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langor
selenggara
melalui
Skim CERIA:
MB Selangor
Shah Alam: Program berteru-
san mengenai kesedaran kesela-
matan lif harus dipertingkatkan
kepada orang ramai, terutama
penduduk di kawasan Projek Pe-
rumahan Rakyat (PPR).
Presiden Persatuan Keselama-

tan dan Kesihatan Pekerjaan Ma-
laysia (MSOSH), Khairuddin Hai-
ran, berkata ini kerana lif di PPR
diketahui sentiasa berdepan ma-
salah vandalisme dilakukan se-
setengah penduduk tidak ber-
tanggungjawab.
“Ia menyebabkan penduduk

lain juga terkesan dengan lif
yang tidak sempurna dan tidak
selamat digunakan. MSOSH
menggesa masyarakat di PPR le-
bih cakna dengan kepentingan
keselamatan penggunaan lif un-
tuk kepentingan bersama.
“Walaupun ada pihak cuba tu-

ding jari kepada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dan kontraktor,
program berterusan perlu dibuat
agar matlamat menyedarkan ma-
syarakat dapat dicapai sebelum
ada kes kehilangan nyawa,” ka-
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se-
malam.
Beliau berkata, MSOSH berse-

dia membantu Dewan Bandaraya
Kuala Lumpur (DBKL) serta PBT
lain dan Jabatan Keselamatan
dan Kesihatan Pekerjaan (JKKP)
dalam aspek pengurusan kesela-
matan dan kesihatan pekerjaan
(KKP).
Katanya, ia merangkumi kon-

traktor, penyelaras KKP, Badan
Pengurusan Bersama (JMB) ka-
wasan perumahan serta kakita-
ngan DBKL dan PBT lain, selain
pengauditan pihak ketiga dan
anugerah KKP dalam kalangan
PBT.
Sementara itu,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ketika
ditemui pemberita, di sini, sema-
lam, berkata semua lif di kawa-
san pangsapuri kos rendah dan
sederhana di Selangor diseleng-
gara serta dibaik pulih menerusi
Skim CERIA sejak 2009.
“Ini usaha kerajaan negeri

yang memandang serius isu ke-
selamatan penduduk di kawasan
perumahan bertingkat. Kerajaan
negeri tubuhkan Skim CERIA
untuk selenggara lif. Walaupun
tidak semua, saya percaya ba-
nyak lif sudah diganti melalui
skim ini,” katanya.
Mengenai kejadian empat pe-

ngunjung Kompleks Agama Ban-
dar Baru Kuala Selangor terpe-
rangkap hampir 30 minit dalam
lif pada Jumaat lalu, beliau ber-
kata, lif di situ di bawah seleng-
garaan Kementerian Perumahan
dan Kerajaan Tempatan.
“Premis berkenaan milik Ke-

rajaan Persekutuan, jadi lif di ba-
wah tanggungjawab kementerian
terbabit,”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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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ijaya lancar Seiring Residensi 
Titijaya Land Bhd melancarkan 
Seiring Residensi, iaitu fasa per-
tama projek bandar baharu yang 
dibangunkan di Damaisuria, 
Bukit Subang di Shah Alam.

Seiring Residensi dengan ang-
garan nilai pembangunan kasar 
(GDV) sebanyak RM677 juta, 
membabitkan pembinaan apart-
men khidmat yang direka khu-
sus untuk memenuhi gaya hidup 
mewah dan elegan. 

Terdiri daripada empat men-
ara, Seiring Residensi menawar-
kan pilihan unit kediaman ber-
saiz daripada 668 kaki persegi 
kepada 972 kaki persegi, dengan 
dilengkapi empat bilik. 

Menara pertama Seiring Resi-

densi (Tower A) sudah dilancar-
kan baru-baru ini dan ia mer-
angkumi sejumlah 370 unit.

Menampilkan susun atur 
moden dan praktikal, ruangan 
berkenaan direka bentuk bagi 
memenuhi gaya hidup penghuni 
bandar Subang.

Pengarah Eksekutifnya, Char-   
maine Lim Puay Fung, berkata 
Seiring Residensi terdiri dari-
pada rekaan lebih teliti dengan 
idea inventif (berdaya cipta).

“Ia direka untuk setiap pemi-
lik rumah daripada mereka yang 
tinggal seorang diri sehingga ke-
pada mereka yang sudah berke-
luarga. 

“Melalui kemudahan pendi-

dikan, perkhidmatan, perunci-
tan dan hiburan yang terletak 
berhampiran projek berkena-
an, pembangunan itu dijangka  
dapat memenuhi keperluan ga- 
ya hidup terbaik buat generasi 
masa depan,”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Damaisuria adalah projek 
pembangunan hartanah baharu 
bersepadu oleh Titijaya di Bukit 
Subang.

Dibangunkan dalam empat 
fasa, Damaisuria dijangkakan 
memiliki nilai pembangunan 
kasar (GDV) sebanyak RM1.59 
bilion. Manakala, Tower A Sei-
ring Residensi dijangka memili-
ki GDV sebanyak RM168 juta.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Kota Damansara, Shatiri Mansor melancarkan Seiring Residensi sambil 
diperhatikan Pengarah Urusan Kumpulan Titijaya Land Bhd, Tan Sri Lim Soon Peng di Shah Alam baru-baru 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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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lajar cemerlang kenang jasa arwah bapa

Nor Syaqira bersama ibu, Nor Aini Abdul Rahman serta adiknya pada Majlis
Konvokesyen MSU Ke-25, kelmarin.

Shah Alam: Walaupun sedikit
terkilan kerana arwah bapanya
tidak sempat menghadiri majlis
konvokesyennya, jasa serta peng-
orbanan sentiasamenjadi ingatan
serta panduan untuk graduan ce-
merlang Management and Scien-
ce University (MSU), Nor Syaqira
Raai, 23.
Nor Syaqira berkata, bapanya,

Raai Hassan, 55, yang meninggal
dunia April lalu akibat sakit jan-
tung sentiasa menyokongnya se-
panjang tempoh pengajian di
MSU.
“Saya menamatkan latihan in-

dustri di AIA Berhad pada Ja-
nuari dan pada Februari, saya di-
serap masuk sebagai kakitangan
tetap di syarikat itu.
“Ayah begitu gembira apabila

saya menerima tawaran sebagai
kakitangan tetap kerana menu-

rutnya syarikat berkenaan adalah
syarikat yang bagus dan dia amat
berbangga apabila menceritakan
kepada kawannya.
“Terima kasih ayah kerana

sentiasa menyokong kak yong
dari kecil hingga kini dan ber-
jaya menggenggam segulung
ijazah yang ayah amat bang-
gakan,” katanya ketika ditemui
pemberita selepas Majlis Kon-
vokesyen MSU Ke-25, kelma-
rin.
Graduan Sarjana Muda Un-

dang-Undang dan Perdagangan
itu menjelaskan, walaupun ba-
panya hanya seorang pemandu
teksi dan tidak dapat memberi-
kan kemewahan kepadanya dan
adik, beliau bersyukur kerana
bapanya seorang yang sangat pe-
nyayang.
Dua adiknya juga kini turutme-

lanjutkan pengajian masing-ma-
sing di MSU.
Katanya, sepanjang tempoh pe-

ngajian, bapanya setia menghan-
tar dan mengambilnya dari kam-
pus untuk pulang ke rumah di
Petaling Jaya setiap hujungming-
gu.
“Alhamdulillah, saya menda-

pat bantuan daripada Lembaga
Zakat Selangor (LZS) untuk yu-
ran pengajian serta sedikit wang
perbelanjaan harian.
Justeru, ayah dan emak tidak

perlu mengeluarkan wang yang
banyak sepanjang tempoh penga-
jian,” katanya.
Nor Syaqira juga adalah pe-

nerimaAnugerahAkademik apa-
bila muncul pelajar terbaik da-
lam kursusnya dengan memper-
oleh Purata Gred Semesta (GPA),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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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AAF2019 tarik 10,000 pengunjung 
SHAH ALAM - Tourism Selangor 
berjaya menarik 10,000 pengun-
jung sempena Festival Kesenian 
Pribumi Antarabangsa Selangor 
(SIAAF) 2019 yang diadakan di Ta-
man Botani Negara di sini kelma-
rin. 

Pengerusi Tetap, Kebudayaan, 
Pelancongan, Peradaban & Wa-
risan Adat Melayu, Datuk Abdul 
Rashid Asari berkata, pengajuran 
festival edisi kelima itu bertujuan 
memberi pendedahan tentang 
kepelbagaian budaya dan etnik 

masyarakat Orang Asli. 
Katanya, acara yang berlang-

sung selama dua hari itu dianjur-
kan sempena Hari Antarabangsa 
Pribumi Dunia pada bulan Ogos 
setiap tahun. 

"Kami mahu para pengunjung 
bukan sahaja dapat melihat tetapi 
merasai sendiri bagaimana cara 
hidup dan mempelajari budaya 
Orang Asli. 

"Dengan mempromosikan bu-
daya dan mewujudkan kesedaran 
mengenai Orang Asli, ia bukan 

hanya membantu menarik pelan-
cong ke negera ini, tetapi dapat 
membantu masyarakat pribumi 
dari segi ekonomi," katanya ketika 
berucap pada Majlis Perasmian 
SIAAF 2019 di Taman Botani Ne-
gara di sini kelmarin. 

Terdahulu, Raja Muda Selangor, 
Tengku Amir Shah berkenan ber-
angkat merasmikan SIAAF 2019. 

Acara itu turut disertai kaum 
pribumi dari beberapa negara 
Afrika, Korea Selatan, Indonesia, 
Sri Lanka dan Taiwan. 

I TNUMJ AMIK (tengah) mencuba Cekrinoj iaitu permainan IQ 
masyarakat Orang Asli ketika melawat pameran Festival Kesenian 
Pribumi Antarabangsa Selangor 2019 di Taman Botanik Negara, 
Shah Alam kelm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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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Hasan mahu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bertindak tegas terhadap 
semua papan tanda dan iklan yang ditulis dalam bahasa asing. 

Pantau papan tanda guna bahasa asing
SHAH ALAM - Majlis Pe-
rundingan Melayu (MPM) 
menuntut pihak berkaitan 
termasuk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bertindak 
tegas terhadap semua pa-
pan tanda dan iklan di 
negara ini yang ditulis 
dalam bahasa asing.

Setiausaha Agungnya, 
Datuk Dr Hasan Mad ber-
kata, peraturan telah ter-
maktub bahawa bahasa 
kebangsaan perlu diguna-
kan pada papan tanda dan 
iklan yang dipaparkan ke-
pada masyarakat awam 
dan tempat-tempat awam. 

“Dalam semua tindakan, 
setiap warganegara Malaysia 
wajib memuliakan dan 
mendahulukan segala 
pemikiran, gagasan dan 
tindakan melalui bahasa 
kebangsaan jika benar-benar 
dia seorang warga negara 
yang mendapat status itu 
berasaskan Perlembagaan 
Persekutuan dan segala 
undang-undang kerakyatan 
yang terbit daripadanya. 

“(Namun) ke mana 
sahaja kita berada kini, 
negara ini ‘disimbah’ amat 
luas dengan papan tanda 
dan iklan dalam bahasa 
asing yang terang-terang 

melanggar dan memus-
nahkan undang-undang 
mengenai bahasa kebang-
saan negara terutama Per-
lembagaan Persekutuan 
dalam Perkara 152,” kata-
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di sini semalam.

Dr Hasan berkata, lebih 
buruk lagi papan tanda 
tersebut berada dalam 
kawasan bidang kuasa PBT 
dengan bebas tanpa 
dikenakan hukuman.

“Akta Kerajaan 
Tempatan  1976 dan 
Undang-Undang Kecil 

Gar i s  Panduan 
Perancangan Papan Iklan 
Luar tahun 2009 amat jelas 
menetapkan kaedah serta 
kuat kuasa melalui Jabatan 
Perancangan Bandar dan 
Desa Semenanjung 
Malaysia, Kementerian 
Perumahan dan Kerajaan 
Tempatan. Garis panduan 
ini mensyaratkan setiap 
papan iklan hendaklah 
menggunakan bahasa 
Melayu sama ada dengan 
sepenuhnya atau bersama-
sama dengan mana-mana 
bahasa lain,”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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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kan Islam turut mohon
Mahu dapatkan 

sijil susulan 
permintaan tinggi 

produk halal

MOHD RIDZUAN ABU HASSAN

HULU SELANGOR

P ermintaan tinggi terha-
dap produk halal di pa-
saran tempatan dan luar 

negara mendorong ramai 
pengusaha bukan Islam turut 
memohon mendapatkan sijil 
halal.

Exco Perumahan dan Ke-
hidupan Bandar Selangor, Ha-
niza Mohamed Talha berka-
ta,  daripada sejumlah 
permohonan yang diterima, 
hanya 20 peratus daripada ka-
langan pengusaha Islam.

Justeru katanya, pengusaha 
termasuk usahawan mikro di-

Haniza (dua dari kiri) melawat tapak jualan selepas merasmikan Halal Fest di 
Masjid As-Salam Bukit Sentosa kelmarin.

saran berbuat demikian bagi 
merebut peluang produk me-
reka menembusi pasaran luar 
negara.

“Sijil halal yang dikeluarkan 
negara kita diiktiraf dan dipe-
rakui di 45 negara. Antara ne-
gara yang banyak mengimport 
produk halal adalah China, 

Singapura, Amerika Syarikat 
serta Jepun.

“Produk halal bukan hanya 
makanan tetapi merangkumi 
kosmetik, bahan mentah, pen-
jagaan diri, ubat-ubatan dan 
banyak lagi.

“Dulu bila ke luar negara 
memang susah nak dapatkan 

produk halal tetapi sekarang 
sudah berbeza kerana produk 
halal mendapat permintaan 
tinggi di seluruh dunia,” kata-
nya ketika berucap merasmi-
kan Halal Fest di Masjid As-
Salam Bukit Sentosa kelmarin.

Beliau berkata, pihaknya 
menganjurkan beberapa siri 
bengkel bagi membantu usa-
hawan mikro di kawasan ban-
dar mendapatkan sijil halal 
sekali gus mengembangkan 
pasaran produk masing-
masing.

Sementara itu, pengarah 
program yang juga Pengerusi 
Persatuan Ekonomi Ummah 
Bukit Sentosa, Azhar Ahmad 
berkata, festival julung kali itu 
menghimpunkan usahawan 
produk halal seluruh negara 
bagi memperkenalkan produk 
mereka kepada masyarakat.

Menurutnya, halal tidak 
terhad kepada makanan se-
mata-mata sebaliknya merang-
kumi segala aspek kehidupan 
seh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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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engue 
Cases and fatalities nationwide have increased almost twofold during first 
seven months, with Selangor recording 42,700 cases and 36 deaths.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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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METRO, MONDAY 5 AUGUST2019 People

Khalvin Alfred, Hamdan Mat Dahari and Fadzli Azimudin f rom the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Services Department 
showing a close-up of a mosquito trap. — Photos; Filepic 

By STARMETRO TEAM 
metro@thestar.com.my 

THE increase in dengue cases 
nationwid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year is at an alarming number. 

