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KR dakwa kerajaan PN kembali menyerupai BN
AMPANG - Kerajaan Perikatan 
Nasional (PN) pimpinan Perdana 
Menteri, Tan Sri Muhyiddin Yassin 
didakwa semakin menyerupai kera-
jaan Barisan Nasional (BN).

Pengerusi Majlis Pimpinan Par-
ti Keadilan Rakyat (PKR) Selango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berkata, 
PN kini melangkah kembali kepada 
zaman BN secara perlahan-lahan 
walaupun pada awalnya menyatakan 
bahawa kerajaan hari ini adalah un-
tuk rakyat tetapi kini mula menekan 
media dan pembangkang.

“Lihat sahaja kes Tabung Haji 
(TH) dan indeks kebebasan media. 
Mereka semakin melangkah perlahan-
lahan kepada zaman BN.

“Kerajaan PN mula menarik perun-
tukan kepada wakil rakyat pembang-
kang. Ini bukan ciri-ciri mahukan refor-
masi kepada pentadbiran dan secara 
keseluruhan tetapi kembali kepada 

Amirudin (kanan) mendengar penerangan daripada Pengarah 
Komunikasi PKR, Fahmi Fadzil ketika berlangsungnya 
Konvensyen Penerangan PKR di Ampang semalam.

UMNO. Mereka memberikan nyawa 
semula untuk UMNO dan BN,” katanya 
ketika berucap pada Konvensyen Pene-
rangan Keadilan di sini semalam.

Menurutnya, beliau percaya menje-
lang Pilihan Raya Umum ke-15 (PRU15), 
PN yang belum mempunyai nama ga-

bungan rasmi dan lambang akan 
menggunakan lambang BN.

“Biarkan mereka kerana itu pe-
luang kita mengalahkan mereka, 
rakyat tahu dan kenal bagaimana BN. 
Rakyat menolak mereka,” katanya.

Mengulas lanjut, Amirudin yang 
juga Menteri Besar Selangor ber-
kata, negeri Selangor merupakan 
benteng kukuh walaupun individu 
yang pernah menjadi watak utama 
meninggalkan parti tetapi tidak ada 
satu cabang lumpuh selepas episod 
pengkhianatan berlaku.

“Namun setelah diuji, saya dapat 
lihat PKR lebih fokus dan mara un-

tuk berdepan cabaran politik.
“Mungkin sebahagian besar daripa-

da kita tergores dan mempersoalkan 
bagaimana orang lama dalam PKR yang 
pernah ditekan dan dipenjarakan akhir-
nya melanggar prinsip yang selalu di-
ungkapkan,”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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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at daerah di Selangor 
diisytihar zon kuning

SHAH ALAM - Empat daerah di Selangor 
bertukar menjadi zon kuning selepas berlaku-
nya pertambahan kes aktif koronavirus (Co-
vid-19) di negeri ini.

Pasukan Petugas Pencegahan Covid-19 
Selangor (STFC) menerusi info grafik 
dikongsikan di Facebook kelmarin 
memaklumkan, empat daerah berkenaan adalah 
Sepang, Gombak, Petaling dan Hulu Langat.

STFC melaporkan mukim Cheras mengesan 
kes aktif terbaharu dan menjadikan daerah 
Hulu Langat zon kuning keempat di Selangor.

Kini hanya daerah Sabak Bernam, Hulu 
Selangor, Kuala Selangor, Kuala Langat dan 
Klang masih direkod sebagai zon hijau.

Berdasarkan info grafik berkenaan terdapat 
tiga kes baharu dikesan di negeri ini melibatkan 
dua kes tempatan dan satu kes luar negara.

Dalam pada itu, STFC turut mengingatkan 
orang ramai bahawa tiada sebarang kompromi 
bagi pelaksanaan prosedur operasi standard (SOP) 
dan pematuhan normal baharu di negeri ini.

“Anda boleh dikenakan tindakan undang-
undang sekiranya cuai dan leka.

“Jika anda tetap cuai melaksanakan perkara-
perkara ini, ekonomi mampu tergendala dan 
bakal menjejaskan negara,”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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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ilang ais di Selangor
kena sita tiada lesen
Shah Alam: Jabatan Kesihatan
Negeri Selangor (JKNS) menyita
dua kilang ais, 29 unit mesin jual
air (MJA) dan air minuman ber-
bungkus (AMB) kerana tidak
mempunyai lesen meneruskan
operasi, bermula 21 hingga 23 Ju-
lai lalu.
Pengarahnya, Datuk Dr Sha’ari

Ngadiman, berkata premis itu di-
sita menerusi Ops Lesen dilaku-
kan Bahagian Keselamatan dan
Kualiti Makanan (BKKM) Negeri
dan pejabat kesihatan daerah
(PKD) serentak di Selangor.
“Sebanyak 17 kilang ais, 35MJA

dan tiga premis perniagaan AMB
diperiksa dan kita dapati dua ki-
lang tidak mempunyai lesen se-
belum disita.
“Tujuh notis 32B mengikut Pe-

raturan-Peraturan Kebersihan
Makanan 2009, dikeluarkan ke-
pada pemilik kilang ais, dengan
kesalahan ditemui pada pengen-
dali makanan serta kewajipan pe-
milik atau penghuni premis ma-
kanan,” katanya dalam satu ke-
nyataan.
Beliau berkata, semua MJA

yang tidak berlesen disita dan di-
berikan notis mengikut Peratu-
ran-Peraturan Makanan 1985, iai-
tu perdagangan atau perniagaan
tidak boleh mengambil air mi-
neral semula jadi, air minuman
daripada punca serta tidak dibe-
narkan mengendalikan mesin ju-
al air atau menyediakan ais da-
ripada sumber melainkan mem-
peroleh lesen daripada pengarah.
“Amaran dan tindakan un-

dang-undang akan diambil seki-
ranya pemilik premis membenar-

kan pemilik MJA menggunakan
utiliti untuk terus beroperasi
tanpa lesen. MJA disita akan di-
pantau PKD dan jika tiada tin-
dakan susulan daripada pemilik-
nya untuk memohon lesen per-
niagaan dalam tempoh itu, kami
akan melupuskannya.
“Bagi premis AMB yang tahap

kebersihan rendah, arahan tin-
dakan penambahbaikan dan notis
kompaun di bawah seksyen 32B,
PPKM 2009 juga sudah diberi-
kan,” katanya.
Sementara itu, di Kangar, Ja-

batan Kesihatan Perlis menyita 42
mesin air layan diri selepas di-
dapati beroperasi tanpa lesen da-
lam operasi bermula Selasa hing-
ga Khamis lalu.
Pengarahnya, Dr Sirajuddin

Hashim, berkata rampasan itu di-
buat menerusi Operasi Penguat-
kuasaanPerlesenanmengikutAk-
ta Makanan 1983 dan menumpu-
kan pemantauan mesin air layan
diri yang beroperasi.
“Dalam operasi itu, kita kesan

mesin air layan diri dipasang di
hadapan premis kedai dan di-
khuatiri tidak diselenggara de-
ngan baik,” katanya.
“Setakat ini, pihak kami belum

menerima sebarang aduan atau
laporan daripada pengguna yang
mendakwa berlaku kegagalan pe-
nyelenggaraanrutin terhadapme-
sin berkenaan pengusaha.
“Dalam operasi dan pemanta-

uan itu juga, kami mengesan me-
rekamenjalankan servis tanpa le-
sen dan menyita 42 mesin air,”
katanya ketika dihubungi sema-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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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Jabatan Kesi-
hatan Negeri Selangor
(JKNS) menyita dua kilang
ais, 29 mesin jual air (MJA)
dan sebuah premis pernia-
gaan air minuman ber-
bungkus (AMB) selepas di-
dapati tidak mempunyai le-
sen menerusi operasi ber-
mula 21 hingga 23 Julai la-
lu.
Pengarahnya Datuk Dr

Sha’ari Ngadiman berkata,
Op Lesen dilaksanakan oleh
Bahagian Keselamatan dan
Kualiti Makanan (BKKM)
Negeri dan Pejabat Kesiha-
tan Daerah (PKD) secara se-

rentak di seluruh Selangor.
“Sebanyak 17 kilang ais, 35

MJA dan tiga premis per-
niagaan AMB diperiksa se-
panjang operasi dijalankan
dan hasil pemeriksaan kita
mendapati dua kilang ais,
29 MJA dan satu premis
AMB tidak mempunyai le-
sen seterusnya diambil tin-
dakan disita.
“Selain itu, sebanyak tu-

juh notis 32B Peraturan-Pe-
raturan Kebersihan Maka-
nan (PPKM) 2009 sudah di-
keluarkan kepada pemilik
kilang ais,”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kelmarin.

