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emilik 112 tong dikenakan notis
Merupakan 

seorang pemilik 
kebun sayur 
berdekatan 

kawasan  itu

MUHAMMAD 
AMINNURALIFF MOHD ZOKI

SHAH ALAM

P emilik kepada lebih 
100 tong berisi mi-
nyak yang dibuang di 

dua lokasi berasingan ber-
dekatan sungai di perkam-
pungan orang asli Sungai 
Jang, Kerling, Hulu Sela-
ngor dikenal pasti.

Exco Alam Sekitar, 
Teknologi Hijau, Sains, 
Teknologi dan Inovasi dan 
Hal Ehwal Pengguna nege-
ri, Hee Loy Sian berkata, 
pemilik tong berkenaan 
merupakan seorang pemi-

lik kebun sayur berdekatan 
kawasan tersebut. 

Menurutnya, siasatan 
dibuat pihaknya bersama 
Lembaga Urus Air Sela-
ngor (LUAS) serta bebera-
pa agensi terlibat dengan 
menjalankan pemantauan 
di lokasi pembuangan tong 
berisi cecair dan LUAS ber-
tindak segera dengan me-
masang ‘condone tape’ 
pada kesemua tong berke-
naan di lokasi kejadian. 

“Hasil siasatan menda-
pati pemilik tong berkena-
an   merupakan seorang 
pemilik kebun sayur ber-
dekatan di kawasan itu.

“Dalam masa sama, pi-
hak Majlis Daerah Hulu 
Selangor (MDHS) telah 
memberikan dua notis ke-
salahan kepada pemilik 
tong tersebut,”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di 
sini semalam.

Beliau turut memberi-
tahu, siasatan lanjut turut 
mendapati tong-tong ter-

sebut diedar oleh sebuah 
kilang yang bertempat di 
Kampung Sungai Dara, 
Behrang Ulu, Perak.

Sehubungan itu kata-
nya, tindakan susulan telah 
diambil kepada pihak ber-
tanggungjawab dan Majlis 
Daerah Tanjung Malim 

turut mengeluarkan notis.
“Jabatan Alam Sekitar 

telah mengarahkan pemilik 
kilang tersebut untuk 
menguruskan tong-tong 
itu mengikut Akta Kualiti 
Alam Sekeliling 1974 dan 
jauh dari sungai,” katanya.

Beliau berkata, tong-

tong di lokasi kejadian telah 
dihantar semula ke kilang 
terlibat.

Terdahulu, penduduk 
orang asli berdekatan 
Kampung Sungai Jang, 
Kerling menemui 112 tong 
berisi minyak bitumen 
yang dibuang di dua lokasi 

berasingan di tepi jalan ber-
hampiran sungai kampung 
berkenaan.

Yang Dipertua MDHS, 
Shukri Mohamad Hamin 
berkata, pihaknya meneri-
ma aduan berhubung per-
kara tersebut pada Jumaat 
lepas dan penduduk me-
maklumkan aktiviti itu di-
kesan sejak sebulan lalu.

Menurutnya, siasatan 
awal yang dilakukan pada 
jam 11 malam mendapati 
lokasi tong berkenaan ter-
letak hanya 10 meter dari 
pembetung sungai.

Sebanyak 112 tong berisi minyak bitumen itu dijumpai diletakkan di tepi jalan berhampiran pembentung 
sungai di Kampung Sungai Jang, Kerling.

LOY 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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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l busuk 
ternakan ayam 
resahkan 
pendud 

Oleh ROSKHOIRAH YAHYA 
pengarang@utusan.com.rny 

• KUALA LUMPUR 5 OGOS 

PENCEMARAN bau dan 
masalah lalat yang diper-
cayai berpunca daripada 

penternakan ayam menyebab-
kan kehidupan lebih 10,000 
penduduk di sekitar Tasik Pu-
chong Prima, Selangor tergang-
gu sejak tiga tahun lalu. 

Projek penternakan yang ter-
letak kira-kira 100 meter dari 
kawasan perumahan itu didak-
wa diusahakan secara haram. 

Penduduk, Jefri Taharud-
din Hensem, 38 berkata, setiap 
hari mereka bukan sahaja ter-
paksa menghidu bau busuk 
tetapi turut berdepan masalah 
lalat dan nyamuk yang semak-
in serius. 

"Dahulu tempat itu adalah 
tapak semaian pokok, en-
tah macam mana 
boleh bertukar 
menjadi tempat 
bela ayam. 
Bukan satu 
tapi ada dua 
lokasi. 

" K a -
w a s a n 
pe r t e rna -
kan ayam 
itu sangat 
dekat den-
gan rumah 
p e n d u d u k 
dan juga jalan 
besar. Bayangkan, 
seksa yang dihadapi 
penduduk kerana terpaksa 
menghidu bau busuk setiap 
hari," katanya ketika dihubungi 
Utusan Malaysia, baru-baru ini. 

Tambah Jefri Taharud-
din, walaupun pihaknya telah 
membuat laporan mengenai 
masalah itu kepada Majlis Per-

PENTERN AKAN ayam berdekatan dengan tasik Puchong Prima. Selangor yang 
menimbulkan rasa tidak selesa dalam kalangan penduduk. 

bandaran Subang Jaya (MPSJ) 
kira-kira dua minggu lalu na-
mun masih tiada tindakan 
diambil oleh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itu. 
"Kami berasa agak terkilan 

dengan sikap sambil lewa PBT 
yang seolah-olah memand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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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WASAN penternakan 
ayam di Tasik Puchong 
Prima. Selangor yang 
dipercayai beroperasi 
secara haram. 

LOKASI reban ayam berdekatan Tasik Puchong Prima yang menyebabkan pencemaran bau. 

remeh perkara ini. 
"Kami bimbang jika penter-

nakan ayam di situ tidak tidak 
dibendung, ia akan menjadi 
semakin tidak terkawal dan 
meletakkan penduduk dalam 
keadaan tidak harmoni," ka-
tanya. 

Sehubungan itu, beliau ber-
harap pihak MPSJ dapat turun 
padang untuk bertemu dengan 
wakil penduduk dan mengam-
bil tindakan yang sewajarnya 
terhadap pengusaha reban 
ayam berkena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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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tong cecair mudah
terbakar ditemui

Oleh Khairul Azran Hussin
dan Md Fuzi Abd Lateh
bhnews@bh.com.my

Shah Alam: Sebanyak 112 tong
berisi cecair mudah terbakar
ditemui berhampiran anak
sungai di kampung Orang Asli
Sungai Jang, Kerling, Hulu Se-
langor, Sabtu lalu.
Pengerusi Jawatankuasa Te-

tap Alam Sekitar, Teknologi Hi-
jau, Sains, Teknologi dan Inovasi
danHal Ehwal Pengguna Selang-
or, Hee Loy Sian, berkata tong itu
ditemui kakitangan Majlis Dae-
rah Hulu Selangor (MDHS) pada
jam 7.39 pagi selepas menerima
maklumat berhubung pembua-
ngan tong berisi cecair di situ.
“Bagaimanapun, pemeriksaan

lanjutmendapati tiada cecair da-
ripada tong ini dikesan mema-
sukiSungaiJangyang terletak52
kilometer dari Loji Pembersihan
Air Rantau Panjang.
“Pihak Lembaga Urus Air Se-

langor (LUAS) sudah memasang
pita sekatan di lokasi ini.
“Susulan laporan ini, satu ope-

rasi bersepadudijalankanLUAS,
MDHS, Jabatan Alam Sekitar
(JAS) Selangor, Polis Diraja Ma-
laysia (PDRM), Pengurusan Air

