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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ang DUN Selangor

‘Tak keluar lesen PKS
kepada warga asing’
PBT lulus
perniagaan
berdaftar dengan
SSM, peniaga
miliki visa dagang,
pasport sah

khaizr@bh.com.my

Shah Alam: Kerajaan Selangor
tidak akanmengeluarkan permit
perusahaan kecil dan sederhana
(PKS) kepada warga asing, kata
Pengerusi Jawatankuasa Keraja-

an Tempatan, Pengangkutan
Awam dan Pembangunan Kam-
pung Baru, Ng Sze Han.
Bagaimanapun, beliauberkata,

warga asing yang memiliki pas-
port dan visa dagang sah dibe-
narkan berniaga di negeri ini,
tetapi ia terhad bagi perniagaan
tertentu sahaja.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ada mengeluarkan lesen
perniagaan kepada warga asing
yang sudah mendaftarkan sya-
rikat mereka dengan Suruhan-
jayaSyarikatMalaysia (SSM)dan
melampirkan pasport sah serta
mempunyai visa dagang.
“Larangan pengeluaran lesen

PKS selaras dengan Pekeliling
Ketua Setiausaha Kementerian
Perumahan dan Kerajaan Tem-

patan Bil 3 tahun 2008 Penge-
luaran Permit Perniagaan Kecil
oleh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katanya pada sidang De-
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
malam.
Beliauberkatademikianketika

menjawab pertanyaan ChuaWwi
Kiat (DAP-Rawang) yang ingin
tahu tindakan yang diambil ke-
rajaan negeri untuk mencegah
pemilikan perniagaan warga
asing.
Sze Han berkata, tindakan

membatalkan permit PKS akan
dikenakan jika pemilik memin-
dahmilik permit terbabit kepada
warga asing.
“Semua pemilik permit perlu

berada di tempat perniagaan se-
panjang masa.
“Tindakan membatalkan per-

mit perniagaan akan diambil ter-
hadap rakyat tempatan yang me-
mindah milik permit mereka ke-
padawarga asing atau tidakmen-
jalankan perniagaan berkena-
an,” katanya.

Ng Sze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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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rekod
nilai pelaburan
sektor
perkilangan
RM19.66b
Shah Alam: Selangor mencatat
nilai pelaburan dalam sektor
perkilangan kira-kira RM19.66
bilion bagi tempoh April 2018
sehingga Mac 2019.
EXCO Pelaburan, Perindustri-

an dan Perdagangan, Industri
Kecil dan Sederhana (IKS), Datuk
Teng Chang Khim, berkata da-
ripada jumlah itu, RM8.64 bilion
adalah menerusi pelaburan tem-
patan, manakala pelaburan asing
sebanyak RM11.02 bilion.
“Sebanyak 281 projek perkila-

ngan diluluskan Lembaga Pem-
bangunan Pelaburan Malaysia
(MIDA) bagi tempoh April 2018
hingga Mac 2019,” katanya pada
sidang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di sini, semalam.
Beliau menjawab pertanyaan

Datuk Mohd Imran Tamrin
(BN-Sungai Panjang) yang ingin
tahu nilai pelaburan di Selangor
sejak Mei 2018.
Mohd Imran juga ingin tahu

jumlah perbelanjaan oleh kera-
jaan negeri dalam usaha mena-
rik pelabur ke negeri ini.
Mengulas lanjut, Chang Khim

berkata, Invest Selangor menge-
luarkan perbelanjaan bagi melak-
sanakan program berkaitan pela-
buran berjumlah RM20.59 juta,
bagi tempoh Januari hingga Di-
sember 2018 dan RM7.11 juta, bagi
tempoh Januari hingga Jun 2019.
“Perbelanjaan ini bagi melak-

sanakan program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ummit 2019, program
pembangunan dan latihan usaha-
wan dan misi pelaburan ke luar
negara serta pembabitan pame-
ran tempatan dan luar negara.
“Invest Selangor turut mengan-

jurkan program dialog bersama
pelabur, lawatan kilang dan me-
ngatur pertemuan dengan pelabur
jika berlaku sebarang masalah,”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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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ris enggan ulas bakal 
jadi MBSelangor 
SHAH ALAM 31 Julai- Khabar angin se-
makin bertiup kencang bahawa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Ijok 
Dr. Idris Ahmad sedang diatur untuk 
mengambil alih jawatan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ripada Amirudin Shari. 

Ini susulan perkembangan semasa 
politik PKR di Selangor selepas Amiru-
din memilih untuk bersama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dan dilihat tidak 
mesra Presiden PKR termasuklah tidak 
menandatangani surat sokongan ke atas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Walau bagaimanapun Idris ketika 
ditanya pemberita di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mengenai perka-
ra tersebut enggan mengulas, memberi 
alasan fokusnya ketika ini adalah men-
jalankan tugas selaku ADUN Ijok. 

"Saya tak nak komen semua andaian 

ini. Jangan dengar khabar angin. Saya 
(hanya) fokus kepada kerja saya," ka-
tanya yang dipetik daripada Sinar Ha-
rian Online di sini hari ini. 

Pada malam 22 Julai lalu Amirudin, 
ketika menjadi tuan rumah kepada majlis 
doa selamat dan kesyukuran Mohamed 
Azmin, mendakwa beliau tahu siapa da-
lang di sebalik penyebaran video seks se-
jenis yang dikaitkan dengan Menteri Hal 
Ehwal Ekonomi itu, malah memberikan 
bayangan individu dimaksudkan. 

Kelmarin pula, Amirudin sekali lagi 
memberitahu tiada keperluan untuk 
parti memperbaharui sokongan kepada 
Anwar kerana Presiden PKR itu tidak 
dicabar oleh mana-mana pihak dan 
beliau juga menegaskan PKR Selangor 
menyokong penuh pucuk pimpinan 
termasuk Mohamed Az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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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UN Bersatu Selangor mahu PM kekal sepenggal 
SHAH ALAM 31 Julai - Selepas 
Pas dan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Ahli Dewan Unda-
ngan Negeri (ADUN) Parti Pribu-
mi Bersatu Malaysia (Bersatu) 
Selangor pula tampi l secara 
te rbuka menya takan sokongan 
agar Tun Dr. Mahathir Mo-
h a m a d mentadbi r negara u n t u k 
t e m p o h sepenggal p e n u h . 

Dalam k e n y a t a a n b e r s a m a 
o leh t iga ADUN, iai tu Sal lehu-
din A m i r u d d i n (Kuang), Haru-
main i Omar (Batang Kali) d a n 
Mohd . Shaid Rosli (Jeram), 
Bersa tu Selangor m e m b e -
r i t ahu p ihaknya t idak n a m p a k 
k e p e r l u a n u n t u k Dr. Maha th i r 
b e r u n d u r s e b e l u m misi m e m -
b ina s e m u l a negara ini d isele-
sa ikan d e n g a n s e m p u r n a . 

"Kami m e n y e r u k e p a d a se-
m u a Ahli Par l imen d a n ADUN 
dari Bersatu se r ta Paka tan 
Ha rapan (PH) neger i lain agar 
berdir i t e g u h di be l akang ke-
p e m i m p i n a n T u n Dr. Maha th i r 
M o h a m a d d e m i rakyat Ma-
laysia ke se lu ruhannya , " ka-
ta k e n y a t a a n t e r s e b u t y a n g 
d i e d a r k a n k e p a d a p e m b e r i t a 
di Dewan U n d a n g a n Negeri 
(DUN) Selangor har i ini. 

Bagaimanapun, dua lagi 
ADUN Bersatu Selangor iaitu, 
Datuk Abdul Rashid Asari (Selat 

MOHD SHAID ROSLI 

Klang) dan Adhif Syan Abdullah 
(Dengkil) t idak ikut ser ta da lam 
m e m b u a t kenyataan te rsebut . 

Pada Sabtu lalu, P res iden 
Pas, Datuk Seri Abdul Hadi 
Awang be rka ta , pa r t i nya akan 
m e n y o k o n g Dr. Maha th i r seba-
gai Pe rdana Menter i seh ingga 
t a m a t t e m p o h sa tu penggal 
m a n d a t Pi l ihan Raya U m u m 
Ke-14 (PRU-14) ke rana tegas-
nya , k e d u d u k a n Pe rdana Men-
teri t i dak b o l e h d i tukar s e suka 
ha t i . 

Pend i r ian i tu k e m u d i a n n y a 
d i sokong M o h a m e d Azmin , 
w a l a u p u n PKR m a h u k a n Datuk 

Seri Anwar Ib rah im m e n g a m b i l 
al ih k e p i m p i n a n nega ra d a l a m 
t e m p o h d u a t a h u n se lepas 
p e n t a d b i r a n Dr. Maha th i r se-
b a g a i m a n a pe r j an j i an l isan 
an t a r a k e d u a - d u a p e m i m p i n 
t e r s ebu t . 

Dalam pada itu, ketika si-
dang akhbar di lobi DUN, Mohd. 
Shaid berkata t iada per janj ian 
yang m e n e t a p k a n peral ihan 
kuasa perlu ber laku da lam tem-
poh d u a t a h u n . 

"Perjanj ian dua t a h u n itu 
t iada. Kalau berlaku pe rubahan 
da lam t e m p o h dua hingga tiga 
t ahun , akan beri kesan besar ke-
pada negara, pelabur dari luar 
negara kurang percaya kerana 
t iada kestabi lan politik da lam 
negara kita. Jadi benda ini ha rus 
d ipandang serius," ka tanya. 

Sementara itu, Salehuddin 
pula berkata gesaan agar Dr. 
Mahathir segera menye rahkan 
kuasa t idak wajar kerana me-
n u r u t n y a ia akan mengganggu 
pen tadb i ran negara. 

"Kita l ihat h a m p i r se t i ap 
minggu (ada gesaan seper t i 
i tu), m e d i a juga kadang-ka-
d a n g m e m a i n k a n p e r a n a n 
da l am m e l a p o r k a n n y a . Kita 
rasa h a r u s d ibe rhen t ikan , 
ke rana ia m e n g e l i r u k a n raky-
at," ka tany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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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arat ketat bank sukar 
miliki Rumah Selangorku 
• SHAH ALAM 31 JULAI 

SYARAT ketat yang dikena-
kan pihak bank bagi men-
dapa tkan pembiayaan 

menyebabkan hanya 24,243 
p e m o h o n program Rumah Se-
langorku yang te lah mene r ima 
t awaran memiliki ked iaman 
dar ipada 189, 892 p e r m o h o n a n 
yang di ter ima sepanjang t em-
p o h 2014 sehingga kini. 

Pengerusi Jawatankuasa 
Tetap Pe rumahan dan Ke-
h idupan Bandar, Haniza Talha 
berkata , j umlah yang ber jaya 
m e n d a p a t k a n r u m a h itu agak 
rendah kerana ber laku kekang-
an pembiayaan dar ipada pihak 
bank . 

"Kita dapat i ada yang layak 
m e n d a p a t t awaran Rumah Se-
langorku ini te tapi syarat ketat 
pihak bank menyebabkan mere-
ka t idak dapat p in j aman u n t u k 
membel i r u m a h tersebut ," ka-
tanya kepada pember i ta selepas 

HANIZA TALHA 

melancarkan Booth 
Pameran R u m a h Se-
langorku di lobi De-
wan Undangan Ne-
geri Selangor, di sini 
hari ini. 

Beliau berka ta , 
s e h u b u n g a n itu 
p ihaknya sedang 
menel i t i pelbagai 
langkah al ternat i f 
t e r m a s u k mengada -
kan pe rb incangan 
dengan pelbagai b a n k yang 
boleh m e n a w a r k a n pembi-
ayaan t a n p a m e n g e n a k a n 
syarat ke ta t . 

Haniza berkata , p ihaknya 
juga akan mengadakan perbin-
cangan dengan Kementer ian 
Pe rumahan dan Kerajaan Tem-
pa tan (KPKT) u n t u k tu ru t sama 
melaksanakan program 'Rent 
To Own' peringkat Selangor 
yang dilihat sebagai p la t form 
terbaik bagi rakyat Selangor me-
miliki r u m a h . 

"Ini akan kurang-
kan beban pembel i 
di m a n a mereka 
t idak perlu bayar 
deposi t , te tapi bayar 
sewa dan selepas i tu 
mungk in layak beli 
r u m a h terbabit," ka-
tanya. 

Sebelum ini, Men-
teri KPKT, Zuraida 
Kamarudin berkata , 
p ihaknya kini da lam 

proses akhir pers iapan bagi 
memperkena lkan skim baharu 
pembiayaan pemil ikan kedia-
m a n 'Rent To Own' yang akan 
di lancarkan pada bulan Sep-
tember ini. 

Skim bua t rakyat Malaysia 
k h u s u s n y a golongan be rpen -
dapa tan di bawah RM3,000 se-
bulan u n t u k memiliki ked iaman 
i tu, menyaks ikan pembel i t idak 
pe r lu m e m b a y a r depos i t , se-
ba l iknya h a n y a m e m b a y a r se-
w a .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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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KYAT Selangor sudah muak dengan pemotongan bekalan air 
yang semakin kerap berlaku. - GAMBAR HIASAN/UTUSAN 

Air: Henti salahkan 
pengurusan lama 

SAUDARA PENGARANG. 

SAYAingin mengulas 
kenyataan Suruhanjaya 
Perkhidmatan Air 
Negara (SPAN) baru-baru 
ini bahawa kegagalan 
pengurusan terdahulu 
Syarikat Bekalan Air 
Selangor Sdn. Bhd. 
(Syabas) melakukan 
kerja penyelenggaraan 
berterusan sejak sekian 
lama adalah antara faktor 
penyumbang berlakunya 
gangguan bekalan air 
terbaharu di Lembah 
Klang. 

Disebabkan kegagalan 
itu, tegas SPAN, masih 
banyak yang perlu 
dilakukan pengurusan 
terbaharu Syabas 
walaupun telah diambil 
alih Pengurusan Air 
Selangor Sdn. Bhd. (Air 
Selangor). 

Air Selangor telah 
menjadi operator tunggal 
perkhidmatan bekalan air 
di Selangor, Kuala Lumpur 
dan Putrajaya bermula 
1 April lalu selepas 
proses penstrukturan 
semula perkhidmatan itu 
termeterai, Januari lalu. 

Lebih sejuta pengguna 
di tujuh wilayah Lembah 
Klang mengalami 
gangguan bekalan air tidak 
berjadual baru-baru ini 
susulan pencemaran diesel 
di Sungai Selangor. 

Gangguan tersebut 
adalah kejadian kedua 
dalam tempoh seminggu 
selepas pencemaran 
bau sebelum itu yang 
memaksa operasi Loji 
Rawatan Air Sungai 
Selangor Fasa l (LRA 
SSPl), SSP2 dan SSP3 serta 
Rantau Panjang terpaksa 
dihentikan. 

Hentikan sikap 
menyalahkan pihak lain 

dan berilah tumpuan 
untuk menyelesaikan 
masalah bekalan air kerap 
terputus. Rakyat Selangor 
sudah muak dan marah 
dengan pemotongan 
bekalan air yang semakin 
kerap sejak Pakatan 
Harapan (PH) mengambil 
alih negeri itu. 

Memandangkan PH 
terkenal dengan tabiat 
suka membuat pusingan 
U dan memberi alasan, 
maka dakwaan terbaharu 
yang menyalahkan 
pengurusan lama 
Syabas harus dijelaskan 
secara terperinci untuk 
membuktikan bahawa ia 
bukan satu helah politik. 

Jika ia benar-benar 
melibatkan kecuaian, 
maka tindakan harus 
diambil Air Selangor 
untuk memastikan loji-loji 
rawatan berfungsi dengan 
baik dan pencemaran tidak 
menjejaskan penyaluran 
bekalan air kepada 
pengguna. 

Kerajaan negeri dan 
SPAN juga wajar mengkaji 
semula langkah-langkah 
kecemasan mereka untuk 
memastikan pengguna 
tidak dibebankan terlalu 
lama tanpa bekalan air. 
Pemotongan bekalan air 
sebanyak tiga kali dalam 
tahun ini sahaja memang 
tidak boleh diterima. 

Akhir kata, saya 
berharap isu air tidak 
dipolitikkan dan kerajaan 
Selangor digesa belajar 
daripada kesilapan 
kerajaan Johor semasa 
insiden pencemaran udara 
yang bermula di Pasir 
Gudang pada Mac lepas, 
tetapi masih belum selesai 
sehingga hari ini. 

RYAN HO 
Kuala Lump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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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H anya warga asing
yang mempunyai
pasport dan visa

dagang yang sah dibenarkan
memohon lesen perniagaan
kecil dan sederhana (pen-
jaja) di negeri ini.

Exco Kerajaan Tempatan,
Pengangkutan Awam dan
Pembangunan Kampung
Baru, Ng Sze Han berkata,
bagaimanapun pihaknya ti-
dak akan bertolak ansur de-
ngan warga asing yang tidak
mempunyai dokumen
lengkap untuk menjalan-
kan perniagaan.

“Langkah ini selaras Pe-
keliling Ketua Setiausaha
Kementerian Perumahan
dan Kerajaan Tempatan Bil 3
tahun 2008, Pengeluaran
Permit Perniagaan Kecil

oleh pihak berkuasa tem-
patan (PBT).

“Ini bermakna permit
hendaklah dikeluarkan ke-
pada warganegara Malaysia
sahaja dan pemilik permit
perlu berada di tempat per-
niagaan sepanjang masa.

“Tindakan membatalkan
permit akan diambil ke atas
rakyat Malaysia yang me-
mindah milik permit per-
niagaan mereka kepada
warga asing atau tidak men-
jalankan perniagaan terba-
bit , ” katanya ketika sesi
pertanyaan lisan pada Si-
dang Dewan Negeri Selang-
or, semalam.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menjawab pertanyaan Chua
Wei Kiat (PH- Rawang)
berhubung tindakan diam-
bil kerajaan negeri bagi
mencegah pemilikan per-
niagaan daripada warga
a sing .

Katanya, PBT ada menge-
luarkan lesen perniagaan

kepada warga asing yang
sudah mendaftarkan syari-
kat mereka dengan Suru-
hanjaya Syarikat Malaysia
(SSM) dengan melampirkan
pasport sah dan mempu-
nyai visa dagang.

Bagaimanapun,Ng berka-
ta, kategori lesen yang di-
keluarkan hanya memba-
bitkan aktiviti perniagaan
dan perindustrian sahaja.

“Kerajaan akan melaku-
kan pemeriksanaan secara
berterusan untuk mengu-
rangkan kelakuan sewaan
lesen perniagaan atau tapak
pasar malam kepada pihak
ketiga , ” katanya .

Nur Lela Zulkipli
n u r lela @ hmet r o . co m. my

Perlu ad a
visa dagang

Hanya warga asing miliki
dokumen sah dibenar berniaga

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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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i kedua, itu juga boleh me-

Kerajaan negeri belum terima 
laporan pencemaran Sungai Selangor 
SHAH ALAM - Kerajaan Selangor 
belum menerima laporan daripada 
polis berhubung insiden pencemaran 
Sungai Selangor 
baru-baru ini. ^ M P P P P ^ ^ j 

lum mengambil 

"Setakat ini, A M ,R U D | N 
kami belum ten-
ma lagi laporan itu. Seperti yang 
saya maklumkan sebelum ini, mengi-
kut mata kasar saya, pencemaran 
itu lebih kepada kecuaian dan bukan 
disabotaj. 

"Kami akan ambil tindakan, tidak 
kira individu mahupun syarikat yang 
bertanggungjawab terhadap pence-
maran sungai ini," katanya kepada 
pemberita di lobi Dewan Undangan 
Negeri Selangor di sini semalam.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ketika di-
minta mengulas kenyataan Ketua Po-
lis Negara, Datuk Seri Abdul Hamid 
Bador pada Isnin lalu yang menya-

BEBERAPA kawasan di Selangor dan Kuala Lumpur mengalami gangguan bekalan air 
selepas berlaku pencemaran bau sumber air mentah Sungai Selangor pada 21 Julai lalu. 
- Gambar hiasan 

Sidang 
DUN Selangor^/ 

takan tiada unsur sabotaj sebaliknya 
kecuaian dalam insiden pencemaran 
sungai tersebut. 

Pada 21 Julai lalu, pencemaran die-
sel di Sungai Selangor mengakibatkan 
Loji Rawatan Air (LRA) Sungai Se-
langor Fasa 1, Fasa 2 dan Fasa 3 serta 

LRA Rantau Panjang dekat sini ter-
paksa dihenti tugas yang menyebab-
kan gangguan bekalan air di wilayah 
Kuala Lumpur, Petaling, Klang, Shah 
Alam, Kuala Selangor, Hulu Selangor, 
Gombak dan Kuala Langat. 

Insiden itu berlaku di lokasi kerja 
pengorekan pasir oleh kontrak-
tor berlesen yang tidak lagi ber-
operasi sejak kira-kira dua bulan lalu.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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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lai pelaburan lebih RM19 bilion 
SHAH ALAM - Sela-
ngor merekodkan nilai 
pelaburan sebanyak 
RM19.656 biljon bagi sek-
tor perkilangan sepanjang 
April tahun lalu sehingga 
Mac tahun ini. 

Pengerusi Jawatankuasa 
Pelaburan, Perindustrian 
dan Perdagangan, Industri 
Kecil dan Sederhana negeri, 
Datuk Teng Chang Khim 
berkata, daripada jumlah 

itu, sebanyak RM8.637 bil-
ion adalah pelaburan tem-
patan, manakala RM11.018 
bilion pula adalah pelaburan 
asing. 

"Sebanyak 281 projek 
perkilangan pula dilulus-
kan oleh Lembaga Pemban-
gunan Pelaburan Malaysia 
(MIDA) bagi tempoh April 
2018 hingga Mac 2019," ka-
tanya dalam sidang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di sini semalam. 
Chang Khim (DAP-

Sungai Pinang) berkata 
demikian ketika menjawab 
soalan Datuk Mohd. Im-
ran Tamrin (BN-Sungai 
Panjang) berhubung nilai 
pelaburan di Selangor se-
jak Mei 2018. 

Mohd. Imran juga ingin 
tahu jumlah perbelanjaan 
oleh kerajaan negeri dalam 
usaha menarik pelabur ke 

negeri ini. 
Berhubung perkara 

itu, Chang Khim berkata, 
Invest Selangor Berhad 
(Invest Selangor) mem-
peruntukkan sebanyak 
RM20.592 juta bagi tem-
poh Januari hingga Disem-
ber 2018 dan RM7.109 juta 
(Januari hingga Jun 2019) 
untuk melaksanakan prog-
ram berkaitan pelaburan di 
Selangor.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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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Selangor memperkenalkan 
inisiatif kesihatan berkebajikan        

untuk warga kerja 

Digitalisasi Air Selangor 

Intelligent Command Centre (ICC) yang baharu adalah salah satu pemacu utama ke arah digitalisasi perkhidmatan air. (Gambar sisipan) Pemantauan masa nyata bekalan air dan sistem agihan.

Pemacu digital, beri perkhidmatan lebih baik kepada pelanggan

1. Pemantauan dan ramalan masa nyata 
 Dengan menggunakan sistem pemantauan dan ramalan 

masa nyata, Air Selangor boleh membuat pemantauan 
masa nyata ke atas semua aset air serta membuat ramalan 
paip pecah, antara lain. 

2. Budaya kerja digital 
 Apabila syarikat berkembang secara digital, warga kerja 

profesional syarikat akan mula menerima pakai teknologi 
baharu seperti penggunaan data besar (big data) dan 
kecerdasan buatan serta mobiliti tenaga kerja yang bukan 
sahaja dapat meningkatkan kecekapan mereka tetapi juga 
memberikan perkhidmatan terbaik kepada pelanggan. 

3. Pelanggan yang diberi kuasa 
 Apabila syarikat mengaplikasikan teknologi digital, 

pelanggan akan menikmati pengalaman digital yang 
diperkaya untuk membolehkan mereka untuk mendapatkan 
maklumat bekalan air terkini dan juga keupayaan untuk 
memantau penggunaan air mereka. 

 Pada 9 April 2019, lebih daripada 600 warga kerja Air 
Selangor mendapat taklimat mengenai kemajuan 
transformasi digital syarikat melalui Forum Pemacu Digital 
Air Selangor 2019. 

 Anjuran forum ini juga telah menempatkan Air Selangor di 
Peta Hari IoT, menjadikannya satu-satunya syarikat di 
negara ini untuk mengadakan satu acara bagi mengakui 
dan merangkul kedatangan Internet-of-Things dalam 
Revolusi Perindustrian Keempat.

Info
Tiga strategi Air Selangor yang akan 
dilaksanakan serta-merta: 

untuk mengubah prestasi per-
niagaan secara radikal. 

Air Selangor memahami ba-
hawa transformasi digital amat 
berkesan sekiranya berstrategik 
dan menangani unsur-unsur te-
knologi dan manusia dalam 
pelaksanaannya. 

Sehubungan dengan itu, apa-
bila Air Selangor menggariskan 
strategi perniagaannya pada 2017, 
pelaburan digital telah disertakan 
ke dalam strategi-strategi tersebut 

Shah Alam - Sesebuah pen-
gendali air perlu memanfaat-
kan teknologi hasil Revolusi 

Perindustrian Keempat terutama 
dalam analisis data dan kecer-
dasan buatan kepada pemantauan 
jarak jauh (remote sensing) bagi 
menyelesaikan cabaran penguru-
san air jangka masa panjang. Ini 
kerana perubahan iklim dan pem-
bangunan yang pesat menjejaskan 
ketersediaan dan kelestarian air.

Menyedari ini, Pengurusan Air 
Selangor Sdn Bhd (Air Selangor) 
telah memulakan pemacu digital 
bagi membantu organisasi mem-
bangunkan sumber air yang sela-
mat, mampan dan berdaya tahan. 

Transformasi digital Air Selan-
gor adalah berkaitan penggunaan 
teknologi, manusia dan proses 

dalam usaha mengubah Air Sel-
angor menjadi sebuah utiliti digi-
tal. 

Sebuah utiliti air digital tidak 
hanya dapat beroperasi dengan 
lebih cekap malah menjimatkan 
kos, meningkatkan kebolehper-
cayaan operasi, membuat kepu-
tusan yang lebih baik, meningkat-
kan kualiti perkhidmatan air, 
meningkatkan keselamatan awam 
dan memberi nilai yang lebih baik 
kepada pelanggan.