Dua kilang ais dis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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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MPED! 
Section 16 residents lodge complaints over tree-felling 
activities along Jalan Universiti by MBPJ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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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MBERITAHUAN 

36 NOS P0K0K-P0K0K Dl SINIAKAN 
DILUPUSKAN UNTUK TUJUAN MELEBARKAN 
JALAN. SEBARANG MASALAH DAN PERTANYAAN 
BOLEH MENGHUBUNGI JABATAN LANDSKAP & 
KEHIJAUAN BANDAR. 

03-7804 8906/ 07 (EN. MOHD FIRDAUS) 

By TRIONA LAW 
metro@thestar.com.my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put up a signboard last 
week saying it will cut down 36 
trees to make way for road widen-
ing works along Jalan Universiti, 
Petaling Jaya. 

This sparked outrage among res-
idents, namely those in Section 16, 
who lodged complaints at the 
Landscape Department and the 
Bukit Gasing assemblyman's office. 

On Saturday, MBPJ stopped the 
tree-felling exercise after chopping 
down 26 trees, leaving only 
stumps. 

Residents claimed they knew 
about the road widening works in 
Jalan Universiti but were not 
aware that it involved felling the 
trees. 

Section 16 Residents Association 
president Mark Ong was surprised 
that MBPJ failed to inform them 
that the trees would be felled. 

"Nine trees along the pavement 
of the PKNS flats in Section 17 
were chopped down two weeks 
ago, and it happened over the 
weekend. * 

"With two new property devel-
opments along Jalan Universiti and 
several projects under construc-
tion in Section 13, traffic along 
Jalan Universiti could worsen over 
the next years. 

"But widening the road makes 
sense to ease congestion," he said. 

Ong added that heavy rain and 
thunderstorms around Petaling 
Jaya also led to fallen trees, result-
ing in concern for public safety. 

Resident Rachel Soon said the 
huge trees have been a feature for 
more than 30 years since her fami-
ly moved to the area. 

"It is upsetting to see more of 
our greenery making way for new 
development," she said, adding 
that the trees provided beauty and 
shade to the neighbourhood, espe-
cially during hot weather. 

"Widening the roads will not 
necessarily reduce traffic as the 
junctions have traffic lights, which 
will still cause congestion during 
peak hours," said Soon, who 
viewed MBPJ's proposed upgrad-
ing for the area last December. 

"The proposal stated that the 
junction of Jalan 17/1 and Jalan 
13/6 would be upgraded with the 
trees on the road divider pre-
served," she sai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ociety Malaysia (EPSM) president 
Nethi Nesadurai, who lives in Jalan 
17/1, said the trees added value to 
the urban environment by provid-
ing fresh air. 

Tree felling halted after 
PJ residents voice outrage 
City council preserves remaining trees but road widening to continue 

A total of 26 large trees along Jalan Universiti have been cut down 
to make way for road widening works. 

"Under the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 1976 (Act 172), there 
is a Tree Preservation Order to 
protect big and matured trees 
from being cut or damaged if the 
girth of the trunk exceeds 0.8m,"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trees along 
Jalan Universiti would exceed that. 

"Public or environmental 
experts should be consulted before 
such drastic action because there 
are other solutions. 

"Jalan Universiti needs greenery 
more than ever to curb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Nethi added. 

Damansara MCA division chief 
Tan Gim Tuan was upset that the 
community was not briefed before 
the tree-felling exercise. 

"I will write to MBPJ demanding 
an explanation on why the trees 
were felled without consent," said 
Tan, who is also a resident of 
Section 16. 

MBPJ Zone 11 councillor 
Thayalan Krishnasamy assured 
that MBPJ had ordered to stop the 

cutting of the trees and to preserve 
those still standing. 

"Plans to widen Jalan Universiti, 
including felling the trees, were 
approved by MBPJ previously, but 
was only now being carried out. 

"I have worked with Bukit 
Gasing assemblyman Rajiv 
Rishyakaran to preserve as many 
trees as possible in the area, and 
the road widening works will con-
tinue without sacrificing any more 
trees," he added. 

MBPJ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officer Ahmad Iskandar Mohamad 
Mukhtar said one condition by city 
council required the property 
developer along Jalan Universiti to 
plant 72 trees to replace the 36 to 
be cut down. 

"The developer decided to 
replant 142 hopea odorata, or 
commonly known as chengal 
pasir or merawan trees along the 
road shoulder and divider once 
the road construction is complet-
ed," he said. The notice by MBPJ on the plan to fell 36 trees along Jalan Univers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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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set for Subang Jaya to become city
PETALING JAYA: Subang Jaya 
residents look forward to its city 
status on Oct 20. They hope Subang 
Jaya City Council (MBSJ) will take the 
right path in developing the third city 
in Selangor after Shah Alam and 
Petaling Jaya. 

SS19 resident Diyana Zulasmin 
said Subang Jaya should be turned 
into a business or educational hub, 
rather than an entertainment city. 

She said it i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Subang Jaya becomes a city 
because it is one of the most 
populated places in Selangor. 

“It is also a self-contained city 
where you can find food, education, 
entertainment and medical facilities. 
You don’t need to go anywhere. It’s all 
here,” she told theSun recently. 

oResidents hope MBSJ will take right direction 
when upgrading neighbourhood

� BY CCINDI LOO 
newsdesk@thesun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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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also said she is both excited 
and apprehensive as she doesn’t 
know what direction MBSJ is taking 
when carrying out the upgrade. 

She would like to see a review of its 
local plans for the next 10 years. 

She hopes to see Subang Jaya 
become a greener city, as well as 
having fewer shopping malls so that 
people can appreciate nature more. 

She pointed out that traffic 
congestion in Subang Jaya needed to 
be eased. 

A USJ resident, who wants to be 
known as Hoo, applauded the 
council for the upkeep of public 
amenities.  

He suggested that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making the public 
places cleaner and greener instead of 
turning the city into a major 
entertainment centre. 

He agreed that stern actions 
should be taken to discourage 
indiscriminate parking during peak 
hours at commercial areas in Subang 
Jaya. 

SS15/2 and SS15/3 Rukun 
Tetangga chairman Michael 
Sundram felt that Subang Jaya is not 
ready for a city status if basic 
maintenance of public amenities and 
facilities is not up to par. 

“Look at our roads and drains, the 

maintenance is just not there and it’s 
getting worse. We must look into the 
conditions before claiming we are a 
city,” he said. 

MBSJ councillor Lee Jen Uyin said 
while the council is trying to use the 
funds available to upgrade public 
facilities and amenities to ensure a 
safe, clean and more comfortable 
city, the people’s mindset must also 
change. 

“You can’t build an overhead 
bridge or a zebra crossing when the 
residents do not use it,” she said. 