Selangor Sdn Bhd (Air Selangor)
dan Majlis Daerah Tanjung Ma-
lim (MDTM),” katanya dalam ke-
nyataan media, semalam.
Loy Sian berkata, hasil siasa-

tan mendapati semua tong berisi
cecair itu milik pekebun sayur
berdekatan tempat kejadian.
“Berikutan itu, MDHS sudah

memberikanduanotis kesalahan
kepada pemilik kebun sayur ter-
babit,” katanya.
Beliau berkata, siasatan lanjut

mendapati semua tong itu diedar
oleh sebuah kilang di Kampung
Sungai Dara, Behrang Ulu, Perak.
“Berikutan itu, MDTMmenge-

luarkan notis kesalahan kepada
pemilik premis berkenaan.
“JAS juga mengarahkan pemi-

lik kilang menguruskan semua
tong ini dengan menjauhkannya
dari sungai seperti tertaklukme-
ngikut Akta Kualiti Alam Seke-
liling 1974,” katanya.
Katanya, semua tong itu di-

angkut semulakekilang terbabit,
semalamnamunLUAS dan agen-
si berkaitan masih memantau
tempat berkenaan.
Sementara itu, Yang Dipertua

MDHS,ShukriMohdHamin, ber-
kata pekebun sayur itu mendak-
wa semua tong itu terpaksa di-
tinggalkan di tempat terbabit ke-
rana lori yang digunakan untuk
membawamuatan itu tidakdapat
melalui jalan menuju ke kebun-
nya kerana saiz kenderaan ter-
lalu besar.
“Namun, ia bukan alasan un-

tuk pihak tidak bertanggungja-
wab ini meninggalkan semua
tong berisi cecair sesuka hati
“Pihak kami juga mengeluar-

kan dua kompaun di bawahSeks-
yen 46 (1) (A) Akta Jalan, Parit
dan Bangunan 1974 terhadap pe-
kebun sayur ini atas kesalahan
meletakkan himpunan barang di
tempat awam tanpa kebenaran
MDHS,” katanya.

Siasatan dapati
tong milik
pekebun sayur,
MDHS keluar
2 notis kesalahan

Pihak LUAS memasang pita sekatan di lokasi 112 tong berisi cecair
mudah terbakar ditemui berhampiran anak sungai di kampung Orang Asli
Sungai Jang, Kerling, Hulu Selangor, semalam. (Foto Sairien Nafis/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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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la Lumpur: Sebanyak
56,058 daripada 95,105
jumlah kes bankrap yang
direkodkan sejak 2014 hingga
tahun lalu dibebaskan dari-
pada status orang bankrap.
Mereka yang bankrap

berkenaan menerima Sijil
Pelepasan Melalui Ketua
Pengarah Insolvensi
di bawah Seksyen 33A.
Statistik Jabatan Insolvensi

Malaysia (MdI), merekodkan
Selangor menduduki tangga
teratas negeri paling banyak
kes bankrap iaitu 24,648 kes
sepanjang tempoh empat
tahun diikuti Wilayah
Persekutuan Kuala Lumpur
(11,774) serta Johor (10,796).
Berdasarkan umur pula,

mereka yang berusia
35 hingga 44 tahun paling
banyak bankrap iaitu 32,948
orang diikuti 24,584 orang
berusia 45 hingga 54 tahun,

manakala 25 hingga 34 tahun
pula adalah seramai 23,577.
Data itu juga menunjukkan

punca kebankrapan paling
tinggi adalah 26,399
pinjaman peribadi, 23,521
sewa beli kenderaan diikuti
pinjaman perumahan 13,400
dan 9,428 hutang kad kredit.
MdI dalam satu kenyataan

berkata, pihaknya
mengadakan kempen
kesedaran dan khidmat
kaunseling bagi membantu
masyarakat berbelanja secara
berhemah dan bijak dalam
pengurusan kewangan bagi
mengelakkan muflis.
“Jabatan ini

memperkasakan pendidikan
kepenggunaan dan
pengurusan kewangan
di peringkat komuniti dan
masyarakat setempat selain
pendidikan dan kempen
kesedaran terutama tentang
implikasi kebankrapan
kepada golongan belia dan
pelajar institusi pengajian
tinggi supaya masalah ini

dapat ditangani di peringkat
awal.
“Selain itu, jabatan ini

juga meluaskan jaringan
kerjasama dengan badan
berkanun dan pertubuhan
bukan kerajaan melalui
Consultative Meeting, Outreach
Programme, Rakan Strategik
MdI, jelajah dan klinik
kesedaran orang awam.
“Pendekatan MdI Prihatin

juga dilaksanakan bagi
membantu orang awam
khususnya golongan muda
meningkatkan kesedaran
berhubung keberhutangan
serius dan kesan daripada
perintah kebankrapan,”
katanya.
Kata kenyataan itu,

masyarakat terutama
golongan muda sekiranya
menghadapi masalah dan
kesulitan dalam perancangan
kewangan dinasihatkan

merujuk pihak kewangan
bertauliah.
“Jabatan menasihatkan

mereka merujuk kaunselor
serta pengurus kewangan
seperti Agensi Kaunseling
dan Pengurusan Kredit
(AKPK) bagi mendapatkan
khidmat nasihat atau
mekanisme penyelesaian
berhubung kemelut
penstrukturan semula
kewangan.
“Jabatan ini juga

menasihatkan golongan
muda pada masa kini tidak
terpengaruh dengan trend
atau gaya hidup mewah
hingga mengabaikan
keperluan utama.
“Kegagalan menjelaskan

hutang melebihi had
tuntutan RM50,000 kepada
pihak bank, mana-mana
syarikat atau individu
mendedahkan individu
itu dengan tindakan
prosiding untuk petisyen
perintah kebankrapan
di mahkamah,” katanya.

Selangor paling ramai
status orang bank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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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Sebanyak 112
tong berisi cecair belum di-
kenal pasti ditemui berham-
piran anak sungai di per-
kampungan Orang Asli
Sungai Jang, Kerling, Hulu
Selangor, Sabtu lalu.

Exco Alam Sekitar, Tek-
nologi Hijau, Sains, Tekno-
logi, Inovasi dan Hal Ehwal
Pengguna Selangor Hee Loy
Sian berkata, penemuan
tong berkenaan diterima
menerusi laporan Majlis
Daerah Hulu Selangor
(MDHS) kepada Lembaga
Urus Air Selangor (Luas),
jam 7.39 pagi.

Katanya, pemeriksaan di
lokasi mendapati tiada cecair
daripada tong berkenaan di-

kesan memasuki sungai
yang terletak 52 kilometer
(km) dari Loji Pembersihan
Air (LPA) Rantau Panjang.

“Operasi bersepadu dija-
lankan Luas, MDHS, Jabatan
Alam Sekitar (JAS) Selangor,
polis, Pengurusan Air Se-
langor Sdn Bhd (Air Selang-
or) dan Majlis Daerah Tan-
jung Malim (MDTM) di lokasi
selepas menerima laporan.