At the end of July, there were 
75,913 cases with 111 fatalities 
against 40,320 cases with 66 death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More than half of all dengue 
cases was recorded in Selangor 
with 42,700 cases including 36 
deaths. 

Petaling Jaya has seen a 
significant spike with an almost 
300% increase in cases. 

Up to Week 29, there were 4,349 
cases compared to only 1,572 last 
year. No deaths were recorded this 
year. 

Bukit Gasing assemblyman Rajiv 
Rishyakaran said he has five 
mosquito magnets which he loans 
to neighbourhoods in his 
constituency when there is a 
dengue outbreak. 

"This magnet functions like a 
vacuum cleaner. It emits carbon 
dioxide which attracts mosquitoes. 
We could easily trap thousands of 
mosquitoes at one go and this 
method has proven effective. 

"I loan it to neighbourhoods with 
new outbreaks and it helps reduce 
cases and from being a dengue 
hotspot area." 

Amp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president Datuk Abdul Hamid 
Hussain said 3,055 cases were 
reported as of July 25 with four 
deaths. 

The weather, he said, was one of 
th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rise 
in dengue cases. 

"We also found out that there is 
a new breed of mosquitoes that are 
more resistant to the chemicals 
used in fogging." 

Kaj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j) 
recorded 6,021 cases with eight 
deaths at Week 29. 

"The Hulu Langat district ranks 
third highest in Selangor, with 
8,220 accumulated cases involving 
12 deaths as of Week 29," said 
MPKj president Datuk Rosli 
Othman. 

This marks a 236.4% increase 
compared to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with 3,477 cases. 

Following its listing in the 
Malaysia Book of Records for its 
kindergarten syllabus on dengue 

PJ records 300% 
dengue increase 
Selangor authorities worried as more than half of 
nationwide cases have occurred in the state 

prevention, the Sepang Municipal 
Council (MPSepang) will introduce 
a similar programme for primary 
school pupils. 

Launched in 2017, MPSepang 
Health and Environment 
Department director Kuzaini 
Hamidon said the Taska Free 
Aedes syllabus has reached 128 
kindergartens. 

Sepang District Health Office 
vector unit head Dr Hirman 

Mohamed said as of Week 29, the 
district recorded 1,662 cases. 

Those aged between 20 and 39 
are the most to be infected with 
dengue from January to July 27 
this year in Klang.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Health Department director Azmi 
Muji said until July 27, there were 
8,636 cases, an increase of 2,518 
cases. 

"Of the number, 5,440 were 

youths," he said. 
Azmi said those aged between 

19 and 24 leave for college or uni-
versity early in the morning. 

Others below 39 years are those 
leaving for work at 6am when 
they are likely to be more exposed 
to mosquitoes. 

In Shah Alam the numbers 
dropped slightly this year. 

Until June a total 7,222 cases 
were recorded while it was 7,700 

Banners at dengue outbreak areas are a common sight in many parts of the Klang V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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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METRO, MONDAY 5 AUGUST2019 People 5 

An MPS worker conducting larvaciding at a neighbourhood 

MPS Health 
Department 
personnel 
fogging a 
neighbourhood. 

An MPKj 
search-and-
destroy 
programme in 
progress. 

In response to the dengue rise, residents in Subang Jaya had a gotong-royong to clean up their neighbourhood. 

cases last year. 
"Although there was a 12% drop 

in cases, there have been four 
deaths as of July," said Shah Alam 
City Council corporate communi-
cations head Shahrin Ahmad. 

Selayang Municipal Council 
(MPS)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Department deputy director 
Ahmad Fauzi Ishak said two 
deaths were reported so far in 
Bandar Tasik Puteri in Rawang 
and Kampung Kerdas in Gombak. 

In the Subang Jaya municipality, 
5,831 dengue cases have been 
recorded until July 27. 

In Kuala Lumpur,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e of 142%. 

As of July 31 last year there 
were 3,608 cases but 8,748 cases 
recorded this year. 

Also, four deaths were recorded 
this year and 11 last year. 

Some 113 hotspots were identi-
fied too. 

The more serious areas were 
Desa Pasifik near the KL-Ampang 
border and Pelangi Indah condo-
minium, off Jalan Sultan Azlan 
Shah. 

The dengue outbreak lasted for 
79 days in Desa Pasifik with 91 
cases while the outbreak at 

Pelangi Indah condominium was 
prolonged over 77 days where 20 
cases were reported. 

Kuala Lumpur City Hall (DBKL) 
Health Department senior deputy 
director Umi Ahmad said 
unattended land which were 
turned into illegal rubbish 
dumping grounds were common 
mosquito breeding sites. 

Up north and down south 
Perak has recorded a 4.3% 

increase in dengue cases. 
Based on the state Health 

Department website, 1,813 cases 
were recorded as of July 20 this 
year with three deaths, while last 
year there were 1,739 cases with 
also three deaths. 

The report said Taman 
Semaraki in Taiping was 
categorised as an uncontrolled 
outbreak and various measures 
have been taken to contain it. 

Dengue cases in Negri Sembilan 
in the first seven months of this 
year have increased by almost 
80% with 1,404 cases and seven 
deaths. 

State health director Datuk Dr 
Zainuddin Mohd Ah said 785 cases 

with two deaths were reported 
during the corresponding period 
last year. 

Despite the increase, in recent 
weeks, it has been on a decline. 

Dr Zainuddin said 34 cases were 
reported in Week 30 of this year 
as against 43 in Week 29 and 59 in 
Week 28. 

On a positive note, Melaka 
recorded zero dengue cases since 
last week. 

State Health and Anti-Drug 
Committee chairman Low Chee 
Leong said 16,000 male mosqui-
toes were released last month to 
destroy the Aedes Aegypti species. 

"We used to get one case daily 
during peak periods. We thank 
these 'Romeo' mosquitoes for 
doing their job although it is still 
too early to gauge the success of 
the sterile insect technique (SIT)." 

Low said before SIT, Kota 
Laksamana was one of the areas 
with a high number of dengue 
cases. 

"Sterile males were released at 
the Kota Laksamana Apartment 
area in Phase I. A total of 65,000 
male mosquitoes would be freed 
in stages to mate with females to 
reduce the population." 

Dengue cases and deaths until 
week 30, July 27 in Malaysia 

• . . 

' Cases v 

States 2018 2019 

Selangor 22,918 (18) 42,700 (36) 
Kuala Lumpur/ Putrajaya 3,698 (6) 9,369 (6) 
Johor 3,252 (9) 6,373 (17) 
Penang 2,695 (3) 3,258 (8) 
Sabah 1845 (15) 3,050 (15) 
Kelantan 590 (1) 2,549 (3) 
Perak 1782 (4) 1,903 (4) 
Negri Sembilan 785 (2) 1,404 (7) 
Melaka 326 (0) 1,264(5) 
Kedah 1180 (3) 1,158 (4) 
Pahang 531 (2) 1,119 (4) 
Sarawak 307 (1) 1,118 (1) 
Terengganu 186 (2) 384 (1) 
Perlis 157 (0) 238 (0) 
Labuan 68 (0) 26(0) 
Total 40,320 (66) 75,913 (111) 

Note: () number of deaths ©The Star Grap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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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students to be sustainability envoys 

Students preparing plastic bottles to be 
transformed into furniture in the EcoBrick 
activity. 

By JEGATHISWARY SUNDRAM 
metro@thestar.com.my 

STUDENTS from two schools in Ampang 
learned how plastic bottles could be reused 
at a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workshop. 

In the 'EcoBrick' activity, they packed the 
bottles with plastics so they could be reused 
as tables and chairs. 

Twenty students from SMK Tasek Permai 
and SK Lembah Jaya participated in the 
workshop which is held annually in schools 
around Ampang to educate students on recy-
cling as well as the importance of preserving 
the environment. 

"Children are the leaders of the future and 
have the power to change Malaysian land-
scapes," said Malaysian Sustainable 
Environment Association chairman Rashdan 

Rashid who organised the workshop. 
He said "EcoBrick' is an alternative way to 

repurpose bottles and plastic instead of 
allowing them to end up in landfills. 

The workshop is one of the initiatives by 
the association to raise awareness among 
children on the importance of maintaining 
and preserving the environment. 

Rashdan said the association wants 
Selangor to be a benchmarklor other states 
in Malaysia. 

"We want students from these schools to 
be icons and ambassadors for this effort," 
said Rashdan. 

State Housing and Urban Living 
Committee chairman Haniza Mohamed 
Talha said the well-being of city residents 
should be a priority. 

"We need to empower the community to 

have a sense of belonging by caring for prop-
erty, space and shared facilities. 

"They need to have a sense of responsibil-
ity to the community and their place of resi-
dence. 

"Hence, such programmes can educate 
children in understanding their responsibili-
ties," added Haniza. 

Haniza (seated, 
centre) says the 
workshop will 
educate students 
to be responsibl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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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WITHOUT BORDERS  

ROYAL VISIT ... Tengku 
Permaisuri Selangor,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kin being briefed 
on the activities at an 
‘Adopt a Cat’ and ‘Car Free’ 
carnival organised by the 
Shah Alam City Council in 
Dataran Kemerdekaan 
yesterday. – BERNAMAPIX

B40 healthcare age 
eligibility reduced

TEMERLOH: The age limit for the 
Healthcare Protection Scheme for low-
income B40 group (PeKa B40) has been 
reduced from 50 to 40, said Health Minister 
Datuk Seri Dr Dzulkefly Ahmad.   

He said the decision was made at a recent 
post-Cabinet meeting as only 40,119 
individuals aged 50 and above have been 
utilising the facility nationwide compared to 
the 800,000 targeted.  

The reduction in age would enable more 
people, especially from the low-income 
group, to use the health screening facility and 

oExpanding targeted 
group will benefit more from 
low-income category: Health 
minister

PH still in good 
shape, says 
Khalid

KUALA LUMPUR: Despite internal strife in 
PKR and a sex video controversy, the 
government remains stable, said Federal 
Territories Minister Khalid Abdul Samad. 

“Despite all the problems we inherited, we 
have brought stability on many fronts. 
Otherwise, institutions such as Tabung Haji, 
Felda and KWAP (Retirement Fund 
Incorporated) would have collapsed.” 

He said Pakatan Harapan (PH) had also put 
an end to the 1Malaysia Development Bhd 
scandal, and was already working to recover the 
losses and to minimise the negative impact.  

“We are re-instilling faith in the economy 
and confidence among investors,” he added. 

“I think we have done reasonably well. 
Obviously, there still is room for improvement. 
Rome was not built in a day.  

“You’ll have to give us more time,” he said 
after flagging off the KL Car Free Morning 
yesterday. 

He was responding to questions about the 
troubles within PKR and how PH would be 
affected.  

On the transition of power from Prime 
Minister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to PKR 
president and Port Dickson MP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Khalid said it was a matter for 
the PH presidential council to decide. 

“(There are) people who are trying to rock 
the boat. This is a matter to be decided 
internally. We decided that Mahathir would be 
prime minister if we won the elections and we 
agreed that Anwar would eventually replace 
him.” 

“It is also the council president who will 
decide the most suitable time for a transition. 
These things a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t our 
monthly meetings,” he added. 

Khalid, who is Parti Amanah Negara 
communications director, said there was no 
need for the transition issue to be discussed 
externally. 

“The issue of the transition, the appointment 
of the prime minister, when Mahathir will step 
down, when Anwar comes, what happens after 
that … these are all in the portfolio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 

“It is not going to be decided by just one 
party. It will be decided together,” Khalid added. 

Deputy Prime Minister Datuk Seri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is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

█ BY ELLY FAZANIZA 
newsdesk@thesundaily.com

get treatment, Bernama reported. 
“The total allocated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eKa B40 pilot 
project, which began in April, was RM100 
million for 800,000 individuals, but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took up the health 
screening is still low. 

“We still have a considerable amount of 
allocation to spend before receiving the new 
provision, causing us to reduce the age limit 
so that more people can enjoy it without any 
financial implications,” he told a press 
conference yesterday after launching the 
‘Kampungku Sihat’ programme in Kampung 
Padang Lalang, which was also attended by 
Deputy Works Minister Mohd Anuar Mohd 
Tahir, who is also Temerloh MP, and Pahang 
Health director Datuk Dr Sha’ari Ngadiman. 

Dzulkefly said Sarawak had the highest 
number of people using the facility (9,852), 
followed by Kedah (6,324), Penang (4,582) 
and Perak (4,209).  

Asked if the government intended to 

compel those of a certain age to undergo 
health screening, Dzulkefly said the 
government had taken initiatives by working 
with related parties, including the media, to 
spread awareness on the programme’s 
benefits. 

“We want people to have that self-
awareness to do health checks.  

“I can impose a lot of prohibitions or make 
them mandatory, but the main thing in 
health is self-awareness as well as parents 
setting a good example,” he said.  

On the “Kampungku Sihat” programme, 
Dzulkefly said Prime Minister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had agreed that the 
programme be expanded nationwide to 
foster a culture of good health practice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He sai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gramme would raise awareness and 
reduce 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such as 
diabetes, hypertension and heart disease 
among Malaysians.

PKR division chiefs back Anwar 
as next prime minister
PETALING JAYA: All 198 PKR 
division chiefs nationwide 
yesterday expressed support for 
party president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to be the next 
prime minister, despite reports 
of infighting within the party. 

In a joint press conference, 
the division chiefs said they felt 
compelled to express their 
support for Anwar to lead the 
party. 

“We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reaffirm our 
support for Anwar to lead the 
party and be the next prime 
minister. This is our initiative to 
show that we are loyal to Anwar 
and he is the best candidate to 
replace Mahathir as prime 
minister. 

“Our support also clearly 
shows that PKR is united under 
Anwar. It also clears the air that 
the party is (not) breaking up,” 
said Kangar chief Noor Amin 
Ahmad yesterday. 

“We are loyal and ready to 
wait,” he added. 

Noor Amin also said the 
majority of PKR members are 

confident that Anwar will take 
over as prime minister as agreed. 

He said this was because it 
was an agreement committed by 
Prime Minister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and all parties should 
respect and honour the 
agreement. 

“Our belief is based on the 
goo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me minister, deputy prime 
minister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and Anwar,” said Noor 
Amin. 

The show of support from 
PKR leaders is believed to be a 
move to close ranks within the 
party after a series of reports of 
infighting mainly between 
Anwar and PKR deputy 
president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On July 29, Mohamed Azmin 
Ali backed Mahathir to see out 
his full term as the country’s 
prime minister. 