With the upgrade to city status, 
Subang Jaya must have good 
infrastructure, cleanliness and strong 
enforcement. 

“There are many expectations and 
we must show that we can provide the 
service they want,” she said.  

From being part of the Petaling 
Jaya District Council to having its own 

municipal council in 1997, Subang 
Jaya has come a long way to be 
upgraded to a city. 

Subang Jaya will change its status 
from a municipality to a city after it 
received consent from Sultan of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Selangor Mentri Besa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had announced 
Subang Jaya’s city status last 
December after the state government 
received Cabinet’s green light 
through its Housing and Local 
Government Department.  

The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achieved its status in 2006 and Shah 
Alam City Council in 2010. 

Among the criteria for granting 
city status are that a local government  
must have a minimum population of 
500,000 and an annual income of not 
less than RM100 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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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嘉隆
2 6
日讯）瓜 

冷市议会联合第九区市 

议 员 、 双 溪 嘉 隆 乡 管 

会，公共工程局及雪州 

子 公 司 达 鲁 益 山 集 团 

(KDEB)，动员50人在 

.嘉隆新村主要大道进 

行大扫除。 

此次活动共动用了 5辆 

罗厘，两辆铲泥机及近 

50位各单位人土，近4小 

时共清理了约5罗厘的非 

法垃圾，主要以枯树、 

大型家具及一些小畈及 

居家垃圾。 

瓜冷市议员洪友亮指 

出，打造清洁仁村，是 

全体村民的责任，为了 

给下一代有更舒适健康 

的环境。 

他促请村民不要再乱 

丟 垃 圾 ， 不 然 清 了 又 

丟，何时才能清完，并 

感叹再多次的大扫除也无济于事。 

他也呼吁商家及居民们，在家及店前自 

备垃圾桶，不要在把垃圾丢进别人的垃圾 

早 

位 

•工作人员把村民丟弃的床褥搬走。 

桶或路上。 些垃圾虫。” 

他呼吁村民当线眼，提供垃圾虫的照片 洪平进希望村民一起响应“垃圾不落 

给仁嘉隆新村管理委员会。 地，仁村更美丽，仁村是我家，环保靠大 

“我们会要求执法单位开罚单，惩罚这家。” 

大型家愀随处乱丟，影响市容，被清洁人员载走。 丨瓜冷市议会出动2辆铲泥机协助清理枯死的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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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財務債務經商線上咨詢 

州政府推出 
(莎阿南

2 4
日讯）雪州政府推出“企 

业家诊疗所” （KuSEL)服务，为州内企 

业家提供财务管理、债务重组等在线咨 

询援助。 

掌管雪州企业发展、乡区与传统甘榜 

事务的行政议员罗兹雅，日前主持“雪 

州企业家诊疗所”服务主持推介礼时指 

出，州政府与雪州发展机构和Ar ab i an 
Gateway科技公司（AGT )合作，推出这 

项在线咨询服务。 

“这支线上团队将为有需要的商家提 

供辅导和咨询，包括就商家的财务管 

理、债务重组和铲 

见。” 

k说，需要援助的商家可上网抛出问 
题和寻求咨询，服务团队将在线上提供 

意见和协助，一旦求助者的问题太复 

杂，那服务团队可能要求会晤商讨。 

“我们了解许多中小型企业或小商家 

的生意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饱受冲击， 

所以推出这项在线企业咨询服务，为有 

需要的商家提供专业意见。” 

她说，州政府从中也可收集雪州企业 

家的经商问题，有助今后拟定更符合趋 

势的发展蓝图。 

d商问题提供专业意 

KUNIK U5AHAWAN 
.SSLANGOR, 

www.xdebt.org 

鉴 A 

I罗茲雅（左3)为雪州“企业家诊疗所”主持推介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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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动心捐獻 

縛戶獲 i lUl^奶粉 

丨杨肃明（左）捐赠奶粉给家境清寒人士，右为颜祖儿。 

(万津26日讯）万津区刘永山州议员服务 

中心及万津区州选区妇女培力中心，在行动 

管制令期间配合州政府政策，提供婴儿纸尿 

片和配方奶粉给仁嘉隆及万津区的弱势家庭 

居民 

婴°儿纸尿片由私人商家热心捐献，交由刘 

永山负责协调分发，配方奶粉则由万津慕利 

亚路的“健康宝宝”东主杨肃明慷慨捐赠。 

此次受惠家庭和单亲妈妈共有34户人家。 

万津区妇女培力中心主任颜袓儿也参与协 

助协调分发。 

5月，每个州选区的雪州妇女培力中心获得 

雪州政府准许，动用拨款中的6000令吉提供 

物资给予各地区需要协助的家庭。 

刘永山指出，在这一次的救援活动中，万 

津区妇女培力中心再接再厉，配合区内商家 

合资捐赠，希望能够协助区内更多需要协助 

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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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 2 4日讯）为減少民众 

在 疫 情 期 间 集 中 在 服 务 柜 台 办 

事，雪州土地及矿物局（P T G S ) 
推出全马首个“土地拥有杈自助 

交接”服务！ 

“土地拥有权自助交接”服务以无 
需面对面的情况处理，除了提高政府 
机构善用互联网以提升服务效率，也 
避免人潮集中和减少疫情散播的情 
况。 

k项自助交接服务分为两个阶段进 
行，首阶段允许民众通过“智能箱” 

( S m a r t b o x ) 的自助服务机提交文 

件，至于第2阶段则允许民众通过自助 
服务机接领土地拥有权文件，涉及的 
土地文件包括分层地契和土地拥有权 
等，并会在明年开跑。 

雪州土地及矿物局局长尤斯里指 

出，在面对 
疫情的情势 
下，该局推出 
线上自助服务 
以方便民众，也 
减少民众与官员 

在服务柜台所产生的肢体接触风险。 

明年開跑 

他说，数个月前实施的行动管制令 
造成所有政府部门停止开放，而在管 
制令房款后，许多民众一窝蜂来到土 
地局办事而人潮汹涌。 

始 
“作为开 

律师行获准率先 
通过此服务提交文件，随后就会 

逐步开放给民众使用。” 
尤斯里指出，“智能箱”就设在雪 

州政府大厦底层，自助服务机的缴款 
时段是早上5时至晚上8时，提交文件 
时段则从早上6时至下午5时。 

申请者必须事先上网浏览Smartbox 
PTGS 网站，即 h t t p : / / s m a r t b o x • 

s e l a n g o r • gov • my缴付相关申请案件 
的准确费用，再把相关申请文件和收 
据置入信封内，投入自助服务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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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里爾：模式文化各異 

馬航亞航難合併 
亚既需要有低 .成本的廉里尔曾表示国库控股正 

价航空公司，也要有如等待马航管理层制定策 

马航般提供高价值的航略复苏计划。 

空公司。 ’ 今年4月，国际贸易及 

他说，从长远策略来工业部高级部长拿督斯 

看，马来西亚 重要的里阿兹敏阿里说过，在 

是提供足够的选择，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 

仅是对马来西亚人，也击下，与亚航合并是其 

包括到马来西亚的外国 中一个“拯救"马航的 

游客。 方法。此事早于去年已 

早前有报导指出，沙经有过考虑。（LMY) 

( 吉 隆 坡 2 6 曰 

讯 ） 国 库 控 股 公 司 

(Khazanah )董事经理 

拿督沙里尔说，马航很 

难与廉价航空公司如亚 

航合并，因为两个不同 

的商业模式与工作文化 

的公司合并，很少能够 

带来结果。 

马航是国库控股属下 

的独资公司。 

沙 里 尔 昨 晚 在 第 三 

电视台（TV3 )财经节 

目《钱事》（M o n e y 

Matters )中说，为了满 

足不同的市场，马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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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華：避免因補選分裂 