“Pihak Luas juga mema-
sang pita sekatan pada se-
mua tong berkenaan bagi
mengelak kejadian tidak di-
ingini , ” katanya dalam ke-
nyataan di sini, semalam.

Beliau berkata, siasatan
mendapati tong berkenaan
dimiliki pekebun sayur ber-

hampiran lokasi kejadian.
Katanya, tong berkenaan

didapati diedar sebuah ki-
lang di Kampung Sungai Da-
ra, Behrang Ulu, Perak dan
MDTM mengeluarkan notis
kesalahan kepada pemilik
premis terbabit.

“Pihak MDHS memberi dua
notis kesalahan kepada pe-
milik kebun sayur berkenaan.

“JAS juga mengarahkan
pemilik kilang menguruskan
tong itu mengikut Akta Kua-
liti Alam Sekeliling 1974 dan
jauh dari sungai.

Menurutnya, sehingga kel-
marin semua tong dihantar
ke kilang itu namun Luas dan
agensi berkaitan terus me-
mantau lokasi berkenaan.

112 tong misteri milik pekebun

SE BANYAK 112 tong berisi cecair ditemui berhampiran sungai di perkampungan Orang Asli di Sungai J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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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temui berdekatan Sungai Jang, Hulu Selangor dipercayai milik pekebun sayur 

112 tong minyak bitumen dibuang 
Oleh MOHD. YUNUS YAKKUB 

SHAH ALAM - Sebanyak 
112 tong disyaki berisi mi-
nyak bitumen ditemui di 

anak sungai berdekatan 
perkampungan Orang Asli 
Sungai Jang, Kerling, Hulu 
Selangor pada Sabtu lalu. 

Majlis Daerah Hulu Se-
langor (MDHS) menge-
tahui perkara tersebut 
selepas mendapat aduan 
daripada penduduk kam-
pung. 

Pengerusi Jawatankuasa Alam 
Sekitar, Teknologi Hijau, Sains, 
Teknologi Dan Inovasi dan Hal 
Ehwal Pengguna Selangor, Hee 
Loy Sian (gambar kecil) berkata, 
tiada sebarang tumpahan dari-
pada minyak tersebut ke dalam 
sungai. 

Katanya, jarak lokasi kejadian 
dengan Loji Pembersihan Air 
Rantau Panjang adalah kira-kira 
52 kilometer. 

"Susulan laporan itu, satu ope-
rasi bersepadu dijalankan 
Lembaga Urus Air Se-
langor (LUAS), MDHS, 
Jabatan Alam Sekitar Se-
langor (JAS), Polis Diraja 
Malaysia, Pengurusan Air 
Selangor Sdn. Bhd. dan 
Majlis Daerah Tanjung 
Malim di kawasan terse-
but. 

"Pihak LUAS juga telah mema-
sang pita sekatan pada kesemua 
tong di lokasi itu," katanya dalam 
kenyataan di sini semalam. 

Cecair yang dibuang itu meru-
pakan bahan berasal daripada 
kelapa sawit dan boleh dijadikan 
baja pokok durian. 

Menurut Loy Sian, siasatan 
mendapati tong yang dibuang 
itu milik seorang pekebun sayur 
berdekatan kawasan tersebut. 

Difahamkan, pemilik kebun itu 
mendakwa tong berkenaan dile-
takkan sementara kerana lori 
yang digunakan tidak dapat me-
lalui jalan ke kebunnya kerana 
saiz kenderaan terlalu besar. 

Loy Sian memberitahu, ke-
semua tong itu dikeluarkan se-
buah kilang di Kampung Sungai 
Dara, Behrang Ulu di Perak. 

"MDHS telah mengeluarkan 
dua notis kesalahan kepada pemi-
lik tong berkenaan. 

"Selain itu, JAS turut telah 
mengarahkan pemilik kilang 
berkenaan untuk menguruskan 
kesemua tong itu dengan men-
jauhkannya dari sungai seperti 
yang tertakluk di bawah Akta 

TONG disyaki berisi minyak bitumen ditemui di anak sungai berdekatan 
perkampungan Orang Asli Sungai Jang, Kerling, Hulu Selangor pada Sabtu lalu. 

Kualiti Alam Sekeliling 1974," je-
lasnya. 

Mengulas lanjut, beliau berka-
ta, sehmgga Ahad lalu, kesemua 
tong di lokasi itu telah dihantar 

ke kilang terbabit. 
"Pemantauan berterusan se-

dang dilakukan oleh LUAS dan 
pihak berkaitan di lokasi kejadi-
an,"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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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QUID CONTENT UNKNOWN

112 industrial
drums dumped
near Sg Jang
Orang Asli
village
SHAH ALAM: A total of 112 indus-
trial drums filled with an uniden-
tified liquid were discovered dis-
carded near the Sungai Jang
Orang Asli village in Kerling, Hu-
lu Selangor, on Saturday.

The drums were found near a
stream that flows into Sungai
Jang by the Selangor Water Man-
agement Authority (Luas) after a
tip-off from the Hulu Selangor
District Council  (MDHS) at
7. 3 9 a m .

An integrated operation was
launched by Luas, MDHS, the De-
partment of Environment (DoE),
the police, Pengurusan Air Selan-
gor Sdn Bhd and the Tanjung
Malim District Council (MDTM).

It was found that the drums
were sealed and that none of the
liquid had leaked into the river
located 52km from the Rantau
Panjang Water Treatment Plant.

“Luas cordoned off the area
where the drums were found. Luas
and other authorities are monitor-
ing the site,” said Selangor Envi-
ronment, Green Technology, Sci-
ence and Consumer Affairs Com-
mittee chairman Hee Loy Sian.

An investigation linked th e
drums to a nearby vegetable
farm.

“The farm owner was served
with two notices for indiscrim-
inately disposing of the 112
drums. We also found that the
barrels had been distributed by a
factory in Kampung Sungai Dara,
Behrang Ulu in Perak. MDTM has
issued a notice of offence to the
factor y.”

He said the drums were re-
turned to the factory, which was
directed by the DoE to dispose of
the liquid away from the riv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nviron-
mental Quality Act 1974.

Hee Loy 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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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Residents want 
Jalan Sungai Bertih 
in Kiang to be widened 
>4 

New bridge 

Motorists want JKR to speed 
up road-widening project to 
ease traffic congestion 
By EDWARD RAJENDRA 
edward@thestar.com.my 

PEAK hour traffic congestion and 
accident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Jalan Balung Ayam and Jalan 
Sungai Bertih in Teluk Gadong, 
Klang has got many motorists wor-
ried.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busiest 
routes with bumper-to-bumper 
traffic during peak hours, as it is 
also a single-lane road at certain 
sections. 

Motorists are urging the Selangor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JKR) to 
speed up the Jalan Sungai Bertih 
road-widening project to accommo-
date the increased traffic. 

Widening of the 2.3km Jalan 
Sungai Bertih to a dual carriageway 
was proposed with the completion 
of the Raja Muda Nala Bridge, the 
third bridge built across Sungai 
Klang. 

Since the third bridge was 
opened to traffic in November 
2017, motorists have been using 
Jalan Sungai Bertih as a shortcut to 
get to the Shapadu Highway, a 
bypass that links to Port Klang and 
the Federal Route 5 coastal road. 