His statement echoed that of 
PAS president Datuk Seri Abdul 
Hadi Awang, who said the party 
and Umno would work to keep 
Mahathir as prime min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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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M’SIAN FOOD ATTRACTION 
BEIJING: Promoting Malaysian food in 
China is among efforts to attract 
tourists to visit Malaysia. Director of 
Tourism Malaysia in China Zalizam 
Zakaria said the uniqueness and wide 
variety of Malaysian food was one of 
the key attractions for tourists from 
China. “It’s proven that the Chinese, 
especially from Beijing, love Malaysian 
food. This is based on a survey done by 
us. Going on here now is the Malaysian 
Food Campaign with satay, laksa 
peranakan, nasi minyak and durian 
goreng among more than 30 delights 
served throughout a one-week 
campaign. –  Bernama 
 
JOHOR MB SAYS SORRY 
JOHOR BARU: On behalf of the Johor 
government, Mentri Besar Datuk Dr 
Sahruddin Jamal yesterday offered an 
apology to the people of Pasir Gudang 
who were affected by air pollution in 
the area since June 20. He said there 
was indeed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addressing the incident. “As the head of 
the state government, I humbly 
apologise to the people of Pasir 
Gudang and pledge to work on 
overcoming our weaknesses,” he said at 
a town hall session. Sahruddin said the 
state government had already taken 
various measures to ensure all affected 
residents received proper protection 
and to ensure the safety and health of 
students. – Bernama



(吉隆坡4曰讯）
吉打和彭亨喜迎小 
组首胜，雪兰莪遭 
土地发展局联逼 
平。

2019年马来西亚 

杯足球赛在昨曰继 
续展开小组赛首轮赛事的比 
拼，客场作战的“红鹰”吉打 
凭著罗德里戈（第4分钟）、沙 
吉尔汉扎（第72分钟）和鲍曼 
(第83分钟）的建功，以3比1 

击败森美兰；森州由菲利斯达 
尼尔在第78分钟打入一球。

“大象”彭亨在主场以3比1 

逆转击败“黑豹”槟城取得开 
门红。博塔罗在第51分钟为客 

队先拔头筹，不过主队外援迪 
克森在8分钟后罚球扳平，苏马 
雷斯（第66分钟）和穆斯林阿 
末（第84分钟）各下一城，助 
彭亨队实现逆转。

八打灵再也市球会与霹雳经 
济发展局展开苦战，2队分别有

大象逆轉黑豹

紅鷹園
亨利奎（第12分钟）和桑多瓦 

尔（第38分钟）各入一球，上 
半场战成1比1，然而主队的巴 
西籍中场艾利泽乌在第82分钟 

攻入制胜球，助主队以2比1险 

月生。
^ “红巨人”雪兰莪则在2球领 

先下遭土地发展局联扳平，以 
2比2握手言和。莫哈末沙兹万

(第34分钟）和奥卢瑟甘（第 
4〇分钟）在6分钟内取得进球， 
雪州以2球领先，土地发展局联 
的贾亚瑟兰在第42分钟为客队 
扳回一球，凯鲁安利在第86分 

中通过罚球扳平，客队顽强抢 
走1分。

另一方面，柔佛达鲁塔克欣 
在周五的马杯小组赛以3比1轻

|1 ??
■雪兰莪外援奥卢瑟甘（右）

取玛拉工艺大学，然而在这场 
比赛只吸引5 8 6 0名观众入场观 

看比赛，让球队东主的柔佛王 
储东姑依斯迈深感不满，并呼 
吁更多球迷能够入场给予支 
持。

东姑依斯迈说：“即便我们

为球队打进第二粒进球。

(马新社）

拥有世界级的球场，但观众 
席是空的，如此一点意义都没 
有，我们每一年都那么努力地 
付出，也售卖便宜的门票，所 
以请球迷们前来入场支持球员 
们吧。”

前曰成绩（3曰）

A组：森美兰 负吉打 1比3
B组：八打灵再也市球会胜霹雳经济发展局2比1 

彭亨 胜槟城 3比1
雪兰莪 和土地发展局联2比2

咋曰成绩（4曰）

C组：霹雳胜沙巴 3比0 

D组：马六甲胜警察 3比1

逝 

C组 
D组

小組賽第i輪

2019年馬來西亞杯足球賽

Page 1 of 2

05 Aug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Sport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B2
Printed Size: 493.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9,724.70 • Item ID: MY0036840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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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梳邦再也4日讯）妇女、家 

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指 
出，由梳邦再也市议会主催的社 
区活动计划获得USJ16斯里丹绒组 

屋居民的积极配合，让社区内所 
有阶层人士都乐意参与，减少社 
会问题和罪案率。

她说，当一个社区团结并常有 
活动进行，那么社区的居民也有 
活动可忙，也可一并监督社区的 
治安情况；且妇女、小孩也有活 
动可参与。

她今日出席在该组屋进行的社

楊巧雙：參與兼監督治安

社區活動謂
区活动计划时对媒体指出，今 
曰的活动获得该组屋的居民热 
烈响应，许多妇女在今日首次 
尝试摆摊做小买卖，且现场也 
有许多小孩的活动，几乎让整 
个社区的居民都有活动可参 
与。

出席活动者包括梳邦再也州 

道，也向居民宣导15999关爱热 

线的用途，尽量协助将受虐者 
所受的伤害减至最低。

她指出，这项活动在该组屋 
热烈受欢迎，希望能够成为其 
它组屋的揩模，将这项计划推 
广至全国，让人民皆受惠。

黄美诗也说，州政府其实一 
议员黄美诗、梳邦再也市议员 
李燕韵和USJ16斯里丹绒组屋管 

理委员会主席阿巴里。
杨巧双指出，此活动也有妇 

女发展局的参与，在活动现场 
开办缝纫工作坊，教导妇女缝 
纫，以学习一向谋生技能。

她说，在此活动中，除了协 
助居民开拓新的收入来源管

直都有数项创业贷款计划，让 
有兴趣创业可是却无经济能力 
者申请，以便脱离贫穷。

她建议居民委员会，在响应 
这项社区活动的同时，也不妨 
考虑举办这些贷款申请的讲座 
会，邀请官员一同来参与，让 
更多人民了解详情。

■李燕韵（前排左起） 
作坊努力学习的妇女。

杨巧双和黄美诗一同探望在缝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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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4日讯）妇 
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 
副部长杨巧双鼓励私人企 
业，让男性员工享有更多 
的陪产假，希望最少能给 
3至7天，毕竟女性产后一 

周有丈夫陪在身边是至关 
重要。

她k出，人力资源部正 
往这方面努力，妇女部也 
提供了相关资料。

“希望雇主可以多体谅 
男性员工，加上不是所有 
男性都是从事时间稳定的 
办公室工作，大多都是劳 
力，如果没有足够时间休

楊巧雙鼓勵私人企業

讓男員工顗多陪顏
息或陪伴家人，会十分吃 
力。”

杨巧双今日出席“大马 
集体哺乳”活动后，在记 
者会这么说。

她指出，目前公务员拥 
有终身360天有薪产假， 
女性每次产假最多90天； 
男性则有7天陪产假。

她也说，在政府推动

下，我国母亲们在婴儿出 
生6个月内采用纯母乳哺 

育的数据飙升，政府从 
2009年的14.5%开始推动 

纯母乳哺育，至去年已 
达60°。的母亲响应这项计 

划。
她说，很多母亲接收到 

错误讯息，以及没有受到 
家人鼓励，继而放弃哺母

乳哺育。
“我希望母亲们为了孩 

子的健康，不要放弃母 
乳哺育，雪州母乳喂养提 
倡者网络也提供平台和正 
确资讯，让新手母亲交 
流 ”

杨巧双也说，目前有66 

个政府单位建造托儿所， 
其中18个在政府医院，方 

便长时间上班的医护人员 
可以看顾孩子。

出席者包括雪州母乳喂 
养提倡者网络创办人杨美 
婷及妇女援助组织执行董 
事苏米德拉。

照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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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和莎阿南市长哈利斯卡欣。
阿米鲁丁说，雪州政府的亲善计划 

基金是于2009年成立，拨款为无力承 

担维修升降机的廉价组屋，进行维修 
或更换升降机。

针对昨日瓜拉雪兰莪新镇宗教大厦 
的升降机发生故障，4名访客受困半 

小时的事故，他指出，该栋大厦属中 
央政府拥有，升降机维护属房屋及地 
方政府部管理。

孟沙南城一座人民组屋本月2曰发 
生故障，从5楼直坠底层，导致升降 
机内8人蒙受轻重伤，其中4人脚部骨

雪通過親善計劃基金撥款

助廉價過—
(莎阿南4曰讯）雪州大臣阿米鲁 

丁指出，雪州政府10年前成立的亲善 
计划基金，包括拨款为廉价组屋和公 
寓维修及更换升降机，避免升降机意 
外事故发生。

他说，州内廉价组屋和公寓区有许 
多故障的升降机，州政府已通过拨 
款，展开维修或更换升降机。

阿米鲁丁今曰在莎阿南独立广场， 
随同雪州苏丹后拿汀巴杜卡斯里诺拉 
希金出席3w (健康、福利与妇女）嘉 

年华后，对记者这么指出。

10年前成立

出席者包括掌管雪州卫生、福利、 
妇女与家庭事务的行政议员西蒂玛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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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響應3W嘉年華
#；阿南市政厅配合无车曰，与雪州卫 
»生、福利、妇女与家庭事务部门举办 
SW (健康、福利与妇女）嘉年华，获得千 
人参与响应这项推倡健康生活与文化的活 
动。

阿米鲁丁指出，3W嘉年华在雪州已是第 

8次举办，每场各有不同的活动主题，首 

场在安邦的活动主要推广对癌症的认知， 
前两周的鹅唛主办的活动主题则是骨痛热 
症。

°他说，今日在莎阿南独立广场3W嘉年 

华，则以健康食品为主题，向民众推广健 
康生活方式。

大会也主办领养猫只活动，展出了市政 
厅捕抓的40只猫供民众领养，诺拉希金是 

“猫迷”，与猫只亲密互动。 mmm

m

■诺拉希金（前排右起） 

参观流浪猫，与猫只亲密 
互动，右2起西蒂玛丽亚 
和阿米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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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党党员高喊“烈火莫熄”口号，前排左起公正党霹雳州玲珑区部主席诺 
莎、砂拉越如楼区部主席孙伟瑄、吉兰丹瓜拉瓜拉吉赖区部主席莫哈末罗茲蓝、 

诺阿敏、吉打古邦巴素区部主席纳斯鲁奧曼，及沙巴吧巴区主席多罗蒂。

(吉隆坡4曰讯）随著公 

正党内斗越演越烈，公正 
党全国219区部中有198区部 

(逾90%)今日发表联合声 

明，支持该党主席拿督斯里 

安华的领导。
“我们代表全国逾90°。、 

198个区部支持安华，继续 

领导党改革斗争的理念，并 

成为希盟的生要支柱。我们 
也全力支持安华出任第8任 

首相以领导国家，这是希盟 
各领袖在第14届大选前达致 

的招只。”

S正°党玻璃市加央区部主 

席兼国会议员诺阿敏今曰率 

领各区部领袖，在孟沙一■家 

餐厅召开联合记者会，作出

以上宣布。

诺阿敏补充，党总部基于 

今天是周日而没有开放，而 

他们也不希望被指控为，接 

获上头的指示而发表这份声 

明，因此选择在非公正党场 

所召开这场自愿性记者会。

他解释，基于外界盛传公 

正党分裂，因此他们主动联 

系各区部作出表态，以证明 

公正党在安华的领导下，依 

然团结一致。

唯询及是否要求首相敦马 

哈迪医生制定一个交棒曰期 

时，诺阿敏指出，他们并未 

在上诉声明中讨论此事。

相信馬哈迪會守諾

“我们要强调，我们尊重 

(交棒的）承诺，领袖也必 

须依据这份承诺行事。我们 

也相信马哈迪会遵守这份承
、一H* 99

右。

各州發表聯合聲明的區部數量

州属
区部

总数

支持声明 

的区部数量

雪兰莪 22 19

吉隆坡和布城 12 11

霹雳 24 22

槟城 12 13

吉打 15 15

玻璃市 3 3

吉兰丹 14 11

登嘉楼 8 8

彭亨 14 13

森美兰 8 8

马六甲 6 6

柔佛 25 24

沙巴 26 23

砂拉越 29 23

总数 219 198

支持出任第8任首相

藍眼198區部挺安華

他声称，其余21个未表态 

的区部是基于无法联络他 

们。

另外，受询该党署理主席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涉及的 

“男男性爱短片”风波一事 

时，诺阿敏解释，党中央理 

事曰前已经议决，这件事情 

交由警方调查，因此党内部 

不会插手；但如果党纪律局 

接获任何党员投诉，相信他 

们将会采取对应行动。

据了解，未参与这份声明 

的区部包括雪州我I唛区部、 

安邦区部、加埔区部、吉隆 

坡蕉赖区部、槟城高渊区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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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

■出席贵宾，左起为林猷利、邢福盛、符之庆、邓章钦、林秋雅、陈季川、陈 
声评、李坚城、丁才荣及陈毓仕。

_鄧章欽：外資超越巴生

瓜冷B格蹈阋_您》
(仁嘉隆4日訊）雪州行 

政议员拿督邓章钦指出，雪 

州政府已批准，瓜拉冷岳县 

议会提升为市议会，目前已 

交给中央政府，由房屋部推 

荐，内阁进一步核准。

他说，瓜冷近年来发展蓬勃， 
在未来2至3年内，会有3个以水为 

主题的水上游乐场，而且具有国 

际水平，其中有一至二个已完成 
近807。，届时将成为旅游重点。

邓章钦昨晚出席在仁嘉隆华小 

综合大厅，举行的瓜拉冷岳海南 
会馆成立37周年会庆晚宴上致词 

时说，两年来，瓜冷县在吸引外 

资方面，占重要角色，去年获得 
国外投资，在雪州9个县，排名第 

一，比巴生高。

他说，瓜冷将会有大型工业 
区，估计在两年内，这些工厂将 

在瓜冷兴建起来，有一两个工厂 

已开始兴建，成为瓜冷未来经济 

火车头，为地方上经济带来正面 

冲击，使瓜冷县成为雪州其中一 

个重要的县署。

他说，同时大型现代化屋业计

划，也在瓜冷发展起来，速度惊 

人，昨天接到新建议，有投资者 

要求批准在瓜冷县建立一所国际 
水平大学，如果成功在短短5年 

内，瓜冷就有国际水平大学。

勿隨便賣地

他说，瓜冷有非常多的政府技 

职学院，这是全国少有，将受到 

中央及州政府重视，而这对瓜冷 

经济，带来更大发展，他呼吁瓜 

冷居民把握机会，若有地不要随 

便卖掉，瓜冷县绝对是雪州投资 

的重点，雪州政府将会加强力 

度，向投资者推介瓜冷县，使瓜 
冷县成为雪兰莪重要的经济重 

镇。

出席嘉宾包括大马海南会馆总 

会联合会顾问拿督斯里符之庆、 

陈毓仕、总会长拿督林秋雅、副 
总会长邢福盛、秘书长李坚城、 

蕾隆海南会馆会长丁才荣、海南 

颖川陈氏公会会长陈声评、名誉 

主席林猷利、海南联青总团长陈 

如坚、海南中马区委员会主席符 

传权、瓜冷县议员郑永德、林斗 

益、颜毅靖、刘国华等。

Hi

# ^7 章钦说，不 

M #要以为，我

&济ID夕 _胃一千釘司判、 
允丁 [Hi□及60所独中，就认

濟交
A ^ i■出，其实这 

是有危机，随著中 

国崛起，过去不重 

视中文的人，也开 

.__ 始重视了，纯粹以 

V 经济角度来看，认
a 为华文有经济价值

而学华文，但是先 
贤在百多年前建立 

华校时，从华小到独中，那时中 

国经济非常落后，没有人以经济 

角度看华文价值。

“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初衷， 

当时先辈努力奋斗，为了文化传 

承，到了这一代，华文有了经济 

价值，我们不能忘记，华文更重 

要角色与使命，在文化传承，因 

此不要要求孩子只懂得讲华语、 

看中文，而是要从文字，让文化 

精髓能够传承下去，会馆的角 

色，才有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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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河是渔民出海捕鱼的主要 

出入口，渔民原本还期待去年 

改朝换代后，可以为该河换来 

新貌，无奈事与愿违，让他们 

大失所望。

瓜雪县议员林耀明受询时向 

《中国报》记者指出，就在雪 

河受到污染的同时，沙沙兰河 

口的该条“墨水河”近日也再 

度染黑，可惜该河并非提 

水的河源，因此污染问题 

忽视。

"他k，该河三不五时便 

黑一次，近期越来越严重 
年1年约3次，最近却几乎 

月便会有1、2次，而且一.

