

15. Bangunan Pasar Baru Sungai Jarum. 

(仁嘉隆新巴刹水果摊挡l个单位、牛肉摊挡1个单位、卖鸡摊挡1个单 
位二鱼类摊挡2个单位、蔬菜摊挡7个摊位)— 

16. Bangunan Baru Pasar Tanjung Sepat. 

(丹绒士抜巴刹卖鸡摊挡l个单位、鱼类摊挡1个单位、巴刹外摊位1个 
单位） 

17. Pasar Awam Batu 7， Kg.Sijangkang. 

(甘榜昔江港公共巴刹鱼类摊档6个单位、蔬菜摊挡8个单位、卖鸡摊 
档3个单位、牛肉摊档3个单位、水果摊档2个单位、杂货摊档2个单位） 

招租的商店、美食中心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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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首相近日宣布，将拟定 

落实强制佩戴口罩一事， 

黄思汉认同政府这项举措，尽 

管雪州政府没有法令可强制人 

民佩戴口罩，但他劝勉人民一 

旦踏出家门，就必须佩戴口 

罩。 

°他说，雪州政府也有套用 

“强制佩戴口罩”政策，要求 

所有商家和小贩佩戴口罩，根 

据地方政府法令，各县市议会 

有权制定政策或指南，遏制病 

毒疫情，并且可向没有遵守的 

商家，采取执法行动。 

“然而，我们并没有法令可 

强制所有人佩戴口罩，所以只 

能劝勉公众在踏出家门后，必 

须带上口罩，至于是否会向没 

有戴口罩者开罚，相关法令并 

没提及，（法令）只能对付没 

有遵守指南的违规商家。” 

(蒲种
2 3
日讯）白蒲大道位于蒲种 

1 0 1 广 场 外 的 路 段 ， 昨 午 再 次 发 生 水 

灾，梳邦再也市议会将与各单位，落 

实长期与短期解决方案，包括斥资约 

4 0 0 万 令 吉 展 开 防 洪 工 程 ， 疏 解 水 灾 

问题。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指出，昨午约3时30 

分一场倾盆大雨，导致白蒲大道101广场至 

蒲种公主城的路段，多处发生水灾，但水 

灾来去匆匆，积水在30分钟内便已完全消 

退。 

他说，根据市议会初步调查，昨日降雨 

量大，即超出60毫米暴风雨的标准水平， 

达到81毫米，导致巴生河不胜负荷满益倒 

流，蒲种多个区域皆发生水灾，包括金銮 

花园第一区、第二区、第三区、第五区， 

以及蒲种13哩的花园住宅。 

“针对10:1广场前方的水灾问题，市议会 

已制定一套全盘计划加以疏解，其中一项 

计划便是耗资400万令吉的防洪工程。” 

他今日连同梳邦再也市议会工程部，以 

及环城大道（LITRAK)代表，巡视该防洪 

工程并了解水灾发生原因后召开记者会 

时，这么指出。 

料明年2月尾竣工 

他说，该项由市议会、[oi集团及环城 

大道共同出资的防洪工程，包括在蒲种再 

也肯那里商业区（Jalan Kenari)建造集 

水区，倘若蒲种再也的排水系统的水位超 

标，便可流向当地储水，在逐渐释放至巴 

生河。 

“至于第二期工程，则会从积水处建造 

约300公尺的地下水道，疏导雨水至1:01广 

场后方的废矿湖。” 

他说，该项防洪工程是在去年尾动工， 

不料碰上行动管制令而拖延至6月尾才重新 

复工，因此竣工日期受到拖延，预料可在 

明年2月尾全面竣工。 

出席者有环城大道有限公司工程组经理 

钟志辉及梳邦再也市议员李燕韵。 

城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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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汉（右2 )连同梳邦再也市议会工程组、 1 0 1集 

团及环城大道有限公司代表，了解蒲种101广场于周三 

下午水灾的事发原因，左起为钟志辉。 

疏解白蒲大道路段水災問題 

3造出，mmm. 

_ ^思汉指出，我国的排 

y^水系统设计与建造， 
均根据气象局的降雨量标 

准而定，惟近日来的暴 

雨降雨量皆超标，故他认 

为，有关当局理应正视提 

高降雨量标准的必要性。 

“由于所有排水系统都 

是按照60毫米（暴风雨标 

准）来做设计，但过去的 

一周，数场突发性的暴风 

雨，造成多处水灾，因此 

有关当局必须正视，是否 

要提高降雨量的标准。” 

排水系統負荷不來 

降雨量標準須提高 
此外，他说，除了三个 

不同单位采取长期方案， 

疏解101广场前方的水灾问 

题外，市议会也将采取短 

期方案，即时刻维护周遭 

的排水系统，确保没有沟 

渠阻塞的情况发生。 

另一方面，他说，[01集 

团早在2年前，提升Setia 

W a l k—带的排水系统， 

令当地在过去两年都没发 

生水灾问题，如今再次发 

生，相信是维护方面出现 

问题，市议会已展开调查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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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馬：2018年大選 