Ir Abas Abdullah menegaskan kepentingan mengorak langkah mara ke hadapan melalui digitalisasi.

Air Selangor memahami bahawa 
transformasi digital amat 

berkesan sekiranya berstrategik dan 
menangani unsur-unsur teknologi dan 
manusia dalam pelaksanaan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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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ar polis siasat
Selangor serah kepada 

polis siasat kes 
pencemaran Sungai 

Selangor

MUHAMMAD AMINURALIF MOHD ZOKI

SHAH ALAM

K erajaan Negeri Selangor menyerah-
kan siasatan mengenai kes pence-
maran sumber air mentah di Sungai 

Selangor kepada pihak polis sepenuhnya.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beliau mempunyai pandang-
an  mengenai kes itu namun pihaknya 
menyerahkan kepada polis.

“Semasa kenyataan saya yang lepas saya 
tidak mengesahkan ia mengandungi unsur 
sabotaj namun ia adalah daripada pan-
dangan kasar.

“Jadi saya serahkan kepada pihak polis 
sepenuhnya, yang mana polis pastinya ada 
kaedah untuk kenal pasti akan sesuatu 
masalah dan sebagainya,” katanya kepada 
media di ruang lobi Bangunan Dewan Un-
dangan Negeri Selangor di sini.

Terdahulu, tiada unsur sabotaj berhu-
bung pencemaran diesel melibatkan Su-
ngai Selangor sebaliknya ia hanya disebab-
kan oleh kecuaian.

Selasa lalu, Ketua Polis Negara, Datuk 
Seri Abdul Hamid Bador dilaporkan ber-
kata, pencemaran sungai tersebut berpun-
ca daripada kecuaian pekerja syarikat lan-
tikan kerajaan negeri bagi membersihkan 
Sungai Selangor.

“Pada mulanya mungkin kita ingatkan 
sabotaj, tetapi selepas menahan dua indi-
vidu siasatan mendapati ia bukan sabotaj 
dan hanya melibatkan kecuaian,” katanya.

Sementara itu, pada perkembangan 
lain, Amirudin menafikan beliau memboi-
kot majlis anjuran PKR sebelum ini.

Beliau yang juga Pengerusi Majlis Pim-
pinan PKR Negeri Selangor berkata, tidak 
timbul soal boikot memboikot.

“Saya hadir dalam beberapa mesyuarat 
sebelum ini, kalau nak boikot saya tak ha-
dir langsung.

“Mesyuarat yang diadakan bulan pua-
sa lepas saya hadir tapi yang diadakan lepas 
raya saya tak hadir sebab tak sempat,” ka-
tanya.

Isu tersebut timbul selepas beliau  di-
laporkan tidak menghadiri mesyuarat MPP 
PKR baru-baru ini yang berlangsung di ibu 
pejabat parti itu di Petaling Jaya.

Amirudin ketika ditemui pemberita di lobi Bangunan Dewan Undangan Negeri Selangor se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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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 dearly for dumping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has embarked on drawing up an enactment to 
ensure those caught for disposing of rubbish illegally face severe penalties. >2 

Getting tough on 
illegal dumping 
State govt gathering feedback on proposed 
enactment to ensure higher compounds for offenders 

By IKHWAN RAIFUDIN 
metro@thestar.com.my 

TO MAKE Selangor a cleaner and 
greener state, the state govern-
ment is in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a 
new Solid Waste and Public 
Cleansing Management enactment. 

The enactment will give more 
power to local authorities and stip-
ulate stiffer fines against culprits 
of illegal dumping. 

"It will ensure unscrupulous 
parties who throw rubbish in pub-
he places will be punished accord-
ingly," said state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transport and new village 
development committee chairman 
Ng Sze Han. 

"I do not know when it will be 
approved because a new enact-
ment will need to be studied thor-
oughly and feedback from various 
parties obtained. 

"I hope it can be implemented as 
soon as possible," he said during a 
site visit to a back lane involved in 
the Clean and Green Taipan beau-
tification project in Subang Jaya. 

Ng congratulated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S}), 
Jawatankuasa Penduduk (JKP) Zon 
3, business operators and also resi-
dents of Taipan for implementing 
the project. 

"We can see that the rubbish 
and rat problem has been reduced 
and business operators have also 
given their full cooperation," he 
said. 

MPSJ Zone 3 councillor Lee Jen 
Uyin said the project was an initia-
tive to make the Taipan area clean-

er and greener. 
"We were taken aback to find 

raw produce and cooking materi-
als stored in the place meant for 
rubbish so we advised business 
operators on the hygiene aspect. 

"We asked them to take meas-
ures to ensure the cleanliness of 
the area," she said. 

When contacted, Subang Jaya 
assemblyman Michelle Ng said 
Subang Jaya residents wanted 
cleaner back lanes. 

"We can see an improvement 
and shop owners are now more 
mindful of how they store their 
items and dispose rubbish. 

"It was not easy getting to this 
stage," she said. 

Ng added esidents should do 
their part by only patronising 
clean restaurants. 

"If the strategy to beautify 
Taipan is successful, we will roll it 
out to other commercial areas," 
she added. 

(From second left) Lee, Ng and JKP Zone 3 representatives looking at 
before-and-after photos of the Taipan back lane. 

The back lane in Taipan which was spruced up under the Green and Clean 
Taipan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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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 Azahar (centre) holding a plaque of appreciation for being the host school for 'Squad 
Kembara Sekolah' programme, in the presence of Khuzaimah (right) and Petaling Perdana 
district education officer Abdul Ghaffar Bakar, at the launch at SMK TTDI Jaya in Shah 
Alam. - FAIHAN GHANI/The Star 

Involving youths 
in tourism goals 
Programme aims to increase tourist 
arrivals by reaching out to schools 
By M. MAGESWARI 
mages@thestar.com.my 

TOURISM Selangor is extending its "Squad 
Kembara Sekolah" programme to more 
schools to promote domestic tourism prod-
ucts. 

The programme was introduced in 2009, 
with five selected secondary schools in 
Selangor. 

The second edition of the programme this 
year saw SMK TTDI Jaya in Shah Alam as the 
host chosen for the next five participating 
secondary schools. 

At the launch held at SMK TTDI Jaya, the 
programme attracted over 200 students and 
15 teachers from the host school, with state 
tourism product operators showing them 
available places of interests. 

SMK TTDI Jaya principal Nor Azahar 
Arifin said they were excited about the pro-
gramme as it acted as a catalyst to boost 
domestic tourism through schools. 

He said students, who were brought in 
from Cambodia, Thailand, Indonesia and 
Saudi Arabia through the programme, assist-
ed in promoting the domestic tourism prod-
ucts. 

In her presentation, Tourism Selangor pro-
motion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manager 
Khuzaimah Jamaluddin said they were 
working towards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tourist arrivals to 
Selangor. 

With the tagline of "Heart of Malaysia" 
to discover Selangor, and its 
#TakeMeAnywhere campaign, she said they 
had "22 Best Icons of Selangor" to attract 
tourists, such as Kelip Kelip Kampung 
Kuantan, Bukit Malawati, Sunway Lagoon, 
Fo Guang Shan Dong Zen temple, Batu Caves, 
i-City, Sekinchan Eco and Agrotourism, Sky 
Mirror, Royal Klang Heritage Walk, Mah 
Meri Cultural Village, Taman Eko Rimba 
Kanehing and 15 registered homestays. 

"We want to make Selangor their choice 
for a tourist destination. They can go to these 
places during their school holidays or week-
ends," she said. 

During the launch, a six-member Mah 
Meri tribe group put on a cultural perfor-
mance to loud cheers from the audience. 

Speaking to StarMetro later, Khuzaimah 

said SMK TTDI Jaya was selected as the host 
school as it complemented the school's own 
#MySchool Goals International Festival 2019 
programme. 

She said the "Squad Kembara Sekolah" 
programme would be held every Wednesday 
at the chosen school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ir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Under this programme, we will meet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channel the infor-
mation on various tourism products and 
tourism destinations available. 

"So, they can extend this information to 
the parents, friends, and relatives for holi-
days in Selangor," she added. 

Khuzaimah said there were over 500 tour-
ism products in Selangor that are rich in cul-
ture and heritage with the potential to 
attract domestic tourists. 

She said four million domestic tourist 
arrivals to Selangor was recorded in 2018, 
while last year there were 3.2 million foreign 
tourists. 

"In Selangor, tourism has contributed to 
RM20.6mil (in earnings) from both local and 
foreign tourist arrivals last year," she added. 

She said it was targeting 7.7 million tour-
ists to Selangor this year. 

On future plans, she said Tourism 
Malaysia wanted to involve private and 
international schools in the programme, 
because of encouraging response from 
national schools to promote domestic tour-
ism. 

Through a smart partnership, the pro-
gramme this year received full support from 
Selangor Education Department and several 
main state tourism destinations such as 
Jumpstreet Asia, Kidzania, Sunway Lagoon, 
Skytex Adventure, Wetworld Waterpark, 
Farm In The City, Bangi Wonderland, Palace 
of The Golden Horses and Selangor Fruit 
Valley. 

Tourism product operators have provided 
various prizes in the form of vouchers and 
free tickets for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 in 
the quiz and interactive activities. 

As part of its tourism awareness cam-
paign, a familiarisation trip was held involv-
ing 80 teachers from Saudi Arabia and 15 
students from Thailand, where participants 
were brought to various places of interest in 
Shah 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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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B S A 
to hold 
cat 
adoption 
drive this 
Sunday 
IF YOU are thinking of giving 
a loving home to a little furry 
friend, head over to the cat 
adoption drive by the Shah 
Alam City Council (MBSA) this 
Sunday. 

A total of 40 strays will be 
up for adoption. 

The cats were captured by 
MBSA officers from wet mar-
kets and food stalls around the 
city. 

Prior to the adoption, the 
animals will be neutered and 
given a medical check-up by 
the veterinarian. 

The adoption drive will 
take place between 8.30am 
and 12.30pm during Car Free 
Day Shah Alam 2019 at 
Dataran Kemerdekaan, Shah 
Alam. 

Prospective adopters are 
required to bring their own 
pet carriers. 

Each prospective adopter is 
hmited to taking home two 
cats and required to pay RM30 
for each. 

MBSA corporate and 
public relations chief Shahrin 
Ahmad said the adoption 
drive's objective was to instil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wards pets among the local 
community. 

"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this programme, the commu-
nity will be more aware of the 
need for a safer and cleaner 
surrounding for pets," he add-
edd. 

For further details, call 
MBSA Environmental Health 
Department at 03-5522 2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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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rudin: No reason for me to boycott meeting 
By WAN I MUTHIAH 
wani@thestar.com.my 

SHAH ALAM: Selangor Mentri 
Besar Amirudin Shari clarified that 
he had no agenda to boycott PKR's 
central leadership council meeting 
last Sunday as well as other party 
events. 

Speaking to reporters on the side-
lines at the state legislative assem-
bly session yesterday, Amirudin 
said there was no reason for him to 
boycott these meetings. 

"I attended several meetings 
prior to this and if I had intended to 
boycott other functions, I would 
have done it much earlier," he 
added. 

Amirudin said he had attended 
meetings held during the fasting 
month but could not attend those 
held after Hari Raya due to time 
constraint. 

Amirudin has been quoted as 

Clearing the air: Amirudin speaking to members of the media after the 
second day of the state assembly sitting in Shah Alam. 

saying he missed last Sunday's cen-
tral leadership council meeting 
because of heavy traffic. 

Meanwhile, Deputy Prime 
Minister Datuk Seri Wan Azizah 

Wan Ismail reminded PKR politi-
cians holding public offices that it 
was the party which had appointed 
and tasked them to where they are 
today. 

She told reporters after attending 
the Klang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KCCCI) 
73rd anniversary and grand open-
ing of its new building on Tuesday 
night that party members with posi-
tions must not merely give atten-
tion to official matters but must also 
look at party matters. 

She also said the party was fac-
ing "a bit of a problem with disci-
pline". 

Besides Amirudin, others who 
did not attend the meeting on 
Sunday were deputy president 
Datuk Seri Azmin Ali, vice presi-
dents Tian Chua and Zuraida 
Kamaruddin and women's wing 
chief Haniza Talha. 

PKR is currently facing one of its 
biggest challenges with internal 
strife brewing between two camps 
- one aligned to party president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and the 
other to Az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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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more 
illegal plastic 
factories 
Selangor to come down 
hard on unlawful operations 
By BRENDA CH'NG 
brenda@thestar.com.my 
PETALING JAYA: Six illegal plas-
tic recycling factories in Ijok have 
been shut down since early July, 
says Hee Loy Sian. 

The Environment, Green Tech-
nology and Consumer Affairs 
Committee chairman said the 
move showed that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was serious in clamp-
ing down on such activities. 

"There will be no compromise 
for operators of illegal plastic fac-
tories and stern action will be 
taken against them," he said in 
replying to a question at the state 
assembly sitting yesterday. 

Ijok assemblyman Dr Idris 
Ahmad had asked about the steps 
taken by the state government to 
tackle the issue of illegal plastic 
factories. 

Hee said during another joint 
operation, the authorities inspec-
ted a total of 10 premises in Ijok, 
Bestari Jaya and Jeram. 

"Nine of the premises had their 
electricity and water cut," he said. 

However, Idris argued that 
despite stern action taken, illegal 
plastic factories were still operat-

ing and that the owners were not 
afraid of enforcement. 

"The problem is far from being 
resolved. Despite cutting the elec-
tricity and water supply or issu-
ing lines, these factories are still 
operating and posing a health 
risk to the people in the vicinity," 
said Idris. 

He added that due to the burn-
ing of plastic, it resulted in air 
pollution. 

"Plastic is piling up every-
where and becomes a potential 
mosquito breeding ground. 

"Ijok is one of the hotspots for 
dengue fever as a result," he said. 

To this, Hee pointed out that a 
number of compounds could be 
issued based on the offences such 
as a RM1,000 fine if unlicensed, a 
RM25.000 fine for failure to pro-
duce an approved building plan 
and that the land office could also 
seize the land for wrongful use. 

He said offenders could also be 
slapped with a fine of up to 
RM100,000 or up to five years' jail 
if these factories were found to 
be causing pollution. 

Hee said they would work close-
ly with the Kuala Selangor district 
council to identify such 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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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佳达指垃极场
養火后，浓烟笼.

-y :

■双溪龙非法垃圾场著火，方圆20公里范围内的地区受影响。

影市议员刘佳达说，有关 
y#7非法垃圾场存在超过2年， 

虽然市议会不时采取埋伏和突击 
行动，但仍未能阻遏垃圾虫倒垃 
圾。

他说，垃圾场著火后，方圆20 
公里范围内的地区受影响，双溪 
龙和皇冠城首当其冲。

劉佳達：常突擊阻不了垃圾蟲
“地底有易燃气体，火势从底 

部烧起后一发不可收拾，需要大 
量泥土埴埋。”

加影S华小学校长黄西利受询 
时指出，学校在凌晨4时许被浓烟 

笼罩，校方马上宣布停止体育课

和户外活动，目前学校有3000多 

名学生。
他说，校方吸取早前烟霾笼罩 

的经验，在发现烟霾来侵后马上 
采取防范措施，分派口罩给需要 
的学生，共派出300多个口罩。

(加影31日訊）双溪龙一个非法垃 

圾场发生地下火，导致双溪龙、皇冠 

城及加影一带上空今早烟霾弥漫，空气 

不健康。

有关非法垃圾场靠近外环公路双溪龙收费 
站休息站附近，据了解，发生地下火的 

非法垃圾场内，堆积的垃圾高约百尺， 
因此烟霾飘散的范围极广，连加影市区 

的育华中小学，今日清晨也是乌烟瘴气。

料1週才能消散

根据居民指出，有关非法垃圾场从昨天 
开始传出浓烟，加影消拯局昨早10时接获 

投报后到场灭火，但因风势大，救火工作受 
阻。

灌救工作今天持续进行，来自加影、万宜 
和班丹的13名消拯人员到场灭火，加影市议 

会和乌鲁冷岳土地局人员也到场协肋。
现场消息指出，垃圾山堆积超过百尺，估 

计至少要一周时间才能让浓烟消散，2至3个 

星期才能完全灭火。
加影消拯局壬嘉斯里查在场受询时说， 

昨天天气炎热和风势大，导致灭火工作受 
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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蘑多繮
(吉隆坡S1日讯）烟霾来袭！

根据气象局预测，吉隆坡、雪州多区、布 
城和森州多区从即日起，将有烟霾，会持续 
至8月6曰。

天气干燥，季候风将邻国印度热点的烟雾 
吹向我国，故此吉隆坡和雪州多个地方的天 
空漫迷，朦肽一片，尤其是在上午时段，能 
见度也相当低。

吉隆坡一带许多建筑物好像隐藏在烟霾之 
中，虽然能见度低，但没有烧焦的味道。

根据气象局资料，显不出雪州、布城、吉 
隆坡和森州多区在今日都出现烟霾的情况， 
但并没有说明烟霾的肇因。

吉隆坡、布城、雪州多区和森州多区在今

日的上午至晚上时段，都1现有烟霾的情 
)兄。

°当局也预测从今日（7月31曰）至8月6日， 

吉隆坡、雪州多区、布城和森州多区等，都 
将会有烟霾出现。

当局预测，在雪州多区，包括瓜雪、巴 
生、八打灵、瓜拉冷岳、乌鲁冷岳、雪邦在 
31曰至6日，都将会有烟霾。

在同一曰期，吉隆坡和布城也都预测将会 
有烟霾。

另外，森州在8月1日、2日、5日和6日都将 

会有烟霾。
尽管气象局预测上述州属多区都会有烟霾 

出现，但并没注明烟霾出现的原因。

据环境局热线接 
f受《中国报》记 

者询问时指出，在最近 
数天，吉隆坡、雪州多 
区都将会出现烟霾的情 
况，肇因是天气问题。

她说，虽然有些地区 
有雨，但气象基本上还 
是保持乾燥，在潮湿及 
乾燥的天气，再上季候 
风也由海域往内陆吹， 
形成烟霾的情况。

她指出，虽然民众看 
似能见度并不高，但根 
据该部的空气污染指数 
还是保持稳定，指数也 
不会太高。

“同时，在印尼一带 
也有相当多热点出现， 
风向也把一些烟霾吹往 
大马内陆地区。”

■ t m ■*%

■
消
拯
人
员
正
在
灭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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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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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哈末沙益（左起）、沙叻胡丁和哈鲁马依尼召开记者会，呼吁所有国州 
议员继续让马哈迪带领国家。

(莎阿南31日讯）_州 

土团党促请公正党主席 

拿督斯里安华勿再炒作 

首相敦马哈迪退位课题， 

现今后者是很好的“飞机 

师”，就让对方继续带领 

国家，直到下届大选之 

前。

该党认为，新闻报导一 

直出现首相退位，会混肴 

人民，也让外资对我国的 

政治失去信心。

土团党苔冬加里区州议 

员哈鲁马依尼认为，敦马 

哈迪是出色的机师，外界 

就不要干扰对方，带领国

雪土團黨促安華

停炒作首相退位課題
家到目的地。

他今曰联同同僚在州议 

会外召开记者会时，所谓 
退位的事项，已是时候停 

止炒作。

轰埠区州议员沙叻胡丁 

呼吁所有国州议员，让敦 

马哈迪担任首相至下届大 

选，以完成当初的目标。
他指出，该党在雪州有5 

名州议员，其他州议员也

持有相同看法，只是没有 

对外发表。

而揽区州议员莫哈末沙 

益说，当初希盟并没有任 
何协议，敦马哈迪在2年后 

必须交位给安华。

他说，若换了首相，国 

家政策也或许会变动，与 

其这样，不如在下届大选 

的竞选期，才公布有关新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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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同比去年暴增100%

肇苜30鼸83055宗
(安邦31日讯）安邦再也市会。 天台的水槽出现损坏，并导 他说，灭蚊是需要居民配

议会首30周骨痛热症病例，比 “我们也有与鹅唛县与乌致天台出现积水，而导致蚊合，尤其在照顾卫生方面，

起去年同时期剧增近100%，达 

到3055宗，其中有4宗死亡案 

件。

冷县卫生局配合，去减少骨虫滋生，市议会发现后已经不要这次大扫除清理后，过 

痛热症的病例。” 要求管理层尽快维修。” 几天又故态复萌造成积水。

他今日在常月会议后的记 

者会上，这么指出。

阿
都
哈
密

市议会主席阿都哈密指 

出，骨痛热症病例增加原 

因，相信是蚊子对于灭蚊药 

已经有抗性，已经无法有效 

地消灭蚊虫。

他指出，市议会目前采用 
的灭蚊药有2种，这两种灭 

蚊药是半年轮换一次，降低 

蚊虫对同一种药物产生免疫 

的现象。

他说，他们也在寻求最有 

效的灭蚊方案，去杜绝骨痛 

热症的发生。

“市议会也已在每个州选 
区成立一个小队，一旦该区 

出现严重病例，该小队就会 

出动检查，找出蚊虫滋生的
/_L^ 1333, ”

置。

他说，市议会也会举办大 

扫除，与居民配合，清理地 

方卫生，减少蚊虫滋生的机

鑑定11黑區

他说，在7月25日至目前 

为止（第3〇周），已经鉴定 

出11个黑区，其中许多是住 

宅区。

他指出，居民必须留意自 

己住家周遭，避免出现积水 

滋生蚊虫。

“在班丹美华一座公寓，

淡江高峰塔發展等房地部啓動
.密指出，有关淡江高峰塔遗址重新发 

1口展一事，市议会只能等待房地部启 

动，并等待该部的指示。

他说，该地目前仍是私人土地，在这事 
上，市议会目前没有权力干渉。

他指出，若房地部或州政府有任何决 
策，市议会会配合。

“有关该地衍生的课题，相信当局也 

在研究解决方案。” ■市议会目前采用两种灭蚊药，每半年轮换一次，降低蚊虫对同一种药物产生免疫 
的现象。（档案照）

促業主31曰前繳門牌稅
密说，今年下半年门牌税的账单，已发出给12万T86个单 

H口位，他希望业主们准时在8月3旧前缴清。

他指出，今年获得豁免门牌税的单位共5万1287间，总值为 

987万令吉，不过这些获得豁免税收的单位，若在2015年前有 

欠款，仍需要缴还。

他说，即使是空置的单位，也必须还门牌税。
此外，他指出，市议会在6月展开的追税行 

动，成功追讨回20万8395令吉门牌税。

“我们在6月，向283个单位发出账单，成功收 

到116单的款项，另外59°。，g卩167单位则仍然没 

有缴还。”

他指出，市议会目前被拖欠的门牌税高达 
274万4779令吉。

今年迄今捕256野狗
密指出，市议会从今年至今，共逮 

M 口!捕256只野狗。

“官员是使用纟4套及野狗陷阱捕捉野 
狗，其中野狗陷阱是5月才开始使用， 

目前有7个，目前逮捕到6只野狗。”

他说，陷阱大约4尺，放在野狗出没 

多的黑区，这些陷阱是根据民众的投诉 

来决定摆放的位置。

他指出，野狗被捕后会被收留7天， 

若无人认领就会根据标准作业程序，进 

行安乐死。
“今年至今只有2只被捕的狗，有人 

过来认领，他们缴付罚款后，就可以带 

走自己的狗。”
他说，罚款数额是介于250至1000令 

吉，一般上市议会也了解这些人是爱护 
动物者，只会要最低250令吉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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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沒

非法徵泊_麵

^wWDSi

it議遍遞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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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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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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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场

獅
報導•林雁芳

(加影3 1日 

訊）加影市议会 

在接获投诉，指 

有人在拉曼大学 

旁边的空地非法 

收取泊车费后，前晚关闭 

空地其中一个泊车场，导 

致当地少了约5 0 0个泊车 

位，拉曼大学学生今早在 

泊车场外排队等候空位泊 

车，车龙一度长达500公 

尺。

拉曼大学旁边的空地属于警 
察局与消拯局保留地，但几年 
前开始有人在右边空地非法收 
取泊车费，向每名驾驶人士收 
取每次进入2令吉的泊车费。

左边空地早前则由加影市议 
会清理后，准备用作双溪龙早 
市巴刹场地用途，不过由于小 
贩不愿巴刹搬迁，该空地后来 
暂时开放让优大学生泊车。

据《中国报》记者了解，有 
人较后连左边泊车场也开始收 
费，引起民众不满，市议会接 
获民众投诉后，前天（29曰）

晚上关闭左边泊车场， 
导致优大学生今早面对 
泊车位不足问题。

今早8时许，学生在 

早市巴刹繁忙时段陆续 
到学校，才发现左边泊 

车场关闭，被迫在泊车场外等 
候右边泊车场空位。

优大学生代表理事会主席廖 
崇泽向《中国报》指出，今早8 

时学生车子在泊车场外排队， 
车龙长达500公尺，加影市议员 

刘佳达当时也在现场。

開放150泊車位

他说，该会与校方代表经过 
与市议员交涉后，后者同意暂 
时开放部分没有铺沥青、约150 

个泊车位给学生使用，而被封 
的泊车位有大约300多个。

“根据市议员反映，有民众 
投诉有人在当地非法收取泊车 
费，因此市议会才关闭有关泊 
车场。

本报尝试联络刘佳达，截 
至截稿时间仍未能获得对方回 
应。

之
后
又
开
放
部
分
泊

u S校方擬致函市會要求 

'雞暫讓優大接管泊車場
崇泽说，优大校方准备致 
t函市议会，要求市议会暂 
时让优大管理左边的泊车场， 
以缓和泊车位不足问题。

他说，校方也建议市议会把 
左边泊车场改建为公共泊车 
场，如商业中心泊车场般，每 
小时收费50仙，作为改善当地 

泊车位不足的长期方案。
“平时左右两边泊车场都开

放都不够用（泊车位），现在 
更不够。”

他说，在泊车问题未解决 
前，该会呼吁学生使用校方在 
皇冠城1 Residence公寓附近准 

备的免费泊车场，再乘坐校方 
准备的免费接驳巴士到校。

他强调，这是校方其中一个 
解决学生泊车问题的方案，但 
很多学生认为不方便。

■在泊车场外面的车龙一度长达500公尺。

I吉
工泊
作车
人费
员。

顾
泊
车
场

每
辆
车
收
取
2

令

■响
许交
多通
学阻
生塞
车。
子
在
泊
车
场
外
等
候
泊
车
位

原本已不夠泊車位
★优大学生林思敏

•^右两边的空地都有收费，每次 
^进入泊车要付2令吉，如果使用 
商业中心泊车位更贵，因为我需要长 
时间泊车。

平时两边泊车场开都不够用，现在 
更不够泊车位，^2时早上10时这个时 

间要等半小时才等到位，所以都会提 
早到。

提早半小時等位子

★优大学生陈威捷

$生会有通知学生左 
+边泊车场会关闭， 
原本泊车位已不够， 

现在更严重。
我一般提早半小时 

来等位子，泊车超 
过2小时会泊里 

面。
这个空地收费已 
久，每逢周二晚 
有夜市，收费 
较便宜，只需1 
令吉，最迟可 
泊到晚上9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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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w日訊）雪州 