晤敦馬派商上陣仕林 
他今日出席公正党宣传局大 

会后，就敦马阵营宣布以土著 

团结党身份上阵仕林补选作出 

回应0 

他说，土团党要求就上阵仕 

林会面，虽然土团党不在希 

盟，但他们不要给予借口，指 

他们没协商就行动，"我们不 

要反对党之中有分裂，因此我 

们先协商，派团队与他们见 

面 ° ” 

安华透露，他的团队会在与 

敦马方面进行讨论后，将讨论 

结果的报告提呈至周二召开的 

希盟主席理事会会议，希盟届 

时再讨论并决定是否要上阵仕 

林补选。 

他证实，有收到上阵仕林补 

选候选人名单，只是尚未讨 

论。 

但他表示，指希盟让路土团 

党上阵仕林补选的说法并不正 

确 ° 

否认希盟让路土团 

针对国盟酝酿提早大选，安 

华认为，当前的环境根本不适 

合举行全国大选。 

“目前的环境不利大选，我 

们有新冠肺炎疫情.，竞选限 

制，而且现在的政策也是倒退’ 

的 ° ” 

较早前，安华在公正党宣传 

局大会上致词时指出，将致力 

于疔造公正党为有未来、获得 

全马人民支持的政党，而且是 

为国内所有种族发声的政党， 

塑造新马来西亚。（LMY) 

敏派每月給5千收買領袖 

安 
华在公正党宣传局大会上 

揭露，一名党领袖因为每 

个月获得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派系支付5000令吉而背叛及不 

再支持他。 

“他声称获得Kartel (公正 

党内对阿兹敏派系的称呼）每 

月支付5000令吉，他要怎么留 

在党内？党无法每个月支付他 

希盟力挺沙政府 

安 
华强调，希盟将会全力支 

持沙巴州政府。. 

“对我们而言，这就是希盟 

+ +的立场，也就'是继象支持 

(沙巴州政府）。“ 

他是在询及沙巴州政权出现 

变天危机的传言，以及希盟 

会否继续支持以沙巴首长拿督 

斯里沙菲益阿达为首的州政府 

5000令吉° ” 

他说，因为这名领袖有家 

人，所以他对此不持强硬态 

度，只是非常同情，因为只值 

5000令吉。 

“这样的人失去了自己的价 

值，可是，还在党内的人必须 

坚守自己的原则、尊严、民族 

及自尊。” 

时，如此回应。 

有关首相人选课题，安华 

说，他将会继续与沙菲益会面 

及协商。 

“是，是，我们继续会面商 

议，这不是问题。” 

询及这个课题的进展时，安 

华说，希盟已经作了决定，他 

有义务告知沙菲益。 

公 
正党宣传主任拿督斯里三苏依斯干达强 

调，将从"叛徒"手中夺回安邦及鹅唛 

两个国会议席。 ’ 

“公正党将会抗争到底，夺回这两个属于 

公正党的国会议席。“ 

安邦区国会议员为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祖 

莱达，而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高级部长拿督斯 

里阿兹敏则是鹅唛区国会议员；两人是在公 

正党旗帜下上阵509大选并胜出，但在2月杪 

发生“喜来登行动”变天时，跳槽至土著团 

结党。 

三苏依斯干达在公正党宣传局大会上致词 

时，也就这场大会选在安邦一家酒店举行表 

示，这是因为这家酒店坐落在安邦及鹅唛之 

间‘的中心点。 

“如此一来，我喊他们就会听得到，我们 

要告诉全国，还有安邦及鹅唛，这是公正党 

的地方。我们会来这里争回安邦及鹅唛。” 

三苏依斯干达强调，尽管受到背叛者所伤害，但 

公正党依然完整无缺。 

数百名身穿党服的党员和支持者出席公正党宣传 

局于周日上午8时30分，在位于安邦的De Palma酒 

店举行的造势大会。当领袖进入会场时，支持者更 

是站立高喊“烈火莫熄”的•号，气势高昂。 

出席者包括雪兰莪州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阿米鲁 

丁、雪兰莪州公青团团长纳兹旺。 

指盟友不堅持挺安華 
；^•关支持安华为首相人选，公正党宣传主任三苏 

M依斯干达指责“希盟盟友”摇摆不定。"我们 

要指责盟友，不要对我们已经在人民（面前）决定 

的立场摇摆不定。” 

他强调，支持安华为首相的承诺并不改变，"不 

要紧张，然后去提名别人。” 

另外，三苏依斯干达呼吁公正党百万党员成为党 

的宣传人员，向选民宣传党的理念及正确的讯息， 

让选民在选举时能够做出有智慧的选择。 

"若同志开始出去宣传及给予解释，到安邦、到 

鹅唛还有全国，我相信我们能保住我们所贏的议 

席，这是没有问题的，我相信我们将能够成立政 

府，我相信人民的智慧。“ 

法米：渴望閃電大選巫統因憂納吉案 

对 
巫统迫切想要举行闪电大选，公 

正党通讯主任法米说，那是因为 

他说，5月份就有超过82万6000人因 

为疫情而失去工作，人力资源部长（拿 
巫统担心来临星期二发生的事情（前首督斯里沙拉瓦南）也表示6万份工作职 

相拿督斯里纳吉SRC案件下判日）。 

因此’他抨击羿统只是重视"全民共 

识” ° 

"对我来说，现在并不是举行大选的 

最好时期，因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呈上 

升趋势，砂拉越甚至已掀起第二波疫情 

的隐忧。” 

他在公正党宣传局大会上致词时说， 

那些想要现在就举行全国大选的人，显 

然都是自私的一群，他们根本不爱惜这 

个国家，更不在乎人民的健康安全。 

位因此消失，如今已近8月份，若情况 

持续，年底将有超过百万人失业。 

“如果在这个非常时期举行闪电大 

选，很可能会耗费15亿令吉的费用o ” 

他表示，倘若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举 

行大选，公正党也会全力以赴争取回51 

个议席，并忠于党的选择，支持该党主 

席拿督斯里安华为第15届全国大选的首 

相人选。 

法米在致词时也告诉基层党员，公正 

党有能力夺回安邦区国会议席，并指公 

正党虽然经历多次背叛行为，但始终坚 

守正义精神。 

在以“背叛”两字暗讽时，他意有所 

指的说，这种行为可能会在国会提呈两 

项附加供应法案时出现。 

“对政府部门而言，这一点非常重 

要，我们知道那里可能会出现叛将。” 

他指出，在出任首相后，丹斯里慕尤 

丁并没有经过国会提呈的不信任动议， 

以鉴定是否真的获得大多数国会议员的 

支持。此外，我国更是有史以来，在没 

有理由之下撤换国会下议院议长。 

此外，法米呼吁党员紧记主席安华说 

过的话，即公正党要赢得选举，是为了 

要完成该党的政治奋斗与目标，并不是 

为了权力。 

大臣：根據人民需求援助 

雪希盟政府依然穩固 
@ 兰 莪 州 务 大 臣 拿 计 划 ， 因 而 政 权 依 然 

3督斯里阿米鲁丁 稳固。 

说，希盟执政下的雪 阿米鲁丁也是雪兰 

芸莪州政府专注根据莪州公正党主席；他 

人民的需求推出援助是出席公正党宣传局 

大会后询及雪兰莪州 

马来人支持率下降的 

问题时，如此回应。 

他说，州政府也有 

进行实地考察的研 

究，也有赖各方的努 

力与继续奋斗，种族 

课题不是争议，更重 

要是如何根据子民需 

求而提供更多项目。 

州政府有实地考察 

询及雪兰莪州政权 

是否依然稳固时， 

阿米鲁丁说：“上 

苍容许的话（ | n s h a 

Allah )，就如我刚才 

所提及的情况，我对 

雪兰莪雪州依然有信 

心 ° ” 