水染黑后，从数天至一周丨 

不等，完全黑不见底。

“当该河变黑时，并不. 

一小部分，而是整条河从 

到下游，流水都是黑色， 

居民都称之为墨水河。”

(巴生4日讯）从1年污染 

3次，如今演变成1个月1、2 

次，沙沙兰河口渔民欲问： 

“污染何时了？”

《中国报》大城事于2〇1 6 
年3月1 1日曾报导沙沙兰 

(Sasaran)渔民十多年来，长 

期面对“季节性”的河水污染问 

题，原本清澈可见鱼虾的河水， 

疑遭工厂废料污染，呈现墨水 

色，甚至带有浓烈化学药剂臭 

味，让人受不了。

疑上游工廠非法排污

事隔3年，问题不但没解决， 

反而“恶化”，从1年污染3次， 

如今演变成1个月1、2次。

近来更频频爆发河流污染导致 

水供中断的事故，再度挑起沙沙 

兰河口渔民神经线，因为当地河 
流20多年来也经常从“青变黑” 

和传出化学味恶臭，近期污染次 

数变得非常频密。

渔民怀疑是上游地区工厂非法 

排污，导致该河污染，他们多次 

向水利灌溉局、环境局、雪州水 
供管理机构（LLAS)、州政府等 

求助，可惜问题却没获改善，迄 

今依旧摆脱不了 “墨水河”窘 

境。

■当该河没有被污染而“染黑”日t河水是青色，而且3 
化学臭味。

■渔民被逼在这条“墨水河”上作业，黑漆漆的污水“黑”不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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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河

只是

■渔民形容河中传 
出浓浓化学臭味， 

闻了非常不舒服， 

有者感到头晕、想 

作呕等。

因此

—该河一旦变黑， 
有时还会有一层油 

出现，河边一些树 

木枯萎，相信也与 

污染#关。

漁穫銳減河邊樹木枯萎

渔 民向林耀明申诉，河流染黑次数越 
.来越频密后，当地的渔获也大锐 

减，而且河边一些树木也枯萎，相信都 

是河流污染所致。

林耀明指出，该河一旦变黑，有时会 

有一层油出现，化学臭味非常浓，渔民 

闻了后，觉得非常不舒服，有者感到头 

晕、想、丨乍卩区等。”

ki兑，该河°上游主要是双溪毛糯和依 

约，沿河一带有不少工厂，相信这些工 

厂便是该河“山河变色”的祸首。

他希望执法当局，可以理解渔民的感

受，而他本身自从改朝换代后，也以执 

政党县议员的身分多次投诉，结果走在 

最前线，却无法为居民解决问题，导致 

渔民每次看到他，都会不断追问进展， 

让他感到十分无奈。

他指出，官员多次前来取水抽样化 

验，但是最后都不了了之，他于上个月 

再度针对此事，与掌管雪州环境、绿色 

工艺、消费人、科学工艺及革新事务的 

行政议员许来贤进行商讨，获得后者关 
注，惟官员表示还需要约5、6个月的时 

间，处理此事。

■一些渡头载送游客前往近年最夯景点‘ 

该河经常染黑，游客看了也惊心胆战。

林耀明促揪出肇因

‘天空;Z境”，如今

有提供水源予滤水站的河 

流，污染问题就不用正视没
吗？

林耀明希望执法当局，对河 

流污染问题一视同仁，早前士 

毛月河、雪兰莪河、士曼丹 

河等受到污染，由于是供水河 

源，因此执法当局火速行事， 

揪出肇因，解决污染问题。

但是，他遗憾表示，同样是 

河流污染，渔民却默默承受了 

20年，这些年来一直遭到执法 

当局怠慢，犹如是“弃婴”一

样。

他说，该河受到污染后，当 

地的生态环境已经严重受到破 

坏，执法当局不应该再继续怠 

慢 lit#。

> “该^河受到污染并不是一 
朝半夕的事情，而是整整20 

年了，希望新政府不要再让渔 

民失望，不能继续以旧政府的 

方程式处理此事，而是应该更 

加正看待，不要再让渔民失 

望。”

不排除工廠取巧避取締
士女耀明指出，他不排除一些 

工厂取巧避开取缔，导致 

当局无法揪出罪魁祸首。

他说，这些工厂相信都有安 

装附合规格的排污系统，但是 

他们时不时就绕过有关系统， 

暗地直接把废料排入河中，目

的是为了节省成本，但当执法 

当局检查时，他们可以展示排 

污系统，逃过责任。

他希望执法当局更加严谨调 

查，别再让这些破坏环境者， 

逃过法律责任，否则污染问题 

将会持续没完没了。

让
渔
民
失
望
。

尽
快
解
决
问
题
，
不
要
再
 

■
林
耀
明
■
■

希
望
新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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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4日 

讯）人民公正党 

198个或占全国 

超过90%的区部 

的主席，表态支 

持拿督斯里安华 

领导该党，并全 

力支持他出任马 

来西亚第八任首 

相。

至于没有参与联署支持安华的区部 

主席，则大多属于公正党署理主席 

拿督斯里阿兹敏派系，包括公正党副 

主席兼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祖莱达 

(安邦）、雪兰莪州务大臣阿米鲁丁 

(鹅唛）和高渊区国会议员曼梳（高 

渊）°

不过，联署声明发言人一-公正党 

加央区国会议员诺阿敏阐明，这些区 

部只是没有回应是否要参与这项联署 
声明，而非拒绝联署，而是他们。

"其他没参与联署的区部包括联邦 

直辖区的蕉赖、吉兰丹格底里、兰斗 

班让及古邦阁亮。n

他于今日下午与_衆公正党区部主 

席在孟沙一家马来餐厅记者会会说， 
公正党在全国共有219个区部，除了 

198个参与联署声明的区部，还有3个 

区部正在注册中。

超过90%区部支持

诺阿敏说，他们是根据党早前在波 

德申主办的干训营，签署支持大会提 

案的区部主席，以及干训营之后出席 

公正党中央理事会的区部主席的同 

意，以及全国签署与大会提案一致支 

持声明的区部主席，来获得及确认参 

与联署声明的区部主席。

他说，他们想要借此证明他们没有 

分裂，有的或许只是不同的阵营，但 
现在很明确的是，超过90%的区部领 

导层表明支持安华。

“对我来说，党内分派或是追随特 
定领袖是避免不了的平常事，而198 

名区部主席展现支持，显示不论派系 

之间有什么不同点，仍然还有不容置 
疑的共同立场及目标。”

他强调，希盟同意马哈迪交棒安华 

协议，而安华如今又是党主席，这都 
是他们应该捍卫的。（LMY)

諾阿敏：非受黨指示

诺
阿敏说，区部主席 

是自发性发表联合 

声明，并非受到党的任 

何指示。

至于表明支持安华的 

记者会不选在公正党总 

部举行，他解释说，由 

于是周日，加上区部主 

席都已从全国各地来 

到，也就选择在孟沙的 
马来_厅举行。

“公正党区部主席们 

都认为，安华成为下一 

任首相是希盟成员党的 

协议，因此也支持遵从 

这个协议，至于其他人 

发表与协议内容不同

的观点，只是个人看 

法。”

诺阿敏强调，安华是 

目前最有资格接任取代 
马哈迪，出任首相职位 

的领袖。

他说，从马哈迪和安 

华的友好关系，以及两 

人在国内外多次重复会 

交棒的言论，马哈迪会 

交棒已是肯定的。
出席的区部主席也在 

记者会上宣读他们的联 

署声明，即：
“我们区部主席主动 

联系全国所有公正党区 

部主席，表明支持公正

党主席兼第八任首相安 

华领导的明确及强烈立 

场。" ‘
"我们，全国198名 

公正党区部主席有责任 

表明对安华团结一致的 

支持，以领导党持续改 

革的斗争及理念，并成 

为希盟的主要支柱。” 

“这项支持直接证明 

公正党在安华领导下， 

依然团结及完整，以避 
免公正党正陷入动荡与 

分裂的印象与认知。” 
"就如希盟领袖在第 

14届大选之前所协议 

般，我们致力于支持安 

华出任第八任首相，领 

导国家。”

参与联署的公正党区部名单
州属 总数

雪兰莪 19/22

联邦直辖区及布城 11/12

霹雳 22/24

槟城 12/13

吉打 15/15

玻璃市 3/3

吉兰丹 11/14

登嘉楼 8/8

彭亨 13/14

森美兰 8/8

马六甲 6/6

柔佛 24/25

沙巴 23/26

砂拉越 23/29

总数 198/219

公正黨198區部聯署

力挺安華任相

■诺阿敏（前排右 
五）带领公正党大批区 

部主i在记者会上高喊 

“烈火莫熄”、“安华 
万岁”及“安华出任第 

八任首相” 口号；左三 

起为如楼区部主席孙伟 

瑄和瓜拉吉赖区部主席 

罗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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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屋電梯5樓突急墜底樓

■诺希山（左）与负责维修市政局人民组屋、公共组屋电梯的9家公司代 

表进行会议，讨论如何改善电梯的安全。

隆市長與電梯公司開會

(八打灵再也4 □讯） 

为确保人民组屋电梯使 

用者的安全，经吉隆坡 
市政局与电梯维修公司 

早前进行会议讨论，双 
方得出4项改善电梯的建 

议。

吉隆坡班底谷甘榜格 

灵芝一栋人民组屋的电 
梯上周五突从5楼急坠至 

底楼，导致电梯内8名居 

民受伤。

8居民受伤

针对上述事宜，吉隆 
坡市政局便召见了负 

责维修市政局人民组 

屋（PPR )与公共组屋

(PA )共528部电梯的9 

家电梯维修公司，开会 

讨论。

根据当局文告说，双 

方提出未来改善电梯建 

议如下：

1在进行维修电梯工作 

时，时刻与职业安全与 
卫生局（JKKP )紧密合 

作；
2吉隆坡市政局与电 

梯维修公司须拥有电梯 

维修方面专业的工作人
口 .

贝，

3吉隆坡市政局建议， 

维修电梯公司安排代表 

在各个人民组屋或公共

组屋驻守，万一发生电 

梯故障，能即时展开行 

动；
4作为长远方案，当 

局建议未来兴建的全新 

人民组屋需使用能像载 

货电梯般承担重负的电 

梯。

文告提到，上述会议 

是由吉隆坡市长拿督诺 

希山主持，会议上全面 

商讨电梯供应、维修与 

安全考量，以便寻求更 

好的解决方案，确保电 

梯使用者的安全受保 

障。“吉隆坡市政局向 

来都把电梯使用者的安 

全列为优先考量，并 

致力确保提供安全、 

良好、便利兼具的电 
梯。，’（T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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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险江湖多诡诈苍凉岁月尽狡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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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说江湖阴险，诡诈无所不在。 

最新阴谋论便称，公正党、行 

动党先后内乱，幕后搞手竟剑指马老 

爷？

火箭人游长城有话直说："分裂公 

正党，废行动党武功，用公权力威胁反 
对阵营身有屎的议员支持他坐稳皇位。" 

评论人郑云城更称："老马利用外国势 

力干掉了行动党。外国势力？对。澳洲 

的稀土，中东的拼音文字。"
爪夷书法课已形成风暴，802当天 

教育部宣告做实，批评声浪排山倒海针 

对行动党，尤其是针对副教长张念群。 

一名行动党干部私下称，即便是华社最 

厌恶的马华副教长，都不曾面对张念群 

今天承受的骂名。

党外人士就不说了，党内批评者甚 

至喊出汉奸、走狗、吴三桂、许月凤、 

卖族求荣这些字眼。有一名霹雳活跃基 

层，更直接剪去党员卡示众，声称"从 

这一刻起跟行动党没有任何关系了 "。

不少网民亦疾呼将在来届大选离弃 

行动党。"再见了 Dap"、"火箭快回火星 

了"、"感觉我们上了贼船"、"足以叫希 

盟在下一届大选翻船"、"民意也改不了 

你们，就只好送你们一程"。

火箭超人丘光耀除了慨叹失望，并 

称11退休后写党史，802肯定是奇耻大 

辱。"还有还有，一些党员也毫不讳言 

力促林冠英、张念群辞职。

爪夷书法风暴尚未洛幕* Lynas稀 

土厂风暴又接踵而来，这两大风暴看似 

都将对行动党构成强大杀伤力。

然而，没有最震撼，还有更震撼， 

雪兰莪伊斯兰改教法更大风暴来了。一 

说是大臣阿米鲁丁欲撤除行动党黄瑞林 

的州议长职，一说是有人部署在州议会 

投阿米鲁丁不信任票。一句话，这场大 
龙凤听似雪州希盟大内讧？

事情据说是这样的，雪州大臣阿米 

鲁丁在某方压力下，欲推动一项与改教 

有关的伊斯兰教行政法令，但受到行动 

党州议员的大力反对。

根据探子，这项法令允许在其中一 

方家长同意下，未成年子女可以皈依伊 

斯兰教。不过据称，行动党依据印裔妇 

女英迪拉的案例力争，任何一方家长单 

方面为未成年子女改教将不合法。
犹记得1989年，雪州也因通过了 

类似改教法，任何一方家长皈依伊斯兰 
教后，其子女将同时自动成为穆斯林。 

此外，只要达致伊斯兰规定的发育期及

黄瑞林：州议长职位或被撤除？

心智正常即可改教。不过，这项法案虽 

然通过却一直没有实行。

同样是802当天，两家马来媒体率 

先传出消息，阿米鲁丁原本欲在本次雪 

州议会提呈改教法案，但却因议长黄瑞 

林提早宣布休会吃了一记闷棍。有说， 

这次雪州议会准备开九天，最终只开了 
两天草草休会。

根据探子，黄瑞林或许巧妙运用其 

权限，使得这项法案无法在本次议会提 

呈。然而，据称心有不甘的阿米鲁丁， 
801晚在其官邸召见希盟部分穆斯林州

议员，而据报道公正党副主席、敏大人 

头马朱奈达也在场。

是否有什么惊天阴谋？好了，会后 

有消息传出，阿米鲁丁扬言将撤除黄瑞 

林的州议长职位。根据州议会常规，委 

任州议长与撤除州议长，都只能通过州 

议会来做决定，但据称有人欲通过某方 

面施压黄瑞林辞职。

这项爆炸性消息，不止行动党跳 

脚，据称也引起公正党另一阵营不满。 

原来，公正党安华与敏大人的角力，阿 

米鲁丁明显站在敏大人这一边。这也使 

到亲安华的雪州议员支持行动党和黄瑞 
林。

与此同时，马来媒体也放风暗示， 

有人欲通过投不信任动议，把大臣阿米 
鲁丁撵下台。黄瑞林在回应媒体时，坦 

承有听闻这个传言，但没有收到任何议 

员提呈动议。"如果有，必须先提呈给 

议长办公室。"