大臣阿米鲁丁指出，州政 

府在雪州议会提呈2019年 

附加供应法案，追加1亿 

2300万令吉的发展开销， 

并未影响州政府的财务状

况。

他说，1亿2300万令吉没动 
用储备金，其中8200万令吉， 

是来自雪州子公司达鲁益山集

团UDEB)偿还给州政府的债 

务。
° “因为一开始没有料到，所 

以不再记录，如今已进入州政 
府统一税收户头（Akaun Hasil 

Disatukan) 0

有信心稅收可達標

阿米鲁丁周三在雪州议会， 
针对追加发展开销作出上述解 
释。

他说，剩馀的4100万令吉，其中2500令吉万令 

吉则是来自一些机构，如水利灌溉局、公共工程 
局等所节省下来的资金。

“有的是从招标工程节省下来的，一共节省 
2500万令吉，也被纳入统一税收户头。”

他说，需动用到储备金的只有1500万令吉，但 

他绝对了解大家的忧虑。
“是否会出现赤字，现在我们不知 

道，要到年终才知道。”
无论如何，他说今年首6个月州政 

府已获得14亿2432万令吉税收，是 
22亿令吉税收目标的64 • 747。。

“我们去年收取19亿9852万 

令吉，所以我们有信心可达 
标。，’

雪州议会在周三午休后，
一致通过追加1亿2300万 
令吉的2019年附加供应法 

案。

城1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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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杯葛公正黨會議”
(莎阿南S1日讯）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指 

出，他缺席开斋节后的会议，是因当时在国 
外，并没有杯葛公正党会议。

“我最后一次参与会议是斋戒月期间，若 
指我杯葛会议，那不如完全缺席。”

他今日在州议会外接受媒体采访时，这麽 
指出〇

询°及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支持首 
相敦马哈迪，带领国家直到届满，阿米鲁丁 
指出，自己还要看回这篇言论，但对他而 
言，雪州才是重点。

他希望中央领袖们，能做出数个决定及关 
乎希盟未来的方向，同时为国家继续努力。

“希望领袖们能完成，一个扎实和最好的 
决定。”

对於河流污染进展，他说，一旦州政府收 
到警方，针对河流污染的完整调查报告后， 
就会向肇事者采取行动。

他指出，调查工作全权交给警方处理，因 
为警方是有办法调查是否涉及疏忽，待完整 
报告出炉，州政府就会对相关公司或单位采 
取行动。

A到大选前选区划 
i分的影响，雪州 

政府已建议重新划分 
地方政府所管辖的范 
围，并会在2020财政 

预算案讨论。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指出，他已和选委会 
接洽过和表达意愿，

重新劃分管轄範圍
目前在筹备中。

“要充足划分地 
方政府，还有土地 
局所管辖的范围，涉 
及庞大的资金，我们 
已在研究中，以便带 
到2020财政预算案讨

i仑。”
?也周三出席雪州议 

会，口头回答轰埠区 
州议员沙烈胡丁的提 
问时，这么指出。

阿米鲁丁说，划分 
区域的标准来自地理

位置、区域发展、人 
口统计、基本设施 
等。

“基于在去年全国 
大选前的选区划分， 
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和 
土地局所管辖的范围 
产生了混淆，所以要 
重新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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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Air Manis綜合自十劃

成立發展沙白安南委會
(莎阿南3〗日讯）雪州 

大臣阿米鲁丁指出，州 
政府已针对沙白安南Air 

Manis综合发展计划，成 

立了发展沙白安南委员

他指出，若是放在以 
前，以上地区是没有兴建 
房屋的需求，但在西海岸 
大道的建成后，已需要重 
新检忖。

他在州议会上指出，州 
政府已成立发展沙白安南 
委员会，当地州议员也能 
针对计划提供意见，之后 
再带到雪州资本有限公司

(PXSB)董事会上讨论。

阿米鲁丁指出，以上计 
划是在2008年1月批准， 
州政府在2013年给予重 

整。
^°“讀州资本有限公司之 
前因为考量各种原因，就 
一直拖延该计划，当然 
州政府也不希望投资了金 
钱，最后却没有预期效 
果〇 ”

i也补充，西海岸大道从 
万津衔接到霹雳区，期间 
会路经沙白安南，所以也 
需考量，该区是否还需要 
一个休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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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蘭莪投資促進機構

(莎阿南3 1曰讯）雪兰 
莪投资促进机构（I n v e s t 

Selangor)在去年，共耗资约 
2059万令吉寻找投资商，今年 
截至6月则耗资约710万令吉。

掌管雪州投资、中小型工业 
及贸易的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 
指出，根据马来西亚投资发展 
局报告，去年4月至今年3月， 
共批准281项工业项目，总额约 
190亿令吉，当中的43%是本地 

投资，其馀是外资。
他今日在州议会上回答巫统 

双溪班让区州议员安然的提问 
时说，州政府是有长短期的方

案去吸引投资到雪州。
针对外资最高的国家，邓章 

钦指出，中国以39亿令吉居 
首，接著是英国的2T亿令吉、 
香港9亿4500万令吉、巴拿马8 
亿9100万令吉、新加坡6亿2600 
万令吉及日本的4亿3600万令

另外，邓章钦说，今年第 
一季，马来西亚工业发展局 

(Ml DA)已在雪州批准了 75项 
投资项目，涉及15亿令吉2000

他说，当中，9亿5400万令吉 
为本地投资，5亿6700万令吉为

国外投资。
“其中51项为新的投资项目，达11亿令吉， 

24项为扩充投资计划。”

■大臣阿米鲁丁（右）和邓 
章钦在议会开始前，先整理 
开会需用上的文件。

上午时段 
的州议会， 

由议长黄瑞 
林主持。

I行政议 
员依茲汉 

哈欣，耐 
心回答州 

议员的提 

问。

■周三的州议会如期展开，让州议员们提问各自选区的问题。

■甘纳巴迪劳（左）在解答议员提问后，耐心聆听其他附加 

提问，右为行政议员罗茲雅。

“MySel”處理94宗案例

掌
管社会经济、关爱政府 
事务的行政议员甘纳巴 

迪劳指出，成立于2016年的 
“MySel”队伍，去年共完成 

94宗案例，协助申请者完成个 

人资料的事项。
他说，以上队伍的功能是协 

助申请者，处理身分证、报生 
纸、红登记等问题。

他在州议会上回答无拉港区 
州议员王诗棋的提问时说，根 
据去年记录，该单位共接获 
1686宗申请，其中457宗是给 

予完整的文件。
甘纳巴迪劳指出，国民案 

例有101宗申请，2 6宗完成；

养子案例有66宗申请，T人完 
成；红登记有115人申请，16 
人成功；蓝登记有15人申请，
4人成功；报生纸有116人申 
请，16人成功。

他说，“MySel”都有派出 
传单，甚至与地方组织合作， 

以让更多人知道这项福利。
针对这队伍没协助巫裔人 

士，他反驳这项做法，指半数 
申请都是巫裔族群，但冋题是 
对方的文件并不齐全。

他指出，在一些失败的案例 
上，“MySel”也会设法协助 

申请者上诉。

内罪案率下降，各地政府也与警方合作，安装闭路电视 
控-各K。
可惜，°民众依然相信眼前发生的现实情兄，多于警方 

数据，只因大家都质疑警方捉了这么多人，真正被提控 
的人有多少，抑或纯属杀一儆百的手法。

不管如何，罪案就如野草般除也除不尽，大家皆求警 
方在打击罪案行动上，别三分钟热度，结果以虎头蛇尾 
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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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S1日讯）尽 
會外劳被禁摆摊，唯地方 

政府基本权限，无法有效管制，雪州政府因此 
正拟定新条例，以便有效监管非法小畈。

同时，每个地方政府皆设有类似信贷情报服 
务公司（CTOS)的系统，监督小贩的记录，一 

旦发现小贩转租执照租，地方政府将开出罚单 
或吊销执照。

据了解，雪州有许多合法小贩转租营业执 
照，包括外劳，有些外劳小贩则是非法营业。

掌管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及新村事务的行政 
议员黄思汉指出，在取缔非法外劳的问题上， 
地方政府的权限有限，因此州政府已在拟定新 
条例，以便有效监管非法小贩。

他今曰在雪州第14届第2季第2次会议上，这 

么指出。

他说，州政府明白地方政府的难处，所以已 
收集各州内县市议会的地方政府法令，从而拟 
Sif白勺.条例I。

他指d，°拟定新条例还在初步阶段，之后还 
有提呈到州政府和州法律，所以现今还不清楚 
何时能完成。

他是在州议会上回答万挠区州议员蔡伟杰的 
提问时说，地方政府在对付外劳小贩时，因为 
权限关系而无法逮捕外劳，反之只有警方和移 
民局能这么做。

黄思汉指出，一 B•发现有人把执照租给他 
人，地方政府就能开出罚单或吊销对方的执 
照。
~他说，每个地方政府都有一个，类似信贷情 
报服务公司（CTOS)的系统，从而监督小贩的 

记录。

捷運第二幹線完成53.9%
捷 运第二干线双溪毛糯一 

.沙登一布城路线的整体 
工程，已完成53.9%，竣工期 
依然维持在明年T月。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 
交通及新村事务的行政议员 
黄思汉指出，在基设上的预 
期进度是51.4%，现今已达到

55.5%;系统上的预期进度是 
38.1%，现今已来到46.6。。。

他在回答史里肯邦安区 
州议员欧阳捍华的提问时 
说，地底工程的进度也达到 
54.1，所以整体工程是如期 

的进行中。
黄思汉指出，捷运公司在

这项工程上，也必须加宽沙 
登大街从沙登kali庙往英达 
路交界处，即从单车道提升 
到双车道。

他说，沙登拉也主要道路 
的提升，也会在2020年8月动 
工，预计2年竣工。

他补充，在沙登拉也1路和 
3路，捷运公司也会在捷运启 
用后，进行修复。

擬新條例監管非法小販

机
上
。

有
趣
的
东
西
，
两
人
都
把
注
意
力
放
在
手

 

■
许
来
贤
(

左
)

与
黄
思
汉
似
在
观
赏
极

Page 1 of 2

01 Aug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2
Printed Size: 383.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7,555.00 • Item ID: MY0036804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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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经过重新审核，发现有11万3231 
人，在2年内没使用福利卡。

“而不是e-Kadh和生活援助金 
(BHS)受惠者的也有15万45〇2人，超 
过2000令吉收入的，2万T892人。” 

她周三出席雪州议会针对议员的提 
问作出总结时，这麽指出。

西蒂玛丽亚说，以雪州关爱母亲计 
划（KISS)为例，情况也是一样，也

有很多受惠者并不符合条件。
“因此，我们重整关爱人民计划， 

变成精明关爱人民计划，联合所有惠 
民计划的数据，更准确的援助目标
群〇，，

° °她说，往后每一个州选区都有一个 
e-Kasih的特别事务官，负责审核所有 

申请者的身份，以更快更准确审核申 
请。

很重

雲整
惠頸
者愛

付田

件at
劃

(莎阿南S1曰讯） 
雪州政府重整关爱 
人民计划（IPR)， 
主要是因为有许多申 
请者并不符合条件， 
甚至有人在申请成功 

后，2年没使用福利卡。

雪州行政议员西蒂玛丽亚指出，原 
本的关爱人民计划有39万2798名受惠

会

，参
与
各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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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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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妮查
■

(莎阿南S1日讯）人民 

公正党妇女组主席哈妮查 

说，只要有合理的原因， 

缺席最高理事会议不是什 

么大问题。

她说，只要是有重要的 

事务，如公务，不能让其 

他人代替出席，才缺席党 

的最高理事会议，是可以 

被接受。

“我也有试过缺席会 

议，我认为不应该被政治

缺席最高理事會議

國問題不
化。”

^哈妮查也是雪州行政议 
员。她今曰出席雪州第14 

届第2季第2次会议后，在 

午休时接受媒体访问有关 

署理主席阿兹敏阿里接二 

连三缺席会议时，这么指 

Hi 〇

11旬及阿兹敏阿里是否被 

边缘化，她否认有关说 

法，指基层仍旧支持党主 

席和署理主席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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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起大廳入口處舉辦 

®的雪蘭莪房屋展覽

她说，房屋 
价格最低为4 
万2000令吉， 

最高是25万令
士
n c

■哈妮查呼吁有兴趣购买我的雪 

兰莪房屋者前来雪州政府大厦举 

办的展览了解。

州政府于7月31曰 

至8月5日，早上 

9时至下午5时，雪州 

议会大厅入口处举办 

“我的雪兰莪房屋” 

展览，有兴趣者欢迎 

到访了解。

雪州行政议员哈妮 

查指出，州政府通过和 
雪州房地产局（LPHS)合 

作，推出“我的雪兰莪房 
屋”，协助B40和M40群居 

者有其屋。

“展览服务 

包括协助上网登记、查询 

及提供意见等。”

哈妮查周三在雪州议会 

午休时，召开记者会这么 

指出O

她说，自2014至今，雪 

州房地产局共接获18万 

8892份网上登记，但只有4 

万8624份申请获得购屋献 
仪。

°有兴趣者可浏览http://
lphs.selangor.gov.my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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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10萬婦女登記1-Surl
(吉隆坡Si日讯）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 

副部长杨巧双指出，截至今年6月30日，已有 

10万9022名家庭主妇和妇女，登记参与主妇公 

积金计划（i-Suri)。

她说，这个数字超越部门所定下的10万人目 

标。
她今日在上议院回答上议员努丽达的提问时 

说：“在这个数目中，吉1丹是最多人登记 
i-Suri的州属，一共有2万213名主妇和妇女参 

与，第二高的是砂拉越1万8364名，以及登嘉 

楼1万7T31名。

“为鼓励更多符合资格的妇女和i妇登记 
i-Suri，部门通过执行机构如妇女发展局和福 

利局，联同大马策略信托基金会（AIM)，仍 

在通过流动队伍（mobile team)和媒体，展 

开推广i-Suri的活动。”

另外，杨巧双指出，政府今年已在各政府机 
构，设立66间新的托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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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负责钳制当权者的反对 

党，这样才不会让握有权 

力者为所欲为。假如巫统 

和伊党以种族和宗教来打 

乱游戏规则，支持巫裔身 

分的敦马，而以种族宗教 

为先，则国家堪忧矣！

行使權力不夠凶

另外，更令人意外的 

是，希盟盟党之一公正党 

近期的“风头人物”，署 

理主席阿兹敏阿里也公开 

说欢迎巫伊两个反对党赞 

同敦马任相至届满。不管 

提出多么堂皇美丽的观 

点，关乎诚信问题，阿兹 

敏阿里也负了支持希盟的 

人民。

诚如行动党资深领袖林 

吉祥所说，希盟领袖必须 

正视支持希盟的选民那失 

望情绪，大家都害怕希盟 

政府会走回国阵的老路。 

大家都希望新马来西亚拥 

有具包容性的国家建设政 

策，更冀望我国多元族 

群、宗教、语言和文化的 

优秀特质得以发扬光大。 

是的，希盟须当心，虽然 
509大选已过了一年多， 

巫伊两党并不甘心失败， 

他们还在以各种伎俩搅乱 

希盟各盟党。他们等不及 

下一届大选，正在窥测方 

向，以求一逞呢！

曾听到在咖啡店吹水论 

政的民众偶尔一两句神来 

之“语”。他们说有些希 

盟部长行政议员等胆识不 

够，行使权力不够凶。接 

管了政权之后，假如前朝 

的一些政策或计划是错误 

的，就要胆敢修正。东海 

岸铁路计划、沙巴天然气 
输送管计划、LRT3、第三 

期捷运计划等大型项目， 

或修改，或取消，不是都 

带来正面进展吗？希盟处 

事如果继续优柔寡断，各 

单位没有好好沟通，妥善 

计划，就也许真的会是一 

届政府了。

黃華敏

]^那一天合力 
1±投选希望 

联盟，促成改朝 

换代政党轮替的 

选民，不知会否 

对近来朝野高层 

的敦马交棒言论 

感到生气呢？两 

线制是民主体制 

成熟而进步的表 

现，当朝者和在 

野者各有各的政 

党理念，一个负 

责执行，一个负 

责监督，国家才 

能朝人民所要的 

正确方向发展。

一般民众对民 

主政治的要求或 

者说认知，是： 

假如执政党推行 

的政策是正确 

的，是惠民惠国 

的，那麽负责监 

督的在野党就应 

该摒弃在野党本 

身的所谓利益而 

给予支持。照 

说，他们应当只 

是支持正确的政策，而不 

是支持其敌对党的首相个 

人。

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 

公开支持首相敦马哈迪完 
成一届首相任期，巫统也 

有高层公开支持敦马任满 

一届首相职，言下之意就 

是不必兑现交棒承诺。敦 

马任相一届或半届，吹皱 

一池春水，干巫伊两党底 

事？对于投选在野党国阵 

及伊党的选民来说，这些 

政治人物负了人民。

大家都知道，一个健康 

的民主国家政权，需要有

也
許
県

的
會

屆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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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伊斯坦堡3i日訊）首 

相敦马哈迪强调，无论发生任何 

事，他都会坚守承诺，将棒子交给 

公正党主席兼波德申区国会议员拿 

督斯里安华。

他曰前官访土耳其，接受土耳其国际 
新闻频道“TRT World”访问，受询及经 

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被指涉 

及“男男性爱短片”风波，与交棒有关 

敦馬：無論何事

“S守承議交樺安蒙及“男男性爱短片”风波，与交棒有关 

时，马哈迪强调，他不会违背诺言。 

“我不会违背我自己的承诺，无论发

生甚麽事，我都会坚守自己许下的诺
”

对曾与安华交恶多年的复杂关系， 

马哈迪指出，他已同意，当他卸任时， 

安华就是其接班人，出任下一任首相。

“这是我许下的承诺，也会落实这 

项诺言。”

马哈迪也回忆当时与希盟联合， 

以将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推倒，他 

说：“推倒纳吉，比个人关系更为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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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年馬來西亞fl
II 小組賽第1輪 I

明曰赛程（2曰）

A组：登嘉楼 对雪兰莪发展机构
(9:00PM，瓜登苏丹依斯迈体育场）

B组：柔佛达鲁塔克欣对玛拉工艺大学 

(9:00PM，新山拉庆体育场）

週六赛程（3日）

A组：森美兰 对吉打

(9:00PM，芭蕾端姑阿都拉曼体育场)
B组：八打灵再也市球会对霹雳经济发展局 

(9:00PM，八打灵再也市议会体育场）

C组：彭亨 对槟城
(9:00PM，关丹达鲁玛末体育场）

D组：雪兰莪 对土地发展局联
(9:00PM，莎阿南体育场)

週曰赛程（4曰）

C组：霹雳 对沙巴
(9:00PM，怡保霹雳体育场）

D组：马六甲 对警察
(9:00PM，马六甲市汉哲拔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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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T性誘惑

■阿米鲁丁韩查

呈至国会辩论，不过公正党上 

议员英然建议政府立法保护男 

性，避免受到女性诱惑，最终 

犯下强暴等罪行。

公正党上议员英然今日在上 

议院动议，要求制定性骚扰法 

案，以保障男性免受女性诱惑 

而犯罪。

“我倡议制定性骚扰法，保 

护男性免受女性的行动、言语 

和服装所诱惑，最终导致男性 

犯罪，如乱伦、强暴、威胁、

^ LL. Ayr ”

冃斤寺。

上议院副主席拿督斯 

里阿都哈林回应，这是不错的 

观点。

英然说，他已向掌管宗教事 

务的首相署部长拿督慕查希提 

出这项建议。

英然是在上议院辩论《2〇 19 

年伊斯兰法律专业（联邦直 

辖区）法案》时，提出上述看 

法。
k项法案已在本月15曰，于 

国会下议院通过。

妇
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副

感到震惊，并强调，大多女性 

受害者是婴儿和幼儿，根本不 

懂如何引诱男人！

她说，上帘创造人类时，并 

没有让人类与动物一样。人有 

决定权、思考和克制能力。

“我感到震惊的是上议院讨 

论了这些课题，甚至获得上议 

院副主席同意。”

杨巧双说，女性不应该因衣 

著而受到指责，因为穿著不暴 

露的女性也受到骚扰和强奸。

她补充，即使男人也可能被 

其他男人强奸。

“我认为英然应该为这番言 

论道歉！”

公正黨英然建議t/

保護男性免遭2
(吉隆坡31日讯）性骚扰法观赏色个 

案和性别平等法案至今未提 接著，

楊
巧
雙
震
驚
課
題
竟
獲
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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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负责钳制当权者的反对 

党，这样才不会让握有权 

力者为所欲为。假如巫统 

和伊党以种族和宗教来打 

乱游戏规则，支持巫裔身 

分的敦马，而以种族宗教 

为先，则国家堪忧矣！

行使權力不夠凶

另外，更令人意外的 

是，希盟盟党之一公正党 

近期的“风头人物”，署 

理主席阿兹敏阿里也公开 

说欢迎巫伊两个反对党赞 

同敦马任相至届满。不管 

提出多么堂皇美丽的观 

点，关乎诚信问题，阿兹 

敏阿里也负了支持希盟的 

人民。

诚如行动党资深领袖林 

吉祥所说，希盟领袖必须 

正视支持希盟的选民那失 

望情绪，大家都害怕希盟 

政府会走回国阵的老路。 

大家都希望新马来西亚拥 

有具包容性的国家建设政 

策，更冀望我国多元族 

群、宗教、语言和文化的 

优秀特质得以发扬光大。 

是的，希盟须当心，虽然 
509大选已过了一年多， 

巫伊两党并不甘心失败， 

他们还在以各种伎俩搅乱 

希盟各盟党。他们等不及 

下一届大选，正在窥测方 

向，以求一逞呢！

曾听到在咖啡店吹水论 

政的民众偶尔一两句神来 

之“语”。他们说有些希 

盟部长行政议员等胆识不 

够，行使权力不够凶。接 

管了政权之后，假如前朝 

的一些政策或计划是错误 

的，就要胆敢修正。东海 

岸铁路计划、沙巴天然气 
输送管计划、LRT3、第三 

期捷运计划等大型项目， 

或修改，或取消，不是都 

带来正面进展吗？希盟处 

事如果继续优柔寡断，各 

单位没有好好沟通，妥善 

计划，就也许真的会是一 

届政府了。

黃華敏

]^那一天合力 
1±投选希望 

联盟，促成改朝 

换代政党轮替的 

选民，不知会否 

对近来朝野高层 

的敦马交棒言论 

感到生气呢？两 

线制是民主体制 

成熟而进步的表 

现，当朝者和在 

野者各有各的政 

党理念，一个负 

责执行，一个负 

责监督，国家才 

能朝人民所要的 

正确方向发展。

一般民众对民 

主政治的要求或 

者说认知，是： 

假如执政党推行 

的政策是正确 

的，是惠民惠国 

的，那麽负责监 

督的在野党就应 

该摒弃在野党本 

身的所谓利益而 

给予支持。照 

说，他们应当只 

是支持正确的政策，而不 

是支持其敌对党的首相个 

人。

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 

公开支持首相敦马哈迪完 
成一届首相任期，巫统也 

有高层公开支持敦马任满 

一届首相职，言下之意就 

是不必兑现交棒承诺。敦 

马任相一届或半届，吹皱 

一池春水，干巫伊两党底 

事？对于投选在野党国阵 

及伊党的选民来说，这些 

政治人物负了人民。

大家都知道，一个健康 

的民主国家政权，需要有

也
許
県

的
會

屆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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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负责钳制当权者的反对 

党，这样才不会让握有权 

力者为所欲为。假如巫统 

和伊党以种族和宗教来打 

乱游戏规则，支持巫裔身 

分的敦马，而以种族宗教 

为先，则国家堪忧矣！

行使權力不夠凶

另外，更令人意外的 

是，希盟盟党之一公正党 

近期的“风头人物”，署 

理主席阿兹敏阿里也公开 

说欢迎巫伊两个反对党赞 

同敦马任相至届满。不管 

提出多么堂皇美丽的观 

点，关乎诚信问题，阿兹 

敏阿里也负了支持希盟的 

人民。

诚如行动党资深领袖林 

吉祥所说，希盟领袖必须 

正视支持希盟的选民那失 

望情绪，大家都害怕希盟 

政府会走回国阵的老路。 

大家都希望新马来西亚拥 

有具包容性的国家建设政 

策，更冀望我国多元族 

群、宗教、语言和文化的 

优秀特质得以发扬光大。 

是的，希盟须当心，虽然 
509大选已过了一年多， 

巫伊两党并不甘心失败， 

他们还在以各种伎俩搅乱 

希盟各盟党。他们等不及 

下一届大选，正在窥测方 

向，以求一逞呢！

曾听到在咖啡店吹水论 

政的民众偶尔一两句神来 

之“语”。他们说有些希 

盟部长行政议员等胆识不 

够，行使权力不够凶。接 

管了政权之后，假如前朝 

的一些政策或计划是错误 

的，就要胆敢修正。东海 

岸铁路计划、沙巴天然气 
输送管计划、LRT3、第三 

期捷运计划等大型项目， 

或修改，或取消，不是都 

带来正面进展吗？希盟处 

事如果继续优柔寡断，各 

单位没有好好沟通，妥善 

计划，就也许真的会是一 

届政府了。

黃華敏

]^那一天合力 
1±投选希望 

联盟，促成改朝 

换代政党轮替的 

选民，不知会否 

对近来朝野高层 

的敦马交棒言论 

感到生气呢？两 

线制是民主体制 

成熟而进步的表 

现，当朝者和在 

野者各有各的政 

党理念，一个负 

责执行，一个负 

责监督，国家才 

能朝人民所要的 

正确方向发展。

一般民众对民 

主政治的要求或 

者说认知，是： 

假如执政党推行 

的政策是正确 

的，是惠民惠国 

的，那麽负责监 

督的在野党就应 

该摒弃在野党本 

身的所谓利益而 

给予支持。照 

说，他们应当只 

是支持正确的政策，而不 

是支持其敌对党的首相个 

人。

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 

公开支持首相敦马哈迪完 
成一届首相任期，巫统也 

有高层公开支持敦马任满 

一届首相职，言下之意就 

是不必兑现交棒承诺。敦 

马任相一届或半届，吹皱 

一池春水，干巫伊两党底 

事？对于投选在野党国阵 

及伊党的选民来说，这些 

政治人物负了人民。

大家都知道，一个健康 

的民主国家政权，需要有

也
許
県

的
會

屆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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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議員建議立法保護男性