他跟着反问记者： 

"你说这番话（政 

权不稳），是谁说 

的？”当他听闻是 

“国阵” 二字时，笑 

着说： "那是上届的 

.事，不值一提。“ 

针对这个朴选课题展开 

讨论。 

•安华（中）与台上众领袖紧握拳头，率领现场支持者高呼“烈火莫熄”、“坚 

持对抗”的口号，气势高昂；左起为法米和阿米鲁丁 ’右起是纳兹旺和三苏依斯 

干达。 • 

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 

安华透露，为了避免反 

对党因仕林区州议席补 

选而发生分裂，希盟将 

与前首相敦马哈迪阵营 

(吉隆坡26日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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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依斯甘达提醒希盟成员党 

续力挺安华任相 
(吉隆坡 2 6日讯）人民公正党宣传主任拿督 

斯里三苏依斯甘达提醒希望联盟成员党，在首相 

人选的课题应继续力挺拿督斯里安华，不要背信 

承诺。 

“不要在首相人选的课题产生动摇，不要动辄 

推荐其他人担任首相。” 

三苏依斯甘达也是马六甲汉都 

亚再也国会议员，他是在公正党宣 

传大会，如是指出。 

他指安华经历过诸多挑战，包 

括坐牢，如今重新领道公正党，再 

次面对挑战。 

此外，三苏依斯甘达也指出，随着纪律行动 

对付 4 0 0名党员，该党继续清理门户。 

他也矢言，公正党将会重新夺回安邦及鹅唛 

国会选区。 

另外，雪州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指 

出，该州不受公正党前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 

的开除影响。 

雪公正党仍拥最多议席 
他指出，公正党仍是雪州议会内拥有最多议 

席的政党。 

阿米鲁丁指出，尽管阿兹敏对一些人来说仍 

具影响，但他以前雪州大臣丹斯卡立为例子称， 

每个人都认为卡立被开除后，公正党就不会再强 

盛 ° 

“但是在上届大选，我们赢得了大部分的州议 

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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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華 揭 遭 1 領 袖 背 叛 

挺敏面月領 
(安邦 2 6日讯）公正党主 

席拿督斯里安华指称一名党领 

袖获得前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 

兹敏阿里派系每月支付 5 0 0 0令 

吉，因此背叛及不再支持他。 

他在公正党宣传局大会上致 

词时说：“他获得Kartel (公正党 

内对阿兹敏派系的称呼）每月支 

付5000令吉，他说他要怎么留在党 

内？党无法每个月支付他5000令 
士 ” R o 

“我没有（态度）强硬，我 

只是很同情，因为他有家人，但 

是我说，最后你就价值5000令吉， 

没了，我说没关系，离开吧。” 

他说，这样的人失去了向己 

的价值，而还在党内的人需要坚 

守原则、尊严、民族及自尊。 
安华与台上众领袖紧握拳头，率领现场支持者高呼“烈火莫熄” 

氛高昂。左起为法米及阿米鲁丁；右起为纳兹旺及三苏依斯干达。 

随 
着前首相敦马哈迪阵营宣 

布以土团党身分上阵仕林 

补选，安华透露，希盟将与敦马阵 

营针对仕林补选课题展开讨论。 

法 米 ’ 

疫情反彈非大選時機 

‘坚持对抗” (lawan tetap lawan )的口号，气

阿米魯丁 ： 

雪希盟政權穩固 

當 含 /垂 R 
黑 且 博 局 

l i 

营针对仕林补选课题展开讨论。 

他解释，这是因为他不要反对 

党在补选中发生分裂。 

“他（土团党）要求见面，他 

们土团党上阵仕林，因此我们不要 

反对党之中有分裂，它（土团党） 

不在希盟，但我们不要给予借口， 

(指）我们没协商就行动。 

“因此我们先协商，团队去与 

他们见面。” 

安华在大会后受访时表示，他 

的团队与敦马方面讨论后，将呈上 

给本周二的希盟主席理事会会议， 

再讨论并决定是否要上阵仕林补 

选。安华表示，的确收到了候选人 

名单，只是尚未讨论。 

否认让路土团上阵补选 

他也强调，指希盟让路土团党 

上阵仕林补选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针对国盟酝酿提早大选，安华 

表示现在的环境根本不适合进行全 

国大选。 

“我们有冠病疫情，竞选限 

制，现在的政策也是倒退的。” 

强调希盟力挺沙政府 

针对沙巴州出现变天危机的传 

言，安华今日强调希盟全力支持沙 

巴州政府。 

对于首相人选课题，安华表示 

将会继续和沙巴首席部长沙菲益就 

首相人选课题会面和协商。 

正党通讯主任法米也认为，现在不是 

A举行大选的最好时期，因为冠病确诊 

病例增加，砂拉越有掀起第二波疫情的隐忧。 

“那些想要现在就举行全国大选的人，无非 

就是自私的一群，他们根本不爱惜这个国家，更 

不在乎人民的健康安全。” 

他 也 抨 击 巫 统 只 是 重 视 “ 全 民 共 识 ” 

(Muafakat Nasional)，该党迫切想要举行闪电大 
选，是因为星期二发生的事情（前首相拿督斯里 

纳吉SRC案件下判日）感到担心。 

他表示，如果在这个非常时期举行闪电大 

选，很可能会耗费15亿令吉的费用。 

将争取 5 1议席 

他指出，如果逼不得已举行大选，公正党会 

全力以取回51个议席，并忠于党的选择，支持该 

党主席安华为第15届全国大选的首相人选c 
法米也说，尽管该党经历多次背叛行为，然 

而该党始终坚守正义精神。 

他更以“背叛”两字暗讽，这种行为可能会 

在国会提呈2项附加供应法案时出现。 

他说，丹斯里慕尤丁任相之后，他并没有 

面对过国会对他提呈不信任动议，以鉴定他是否 

真的获得大多数国会议员的支持。此外，我国更 

是有史以来，在没有理由之下撤换国会下议院议 

长 

由公正党宣传局举办的造势大会于今早在安 

邦的De Palma酒店举行。数百名身穿党服的党员 

和支持者皆踊跃出席。当领袖进入会场时，支持 

g更是站立高喊“烈火莫熄”的口号，现场气氛 

局昂O 
演讲的领袖还有宣传主任二苏依斯丨达、雪 

州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阿米鲁丁；至于党主席拿 

督斯里安华则是压轴主讲人c 

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 

@ 鲁 丁 指 出 ， 希 盟 执 政 

下的雪州政权依然稳固，州政 

府专注根据人民的需求推出援 

助计划。 

“各方必须继续奋斗， 

种族课题并非争议，我们必须 

着重如何根据（雪州子民）需 

求，提供更多项目。” 

也是雪州公正党主席的阿 

米鲁丁被询及雪希盟马来人支 

持率下降的问题时回应说，他 

对雪州依然有信心。 

三蘇：藍眼要奪回安邦鵝陵 

正党宣传主任拿督斯 

A 里一 .苏依斯干达致词 

时表示，公正党将会夺回安邦及 

鵝唛这2个属于公正党的国席。 

斥盟友首相人选立场摇摆 

安邦及鹅唛国会议员分别为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祖莱达，以 

及阿兹敏阿里，他们509大选时 

是在公正党旗帜下胜出，2月底 

发生“喜来登行动”变天时，2 

人跳槽至土团党。 

二苏依斯干达也指责“希盟 

盟友”对支持安华为首相人选摇 

摆不定： 

“我们要指责盟友，不要对 

我们已经在人民（面前）决定的 

立场摇摆不定。 

“我们不可以改变我们将支 

持安华为首相的承诺。 

“不要紧张，然后去提名别 

人c “ 

公正党宣传 
局造势大会，场 
内的位置几乎坐 
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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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庫控股：商業模式不同 