“選民要我領導 
(吉隆坡

2 3
日讯）前首相敦 

马哈迪指出，选民在2018年投 
选的政府，是由他领导，而不 
是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 

“你说要恢复民选政府，但 
人民选出的政府是由我领导， 
不是安华。如果你让他当首相 
(head)，那就不是人民选出 

的政府。” 

马哈迪周三接受亚洲新闻台 
访问时，这么指出。 

他说，虽然希望联盟推举 
安华为首相人 

选，但希盟 

未获得足够马来人支持。 
“与行动党、诚信党、公正 

党经过漫长且重复的讨论后， 
他们的斗争似乎仍著重于如何 
让安华成为首相人选。” 

他提到，现在有很多人反对 

、“°我在那里（希盟的会议） 
并不是因为我想当首相，我已 
经两次任相，已经足够了，但 
有很多人……不会给予希盟这 
种程度的支持，特别是当他们 
意识到希盟的马来政党扎根不 
深。“ 

.、°至于安华是否需要加入马来 
政党才能担任首相时，马哈迪 
只是说安华须得到马来人支 

持。 

他说，安华离开巫统 
后，成立了多元族群政 

党，也谴责单一族群 
政党具有种族主义， 
这些事情令安华失去 

马来人的信任。 

訴訟若敗訴不排除組新黨 
XL哈迪指出，如果吉隆坡高庭在8月T日就他与5名国会议员， 
^为党籍遭终止而起诉土著团结党总裁丹斯里慕尤丁及3造的 
诉讼中，作出对他们不利的裁决，他和支持者将考虑成立新政 

。“若我们遭开除党籍，我们会考虑组织另一个政党。” 
此外，马哈迪说，他还没决定是否在第15届大选上阵，因到时 

他可能已98岁，若身体状况良好，他会尽力支持。 
马哈迪、土团党原任署理总裁拿督斯里慕克里兹、青年团原任 

团长赛沙迪、新邦令金区国会议员马智礼、古邦巴素区国会议员 
拿督阿米鲁丁、原任总秘书拿督马袓基在6月9日人禀法庭，指控 
他们6人遭终止党籍是错误且不合法的决定，并将慕尤丁、自称 
是该党总秘书的拿督斯里韩查再努丁、执行秘书莫哈末苏海米及 
社团注册局总监玛丝雅蒂列为答辩人。 

慕尤丁等4造过后寻求撤销马哈迪等6人的诉讼，吉隆坡高庭择 
定8月7日，作出裁决。 

指阿茲敏只顧“鬥安華” 

马 
哈迪认为，高级政务部长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的斗争是 
：斗安华”，其政治视野太狭 
溢。 

“他只专注针对安华，他的 
政治目的是与安华斗争。对 
一名政治人物而言，这太狭隘 
了。你应该思考国家的发展， 

而不能因为讨厌一个人，便影 
响你所做的一切。” 

马哈迪领导希盟政府时，阿 
兹敏是时任贸工部长，当时阿 
兹敏也是公正党署理主席。 

至于未来会否与阿兹敏合作 
的问题，马哈迪说：“我们再 
看他的表现如何。” 

Page 1 of 1

24 Jul 2020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1 • Page: A10
Printed Size: 427.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8,422.81 • Item ID: MY0040503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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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M? 者）。但我们现在还在等待消 
自 ’ ， 

O 

國盟内意見分歧 

报导指出，国盟内早前对于由谁 

领导东马一事意见分歧，但随著高 

级政务部长（国际贸易及工业部）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介入调解，首 

相兼土团党总裁丹斯里慕尤丁与慕 

沙阿曼进行了会谈，这方面的争议 

目前已经平,皀。 

报导k ST果沙菲益阿达不再获 
得多数支持，沙巴州元首敦朱哈马 

希鲁丁就必须要他辞职，但沙菲益 

阿达可以要求解散州议会，进行闪 

电选举。 

沙州°共有65个州议员，而沙菲益 

阿达目前获得45名或三分之一议员 

的支持；国盟政府还需要至少13名 

议员，以促成沙州政府政变。 

菲 
益 
阿 
达 

m\ 

慕 
沙 m 

傳14沙!)小丨 

(吉隆坡
2 3
日讯）新加坡媒 

体引述消息指出，沙巴“希盟 

+ " 有 至 少 1 4 名 州 议 员 ， 同 意 

跳槽支持前首长丹斯里慕沙阿 

曼，由民兴党主席拿督斯里沙 

菲益阿达领导的州政杈，恐在 

近期内垮台和更替。 

《海峡时报》引述国盟一位高 

官指出：“可能会有更多（跳槽 

m 三 主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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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山：得罪各造 