Taman Sinaran resident Awang 
Shariff, 35, said Phase 2 of the road 
widening project was long overdue. 

"Selangor JKR must not drag its 
feet on the project but start it soon, 
as road users are being put at risk," 
he added. 

Kampong Telok Gadong village 
head Husin Nuruddin said the 
intersection sees traffic congestion 
daily during peak hours in the 
morning and evening. 

"From 7am to 9.15am and again 
from 4.30pm to 7pm, traffic conges-
tion along Jalan Balung Ayam and 
Jalan Sungai Bertih is bad. 

"Since the Raja Muda Nala 
Bridge was opened, it causes a traf-

worsens 
traffic flow 

Husin says during peak hours, traffic slows down at the intersection of Jalan Balung Ayam and Jalan Sungai 
Bertih, contributing to a 430m backlog of vehicles until Masjid Nurul Iman, along Jalan Sungai Bertih. 
- Photos: AZLINA ABDULLAH/The Star 

tic snarl all along the 180m of Jalan 
Balung Ayam and there is a 600m 
backlog of vehicles from outside 
Masjid Nurul Iman until the exit to 
Persiaran Raja Muda Musa. 

"Most motorists use this route as 
it is a shorter distance instead of 
going past Klang town," he said. 

Husin added that residents had 
proposed, as an immediate meas-
ure, to have a policeman regulate 
the traffic at the intersection. 
Others have asked for traffic lights 
to be installed. 

"But, I feel it would be better if 
JKR widens the 2.3km stretch from 
the intersection of Jalan Sungai 
Udang/Jalan Sungai Bertih until the 
exit to Persiaran Raja Muda Musa," 
he said. 

"Due to this new traffic move-

ment, it is vital that the road widen-
ing be done quickly with important 
features for safety that involves 
pedestrian crossings," he said. 

Sungai Udang village head Syed 
Putera Syed Mokhtar said it would 
be good if Selangor JKR could hold 
a town hall meeting to explain to 
the people about the road-widening 
project and accept constructive 
feedback. 

"Upgrading of Jalan Sungai 
Bertih must be pedestrian-friendly 
as schoolchildren, wbmen and 
senior citizens need a dedicated 
lane for walking or cycling," he 
said. 

Syed Putera agreed that a traffic 
policeman must be stationed at the 
intersection to manage traffic dur-
ing peak hours. 

Syed Putera says traffic police must 
be stationed at the inter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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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TS 
Cyclists distribute 
1,000 Jalur Gemilang 
in Shah Alam 
>13 

Cyclists spread spirit of patriotism 
Bike enthusiasts distribute 1,000 Jalur Gemilang in Shah Alam ABOUT 1,000 Jalur Gemilang were 

distributed by participants of the 
Shah Alam Relaxed Cycling pro-
gramme held at Shah Alam 
Independence Square. 

The 300 cyclists embarked on a 
17km track which started at the 
Independence Square in Section 
14. 

The programme was organised 
by Shah Alam City Council (MBSA)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police, 

Hikers Climbers and the Petaling 
Perdana District Office (PPD) 
involving Shah Alam Bicycle 
Club (Kelas), the Shah Alam 
community and surrounding 
bike clubs. 

Shah Alam mayor Datuk Haris 
Kasim said the programme was 
held to spark the people's patriotic 

spirit and love for the country in 
conjunction with National Day 
2019. 

"Participants will hand over 
the Jalur Gemilang flag at each 
designated stop involving selected 
schools such as SK Section 7, 
SK Section 19, SMK Section 2 
and SMK Section 9, Shah Alam," 

he said. 
According to Haris, MBSA regu-

larly organise various cycling 
activities to create a healthy and 
vibrant community, including 
night cycling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Earth Hour celebration, Shah 
Alam Criterion and Enduride 
cycling. 

"This activity will not only pro-
duce healthy and tit citizens, but 
also promote Shah Alam as a 
Sports City," he added. 

Haris also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wish happy National Day to all 
Malaysians and that they should 
be proud of their country. — By 
IKHWAN RAIFUDIN 

Haris (centre, in blue shirt and spectacles) with the participants before flagging off the Shah Alam Relaxed Cycling programme at the Independence Square. (Right) Participants enjoying 
themselves at the event. - Photos: AZLINA ABDULLAH/The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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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ded over new route 
Some residents in SS7 Petaling Jaya are against a traffic scheme 
introduced on a trial basis by MBPJ last month, saying it is chaotic and 
contributing to near misses and collisions in the neighbourhood. >2&3 

N O T I S p e m b e r i t a h u a n 4 

P E R U B A H A N S.STEM A U R A N TRAFIK D. JALAN SS 
7 / 9 SECARA PERCUBAAN BERMULA 0 8 / 0 7 / 2 0 1 9 
H I N G G A 0 8 / 1 0 / 2 0 1 9 . 

K E N D E R A A N DARI LDP TIDAK DIBENARKAN 
M E L A L U I JALAN SS 7 / 9 UNTUK KE JALAN SS 7 / 2 . 

JAB. KEJURUTERAAN MBPJ ; 03 - 79584221 
HOTLINE MBPJ : 0 3 - 79542020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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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raffic scheme: Signboards have been placed at the affected stretches to alert residents and motorists of the traffic changes at Jalan SS7/9, Jalan SS7/10 and Jalan SS7/3 in the SS7 
Lengkok Golf neighbourhood. - LOW BOON TAT/The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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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7 residents protest 
against traffic diversion 
They want MBPJ 
to revert to 
previous system for 
the sake of safety 
and convenience 

Aminah: The situation is so dangerous that I 
have stopped my grandchildren from cycling 
around the neighbourhood. 

The retired engineer believes that MBPJ 
implemented the new traffic scheme based 
on recommendations by the SS7 Lengkok 
Golf Action Group (Badan Bertindak), 
although the plan was not supported by 
most residents. 

"This group claims to represent SS7 resi-
dents, but are they a registered association?" 
asked Azli. 

"We have an existing SS7 Lengkok Golf 
Residents Association (RA) and SS7 Lengkok 
Golf Rukun Tetangga (RT)." 

"I have been having sleepless nights since 
the diversion was implemented," said Hazer 
Ghani, who has been staying at Jalan SS7/7 
for 34 years. 

Stories by JADE CHAN 
jade@thestar.com.my 

A GROUP of residents are objecting to the 
recent road closures and diversions in their 
SS7 Lengkok Golf neighbourhood in Petaling 
Jaya, and want the traffic scheme to revert to 
the original system. 

The group's spokesperson Azli Aziz said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started a 
new traffic scheme on a three-month trial 
basis, beginning July 8. 

"Jalan SS7/9 and Jalan SS7/3 were previ-
ously two-way roads that connected the 
Damansara-Puchong Expressway (LDP) to 
Jalan SS7/2. 

"Under the new scheme, motorists from 
LDP can only turn onto Jalan SS7/9, make a 
left onto Jalan SS7/10 and make a bigger loop 
through residential roads to get to Jalan 
SS7/2. 

"Now we can only use Jalan SS7/3 to exit 
onto the LDP, as the entrance from the high-
way is blocked." 

Azli said it was very chaotic during the 
first week of implementation. There have 
also been near misses and accidents. 

"The diverted routes pass through small 
internal roads that are made narrower by 
vehicles parked on both sides, as well as a 

playground and futsal court that are fre-
quented by children and youths. 