馬航亞航合併難落實 
(吉隆坡26日讯）国库控 

股公司（khazanah)强调，马 

航（MAB)与廉价航空，如亚 

航之间的合并是难以落实的事 

情。 

国库控股董事经理拿督沙 

里尔指出，两个不同的商业模 

式和丁作文化的公M]合并，很 

少能带来结果。 

沙里尔昨晚在第二电视 

台（ T V 3 )财经节 H《钱事》 

(Money Matters )中，如是表 
7Ko 

马需廉航和高价值航空 

“大马需要有低成本的航 

空公司以及如马航般提供高价 

值的航空公司共存，因为我们 

需要满足各个市场。” 

“因此，我认为，为大马 

的长远策略来看，最重要的是 

提供足够的选择，这不仅是对 

大马人，也包括来我国的外国 

游客“ 

此前，有报道指，沙里尔 

曾表示国库控股正等待马航管 

理层制定策略复苏计划。 

国际贸易及丁业部高级 

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在今 

年4月曾经提到，在面对冠状 

病毒疫情的冲击下，其屮个 

“拯救”马航的方式就是与亚 

航进行合并；而此事实际上早 

在去年已经进行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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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仁 嘉 隆 新 村 进 行 大 扫 

除，图为众人在万寿宫集 

逾 5 0 人 大 掃 除 清 潔 仁 村 • 右 六 
瓜冷市會聯合各單位 

(仁嘉隆26日讯）瓜冷市议会联 

合第九区市议员、双溪嘉隆管委会， 

公共T程局及达鲁益山垃圾管理公司 

(KDEB )日前在仁嘉隆新村主要大道 

进行大扫除。 

此次活动共动用了5辆罗里，两辆 

铲泥机及近50名各单位人员•起进行活 

动，近4个小时清出了大约5罗里的非法 

垃圾，主要还是以枯死的树木，大型家 

私及一些小贩及住家垃圾。 

瓜冷市议员洪友亮指出，打造清 

洁仁村是全村民的责任，为了给下-代 

有更舒适健康的环境，他恳请村民不要 

及七为洪友亮及洪平进。 

再乱丢垃圾了 3不然清了又丢，没完没 

了，导致多次的大扫除也无济于事。 

他也呼吁商家及居民，在家及店前 

自备垃圾桶，不要把垃圾丢进别人的垃 

圾桶或路上：他感谢瓜冷市议会及各单 

位的协助。让大扫除活动顺利完成。 

管委会主席洪平进呼吁村民当线 

眼，提供垃圾虫的照片给尸嘉隆新村管 

理委员会。 

“我们会要求执法单位开罚单，惩 

罚这些垃圾虫。我希望村民•起响应垃 

圾不落地，广村更美丽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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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計劃送暖 1 0 4貧戶 

帛市馬華組屋派物資 
(八打灵再也26日讯) 

由马华八打灵再也区会及马 

青区团携手推行的“取之卞I: 
会，用之社会”粮食计划于 

今日首日开跑，并在灵市17 
区的雪州发展机构（PKNS) 
组屋分发物资予气地受惠的 

1 0 4 名 居 民 。 

马青八打灵再也区团团 

长林汉文指出，随着冠病疫 

情肆虐及早前受到行管令的 

限制，导致贫困者及其家庭 

的经济受影响，有者甚至面 

临失业危机，因此透过该项 

计划协助有需要者。 

他说，该粮食计划在灵 

市17区率先开跑，之后将在 

八打灵再也国会选区 -带继 

续进行该项计划，以把1000 

份物资送到有需要者手上。 

提供6个月物资 

他提及，该计划从即日 

起至今年12月进行，所有申 

请者登记后，该会将经过审 

核与筛选，并发出通知予成 

功申请者，同时为受惠者提 

供为期6个月的物资。 

他解释，符合申请条 

件者可透过数种方式提出申 

林汉文（左二起）、赛夫及周显达（右二）移交物资给受惠 

的居民。 

请，包括在马华八打灵再也区会 

脸书（MCA P e t a l i n g J a y a ) 点 击 链 
接及下载、向该会会员领取及填 

写申请表格，或是咨询睦邻计划 

的会员协助有关申请手续。 

他表示，凡家庭收人低于 

4 0 0 0 令 吉 者 ， 皆 可 提 出 申 请 ， 包 

括B40群体、单亲家庭、贫穷的 

年长者、残障及失业人士： 

他补充，该组屋的居民在行 

管令期间曾面对粮食短缺问题， 

该会也在行管令期间二度前往该 

区派送食物与物资，因此，此次 

是第3次到访该组屋。 

LL 
与 i 

华八打灵再也区会秘书周显达 

^兑，在行管令期间，该服务团 

队已在灵市50个地区展开各项派发蔬菜或 

物资活动，以帮助受疫情影响的民众，、 

屮有近3000名民众受惠。 

他表示，马华八打灵再也区会中有-

支服务队，为八打灵再也国会选区的民众 

解决各种民生问题: 

他呼吁民众在冠病疫情未完全消退 

前，务必遵守政府制定的各项标准作业程 

序（S O P )，尤其是保持社交距离，让全 

行管期間助近3千人 
民共同抗疫C 

他希望社会各界热心人士能慷慨解 

囊，并积极响应该项粮食计划，同时为社 

会献一份力或捐献 R 常用品、 F 粮等物 

资，以帮助更多有需要者。 

睦邻计划主席感谢马华伸援 

灵市1 7区C区睦邻计划（K R T )主席 

赛夫指出，早前灵市17区的雪州发展机构 

组屋周围的卫生条件欠佳，垃圾桶也破 

旧，惟庆幸获得马华八打灵再也区会及马 

青区团的协助，以解决棘手的问题。 

他坦汽 i,上述团体还自费购买全新的 

垃圾桶送给当地组M的居民，以解决该居 

住环境的卫生问题，同时带领成员们-起 

展开清洁T.作。他感谢该成员再次到来组 

屋拜访和派送物资给居民，以减轻低收人 

者或家庭的经济负担。 

出席分发粮食计划者尚有巫统八打灵 

再也区部署理主席嘉马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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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邦市USJ8柏西兰慕利亚路 

的路面出现龟裂及下沉的现象， 

梳邦再也市议会为了安全起见， 

已封锁该路段的两个车道，只剩 

最右车道可通行。 

USJ8路格 
J t 

李 燕 韵 ： 柏 

西兰慕利亚路是 

USJ8居民通往附 

近学校的必经之 

路，如今两个车 

道被关闭，星期 

一早上的上班及 

上学高峰期或会 

出现严重塞车。 

(首邦市 2 6 日讯）首邦市 U S J 8 柏西 

兰慕利亚路(Pe r s i a r an Mulia ) 的 路 面 出 

现龟裂及下沉的现象，存在地陷危机。 

梳邦再也市议员李燕韵接受《大都会》社 

区报记者电访时表示，当地居民在-•星期前就 

发现柏西兰慕利亚路及USJ8/2路口前的路段有 

下沉的现象，因此立即向她及梳邦再也市议会 

反映。 

她透露，由于该路段下还有英达丽水的地 

下水管，因此市议会即刻通知英达丽水一起前 

去检査。 

她指出，、时的情况并不严重，该路段只 

是呈现路面不平的状态，然而，该区在过去的 

星期都不断下雨，导致情况变得严重： 

“昨天屮午，我们接到居民的投诉，指路 

面龟裂的情况变得更严重，且下沉得更多。我 

们担心是地下水管出了问题，造成泥土流失及 

变得真空-“ 

i 说 ， 他 们 立 即 联 系 了 快 速 队 伍 

(PANTAS ) ’在10分钟后封锁路面下陷的道 

路。 

关闭2车道致严重塞车 

李燕韵表示，由于该路段是当地居民通往 

附近学校的必经之路，如今左边两个车道被关 

闭后，她也担心明早（星期•）的上班及上学 

高峰期，会出现严重塞车。 

她说，她会再联系英达丽水，以了解英达 

丽水何时要动丁维修该路段。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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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发透露，市议会已经允许沙登商业 