阿 兹 敏 H I M 
(吉隆坡

2 3
日讯）雪州国阵宣传主任依 

山指出，高级政务部长（国际贸易及工业 

部）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已经失去本身半 

数在公正党和土团党的基层，以及华裔选 

民的支持。 

他认为，华裔在来届大选不会投选阿兹 

敏，或跟随阿兹敏一起离开希盟的人。 

依山接受“自由今日大马”访问时指 

出，阿兹敏看似和所有人都存在问题。他 

说，后者应该加强本身和巫统与伊斯兰党 

的关系，否则其政治生涯会陷入危机。 

“我觉得，他现在正在面对真正的麻 

烦。 

针对巫统雪州联委会主席丹斯里诺奥马 

早前批评阿兹敏主办的一场会议，没有 

邀请国盟代表时，依山指出，阿兹敏和雪 

州巫统与伊党领导称存在著信任赤字的问 

题。 

依山认为，阿兹敏应致力增进与巫统和 

伊党的关系，以及不要再想取得公正党党 

员支持的事。 

阿
茲
敏
阿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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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阿茲敏政治生涯或陷危機” 
依山：需加強與巫伊2黨關係 

(吉隆坡23日讯）雪州国阵宣传主 

任依山说，高级政务部长（国际贸易及 

工业部）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已失去他 

在公正党和土团党的半数基层，以及华 

裔选民的支持，若他无法加强与巫统和 

伊斯兰党的关系，他的政治生涯或陷入 

危机。 

他接受《自由今日大马》访问时指 

出，华裔在来届大选不会投选阿兹敏， 

以及跟随阿兹敏一起离开希盟的人士。 

"阿兹敏看似和所有人都存在问题， 

因此，他应该加强本身和巫统及伊斯兰 

党的关系，否则，其政治生涯会陷入危 

机。” 

‘‘我觉得，他现在正在面对真正的麻 

烦。” 

针对巫统雪州联委会主席丹斯里诺奥 

马早前批评阿兹敏在所举办的一疡会议 

中没有邀请国盟代表一事，依山说，阿 

兹敏和雪州巫统与伊党领导称存在著信 

任赤字的问题。 

"阿兹敏应致力增进与巫统及伊党的 

关系，而且不_再想取得公正党党员支 

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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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馬無 
0 

冢 可歸？ 
马哈迪被犹如在其“背后插刀”的慕尤丁毫 

不留情地逐出他所创立的土著团结党后至 

今，他及其“死忠”追随者徘徊在大马政坛的十 

字路口，尤其际此闪电大选的传闻甚嚣尘上，更 

显现不知何去何从。 

庆幸的是，沙巴首席部长沙菲益所领 

导的沙巴人民复兴党彳民兴党），此时 

此刻伸出双手，欢迎敦马加入，但似处 

于"无家可归”窘境的敦马却犹豫不 

决
0 

曾是希盟前朝首相署部长的民兴 

党大会议长刘伟强日前指出，民兴 

党愿意考虑修改党章，让敦马加入 

该党。 

也是沙巴荅都沙比区国会议员的刘 

.伟强表示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民兴 

党目前只专注于沙巴，该党可以把党章改 

为马来西亚民兴党，这么做将让更多没有平台的 

独立议员，若他的斗争与民兴党一样，可以考虑 

加入民兴党。 

在这之前，甫于本月10日庆生95岁的敦马曾表 

示考虑再创立新政党，一旦闪电大选，不排除其 

支持者或许在新政党的旗帜下上阵，但他因年事 

已高，届时可能只会助选。 

尽管民兴党释出善意，但敦马及其他被开除的 

土团党领袖表明他们有需待至8月中，才能决定是 

否加入民兴党。 

土团党原任总秘书马祖基指出，他们仍须视吉 

隆坡高庭于8月7日所作出的裁决，即是否批准身 

为首相的土团党总裁慕尤丁寻求撤销敦马派系入 

禀的“.非法夺党”诉讼。 . 

敦马已声明，若8月7日的诉讼结果对他们不 

利，那么他们可能要找新的平台，很可能是创立 

新政党，也会讨论是否加入民兴党；他坚称本身 

仍是土团党党员，更是不战而胜的党主席，而他 

及其他数名领袖仍是有党职的党员，只有法庭才 

有权判决他们在党内的地位。 

话又说回来，刘伟强献议敦马加入民兴党，尤 

其准备修改党章把该党易名为马来西亚民兴党， 

看来并未获得党内部分领袖的认同，他们认为这 

么做，无疑是改变民兴党作为沙巴本地政党的本 

质，恐将带来流失沙巴人民支持的风险。 

再者，由于敦马在国阵前朝第一次主政时期， 

被指在^!>巴搞所谓“身分征计划"，让大量非法 

移民成为合格选民，充作巩固国阵在这个被喻为 

国阵“政治定存州”统治的“政治工具”，使敦 

马长期以来在这个"风下之乡”留下骂名。 

尤有进者，在希盟入主布城后二度拜相的敦马 

被指违诺而放行土团党东渡沙巴，相信大部分民 

兴党领袖和党员至今仍耿耿于怀。 

东渡沙巴“背后插刀”沙菲益 

话说敦马于前年12月12日被指密谋策动沙巴巫 

统5名国会议员和9名州议员集体“叛逃”，顿使 

沙巴巫统濒临瓦解后，土团党接着于去年4月6曰 

正式登陆沙巴，身为时任土团党主席的敦马亲临 

见证土团党“拼完全国最后一块政治版图”。 

沙菲益透露在2018年 " 509 ”大选前： 
与他达致土团党不会东渡沙‘巴的“协议" 