话虽如此，有探子回报，公正党人 

可能正在暗中部署倒大臣，并获得诚信 

党多数州议员，甚至土团党某些州议 

员，以及多数行动党州议员支持。
果真黄瑞林被撤除，这项改教法令 

又通过，行动党还有何面目面对华社？ 

看来，不只是支持者上了贼船，即便行 

动党也上了贼船？都说"阴险江湖多诡 

诈，苍凉岁月尽狡猾。"哎呀，阴险江 

湖，行动党唯有自求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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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阿敏阿末（左4)代表198个公正党区部支持安华领导_

公正党逾90%区部

力挺安华任相
(吉隆坡4日讯）人民公正党 

逾九成区部主席力挺党主席拿督 

斯里安华的领导，并表明支持他 

出任我国第8任首相。

继各州先后表态支持安华领 

导公正党和出任首相后，周曰再 

有198个党区部主席加入捍卫党 

主席行动，表明支持安华的领导， 
并相信安华会推动“烈火莫熄”斗 

争和改革议程。

公正党霹雳州加央区部主席 

诺阿敏阿末披露，全国有198个区 

部主席支持安华任党主席及出任 

第8任首相，并已签署一项声明。

他说，公正党在全国拥有219 

个区部，而目前共有198个区部主 

席已签名联署，力挺安华任党主 

席及拜相。

“我们这项声明主要是显示 

在党主席安华的领导下，公正党 

是团结且完整的，并且破除外界 

盛传目前的公正党是混乱且分裂 

的谣言。”

诺阿敏阿末也是加央区国会 

议员。他是于周曰下午联同多名 

区部主席，在吉隆坡班底谷一家 

餐厅召开记者会，发出这项联合 

声明。

他说，他们是在过去举办的 

一些活动，取得各区部主席的联 

署，包括于上个月在波德申举办 

的公正党全国领袖干训营及党最 

高理事会会议。

他强调，这项联合声明是各 

区部主席自愿联署，非受到任何 

人的指示或逼迫。

“我们是代表全国基层表达 

对安华的支持，这也能够视为支 

持安华出任第8任首相的‘证 

据，。”
他也要解释，尽管安华与党

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玆敏出现矛 
盾，但安华依然是党的最高领导 

人0

诺阿敏阿末： 

希盟共同承诺
针对朝野多名领袖呼吁首相 

敦马哈迪应做满任期，诺阿敏阿 

末则表示，希望联盟早在第14届 

全国大选前，已经针对首相人选 

做出共识，即马哈迪在任相2年 

后，便会移交首相职权予安华，这 

也是希盟间的共同承诺。

“这不只是公正党的要求，也 

是希盟在大选前做出的承诺。虽 

然有一些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我 

们认为应该依承诺兑现。”

一些区部主席 

出国公干未签署
包括党副主席及雪州大臣在 

内的21个区部主席未联署挺安华 

任相声明，诺阿敏阿末解释，一些 

区部主席由于有公务要忙或出国 

公干，才未签署这项声明。

他说，这些区部主席并不是 

有意拒绝联署，而是他们尚未回 

应是否要加入这项联署声明。

“据我所知，尚未联署的区部 

主席有公务要处理，再加上一些 

仍在国外，因此并没有加入联署 

行动。“

他透露，未加入联署声明行 

列的区部主席包括由副主席兼房 

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祖莱达领导的 

安邦区部、雪兰莪州务大臣阿米 

鲁丁领导的鹅唛区部、高渊国会 

议员曼梳领导的高渊区部。

“其他没参与联署的区部还 

包括联邦直辖区的蕉赖、吉兰丹 

格底里、兰斗班让及曰里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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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马哈迪与茜蒂哈丝玛，与准备出发前往朝圣的大马人合影，并叮咛朝圣者遵守当局指示。左二起

(雪邦4日讯）首相敦马哈迪医

生指出，朝圣基金局妥善管理朝 

觐事务表现获得沙地阿拉伯及回 

教国家赞赏，令大马感到自豪。

他希望朝圣基金局继续提高 

服务水平。

“这包括朝觐管理、储蓄及投 

资方面，以便它继续处于辉煌水 

平，成为全球其他回教国的楷 

模。”

马哈迪今日出席大马朝圣者 

前往麦加朝觐祈福会致同时这么 

说。随同者包括首相夫人敦茜蒂 

哈丝玛、首相署部长拿督姆加希 

博士、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 

兹敏阿里等。

马哈迪说，与其他国家相 

比，大马朝圣者最受惠，因为朝 

圣基金会提供有系统的全套朝觐

敦马：朝觐事务表现佳

为阿兹敏阿里及姆加希。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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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公正党逾90%

198区部称效忠安华
EDIA KHAS

素区部主席纳斯鲁奥曼及沙 

巴吧巴区主席多罗蒂。

破解分裂传闻

诺阿敏说，基于外界盛 

传公正党分裂，因此他们主 

动联系各区部作川表态，以 

证明公正党在安华领导下， 

依然团结一致。

询及是否要求首相敦马 

哈迪医生设下交棒R期，诺 

阿敏指他们在上述声明中并 

未讨论此事。

“我们要强调我们尊重 

(交棒）承诺，领袖必须依据 

这承诺行事。我们也相信马 

哈迪会遵守这份承诺。”

(吉隆坡4日讯）人民 

公正党198个区部今 

曰发表联合声明，表 

明全力支持该党主席 

拿督斯里安华的领 

导，这支持声浪占了 

该党219个区部的逾 

90%。

公正党玻璃市加央 

区部主席兼国会议员 

诺阿敏今日率领相关 

区部领袖，在孟沙某 

餐厅召开记者会，齐 

齐向安华表明忠心。

们代表（公正 

党）全国逾 

90%、198个区部支持安 

华，继续领导党的改革，并 

成为希盟主要支柱。我们也 

全力支持安华出任第8任首 

相以领导国家，这是希盟各 

领袖在第14届大选前达致的 

共识。”

在场者包括公正党霹雳 

州玲珑区部主席诺莎、砂拉 

越如楼区部主席孙伟瑄、吉 

兰丹瓜拉瓜拉吉赖区部主席 

莫哈末罗兹兰、吉打古邦巴

联系不上21区部领袖
诺阿敏声称，公正党其 

余21个区部没有表态，主要 

是因为他们无法联系到有关 

区部的领袖。

询及如何看待该党署理 

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被 

指涉及“男男性爱短片”风 

波，诺阿敏说，该党中央理

事R前已议决将事件交由警 

方调杳，因此党内部不会插 

手。

据了解，未参与这份声 

明的区部包括雪州鹅唛、安 

邦、加埔、吉隆坡蕉赖、槟 

城高渊等。

州属 区部总数
支持区部 

数量

雪兰莪 22 19

吉隆坡和布城 12 11

霹雳 24 22

槟城 12 13

吉打 15 15

玻璃市 3 3

吉兰丹 14 11

登嘉楼 8 8

彭亨 14 13

森美兰 8 8

马六甲 6 6

柔佛 25 24

沙巴 26 23

砂拉越 29 23

总数 219 198

公正党党员高喊“烈火莫熄”口号。前排左二起为诺莎、孙 

伟瑄、莫哈末罗兹兰、诺阿敏、纳斯鲁奥曼及多罗蒂。 公正党各州区部发表联合声 

明支持安华领导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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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钦:只要底蕴深厚

华裔不必怕其他文化

洪慧珠：回馈社区

大马留台人饮水思源

(巴生4日讯）雪州行政议员

拿督邓章钦深信，只要大马华 

裔对自身文化底蕴掌握深厚， 

对本身民族及文化有信心，就 

不怕屈服于其他文化。

他说，当初大马华裔先贤 

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时，坚持 

维护及发展华文教育，旨在通 

过华教，传承保留中华文化。 

“然而，现今却有许多人

以经济价值观，作为学习中文 

动力，这也导致一些学校倾向 

功利主义，并间接遗忘先辈当 

初争取华文教育的初衷。”

雪隆留台同学会42周年

邓章钦于昨晚出席雪隆留 

台同学会42周年庆晚宴时表 

示，华教的重要性在于加强民 

族对本身文化的认识信心，为

此，只有丨丨:民族建立起自身文 

化底蕴和信心，就不会害怕外 

来文化的侵略，抑或担心被外 

人文化屈服。

“只要加强自身文化内 

涵，形成深厚文化底蕴，不管 

在世界任何角落，华裔依然能 

成为骄傲的中华民族。”

他也赞扬雪隆留台同学会 

活跃营运，在经济、教育或文 

化活动推广上表现出色，尤其 

是该会大力推广学生就读技职 

课程，吸引许多学生赴台留 

学。

晚宴嘉宾有大马中总署理 

总会K：兼巴生中总会K：丹斯里 

林宽城、世界留台校友会联谊 

会会於拿督李子松、雪隆留台 

同学会名誉顾问拿督王顺和、 

筹委会主席刘俊良以及巴生社 

团领袖等。

马来两亚驻台北经济文化 

办事处代表洪慧珠指出，雪 

隆留台同学会积极推动大马 

与台湾两地的关系及交流， 

过去更多次举办高等教育 

展、辅导华裔子弟赴台湾留 

学，今年共有200雪隆人赴

雪隆留台同学会会长林朝 

聘指出，该会此次举办周年 

庆活动，也获各界鼎力支 

持，成功筹获20万令吉活动 

基金，并达到预定的目标。

他承诺该会将继续坚持公 

益事业，扮演更重要角色， 

回馈社会，包括会在任内推

台湾留学。

“从我派往大马以来，就 

感受到大马留台人的热情， 

也非常感动看到留台人不忘 

饮水思源，回馈社区及母 

国，积极参与当地的社区活 

动。，’

动社区融合交流。

“经过几年努力，本会成 

功辅导及推荐许多国中生到 

台湾升学，甚至也积极参与 

巴生北区复兴计划，借助大 

家的合作力量，逐步把巴生 

北区还原于以往繁荣的面 

貌，尽一份责任Q ”

雪隆留台同学会全体理事切蛋糕庆祝该会创立42周年，左八起为李子松、刘俊良、邓章钦、林 

朝聘、洪慧珠、洪进兴和王顺和。

筹获20万活动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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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嘉隆4日讯）瓜拉 

冷岳县议会即将升格为 
市，去年国外投资更排 

州内9县第一，地方经 

济发展蓬勃，雪州行政 

议员拿督邓章钦呼吁居 

民有地不要随便卖掉。

他指出，州政府已 

批准由房政部推荐，让 

内阁进一步核准，把瓜 

拉冷岳县议会提升为瓜 

拉冷岳市议会。

邓章钦:发展蓬勃外资冠9县

瓜冷人臓便卖地

出席贵宾，左起：林猷利、邢福盛、符之庆、邓章钦、林秋雅、陈季川、陈声评、李坚城、丁才 

荣、陈毓仕。

章钦说，瓜冷近年发 

展蓬勃，当地会有三 

个具国际水平的主题水上游乐 

场，其中一半近80%完成，将 

成为旅游重点：在两年内也有 

大型工业区，成为瓜冷未来经 

济火车头。

瓜冷海南会馆庆周年

邓章钦昨晚出席瓜拉冷岳 

海南会馆成立37周年会庆晚 

宴上致词时，赞扬瓜拉冷岳县 

去年的国外投资，在州内9个 

县内排名第一，比巴生还更 

多。

“瓜冷有非常多政府技职

学院，将受到联邦及州政府重 

视，昨天接到新的建议，有投 

资者要求在瓜冷县建立一所国 

际水平大学。”

他说，瓜冷县绝对是雪州 

投资重点，雪州政府将会加强 

力度，向投资者推介瓜冷县，

使瓜冷县成为雪兰莪重要的经 

济重镇，促居民不要随便卖 

地。

出席嘉宾，包括马来两亚 

海南联合会总会长拿督林秋 

雅、顾问拿督斯里符之庆、陈 

毓仕、副总会长邢福盛、秘书

氏李坚城、雪隆海南会馆会长 

丁才荣、海南颍川陈氏公会会 

长陈声评、名誉主席林猷利、 

海南联青总团长陈如坚、海南 

中马区委员会主席符传权、瓜 

冷县议员郑永德、林斗益、颜 

毅靖、刘国华等。

从文字传承文化精髓
邓章钦提醒大众莫以为， 

我国有一千多间华小及60所 

独中，在传承文化没问题，但 

却足存足有危机！

“随着中国崛起，过*不 

重视中文的人，也开始重视， 

纯粹以经济角度来看，认为华 

文有经济价值而学华文。” 

他说，先贤在百多年前建 

立华校时，当时中国经济落

后，没人以经济角度看华文价 

值，先辈努力奋斗，为了文化 

传承。

“如今华文有了经济价 

值，我们不能忘记，华文更重 

要角色与文化使命，因此，不 

要要求孩子只懂得讲华语，看 

中文而已，而是要从文字，il: 

文化精髓能够传承下去，会馆 

的角色，才有真正意义。”

陈季川建议多办时事讲座
大会主席陈季川指出，政 

治影响人民生活和命运，为未 

来带来冲击，因此，人们一定 

要对周遭的环境改变，持有一 

定敏感度。

他建议华团及乡丨才丨青年 

团，多举办时事讲座会，探讨 

华社对当前局势和未来有深一 

C认识，培养有独立思想和分

析能力的年青人。

筹委会主席陈国华感谢各 

界乡亲支持，尤其是顾问冼忐 

成连续多年报效会庆晚宴全场 

宴席、美酒、赞助中马区海南 

乡音歌唱赛优胜者奖金，也报 

效该会会员子女奖励金等，使 

会庆晚宴及乡音歌唱赛圆满举 

行0

林秋雅:方言需播种灌溉
马来西亚海南联合会总会 

K：拿督林秋雅指丨丨丨，方言足一 

个籍贯族群自尊的根，需要每 

个人的灌溉与播种，才能生存 

成K：，否则海南方言在我们的 

下一代将消失无踪。

她昨晚川席瓜拉冷岳海南 

会馆成立37周年会庆晚宴， 

暨承办第3届（2019年）中马 

区海南乡音歌唱赛致词时指 

出，该会为推广、鼓励及传承 

多讲海南话活动，已连办3年 

海南乡音歌唱比赛，越来越获 

得乡亲支持。

“本会将于11月27 R参加

在海南三亚举办的第16届世 

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今年喜 

逢马中建交45周年暨一带一 

路文化交流，海南联共有37 

位的团队参与，并到海南大 

学、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和海南 

华侨中学开展文化交流活 

动。，’