防女性誘惑犯性侵罪
(八打灵再也31日讯）公正党上议 

员英然建议政府，制定性骚扰法令保 

护男人免于受到女性诱惑而犯下性侵 
罪，在妇女社会中引起强烈不满，要 

求他撤回言论，副部长杨巧双更要求 

他向所有女性道歉。
英然今日在上议院参与辩论2019年 

伊斯兰法律专业（联邦直辖区）法案 

时指出，一些女性的行为让男性受不 

了诱惑而犯错，进而受到法律惩罚。

因此，他要求部长提呈性骚扰法 

令，保护男性以免受到女性以行动、 
言语和衣著所诱惑，进而发生乱伦、 

性侵、性骚扰等。

"我们要求首相署负责掌管宗教事 

务的部长慕加希考虑推行能够确保男

性安全的法令，国家才会和平。”

更甚的是，上议院副主席阿都拉哈 

林不但赞同，还回应这是一个“好的 

观点” 〇

只是，慕加希在总结时并没有回应 

英然的建议。

大马人民之声执行董事塞瓦多来沙 

米要求英然，立即公开道歉收回言 

论。

他发文告表示，上述言论无异于倡 
导肇事者无罪论，却把责任推到受害 

人身上，更令人震惊的是，上议院主 

席或其他的上议员没有立即谴责英 

然。
"一名上议员可以说出这番话，可 

见上议院内的上议员们在性别平等的

暴力及性别歧视方面是充满无知和冷 

漠〇，'
^斯兰姐妹会和社会运动份子艾薇 

呼吁英然，不要把男性的态度和行为 

归咎于女性的责任。

女性行动协会（AWAM )也投诉当 

局没有认真看待性骚扰的问题，甚至 

嘲笑投诉者。

妇女与家庭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认 

为，英然应该向所有女性道歉，并呼 

吁所有人不要再归咎于受害者的衣 

著，许多女性也穿得很密实，还是成 

为性骚扰和性侵的目标。

她说，一些案件中，受害者是婴儿 

和小孩，他们不懂如何引诱男性，可 

是却惨遭毒手。

“上天没有制造出禽兽一般的男 

性，男性获得决定、思考和自我克制 

的权力。也有男性被其他男性性侵， 
这是什么诱惑？ ” （ TS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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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5 土團議員

挺敦馬任滿一屆

(沙亚南31日讯）雪 

州5名土团党州议员， 

即答冬加里州议员哈鲁 

麦尼、而榄州议员莫哈 

末赛、轰填州议员沙勒 
胡丁、巴生海峡州议员 

拿督阿都拉昔及龙溪州 

议员阿希夫声明支持我 

国首相敦马哈迪任满一 

届，至下一届全国大选 

后才更换首相。

其中哈鲁麦尼、莫哈 

末赛及沙勒胡丁今曰在 

雪州议会午休时间召开 

记者会时，呼吁希盟及 

土团党的国会议员及州

议员一同支持敦马任相
进_S

^沙勒°胡丁说，敦马在 

第1 4届全国大选中， 

成功让马来西亚换新政 

府，并带领大马重返正 

确轨道，提升大马的国 

际形象，同时让投资者 

再次对大马有信心。

他说，雪州土团党州 

议员认为，在敦马还未

完成复苏大马的任务 

前，敦马没必要提早退 

位。
另外，莫哈末赛说， 

没有任何正式文件说明 

要求敦马任相两年后就 

须让位。

他认为，首相退位将 

为国家带来坏处，并 

影响国家经济稳定。

(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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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大臣：過去都有出席

沒杯葛黨最高理事會議
(沙亚南31日讯）雪州大臣阿 

米鲁丁强调，他没有杯葛公正党 

最局理事会议，并称他过去都有 

出席党会议，最后一次出席是斋 

戒月期间的会议。

针对记者询及有关他与公正党 

署理主席阿兹敏阿里一起缺席公 

正党最高理事会议事宜，是否有 

意进行杯葛时，阿米鲁丁解释， 

他过去都有出席党会议，只是开 

斋节后的会议因来不及而缺席，

当时他还在国外。

询及阿兹敏力挺首相敦马哈迪 

任相满一届才卸任的立场，阿米 

鲁丁指还未了解此事，而他会着重于雪 

州发展的事务。

■阿米鲁丁受记者追问时，再次强调没有 
杯葛公正党最高理事会议。

他相信希盟的中央领导层在领导国家 

上都可以作出正确的决定。

雪河污染交由警调查i§f§i州大臣阿米鲁丁 

^披露，雪州河流 

受污染事件交由警方处 

理，州政府仍在等详细 

报告，并且相信警方有 

自己的作Ji程序进行调 

查〇

他指出，如果警方的 
调查结果是“疏忽'’而 

导致河流受污染，则有

待警方的正式报告，以 

向疏忽者采取行动。

他强调，一旦拿到完 

整的报告，州政府就会 

对导致河流污染事件的 

个人、公司或机构，采 

取进一步的行动。

较早前，全国总警长

拿督斯里阿都哈密指 

出，警方已排除雪兰莪 

河污染事件是因人蓄意 

破坏造成，而是承包商 

公司为掩盖员工疏忽向 

警方报假案，企图误导 
警方。（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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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政治課題不是道德課題

#
马哈迪再次撰文，否认他在处理1988年其一名内阁成员的不当性行为以及 

现在另一名内阁成员被卷入性爱短片的风波上，存有双重标准和矛盾。

他说他在1988年采取的行动，并非基于有关同性影片，因为那是之后的事， 

法庭已经作出判决，影片并没有影响法庭或任何人，包括他自己。而在近期发生 

的案件，则是先出现了影片，显然的，这是要抹黑某人并摧毁他的前途。

他重申，如果他采取所被预期的行动，那他就会成为了帮凶，但他不要成为策 

谋者的工具，也不要成为龌龊政治的一部分。

话说回头，在1988年安华的鸡奸案1.0，并没有出现所谓的性影片， 

有的只是阿兹敏胞妹乌米写给敦马的一封告密信，以及一本题为《安 

华不能成为首相的50个理由》的书。除了鸡奸案1.0，安华当年亦被 

控以渎职罪。事情发生至此，我们大约可以从中知道男男性爱短 

片的真相了。

敦马说这是一个政治课题，不是道德课题，他也不是要捍卫阿 

；兹敏，因为他知道幕后黑手的议程，所以他不会轻易跌入圈套， 

让对方得逞。

阿兹敏还会在公正党里待下去吗？如果他过档敦马的土团党， 

他当然不会单枪匹马，相信他会带着他的派系人马_起过去。

土团党原本只有13名国会议员，这一年来前后有13名巫统议员加 

入，若加上阿兹敏和他派系的议员，假设有15人，土团党议员就会增至41人。 

公正党目前有50名国会议员，如果阿兹敏等15人集体退党，那就剩下35名议 

员，顿时落在土团党后头，岂非元气大伤？

就看总检察长如何行动了

所以说，此次发生的男男性爱短片风波，相信敦马自己也始料未及，最大的既 

得利益者，反而就是他自己。但如果此事发生至此地步，最后会不会落得两败俱 

伤？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也在阿兹敏派系，阿兹敏上上周末的祈祷会就是在他官邸进 

行的。数周前，也曾传出阿米鲁丁与一名女州议员幽会，和男男性爱短片发生在 
同一地点和时间，即是在山打根补选的5月11日，在同一家酒店。

阿米鲁丁说那是一项政治阴谋，因为5月11日当天他身在吉隆坡。女州议员叫 

祖微丽雅，她同样否认有关谣言。事情也跟着不了了之。

忽然想到，反贪会前主席苏克里在上个月提早一年退休，会不会也与男男性 
爱短片有关？男男性爱短片是于5月山打根补选期间在某家酒店拍的，苏克里则 

在6月呈辞。他是不是因为收到短片打算开档调查，却因为被打压下来，因此辞 

职？

'希望这性爱短片引起的疑云，最后终会水落石出。自称是性片主角之_的哈兹 
阿兹和安华的政治秘书法哈斯已双双获释，全国总警长说交由总检察署作决定， 

现在就看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如何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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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巨州政府将在7月31日（星期三）至 

@ 8月5日（星期_)早上9时至下午 

5时，在州议会走廊入□处设立“我的 

雪兰莪房屋”柜台，价格介于4万2000 

令吉至25万令吉的房屋，以方便雪州 

人民提出申请。

掌管雪州房屋及城市生活事务的行政 

议员哈妮查说，有兴趣的民众，可前来 

柜台申请A、B、C及D型。

她也说，网上申请上述屋子的系统已 

经获得改善，欢迎申请者可上网检查是 

否获得批准。

任何详情可以游览http//lphs. 
selangor.gov.my,以获取更新的消息。 

(TSI )

掌
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 

_通及华人新村发展事务的 

行政议员黄思汉说，州政府将 

设法令条规以控管非法外劳， 

惟还在讨论阶段。不过，地方 

政府会持续针对营业执照的问 

题展开严厉的取缔行动，一旦 

发现业者违规，就会直接取消 

相关执照或开出罚单。

他说，由于地方政府无权逮 

捕非法外劳，仅有警方和移民 

局拥有逮捕的权力，为此地方 

政府需联合警方和移民局展开 

突击行动。

黄思汉是今早在州议会的口 

头提问环节上，如是回答巴生

港□阿兹米占的附加提问时解 

释，地方政府也仅可以发出营 

业执照给我国公民，同时_旦 

发现有关执照借给外劳，地方 

政府将直接取消对方的执照。

另外，他透露，捷运第二 

路线（MRT2 )工程进展已达 

53.9%,比超出原定的50.9%， 

即提早逾5个星期的时间。

“梳邦再也市议会与公共工 

程局将加宽史里肯邦安内的数 

条道路，包括从史里肯邦安 

FT3215主要道路、沙登拉亚 

主要道路等，至于拉亚1路和 

3路则由捷运的承包商进行修 

复°” （TSI)

依茲漢：資金短缺

分階段提升道路

隐体兹汉坦承指雪州道路已“超龄”，但州 
ififr面对财务拮据情况下，无法一次过提升 
所有的道路。

(沙亚南31日讯）掌管雪州 

基本建设、公共设施、农业现代 

化及农基工业事务的行政议员依 

兹汉说，雪州大部分道路已“超 

龄”，惟州政府因资金问题， 

只能分阶段进行提升的工作。不 
过，一旦民众投诉，即使属于公 

共工程局管辖的路段，州政府都 

会向该部门申请拨款修复，但是 

拨款不如预期。
他说，这些道路有些是属于联 

邦管辖的，有些是属于州政府管 

辖，不过民众是无法分辨的。
依兹汉是在回应丹绒士拔州议 

员柏汉的□头提问时指出，在面 

对财务拮据情况下，州政府只能 

分阶段的修复损坏的道路，无法

一次过提升所有的道路。

不过，他的回应却遭万津州议 
员刘永山、伊斯兰党昔江港州议 

员阿末尤努斯等的反驳，并在 

附加提问上建议州政府在等候 

拨款提升道路之际，可率先在交 

通黑区进行道路局部修复或改善 

道路设施，如增设街灯等，以减 

少因道路损坏引发的交通问题。
(TSI )

首3月75工業發展帶來15.2億

掌
管雪州投资、工商及 

-中小型工业事务的行 

政议员拿督邓章钦披露， 

雪州在今年首3个月共有75 

个工业发展计划，共为雪州 

带来15亿21 57万令吉的投 
资额，其中本地企业占9亿 

5410万令吉的投资额，而 

#资则有5亿6746万令吉。 

同对也为雪州提供了超过 
3800个工作机会。

他在回答双溪班让州议员 

拿督应然的□头提问时说，

根据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的 

数据显示，在去年4月至今 

年3月为止，雪州共批准了 

281项工业发展。该工业发 

展共为雪州带来196亿5600 

万令吉的投资额，其中本地 
投资占86亿3765万令吉， 

而另外110亿1866万令吉则 

来自国外投资。

他说，州政府于去年在 

招商引资的工作上共耗资 
2059万令吉。而今年的首 

三个月，州政府在招商培训

活动上共耗资710万令吉。 

他说，相关费用是用子推 
介2019年雪州国际商贸峰 

会、国内电商发展及培训、 

到国外招商引资、在多内办 

商务论坛及拜访企业及招揽 

广告等。
另外，邓章钦说，雪州 

投资促进机构在去年的招 

商引资用途的花费，仅占 
了 2018年雪州总投资额， 

即189亿4700万令吉中的 

0.1%。今年首3个月的招商 

引资费用则占首3个月的15 

亿2200万令吉投资额中的

0.4% ° "

“州政府在招商引资做出 

的努力包括，成立雪州资 

讯科技与电子商务理事会 
(SITEC )、雪州清真工业 

理事会、雪州航空航天科技 

理事会和雪州生物科技理事 

会，以协助整个招商引资的 
工作〇 "

同时，他在回答公正党双 

溪甘迪斯州议员扎瓦威的提 

问时表示，外国投资最多的 

国家包括，新加坡、法国及 
中国。（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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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同比病例增一倍

安邦再也區蚊症嚴重
(吉隆坡31日讯）安 

邦再也市议会主席阿都 

哈密披露，根据纪录， 

安邦再也市议会管辖范 

围内的骨痛热症情况严 

重，比去年同期增加一 

倍的病例。去年的骨痛 

热症病例约有1500宗， 
而今年却有多达3000 

余宗病例'是去年的翻 
倍。

哈密在今日所举行的 

常月会议上说，截至本 

月25日（第30周）为 

止，安邦再也区内一共 

有3055宗骨痛热症病 

例，其中4宗为死亡病 

例，造成骨痛热症病例 

增加的主要原因，除了 

是天气的变化使蚊子增 

生之外，同时也出现蚊

子的品种增加及进化， 

导致对现有药物免疫而 

难以消灭的情况。

他也说，市议会也采 

取数项措施应对，包括 

当局已委任害虫防治人 

员（P C 0 )，每当区 

内发现任何骨痛热症病 

例，将会派出有关人 

员前往采取行动，检查 
及清理蚊虫及孑孓生长 
处。同时也将通过委任 

居民委员会（JKP )区内 

的骨痛热症行动委员会 

主席，并与地方上的居 

民合作举办大扫除等活 

动，以消灭区内滋生蚊 

子的温床。

他说，市议会内部官 

员也会到区内进行喷射 

灭蚊喷雾工作，或是协

助清理任何面对清洁问 

题的摊位商铺。

他也说，市议会也与 

乌鲁冷岳及鹅唛县卫生 

局合作，以对付日渐增 

加的骨痛热症问题。目 

前共有11个地区为骨痛 

热症黑区，大部分都是 

住宅区，因此他希望居 

民能更注意住区是否有 

蚊虫滋生，同时也时时 

清洁居住环境。

哈密也说，发现单位 

有黑斑蚊滋生的业主， 
将可面对卫生局所发出 

高达500令吉的罚单。

"我们发现一些单位 

因为担心制水而存水， 

但是在没有将存水封闭 

下成为了滋生蚊子的温 

床的原因之一。也有一 

些历史较久的单位，因 

为设施损坏而造成积 

水，同样会导致蚊虫滋 

生 ° ” （ TSI )

開年至今捉256野狗
卩乂^密说，市议会于1月至今一共捉了 
UIU 256只野狗；放任狗只走失的主人 

在认领时将面对罚款，罚额最高的达 

1000令吉，而当局一般发出罚额为250 

令吉的罚单。

他说，市议会是以一般手法捕捉 

野狗，惟从5月起也开始使用陷阱

(perangkap anjing )抓捕。这个陷讲 

一共有7个，每个可捕捉6只狗。

他透露，陷阱是设在多野狗出没的黑 

区，通常都是根据所接获的投诉，而陷 

阱也会不定时更换地方。

哈密说也说，当局根据程序将被捕捉 

的狗收藏差别长达7天，以等人认领。 
(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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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風助長燃燒料需3週撲滅

垃圾火濃煙藝加影
(力口影31曰讯）力口影市议 

会执法组曾多次检举加影外 

环大道双溪龙收费站附近 

~一1片占地3英亩的非法垃圾 

场，可是垃圾范围越堆越 

多，结果昨天引发垃圾火， 

受到强风助长下，浓烟笼罩 

著整个加影区，居民受尽烟 

霾之苦，消拯员向垃圾火不 

断灌水，垃圾火至今仍未受 

到控制，初步估计全面扑灭 

火势，需耗时两三个星期。

该非法垃圾场的位置是在私人地段， 

消拯员相信近日天气炎热，造成垃圾里 

所产生的易燃气体引发火患。

据了解，有关垃圾火是在昨早11时 

左右引发，消拯局接获投报后，调派消 

防车前往灌救，虽然将火势控制，消拯 

员观察到垃圾堆太高，垃圾底下仍有火 

势，冒出大量浓烟。

需大量灌水控制

加影消拯局发言人说，垃圾火面积不 

小，消拯局除了调派两辆消防车到场， 
也安排3辆水槽车前往协助，目前首要 

工作将垃圾火控制，必须大量灌水。以 

目前的情况是难以估计需花多久时间才 

能扑灭垃圾火，而且火势集中在地底里 
面，消拯员唯有不断灌灰。

对此，这名发言人说，垃圾火的浓 

烟受到强风助长，令到加影区烟雾迷 

漫，而邻近的住宅区更出现烧焦味。
(TSI )

■刘佳达聆听市议会官员（左二）的汇报，并表示非法垃圾场的面积约 
有3英亩，之前曾多次进行检举。

驗二：巡l. vsm.；

1
■驻守在垃圾火现场的消拯员，日以继夜灌水，希望尽快扑灭火势

割佳達盼儘快滅火
影市议员刘佳达今早到场实地了 
解时说，垃圾火的烟雾不但严重 

影响双溪龙镇和蕉赖皇冠城，更蔓延至 

加影市中心，市议会官员会持续跟进此 

事，目前是希望尽快将垃圾火扑灭。

他指出，他是于昨天接获双溪龙镇 

的居民反映烟霾恶化，空气更弥漫焦 

味，他查探非法垃圾场地点后，到场 

了解时发现现场冒出滚滚浓烟，来自 

加影及万宜消拯员在场灌水，市议会

官员今早也前往视察。

另一方面，加影育华小学校长黄西 

利也说，由于浓烟笼罩学校和臭味四 

溢，校方马上宣布停止体育课和户外 

活动。同时，他和家协也分派了300 
多个□罩给有需要的学生。

育小派口罩

育小有3000多个学生，该校在凌 

晨4时许受到浓烟笼罩，学生在清晨6 

时入续到校后，校方立即采取防范工 
作。（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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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3 1曰 

讯）双溪龙镇早 

市巴刹旁边消拯 

局保留地被投诉 

有人非法征收泊 

车费，加影市议 

会前晚将有关地 

段路口封锁’令 

到很多不知情的 

优大学生开车前 

往学校时找不到 

泊车位，结果因 

泊车位大幅减 

少，造成繁忙时 

间该路段出现很 

长的车龙。

据了解，过去 
多年有人租用发 

展商两个地段作 
为停车场，收取 

每辆汽车2令吉 

)白车费’可是没 

有向市议会申请 

租用的保留地， 

也被利用为停车 

场。

早前，市议会 

已规划该保留地 

将成为早市巴刹 

小贩摆摊的地 

点，只是大部分 

小贩因为拒绝搬 

迁，在加影州议 

员许来贤与市议 

会协商下，搬迁 

事件暂缓半年至 

10月份，保留地 

未封锁之前仍旧 

开放给优大学生 

及居民泊车。

目前优大双溪

雙溪龍鎮停車場封鎖
苦了優大生

■刘佳达（左起）与廖崇泽在现场视察保留地旁边仅 
有私人地段泊车情况。

龙分校学生接近 

万名，超过三成 
的学生是开车去 

学校，商业区泊 

车位供不应求， 

上述露天停车场 

是学生主要泊车 

地点，缺少保留 
地至少300个泊车 

位的供应，学生 

为了泊车位，被 

迫更早出门。

加影市议员刘 

佳达前往视察 

时，优大两名管 

理层及学生理事 

会主席廖崇泽向 

他反映学生找不 

到泊车位问题， 

促请他向市议会 

传达有关情况^ 

给予特别通融， 

重新开放保留 

地。不过，刘佳

达说，虽然市议 

会小贩及执照组 

回应，有关保留 

地封锁至巴刹小 

贩迁入为止，但 

他会向市议会主 

席反映有关情 

况，将校方的心 

声传达。

优大其中一名 

管理层陈艺源 

说，优大校园毗 

连商业中心，泊 

车位早已严重不 

足，即使保留地 

及私人地段作为 

停车场，仍然供 

不应求，因为停 

车场也是民众去 

巴刹的泊车地 

点，因此其促请 

市议会考虑重新 

开放保留地，尤 

其是9至10月期

间是学生年终考 

试，不希望学生 

找不到泊车位迟 

到而无法进入考 

场。

他指出，只要 

市议会批准保留 

地继续充作停车 

场，未来要以怎 

样的方式收费， 

可以从长计议， 

目前最重要是可 

以将保留地重新 

开放。

优大学生理事 

会主席廖崇泽也 

说，现在泊车位 

问题更严峻，盼 

市议会重新考 

虑，让学生泊车 

在保留地，尤其 
是年终考试即将 

来临，泊车位更 

抢手。（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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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告表罪不成立获释 
激动啜泣承诺继续读书

被
当庭释放的莫哈末阿克玛也 

感谢上苍 并承诺会继续努 

力读书，追上进度。

他在庭外激动地啜泣到：

“我等待这个结果很久了。我要继 

续已经荒废了两年的学业。”

他被当庭释放后，在庭外抱 

着亲人痛哭。

祖法汉相信是被指控偷取朋 

友的笔电后，被殴打至重伤，

2017年6月1日在沙登医院去原本共有19人被控，其中一 

世。 人莫哈末阿克玛表面罪名不成

死者被发现胸口、手及脚有立，被当庭释放。他被释放后 

被烫伤，相信是蒸汽熨斗所致。#抱着家人痛哭。

霸凌国防系学生致死

18被告表罪成立
(吉隆坡31日讯）被控两年前谋杀、串 

谋及严重伤害国防海军系学生祖法汉的18 

名国防大学生被判表罪成立，必须出庭自

辩。

法官拿督阿兹曼指出，在评估过所有 

控方证人的证词，认为控方成功提出证据 

证明控状表罪成立。

5名被控谋杀的学生包括莫哈末阿克 

玛祖海里、莫哈末阿扎慕丁、莫哈末纳吉末 

拉兹、莫哈末阿菲夫纳兹慕丁及莫哈末苏 

比霖；而另一名阿都哈克因莫哈末阿里被 

控串谋杀害祖法汉。

5名被告是在《刑事法典》第302条文下 

被控，而阿都哈克因莫哈末阿里则是在《刑 

事法典》第109条文下被控，一旦罪名成立， 

可被判死刑。

他们被控在2017年5月22日，早上4时 

45分至5时45分之间在国防大学宿舍犯下 

以上罪行。

另外12名被告为莫哈末哈菲兹、莫哈 

末鲁克马努、阿末沙夫万、莫哈末阿米鲁、 
洛曼、莫哈末苏菲、诺礼兹南、莫哈末阿斯 

拉夫、莫哈末丹尼尔、莫哈末哈斯夫、莫哈 

末阿迪及莫哈末沙兹万。

他们被控蓄意伤害死者以要死者承认 

偷取笔电，因而触犯《刑事法典》第330条 

文，在《刑事法典》第34条文下通读，一旦罪 

成可被判7年及罚款。

他们是被控在2017年5月21日，早上2 

时30分至5时30分在国防大学里犯下以上 

罪行。

无论如何，原本共有19人被控，其中一 

人莫哈末阿克玛被表面罪名不成立，被当 

庭释放。

以上被告年龄皆23岁。

法庭择定案件在今年1◦月2曰至3曰、 

11月4日至7日、11月18日至20日及12月3 

曰及4曰续审，让18名被告上庭自辩。

法官阿兹曼表示，所有被告可选择在 

证人栏内宣誓自辩、在犯人栏内不宣誓自 

辩或者保存沉默。

“无论如何，我必须提醒在证人栏内宣 

誓的证词，会比不宣誓的证词价值来得

局〇”

这起案件是在2018年1月29日开始审 

讯，共有29名证人供证，其中两人阿末瑟纳 

比及莫哈末沙菲益为现场证人。

副检查司拉雅及祖艾为案件主控官， 

辩护律师阵容则包括阿米尔韩扎、拿督兰 

吉星、卡里达斯、拿督哈兹扎、拿督斯里拉 

美兹温、阿兹祖及占米里。

祖法汉的父亲祖卡纳因（55岁）在听了 

判决后，在庭外跪地感谢上苍，而其死者母 

亲哈瓦（56岁）则表示，虽然孩子已经离开 

两年，但她依然时刻记挂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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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双：丹州最多人登记

逾10万妇女参与i-Suri
(吉隆坡31曰讯）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 

部长杨巧双指出，截至今年6月30曰，参与主妇 

公积金计划（i-Suri)的人数已经超越部门所定下 

的10万人g标。

她今曰在上议院回答上议员努丽达的提问 

时说：“在这个数目中，吉兰丹是最多人登记 

i-Suri的州属，一共有2万213名主妇和妇女 

参与，第二高的是砂拉越1万8364名，以及登 

嘉楼1万7731名。

“为鼓励更多符合资格的妇女和主妇登记 
i_Suri，部门通过执行机构如妇女发展局和福利 

局，联同大马策略信托基金会（AIM)，仍在 

通过流动队伍（mobile team)和媒体，展开推广i-Suri的活动。”

另外，杨巧双指出，政府今年已在各政府机构，设立66间新的托儿所。#

杨巧双：I-SURI已有 

10万9022名家庭主 

妇和妇女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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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再也市议会常月会议