土团党还是在沙巴插旗，犹如敦马失信 

菲益“背后插刀”。 

由此看来，沙菲益这回若真的愿意“收容“敦 

马及其派系，可说是“以德报怨”，也不知可否 

视为对敦马力推他在希盟+—旦重夺政权后出任第 

9任首相“投桃报李”。 

沙菲益直言他之前一直力挺敦马，因为比起人 

民公正党主席安华，敦马更有能力为反对党阵营 

争取更多支持力量，进而重夺政权。 

敦马第二度主政一年多期间，由始至终推动和 

贯彻土团党的既定政洽议程，有计划地蚕食和打 

击巫统，以加速巫统的瓦解；与此同时，他涉嫌 

利用公正党的权斗，激化其内部矛盾，以削弱这 

个希盟最大党，作为其不愿意兑诺交棒给安华的 

部署。 

想不到敦马很快地难逃“政治报应”，“志
n 

在取代巫统成为唯一代表马来人和穆斯林的土党 

团一分为二，一统马来政治力量的美梦破碎，希 

盟政权“羞棺” ，•而他本身可能沦为“政治孤 

魂”，不啻是极为反讽。 

曾
以
沙
 

马
所
在
 

敦
，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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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受促拆后巷非法建筑 
(加影 2 3日讯）蕉赖金山花园 受 促 拆 除 后 巷 的 非 法 扩 建 部 

屋后非法扩建问题严重，后巷 位 � 

被堵，逃生道也被切断，业主 据 了 解 ， 金 山 花 园 1 路 7 0 

居民霸占后巷用篱笆围起来，以致逃生道也被堵。 

多 间 屋 子 巾 ， 就 有 1 2 间 是 把 

面或厨房部位扩建到后巷， 

有 者 甚 至 在 沟 渠 上 扩 建 盖 厨 

房，还围起来和上锁。 

7月20 R上午11时许， 
该路一屋发生火灾，引发逃生 

道被切断和消防车无法进人后 

巷救灾的问题。 

金 山 花 同 共 有 3 9 0 个 单 

位，其巾 2 2 2个单位在加影市 

议 会 辖 区 ’ 另 外 的 6 8 个 单 位 

在安邦再也市议会辖区。 

莲花苑州议员黎潍娼他今 

日到火灾现场视察后在记者会 

说 ， 加 影 市 议 会 在 2 0 1 8 年 1 1 

只巳发出拆除通令给非法扩建 

的业主， 1 1个业主巾的 2人巳 

拆除了非法扩建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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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若判终止土团党籍 

敦马考虑组新党 
鶴 、 、 

(吉隆坡23日讯）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尚未决定是否在来届全国 

大选重披战袍，不过，若法庭在 8月 7日判决终止其土著团结党 

的党籍，他会考虑另成立新政党。 

亚洲新闻频道（CNA)周三引述马哈迪的话说：“来届全国 
大选，我98岁，体力受限，但是若还健康，一切安好，我一定会 

尽所能帮忙助选。” 

• ± 4 查 坡 高 庭 将 在 8 月 7 

口 日 裁 决 是 否 批 准 首 相 

丹斯里慕尤丁和另外 3人，撤 

销马哈迪和另 4人挑战被终止 

党籍诉讼案的申请。 

马哈迪表示，若他和另外 

4 人 被 终 止 党 籍 ， 他 们 须 考 虑 

另组其他政党。 

“希盟难获巫裔支持” 

他 在 7 月 1 4 F I 巳 提 出 上 

述看法，指他可能会与支持者 

在新政党旗帜下，参加来届全 

国大选。 

马哈迪说，希盟无法获得 

马来选民的全面支持。 

指阿兹敏政治观狭隘 

另外，询及他与人民公正 

党前署理主席兼时任经济部长 

拿 督 斯 里 阿 兹 敏 阿 里 的 关 系 

时 ， 他 说 ， 阿 兹 敏 的 政 治 观 

马 哈 迪 ： 希 

盟 难 获 马 来 

选民支持。 

点，太狭隘了。 

“ 阿 兹 敏 把 斗 争 焦 点 放 在 

公 正 党 主 席 拿 督 斯 里 安 华 身 

上，对于一个政治人物而言， 

这观点太狭窄了。 

“ 你 应 该 思 考 这 个 同 家 的 

发展，不能仅因为不喜欢一个 

人，就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涂 

上颜色。” 