胃城夜市在P S K大路首尾两端设立进出 

口，让访客经过临时柜台测量体温及登记个人 

资料后才可以进入夜市范围。 

他说，为了集屮管理和控制人流，该公会 

遵守市议会的标准作业程序，已经把PSK夜市围 

起了警戒线，然而却频频发生有-些不听劝的 

民众，为了避开登记柜台的排队人龙，私自越 

过警戒线进人夜市范围： 

小贩深感无奈 

“这些访客态度固执，每每趁负责站岗 

和巡逻的志愿警卫人员不在时，就趁机窜入夜 

市，小贩们见状？^时劝也劝过了，可是对方就 

是不听，令小贩深感无奈：、” 

黄来发指出，这一小撮人的自私行为，实 

在令夜市公会和小贩们感到十分为难，万有 

市议会执法人员或警方突击检査，发现任何违 

规和违反标准作业程序事故，后果可大可小： 

他表示，如今冠病疫情有反扑的迹象，到 

处可见执法当局如警方、卫生局和市议会突击 

取締违反SOP的群众，如果因为有人违法，导致 

1局中止夜市复业的话，到头来全体小贩将无 

辜被牵连受罪，无法再营业了 

黄来发：警卫没阻拦 

黄来发透露，此外，H前来逛夜市的访客 

也有少数人没有佩戴口罩，警卫员没有刻意阻 

拦，不过随着政府公布从8月1日起规定民众前 

往公众场合的时候，必须戴上口罩以策安全， 

夜市公会将与警卫员协商如何收紧规则及应对 

不戴口罩的民众。 

他说，现阶段，夜市公会只能呼吁民众在 

选购后就尽快离开，避免长时间在夜市范围停 

留，降低感染病毒风险， 

黄来发坦n ,在适应新常态下，所有小贩 

和民众都需要充分配合，才能确保夜市获得继 

续营、Ik下去 

黄来发：夜市 

小贩公会担忧少数 

民众违反SOP问题 

会引来当局取締。 

mwrn沙登商業城（PSK )夜市 
( 沙 登 2 6 日 讯 ） 正 当 冠 病 

疫情再度拉响警报之际，沙登 

商业城（P S K ) 夜 市 自 复 业 后 

接连发生有一小撮人违反标准 

作 业 程 序 （ S O P ) ， 他 们 为 了 

贪图方便及避开排队人龙，频 

频偷步窜入夜市，有者更不戴 

口罩出门，引起小贩公会关注 

和担忧！ 

I 人潮及买气逐渐恢复 

据悉，沙登商业城夜市是从本 

月初才获得梳邦再也市议会批准恢 

复S � l k 3时基于涉及商贩人数众 

多，几经波折才终于成了市议会辖 

区最后一个复业的夜市 

沙登PSK夜市小贩公会主席黄 

来发告诉《大都会》社区报记者， 

经过了3个星期的观察和试行，该夜 

市整体复业情况良好，逐渐恢复人 

潮及买气，让小贩个个笑颜逐开 

他说，根据访客登记资料， 

来逛沙登商业城夜市的人数已经突 

破2000人次，显示夜市人潮开始回 

升，这无疑是•个好现象。 

他表示，按照该公会与市议会 

协商后的共识，已经把参与复业的 

小贩人数分成A、B两组，每组相隔 

-个星期采用轮流方式，在星期一 

下午4时至晚上10时营业，如今该夜 

市每晚可以容纳100至130档小贩， 

以便吸引更多人来光顾。 

编辑：崔碧慧/王淑莉 

沙登商业城夜市自从恢复营业以来，人潮买气逐渐回升，来逛夜市的访客一度突破2000人次。 

不排隊不戴口罩 

- 職 二 贪 图 
方便及无：^定，越过警 

戒线进入夜市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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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大拥會社區報I 

t李金狮 
村9路多家民宅 

遭遇水突，水 

消退后居民隔 

日就陆续展开 

清理工作，把 

被浸湿的家具 

及衣物放在太 

阳底下晒干。 

•—场倾 

盆大雨令毗邻 

李金狮村民宅 

的万挠河河水 

爆 涨 n (图由 

受访者提供） 

| 居 民 一 

早便开始清理 

家园，把水灾 

带来的泥泞洗 

干净。 

報 道 • 黃 文 民 攝 影 • 林 毅 鉦 

( 万 挠 2 6 日 讯 ） 长 命 豪 雨 导 致 万 挠 多 个 地 

区在昨日（ 2 5日）下午发生水灾，其中李金狮 

村有多达逾 1 0户住家遭水淹至 2呎高，且该村位 

于 9路民宅前的万挠河部分河提也崩坏坍塌。 

、地居民形容，这是继20年前该村遭遇大水灾 

后，首次出现严重的“水劫”， 

《大都会》社区报记者今午随同士拉央国会议员' 

梁自坚及万挠区州议员蔡伟杰巡视该村时，了解到洪 

水已在昨晚逐渐退去，灾黎今早也纷纷清 »园。该 

村位于9路的民宅前，可见有灾黎忙着晒干遭浸泡的家 

具及衣物。 

梁自堅：降雨量達9oi米 
娜n坚较后受询时表示，一般的降雨 :B为 

K米，若降雨量达70毫米已属不好的||况，而' 
昨日万挠区下起倾盆大雨，降雨量高达90毫米，此景 

与20年前发生的水灾事故极其相似。 

他表示，他将号召士拉央市议会、公共T程局 

( J K R ) 、 水 利 灌 溉 局 （ J P S ) 等 相 关 单 位 召 开 会 议 ， 

为万挠区防洪探讨整体解决方案」 

蔡偉傑：萬撓200戶受影響 
昨日 

整个万挠区有约 

200户人家受到水灾的影 

响。 

他说，平日万挠的河 

流或可负荷雨 f i ,不过随— 

着昨R降雨S大的范围不 

断扩大，雨S是从邓普乐 

及士拉央区衍生至万挠 

区，以致万挠多个地区是 

在停雨后才出现涨水的情 

况，除了李金狮村、涉及 

的地区还包敦霹雳、加 

冷、B27州际公路及煤炭 

山。 

硬体设施 

不堪负合 
他表示，其服务 

屮心将协助灾黎， 

并要求灾黎报 

警、复印及 

呈 交 大 马 

卡 、 水 电 

单'‘、照片等资料，以便可 

向赈灾基金申请津贴。 

他指出，近期的降雨 

fi与以往不同，或许如今 

的硬体设施已不能符合多 

的降雨量，因此政府必须 

正视此问题，采取措施来 

处理。 

他指出，今日他们也 

去巡视多个地区，、屮也 

有地点发生土崩，以及L型 

河堤崩裂，因此他们也会 

要求水利灌溉局在近期前 

往为河流进行保养，防范 

于未然。 

他也感激消拯局及市 

议会，在今日及明日前来 

灾区清理垃圾与布满泥浆 

的道路： 

白永福：9路及10路最嚴重 
金狮村管委会主席A永福指出，村里的逾10户 

住家，约50人受到水灾的影响，情况最严重的 

为该村的9路及10路。他说，•年前村里也曾出现河流河 

水暴涨的情况，惟当时的情况没这么严重。 

他指出，灾黎多数面对的情况为家具毁坏，他也嘱 

咐他们把相关家具放在门前，明日他将联络市议会人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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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及轻快铁第三路线工程小组派员到交通繁忙的替代路 