"The routes also create a safety hazard to 
those patronising commercial premises 
along Jalan SS7/10 and Jalan SS7/16. 

"Ambulances will be delayed reaching SS7 
homes during an emergency, and there isn't 
a big enough turning radius for large vehi-
cles to pass through," he said, adding that if 
the system were on a trial basis, plastic cones 
should be used instead of the concrete barri-
ers placed on site. 

Azli said several police reports were 
lodged, as it was an offence to build obstruc-
tions on public roads under Section 46(1) of 
the Street, Drainage and Building Act, 1974. 

Hazer says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chaotic,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his family to drive out 
from their home. 

Azli says it was very chaotic during the first week of the new traffic scheme in SS7. There have also been near misses and accidents. 
- Photos: LOW LAY PHOON and LOW BOON TAT/The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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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tuation is absolutely chaotic as cars 
would come speeding, the noise pollution is 

. bad and it's difficult for my family to drive 
out from our home." 

Hazer said residents was caught unawares 
and were upset that their RA and RT were 
not playing their roles in fighting for resi-
dents' interests. 

"The situation is so dangerous that I have 
stopped my grandchildren from cycling 
around the neighbourhood," said Aminah 
Jani, who has been residing at Jalan SS7/16 

for 32 years. 
"Many residents are upset because we 

were not informed of the new traffic 
scheme and we want everything to go back 
to the status quo." 

Azli said: "During a meeting with MBPJ's 
Engineering Department and Traffic Unit in 
May, a few of us objected to the new traffic 
scheme proposed by the action group. 

"The Engineering Department director 
decided the scheme would not be imple-
mented until it had the majority consensus. 

"However, during a meeting organised by 
the action group in June, they insisted on 
proceeding with the scheme despite opposi-
tion by the majority of residents." 

He said some residents had approached 
MBPJ councillor Rahibah Che Omar to 
address the issue. 

"A group of us met on July 28 and agreed 
to submit a complaint and petition on the 
matter," said Azli. 

"The complaints will be submitted to the 
PJ mayor, LDP's concessionaire Litrak,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Malaysian Anti-
Corruption Commission and Land and 
Mines Office. 

"The petition covers four aspects - objec-
tion to a new traffic scheme for the overall 
SS7 area done by the RA's consultant, objec-
tion to the road diversion by the action 
group, requesting MBPJ to remove the con-
crete barriers, as well as replacing Rahibah 
for her inaction and failure to perform her 
duty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SS7 resi-

dents." 

The multiple 
no-entry signs 
make it very 
confusing to 
navigate the SS7 
Lengkok Golf 
area. Now, some 
residents also 
have to take a 
longer route to 
reach their 
houses. 

Under the new scheme, Jalan SS7/3 (left) can only be used to exit onto the LDP 
entrance from the highway is bloc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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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e new traffic scheme a chance, says action group 
ties to present their feedback since the study 
was first presented in April, including 
through chat groups. 

"The traffic study aims to keep to the road 
hierarchy, although adjustments will be done 
where there are oversights," said another 
action group representative Jhaya lan 
Krishnasamy, who is also an MBPJ council-
lor. 

"For example, a no-entry sign was 
installed at Jalan SS7/7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cars using it as a shortcut to get to Jalan 
SS7/2," said Thayalan. 

Esham said the SS7 Lengkok Golf Action 
Group is a coalition comprising the SS7 
Lengkok Golf RA, SS7 Lengkok Golf RT and 
two mosque committees. 

"The traffic scheme is meant to benefit res-
idents, as it takes into account new projec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traffic projection," 
said MBPJ councillor Rahibah Che Omar dur-
ing a public briefing on the new scheme on 
July 30. 

"We acknowledge that there are safety 
concerns to be looked into and fine-tuning is 
required between the proposal and imple-
mentation stages." 

Rahibah said residents' feedback would be 
gathered and tabled at MBPJ after the trial 
period ends on Oct 8. 

THE SS7 Lengkok Golf Action Group (Badan 
Bertindak) has advised residents to give the 
three-month traffic scheme trial a chance to 
be implemented and fine-tuned. 

"Using a scientific, data analysis approach 
during the trial period would allow for a 
more objective decision to be made, rather 
than emotional ones. 

"We decided to engage our own traffic 
consultant to do a traffic study for SS7, rath-
er than wait for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to do it as this could take a longer 
time," said action group representative 
Esham Salam, adding that residents paid 
Atur Trafik Sdn Bhd RM18,000 for the traffic 
study. 

He said the study included a traffic count 
at critical junctions and future traffic projec-
tion, as there are 10 existing and upcoming 
developments around SS7. 

"About 90% of motorists who use the 
shortcuts within SS7 to get from LDP 
Expressway to the New Klang Valley 
Expressway or Federal Highway are outsid-
ers, not residents," said Esham. 

"So the idea for the trial scheme is to 
divert such traffic to Jalan SS7/13, rather 
than using the Jalan SS7/3 and Jalan SS7/9 
residential roads." 

He said residents had several opportuni-

Esham says the traffic study included a 
traffic count at critical junctions and future 
traffic projection, as there are 10 existing 
and upcoming developments around SS7. 

The traffic scheme is meant to benefit resi-
dents as it takes into account new projec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traffic projection, 
says Rahib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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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现装有不明液体的桶之后，各单位也针对该批桶的来历展开调查。

棄不

琴液g體 
鎏桶
方

清
理

1112个装有不明液体的桶是于8月3日被发现丟弃在支流旁。

(吉隆坡5日讯） 
掌管雪州环境、绿色 

工艺、消费人、科学 
工艺及革新事务的雪 
州行政议员许来贤 
说，在双溪江（Sg. 
Jang)原住民村一条 

支流旁，发现含有不 
明液体的桶已全数于8月4日清理。

许来贤在文告中说，雪州水务管理机构 
(LUAS)是于日前接到乌雪县议会的报 

告，有关于8月3日上午7时39分有人丟弃 

含有化学物桶在吉粦双溪江原住民村一 
带。

i也说，该取缔行动是由雪州水务管理机 
构、乌雪县议会、雪州环境局、丹绒马林 
县议会、誉州水供管理公司、警方等联合 
进行。

他指出，根据调查发现有112桶装有不 

知成分液体的桶丟弃在当地的支流，该支 
流的河水是流入江河，但并没有不明液体 
流入支河，事发地点距离兰道班让滤水站 
(LPA Rantao Panjang)约52公里。

他说，根据调查，也发现这些桶的拥有 
者是当地一位菜农，乌雪县议会已发出两 
张罚单给当事人。

“当局也发现该桶是从一间位于霹雳美 
冷乌鲁（Behrang I;lu)的甘榜双溪达 

拉的工厂运出，丹绒马林县议会也开出罚 
给这间工厂。”
m许来贤说°，雪州环境局已援引19T4年环 

境品质法令，要求该工厂清理所丢弃的不 
明液体的桶。

他说，截至本月4日，早前丢弃在支流 

旁的桶已全运回该工厂，雪州水务管理机 
构迄今仍在事发地点进行监督。

V 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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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丟弃在支流旁的桶己被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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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宇可以申请5万令吉的 