2 月 杪 的 喜 来 登 政 变 中 ， 

阿 兹 敏 和 另 外 H ) 名 公 正 党 领 

袖及大部分土丨才 I党党员离开希 

盟，并与巫统、伊斯兰党和砂 

拉越政党联盟，组成国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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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牌只允许卖酒 

不淮公共场合喝酒 
吉隆坡23日讯|房屋及地方 

政府部副部长拿督斯里依斯迈慕 

达立表示，当局所发出的售酒执 

照只是允许商家售卖酒，但不允 

许公众在公共场合喝酒。 

但是，在专门售卖酒的场所 

取得执照后，民众被允许在该场 

所内喝酒。 

依斯迈慕达立今日在国会下 

议院问答环节回应公正党巴东色 

海区国会议员卡鲁巴耶的附加问 

题，询及是否赞成雪州政府禁止 

公众在公园喝酒的措施时，如是 

指出。 

他相信，并且同意民众不被 

允许在公共场合喝酒。 

此外，他也认同伊斯兰党 

士兆区国会议员沙哈里祖基的建 

议，认为当局有必要成立特别委 

员会来处理酒后驾驶的问题。 

他说，酒后驾驶的车祸率在 

近几年都有上升的趋势；从2016 

年至今年6月期间，我国共发生了 

701宗酒后驾驶的车祸，并造成 

44人丧命。 

「 2 0 1 6年共有 1 6 1宗酒后 

驾驶车祸；2019年有139宗酒驾 

意外；2020年1月至6月则有150 

宗。」 

他透露，该部在6月9日已致 

函各个州政府，要求当局查明专 

门出售酒精的场所，并加强对酒 

精销售的执法力度，以解决饮酒 

对人民的负面影响。 

「根据《 1 967年关税局法 

令》第235条文第2(1)条,能令人 

喝醉的饮料或任何包含超过2%绝 

对酒精的液体，属于酒精。」 

「《 1 9 7 6 年国产税法令》 

第 3 2条文则阐明，通过零售方 

式售卖酒精饮料，都需要获得执 e 

Page 1 of 1

24 Jul 2020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1 • Page: A2
Printed Size: 205.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3,595.38 • Item ID: MY0040504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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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隆坡23日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副部 

长拿督斯里依斯迈说，政府发出的售酒执照只 

是供商家卖酒，不允许民众在公共场合喝酒。 

不过，如果是专门卖酒场所，是可以在专 

属店内喝酒。 

他今日在下议院回答公正党巴东色海区国 

会议员卡鲁巴耶的附加问题时表示，他相信并 

且同意民众不被允许在公共场合喝酒。 

卡鲁巴耶是询问副部长是否同意雪州政府 

采取的最新措施，即禁止民众在公园饮酒8 

同意设特委会处理酒精问题 

另外，依斯迈也同意伊斯兰党士兆区国会 

议员沙哈里祖基的建议，成立特别委员会处理 

酒精问题，以严正看待喝酒课题。 

“我相信基于喝酒引发的事件如酒驾导致 

车祸，而且从2015至2020年的酒驾问题有上升 

趋势。“ 

他也指出，房地部已发出指示给所有地方 

政府以鉴定售酒场所，以便提高执法，因为售 

酒活动可为社区带来负面影响。 

他指出，根据1997年关税法令和1976年国 

产税法令第32条文阐明，售卖能令人喝醉的酒 

精饮料或任何包含超过2%绝对酒精（alkohol mutlak )的液体， 

都需获执照。 

副
房
長
•
 •
酒
牌
僅
供
商
家
賣
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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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路面已经完成了修复工作，可以正常通车。 

( 八 打 

灵再也 2 3日 

讯）灵市幸福 

花园（T a m a n 
B a h a g i a ) 

S S 4 / 6 路 与 

SS4a/l路交界处的裂开沥青路 

面巳经完成修复，目前已经可 

以正常通车。 

八打灵再也市议员王友泰 

表示，该路面裂开事件经调查 

后发现，主要是昨日豪雨导致 

该路段前方马电讯（T M )的 

窨井排水系统欠佳，进而导致 

路面的压力太大才导致路面裂 

开。该路面已进行了修复，并 

已经可以正常通车。 

“当中也不排除雨水猛 

力往下冲，加速了路面裂开 

的情况，因为该路属于下坡路 

段。” 

他和八打灵再也市议员梁 

启靖今日到场巡视时，亦可见 

该窨井有水从中流出；他们将 

会和马电讯（T M )沟通，一 

劳永逸地解决该问题。 

据了解，或许是该窨井 

下的排水管没有连接到“总 

站”，但按照常理该排水不应 

该终结在该处。 

( 
梁 启 靖 促 民 

众勿非法扩建家 

园，也不要封死沟 

渠，避免加剧闪电 

水灾的发生。 

王 友 泰 指 

出，他们将会和 

马 电 讯 （ T M ) 