路口驻守，维持交通秩序。 

L • r - T. • • • •'^•i 

J- • • ““ .V —•項 

丨 冷 岳 路 修 復 完 成 

GR逆• 
(巴生 2 6日讯）随着上周 

发生路陷事故的巴生冷岳路与 

佐汉斯迪亚路交界路口已完成 

4 0 %的修复工作，当局昨日起 

在也是 5号联邦公路的冷岳路 

反方向开辟一条车道，供从巴 

生 南 下 万 津 方 向 的 轻 型 车 辆 

川行，但重型车辆仍需绕道而 

行。 

重型车绕道避路陷 

换言之，被禁止驶人哥打峑由 

马斯花园替代路的重型车辆，仍需 

取道沙亚南大道（KESAS )及巴生 

河流域南部大道（SKVE )，以避 

开路陷路段。 

有关新路线经由巴生市议会及 

公共丁程局批准而开放，以纾缓当 

地的交通阻塞问题。 

巴生区国会议员査尔斯指出， 

警方及轻快铁第三路线工程小组也 

会派员从上午7时至晚上10时分成4 

个时段，在有关道路驻守维持交通 

秩序。 

“有关时段分别为上午7至10 

时、上午10时至下午2时、下午2时 

至傍晚6时，再从傍晚6时至晚上10 

时 。 ” 

恢复正常才开放 

有鉴于路陷事故攸关公众利 

益和人命安全，查尔斯促请有关气 

局尽快找出路陷根源，给予人民交 

代，并确保道路恢复正常后，才能 

全面开放让民众行驶。 

查尔斯是在今早偕同轻快铁 

第三路线项目总承包商马资源乔治 

肯特私人有限公司（MRCBGK ) � 

公共丁程局、巴生市议会T程小组 

及巴生南区警区总部派出代表列 

席下，与哥打崙由马斯及柏兰镇 

(Bandar Parkland )逾 3 0 名居民进 

行的对话会时，这么表示。 

出席者尚有巴生市议员伍醒 

罱、普斯巴瓦丽及纳兰等。 

促檢測地質找出肇因 
尔斯强调，总承包商必须对有关 

i路段进行地质检测，揪出事发原 

因，避免事故重演，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 

全。 

他说，就算道路已修好，气局也要再 

三确认，路况是否已达致全面通车和安全 

行车的条件，从而令公路使用者安心。 

往万津方向 

他补充，冷岳路周围多个工业区林 

立，也是前往巴生港口的唯•交通路线， 

因此路况非常繁忙，所以气局更应确保道 

路的安全。 

他表示，由于该路段土质属泥炭土， 

且质地松软，这也让当局往后在当地进行 

土地开发时，将面对巨大挑战， 

商重型車過路費折扣 
尔斯表示，由于重型车辆被迫绕 

道沙亚南大道及巴生河流域南部 

大道，因此得缴付过路费，无形中增加运输 

业者的经济负担。 

“有鉴于此，我之后会与国家基建公司 

集团主席拿督斯里达祖丁商讨，看他能否要 

求大道公司在这段时间给予重型车辆过路费 

折扣减轻负担，毕竟罗里在原本路线都不需 

要缴付过路费。” 

扎瓦威促保持耐心 
溪甘迪斯州议员扎瓦威也在脸书 

专页转发 1局文告指出，有关 

路段预计将在8月15日修好，这包括道路 

维修、填土与加固土地、安装板桩（sheet 
p i l e )及把下陷受困的打桩机给移走等T 
作 

他劝请道路使用者保持耐心，遵守承包 

商和、局所给予的指示，以便让-切维修工 

作顺利进行，尽快恢复正常。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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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在捐血运动上合照。次排左一起吴国民、普斯巴、吴致宽、查尔 

斯、吴劲辉、梁德志、吴亚烈、吴明慧、诺莎兹拉、伍醒罱、吴亚烈夫人、 

吴风娟和吴瑞婷。 

(巴生 2 6 R 讯） 

巴生滨海吴氏青与巴生 

屮央医院配合，今日在 

武吉丁宜永旺商场举办 

的捐血运动获得踊跃 

响应， -共筹获 1 9 4包 

血，超过150包血的鬥 

标，协助解救医院的燃 

来临周五（31日） 

是哈芝节公假，加上仍 

是复原期行管令，使得 

政府医院血库缺血： 

巴生滨海吴氏宗亲 

会义不容辞主催、旗下 

青年团主办的这场捐血 

运动，充实了巴生中央 

医院的血库。 

现场亦有免费健康检查，帮助 

民众测 f i血压、体脂、身体质量指 

数、新陈代谢和身体年龄等。 

一连6天办捐血吁响应 

巴生中央医院公关诺莎兹拉指 

出，为了筹集更多血液，该院从昨 

R至来临的周四（30日）一连6天， 

在同样地点即商场2楼Poney商店前 

继续举办捐血运动，时间从上午10 

时至下午5时，盼能筹获400包血：、 

昨日则获得50包血 

她透露，巴生医院每日平均需 

要100至150包的用血量，除了该院 

本身用途，也提供予邻近医院，如 

沙亚南医院、万津医院、丹绒加弄 

医院、沙白安南医院和巴生区的私 

人医院， 

她表示，院方首次和巴生吴氏 

青联办捐血运动取得很好效果，未 

来会跟更多华团组织合作，盼筹集 

更多血液。 

吳亞烈：籌辦捐血貢獻社會 

巴 
生滨海吴氏宗亲会会长拿 

1督吴亚烈欣慰看到青年团 

献力予群众，青年本身在筹办捐血运 

动过程中，亦能发挥所长贡献社会。 

他指出，巴生吴氏青和巴生青 

商会及巴生青团运等青年组织都有联 

系，从而扩大青年组织规模，也得以 

吸引青年加入宗乡组织。 

青年团团长吴致宽呼吁巴生区 

的乡团组织多办捐血运动，透露该团 

接下来或可能每年会有两次或至少-

次举办捐血活动。 

查爾斯：盼充裕血庫 

巴 ， 
生区国会议员査尔斯认 

I 为，捐血是种高尚的行 

为，体现了 “我们帮助我们”的真 

谛，盼能把医院血库在近3个月行管 

令的血液不足情况补回： 

另外，他表示，近来有许多选民 

梁德志：体现青年价值 

班达马兰区州议员梁德志形 

容，筹办和参与捐血的多数都是青 

年，体现了青年的价值和意义，而不 

只是 3 •名在家玩手机的宅男： 

出席者有巴生滨海吴氏宗亲会 

总务吳凤娟、福利组副主任吴国民、 

青年团副团长兼筹委主席吴劲辉、财 

政吴明慧、妇女组主任吴瑞婷、也是 

妇女组副主任的吴亚烈夫人、巴生市 

议员伍醒罱和普斯巴等。 

到服务中心申诉生活陷困，因此建议 

政府能发放第二轮的刺激经济配套及 

失业补助金，并把高盛集团与大马政 

府就_ ^发展公司丑闻达成和解的39 

亿美， ( I 6 6亿令吉）赔偿金，用在 

人民福祉方面。 

6號股集團世皇城小廚新張捐慈善吉̂ gf卜 岭帝沙花园6号股集 

团配合其世皇城小厨 

举行新张庆典，特别 

捐献1000令吉慈善善 

款给本坡恩缘老人之 

家和29献爱组织，各 

获500令吉:， 

图为主人潘铭 

(左二）与贵宾齐剪 

彩合影：左起为曾腾 

义，徐孝吉、锺贵 

良、林木山和陈进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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