她说，该会由于去年承办 

世界联谊会的留住乡音的活动 

受赞赏，今年再次承办；交流 

团会有优秀歌手，代表马来西 

亚参赛及演唱，还有芙蓉中华 

独中的廿四节令鼓队，搭起文 

化友谊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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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支持爪夷书法名单

行动党议员斥假的
吉隆坡4日讯|继火箭38名议 

员领袖及212个支部联署反对爪夷 

书法后，网络也出现一份支持爪夷 

书法的行动党议员名单，惟这份名 

单的准确性却备受质疑，有议员更 

指摘名单是假的！

爪夷书法风波越演越烈，就 

连行动党基层也传出对高层有所 

怨言。从昨晚开始，《雪州人的论 

坛》面子书专页也传出一份支持爪 

夷书法的行动党议员名单，尽管有 

领袖直指名单是伪造的，惟有部分 

基层党员却半信半疑，更有谣传指 

有两页名单在基层中流传。

根据本报探悉，被列入名单 

中的议员，有部分的确曾就爪夷书 

法表达接受的看法，不过当中有者 

却从未表态，甚至是持不同意的态 

度，却因并未参与反对爪夷书法的 

联署签名，就被列入支持爪夷书法 

的名单中。

受访雪州议员不约而同指， 

这份名单的准确性备受质疑，尽管 

不知是谁所为，但肯定不是来自同 

党，而是有心人企图从中作梗。

无拉港州议员王诗棋指，她

之前未曾就爪夷书法课题发表看 

法，但却被列入到名单中。她直 

言，制造这份名单的有心人非常无 

聊，而且企图分化行动党。她强调 

本身是不支持，但不至于反对。

莲花苑州议员黎潍褶亦指 

出，由于名单中有议员是持不认同 

的立场，但依然列入名单中，因此 

这份名单的准确性很让人质疑。

他说，他的立场跟行动党一 

样，反对在华小开办1节或2节以 

上的（爪夷文）必修课，但如今 

只是在「爱我语言」单元中介绍什 

么是爪夷文，这并非增加多一本课 

本，而是仅占马来文课本中的6页 

页数，他明白后就接受了，因此他 

也呼吁各造了解后冷静看待。

当记者追问班达马兰州议员 

梁德志有关名单的真伪时，他不愿 

对爪夷书法风波作过多解释，以免 

越描越黑，但他表示，有关名单不 

是真的0

而雪州行政议员甘纳巴迪劳 

表示，站在个人立场，尽管他不赞 

成强制性仓促推行爪夷书法，但之 

前未曾发表过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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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唯
2019 I 8 I 5 星期一

雪州议长黄瑞林（后）不愿签批改教动 

议，导致雪州大臣为之震怒。 -档案照-

▲据消息指出，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前） 

对雪州议会提前休会并不知情。 -档案照-

吉隆坡4日讯|原本要在刚举办的州议会上提呈修改18岁以下非穆斯林改教法 

令的动议，在雪州掀起千层浪，惟部分希盟盟党议员却认为，雪州议长黄瑞林拒 

签署修改改教动议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有关动议确实提呈得太仓促！

希盟盟党议员包括土著团结 

党及诚信党认为，他们目前还未 

就支持或反对修改改教法令作出 

定夺，而是需等待雪州大臣阿米 

鲁丁在下次州议会提呈后，共同 

讨论达共识后，才能做出决定。

他们认为，由雪州伊斯兰教 

理事会（MAIS )主推的修改18岁 

以下非穆斯林改教法令，时间上 

来得非常仓促，并未有相对观点 

能让改教动议提升到具共识进行 

讨论的层面。

雪州政府内部消息透露，修 

改18岁以下非穆斯林改教法令， 

在刚结束的雪州议会最终没纳入 

雪州议会议程之中，并不全然是 

雪州议长黄瑞林反对有关动议， 

反之各政党议员在个别讨论下，

尚未能达到法律观点，以便各议 

员能具共识的讨论改教动议。

据消息指出，这当中所指的 

具共识进行讨论的层面，主要是 

「卡」在，如何从法律层面上的 

修改，能考量到各族群的和谐， 

而不侵蚀各族群本身的权益，尤 

其「英迪拉案争子案件」在联邦 

法院裁决案，也让雪州议会不得 

不考量各族群在联邦宪法获赋予 

的权益。况且，雪州各议员在得 

知相关改教动议时，也正是雪州 

议会召开的1天前，实际上尚未 

来得及让各议员互相进行讨论。

据早前报导，雪州政府确实 

有意在本届州议会上提呈改教动 

议，惟雪州议长黄瑞林反对有关 

动议，不愿配合签署动议，最终

有关动议没纳入议程表内。

来自土著团结党，不愿具名 

州议员受本报访问时指出，改教 

动议未能让各州议员提出讨论， 

并不全然是雪州议长黄瑞林反对 

有关动议，大前提是各州议员其 

实也并未达致呈上讨论的共识。

黄瑞林做法正确

「由于这不是个人观点（修 

改改教法令），我不可能只提出 

我个人的看法，那需要在各个州 

议员在场的情况下达致共同讨论 

的共识，也因为当时看来是还没 

有（达到共识），因此才没有在 

雪州议会上纳入议程，不过在下 

一次的州议会我们会确保大家有

这样的共识。」

他指出，雪州各议员平日都 

有相互讨论敏感课题，在有充分 

讨论后才会做出决定，而并非在 

1天之内未有充分研究和探讨便 

进行讨论，而雪州议长黄瑞林只 

是在当下做了准确的行为。

来自诚信党不愿具名的州 

议员则表示，改教动议主要是法 

律层面上的探讨，若各州议员以 

社会现况展开讨论，各方不得不 

考量各族群本身权益的讨论敏感 

度，况且这也关乎家庭父母与孩 

子的权益。

至于诚信党会否认同雪州议 

长黄瑞林不愿签署有关动议的做 

法，他称不愿置评，此事应由雪 

州大臣阿米鲁丁稍后做出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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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教应父母同意州议员不赞同修法
吉隆坡4日讯|民主行动党

杜顺大州议员艾德里指出，改教 

动议的讨论主要落在未成年孩子 

改教需要父母双方的同意，抑或 

是允许父母单方面为孩子改教， 

但在联邦法庭的裁决有清楚说明 

要由父母双方同意。

「我本身不认为需要修改 

法令！若提呈（来临州议会）我

也不同意修改法令，不过还要看 

是否有需要纳入到州议会中讨 

论。J

巫统调侃希盟

此外，人民公正党万挠州议 

员蔡伟杰则指出，18岁以下孩子 

改教应得到双方父母认可，若只

得到单方认可，否则父母其中- 

方不知情，对孩子本身也会有问 

题，他认为应保留父母双方一起 

拥有相关权利。

「我相信到下次州议会，各 

州议员会有相当足够时间，去了 

解改教动议再出讨论。」

无独有偶，前巫统雪州大臣 

基尔多益也认为，雪州议会仅召

开两天便休会，他相信这与阻止 

穆斯林议员，包括雪州大臣，在 

议会中辩论改教动议有关。

基尔多益发文告表，曰前 

在雪州议会发生的雪州议长拒签 

改教动议在雪州已首开先河，他 

调侃这也是希盟在新马来西亚宣 

言下的新表现。

「我觉得，雪州大臣须采取 

行动，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这 

会破坏民主制度与雪州大臣机构 

和雪州议长之间的权力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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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4日讯

雪州大臣阿米 

鲁丁强调，州政 

府一直以来关注 

组屋状况，并通 

过组屋复新计划 

(CERIA )，加强 

对组屋电梯的维护 

与替换，绝不会对 

维护州内廉价组屋 

的电梯设施掉以轻 

心。

阿米鲁丁是 

针对记者追问有关 

上周五在吉隆坡班 

底谷甘榜格灵芝人 

民组屋发生的电梯 

急坠5楼，导致8 

人受伤事件作出回 

应，并强调雪州不 

会发生类似事故。

他是于今早 

出席莎阿南市政厅 

举办的健康、福利 

及女性3W嘉年华时，在回 

应记者的提问时指出'州 

政府了解廉价组屋的电梯 

保养问题，故从2009年起 

推介组屋复新计划，迄今 

维修和提升了许多电梯。

对于上周五，同样发 

生在瓜雪新镇宗教大厦， 

有5人受困于故障电梯半 

小时的事故，他指出，基 

于该大厦属于联邦政府资 

产，故保养该电梯的责任 

落在联邦房地部。

今曰，有大约5000人 

出席今早邀请雪州苏丹后 

东姑诺拉西京主持开幕的 

3W嘉年华会，参与步行1 

万步、健身操和攀岩等活 

动。

J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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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维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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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家祥（前排左4)率领马华成员拉横幅表态，在爪夷文书法 

课题上将与华社同在。前排左1是王赛之、陈德钦、马汉顺及 
林万锋。

流傳支持爪夷書法名單

行動黨議員斥假的
吉隆坡4日讯|继火箭38名 

议员领袖及212个支部联署反对 

爪夷书法后，网络也出现一份 

支持爪夷书法的行动党议员名 
单，惟这份名单的准确性却备 
受质疑，有议员更指摘名单是 

假的！
爪夷书法风波越演越烈， 

就连行动党基层也传出对高层 
有所怨言。从昨晚开始，《雪 
州人的论坛》面子书专页也传 

出一份支持爪夷书法的行动党 
议员名单，尽管有领袖直指名 
单是伪造的，惟有部分基层党 
员却半信半疑，更有谣传指有 

两页名单在基层中流传。
根据本报探悉，被列入 

名单中的议员，有部分的确曾 
就爪夷书法表达接受的看法， 

不过当中有者却从未表态，甚 
至是持不同意的态度，却因并 

未参与反对爪夷书法的联署签 
名，就被列入支持爪夷书法的 
rg 单

受°访雪州议员不约而同 
指，这份名单的准确性备受质 

疑，尽管不知是谁所为，但肯 
定不是来自同党，而是有心人 
企图从中作梗。

无拉港州议员王诗棋指，

她之前未曾就爪夷书法课题 

发表看法，但却被列入到名单 
中。她直言，制造这份名单的 
有心人非常无聊，而且企图分 

化行动党。她强调本身是不支 
持，但不至于反对。

莲花苑州议员黎潍福亦指 
出，由于名单中有议员是持不 

认同的立场，但依然列入名单 

中，因此这份名单的准确性很 
让人质疑。

他说，他的立场跟行动党 
一样，反对在华小开办1节或2 

节以上的（爪夷文）必修课， 
但如今只是在「爱我语言」单 
元中介绍什麽是爪夷文，这并 
非增加多一本课本，而是仅占 
马来文课本中的6页页数，他明 

白后就接受了，因此他也呼吁 

各造了解巵冷静看待。
当记者追问班达马兰州议 

员梁德志有关名单的真伪时， 
他不愿对爪夷书法风波作过多 
解释，以免越描越黒，但他表 

示，有关名单不是真的。
而雪州行政议员甘纳巴 

迪方表不，站在个人1场，尽 
管他不赞成强制性仓促推行爪 
夷书法，但之前未曾发表过看 
法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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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I

赛城4日讯丨雪

州政府为华社捎来好3 消息！

雪州行政议员黄 

年思汶表示，教育部已 
厂同意未来2至3年内， 

rh 在雪州兴建9所华小，
1 J 其中2所将设立在蒲种 

及1所在瓜拉冷岳。

黄思汉表示，有 
关9所华小有些是全新

9 的华小，有些则是从

外地搬迁而来，各占 
一半。无论如何，他 

说其馀详情有待教育 
T 部副部长张念群的宣
小布。

「雪朴丨去#2$ 3 

年将会有9所华小，有的是来 

自搬迁，有的是新建，在雪 
州未来会看见有更多华小的设 

立。当中包括对华小需求最多 
的蒲种，将会至少有2所华小 

设立〇」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 

交通和新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 

员黄思汉今午在赛城，为联合 
华小开幕礼曁筹募建校基金午 
宴致辞时，作出上述宣布。

黄思汉说，过去一年来， 
他多次到教育部与副教育部长 

张念群开会，商讨雪州增建与 
外来迁校事宜，以期应付部份 
地区对华小的需求。

無需向民衆壽款

他指出，日后学生不需 
要摸黑晨起，到偏远的学校上 

课，这是州政府的期望。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 

将要建的华小，都不需要向普 
通民众筹款，政府将会直接拨 
款，或由发展商建设。」

「我们希望在新政府的执 
政，华小的发展不需要长期依 
赖华社，在未来能够有系统化 

地让华小发展。」
他说，9所华小的详情会 

由教育部宣布，据悉其中一所 
位于瓜冷的丽阳丰逸城。

他也在大会宣布雪州政 
府拨款10万令吉给赛城联合华 

小。
今曰出席者包括赛城联合 

华小开幕典礼工委会顾问丹斯 
里林伟才、大会主席洪再顺、 
副主席拿督斯里董仕伟、校长 
林鸿莉、拿督李成全、双溪比 

力州议员刘天球、万津州议员 
刘永山、班达马兰州议员梁德 
志、兴安总会荣誉会长拿督翁 
清玉、华总会长丹斯里方天 

兴、大会主席永久名誉董事长 

洪兩页。

Page 1 of 2

05 Aug 2019
See Hua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West Malaysia • Audience : 63,549 • Page: 5
Printed Size: 111.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622.27 • Item ID: MY003684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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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傳支待爪夷書法名行動黨議員斥假的
吉隆坡4■日讯|继火箭38名 

议员领袖及212个支部联署反对 

爪夷书法后，网络也出现一份支 

持爪夷书法的行动党议员名单， 

惟这份名单的准确性却备受质 

疑，有议员更指摘名单是假的！

爪夷书法风波越演越烈，就 

连行动党基层也传出对高层有所 

怨言。从昨晚开始，《雪州人的 

论坛》面子书专页也传出一份支 

持爪夷书法的行动党议员名单， 

尽管有领袖直指名单是伪造的， 

惟有部分基层党员却半信半疑， 
更有谣传指有两页名单在基层中 

流传。

根据本报探悉，被列入名单 

中的议员，有部分的确曾就爪夷 

书法表达接受的看法，不过当中 

有者却从未表态，甚至是持不同 

意的态度，却因并未参与反对爪 

夷书法的联署签名，就被列入支 

持爪夷书法的名单中。

受访雪州议员不约而同指， 

这份名单的准确性备受质疑，尽 

管不知是谁所为，但肯定不是来 

自同党，而是有心人企图从中作 

梗。

无拉港州议员王诗棋指，她 

之前未曾就爪夷书法课题发表看 

法，但却被列入到名单中。她直 

言，制造这份名单的有心人非常

无聊，而且企图分化行动党。她 

强调本身是不支持，但不至于反 

对。

莲花苑州议员黎潍福亦指 
出，由于名单中有议员是持不认 

同的立场，但依然列入名单中， 

因此这份名单的准确性很让人质 

疑。

°他说，他的立场跟行动党 

一样，反对在华小开办1节或2节 

以上的（爪夷文）必修课，但如 

今只是在「爱我语言」单元中介 

绍什麽是爪夷文，这并非增加多

一本课本，而是仅占马来文课本 

中的6页页数，他明白后就接受 

了，因此他也呼吁各造了解后冷 

静看待。

当记者追问班达马兰州议员 

梁德志有关名单的真伪时，他不 

愿对爪夷书法风波作过多解释， 

以免越描越黑，但他表示，有关 

名单不是真的。

而雪州行政议员甘纳巴迪劳 

表示，站在个人立场，尽管他不 

赞成强制性仓促推行爪夷书法， 

但之前未曾发表过看法。

__

魏家祥（前排左4)率领马华成员拉横幅表态，在爪夷文书法 

课题上将与华社同在。前排左1是王赛之、陈德钦、马汉顺及 

林万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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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留台同學會週年慶