沟通，一劳永逸 

地解决该问题。 

梁启靖讚工程部效率高 
启靖表示，早前发生类似情况 

I 时，需要主动联络马电讯进行疏 

通，但不久后该问题又卷土重来。 

他说，在这起事件当中无人伤亡，仅 

是一辆刚好路过的轿车车轮卡在缝中动弹 

不得，随后也派出吊车到场援助。 

另外，因为受影响的只是一小部分路 

段表面，所以车辆还能绕人住宅区，避开 

事故地点。 

同时，他也表扬工程部的效率很髙， 

在昨午4时20分接获通知后便到达现场进行 

了解，并于晚上1丨时施工，在今晨3时30分 

完成了修复工作。 

確保水溝沒阻塞防水災 
于近期的豪雨不停，该局也做好 

了准备，让相关单位保持警惕， 

并会确保水沟没有阻塞。 

王友泰指出，八打灵再也昨午4时的降 

雨量为12.4毫米，但平时大约在5毫米，因 

此导致部分地区发生闪电水灾，其中灵市 

SS3的住宅区也发生了罕见闪电水灾，相信 

民众之前并没有面对这个情况，不免让人 

措手不及。 

他们也劝请民众勿非法扩建家园， 

也不要封死沟渠，避免加剧闪电水灾的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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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潍 娼 披 

* 露 ， 市 议 

会这次不再广慈，涉 

及非法扩建的屋主除 

丁接获罚单，也会就 

非法扩建一事被提控 

上庭；如果屋主坚持 

不拆除，市议会把拆 

除费用交IM主承担 

另 - 方 面 ， 金 

山花园居协主席李常 

兴表示，消拯车在失 

火后25分钟才抵达现 

场，错过了及时扑灭 

火势的黄金时间，这 

是消拯局以地区性调 

派消拯车，拖慢救 

灾。 

t因泄漏煤气造成 

失火的单位，屋主也涉 

及后巷非法扩建，而且 

事件也带出消拯局以地 

区调派消拯车拖慢救灾 

问题。 

—黎潍福（右二） 

向李常兴（左二）了解 

排屋非法扩建的问题， 

右三起為郭纬界及依 

凡。 

-

李常兴表示， 

屋主在后巷非法扩建 

是会堵住消拯车救援 

行动，当局必须正 

( 加 影 2 3 日 讯 ） 一 场 房 屋 失 火 

案，除了因住宅区坐落在联邦直辖 

区和雪兰莪的交界处，导致消拯局 

因区分地区派出拯救队伍而拖慢了 

拯 救 行 动 ， 此 事 也 揭 露 了 住 家 后 巷 

非法扩建问题。 

因此，3局除了要求房M及地方政 

府部正视消拯局区分地区派人进行拯救行 

动问题外，涉嫌违例扩建的房 i iki主也因 

此接获罚单，罚款最高2万5000令吉： 

违建屋主接罚单 

蕉赖金山花园2路一间房屋日前遭受 

火劫，_因是泄漏煤气造成失火，而距离 

灾场2公里的消拯局因不同地方政府管辖 

地区区分而拖慢救灾，但这起事件也让、 

局发现，多间住家后巷有非法扩建，将喻 

为“紧急通道”的小巷给堵住。 

该花同其中220间住是属于加影市 

议会管辖区，其余68间住IM是安邦再也市 

议会范围，基于交界处问题的影响，在调 

派消拯车却不是邻近的消拯局： 

‘花苑区州议员 

：黎潍福接获当 

地居协的投诉后，今早与 

安邦再也市议员郭纬界、 

加影市议员依凡、加影市 

议会官员及乌鲁冷岳县土 

地局官员等人前往现场视 

察，他们发现与失火单位 

同列的双层排屋，其中12 

户涉及后巷非法扩建。 

黎潍福指出，失火 

当天，居民拨打999热线 

求助，消拯局因为灾场是 

雪州地区，调派距离5公 

里的消拯车到场，但是灾 

场距离蕉赖斯嘉镇消拯局 

只有2公里，属于联邦直 

辖区范围，结果消拯局因 

为地区的区别而拖慢救灾 

时间。 

正視依地區派消拯車問題 
_潍禍表示，居民埋怨消拯局根据地区调派消拯 

*车，令当地属于交界处的住宅区无法及时获得救 

援，在这方面，他会致函房屋及地方政府部要求正视有关 

问题，作出检讨。 

他说，失火单位在后巷有涉及非法扩建，同排另外11 

间单位亦涉及同样问题；一些单位将扩建延伸至防洪沟丄 

面，这是非常离谱，加影市议会官员了解情况后并采取行 

动，向相关屋主开出罚单，罚款最高2万5000令吉。 

“事件发生后，有两名IM主主动联络市议会，承诺会 

自行拆除后巷违建部分，有关屋主处理后呈上拆前与拆后 

的照片给加影市议会’市议员依凡会协助有关屋主要求市 

议会减低罚款。 

“这些非法扩建问题，巧局必须认真看待，后巷是紧 

急通道，屋主不能因为非法扩建多年不受对付，突然间对 

他们采取行动而感到不满，后巷不属于私人地，总不能发 

生事情后才来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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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 _ 