较去年剧增近100%

安邦3055蚊症4人死
(安邦31日讯）安邦再也市议

会辖区首30周骨痛热症病 

例，比去年同时期剧增近 

100%，多达3055宗，其中有 

4宗死亡病例。

市议会主席阿都哈密相 

信，蚊子对灭蚊药有抗性，以

致无法有效消灭蚊虫，是骨痛 

热症病例增加的原因。

他在今R常月会议后召开 

的记者会说，市议会目前采用 

2种灭蚊药，这两种灭蚊药是 

半年轮换一次，降低蚊虫对同 

一种药物免疫。

他说，市议会已在每个州 

选区成立小队，一旦该区出现 

严重病例，该小队就会出动检 

查，找出蚊虫滋生的位置，而 

且也在寻求最有效的灭蚊方案 

以杜绝骨痛热症。

“市议会也会举办大扫 

除，与居民配合，清理地方卫 

生，减少蚊虫滋生的机会。我 

们也与鹅麦县与乌冷县卫生局 

配合，减少骨痛热症。”

鉴定11蚊症黑区
阿都哈密说，从7月25日至目前为止（第 

30周）当局经鉴定出11个骨痛热症黑区，其中 

很多是住宅区。

他提醒居民必须留意自己住家周遭，避免积 

水滋生蚊虫。

今年捕获256野狗

安邦再也市议会今年至今共逮捕256只野

狗〇

阿都哈密说，官员是使用绳套及野狗陷阱 

捕捉野狗，其中野狗陷阱是5月才开始使用， 

目前有7个，目前逮捕到6只野狗。

“在班丹美华一座公寓，天台的水槽损坏且 

积水，以致蚊虫滋生，市议会发现后已经要求 

管理层尽快维修。”

他说，灭蚊需要居民配合，尤其照顾卫生方 

面，以免这次大扫除清理后，过几天又故态复 

萌造成积水。

向逾12万单位发门牌税单
安邦再也市议会已向辖区内12万786个单 

位发出今年下半年门牌税单，希望业主准时在8 

月31日前缴清。

阿都哈密说，今年获得豁免门牌税的单位共 

5万1287间，总值为987万令吉，不过这些获 

得豁免税收的单位，若在2015年前有欠款，仍 

需要缴还。

他说，即使是空置的单位，也必须还门牌

税。

此外，他说，市议会于6月展开的追税行 

动，成功追讨回20万8395令吉门牌税。

“我们在6月，向283个单位发出账单，成 

功收到116单的款项，另外59%，即167单位则 

仍然没有缴还。”

他指出，市议会0前被拖欠的门牌税高达 

274万4779令吉。

设陷阱捉狗

他说，陷阱大约4尺，放在野狗出没多的 

黑区，这些陷阱是根据民众的投诉来决定摆放 

的位置。

野狗被捕后会被收留7天，若无人认领就 

会根据标准作业程序进行安乐死。

2狗有人认领

“今年至今只有2只被捕的狗，有人过来认 

领，他们缴付罚款后，就可以带走自己的狗”

他说，罚款数额是介于250至1000令吉， 

一般上市议会也了解这些人是爱护动物者，只 

会要最低250令吉的罚款。

淡江高峰塔遗址待房政部启动

阿都哈密说，有关淡江高峰塔遗址重新发 

展一事，市议会只能等待房政部启动，并等待 

该部的指示。

他说，该地目前仍是私人土地，市议会目 

前没有权力十涉，若房政部或州政府有任何决 

策，市议会会配合。

“有关该地衍生的课题，相信当局也在研究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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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市厅方便公众缴费

数地设EZ-Pay流动柜台
EZ-Pay流动柜台，时间从上午10时至下午3时

地点

PJU7A6，珍珠白沙罗（靠近Ilham食店）

曰期

8月1日至4H (星期四至日）

SD 12/1(靠近麦当劳和Petron油站）

SD 2AG(靠近STH汽车轮胎维修屮心）

美嘉花NSS24(靠近早市）

PJU 10,白沙罗达迈（靠近麦当劳和贝壳油站）

8月5日至10日（星期一至六）

8月13日至18H (星期二至日） 

8月19日至25日（星期•至日） 

8月26日至31H(M期•至六）

(八打灵再也31日讯）八打

灵再也市政厅于8月份，在 

多个地点提供EZ-Pay流动柜 

台，方便公众缴付门牌税或 

罚款p

灵市政厅总部柜台是每 

天开放，时间从上午9时至 

下午4时，不过，8月11闩 

和12 R的哈芝节假期除外。

任何疑问联络：03-7956 

3544，分线：101/103/104/ 

106/109或查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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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特区 

蕉赖双溪龙 非法垃圾场着火

居民被迫当“吸烟机”
(加影31日讯）占地整3亩的蕉赖双溪龙非法垃圾场发生地下火，由于风势大及 

堆积的垃圾层超过百尺高，灭火工作受阻，数以千计居民被迫当“吸烟机”！

圾场着火后，除了 

双溪龙和皇冠城被 

浓烟笼罩，就连15公里外的 

加影市区如加影育华中小 

学，今日清晨也是乌烟瘴 

’一、。

该非法垃圾场着火的事件 

是于昨天发生，加影消防拯 

救局昨旱10时接获垃圾火的

大，救灾工作受阻。

火势大救灾受阻

灌救丁作今天持续进行， 

来自加影、万宜和班丹的13 

名消拯人员到场灭火，加影 

市议会和乌鲁冷岳土地局人 

员也到场协助。

根据一名在场的垃圾承包

尺，• 一般估计，至少要一周时 

间才得让浓烟消散，至于火 

焰，则要花2至3个星期才能 

完全扑灭，并&需大ii填土。

加影市议员刘佳达接获投 

诉后，今日也到场视察。

加影消拯局主任嘉斯里查 

在场受询时说，昨天天气炎热 

和风势大，导致灭火工作受

投报后到场灭火，惟因风势 人员声称，垃圾C超过百 阻

wwm

消拯人员努力灭火，惟杯水 

车薪。

加影市议员•刘佳达

双溪龙皇冠城首当其冲
非法垃圾场存在超过2年，虽然市议会不时采取埋伏和突击 

行动，不过，“垃圾虫”仍到来倾倒垃圾。垃圾场着火后，方圆 

20公里范围内的地区受影响，双溪龙和皇冠城首当其冲。

地底有易燃气体，垃圾火从地底烧起后一发不可收拾，W此 

首要工作是扑火浓烟，之后才火火，到时需大量填泥土。

加影育华小学校长•黄西利

刘佳达（左）向市议会人员了解起火原因 非法垃圾场着火后浓烟滚滚，情况严重

停止体育课及户外活动
学校在凌晨4时许被浓烟笼罩，浓烟笼罩校园及臭味四溢。 

学校有3000多个学生，校方马上寅布停止体育课和户外活动。

吸取早前烟®笼罩的经验，我们发现学校被浓烟笼罩后马上 

取防范措施。我和家协也分派口罩给需要的学生，共派300多个 

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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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崇泽说，该园校有1万 

名学生，三分一的学生是驾车 

上课。既然双溪龙旱市还未迁 

往新地点营业，市议会应暂时 

开放该地点给民众泊车，至少 

到9月中。

“9月中考完试后就是假 

期，届时，车辆会大量减 

少〇，’

“我们虽鼓励学生把车辆 

停放在皇冠城第7区的停车 

场，但因进出不便，学生都不 

愿把车辆停在该处。新摆卖地 

点紧急关闭不准泊车后，校方 

也派员到场维持程序，避免交 

通混乱。”

新闻特区 

蕉赖双溪龙 市会关闭新早市地点
(加影31日讯）蕉赖双溪龙早市新摆卖地点有 

人非法收泊车费，加影市议会接获投报后于星 

期一晚关闭该停车场，对民众和拉曼大学（优 

大）生造成不便。

双溪龙旱市新摆卖地点是于去年进行改善工 

程，以安顿在路旁摆卖的早市小贩，不过，搬 

迁期限再延长半年后，该地段丢空。

民众发现该地段空置后遂用来泊车，但有心 

人却趁机收泊车费，每辆车收费2令吉；该地 

段可停放200辆车。

加影市议会接获有人用政府地私自收泊车费 

后，采取紧急关闭行动。

据了解，早市的新地点旁另有两幅地，也是 

作为停车场用途，可停放550辆车。

此外，早前，加影市议会有安排皇冠城第7 

区一地段，作为优大生的停车地点，该地点与 

校园的距离约1.5公里，尽管优大有安排衔接巴 

士载送，不过，学生都不愿把轿车停在该处。

加影市议员刘佳达今日实地视察后召开记者 

会说，新旱市地点被关闭禁止泊车，导致泊车 

位减少，无法找到车位的民众只好兜转多圈， 

引发交通堵塞，W此会向市议会主席要求，以 

重新开放新早市的摆卖地点让民众泊车。

进出停车场的道路，星期三上午堵车。

他说，除了优大生，到旱市买菜的居民，都 

把车辆停放在上述3个地点。

出席者包括优大双溪龙分校设施经理陈艺源 

和学生理事会主席瘳崇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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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逾15亿创3819就业机会 雪州议会

邓章钦手持数据，解答雪州投资的情况。

雪州首三个月投资概况

国家/地区
投资项目 

(项）
就业机会

投资额 

(令吉）

新加坡 9 467 2 亿 1967 万 5974

法国 3 353 1 亿 7206 万 7701

中国 5 126 6476 万 196

澳洲 4 135 5370 万 5573

伊朗 1 95 2250 万

香港 1 52 11000 万

台湾 1 31 949 万 7000

韩国 2 50 562 万 600

荷兰 1 67 440 万 1623

印度 2 109 164 万 3529

葡萄牙 2 109 110 万 7596

英国 1 2 90万

曰本 1 26 58 万 4000

g r章钦就双溪班让州议员拿督英然询问 

州政府招商引资政策时说，州政府与 

旗下3兰莪投资促进机构（Invesl Selangor)，米 

取几项措施包拈LC：远与短期规划，以吸引外 

资。

“州政府拥有10项K：远规划，以及6项短期 

规划。”邓章钦表示，去年4月至今年3月期 

间，大马投资发展局共批准了 281个投资项 

0，总投资额为19亿6563万，其中8亿 

(43%)是国内投资，11亿（57%)是外资。

去年180亿投资额

“此外，雪兰莪投资促进机构于2018年全年 

仅动用2000万令吉作为招商引资资金，而今年 

1月至6月则使用700万令吉作为宣传费用，其 

中包拈举办2019雪州国际商务高峰会、企业训 

练、推广投资活动等。”

(莎阿南31日讯）根据大马投资发展局 

(MIDA)数据显示，雪兰莪州今年首三 

个月有75项新投资项目及扩张发展项 

目，总投资额分别为11亿2620万 

8695令吉及3亿9536万4871令吉。

掌管投资、工商业及中小型企业事 

务的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说，新投资和 

扩张投资项目，总共为雪州制造3819 

个新就业机会。他是回应国阵双溪武隆 

州议员拿督三苏丁附加提问时这么说。

重首棚75投资解

雪州吸外资10项长远规划

★ 推介《雪州工业发展大蓝图》

★ 通过成立委员会，如雪兰莪资讯科技与电 

子商务理事会（SITEC)、雪兰莪航天航空 

委员会（Selangor Aerospace Council)等 

来驱动工业发展。

★ 每年至少4次前往有潜力国家进行推广雪 

州商业活动

★ 透过媒体与网络招揽外资

★ 与相关单位建立稳健的联络网

★ 与策略性伙伴建立良好关系

★ 建议依据外国工业阶级将本地工业区划分 

阶级，以建立更有利的工业区

★ 建造舒适的工业区，向工业园概念出发

★ 举办国际性博览会和论坛

★ 出版《在雪州投资》等指南书籍

雪州吸外资6项短期规划

★ 透过媒体和网络推广有潜力的工业区

★ 准备投资指南册子予投资者参考

★ 协助企业解决投资的问题

★ 赋权地方政府协助投资者获得营业准证

★ 提供维护工业区拨款分配

★ 在每个地方政府辖区成立工业园管理委员 

会” (IPMC)

他是针对自2018年5月后，雪州政府吸引 

多少外资的提问这么回应。

“相比2018年全年所招来的180亿令吉投资 

额，有关招商引资宣传开销花费仅是0.1% ;而 

2019年招商引资宣传开销，也只占外资来雪州 

投资额的0.4% (15亿）而已。”

针对双溪甘迪斯州议员扎瓦威的口头提问， 

邓章钦表示，中国是雪州目前最大投资国，紧 

接着是英国、巴拿马、新加坡和R木。

相关图文见►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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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政府着手处理选区划分
(莎阿南31日讯）雪州大臣阿米

鲁丁说，州政府已着手处理选区划 

分，以解决土地局及地方政府管辖范 

围混淆问题。

“由于重组规划所需展开的调研工 

作涉及庞大资金，为此，州政府将在 

2020年财政预算案中提呈讨论，以寻 

求解决上述问题。”

他是回应：埠州议员沙烈阿米鲁 

丁的问题时这么说。

沙烈阿米鲁丁是询问，州政府是 

否着手解决选区划分，引发上述两个 

部门管辖范围受影响问题。他说，本 

身已向选举委员会反映此事，后者则 

要求州政府提呈重组规划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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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土团党5州议员 

支持敦马任至届满
(莎阿南31日讯）雪州土著团

结党5名州议员，今R对外表 

达立场，支持首相敦马哈迪 

医生完成任期至届满，并促请 

人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 

华，停止炒作“换相”课题。

土 I才丨党唯有的5名州议 

员，在峑冬加里州议员哈鲁迈 

尼带领下，州议会中途离席开 

记者会。出席者包括轰埠州议 

员沙烈阿米鲁丁及而榄州议员 

莫哈末沙益罗斯里。龙溪州议 

员阿迪夫山及巴生海峡州议员 

兼文化与旅游、马来人事务及 

风俗理事会事务的行政议员阿 

都拉锡皆有事，缺席州议会。

出席二人向媒体发表联合 

声明，表示公开力挺首相敦马 

哈迪继续领导。

他们表示，自从某党发生 

内斗以来，“换相”课题也几 

乎每天遭媒体炒作，有义现象 

其实不利国家发展，并影响国 

家施政，甚至丨丨:外资却步。

促安华勿续逼首相交棒

他们直接点名安华，促请 

对方停止继续发表逼迫首相退 

位交棒的话题，而且，根据希 

望联盟执政协议，并没有明文 

规走马哈迪的任期。

针对马哈迪曾答应交棒，

州议会

土I才丨州议员表示，口头协议交 

棒并未阐明期限，而且在改朝 

换代后，马哈迪主要任务是能 

够il:国家回到正轨，il:很多事 

务百废待兴。

“如今，有人却专注争权 

夺利，无视国家政局稳定。”

针对土闭党是少数议席政 

党，声明会否有回响，沙列胡 

丁说事实是大部分议员，包括 

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 

敏阿里，都曾表态支持敦马。

他说，当中，国家诚信党 

和民主行动党宵支持马哈迪的 

领导，甚至连国阵巫统及伊斯 

兰党等反对党也表态支持。

“既然大家都支持敦马作 

为领航飞行机师，那么就比他 

继续驾驶有义飞机，带领全民 

飞往最终0的地。”

黄思汉:拟立法阻外劳获贩商执照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 

交通和新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 

员黄思汉说，作为解决外劳获 

得小贩商经营执照的问题，雪 

州政府除了指示地方政府统计 

取缔数据，未来也会立法管 

制0

他说，有关条规尚在讨论 

阶段，一旦完成，将作为各地 

方政府改善外劳当老板问题的 

政策。

“地方政府无权逮捕非法 

外劳，只能依赖警方和移民局 

展开逮捕行动，因此每次都需

要联合警方和移民局，以展开 

取缔行动。”

他是回应万挠州议员蔡伟 

杰的口头提问时这么说。

针对巴生港口州议员阿兹 

米占的附加提问，黄思汉说， 

地方政府只会发出营业执照给 

国人，若发现有关执照遭转租 

给外劳，将直接取消有关执

昭0

“地方政府也会持续针对 

营业执照遭滥用问题展开严厉 

取缔行动，违例者将面对执照 

被取消或接获罚单等。”

黄思汉说州政府拟立法管外劳小贩。

■=l：y

“我的雪兰莪房屋”展 

即起州议会大厅举行
雪州政府将于7月31日（星期三）至8刀5 R 

(星期一），上午9时至下午5时，雪州议会大厅 

人口处举办“我的雪兰莪房屋”展览，欢迎有兴趣 

者到访了解。

雪州行政议员哈妮查指出，州政府通过和雪州 

房地产局（LPHS)合作，推出“我的雪兰莪房 

屋”，协助B40和M40群居者有其屋，

她说，房屋价格最低为4万2000令吉，最高是 

25万令吉。

她今天在雪州议会午休时召开记者会说，展览 

服务包括协助上网登记、查询、提供意见等等。

“自2014至今，雪州房地产局一共接获18万 

8892份网上登记，但只有4万8624份申请获得购 

屋献议。”

有兴趣者也可以浏览http://lphs.selangor.gov.

my 0

附加供应法案通过
第14届第2季第2次 

雪州立法会议，顺利于今 

日三读通过总值1亿2300 

万令吉的附加供应法案， 

为州内其中4项惠民计划 

之途。

另外，木次会议原本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相 

信，警方有自己作的业程 

序*调查雪兰莪河受污染 

事件，若警方的调查结果 

是“疏忽”导致河流污 

染，将有待警方的正式报

预定开会两周，但在开会 

2天后，因完成讨论所有 

议程而宣布休会。

由于州会议提前结 

束，武吉加星州议员拉吉 

夫闪缺席，所提呈的2项 

动议遭驳回。

告，以对疏忽者采取行

动。.

“雪州河流受污染事件 

交由警方处理，州政府仍 

在等正式的报告。一旦拿 

到完整报告，州政府就会

另外，此次议会也有 

2项动议不获大多数州议 

员支持而无法通过，即昔 

江港州议员拿督阿末尤努 

斯提出的增加祈祷室动议 

及淡江州议员沙阿里提出 

鼓励领养孩子的动议。

对导致河流污染事件的个 

人、公司或是机构，采取 

进一步行动。”

据了解，全国总警长 

拿督斯里阿都哈密R前 

说，警方已排除雪兰莪河 

污染事件是因人蓄意破坏 

造成，而是承包商公司为 

掩盖员丁疏忽向警方报假 

案，企图误导警方。

大臣:雪兰莪河污染

待警方报告才米行动

上月取缔10洋垃圾厂
9间已被断水电

尽管雪州政府积极展 

开取缔行动，但依约州议 

员依德利斯今日在州议会 

炮：该区空气污染问题没 

获得解决。

针对依德利斯提问， 

州政府将如何解决露天焚 

烧垃圾的问题，掌管雪州 

自然环境、绿色科技及消 

费人事务的行政议员许来 

贤说，依约公开焚烧问题 

源自该区的洋垃圾厂，因 

此环境局与瓜雪县议会、 

国家水务委员会、雪州水 

供管理公司、国家能源公 

司、大马皇家警察 

(PDRM)、移民局一同合

作，在今年7月18日采取 

了取缔非法洋垃圾厂行 

动。

他说，该行动取缔了 

10间分别位于依约、八丁 

燕带、而榄的非法洋垃圾 

厂，其中9间工厂已被断 

水电。

他说，政府可以援引 

1974年环境素质法令第 

34A (2)条文提控业者， 

一旦定罪，可被判坐牢长 

达5年及罚款高达50万令 

吉。

“洋垃圾将会交由同体 

废料管理及公共清洁组处 

理，移至合适的地区。”

过去政治因素如今资金拮据

雪道路只能逐步改善
鉴于过去政治W素，导致 

雪州大部分道路“超龄”失修 

及没获改善，如今则因面对资 

金拮据，以致州政府只能按部 

就班，逐步展开改善丁作。

掌管雪州基本建设、公共 

设施、现代化农业及农基工业 

事务的行政议员依占哈欣说， 

过去，一些属于公共工程局管 

辖的路段破损时，州政府都有 

向该局申请修复，惟所获拨款 

都不如预期。

“这也导致雪州道路多数 

出现‘超龄’现象，如今由于 

财务拮据，州政府也无法在一 

时三刻，完成所有道路改善丁 

作，加上公共工程局管辖路

段，屈于中央政府管理范 

畴。”

他是回应丹绒士拔州议员 

柏汉的口头提问时这么回答。

不过，他的回应，遭万津 

州议员刘永山、伊斯兰党昔江 

港州议员阿末尤努斯及柏汉等 

人，在附加提问环节炮《。

他们认为，州政府在等候 

拨款改善道路之际，或可考虑 

在交通黑区进行道路局部修复 

或改善道路设施，如增设街灯 

等，以减少因道路损坏引发的 

交通问题。

依占哈欣表示，气候、雨 

水等也是导致我国道路容易破 

损及难以维系的原W，而且，

行政议员依占哈欣，耐心回 

答州议员们的提问。

交通意外也不是单一因素引 

发。

他说，公共丁程局也会研 

究此问题，及改善路况。

(PDRM)、移民局一同合 理，移至合适的地区。”

哈妮查力挺阿兹敏

“缺席最高理事会议属平常”
公正党妇女组主席哈 

妮查力挺该党署理主席兼 

经济事务部K：拿督斯里阿 

兹敏阿里，认为缺席最高 

理事会会议乃平常事。

她今日在雪州议会午 

休时段，面对记者询问时 

说，本身Hi闪重要事务或 

公务在身而缺席，而且若 

有合理原W，就算缺席H 

次会议，也不是问题。

询及会否担心阿兹敏 

遭对付，她表示若一个人 

因重要事务而无法出席会 

议，不应被认为别有用心 

地缺席。

询及阿兹敏支持敦马 

哈迪医生任相至届满的看 

法时，哈妮查表示，作为 

内阁一员的部长，表达支 

持首相乃是人之常情，根 

本不应被政治化。

针对副首相兼公正党 

前主席拿督斯里旺阿兹莎 

日前提醒阿兹敏，党务也 

是政务的说法，她说，旺 

阿兹莎•有权发表看法，惟 

政党必须遵从党章条规， 

若要展开对付行动，就必 

须依照程序“若缺席会 

议是因为出席更重要的会 

议，那么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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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受女性诱惑犯罪

英然建议立法保护男性
(吉隆坡31日讯）虽然性骚扰

法案和性别平等法案至今未提 

呈国会辩论，惟公正党上议员 

英然今日建议政府立法保护男 

性。

他在上议院辩论《2019年 

回教法律t?业（联邦直辖区） 

法案》时动议，要求制定性骚 

扰法案，避免男性受到女性诱 

惑，最终犯下强暴等罪行，并 

强调已向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 

署部长拿督斯里姆加希博十提

出该建议。

他说，此举为了保护男性 

免受女性的行动、言语和服装 

所诱惑而犯罪，干下乱伦、强 

暴及威胁等罪行。

上议院副主席拿督斯里阿 

都哈林也认为英然的这项建 

议，是不错的观点。

《2019年回教法律专业 

(联邦直辖区）法案》已在本 

月15日，于国会下议院通 

过°

杨巧双：女性不该因穿著受指责
针对英然发表的“立法保 

护男性免受女性诱惑而犯罪” 

的言论，妇女、家庭及社会发 

展部副部K：杨巧双表示震惊， 

并强调上帝造人时，没有让人 

类与动物一样，人有决定权、 

思考和克制能力《

她说，大多女性受害者是 

婴儿和幼儿，根本不懂如何引 

诱男人。

同时女性不应该因穿著而 

遭受指责，毕竟穿著不暴露的 

女性也受到骚扰和强奸。

“但是上议院竟然讨论了 

这些课题，甚至获得上议院副 

主席同意。”

她指出，即使男人也可能 

被其他男人强奸，英然应该为 

所发表的言论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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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法
监
管
非
法

劳

莎阿南31日讯|雪

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指出， 

州政府将设法监管非法外 

劳，包括配合中央执法单 

位的联合行动，唯，法令 

条文尚处于讨论阶段。

他说，由于地方政 

府无权逮捕非法外劳，仅 

有警方和移民局拥有逮捕 

的权力，为此地方政府需 

联合警方和移民局展开突 

击行动。

他透露，地方政府 

仅可以发出营业执照给我 

国公民，唯一旦发现申请 

者将有关执照借给外劳，地方政 

府将直接取消对方的执照。

他在回答巴生港口州议员阿 

兹米占的附加提问中指出，地方 

政府会持续针对营业执照的问题 

展开严厉的取缔行动，一旦发现 

业者违规，就会直接取消相关执 

照或开出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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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团3议员挺敦马任至届满
莎阿南31日讯|雪州土团

党3名州议员力挺首相敦马哈 

迪完成任期直到下届第15届大 

选为止。同时，他们也呼吁雪 

州希盟政党支持首相敦马的领 

导，并促请其他政党停止政治 

内斗，以免动摇国家和政府的 

稳定。

土团党轰埠州议员沙列胡 

丁、而榄州议员莫哈末赛益及 

荅冬加里州议员哈鲁迈尼今曰 

在雪州议会大厦联合召开记者 

会，并由沙列胡丁代表发言。 

沙列胡丁表示，尽管雪州

土团党另外2名州议员，即巴生 

海峡州议员拿督阿都拉昔及龙 

溪州议员阿迪夫缺席记者会， 

惟2人也支持马哈迪完成首相任 

期。阿都拉昔也是雪州土团党 

主席兼雪州行政议员。

沙列胡丁指出，自从某党 

发生内斗以来，几乎每个星期 

都有新闻炒作，而媒体也都不 

亦乐乎地在跟进报导。这种现 

象其实不利国家发展，而且会 

严重影响到国家施政，甚至吓 

跑外资。

同时，他们在记者会上

也点名公正党主席旱督斯里安 

华，促请对方停止影响和迫使 

首相交待退位交棒的权限。因 

为，根据希盟执政的协议，并 

未明文规定首相任期的限制。

针对记者询问首相马哈 

迪已答应交棒一事，他表示， 

有关口头协议交棒并未有明确 

曰期。敦马在成功促成改朝换 

代，国家才刚回到正轨，很多 

事务百废待兴，然而却有人专 

注争权夺利，无视国家政局的 

稳定。

他强调，反对党国阵巫统 

和伊党都已表态支持敦马，至 

于诚信党和行动党，也是支持 

首相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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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完成议程提前休会
莎阿南31日讯|雪州立法议