拨款。而道教总会则拨出 
1000令吉捐助该宫建宫基 

金〇

°他曰前在瓜拉冷岳玉皇 

大帝宫日前晚上举行“筹 

募建宫基金晚宴”上致词 

时，如是指出。
该晚宴筵开106席，共 

有近90名捐献1 000令吉 

或以上的热心人士与善长 

仁翁受邀主持亮灯联合剪

会主席苏沐扬及庆委会炉主拿督杨 

志勇同时委托司仪张镇杨律师代表 

致词。他们说，兴建新庙宇工程已 

经展开，打粧工程甫完成。估计建 
宫所需建筑费约200多万令吉，目 

前所筹得款项距离目标尚远，希 

望善长仁翁及各界善信继续慷慨捐 

助。

“建筑费尚不敷100多万令吉， 

恳请各界捐助支持，或捐献大殿圆 

柱等建宫基金，以期早曰落实建宫 

计划。”

万津区州议员刘永山受邀致词， 

他未克出席，由助理陈伟庆代表上 
台致词及宣布拨款20 0 0令吉给瓜冷 

玉皇大帝宫，并希望建宫计划成功 
落实。

'他提及爪夷文书法艺术元素课程 

事宜时表示，他有联合签署反对， 

不过无论如何，他希望华社多给教 

育部副部长一些时间去处理。他相 

信希盟是一个愿意听取民意的政 

府，将会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交待。

大会同时举行颁发纪念牌匾仪 

式，庆贺该宫名誉主席陈振华荣膺 
彭亨州苏丹殿下封赐DIMP拿督励 

衔。
摩立区州议员哈斯努虽然未克出 

席晚宴，却委派潘进福代表，并答 

应拨款10(30令吉给该宫建宫基金。

■鸣锣嘉宾，左起为洪日华、拿督杨志勇、郑亚成、苏沐扬、洪友华及黄玟胜，为晚宴掀 

开序幕。

(万津5曰讯）马来西亚 

道教总会会长陈和章道长 

促请玉皇大帝宫理事会及 

建委会，呈函向雪州政府 

申请拨款。

据他所了解，兴建新

围玉皇大帝宮籌建宮金
和
輩可向雪政府申請撥款

i;l
锣

。拿
友
 

隨
鸣
幕
、洪
 

^
持

序

成

、
#0
 

f

主
开
亚
扬

#

 

有
者
掀
郑
沐
共
 

时
上
宴
括
苏

g

 

同
以
晚
包

、
生

 

，或
为
宾
勇

§

 

式
吉
，嘉
志
黄
 

仪
令
式
锣
杨
、 

彩
万
仪
鸣
督
华

萬多oo敷不費築建
•_

L
I
y

 
J
i

 
-

 -
c

标
竞
令
 

竞
哪
万

-

_!
.

 

>
 44-

 

3

一

口

i、在

£
 

不

接
领
。

振
华
受
封
_

拿
督
勋
衔
，由
陈
贵
生

(

左
)

代
表
 

■
郑
亚
成
(

右
)

颁
发
纪
念
品
庆
贺
名
誉
主
席
陈

Page 1 of 2

06 Aug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5
Printed Size: 514.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0,138.94 • Item ID: MY0036847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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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小販轉租執照攤位

《中国报》记者抽样电 

访雪州部分县市议员时 

指出，外劳甚少在霸级市 

场或购物广场购物，并选 

择在巴刹和夜市购买，也 

因外劳有购物的需求，导

黃思漢：監管非法麵

■黄思汉

#>州行政议员黄思 

^汉向《中国报》

记者指出，非法外劳 
小贩营业主要有两种 

情况，包括是外劳小 

畈当老板，及本地小 

贩非法转租摊位给 

外劳，他们同时带 

来许多问题。

他指出，外劳的 

环保意识与本地人 

尚有一段距离，因此制造了许多卫生 

问题，而外劳小贩的出现也明显与当 

地人抢滩，毕竟外劳比本地人更有搏 

杀、拼命和刻苦耐劳的心态。

他强调，地方政府在处理非法外劳 

的课题上权力有限，并不能逮捕和扣 

留外劳，只能交由警方和移民厅扣 

留

也指出，为了有效监管非法小贩， 

雪州政府目前已在初步拟定新条例， 

尤其在避免小贩执照被滥用这环，以 
设下明确的标准作业程序（SOP)给各 

地方政府的执法组。

1

u

致许多外劳直接摆摊做生 

意，外劳小贩都以售卖食 

物和饮料为主，因食物和 

饮料容易准备，也可立即 

赚到钱。

“我们不能逮捕，不能 

扣留他们，除非有移民局 

和警方陪同，交由他们逮 

捕，我们只能充公他们的 

物品。

他们指出，外劳小贩确 

实带来许多社会和卫生问 

题，尤其地方政府被迫动 

用纳税人的钱来协助外劳 

小贩清理堆积的垃圾，可 

是也有许多小贩自行将执 

照和摊位转租。

也有县市议员指出，除 

了外劳小贩，本地小贩 
也一样带来垃圾堆积的问 

题，因此不能将矛头单方 

面指向外劳。

劉淑美

(吉隆坡5日讯）外 

劳小贩扫之不尽！

雪州外劳多，大街小巷 

可见到外劳踪影，甚至 

有者自行当老板，摆摊营 

业，虽然许多早仪市小贩 

都埋怨外劳小贩鸠占鹊巢 

抢滩当起老板，可是却有 

许多合法小贩将执照和摊 

位转租给外劳小贩，从中 

赚取利益。

每当执法组前往取缔 

时，持有执照的小贩会 

“现身”维护，执法组官 

员无法充公物品和发出罚 

单，甚至有者误会执法组 

官员已被贿赂而未采取行 

动，导致执法组进退两 

难。

—每逢取缔外劳小贩，雪州各 

地方政府仅能将物品充公。

(档案照）

i.

葉國榮：外勞小販麗1

1 t^>tl L 他

； 食物

j云邦再也市议员叶国荣指 

出，外劳小贩主要集 

中在人潮多的地方营业，尤 

其在巴刹、夜市和路边等，

并犹如游击队般四处摆摊。

他指出，他们并非租借 

本地人的摊位，而是犹如 

游击队般，若货源充足就 

会直接摆摊营业。

他说，执法组取缔时也 

只能充公他们的货物，不 

能捉人也无法发出传单，

毕竟在巴刹的取缔行动，我们很少 

与移民局和警方联手，所以只能对 

付本地非法小贩。

他说，外劳甚少在霸级市场或购 

物广场购物，并选择在巴刹和夜 

市购买，所以因为外劳有购物的 

|求，导致许多外劳直接摆摊做生 

意。

他指出，很多外劳小贩都以售卖 

食物和饮料为主，因食物和饮料容

易准备，也可立即得到现 

金，也有外劳是购买衣服 

裤子等的生活必需品，价 

钱也不会过贵。

他说，据了解，外国人 

是不能做小贩，却可以做生 

意，只要持有签证就可 

做生意。

他指出，外劳小贩 

摆摊后就会胡乱丢垃 

圾，并造成环境卫生的 

困扰，导致市议会必 

须额外进行垃圾清理工作，要知 

道地方政府的收入来自人民的税 

收，所以要使用纳税人的钱清理 

垃圾，这对纳税人而言非常不公 

平。

“一些外劳的居留准证逾期后 

并没返国，因此只能选择做小 

贩，因为只要一张桌椅和物品就 

可以当小贩卖东西，这是最原始 

的贩卖模式。”