2隆市交通監察員 

^移倒樹通積水獲謝 
報道 陳言寺蕙 

圖取自吉i坡市政局臉書） 

_ ^ ^ (八打灵再也23日讯）吉隆坡市政局2名 

通监察员（T ra f f i c Warden )昨午分别经过倒 

和积水事故路段时，不假思索及时伸出援手 

^开倒树和疏通积水，赢得网民大赞！ 

-市政局昨晚在官方脸书上载两个贴文并附 

上视频和照片，公开表扬交通监察员在履行职 

； 即 疏 散 交 通 和 执 法 之 余 ， 愿 意 进 行 职 责 以 

外的任务，包括疏通排水沟和移开阻碍交通的 

‘倒树。 

上述一组照片显示，其中2名交通检察员 

在经过彭亨路的积水路段时，不惜“放下身 

段”涉水检查和尝试移开阻塞排水道的垃圾， 

盼加速排水，解决路面的积水: 

照片可见，该路段的积水达至成人脚踝以 

上，其中-名交通监察员甚至不顾衣裤被沾湿 

和积水污浊，直接蹲下来摸排水口，试图搬开 

垃圾:该贴文引来许多网民留n赞扬，也有近 

700网民按赞和留下爱心符号。 

另 -个视频则显示， 2名民众协助 -名交 

通监察员移开横倒路中央的枯树；3人合力将倒 

树移到路旁，以免阻碍交通和公路使用者。 

市政局在贴文中提及，事发地点位于古 

晋路•带，而倒树已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因 

此，非常感谢大众和交通监察员不计身分的协 

助 ， 也 印 证 “ 吉 隆 坡 是 我 们 的 ( K u a l a Lumpur 

两名市民协助交通监察员移 

开横倒在路中央的倒树，获吉隆 

坡市政局在脸书发文表扬。 

K i t a P u n y a ) ”及“爱护吉隆坡 

( S a y a n g i K u a l a L umpu r )“白勺精 

神。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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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 思 汉 

臾 说 ， 

雪州政府鼓励公 

众出门时必须戴 

口罩，目前没有 

法令规定人民必 

须戴口罩，不过 

根据地方政府法 

令，地方政府有 

权利采取相关措 

施或指南来控制 

疫情，并针对违 

规的商家采取行 

动。 

他表示也赞 

同联邦政府强制 

民众出门需戴口 

罩。 

(蒲种 2 3日讯）行动党金銮 

区州议员黄思汉指出，根据梳邦 

再也市议会工程组的初步调查， 

蒲种昨日发生闪电水灾，可能是 

与巴生河水位超高有关。 

黄思汉说，蒲种昨日下午大约3 

时30分下起异常豪雨，造成蒲种多地 

发生闪电水灾，包括从WI购物商场 

前的白蒲大道，往蒲种公主城方向的 

部分路段、金銮花园第一区、第二区 

及第五区以及布雅美鲁花园（Taman 
Bunga Melur) 0 

‘“水灾来得快，去得也快，雨水 

在大约30分钟后逐渐消退《 ” 

治水工程分2阶段 

黄思汉指出，根据气象局的降雨 

量标准，超过60毫米就列为暴雨，但 

蒲种昨日的降雨量就高达81毫米。 

黄思汉今早联同环城大道公司 

(LITRAK)代表巡视时指出，梳邦再 
也市议会、环城大道公司（LITRAK) 
与101公司于2019年12月开始展开治水 
T程。 

他说，治水丁程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位于A蒲大道与柏西兰 

蒲种山庄南部路(Persiaran Puchong 
Jaya Selatan )的交界处旁建造大型集 

水区，该工程在行管令期间被迫暂时 

停T.,直到6月杪才复工， 
“该集水区可收集从蒲种山庄流 

下来的雨水，之后才输往距离大约300 
公尺远的废矿湖。” 

耗资400万料明年2月杪完工 

他说，第一阶段丁程完成后，梳 

邦再也市议会与承包商将会展开第二 

阶段工程，衔接集水区与废矿湖的排 

水系统。 

这项治水工程耗资400万令吉， 
由上述3造共同承担工程费用，预计明 

年2月杪完T: 
黄思汉指出，口_该工程完丁， 

他相信有助长期解决气地的水灾问 

题。 

另外，他表示，梳邦再也市议会 

在短期内将会持续关注与保养当地的 

排水系统，包括确保沟渠没有出现阻 

塞问题。 

黄思汉表示，实达走廊（Setia 
Walk)-带于2年前巳经展开提升工 
程，过去1、2年内都没有发生过水 

灾，而梳邦再也市议会目前也正在检 

査是否有沟渠阻塞等问题。 

出席者包括环城大道公司T.程部 

经理锺志辉。 

t黄思汉（右二）星期四早上巡视白蒲大道昨 

日发生水灾的地区附近巡视治水工程的情况。左一 

是锺志辉。 

•当局目前已在位于白蒲大道与柏西兰蒲种山庄 

南部路的交界处旁，展开建造大型集水区的工程。 

黃 思 漢 ： 蒲 種 閃 電 水 
«< 

“雄因B生溥水位超高” 
雪
政
府
鼓
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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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拉央23日讯）士 