会第14届第2季第2次会议原本开 

会两周 > 但是在2天开会后 '完成 

讨论所有议程而宣布休会。

今天的议会也顺利三读顺利 

总值1亿2300万令吉的追加财政预

算拨款，作为雪州其中4项惠民计 

划之途。

2项动议遭驳回

随著州会议提前结束，在武

吉加星州议员拉吉夫的缺席下， 

其在州议会提呈的2项动议都遭到 

驳回。

此次议会也有2项动议，暨 

即昔江港州议员拿督阿末尤努斯 

提出增加祈祷室动议及淡江州议 

员沙阿里宋吉提出鼓励领养孩子 

动议，因不获大多数州议员支持 

而无法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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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国外阿米鲁丁重申没杯葛党会议
莎阿南31日讯|雪州公正党

主席阿米鲁丁重申并没有杯葛公 

正党最高理事会议，只是「赶不 

及j才会缺席斋戒月后的党最局 

理事会议。

他说，本身在斋戒月期间一 

直都有出席最高理事会议，只是 

斋戒月后的会议，因人在国外赶 

不及回来而缺席。「若我要杯葛 

最高理事会议，我根本不会出席

任何一场会议，因此杯葛最高理 

事会议之说乃子虚乌有。」

阿米鲁丁也是雪州大臣。他 

今曰受媒体询及他与公正党署理 

主席阿兹敏阿里一起缺席公正党 

最高理事会议事宜，是否有意进 

行杯葛时，作出上述解释。

针对阿兹敏力挺首相敦马 

哈迪任相满一届才卸任的立场声 

明，阿米鲁丁指本身不清楚有关 

事宜，而目前也只著重于雪州发 

展的事务。

他相信，希盟中央领导层在 

领导国家上都可以做出正确的决

定，一起为国家的未来而努力。

另外，被点名缺席最高理事 

会议的公正党妇女组主席哈妮查 

也说，碍于当天公务繁忙而被迫 

缺席会议。

她也今力挺经济部长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并认为缺席最高

理事会会议乃平常事，并不意味 

有杯葛之意。

针对记者指出副首相兼该 

党前任主席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当 

天也有公务在身，却得以安排出 

席，哈妮查表示，旺阿兹莎有权 

力提出意见，唯一切都必须根据 

党章行事。「如果因为公务而缺 

席党务，这是合理的，而不应该 

是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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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31日讯|在「男男性 

爱短片」风波爆发后，人民公正 

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与署理主席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的矛盾升级，阿兹敏阿里日前更公 

开表态支持首相敦马哈迪做满5年任期，政治评论人认 

为，阿兹敏或有意在2021年党选中挑战安华主席职。
h

人民公正党主席安华（左）与署理主席阿兹敏阿里的矛盾升级，往日一条心握手高举的情况，

_档案照_

独立研究机构灵感中心 

(Ilham Centre )研究主任尤斯 

里依布拉欣博士表示，阿兹敏表 

态支持敦马哈迪完成任期’是他 

与安华之间的博弈，而且这场对 

弈已达到高潮。

「这个理论很简单，他（阿 

兹敏）或许会在权力交接发生 

前，即2021年公正党党选中， 

挑战安华的党主席职。如果他 

成功击败安华，安华取代敦马的 

兹敏意见下，重新委任拉菲兹为 

副主席，及部分最高理事和各州 

联委会主席，两人之间的危机再 

度升级，因阿兹敏认为这是有计 

划性地把他从党领导层中剔除。

他进一步指出，在涉及前公 

正党山都望青年团长哈兹阿兹的 

性爱短片课题爆发时，阿兹敏的 

政治生涯受到重创。

影响希盟政权
何时重现人前？

课题不再浮现，他就有机会能任 

相。」

尤斯里接受《东方曰报》访 

问时分析道，目前来看，安华与 

阿兹敏都不可能和谐地带领党， 

两人之间的冲突已走向死角，公 

正党将在不久后，或2021年党选 

后分裂。

他解释，在2018年公正党党 

选时，阿兹敏与拉菲兹角逐署理 

主席职，实际上是阿兹敏与安华 

的博弈，而拉菲兹的失败，其实 

是安华的失败。

他说，当安华在没有谘询阿

尤斯里依布拉欣博士

独立研究机构灵感中心 

(Ilham Centre)研冗主任

「虽然他与安华的关系大 

不如前，但依然希望安华至少能 

支持他，就像他当初全力支持安 

华对抗一系列针对安华的肛交指 

控。」

「然而，当他（阿兹敏）看 

到安华不仅没有支持他，甚至有 

意借此机会打击他，阿兹敏与安 

华的关系危机达到最局峰'已经 

无法挽救。j

尤斯里表示，这场危机不 

只影响公正党，也对希盟造成影 

响，若处理不当，甚至能够改变

阿旺阿茲曼

马来亚大学马来研究院副教 

授

国家政治格局。「作为在国会下 

议院中掌握最多议席的政党，公 

正党的分裂会对希盟政权带来直 

接影响，甚至可能为反对党打开 

入主布城的道路。」

他认为，即使敦马哈迪在 

2021年公正党党选前履行承诺交 

棒安华，阿兹敏与安华的冲突也 

不会就此画下句点。

「若安华任相，我预料阿兹 

敏会和支持者退出公正党，无论 

是加入其他希盟成员党，或反对 

党联盟及独立反对党，或成立新 

政党。」

他建议，如果安华与阿兹敏 

有意停止冲突，他们需要先放下 

个人利益，回到谈判桌上，以马 

来西亚改革议程，优先于个人或 

党的利益。

「自人民决定在上届大选推 

翻国阵后，对希盟寄予厚望以打 

造新马来西亚，而安华和阿兹敏 

应该优先注重人民的祈愿，关注 

施政改革的重要性，减少及停止 

不利于人民的内部政治。」

「安华和阿兹敏都是杰出的 

领导者，经得起考验，他们需要 

妥协才能在这场冲突中找出双赢 

的解决方案。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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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选区划分雪州政府将呈建议
莎阿南31日讯|雪州政府将

向选举委员会提呈建议，重新调 

整选区划分事宜，以解决地方政 

府和土地局的混乱和划分不均的 

问题。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表示，这 

是因为雪州境内有多个州选区划 

分，人口比例和土地范围比雪州 

境外的国会议席来得多和广泛。 

他说，根据1976年地方政府

法令第43条文，州政府有权根据 

人口和土地情况，为地方政府行 

政区进行重新划分。

他透露，本身最近才跟选委 

会主席表达了州政府有关行政区 

划分的意愿，而选委会也要求州 

政府建议行政区的新界限。

阿米鲁丁表示，州政府将 

提呈一份行政区新划分建议书， 

有关建议书也将涵盖部分费用， 

并会纳入2020年的州财政预算案 

中。

阿米鲁丁是针对轰阜州议员 

沙列胡丁，在提问环节时投诉自

从第14届大选之前进行的选区划 

分后，本身选区在进行民生服务 

时，因无法跟地方政府配合，而 

作出上述发言。

阿米鲁丁说，有关行政区 

重新划分的执行，需要考虑到地 

里、人口和人口密度的分布。以

确保州和地方政府在施政和服务 

上能够有效落实予每一个阶层民 

众。「根据有关行政区重新划分 

的报告，新拟定区域界限范围， 

包括中央国会选区或州选区，将 

根据地理和地形条件，包括地方 

发展的水平而制定。」

他说，当中还包括人口状况 

和人口密度，包括选民人数和基 

础建设，如道路和通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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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河污染等警方调查报告
莎阿南31日讯|雪州大臣

阿米鲁丁表示，针对雪河污染事 

件，州政府尚需等待警方的调查 

报告才能决定下一步行动。

他今日在雪州议会大厦走廊 

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雪河污染

事件已交由警方调查，而警方也 

已排除蓄意破坏的因素，因此州 

政府仍需等待详细报告。「一旦 

拿到完整报告，州政府就会对导 

致河流污染事件的个人、公司或 

机构，采取进一步法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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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10万妇女登记i-Suri
吉隆坡31日讯|妇女、家

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指 

出，截至今年6月30日，已有10万 

9022名家庭主妇和妇女，登记参 

与主妇公积金计划（i-Suri )。

她说，这个数字超越部门所 

定下的10万人目标。

她今日在上议院回答上议员 

努昍达的提冋时说：「吉兰丹是 

最多人登记1-Suri的州属，一共 

有2万零213名主妇和妇女参与，

第二高的是砂拉越1万8364名， 

以及登嘉楼1万7731名。

「为鼓励更多符合资格的妇 

女和主妇登记，部门通过执行机 

构如妇女发展局和福利局，联同 

大马策略信托基金会（AIM )，通 

过流动队伍（mobile team )和媒 

体，展开推广l'-Suri的活动。」 

另外，杨巧双指出，政府今 

年已在各政府机构，设立66间新 

的托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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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立法保护男性英然撤争议
吉隆坡31日讯|公正党上议员英然建议，政府 

制定针对保护男性的性骚扰法，避免男性受到女性 

诱惑，而犯下强奸等罪行。

英然今日在上议院提出’制 

定性骚扰法案，以保护男性免受 

女性诱惑而犯罪。

他称，这是为了保护男性 

免受女性的行为、言语和服装诱 

惑，这可能导致男性犯罪，如乱 

伦、强暴、威胁、观赏色情片 

等。「这很重要，我们（男性） 

也需要受到保护。女性的行动和 

服装会诱惑我们犯法，导致我们 

被提控。」

「我促部长考虑立法，确保 

这个国家的男性安全，国家也会 

和平。」

上议院副主席阿都哈林对英 

然的建议回应称：「这是不错的 

观点。」

英然称，他已向掌管宗教 

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慕扎希提出 

建议。不过，慕扎希在总结辩论 

时，没有回应英然的发言。

这不是英然首次发表类似的

言论。英然在2015年担任红土坎 

国会议员时说，部分运动员穿著 

性感，可能导致通奸行径。

英然的言论引起巨大争议， 

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副部长 

杨巧双称，婴儿和幼童也是类似 

犯罪的受害者，他们不知道如何 

引诱男人，但依然成为受害者。

促英然道歉

「我感到震惊的是，上议院 

进行了这样的讨论，甚至得到了 

上议院副主席的认同。」

杨巧双称，女性不应因为衣 

著而受到指责，即使衣著保守也 

会受到性骚扰和强奸。她还说， 

男人也可能被其他男人强奸。

她认为，英然应该向所有女 

性道歉，这是令人反感的言论。

捍卫自由律师团顾问苏仁登 

称，英然需要被辅导，难以置信

英然®公正党上议员

他会说出这样的言论。

他说，英然的言论对其所在 

政党公正党，是一种侮辱，更是 

合理化对女性的性犯罪。

他称，这种言论对声称作为 

改革派的政党而言，无法接受， 

并促请英然收回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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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75轚腰计划3丨资通15亿
莎阿南31曰讯|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披露，大马投资发展局今年 

首三个月共批准雪州75项工业发展计划，总共为雪州带来15亿2157万令吉 

的投资额，成功制造逾3800个工作机会。

他透露，根据上述的数据， 

有9亿5410万令吉的投资额属于 

本地国内企业，另外的5亿6746万 

令吉则属于外资。

邓章钦是在回答双溪班让州 

议员拿督莫哈末英然的州议会提 

问时，作出上述发言。根据马来 

西亚投资发展局的数据显示，去 

年4月至今年3月为止，雪州共获 

批准了 281项工业发展。

「这些工业发展总共为雪州 

带来196亿5600万令吉的投资额。 

有86亿3765万令吉的投资额属 

于本地国内企业，而另外110亿

1866万令吉来自国外投资。」

招商培训耗资710万

针对州政府在招商引资方 

面，邓章钦透露，州政府于去年 

在招商引资的工作上共耗资2059 

万令吉。而今年的首三个月，州 

政府在招商培训活动上共耗资 

710万令吉。

「上述费用是用于推介2019 

年雪州国际商贸峰会、国内电商 

发展和培训、到国外招商引资、 

在国内办商务论坛和拜访企业、

招商广告等。j

他补充，雪州投资促进机 

构在去年的招商引资的花费，只 

是占据了 2018年雪州的总投资额 

189亿4700万令吉中的0.1%。而 

今年首三个月的招商引资费用， 

则占据了首三个月的1 5亿2200万 

投资额当中的0.4%。

他指出，州政府成立雪 

州资讯科技与电子商务理事会 

(SITEC)、雪州清真工业理事会、 

雪州航空航天科技理事会和雪州 

生物科技理事会，以协助招商引 

资。 阿米鲁丁 ®雪州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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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經濟包容性增長

城鄕大桌I

丁傑隆
雪州安邦再也市议员

亮的经济增长数字便会失去

尽
管马来西亚自1970 

年代取得高速经济

增长，以及平均经济增长率普 

遍高于其他开发中国家，但是 

城乡发展和国人之间收人不 

平等的差距仍然巨大9

例如，根据经济事务部 
数据显示，2018年马来西亚的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4万5000 

令吉，吉兰丹仅约1万4000令 

吉，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七 

成。值得注意的是，若按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后段班”倒数 
算起的5个州属一吉兰丹、 

吉打、玻璃市、沙巴、登嘉 
楼，除了沙巴之外，其他4州

皆位于北马，也是巫统和伊斯 

兰党势力范围所在

此外，马来西亚今天 

虽然几乎消除了绝对贫穷 

(absolute poverty )(联合国 

千禧年发展目标定义每日生活 

费低于一美元或无法维持生 

存需要为绝对贫穷），整体贫 

穷状况获得大幅改善，不再那 

么普遍，但是生活在相对贫穷 
(relative poverty )的低收人群 

体，比起社会其他高收人和中 

产家庭，不论是在平均收人增 

长或物质生活提升的进程仍 

然缓慢及落后。尤其是在平均 

收人增长方面，底层40%家庭 

(B40)增长得最慢，只有收 

人最高20%家庭（T20 )的收 

人增长最为强劲，这亦是贫富 

悬殊鸿沟扩大的迹象。

如果过去高速的经济增 

长并不能确保全民得以从中 

受惠，低收人群体的收人在同 

-时间无法获得相对提局，或 

收人增幅不敌日益高涨的生 

活开销成本，或政府补贴没有 

下放到让真正的弱势群体受 

益，人民无感，那么再怎么漂

意义。

缩小低收人群体和其他 

收人群体之间的收人差距， 

并进•步改善他们的生活水 

平，必然成为希盟政府经济 

施政方向的重中之重。至于如 

何减低低收人家庭的生活开 

销同时，增加可支配所得和储 

蓄，则有赖于“包容性增长”
(inclusive growth )的推动。

“包容性增长”概念最 

早在2007年由亚洲开发银行 

经济学家Ifzal Ali和庄巨忠首 

次提出，主张在持续取得高经 

济增长并改善人民生活当儿， 

也要确保发展乃是具可持续 

性。经济发展的机会和果实必 

须能让更多人享有、更公平 

正义地分配，以及社会中的弱 

势必须得到更适宜的生活安 

全保障网。更重要是，国家不 

应盲从追求经济增长数字，不 

惜-•切推动经济而忽略在过 

程中与社会和环境面的协调 

发展。

事实上，此一概念也曾 
出现在2010年纳吉推介的“新 

经济模式”（New Economic 

Model )——其三个主要目标

即涵盖高收人、包容性和持续 

性，以便取代旧有的新经济政 

策。只不过纳吉政府后来面对 

强烈的内部异议和反弹而最 

终不了 了之。

现在，轮到公正党主席 

安华上周在国会举行的“大马 

经济：现在与未来”研讨会中 

阐明希盟政府的新经济政策 

将不再以种族为根基，而是必 

须更具包容性，以需求为基 

础，从而缩小不同族群和地域 

间的发展和贫富差距。和纳吉 

不一样的是，安华已经一再强 

调，推动经济改革不会有所妥 

协。投选希盟的选民同样也必 

不会接受新瓶装旧酒:

因此，如何在保持国家 

经济增长动力的同时，也确保 

经济政策和发展成果是具备 

社会包容和公平分配，让人民 

更有感，乃是希盟政府接下来 

日子的…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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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Pay流動櫃台時間表
8月1日至8月4日（星期四至日）

早上10时至下午3时白沙罗珍珠PJU 7/16

8月5日至8月10日（星期一至六

早上10时至下午3时SD 12/1路（靠近麦当劳)

8月13日至8月18日（星期二至日

早上10时至下午3时SD 2/1G路

8月19日至8月25日（星期一至日

早上10时至下午3时SS24美嘉花园巴刹附近

8月26日至8月31日（星期一至六）

早上10时至下午3时白沙罗达迈PJU 10 

(靠近麦当劳及蚬壳油站）

台 (八打灵再也31日）八打灵再也市政 

厅8月份将继续在多个地点提供EZ-Pay流 

动柜台，方便公众缴付税务或罚款。
在这个8月份，除了 11及12日配合哈 

芝节暂停服务外，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总部将于每日早上 
卯寸至下午4时开放，包括星期六和日。

欲查询详情，可联系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03 -7956 3544 )，或浏览灵市政厅脸书（@ 

petalingjaya(’itycoun('il )或推特与I(i ( @pj('itycoun('i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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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再也市議會常月會議

(吉隆坡31日讯）安邦再也市议会 

管辖范围内的骨痛热症情况严重，病例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

安邦再也市议会主席阿都哈密指出，根据 
记录，去年的骨痛热症病例约有1500宗，而今 

年却有多达3000余宗病例，是去年的两倍。

蚊子品种增加进化

他说，造成骨痛热症病例增加的主要原 

因，除了是天气的变化使蚊子增生之外，同时 

也出现蚊子的品种增加及进化，导致对现有药 

物免疫而难以消灭的情况。

哈密在今日所举行的常月会议上指出，截 

至本月25日（第30周）为止，安邦再也区内-- 

共有3055宗骨痛热症病例，其中4宗为死亡病 

例。

他也说，市议会也采取数项措施应对， 
包括当局已委任害虫防治人员（PCO)，每当 

区内发现任何骨痛热症病例，将会派出有关人 

员前往采取行动，检查及清理蚊虫及孑孓生长 

处。

“我们也将通过委任居民委员会（JKP) 

区内的骨痛热症行动委员会主席，并与地方上 

的居民合作举办大扫除等活动，以消灭区内滋 

生蚊子的温床。”

他说，市议会内部官员也会到区内进行喷 

射灭蚊喷雾工作，或是协助清理任何面对清洁 

问题的摊位商铺。

他也说，市议会也与乌鲁冷岳及鹅唛县卫 

生局合作，以对付日渐增加的骨痛热症问题。

11蚊症黑区多为住区

哈密也透露，目前共有111V地区为骨痛热 

症黑区，大部分都是住宅区，因此他希望居民 

能更注意住区是否有蚊虫滋生，同时也时时保 

持居住环境的卫生。

他也说，被发现单位有黑斑蚊滋生的业 

主，将会面对卫生局所发出高达500令吉的罚 

单。

“我们发现…些单位因为担心制水而存 

水，但是在没有将存水封闭下成为了滋生蚊子 

的温床的原因之一:、”

他也说，也有一些历史较久的单位，因为 

设施损坏而造成积水，同样会导致蚊虫滋生。

他补充，在班登美华一栋公寓则因为蓄水 

箱故障，造成积水及蚊虫滋生，而市议会也要 
求联合管理机构（JMB )更换新的蓄水箱。

比去年同期增

干

安邦再也骨痛熱症黑區

乂地点 病例
肆虐期 

(天数）

预计疫情 

结束时间
甘榜安邦马来由（甘拔士路及美兰蒂路） 11 60 8月3曰

安邦新镇（斯里尼兰组屋） 9 32 8月1曰

达岗花园（达岗1/1路至1/11路） 6 32 8月1曰

美拉华蒂花园（F区） 6 30 7月29曰
美拉华蒂花园（|区） 14 34 8月4曰

北再也谷（迪沙冷巴柏迈组屋） 11 44 8月2曰
斯里华丹花园（斯里华丹11、 

13、14、15 及 16 路）
9 46 7月29曰

拿督阿末拉沙里花园（布特拉柏迈公寓） 10 47 7月26曰

优景柏兰岭花园（SPRINGVILLA公寓） 12 47 8月2曰

哥沙花园（哥沙花园组屋） 20 76 8月3曰

北再也谷（甘榜武吉双溪布爹） 47 86 8月1曰

对蚊 
区雾 

A内。

邦骨4当
再痛案
也热照
市症
议问
会题
采，
取其
多+

项包
措括
施喷
应射

1月至今捕256野狗

哈；

g指出，市议会于1月至今一共捉了256只野狗。

他说，市议会是以一般手法捕捉野狗，惟从5月起也开始使用

捕捉陷阱。

“陷阱是设在多野狗出没的黑区，通常都是根据所接获的投诉，而陷阱 

也会不定时更换地方。”

他说，陷阱…共有7个，每个可捕捉6只狗。

他也说，当局根据程序将被捕捉的狗收藏差别长达7天，以等人认领。 

他补充，放任狗只走失的主任在认领时将面对罚款，罚额最高的达1000 
令吉，而当局一般发出罚额为250令吉的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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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生不知道泊车位大幅减少，前往校 约有三成的优大学生开车上学，早市巴刹旁的露天停车场是学生泊车主要地点。

菲法收費停蓽偷
—為—一一 _ li愉一，，

©©©©

雙溪龍鎭早市巴剎旁

午多優大生沒位泊車

雙溪龍鎭早市巴剎旁

(加影31日讯）双溪龙镇早 

市巴刹旁边消拯局保留地被投 

诉有人非法征收泊车费，加影 

市议会前晚将有关地段路口封 

锁，导致数以百计的优大学生 

找不到泊车位。

据了解，除了有关保留地，另 

有两个地段属于发展商，过去多年 

有人租用发展商两个地段作为停车 

场，收取每辆汽车2令吉泊车费， 

可是没有向市议会申请租用的保留 

地，也被利用为停车场

市议会已规划该保留地将成为 

早市巴刹小贩摆摊的地点，只是大

部分小贩因为拒绝搬迁，在加影州 

议员许来贤与市议会协商下，搬迁 

事件暂缓半年至10月份，保留地未 

封锁之前仍旧开放给优大学生及居 
民泊车。

H前优大双溪龙分校学生接近 

万名，超过=成的学生是开车去学 

校，商业区泊车位供不应求，上述 

露天停车场是学生主要泊车地点， 
缺少了保留地至少300个泊车位的供 

应，学生被迫更早出门寻泊车位。

基于市议会突然封锁保留地， 

令到很多不知情的学生，今早开车 

前往学校时发现泊车位大幅减少， 

造成繁忙时间出现很长的车龙

刘佳地（左起）与廖崇泽视察保留地旁边仅有私人地段泊车情况。

劉佳達：促市會特別逋融

影市议员刘佳达前往视察时，优大两名管理层及学生理 
/J U事会主席廖崇泽向他反映学生找不到泊车位问题，促请 

他向市议会传达有关情况，给予特别通融，重新开放保留地。

刘佳达披露，虽然市议会小贩及执照组回应，有关保留地封 

锁至巴刹小贩迁人为止，但他会向市议会主席反映有关情况，将 

校方的心声传达。

陳藝源：盼重開保留地

I大其中一名管理层陈艺源指出，优大校园毗连商业中 

心，泊车位早已严重不足，即使保留地及私人地段作为 

停车场，仍然供不应求，因为停车场也是民众去巴刹的泊车地点。
他促请市议会考虑重新开放保留地，尤其是9至10月期间是 

学生年终考试，不希望学生找不到泊车位迟到而无法进人考场。

“只要市议会批准保留地继续充作停车场，未来要以怎样的 

方式收费，可从长计议，目前最重要是可以重新开放保留地。”

廖崇澤：巴士載送反應冷淡

廖
崇泽说，他在昨天透过脸书群组向学生传达有关讯

'良，仍有很多学生不知情，虽然校方建议学生将车子泊 

在蕉赖皇冠城第七区的空地，同时安排接驳巴士载送，可是学生 

反应冷淡。

他表示，大部分学生住在双溪龙镇•带，主要是方便出人校 

园，不会为了泊车位，特地把车子停放在离开学校…公里远的停 

车场，之后再乘坐学校巴士回到校园。

“现在泊车位问题更严峻，盼市议会重新考虑，让学生泊车 

在保留地，尤其是年终考试即将来临，泊车位更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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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垃圾场的垃圾堆积太高，火势在地底下持续燃烧，消拯员必须不断灌水，直至扑灭为止。

(加影31日讯）加影外环大道双溪龙 

收费站附近一片占地3英亩的非法垃圾场 

于昨天引发“垃圾火”，而且，在受到强 

风助长下，來烟笼罩着整个加影区，居民 

受尽烟霾之苦！

虽然消拯员已经向垃圾火不断灌水，惟 

“垃圾火”至今仍未受到控制。

该非法垃圾场的位置是在私人地段，加影市 

议会执法组曾多次进行检举，可是垃圾范围越堆 

越多，消拯员相信近日天气炎热，造成垃圾里所 

产生的易燃气体引发火患。

初步估计，要全面扑灭火势，需耗时两三个 

星期。

火勢不小仍未撲滅

据£引发，当时冒出黑色浓烟，消拯局接 

获投报后，调派消拯车前往，虽然将火势控制， 

消拯员观察到垃圾堆太高，垃圾底下仍有火势， 

冒出大量浓烟。

加影消拯局发言人指出，垃圾火面积不 

小，消拯局除了调派两辆消拯车到场，也安排3 

辆水槽车前往协助，目前首要工作将垃圾火控 

制，必须大量灌水。

他表示，以目前的情况是难以估计需花多 

久时间才能扑灭垃圾火，而且火势集屮在地底里 

面，消拯员唯有不断灌水。

他说，垃圾火的浓烟受到强风助长，令到加 

影区烟雾弥漫，而邻近的住宅区更出现烧焦味。

▲市议会官员 

(左二）向刘佳达 

(左一）表不非法 
垃圾场的面私约有 

3英亩，之前曾多 

次进行检举。

◄刘佳达 
前往非法垃圾 

场了解垃圾火 

情况，他身后 

浓烟弥漫。

劉佳達：官員持續跟進
影市议员刘佳达昨日已接 

U获双溪龙镇的居民反映烟 

霾恶化，空气更弥漫焦味。

他查探非法垃圾场地点后，今早 

到场实地了解，现场冒出滚滚浓烟， 

来自加影及万宜消拯员在场灌水，市

议会官员今早也前往视察。

他说，垃圾火的烟雾不但严重 

影响双溪龙镇和蕉赖皇冠城，更蔓延 

至加影市中心，市议会官员会持续跟 

进此事，R前是希望尽快将垃圾火扑 

灭。

消拯局在现场骓守，曰以继夜灌水，尽快
扑灭火势。

黃西利：分派口罩給學生

a -方面，加影育华小学校长黄西利也说，由于浓烟笼罩学校和臭味 

W四溢，校方马上宣布停止体育课和户外活动。

他表示，他和家协也分派了 300多个口罩给有需要的学生。

育小有3000多个学生，该校在凌晨4时许受到浓烟笼罩，学生在清晨6时 

陆续到校后，校方立即采取防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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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章欽：共75工業發展計劃