■叶国荣

縳齡■ ■外劳小贩犹如“游击队”，选择在人潮多的地方摆摊营业。

(档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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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目前各地方政府都有各自的 
地方政府条规（UUK)，也有不同的诠 

释，一旦设下统一的标准作业程序， 

也会方便执法组执法和避免争执的事 

情发生，同时也严厉对付转租摊位和 

执照给外劳的本地小贩。”

黄思汉指出，有效控制和管理外劳 

实际上是中央政府的权力，以完善的 

一套方案来应对外劳小贩，包括有执 

照或无执照的小贩。

他也？调，并非所有外国人都非法 

经营生意，因部分外国人持有合法护
昭和好普准iiF

他说『一些°外劳小贩也犹如游击队 

四处摆摊，因此难以有效执法。

“普遍上，外劳都是在批发巴刹营
业。，，

衛生問題嚴重
♦加影市议员苏仁强

法外劳的摊位，无疑是市议会首 

要取缔的对象，他们带来很严重 

的卫生问题，垃圾四处乱丢，甚 

至有些地方成为了骨痛热症的黑 

区。

若要取缔外劳小贩，地方政府 

通常都会联合警方和执法组，不过 

地方政府只能充公所售卖的东西，外劳也可以赎回。

外劳小贩除了会自己摆摊做生意，也有本地小贩转 

租执照和摊位给他们营业。

除了人潮多的地方，也会在公园和路边看到许多小 

贩非法营业。

对于外劳小贩，我们真的很头疼。

只能充公物品
♦士拉央市议员黄伟强

无 论是本地 

i或非法外 

劳小贩，市议会 

执法官员皆没有 

权力逮捕人，只能 

充公物品，所充公的物品，主要是 

容易烂的食品，和不容易破坏的则 

是摊位的桌椅。

容易烂的东西包括食物和水果等 

可以马上销毁，至于不容易受到破 

坏的桌椅和摆摊的道具就必须开清 

单，让外劳赎回，如果对方拒绝回 

来赎回就会直接销毁。

由于我国外劳的数量庞大，因此 

生活上有一定的需求，也导致许多 

外劳选择摆摊营业，所以我认为政

府应正视外劳的人数，因全国有一 

半的外劳都聚集在養州。

凡是工厂区、巴刹和廉价组屋都 

会看到外劳小畈营业的情况，外劳 
在我国的人口很多，因此在饮食方 

面也会想念家乡的味道，在有需求 

的情况下，就会有外劳小贩自行经 

营餐馆和摆摊营业。

我觉得问题不在于地方政府的权 

限，政府应考虑如何解决外劳的问 

题，而不是怪罪于地方政府。

无可否认，外劳的确制造了许多 

垃圾和社会冋题，可是光顾的都是 

外劳本身，因此我个人觉得不存在 

抢滩的情况，何况本地非法小贩也 

带来问题。

執法進退兩難
♦乌雪县议员王添福

t
劳小贩

目前集
中在武吉柏 
伦东（Bukit 

Beruntung)，

主要卖杂货为 

主，的确有许多本地小贩将执照转 

租给外劳，抢滩情况还不算严重。

执法组前往取缔时就面对一大难 

题，要充公外劳小贩的物品时，持

有执照的小贩会现身，导致执法组 

难以下手。

我们所充公的物品，尤其是不腐 

烂的东西是有限制曰期让外劳前来 

赎回，否则县议会就会将物品拍 

卖。

令人感到无奈的是，本地人就外 

劳摆摊的问题而投诉多次，可是却 

是本地人自己转租执照，实在是进 

退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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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林，

冠巨

(吉隆坡5日訊）针对爪夷书 

法列入四年級国文课本风波， 

行动党领袖今晚召开汇报会逾4 

小时；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指 

明日将发文告交代！

林冠英在会议结束后受访时，否 
认该党因为此项课题而分裂！

他指出，该党在汇报会开诚布公 
地讨论一些时事课题，重要的是该 
党一致地考量大家的意见。

“（尽管）有些事情被特定人士 
炒作，但行动党还是团结一致，也 
会以一个团队的方式处理此事。 
有报导说（党）分裂，但没这回 
事。，，
k关汇报会于晚上8时15分正式召 

开，并在接近凌晨12时半结束。

另外，行动党都赖区州议员邹宇 
晖则说，多数领袖针对教导爪夷书 
法课题秉持反对立场，但没有进一 
步说明，只重申党将针对此事做正 
式声月〇

他重°申，已成功将基层和华裔及 
印裔的针对爪夷书法课题的心声传 
达给领导层，因此他相信党针对此 
课题已有一定的方向，所以交由他 

明朴車

值得一提°的是，媒体在汇报会刚 
开始后，被一名行动党总部职员告 
知，林冠英和领袖阐明不会在汇报

会结束后召开记者会，而是会在明 
曰发文告交代；不过，大批媒体还 
是继续等候汇报会结束。

匯報會出席率達80%

行动党领导层包括主席陈国伟、 
署理主席哥宾星、副主席古拉和东 

姑朱布里、副秘书长郭素沁、组织 

秘书陆兆福、副组织秘书邱培栋、 

宣传秘书潘俭伟、政治教育局主任 

刘镇东和国际与非政府事务秘书张 
念群，约晚上7时就开始陆续抵达党

据知，此次汇报会的出席率高达 
80%;行动党元老林吉祥因身在印 

度，不克出席。
尽管在会议结束后，众人一走到 

门口就遭到媒体提问此次汇报会的 

详情，但他们离开时大多都笑而不 
答，仅促请媒体等待明天的文告。

今交代[MS

■嘉玛丽亚（左）和无拉港州议员王诗棋。

林冠英：已會見首相教長

■陈国伟（右）抵达时，心情不错。

士女冠英针对爪夷书法 
纳入小四国文科课 

本一事，周一（5曰） 

晚在面子书贴文说，已 
与首相敦马哈迪及教育 
部长马智礼会面，之后 
将会发表正式的文告说 
明。

他说，他正在聆听党 
内民选代表、社会运动 
者对此课题的意见与看 
法。

木冠英续说，他在海 
外4天后回国，面对的是 

非马来社群的不悦。
“即便爪夷字体乃是 

国语的前身来源，但是 
这项报导却成功引起了 
人们对影响华小与淡小 
身分认同的恐惧。”

林
冠
英
否
認
民
行
鬧
分
裂

国
会
议
员
谢
琪
清
，|

起
抵
达
党
总
部
。

■
雪
州
行
政
议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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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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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

(

左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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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黄
瑞
林
、
亚
沙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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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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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冠英：減緩中美貿易戰衝擊

(吉隆坡5日讯）财政部长林冠英 

指出，政府将在2020年财政预算案 

推出減缓中美贸易战的应急措施。

“如果贸易战升级或恶化，我们将采取 
应急措施。肯定会有应急方案，尽可能地 
隔离大马的任何不利影响。”