拉央多个地区面对水管爆 

裂问题，导致过去数个月 

内频频制水。为了解决问 

题，雪州水务管理公司将 

采取应对措施，包括更换 

区内的旧水管。 

士拉央市议员余深恩 

指出，在行管令期间，他 

们接获多宗有关制水的投 

诉，而大部分的制水都是 

因为地下水管爆裂所致。 

调低水压之后水管爆裂减少 

他说，雪州水务管理公司早前已 

采取行动，在多个制水黑区安装PRV以 

调低水压，从而减少水管因为压力而破 

裂。水压调低后，水管爆裂的问题也随 

之减少。 

“根据水供公司的回应，1月至5月 

共有12宗水管爆裂，6月有4宗，7月至 

今有1宗-“ 

他也与白沙罗区国会议员潘俭伟办 

公室代表丘丽凰及武吉兰樟州议员黄洁 

冰办公室代表努哈’昨日下午代表士拉 

央区居民与雪州水务管理公司针对制水 

— 余 深 

恩（右起）联 

同国州议员办 

公室代表努哈 

及丘丽凰与雪 

州水务管理公 

司 针 对 士 拉 

央 区 内 的 制 

水问题进行对 

话。 

展开对话： 

余深恩透露，该区现有的地下水管 

为石绵水泥，巳使用二二十年，相当陈 

旧，也导致水管的性能及质量变弱，因 

此容易破裂。 

他说，除了陈旧，也包括其他外来 

因素如第一/方所展开的工程及外来压力 

导致水管爆裂。 

“重型罗里震动导致水管破裂，也 

可能因为提升设施的影响，如马路加宽 

后却没有迁移水管，造成水管位于马路 

中央而受车辆行走S动。” 

余深恩透露，士拉央区内面对制水 

的约有10个花同区，包括士拉央再也、 

士拉央崙鲁、士拉央新镇、斯里美拉迪 

花园、士拉央乌达玛花园等地区: 

换水管工程开始招标 

他说，长期解决方案是必须更换陈 

旧的水管，而士拉央数个制水黑区也在 

雪州水务管理公司更换水管的计划屮， 

并已开始进行招标。 

另外，余深恩表示，该公司也建议 

居民本身应该为住家设置一个150公升 

水槽，存水应付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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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44居協等向雪蘇丹請願 

要求讓古納拉加當行政議員 

E生 绿 林 镇 加 拉 鲁 

( K i a r a - R h u ) 居 协 主 

席拿督洪泰真在R前的•项社 

区大扫除活动后，代表联合支持 

f纳拉加出任行政议员的组织发 

他表示，古纳拉加成为圣淘 

沙区州议员后，经常可看到古纳 

拉加亲力亲为协助居民解决民生 

问题，以民为先的服务精神。 

另 • 名 华 裔 居 民 代 表 则 

说，州议员来来去去，比起一些 

同州议员只是在活动开幕或有节 

庆才出现，平日却没有解决到居 

民问题，他觉得古纳拉加是位能 

在该区做到事情和有责任感的州 

议员。 

(巴生23日讯)雪州两个行政议 

员空缺人选未定，巴生圣淘沙区州议 

员古纳拉加新闻秘书罗伊宣称，巴生 

有44个居协、社团及宗教组织联谊会 

等支持古纳拉加成为行政议员，并把 

请愿信交到雪州王宫传达民意。 

根据 -封于前日交到霄州大臣 

办公室的请愿信副本，内容以上述居 

协团体联合会的名义发文，要求雪州 

苏丹能遴选古纳拉加成为行政议员， 

理由是古纳拉加为民服务的精神与投 

入’居民都看在眼里、感受在心里。 

“我们觉得他是最适合人选，-

个具威信、与民常在维护人民福祉、 

教育和提升选区基建的州议员，这些 

从他不断举办的活动中，都可见 _ -

斑。" 

洪泰真（前排左三）代表44个居协组织发言，要求让古 

纳拉加成为雪州行政议员。 

古纳拉加（右四）身体力行走入民间贏赞。图为他日前 

参与圣淘沙柏兰岭花园向黑斑坟宣战大扫除活动，与居民打 

成一片o 

聖淘沙柏蘭嶺花園大掃除 
纳拉加日前参与圣淘沙柏兰岭花园发动的一场社区灭 

n 蚊 大 扫 除 运 动 ， 获 得 居 民 踊 跃 响 应 ， 主 动 投 入 打 扫 社 

区环境，希望能把该区从骨痛热症黑区名单中除名。 

巴生市议会、巴生县卫生署和达鲁益山垃圾清洁公司，也 

派员及垃圾车协助居民消灭黑斑蚊，免受骨痛热症威胁。 

綠 
林 
鎮 
加 

拉 
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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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力 

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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