雪首3棚資

雪州議會會議

(沙亚南3_1日讯）掌管雪州 

投资、工商及中小型工业事务的 

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表示，雪州 

在今年首3个月共有75个工业发展 

计划，为雪州带来15亿2157万令 

吉的投资额，同时也为雪州提供 

超过3800个工作机会。

他在回答双溪班让区州议员拿督 

英然的口头提问时表示，在该投资额 

中，本地企业占9亿5410万令吉的投资 

招商培訓共耗710萬

邓
章钦说，州政府于去年在招商 

引资的工作上共耗资2059万令

令吉中的0.1%。今年首3个月的招商引资 

费用则占首3个月的15亿2200万令吉投资 

额中的0.4%。”

他说，州政府在招商引资做出的努 

近半的州 

议员没有出席 

州议会。

到底聊到什么事情，可以让大臣阿米鲁丁（右）和 

邓章钦笑得那么开心？

依雪
茲

管雪州基本建设、公共设施、农业现代化 

及农基T〔业事务的行政议员依兹汉坦诚雪 

州大部分道路已“超龄”，惟州政府因资金问题，只

漢超 能分阶段进行提升丁作。

：gA 他说，这些道路有些是属于联邦管辖的，有些是

|

属于州政府管辖，不过民众是无法分辨的。

“ ■旦民众进行投诉，即使属于公共Ti程局管辖 

的路段，州政府都会向该部门申请拨款进行修复，不 

过拨款不如预期。”

他是在回应丹绒士拔区州议员柏汉的口头提问 

@时，这么指出。

|7tb 他说，在面对财务拮据情况下，州政府只能分阶

P段的修复损坏的道路，无法一次过提升所有的道路。

不过，他的回应却遭万津州议员刘永山、伊斯兰 

+B党昔江港州议员阿末尤努斯等的反驳，并在附加提问 

上建议州政府在等候拨款提升道路之际，可率先在交 

■通黑区进行道路局部修复或改善道路设施，如增设街 

灯等，以减少因道路损坏引发的交通问题。
中，本地企业占9亿5410万令吉的投资 

额，而外资则有5亿6746万令吉：

“根据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的数 

据显示，在去年4月至今年3月为止， 

雪州共批准了 281项工业发展。该工 

发展共为雪州带来196亿5600万令吉的 

投资额，其中本地投资占86亿3765万 

令吉，而另外110亿1866万令吉则来自 

国外投资。”

吉，而今年的首3个月，州政府在招商培 

训活动上共耗资710万令吉。

他说，相关费用是用于推介2019年 

雪州国际商贸峰会、国内电商发展及培 

训、到国外招商引资、在多国办商务论 

坛及拜访企业及招揽广告等。

“值得一提的是，霄州投资促进机 

构在去年的招商引资用途的花费，仅占 

了2018年雪州总投资额，即189亿4700万

力包括，成立雪州资讯科技与电子商务 

理事会（S1TEC)、雪州清真工业理事 

会、雪州航空航天科技理事会和雪州生 

物科技理事会，以协助整个招商引资的 

工作*

同时，他在回答公正党双溪甘迪 

斯州议员扎瓦威的提问时表示，外国投 

资最多的国家包括，新加坡、法国及中 

国。

黃思漢：雪擬立法控管非法外勞
►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 

•交通及华人新村发展

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指出，州 

政府将设法令条规以控管非法外 

劳，惟H前还在讨论阶段。

他说，由于地方政府无权逮 

捕非法外劳，仅有警方和移民局

拥有逮捕的权力，为此地方政府 

需联合警方和移民局展开突击行 

动。

“地方政府也仅可以发出营 

业执照给我国公民，同时•旦发 

现有关执照租借给外劳，地方政 

府将直接取消对方的执照。”

黄思汉是今早在州议会的口 

头提问环节上，如是回答巴生港 

口区州议员阿兹米占。

他说，地方政府会持续针对 

营业执照的问题展开严厉的取缔 

行动，-旦发现业者违规，就会 

直接取消相关执照或开出罚单。

黄思汉：州 

政府将设法令条 

规以控管非法外 

劳，惟目前还在 

讨论阶段。

MRT2工程進展53.9%提早逾5周
:思汉指出，捷运第二路线（MRT2) T.程 

，进展已达53.9%，超出原定的50.9%，即

提早逾5个星期的时间。

他说，梳邦再也市议会与公共工程局将加宽史

里肯邦安内的数条道路，包括从史里肯邦安FT3215 

主要道路、沙登拉亚主要道路等，至于拉亚1路和3 

路则由捷运的承包商进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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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季會議僅爲期兩天

雪州議會宣布休會
(沙亚南31 R讯）雪州立法议 

会第14届第2季第2次会议仅为期两 

天，今日宣布休会。

今次雪州议会原本预计展开两 
周（从7月29 R至8月9日），但是所 

有讨论的议程在2日内完成，因此今 

日宣布休会。

此次议会也顺利在今日飞读通 
过总值1亿2300万令吉的附加供应法

案，为州内其中4项惠民计划之途。

由于州会议提前结束，武吉加 
星州议员拉吉夫在缺席下，其提呈2 

项动议遭驳回。
另外，其中2项动议也因不获大 

多数州议员支持，所以无法通过， 

即昔江港州议员拿督阿末尤努斯提 

出增加祈祷室动议及淡江州议员沙 

阿里提出鼓励领养孩子动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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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供應法案通過

1.2億用作雪4惠民計劃
(沙亚南31日讯）雪州议会今 

日三读通过总值1亿2300万令吉的附 

加供应法案，作为雪州其中4项惠民 

计划用途。

雪州政府今日在州议会提呈附 
加供应法案，为2019年雪州附加财 

政预算案追加1亿2300万令吉的发展 

拨款。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指出，这笔 

所追加的拨款款项将会用于4项雪 

州惠民计划，分别为雪州精明母亲 

关怀计划（KISS )获2200万令吉、 

雪州家庭关怀健康计划获3250万令

吉、雪州乐龄亲善基金（SMUE )获 

950万令吉及免费首20立方米水的优 

惠获5900万令吉。

他说，这4项惠民措施都会持续 

至今年年杪。他说，雪州政府去年 
11月23日通过开销达25亿6000万令 

吉的2019年财政预算案，由于现阶 

段拨款不足，因此有必要追加拨款 

开销。

雪州政府是根据1966年发展基 

金法令第9条文、第4 (2) (b)条 

文及第4 ( 3 )条文，追加2019年雪 

州财政预算案的发展拨款。

雪州5名土团党州议员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支持首相敦马哈迪任满一 

届。左起为莫哈末赛、沙勒胡丁及哈鲁麦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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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土團州議員

支持敦馬任相滿一屆

(沙亚南31日讯）雪州 

5名土团党州议员表示支持 

首相敦马哈迪任满•届，至 

下一届全国大选后才更换新 

任首相a

5名土团党州议员包 

括，答冬加里州议员哈鲁麦 

尼、而榄州议员莫哈末赛、 
轰埠州议员沙勒胡丁、巴生 

海峡州议员拿督阿都拉昔及 

龙溪州议员阿希夫。

其中哈鲁麦尼、莫哈末

赛及沙勒胡丁今日在雪州议 

会午休时间召开新闻发布会 

时，如此表示。同时，他们 

也呼吁希盟及土团党的国会 

议员及州议员一同支持敦马 

任相满一届。

沙勒胡丁表示，大马作

为一个民主国家，除了维护 

民主自由外，同时也必须确 

保我国可持续迈进。
“敦马在第14届全国 

大选中，成功让马来西亚换 

新政府，并带领大马重返正 

确轨道，提升大马的国际形

象，同时也让投资者再次对 

大马有信心：”

他说，雪州土团党州议 

员认为，在敦马还未完成复 

苏大马的任务前，敦马没必 

要提早退位。

另•方面，莫哈末赛 

表示，没有任何正式文件说 

明要求敦马任相两年后就让 

位。同时，他说，首相退位 

将为国家带来坏处，并影响 

国家经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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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海峡州议员拿督阿都拉昔及龙溪州议员阿希夫。其中哈鲁麦尼、莫哈末赛及沙勒胡丁今日在雪州议会午休时间召开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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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河污染蓽14^處通

雪州議會會議

事件已交由警方处理，州政府仍在等正式详细的报告。

(沙亚南31日讯）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指出，雪州河流受污染

排除有人蓄意破壞
米鲁丁相信，警方有自己作业程序去展开调查 

的丁作，若警方的调查结果是“疏忽”而导致 

$流受污染的话，则有待警方的正式报告，以对疏忽者 

采取行动0

“-旦拿到完整的报告，州政府就会对导致河流污 
染事件的个人、公司或是机构，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据了解，全国总警长拿督斯里阿都哈密日前指出， 

警方已排除雪兰莪河污染事件是因人蓄意破坏造成，而 

是承包商公司为掩盖员工疏忽向警方报假案，企图误导 

警方。

—阿米鲁丁： 

待警方报告出炉， 
州政府才对付所谓 

的“疏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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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1萬婦女登記i-Suri
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指出，截至今年 

id6月30日，已有10万9022名家庭主妇和妇女，登记参与 

主妇公积金计划（i-Suri ).:、

她说，这个数字超越部门所定下的10万人目标。

她在上议院回答上议员努丽达的提问时说：“为鼓励更多 
符合资格的妇女和主妇登记i-Suri，部门通过执行机构如妇女发 

展局和福利局，联同大马策略信托基金会（AIM)，仍在通过流 

动队伍（mobile team)和媒体，展开推广i-Suri的活动。”

另外，政府今年已在各政府机构，设立66间新的托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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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祖丁强调，他并不是 

反对教育部落实鉴赏爪夷文课 

程，但他认为，若以“鉴赏” 

角度作为出发点，则可以用其 

他方式，如邀请学者到学校示 

范，或者安排学生到博物院等 

地参观，未必需要纳人正课。

他认为，从爪夷文改变 
成罗马字母，是一个“文明进 

步”阶段。

“我看不到爪夷文在未来 

是否会再度兴盛，毕竟在国际 

化的世界，•些古老及不通用 

的字体，是可以用很多种方式 

来鉴赏其历史与文化之美。

学爪夷文有什么助益？

“就像我所说的，马来文 

更古老的字体源自梵文，鉴赏 

马来文明是不是也应该鉴赏她 

的原始字体与文明？若是要提 

高对马来文明的认知与醒觉， 

大可安排学生到博物院，或安 
排短期丁作坊，或邀请学者到 

学校示范，例如让学生有机会 

手绘崙迪布般，让学习变得有 

趣味。

“我要问的是，学习爪夷 

文，对未来有什么助益？” 

达祖丁也强调，在全球化 

时代，若当局者只是强调单-- 

文化，却忽略了多元文化的重 

要性，则将因此错过很多美丽 

的事物，包括本土少数民族与 

原住民的文字与文化，都是彰 

显大马多元文化特色的元素， 

同样应该受到重视与宣扬。

茜蒂欣 1 
這是同化政

A权律师兼社运分子茜蒂卡欣则批评教育 

部以前朝政府制定为借口，执意于明年 

在各源流小学学习爪夷文书法，是在落实同化政 

策。

她说，这…措施是要让年轻人从小开始“习 

惯”中东文化，未来“有利”于政府推行同化政

策。.

“这么急着落实爪夷文，就是要让学生习惯阿 

拉伯的文化，在大马，他们分不清什么是伊斯兰和 

马来人文化，在落实同化后，接着就让年轻人变得 

更容易接受阿拉伯文化，包括宗教。

指图让阿拉伯文变主要语文

“这是我所看到他们的H的，就是要让马来西 

亚变成‘伊斯兰国’，让阿拉伯文变成主要语文， 

然后将这里变成另 '个中东国家。”

茜蒂卡欣说，学习爪夷文应是学生自发性的兴 

趣，确实没有必要纳人马来文课，而政府执意将之 

纳人马来文课里，正好坐实了她的“同化”推断。

“如果是放在美术课里去学习鉴赏爪夷文书 

法，那我没有意见，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学习文化艺 

术，但不必纳人语文课里，除非你的目的，是要让 

所有年轻人都掌握这个语文。”

她说，爪夷文书法是阿拉伯的文化，与文字无 

关，但却一直被人混淆。

“让我更生气的是，政府竟然任由他们做这些 

对孩子无益的事，我很欣慰董总等组织勇敢出来反 

抗，我将与你们在 '起桿卫我们的教育制度。他们 

控制不了独中，就通过落实爪夷文来企图让年轻人 

代成为他们的一分子，这是他们静悄悄做的事。”

許俊傑

(吉隆坡3 1日讯） 

UCSI大学教授达祖丁， 

若以“鉴赏”及“趣味” 

为由而学习爪夷文，未免 

局限了“鉴赏语文”的选 

项与格局，毕竟可供“鉴 

赏”的语文，肯定不仅是 

爪夷文。.

他今日针对教育部从明 

年起在小四马来文的趣味语文 

教学里学习爪夷文书法一事受 

询时向星洲日报说，若以学习 

马来文明为由而“鉴赏”爪夷 

文，其实早在爪夷文之前，马 
来群岛（Nusantara)已出现兴 

都教文化，当时在Champa王朝 

所做用的Palava文，源自兴都 

教的梵文，历史可追溯至室利 

佛逝时代（Srivijaya,后称三 

佛齐），爪夷文是在Palava文 

之后才出现的文体。

“若是要学习马来文明， 

那么爪夷文的原始字体是来 
自Palava文，而Palava文更是 

源自梵文，为何只限学习Sem 

Khat，而不是学习马来文明更 

早的文体？”

\

達祖丁 ：梵文文明更早

“珥钃賞譲文 
不僅m莫文”

冻博雄行动党前班达马兰州议员

:金华行动党雪州元老俱乐部主席

守传毅雪州社青团政治教育主任

(东狄源雪州社青团副宣传秘书

郎文福行动党雪州副组织秘书

套富蒙行动党雪州副宣传秘书

契明康吉隆坡社青团团长

1=木骏末社青团中委

郎洧腾社青团中委

還原劉鎮東現場講詞
本报根据录音整理出国防部副部长刘镇东在现场谈及爪夷文课题的致词内容:

刘
镇东在约15分钟的致词中谈到教育和文化时，他呼吁马来西亚人要用未来20年 

的眼光重新思考，并指 '个重要的基础是，马来西亚人无论是华人、马来人或

印度人也好，我们都要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多掌握一种语n，让马来西亚人掌握两到三个 

语言成为大马的优势。

他说，未来希望看到更多的马来人会讲华语，就像华人可以掌握马来语，只要往这 

个方向去，有一半以上的马来同胞可以讲华语，这个国家就没有语言问题。

刘镇东表示，这就像大马的华小有不少马来学生，这是国家的优势，若每人都能掌 

握多几个语文，都对自己的语文和其他人的语文都能掌握，就有文化的自信，这就不会 

有很多文化的猜忌、对立，在过程当屮就有理解，互相信任。

他说，大马最大问题是族群之间没有互相信任，都在担心族群的互相制衡，马来 

人担心华人，华人很担心马来人，有很多这样的问题。他希望看到我们国家人民之间互 

信，建立起不一样的马来西亚、真正多元的马来西亚，每个人都有多元文化的精神。

在文化互信这一段，刘镇东还特别以英语解说。

话题-转，他提到文化的自信和互相信任的重要，特别提到这几天热炒的议题，也 

就是爪夷文的教学问题。报纸去写要用爪夷文教学，但很多华人不懂什么是爪夷文，以 

为它是语文，其实爪夷文的教学只有6页，主要讲解由来和不同的字体。这就像华小也是 

有中国书法的教学，在四年级的课本有6面解释不同字体。

“这样的事情吵到好像大家觉得危机来了，我们要走出惊弓之鸟的感受，要建立互 

信和文化的自信。”接着，刘镇东就谈及自己曾经学习爪夷文的经历。

劉鎮東發給媒體演講原稿

刘镇东于2019年7月28日在巴生中华小学教学楼及综合礼堂落成典礼隔天（29 

日），将致词内容以讲稿形式发给媒体，题目为“文化自信与互信精神”：

*先，我要恭喜中华小学董事部

胃完成建设教学楼与综合礼堂的 

壮举。

今晚，我要谈谈多元族群社会中的文 

化自信与互信精神a

2018年5月9日改朝换代，给了马来西 

亚一个新生机会。过去二十年，马来西亚 

在各方面都停滞不前。我们现在要以二十 

年的眼光，建设新的马来西亚。

无论是体制改革、经济改革、国防和 

安全，又或者文化与认同政治，我们需要 

新的想象、新的观念和新的想法。

过去，马来西亚是靠恐惧因素来进行 

族群分而治之的治理模式。特别是操弄对 

他者的恐惧，马来人怕华人，华人怕马来 

人，诸如此类，尤其在文化领域。

作为•个社会，我们各族对自己的认 

同缺乏信心，也因此视他者为威胁。华裔 

担忧马来官员要消灭华人文化；马来人担 

忧华人想尽计谋支配马来人。

当然，也有政治T.作者和媒体依靠成 

为族群英雄而成名或者扩展报章销路。

马来西亚如果要稳健走向未来，我们 

就需要建立互信。

语言多元是马来西亚的共同资产： 

很多马来人能说各种方言，如吉兰丹话、 

爪哇话等。很多华裔和印裔也能操各种方 

言，如今大部分的年轻华裔和印裔都能说 

流利的马来语。华小大约有15%非华裔学 
生，有些在华小就读的马来人也能很好的 

说华语。我在槟城认识好些会泰米尔文的 

华裔。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语言配搭。多 

语是马来西亚人的“天赋” s

让我们想象有那么一天：所有马来西 

亚人都能掌握马来文和英文、许多马来人 

也能掌握华文、部分华裔可以掌握泰米尔 

文，也有很多人掌握伊班语、卡达山语等 

等。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多语人，而掌 

握多语成为马来西亚国民的共同特质，恐 

惧他者的旧政治便将消逝。

最近关于爪夷文的喧闹，是令人遗 

憾的。民主社会里，不同意政府的任何决 

策，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不同的意 

见，要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而非建立在 

虚无的假消息和无知上。

该议题从《星洲日报》根据教师的讯 

息，以头版炒作议题开始。

经过长期的分而治之，我们的社会 

不仅缺乏互信，也对彼此的文化没有深 

人的理解，甚至没有多少基本认识，-. 

可能因为“文”在中文有着“完整的语 
文”（language)的含义，很多中文读者以为 

爪夷文是另一个语文，“学校都够忙了， 

还要多学一个语文？”
爪夷文只是script,字母，而非语 

Pi 3所以我们会说“tulisan Jawi”，不会写 

成“Bahasajawi” 〇中文是图像语g,马 

来文是拼音语言。马来口语•直都有，只 

是以前多以爪夷字母拼写，独立后则以罗 

马字母拼写。

四年级国文课本有6页介绍爪夷字母 

书法的艺术鉴赏，正如四年级的华文课本 

中也会有中文书法与学习文字历史来源- 

样，如此而已。

我在澳洲国立大学留学时，曾上马来 
文字学家已故Ian Proudfoot老师的古典马 

来文课，其中以六个星期学习爪夷字母， 

然后以爪夷字母阅读《汉都亚传》、《马 

来纪年》：这是我大学时期其中一段非常 

愉快的学习经验。看懂爪夷字母后，我还 

是同•个人，同•个身份认同，只是多- 

点新的经验而已。
我希望在未来的20年，我们可以建 

立-个真正语言多元、文化多元的社会 

多元社会不是各族分开生活、各自恐惧对 

方、各自架起围墙，多兀社会是我们每-- 

个人都成为多语人、多文化人，而每一个 

人都对自己的认同有信心，也信任他者。 

这样的社会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从认识、理 

解开始。

刘镇东

sir 107.行动党永乐新镇支部

道歉啓事

職位

報道

行動黨反對學爪夷文聯署者名單
姓名 ! 職位 ■ 姓名 職位

1. 邹宇晖 行动党彭亨州都赖区州议员 10. 黄益豪 行动党文打烟区州议员

(发起人) 11. 周碧珠 行动党永平区州议员

2. 杨薇讳 行动党砂拉越州朋岭区州议员 12. 谢宝恒 行动党九洞区州议员

3. 张玉刚 行动党丹那拉打区州议员 13. 梁耀雯 行动党直凉区州议员

4. 张哲敏 行动党霹雳州克兰兹区州议员 14. 郑鸿杰 社青团总秘书

5. 李政贤 行动党彭亨州美律区州议员 15. 李伟翔 社青团组织秘书

6. 陈泓宾 行动党明吉摩区州议员 16. 郑传毅 社青团政教主任

7. 黄俊历 行动党东甲区州议员 17. 梁誉升 社青团大专事务主任

8. 邹裕豪 行动党柏岭区州议员 18. 吴家良 社青团中委

9. 杨敦祥 行动党北干那那区州议员 19. 吴政桦 社青团中委

20. j
21. ] 

22. 1
23. ]

24. ]

25. ]

26. ]

27. ]

28. ]

1.行动党吉打里支部 37.行动党即洪惹霸儒支部 73•行动党Taman Sri BerembangS
2.行动党文冬市区支部 38.行动党保阁亚三峑鲁支部 74.行动党巴生支部 108.行动党TAMAN SUBANG PERMAI
3. 行动党安邦支部 39. 行动党Taman Rakan-Rakan支部 75.行动党巴生北区支部 支部

4. 行动党克兰芝支部 40. 行动党丰顺园支部 76.行动党彩虹支部 109. 行动党Sri Pelabuhan支部

5. 行动党劳勿支部 41. 行动党速特燃花园支部 77.行动党光华支部 110. 行动党新马口支部支部

6. 行动党都赖支部 42. 行动党福春园支部 78.行动党永安镇支部 111. 行动党耀龙园支部支部

7. 行动党斯理丹绒武雅支部 43. 行动党斯里陈明花园支部 79.行动党 112. 行动党梅岭支部

8. 行动党泗岩沫花园支部 44. 行动党Forest Green支部 80.行动党JALAN SEK0LAH支部 113. 行动党万茂新村支部

9. 行动党武雅花园支部 45. 行动党塔泊支部 81.行动党加埔支部 114. 行动党Pandamaran Town支部

10. 行动党增江南区支部 46. 行动党百合花园支部 82.行动党圣淘沙支部 115. 行动党Ehsan支部

11. 行动党吾花支部 47. 行动党 Puteri Wangsa Beladau 支部 83.行动党金泉路支部 116. 行动党万挠柏兰岭支部

12. 行动党金銮花园支部 48. 行动党Bunggo丨支部 84.行动党热带椰林支部支部 117. 行动党Green Park支部

3.行动党巴打拉必支部 49.行动党捕立倪达1支部 85.行动党PandamaranBaru支部 118.行动党双溪珠支部

行动党新街场支部 50.行动党Taman raya支音P 86.行动党峑尤丁宜支部 119.行动党Taman Wawasan支咅P
15. 行动党甘榜万家支部 51. 行动党皇冠城支部 87.行动党武吉甘蜜成功花园支部 120.行动党Pekan Rawang支部

16. 行动党直落加弄支部 52. 行动党美佳花园支部 88.行动党哥本苏丹支部 121 ■行动党Kampong Baru Luang支部

17. 行动党班达马兰巴刹支部 53. 行动党黄金花园支部 89.行动党Berek12支部 122.行动党Taman Bukit Rawang支部

18. 行动党直落玻璃支部 54. 行动党实兆远支部 90.行动党Lema丨支部 123.行动党Bandar Utama Gua
19. 行动党班达马兰第一区巴生支部 55. 行动党宝金花园支部 91.行动党Kelar支部 Musang支部

20. 行动党金泉支部 56. 行动党努萨英达支部 92.行动党甘旁亚齐支部 124.行动党士拉央国会联委会

21. 行动党五条路支部 57. 行动党巴硕伯打马北区支部 93.行动党红土坎支部 125.行动党哥打拉惹国会联委会

22. 行动党仁嘉隆支部 58. 行动党英丹再也2支部 94.行动党淡杯支部 126.行动党瓜拉冷岳国会联委会

23. 行动党巴生港口直落昂支部 59. 行动党奥玛路支部 95.行动党加叻支部 127.行动党巴生国会联委会

24. 行动党巴生公市支部 60. 行动党巴板路支部 96.行动党瓜拉力巴士支部 128.行动党雪州元老俱乐部

25. 行动党拉惹慕达慕沙路支部 61. 行动党慕达路支部 97.行动党力巴士支部 129.行动党峑吉里国会选区联委会

26. 行动党海关路支部 62. 行动党加央路支部 98.行动党地理望支部 130.行动党阿罗沙支部

27. 行动党仁嘉隆镇支部 63. 行动党兴楼支部 99.行动党安顺国会联委会 131.行动党麻坡联委会

28. 行动党吴福发路支部 64. 行动党吉胆岛支部 100.行动党半港渔村支部 132.行动党马哈拉尼支部

29. 行动党希望路19区支部 65. 行动党巴生快乐园支部 101.行动党池龙花园支部 133.行动党巴冬班底支部

30. 行动党士马兀路支部 66. 行动党三板头支部 102.行动党武吉丁宜支部 134.行动党沙登新村S19支部

31. 行动党毛立路支部 67. 行动党沙亚南太子园支部 103.行动党士古来支部 135.行动党甲洞卫星市支部

32. 行动党捕立倪达支部 68. 行动党万挠岭支部 104.行动党Kaw 3 Pandamaran支部 136.行动党东甲木阁支部

33. 行动党六里村支部 69. 行动党华景裕路支部 105.行动党巴生南区支部 137.行动党直凉支部

34. 行动党柔佛再也峑佳华理支部 70. 行动党美达江支部 106.行动党Pekan Telok支部 138.行动党丁加洛支部

35. 行动党柔佛再也罗斯美拉支部 71. 行动党哥打阿南沙支部

36. 行动党太平国会联委会 72. 行动党加埔社青团 (截全年7月千2吋的跃者名早）

陳德欽：13州議員联署

“火箭6部長卻不敢糾正”
(吉隆坡31日讯）马华副总会长拿督陈德钦同情 

行动党13州的州议员，敢于出来要求行动党部长反对 

在国民型小学马来文课程学习爪夷文，并展开大规模 

的签名行动；反观当了高官的行动党领袖，却躲在冷 

气房里唯命是从。

他说，行动议的州议员敢敢站出来反对，-再显 

示行动党当了官的国会议员无能，也显示这些州议员 

对他们的中央领袖大感不满，愤而出来反对，同时集

中人民的力量，签名反对。™

他在文告中指出，尽管在大选中获得华裔选民大 

力支持，在内阁里也拥有那么多的代表，但行动党6 

名内阁部长在爪夷文书法课题上，不敢在内阁纠正。 

与此同时，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不仅没有在部门内反 

对，竟然还一味为有关政策辩护，以及把责任推给前

他说，行动党已是执政党了，不要再装胡涂，更 

不要•脸无辜，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

“根据目前情况，当官的行动党领袖不是静静， 

就是为小学爪夷文单元护航。行动党当官不为民做 

主，不如告引咎辞职，回乡种田！”