雪隆留台同学会全体理事齐切蛋糕庆祝该会创立42周年。左八起为李子松、刘俊良、邓章钦、 

林朝聘、洪慧珠、洪进兴及王顺和。

部章欽：大馬華裔文化底蘊深厚

無需懼怕外來文化侵略

(巴生4日讯）雪州行政议 

员拿督邓章钦强调，大马华裔只 

要对自身的文化有深厚底蕴，对 

自己的民族有信心，其实就不怕 

屈服于其他文化。

他昨晚出席雪隆留台同学 

会42周年庆晚宴时说，大马华裔 

先贤当年坚决在这片土地上争取 

华文教育，就是为了通过华文教 

育，保留自身的文化及传承中华 

文化。

他披露，现今有许多人觉得 

念中文是因为有经济价值，才选 
择学习中文，也导致•些学校倾 

向功利主义，却忘了先辈当初争 

取华文教育的初衷。

“中文教育对于华社的重要 

性，在于加强了我们对本身的文 

化信心，民族只要建立起信心， 

就不会害怕其他外来文化的侵 

略，反之本身的文化底蕴不好， 

就可能屈服于其他文化

他强调，R要加强自身的文 

化内涵，形成深厚的文化底蕴， 

相信不管在世界任何角落，华裔 

依然能成为骄傲的中华民族。

洪慧珠：

今年200雪隆人赴台留学

马来西亚驻台北经济文化办 

事处代表洪慧珠指出，雪隆留台 

同学会与办事处关系非常密切， 

积极推动两地的关系及交流。

她说，雪隆留台同学会过去

举办许多高等教育展，辅导华裔 
子弟赴台湾留学，而今年有200 

名雪隆人赴台湾留学t

洪进兴：

坚决反对爪夷文书法课
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 

会署理会长洪进兴指出，留台联 

总坚决反对教育部落实在明年的 

小学国语课本纳人爪夷文书法的 
决策，尤其华小课程如今已经繁 

重，增加爪夷文书法，对于掌握 

国语并没有帮助。

他说，华社其实更担心这项 

政策是促使华小变质的开始，希 

望希盟政府能积极听取民意，立 

即停止爪夷文书法的教学。

他直言，政府应该善用资源 

及时间，积极投人更务实的教学 
内容上的提升，包括丁业4.0、AI 

人工智慧、5G都是未来的挑战， 

栽培小学生对于科技的兴趣也是 

非常重要。

另外，留台联总最近获得台 
湾龙华科技大学赠送3D打印机， 

n前已赠送给雪隆6所国民型中 

学，包括吉隆坡中华国民型屮 

学、吉隆坡尊孔国民型中学、沙

登国民中学、八打灵公教国民型 

中学、巴生中华国民型中学及巴 

生光华国民型中学，每所学校各 

获3台。

洪进兴表示，留台联总希望 
借以3D打印机的赠送，可以培养 

学生的设计创意及创新；该会也 
将在明年举办3D打印机创作比 

赛。

林朝聘：

筹获20万活动基金

雪隆留台同学会会长林朝 

聘指出，该会今次除了举办周年 

庆活动，也获得各界人士的鼎力 
支持，成功筹获20万令吉活动基 

金，达到预定的目标。

他说，该会会继续坚持公益 

事业，扮演更重要角色，回馈社 

会，包括在任内推动社区融合交 

流。

出席晚宴的嘉宾尚有大马中 

总署理总会长兼巴生屮总会长丹 

斯里林宽城、世界留台校友会联 

谊会会长拿督李子松、雪隆留台 

同学会名誉顾问拿督王顺和、筹 

委会主席刘俊良以及巴生社团领 

袖等。

雪隆留台同 
学会理事与击鼓 

人及鸣锣嘉宾合 

影。左四起为林 

宽城、洪进兴、 

洪慧珠、林朝 
聘、吕清便、王 

顺和及李子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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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蒂瑪麗亞：推動母乳育嬰

雪工作場所應設哺乳室
(沙亚南4日讯）雪州政府机构受促在工作场所 

设立至少…间哺乳室，以支持和推动母乳育婴的意 

义。

掌管雪州卫生、福利、加强妇女及家庭事务的 
行政议员西蒂玛丽亚今日在沙亚南市政厅举办的3W 

嘉年华会上说，她对州政府大厦（SUK)率先在大 

堂设立哺乳室，同时设立流动哺乳室的举措感到自

豪，希望能藉此推广家庭中的健康饮食观念。

她形容，哺乳妈妈在为了宝宝的健康大前提 

下，•定只会准备和摄取健康与均衡的食物，形同 

塑造整个家庭的健康饮食环境。

她表示，此举是迎合州政府对推广、保护和支 

持哺乳育婴的许诺，以便在婴孩时期提供足够的免 

疫和抵抗力，维持均衡的营养，避免长大后体弱多 

病。

“研究显示，现代妈妈不倾向以母乳育婴，原 

因是对母乳育婴的醒觉意识不高、忙于工作及没获 

得伴侣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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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ES
西蒂瑪麗亞：推動母乳育嬰雪工作場所應設哺乳室(沙亚南4日讯）雪州政府机构受促在工作场所设立至少…间哺乳室，以
支持和推动母乳育婴的意义。掌管雪州卫生、福利、加强妇女及家庭事务的行政议员西蒂玛丽亚今日在沙亚南市政厅举办
的3W嘉年华会上说，她对州政府大厦（SUK)率先在大堂设立哺乳室，同时设立流动哺乳室的举措感到自豪，希望能藉此
推广家庭中的健康饮食观念。她形容，哺乳妈妈在为了宝宝的健康大前提下，•定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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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冷升格市獲州政府批准
鄧章欽：等待內閣核准

(仁嘉隆4日讯）雪州行政议员 

拿督邓章钦指出，瓜拉冷岳县议会升 

格为市议会事宜已获州政府批准，目 

前已提交联邦政府，由房地部推荐， 

并让内阁进一步核准。

他说，瓜冷近年发展非常蓬勃， 

在未来两三年内，县内会有3个以水 

为主题的水上游乐场，且具有国际水 

平，其中有一两个的工程已近80%完 

成，届时将成为旅游重点。

邓章钦昨晚在瓜拉冷岳海南会 

馆成立37周年会庆晚宴上致词时说， 

瓜冷县近两年在吸引外资方面，占非 

常重要角色，去年获得的国外投资， 

在雪州9个县中排名第-•，比巴生还 

多。

两年内兴建大型工业区

“瓜冷将会有大型工_、lk区，估计 

在两年内，这些工厂将在瓜冷兴建起

来，有一两个工厂已经开始兴建，成 

为瓜冷未来经济火车头，为地方上经 

济带来正面冲击，使瓜冷县成为雪州 
其中…个重要的具雇”

’、他说，大型现代化屋业计划近两 

年也在瓜冷发展起来，且速度惊人， 

日前更接到新的建议，有投资者要 

求批准在瓜冷县建立一所国际水平大 

学；•旦成功，瓜冷在短短5年内， 

将迎来国际水平大学。

他说，瓜冷有非常多的政府技职 

学院，这是全国少有，将受到联邦及 

州政府重视，这对瓜冷经济，将带来 

更大发展。

因此，他呼吁瓜冷居民把握机 

会，不要随便销售土地，瓜冷县绝对 

是雪州投资的重点，州政府将加强力 

度，向投资者推介瓜冷县，使瓜冷县 

成为雪兰莪重要的经济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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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限逾90%篇部妓安
S1DANG |MEDIA KHAS %

诺阿敏（前 

排右五）带领公 

正党大批区部主 

席，大喊“烈火 

莫熄”、“安 

华万岁及“安 

华出?壬第8任首 

相”口号。差三. 

起为如楼区部主 

席孙伟埋及瓜扭 

吉M区部主席罗 

斯兰。

(吉隆坡4日讯）全国超过 

90%，也就是198个公正党区部 

主席发表联合声明，表态支持 

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在党 

内的领导，并全力支持他出任 

大马第8任首相。

然而，大多数属于公正党署理 
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派系的区部主 

席都没有参与联署，包括公正党副 

主席兼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祖莱达 
(安邦）、雪州大臣阿米鲁丁（鹅 

唛）及高渊区国会议员曼梳（高 

渊）。

其余21区部非拒绝联署

不过，联署声明发言人——公 

正党加央区国会议员诺阿敏强调， 

这些区部不是拒绝联署，而是他们 

没有回应是否要参与联署。

他透露，其他没参与联署的 

区部还包括联邦直辖区的蕉赖、吉 

兰丹古邦阁亮、兰斗班让及格底里 

等。.
公正党在全国共有219个区 

部，如今参与联署的共有198个区 

部；诺阿敏表示，还有3个公正党区 

部正在注册中。

他今午与•众公正党区部主席 

在孟沙-家马来餐厅召开新闻发布

会，并置读他们的联署声明。

“我们区部主席主动联系全国 

所有公正党区部主席，表明支持公 

正党主席兼第8任首相安华领导的明 

确及强烈立场。”

支持5

“我 

主席有责 

支持，以 

理念，并，

“这 

党在安华 

整，以避 

裂的印象.

“就 

国大选之 

支持安华 

家。”

诺阿 

们没有分 
阵营（Ka 

的是，超 

支持安华 

他表 

或是追随 

常事，但 

显示无论 

仍然还有 

标。.

區部主席聯合聲明屬

阿敏强调，区部

阿茲敏派系沒簽署

安华领导党续改革

们全国198名公正党区部 

任表明对安华团结…致的 

领导党持续改革的斗争及 

成为希盟的主要支柱。”

项支持直接证明了公正 

的领导下，依然团结及完 

免公正党正陷人动荡及分 

及认知。”

如希盟领袖在第14届全 

前所协议般，我们致力于 

出任第8任首相，领导国

敏说：“我们想要证明我 

裂，有的或许只是不同的 
dangan )，但现在很明确 

过90%的区部领导层表明

示，对他来说，党内分派 

特定领袖是避免不了的平 

198个区部主席展现支持， 

派系之间有什么不同点， 

不容置疑的共同立场及目

合声明是自发性的行动， 

并非受到党的任何指示才 

这么做

询及为何他们不选在 

公正党总部举行这场表明 

支持安华的新闻发布会， 

他解释今日是周日，加上 

区部主席从全国各地前 

来，因此选择在孟沙的马 

来餐厅举行。

支持遵从协议

他也表示，•众公正 

党区部主席认为，安华成 

为下…任首相是希盟成员 

党的协议，他们也支持遵 

从这个协议，至于其他人 

发表与协议内容不同的观 

点，只是个人看法。

诺阿敏说，安华是H 

前最有资格接任取代马哈 

迪，出任首相职的领袖。

“（马哈迪会交棒） 

这是肯定的，我们可以看

參與聯署聲明 

公正黨區部名單

1州属 总数
雪兰莪 19/22
联邦直辖区 
及布城

11/12

霹雳 /^X 22/24
槟城 112/13
吉打 15/15
玻璃市 ‘3/3
吉兰丹 11/14
登嘉楼 8/8
彭亨 13/14
森美兰 8/8
马六甲 6/6
柔佛 24/25
沙巴 23/26
砂拉越 23/29

总数 198/219

到首相及安华的友好关 

系，以及两人在国内外多 

次重复会交棒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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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良业（右二）率领中总理事和青商团，在哥打各鲁与丹中总交流。

(哥打崙鲁4日讯）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 

(中总）总会长丹斯里戴良业指出，中总一体 

化是中总九大计划中最重要的事项，整合资 

源，让大家可以共享，提供更广阔的的商业联 
g平#。

他说，目前中总-体化有不错的进展，共 
有15个属会已上载相关信息和资料，其中包括 

吉兰丹中华总商会。

理事青商团访丹中总

戴良业率领中总中央理事和青商团，在哥 

打崙鲁与丹中总交流时，这么表示。

过去9个月，中总已陆续访问了 11个属会， 

包括霹雳、北霹雳、槟州、森美兰、崙株巴 

辖、柔佛、居銮、马六甲、砂拉越、吉打和玻 

璃市。吉兰丹是东海岸的第…站，并获得丹中 

总会长叶翊瑚率同理事参与交流。

他说，中总之前举办了脑力激荡工作营 

后，拟定了九大工作计划，包括中总•体化和 

广招会员、加强政府关系、制定经济大蓝图、 

提升中总品牌、协助会员立足大马、联合东 

盟、迈向中国、走向世界及打造爱心社会等 

等。
“自去年5月大选后，中总便马不停蹄会晤 

正副首相、精英理事会主席敦达因，以及多位 

正副部长。政府也非常重视中总，邀请中总出 

席相关部门的许多会议和活动，共策工商经济

9月與中使館中銀聯辦

中小企合作對接會
良业说，中总将与中国大使馆和中国 
银行，于今年9月10日联合举办2019 

年马中两国中小企业合作对接会，促进马中两 

国的双边经贸合作，也借此提升马中两国经贸 

交流，并促进两国的务实合作和利益融合，继 

续拓展贸易潜力、扩大相互投资规模，共同发 

展。
“此外，马来西亚全国总商会将于8月29 

日，在吉隆坡会展中心举办两年一度的经济大

发展事务，而我们也提出了许多针对性的对策 

建议。.

“这-年来，中总代表每星期至少出席-- 
两个会议，出席会议和活动共超过70个。

提呈25备忘录建议书

“中总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的协助下， 
提呈了多达25份的备忘录和建议书，包括财政 

部、国际贸工部、国内贸消部、内政部、人力 

资源部、外交部、交通部、国家银行等等。

“与此同时，中总也接待海外代表团， 

促进尤其是和中国重要机构的联系。至今已 
接待近50个海内外团体。签署谅解备忘录共79 

份。”

他指出，经过多站访问后，中总收到了很 

多反馈。-些课题已经在前几天举行的会员代 

表大会上反映，包括外劳课题。

此外，他也透露，国际贸易及工业部最近 

成立“贸易与工业顾问理事会”（TIAC)，他 

本身受委为理事会成员之…。.该理事会的主要 

职务是向政府提呈建议，加强马来西亚贸易伙 

伴关系、吸引外来直接投资、鼓励革新以推动 

工业发展、让更多大马人进人劳动市场，以及 

建立高技能劳动力以应对未来工作需求。

他已召集中总社会经济研究组和社会经济 

研究中心，共议经济大蓝图。

会。这次的经济大会主题是“加强公共和私人 

领域合作，建设•个具竞争力的国家”，所讨 

论的内容涵盖各领域，包括中小型企业、劳动 

力、农业、金融创新等。”

他说，首相敦马哈迪将会为全国总商会经 

济大会开幕，并发表主题演讲。目前为止，确 
认出席的部长已有5人，包括财政部长林冠英、 

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人力资源 

部长古拉、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部长拿督雷京和 

企业发展部长拿督斯里莫哈末礼端。

他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出席这项大会，以更 

全面了解政府的最新政策，并提高企业核心竞 

争力。

中
總
一
體
化
共
享
資
源

戴
良
業
：
九
大
計
劃
中
首
要
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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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4日 

讯）妇女及家庭发展部 

副部长杨巧双呼吁私人 

界雇主，为雇员提供 
最少3至7天陪产假的福 

利，以减轻妻子分娩后 

的压力及负担。

根据报道，人力 

资源部长古拉计划修改 

1955年雇佣法令，让私 

人领域雇员与公共领域 
•样享有7天的有薪陪 

产假；修正案预计10月 

提呈至国会，目前人资 

部正在收集利益相关者 

的看法。

杨巧双（前排左四）在哺乳活动上与133名哺乳妈妈及孩子合影。需丈夫在旁帮忙照顾

杨巧双今午出席倡导哺乳网络 
(TBAN)主办的哺乳活动后，在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妻子分娩后一周 

最为关键，两天内无法下床走动， 

十分需要丈夫在旁帮忙照顾孩子， 

因此促请私人领域雇主给予雇员最 
少3天的陪产假。

相关活动吸引了 133名哺乳妈妈 

携同丈夫及孩子到场支持。

陈伟光：支持7天陪产假

现场一名新任爸爸陈伟光表

示，作为…名制服厂的老板，感同身受 

产妇在坐月子阶段初期，少不免需要丈 

夫在旁陪伴，因此愿意给男员工享有7 

天陪产假的福利，也非常支持政府落实 

相关计划。.

另外，杨巧双也指出，根据妇女 

及家庭发展部数据，2009年仅有14.5% 

的母亲采用母乳哺育，截至2018年， 

母亲在6个月内喂养母乳的数据已高达 

60%。

她说，这意味着依然有40%的母亲 

没有喂养婴儿母乳，其中的压力来源于

缺乏家庭成员的支持，“当婴儿因饥饿 

哭泣时，身为伴侣或婆婆，勿马上断定 

孩子的母亲不够母乳，以免让母亲感到 

压力而放弃哺乳。”

甲18政府机构设哺乳室

她希望各州政府效仿甲州政府，在 
18个政府机构建设哺乳室，以免母亲在 

不卫生的地点，如厕所哺乳。

有兴趣了解TB AN线上的母乳喂养 

支持小组，可加人脸书专页https://www. 

facebook.com/groups/TheBreastfeedingAdv 

陪
產
假
應
3

至
7

天

楊
巧
雙
促
僱
主
配
合

ocates N etwork/ 〇

出席者有倡导哺乳网络创办人杨美 
婷及妇女援助组织（WA0 )执行总监 

苏米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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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希山（左）在星期六（3曰）与负责维修市政局 

人民组屋、公共组屋电梯的9家公司的代i开会，讨论 

改善电梯的安全〇.

隆市局與維修公司

提4建議改善電梯安全
(八打灵再也4日讯） 

吉隆坡市政局与电梯维修公 

司昨日进行会议后，双方得 
出4项改善电梯的建议，以 

确保人民组屋电梯使用者的 

安全。

继上周五吉隆坡班底 

谷甘榜格灵芝•栋人民组 
屋发生电梯从5楼急坠至底 

楼，导致8名乘搭电梯的居

民受伤后。

市政局也在昨天召见 

负责维修市政局人民组屋 
(PPR)与公共组屋（PA ) 

共528部电梯的9家电梯维修 

公司开会。

双方提出的改善电梯 

建议包括市政局与电梯维修 

公司必须拥有电梯维修方面 

专业的丁作人员、市政局建

议维修电梯公司安排代表在 

各个人民组屋或公共组屋驻 

守，万一发生电梯故障，能 

够即时展开行动、维修电梯 

工作时，需与职业安全与卫 
生局（JKKP)紧密合作及 

作为长远方案，当局建议未 

来兴建的全新人民组屋需使 

用能够像载货电梯般承担重 

负的电梯。

文告指出，这项会议

是由吉隆坡市长拿督诺希山 

主持，会议上全面商讨电梯 

供应、维修与安全考量，以 

便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确 

保电梯使用者的安全受到保 

障。

吉隆坡市政局向来把 

电梯使用者的安全为优先考 

量，并且致力确保提供安 

全、良好、便利兼具的电 

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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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委會所酋K官明
盼改造成雙溪比力旅遊文化中心

報道►蘇斯敏攝影►辛柄耀

(双溪比力4日讯）被废置多年 

的双溪比力村委会会所，以及酋长 

昔曰的官邸，如今将获雪邦市议会 

大事翻新和进行修葺工程，不久后 

将得以重见天日，展现煥然一新的 

面貌，并且有潜能发展成旅游文化 

中心或游客打卡的地点。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向《大都会》 

社区报证实，他正着手于处理发出翻新 

酋长官邸的拨款事宜，有关拨款为20万 

令吉，并将由其掌管的雪州地方政府、 

公共交通及华人新村发展事务委员会发 

出。

他认为，配合雪邦2020年的旅游 

年，已陈旧的酋长官邸能被改造成旅客 

文化和咨询中心，但必须保持其原有的 

传统马来高脚楼建筑物的设计，不能拆 

除〇

他说，-旦有关计划付诸于现实， 

该地段将有潜能发展成旅游文化中心或 

游客打卡的地点，进而协助带动双溪比 

力的旅游业。

黄思汉认为，双溪 

比力新村商长官邸有被 

改造成旅客文化和咨询 

中心的潜能，但必须保 

持其原有的传统马来高 

脚楼建筑物的设计，所 

以只能翻新不能拆除。

余東發：盼會所改成村委辦事處
溪比力村长余东发建议 
将上述村委会会所改为 

村委会办事处，希望土地局能批 

准。

他说，目前该村委会是借用双 

溪比力州议员刘天球的服务中心为 

办公室，因此如果该会所能辟出-- 

块空间作为兴建村委会办公室，将 

方便他们处理各种事务并与村民交

流。

针对村长提出的这项建议，蔡 

志雄指出，有关建议可以被接纳， 

他也允诺将向土地局提出申请。

“有关地段是属于土地的局 

产业，他们需要提交到雪州行政 

议会，以拟出工程量清单（Bm 

of Quantities,简称BQ )和进行审 

查。”

厂酋长官邸被废置多年，造成有些空间变成肮脏，有些角 

落还有蝙福粪便和不明的污物。

2.记者拾级而上，发觉建筑物内部构造良好，户外也有足 

够的采光，尤其是木板建筑物线条简洁俐落，颇具独特风味。

蔡志雄：缺保養而變殘舊

T丨费V、’

4
蔡志雄（左）与余东发共同巡视被废置多年的酋长官邸。

<传统马来高脚楼建筑物的设计颇为独特及具有历史考究价 

值，因此不会拆除，而是胥视破坏程度进行整修,3

5.双溪比力村委会会所内有一个偌大的礼堂，这座会所曾由前 

任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主持揭幕启用仪式。

•■邦市议员蔡志雄带领 

《大都会》社区报记 

者前往视察上述两栋旧建筑物 

时指出，很多政府机关会建在 

县署较集中的地点，以方便符 

合N28或N32高等级别的政府长 

官办公，然而•旦各别县署兴 

建新的民众礼堂或官邸后，有 

关高级长官也随之搬迁，因此 

原有的建筑物或官邸就渐渐地 

被废置_。

记者也观察到，不少政府 

官邸或公共产物被废置，造成 

缺乏保养和维修之下，久而久 

之就会变成残旧建筑物，甚至 

被长得茂盛的树木所遮掩，并 

且滋生蚊虫，有者还沧为民众 

眼中“阴森”令人毛骨悚然的 

感觉，其中双溪比力村委会会 

所，以及酋长昔日的官邸，正 

是其中两个最典型的例子。

进行公开招标

蔡志雄指出，他刚接手处 

理这两座建筑物时，由于屋子 

全被树木包围着，他就叫人动 
用神手，将树木都挖走，再把

屋子四周清理。

他已向州政府反映此事， 

既连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也亲 

自前往巡视，并拨出…笔款 

项，目前交由市议会工程组与 

房屋规划组进行公开招标，并 

进行产业估价和列出所需进行 

的工程项目。

“我们已经向土地局提 

出申请，该局也同意交由我们 

全权负责，目前正在与该局协 

商，建议将该置弃的公共产物 

刷新，包括拆除和更换残旧的 

建筑物材料、更换地上的草 

皮、有漏水的地方换过、更换 

损坏的围墙、重新拉水电表， 

或者会改为人民的服务中心、 

活动中心等，但一切仍未有定 

案，主要是让人们有个可以活 

动筋骨和加强联系和交流。”

他说，根据建筑物规划组 

官员指出，该组将刊登广告和 

进行公开招标。

他指出，以酋长官邸而 

言，其建筑物结构依然良好， 

有些地方还需要弄干净些，并 

尽量保留传统原貌和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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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大臣：不會對設施掉以輕心

復新i懦維護腿電嫌
(沙亚南4 

日讯）雪州大臣 

阿米鲁丁强调，

州政府不会对维 

护州内廉价组屋 

的电梯设施掉以 

轻心，向来都会 

通过一些项目， 

如组屋复新计划 

(CERIA )等， 

加强对组屋电梯 

的维护与替换。

他今日出席 

沙亚南市政厅举办 

的健康、福利及女 

性3W嘉年华后表 

示，州政府了解廉 

价组屋的电梯保养 

问题，故从2009年 

起推介组屋复新计 

划，迄今维修了许 

多电梯。

阿米鲁丁是针 

对上周五在吉隆坡 

班底谷甘榜格灵芝 

人民组屋发生的电 
梯急坠5楼，导致8 

人受伤事件作出回 

应，希望雪州不会 

发生类似事故。

对于同样在上 

周五发生，瓜雪新

雪州苏丹后（右四起）和阿米鲁丁为竞走1万步主持鸣笛仪式D

镇宗教大厦有5人受 

困于故障电梯半小 

时的事故，阿米鲁 

丁指出，基于该厦 

属联邦政府资产， 

所以保养该电梯的 

责任落在房地部手 

上

有大约5000人 

出席今早这项邀请 

雪州苏丹后诺拉茜 
金主持开幕的3W嘉 

年华会，参与步行1 

万步、健身操和攀 

岩等活动。 嘉年华会上出现的复古脚车，吸引众人目光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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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

雪州水供管理公司是在星期六 

(3曰）下午5时完成联邦大道第6.6 

公里处水管爆裂的修复工作。

(吉隆坡4日讯）联邦大道爆裂 

的水管终于完成修复工作！惟当局需 

进行清理工作、填补洞口与重铺道路 

后，才能重开目前关闭的车道。

雪州水供管理公司发表文告指 

出，当局已于星期六（3日）下午5时 

全面完成联邦大道第6.6公里处水管 

爆裂的修复工作，同时水供亦恢复正 

常。

+雪州水务管理公司通讯管理与公 

关部主任阿都拉奥夫发感谢在修复工 

作期间提供帮助的单位，包括警方、 

吉隆坡西部疏散大道及大马大道局等 

等。

该公司也向这起事件导致联邦大 

道道路使用者不便而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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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限逾9〇%B部
诺阿敏（前 

排右五）带领公 

正党大批区部主 
席，大喊“烈火 

莫熄”、“安华 

万岁”及“安华 

出任第8任首相” 

口 T。左二起为 
如楼区部主席孙 

伟瑄及瓜拉吉 
赖区部主席罗斯 

兰〇

19華

區部主席聯合聲明屬自發性

阿敏强调，区部主席如今发 

$表联合声明是自发性的行 

动，并非受到党的任何指示才这么做。

询及为何他们不选在公正党总部举 

行这场表明支持安华的新闻发布会，他 

解释今日是周日，加上区部主席从全国

各地前来，因此选择在孟沙的马来餐厅 

举行。

支持遵从协议

他也表示，•众公正党区部主席认 

为，安华成为下…任首相是希盟成员党

的协议，他们也支持遵从这个协议，至 

于其他人发表与协议内容不同的观点， 

只是个人看法。

诺阿敏说，安华是目前最有资格接 

任取代马哈迪，出任首相职的领袖。

“（马哈迪会交棒）这是肯定的， 

我们可以看到首相及安华的友好关系， 

以及两人在国内外多次重复会交棒的言 

论。*’

參與聯署聲明 
公正黨區部名單

i 州属| 总数|
雪兰莪 19/22

联邦直辖区 
及布城

11/12

后辛;^ 、22/24

槟城f _i 112/13

吉打M^ 15/15

玻璃市 _ 3/3

吉兰丹 11/14

登嘉楼 8/8

彭亨 13/14

森美兰 8/8

(吉隆坡4日讯）全国超过90%,也就是198个公正党 

区部主席发表联合声明，表态支持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 

华在党内的领导，并全力支持他出任大马第8任首相。

然而，大多数属于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派系的区 

部主席都没有参与联署，包括公正党副主席兼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长祖莱达（安邦）、雪州大臣阿米鲁丁（鹅唛）及高渊区国会议 

员曼梳（高渊）。

其余21区部非拒绝联署

不过，联署声明发言人——公正党加央区国会议员诺阿敏 

强调，这些区部不是拒绝联署，而是他们没有回应是否要参与联 

署。

他透露，其他没参与联署的区部还包括联邦直辖区的蕉赖、 

吉兰丹古邦阁亮、兰斗班让及格底里等。

公正党在全国共有219个区部，如今参与联署的共有198个区 

部；诺阿敏表示，还有3个公正党区部正在注册中s

他今午与…众公正党区部主席在孟沙一家马来餐厅召开新闻 

发布会，并宣读他们的联署声明。

“我们区部主席主动联系全国所有公正党区部主席，表明支 

持公正党主席兼第8任首相安华领导的明确及强 

烈立场:'，，

支持安华领导党续改革

“我们全国198名公正党区部主席有责任表 

明对安华团结-致的支持，以领导党持续改革的 

斗争及理念，并成为希盟的主要支柱。”

“这项支持直接证明了公正党在安华的领导 

下，依然团结及完整，以避免公正党正陷人动荡 

及分裂的印象及认知。”
“就如希盟领袖在第14届全国大选之前所协 

议般，我们致力于支持安华出任第8任首相，领 

导国家。”

诺阿敏说：“我们想要证明我们没有分裂， 

有的或许只是不同的阵营（Kalangan)，但现在 

很明确的是，超过90%的区部领导层表明支持安 
华。”

+

森美兰
马六甲 6/6

柔佛 24/25

沙巴 23/26

砂拉越 23/29

总数 198/219

华。”

他表示，对他来说，党内分派或是追随特定 
领袖是避免不了的平常事，但198个区部主席展现 

支持，显示无论派系之间有什么不同点，仍然还 

有不容置疑的共同立场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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