劉鎮東：沒說過小題大作
(原文照登）

星;
洲日报》新闻操守何在？ 

我昨天（2019年7月29 

日）把我星期天晚上在巴生中华小学教学 

楼及综合礼堂落成典礼致辞所谈的，以讲 

稿形式发给媒体，题目为“文化自信与互 

信精神”。

非常遗憾的是，《星洲日报》的标题 

与新闻引言却无中生有，捏造出我讲稿中 

没有的字句，塞进我嘴里。

第一，我整篇讲稿和当晚的演讲没有 

用到“小题大作”四个字，但是《星洲日 

报》的标题却直接排版成“刘镇东：小题 

大做”：这根本是扭曲造假，把我根本没 

有说的话，强加在我名字之上，没有彰显 

新闻专业精神。

第二，纵观我的讲稿全文，除了没有 

用到“小题大做”四个字，就连意思都不 

存在。但是，《星洲日报》却在第…段引 

言以没有开关引号引用的的叙述方式，把 

小题大做加人我的文章语句之中，制造不 

实资讯。

为正视听，仅此复述被恶意篡改的那 

-段原文：

“最近关于爪夷文的喧闹，是令人遗 

憾的。民主社会里，不同意政府的任何决 

策，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不同的意 

见，要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而非建立在 

虚无的假消息和无知上：”

可是，《星洲日报》的引言却是这么 

写的：

“国防部副部长刘镇东指出，近R关 
于小学四年级需鉴赏‘爪夷文’而引起的 

喧闹…事，简a是小题大做，而且也令人 
感到遗憾，因为四年级国文课本有6页介绍 

‘爪夷’字母书法的艺术鉴赏，正与四年 

级华文课本中出现中文书法与学习文字历 

史来源也是一样的意思，如此而已。”

这段被改编过的新闻引言，截取文 

章中的两段文字放在一起呈现，后半段正 

确引述我的文章；但问题在于，《星洲日 

报》把完全没有出现在原文段落的文字直 

接加在两段原文当中，恶意扭曲我的原文 

意思。

任何负责任的媒体，除了不应该在没 
有掌握事实基础的情况下写新闻，更不应 

该恶意变形捏造不存在的故事。

这篇新闻用我真实的文章，包装假 

的、不存在的讯息，正是所谓的不实讯息 
(disinformation)，不仅内容有错误，而 

且是为了伤害特定对象；这比百分之百内 

容造假的假新闻更容易误导人。

我对于《星洲日报》如此恶意捏造 

新闻，违背新闻作业操守深感遗憾。在不 

实资讯充斥互联网空间的年代，传统媒体 

不需要也不应该和内容农场竞争假新闻市 

场。

国防部副部长刘镇东指他于7月29日，在巴生中华小学教学楼及综合礼 

堂落成典礼致词时没有用到“小题大作”，但是星洲日报的标题与新闻却 

把他讲稿中没有的这四个字放进文内与标题。经过内部查证，是有关主任 

在改稿时过度诠释所造成，并没有任何议程或恶意。

有关新闻在见报后对刘副部长所带来的困扰，本报谨此致以歉意。 

为了对刘副部长公平，本报今日还原其谈话，重新刊登其现场谈话， 

以及过后发给记者的演讲稿。

星洲日报向来要求主任和记者严格坚守新闻操守，对任何失误都会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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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性賊犯嫌顏
¥ 英然建議立法保護男性被批B

(八打灵再也31日讯） 

公正党上议员英然今日建议 

制定性骚扰法令，以保护男 

人免于受到女性诱惑而犯下 

性侵罪，其言论引起妇女和 

社运组织的不满，要求他撤 

回言论；妇女及家庭发展部 

副部长杨巧双也指其言论令 

人反感，应该向所有女性道 

歉0

英然今日在上议院会参与 

辩论2019年伊斯兰法律专业（联 

邦直辖区）法案时说，-些女性 

的举止会让男性受不了诱惑而犯 

错，导致他们受到法律惩罚。

“我要求部长提呈性骚扰法 

令，保护男性不要受到女性以行 

动、n语和衣著所诱惑，进而发 

生乱伦、性侵、性骚扰等。

“我们要求首相署负责掌管 

宗教事务的部长慕加希考虑推行

能够确保男性安全的法令， 

才会和平。”

国家

妇女组织表达不满

他的言论竟然获得上议院副 

主席阿都拉哈林的赞同，并回应 

说这是•个“好的观点'

无论如何，慕加希较后在总 

结时并没有回应英然的建议。

英然的观点引起妇女组织的 

不满和反击。

大马人民之声执行董事塞瓦 

多来沙米对于英然的言论感到震 

惊，并要求英然必须立即公开道 

歉，收回有关言论a.

“英然和其他同意他观点的 

人士必须出席性别平等和性别暴 

力的课程，才能结束在上议院的 

这场闹剧。”

他发文告说，英然的言论无 

异于倡导肇事者无罪论，反而是 

把责任推卸在受害人身上。

“让人同样感到震惊的是， 

上议院主席或其他与会的上议员 

没有立即谴责他^ ”

他说，-名上议员可以说出 

这番话，可见上议院内的上议员 

们在性别平等的暴力及性别歧视 

方面是充满无知和冷漠。

伊斯兰姐妹会和社会运动 

份子艾薇也呼吁英然，不要把男 

性的态度和行为归咎于女性的责 

任。
女性行动协会（AWAM )也 

投诉当局没有认真看待性骚扰的 

问题，甚至嘲笑投诉者。

杨巧双：
勿归咎女性衣著

杨巧双也发文告反驳英然 

的言论，呼吁所有人不要再归咎 

于受害者的衣著，即使一些女性 

包起全身，-些男性还是一样犯 

罪C

她说，-些案件中，受害者

是婴儿和小孩，他们不懂如何引 

诱男性，可是却惨遭毒手。

“上天没有制造出禽兽…般 

的男性，男性获得决定、思考和 

自我克制的权力。”

她说，不要再怪罪于受害 

人的衣著，许多女性也穿得很密 

实，还是成为性骚扰和性侵的目 

标。

“也有男性被其他男性性 

侵，这是什么诱惑？”

“我感到震惊的是，竟然在 

上议院会议讨论这件事，更甚者 

上议院副主席竟然同意。”

杨巧双说，对于发表这种令 

人反感的言论，正确的做法是向 

所有女性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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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大臣：人在國外

“沒^不葛藍眼會議”
(沙亚南31日讯）雪州大臣阿米 

鲁丁声称没有杯葛公正党的最高理事 

会议。

他说，过去他都有出席该党会 

议，最后-次出席是斋戒月期间的会 

议，但开斋节后的会议，他还在国外 

无法出席。

阿米鲁丁今日在雪州议会被记者 

询及有关他与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 

同时缺席公正党最高理事会议，是否 

有意杯葛时，如此回应:

询及阿兹敏力挺首相敦马哈迪任 

相满一届才卸任的立场，阿米鲁丁指 

他还未了解此事，他会着重于雪州发 

展的事务。

“我相信希盟的中央领导层在领 

导国家上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起 

为国家的未来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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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記者當律師皆因興趣

年

Text & Photo—黄健兴
轻时，我热爱英文写作，有一段时间几乎每月撰 

稿和提供照片给瑞±日内瓦世界基督教青年会 

(YMCA)耳关盟出版的《World Communique》杂志。1993 

年，英文报章《太阳报》在怡保设立办事处，我成了这家报 

章在怡保的先驱，开始跑新闻的生涯。
我当时主要报道法庭案件，也有采访政治、社会和意外 

新闻。当时行动党前主席卡巴星每次到来怡保都会联络我， 

我们在上庭前，-起在怡保火车站的马来茶档喝拉茶聊天。

国大党前国会下议院副议长维贞德兰11卷性爱录影带法 

庭案件开审，都是由我采访，他的代表律师是沙菲宜，就是 

现在替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进行辩护的那位资深律师。

我的其中一则独家新闻是《安娜与国王》在霹雳州拍摄 
期间，为骑马场面提供马匹的爱尔兰籍练马师遭提控收贿罪 

名，并轰动一■时。
由于对法律产生浓厚兴趣，我在45岁那年选读法律，让 

我掌握到这门专业s

那时候，我在吉隆坡《星报》集团行政单位担任执行

员，每天下班的塞车时段，我便驾车进人马大吃晚餐，接 

着到图书馆温习到晚上10时才回家。5年后，我终于考取到 

法律学位，2007年完成实习，但直到2011年放弃宣誓官的工 

作，我才正式成为执业律师。
2007年起，我转换跑道成为宣誓官，在执行任务上碰 

到最重大的事情是霹雳州再变天，民联于2008年308大选后 

执掌霹雳州，由拿督斯里莫哈末尼查出任州务大臣。相隔11 

个月，民联跨台，国阵重新上台。

尼查针对霹雳州政权和州务大臣职位闹双包一事人禀 
法庭，我前后共替他签署25项宣誓书，包括提呈高庭、 

上诉庭和联邦法院的宣誓书，-部分是从原有案 

件分岔出来的案件。 \
任职宣誓官4年，我义务帮助许多 一 *

贫穷家庭签署宣誓书，比如学生报 

读大学、遗失护照或护照有 

问题等，甚至遇到买下坟地 

却弄丟文件的死者家属上门求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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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创价学会打造池田和平公园的渊源是来自该会 

每两年一度的“和平之跑”办

▼巴生市议会决定将大草场792平方米的地段划分给马来西亚 

创价学会“领养”，打造以“和平”为主题的公园办良木园大草场是隶属巴生市议会管 

辖，不过马来西亚创价学会（SGM)自 

2005年起就在该处举办“和平之跑”， 

因此与巴生市议会协议，将部分操场地 

段开辟成“和平公园”。，

(巴生31日讯）巴生良木园设 

“池田和平公园”，是西马首个 

以“和平”为主题的公园！

池田和平公园就坐落于良木园大草 

场，即马来西亚创价学会雪兰莪州文化

II来西亚创价学会署理会长黄 

1德坤对《大都会》社区报指 

出，打造池田和平公园的渊源，来自于 

该会每两年一度的“和平之跑”，因 

“和平之跑”的起源地就在良木园大草 

场。

他说，举办“和平之跑”的宗行， 

是为了推广“和平由我开始”的理念， 

提升大众和平意识，并为和平发声。
“这个活动举办14年以来，迄今已 

累积约25万人次参与，包括雪州大臣、 

国州议员及民众。”

公园内设池 
田大作的巫英版 

本和平箴言。

胃合公园的落成，马来西亚 
归C创价学会将于9月8日（星期 

日）上午7时，在良木园大草场举办两 

年一度的“和平之跑”，预计将吸弓丨1 

万2000名和平爱好者参与。

黄德坤指出，配合“池田和平公 

园”的建设，今年的“和平之跑”活动

蕴含着更深

厚意义。 \ .

“活动开R 

跑时间是上午7 

时，不过参与者必须 
于清晨6时集合，以确保 

活动顺利进行。”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左四）在担任雪州行政议员时，曾出席 

和平之跑”右二为水务、土地及天然资源部部长希维尔。

植一排大树，和马来西亚创价学会雪兰 

莪州文化会馆前的大树相同，所以只要 

驶人该区，就会发现两排大树所形成的 

美景。

4回馈社会，马来西亚创价学会 

将承担公园建设和整修费用。
黄德坤说，公园美化T程于去年11 

月开始展开，如今已接近尾声；丁程包 

括重铺草地、设铁制长凳、闭路电视及 

种植花草等。

“值得•提的是，公园内的数 

棵大树都属于不同品种，如怀特红 
收木(Tristaniopsis whiteana )、鼠 

蒲桃（Syzygium gratum)及锡兰蒲桃

工程料10月底完工

“市议会也将提升大草场四周的沟 

渠，不只会将沟渠清理干净，也会为沟 
渠加盖。T.程将在8月中开始进行，预计 

耗时2个月，10月底就会完工：”

他说，“池田和平公园”为社区提 

供一个优美环境，让各族在公园内进行 

各类休闲活动与互相交流，希望各族人 

士可好好保护。

D -方面，巴生市议会鼓励私人企业 

3 “领养”交通圈和美化市区，以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如今宗教组织也加&阵

99 Speedmart有限公司也将塑料袋收费基 

金捐给巴生市议会；而巴生巨盟批发城也举 

办“巨盟爱巴生运动”、班达马兰、吉胆岛 

摄影作品展本墙及3DXliE|廊，还有巴生巨 

盟艺术坊X-PL0RE”
推广巴生旅游与美化市区的还有不少非 

政府组织，如今再加人马来西亚创价学会， 

不分你我•起为巴生献力，打造和平市区。

据了解，99 Speerlmart有限公司和巴生巨 

盟批发城•直以来与市议会保持紧密的合作 

关系，各别领养百家利交通圈与100号交通圈 

长达10年。_

马来西亚创价学会在 

“池田和平公园”装置4 

台闭路电视，以防范罪案 

发生。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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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解決管轄範圍混淆

着手處理選區劃分
(沙亚南31日讯）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表 

示，为解决土地局及地 

方政府管辖范围混淆问 

题，州政府目前已着手 

处理选区划分事务。

他在回答土团党 

轰埠区州议员沙勒胡丁 

针对上述两个部门管辖 

范围受到影响的口头提 

问时表示，他已针对该 

事向选举委员会做出反

映，选委会在接获反映 

后要求州政府提呈重组 

规划报告。

“不过，由于重组 

规划需展开研究工作， 

且涉及庞大资金，因此 

州政府将在2020年财政 

预算案中提呈讨论，以 

寻求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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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受邀出席登基大典。

口合"tit

妮惹
札理

I審
敏理

席
缺可

S我
受

此外， 

迪任相满

(沙亚南31日讯）公 

正党妇女组主席哈妮扎认 

为，若该党署理主席拿督 

斯里阿兹敏缺席党最高理 

事会会议的理由合理，就 

可以被接受s

她说，就算（阿兹 
敏）连续3次缺席会议，但 

只要给予的理由都是合理 

的，就不是什么问题。

她今日在州议会午休 

时段受询时说：“我当天 

也是因公务在身，不能由 

其他人代替处理，所以也 

缺席会议。”

至于是否担心阿兹敏 

遭纪律处分的问题，也是 

再也谷区州议员的哈妮扎 

则说，若党要采取行动， 

则一切需要依据党章行 

事

针4阿兹敏力挺首相敦马哈 

届才卸任的声明，她说阿兹 

敏身为部长表态支持，无需被政治化。

“现在现阶段最重要的是专注于国 

家的发展，我们必须给予正面支持和看 

法，这样民众才会有信心。”

针对土团党点名公正党主席拿督斯 
里安华不断胁迫马哈廸交出首相职务的 

说法，她表示，这是个人声明和个人自 

由，她无法阻止别人发声。

“作为人民代议士，我们支持和确 

保国家往正确轨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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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當律師皆因興趣
员，每天下班的塞车时段，我便驾车进人马大吃晚餐，接 

着到图书馆温习到晚上10时才回家。5年后，我终于考取到 

法律学位，2007年完成实习，但直到2011年放弃宣誓官的 

工作，我才正式成为执业律师。
2007年起，我转换跑道成为宣誓官，在执行任务上碰 

到最重大的事情是霹雳州再变天，民联于2008年308大选后 

执掌霹雳州，由拿督斯里莫哈末尼查出任州务大臣。相隔 

11个月，民联跨台，国阵重新上台。

尼查针对霹雳州政权和州务大臣职位闹双包一事人 
禀法庭，我前后共替他签署25项宣誓书，包括提呈 

高庭、上诉庭和联邦法院的宣誓书，一部分是 

从原有案件分岔出来的案件。
任职宣誓官4年，我义务帮助许 

多贫穷家庭签署宣誓书，比如 

学生报读大学、遗失护照 

或护照有问题等，甚至遇 

到买下坟地却弄丢文件的死 

者家属上门求助。

每你上 
个似的 
人曾花 
的相儿 
世识^ 
界又: 
都触惑

有摸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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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它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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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像 
世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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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 Photo—黄健兴 SnC€

年丨
‘轻时，我热爱英文写作，有一段时间几乎每月撰 

‘稿和提供照片给瑞土日内瓦世界基督教青年会 

(YMCA)联盟出版的《World Communique》杂志。1993 

年，英文报章《太阳报》在怡保设立办事处，我成了这家报 

章在怡保的先驱，开始跑新闻的生涯。
我当时主要报道法庭案件，也有采访政治、社会和意 

外新闻。当时行动党前主席卡巴星每次到来怡保都会联络 

我，我们在上庭前，-起在怡保火车站的马来茶档喝拉茶聊 

天。

国大党前国会下议院副议长维贞德兰11卷性爱录影带 

法庭案件开审，都是由我采访，他的代表律师是沙菲宜，就 

是现在替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进行辩护的那位资深律师。

我的其中…则独家新闻是《安娜与国主》在霹雳州拍 

摄期间，为骑马场面提供马匹的爱尔兰籍练马师遭提控收贿 

罪名，并轰动一■时。
由于对法律产生浓厚兴趣，我在45岁那年选读法律， 

让我掌握到这门专业。

那时候，我在吉隆坡《星报》集团行政单位担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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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女性賊犯雄挪
英然建議立法保護男性被批

«

ji 
; 

(八打灵再也31日讯）公正党 

上议员英然今日建议制定性骚扰 

法令，以保护男人免于受到女性诱 

惑而犯下性侵罪，其言论引起妇女 

和社运组织的不满’要求他撤回S 

论；妇女及家庭发展部副部长杨巧 

双也指其言论令人反感，应该向所 

有女性道歉_。

英然今日在上议院会参与辩论2019 

年伊斯兰法律专业（联邦直辖区）法案 

时说，一些女性的举止会让男性受不了 

诱惑而犯错，导致他们受到法律惩罚 

“我要求部长提呈性骚扰法令，保 

护男性不要受到女性以行动、言语和衣 

著所诱惑，进而发生乱伦、性侵、性骚 

扰等。”

“我们要求首相署负责掌管宗教事 

务的部长慕加希考虑推行能够确保男性 

安全的法令，国家才会和平”

妇女组织表达不满

他的言论竟然获得上议院副主席阿 

都拉哈林的赞同，并回应说这是一个“好 

的观点”。

无论如何，慕加希较后在总结时并 

没有回应英然的建议。

英然的观点引起妇女组织的不满和 

反击。

大马人民之声执行董事塞瓦多来沙 

米对于英然的言论感到震惊，并要求英然 

必须立即公开道歉，收回有关言论

“英然和其他同意他观点的人士必 

须出席性别平等和性别暴力的课程，才能 

结束在上议院的这场闹剧。”

他发文告说，英然的言论无异于倡 

导肇事者无罪论，反而是把责任推卸在受 

害人身上。

“让人同样感到震惊的是，上议院 

主席或其他与会的上议员没有立即谴责 

他'”

他说， '名上议员可以说出这番 

话，可见上议院内的上议员们在性别平等 

的暴力及性别歧视方面是充满无知和冷 

漠。

伊斯兰姐妹会和社会运动份子艾薇 

也呼吁英然，不要把男性的态度和行为归 

咎于女性的责任。
女性行动协会（AWAM )也投诉当 

局没有认真看待性骚扰的问题，甚至嘲笑 

投诉者。

杨巧双：勿归咎女性衣著

杨巧双也发文告反驳英然的言论， 

呼吁所有人不要再归咎于受害者的衣著，

即使…些女性包起全身，•些男性还是 

-样犯罪。

她说，一些案件中，受害者是婴儿 

和小孩，他们不懂如何引诱男性，可是 

却惨遭毒手。

“上天没有制造出禽兽-般的男 

性，男性获得决定、思考和自我克制的 

权力。”

她说，不要再怪罪于受害人的衣 

著，许多女性也穿得很密实，还是成为 

性骚扰和性侵的目标

“也有男性被其他男性性侵，这是 

什么诱惑？”

“我感到震惊的是，竟然在上议院 

会议讨论这件事，更甚者丨.议院副主席 

竟然同意。”

杨巧双说，对于发表这种令人反 

感的言论，正确的做法是向所有女性道 

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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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女性誘惑犯強姦罪
英然建議立法保護男性被批

(八打灵再也31日讯） 

公正党上议员英然今日建议 

制定性骚扰法令，以保护男 

人免于受到女性诱惑而犯下 

性侵罪，其言论引起妇女和 

社运组织的不满，要求他撤 

回言论；妇女及家庭发展部 

副部长杨巧双也指其言论令 

人反感，应该向所有女性道 

歉。

英然今n在上议院会参与 

辩论2019年伊斯兰法律专业（联 

邦直辖区）法案时说，•些女性 

的举止会让男性受不了诱惑而犯 

错，导致他们受到法律惩罚。

“我要求部长提呈性骚扰法 

令，保护男性不要受到女性以行 

动、言语和衣著所诱惑，进而发 

生乱伦、性侵、性骚扰等。

“我们要求首相署负责掌管 
宗教事务的部长慕加希考虑推行 

能够确保男性安全的法令，国家 

才会和f : ”

妇女组织表达不满

他的言论竟然获得上议院副 

主席阿都拉哈林的赞同，并回应

说这是1 “好的观点” 6

无论如何，慕加希较后在总 

结时并没有回应英然的建议。

英然的观点引起妇女组织的 

不满和反击。

大马人民之声执行董事塞瓦 

多来沙米对于英然的言论感到震 

惊，并要求英然必须立即公开道 

歉，收回有关言论。

“英然和其他同意他观点的 

人士必须出席性别平等和性别暴 

力的课程，才能结束在上议院的 

这场闹剧：”

他发文告说，英然的言论无 

异于倡导肇事者无罪论，反而是 

把责任推卸在受害人身上：

“让人同样感到震惊的是， 

上议院主席或其他与会的上议员 

没有立即谴责他5 ”

他说，一名上议员可以说出 

这番话，可见上议院内的上议员 

们在性别平等的暴力及性别歧视 

方面是充满无知和冷漠。

伊斯兰姐妹会和社会运动 

份子艾薇也呼吁英然，彳、'耍把男 

性的态度和行为归咎于女性的责 

任。

女性行动协会（AWAM )也

投诉当局没有认真看待性骚扰的 

问题，甚至嘲笑投诉者。

杨巧双：
勿归咎女性衣著

杨巧双也发文告反驳英然 

的言论，呼吁所有人不要再归咎 

于受害者的衣著，即使 '些女忭 

包起全身，•些男性还是一样犯 

罪3

^她说，•些案件屮，受害者 

是婴儿和小孩，他们不懂如何引 

诱男性，可是却惨遭毒手。

“上天没有制造出禽兽一般 

的男性，男性获得决定、思考和 

自我克制的权力。”

她说，不要再怪罪于受害 

人的衣著，许多女性也穿得很密 

实，还是成为忭骚扰和忭侵的n 
标。

“也有男性被其他男性性 

侵，这是什么诱惑？”

“我感到震惊的是，竟然在 

上议院会议讨论这件亨，更甚者 

上议院副主席竟然同意：”

杨巧双说，对于发表这种令 

人反感的言论，正确的做法是向 

所有女性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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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記者當律師皆因興趣

年

Text & Photo—黄健兴

轻时，我热爱英文写作，有一段时间几乎每月撰 

稿和提供照片给瑞士日内瓦世界基督教青年会 

(YMCA)耳关盟出版的《World Communique》杂志。1993 

年，英文报章《太阳报》在怡保设立办事处，我成了这家报 

章在怡保的先驱，开始跑新闻的生涯。
我当时主要报道法庭案件，也有采访政治、社会和意外 

新闻。当时行动党前主席卡巴星每次到来怡保都会联络我， 

我们在上庭前，-起在怡保火车站的马来茶档喝拉茶聊天。

国大党前国会下议院副议长维贞德兰11卷性爱录影带法 

庭案件开审，都是由我采访，他的代表律师是沙菲宜，就是 

现在替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进行辩护的那位资深律师。

我的其中一则独家新闻是《安娜与国王》在霹雳州拍摄 

期间，为骑马场面提供马匹的爱尔兰籍练马师遭提控收贿罪 

名，并轰动一■时。
由于对法律产生浓厚兴趣，我在45岁那年选读法律，让 

我掌握到这门专业。

那时候，我在吉隆坡《星报》集团行政单位担任执行

员，每天下班的塞车时段，我便驾车进人马大吃晚餐，接 

着到图书馆温习到晚上10时才回家。5年后，我终于考取到 

法律学位，2007年完成实习，但直到2011年放弃宣誓官的工 

作，我才正式成为执业律师。
2007年起，我转换跑道成为宣誓官，在执行任务上碰 

到最重大的事情是霹雳州再变天，民联于2008年308大选后 

执掌霹雳州，由拿督斯里莫哈末尼查出任州务大臣。相隔11 

个月，民联跨台，国阵重新上台。

尼查针对霹雳州政权和州务大臣职位闹双包一事人禀 
法庭，我前后共替他签署25项宣誓书，包括提呈高庭、 

上诉庭和联邦法院的宣誓书，-部分是从原有案 

件分岔出来的案件。
任职宣誓官4年，我义务帮助许多 

贫穷家庭签署宣誓书，比如学生报 

读大学、遗失护照或护照有 

问题等，甚至遇到买下坟地 

却弄丟文件的死者家属上门求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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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好
 

每
个
人
的
世
界
都
有
不
同
，
但
这
些
故
事
里
的
世
界
，I

定
是
你
似
曾
相
识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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