他说，虽然预测中美贸易战的谈判将会 
在今年底之前谈妥，但有必要推出上述应 
急措施。

他指出，中国是大马最大贸易夥伴国， 
美国也是大马贸易夥伴，因此中美贸易战

肯定会对大马有一定程度的冲击。
林冠英今日为2019年全国税务大会主持 

开幕后，这么指出。

暫不打算徵遺產稅

出席者包括财政部秘书长拿督阿末苔德 
里、内陆税收局总执行长拿督斯里沙宾和 
大马特许税务机构主席法拉罗丝丽。

林冠英重申，政府不打算在明年征收遗 
产税。

“很多人问我，政府是否会在即将于10 
月11日提呈的2020年度财政预算案中宣布

遗产税。答案是否定的，2020财算案中不 

会有遗产税。”
较早时，林冠英在致词时说，根据我国 

目前的经济表现，我国今年可达到4.6°。的 

经济増长目标。
然而，他说，要保持国家目前的发展方 

向，需要政治稳定。
“实际上，大马的政治形势是稳定的， 

不会发生任何政治不确定因素，因为我们 
是一个信守承诺的政府。首相敦马哈迪一 
再表明，他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

“同样，希盟政府将努力履行承诺。”

冠英受媒体询及大马是否 
#需要稀土业或莱纳斯时， 
不愿回应问题。

他周一为2019年全国税务大 

会开幕后，受媒体询问时说：
“这件事相关部长已经说了， 

我们会谈论此事，但不是在这 
里，我将在其他场合回答此课 
题。”

根据报导，林冠英在2012年 

演讲时曾明确反对莱纳斯稀土 
厂，他当时宣称，国阵政府为 
钱支持莱纳斯工厂营运，而反 
对党反对是为了确保人民健康 
安全。

他当时说：“那些支持莱纳 
斯的人，根本没有人性。”

但现在希盟政府执政中央 
了，却允许莱纳斯继续运作， 
使得过去反对莱纳斯的希盟领 
袖，受到外界和现在的反对党 
坪击〇

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周曰更 
促请林冠英和另2名希盟国会 

议员，分别是文冬国会议员黄 
德和关丹国会议员傅芝雅，就 
莱纳斯问题向人民说谎一事辞 
职。

馬哈迪將遵守交棒諾言
•对数名部长表态支持首相敦马哈迪做满 

任期，林冠英说，马哈迪将遵守诺言。 
他说，目前大马政局稳定，不应该出现任 

何不稳状况。
“如果经济上有什么问题，那不是经济表 

现的问题，反而是政治的不确定性使然。” 
林冠英续说，希盟政府是个信守承诺的政 

府，首相敦马哈迪也多次表明必会遵循承 
诺。
°“我们是履行承诺的政府，首相马哈迪也

数次重复表明，他是个信守诺言的人，希盟
也是。我们将会努力落实曾经公布的那些诺

”

著公正党闹分裂后，该党署理主席兼经 
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以及公正 
党副主席兼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袓莱达，已 
双双表明，支持马哈迪做满任期。

土团党最高理事兼教育部长马智礼日前也 
开声支持马哈迪做满首相任期。

在反对党方面，伊斯兰'党主席拿督斯里哈 
迪阿旺在7月27日表态，指伊党与巫统会携手 

合作，确保马哈迪能够做满首相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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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特佐補報稅也難逃提控
士士冠英指出，财政部推出的自愿申报特 
#别计划，是提供那些之前“忘记”报 
税或漏报税的纳税人机会，补报税务，但不 
包括涉及刑事罪的人，例如一马发展公司 
(1MDB)案通缉犯刘特佐。

他说，即使刘特佐补报税务，缴清过去 
拖欠的税务和罚款，也需面对刑事提 

t空。
°林冠英周一在2019年全国税务大会上，再 

次鼓励纳税人响应内陆税收局的自愿申报特 
别计划，以获得该局发出的“缴清税务信”

(Clearance Letter)，就能避免税局官员 

往后的查询；但林冠英强调，全国只有一个 
人不准获得这封信函，那就是刘特佐。

他说，一旦获得税局的缴清税务信函证 
明，纳税人往后遭到税局查税时，不必再出 
示过去T年的可扣税收据。

他坦言，纳税人要保存收据是很烦的事， 
有了上述信函，他保证税局不会再追查过去7 

年的收据。
林冠英这时即刻要也在场的内陆税收局总 

执行长沙宾证实，沙宾点头示意。
林冠英重申，在希盟政府执政下，税局官 

员不会像前朝政府时期，携带枪械在三更半 
夜上门查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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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阿米魯丁不滿黃瑞林

雪傳

匿劉淑O臣

在7月尾召 
开的雪州第 
14届第2季第 
2次会议，因 

雪州议长黄瑞林未签署修改18岁以 

下非穆斯林改教法令动议后，雪州 
传出“投雪州议长不信任票”后， 
也传出“倒大臣”消息。

消息向《中国报》记者指出，黄 
瑞林没签名，使到上述动议无法在 
州议会提呈后，引起大臣阿米鲁丁 
不满，更在会议数天后召集其派系 
的人马，以及土团党和诚信党的数 
名巫裔州议员开会，而公正党副主 
席袓莱达也列席会议，而会议也谈 
及撤换黄瑞林。

至于倒大臣的风波虽盛传是因 
“男男性爱短片”所致，不过也因 

公正党派系的关系所影响，加上隶 
属该党署理主席阿兹敏阿里阵营的 
阿米鲁丁不断为阿兹敏阿里护航， 
引起另一阵营人马的不满，以致传 
有倒大臣的消息。

据本报获悉，在要修改的上述法

令动议中，阿米鲁丁和希盟州议 
员尚未达致协议和最终决 
定，所以黄瑞林没签署，
让众人拥有更充足时间了 
解和讨论相关法令，而雪 
州第14届第2季第2次会议 
的第2天，也因所有动议都 

已讨论完毕，黄瑞林才宣 
布休会。

消息说，无论如何，希 
盟后座议员的立场是希望拥有更多 
时间讨论。

/ 也 ■雪州传出“投雪 f 、
倒大 f 1 州议长不信任票” $

<』一； 及“倒大臣”消 
息。左为黄瑞林及

未簽署動議

“当黄瑞林宣布休会时，阿米鲁 
丁的脸色马上变色，可见他是很不 
满意会议就此结束。”

“在会议结束后的周四（1 
曰），阿米鲁丁就召见了属于其派 
系，及土团党和诚信党的一些巫裔 
州议员开会，会议中是有说到很不 
满意黄瑞林不配合让动议提呈，因 
此要联署签名撤换黄瑞林。”

询及相关州议员是要在来临的雪

州议会中向黄瑞林投出不信任 
动议，还是采取什么行动来撤 
换黄瑞林，消息则说，根据会 
议的讨论，巫裔州议员们的想 
法是通过联署后呈交给雪州苏 
丹，无需通过雪州议会来投出 
不信任动议，不过截至目前尚 
未有进一步行动。

据了解，会议当天，属于安 
华派系的雪州公正党州议员并 
未出席，包括伯马登、依约、 
万挠、美丹花园、双溪甘迪 
斯、斯里斯迪亚、哥打胡姬和 
苔都知甲等。

阿
米
魯

雪行動黨沒覲見蘇丹
U雪州行动党没有觐见苏丹殿下！”

根据早前报导，指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 
钦等将在本周觐见雪州苏丹，不过不愿具名的行动 
党州议员则强调“没有！ ”。

对于被指有州议员欲撤换黄瑞林一事，也有州议 
员为黄瑞林护航喊话。

“我们绝对相信议长是根据程序做事，并没有任 
何偏差和偏见，目前雪州议会也没有倒大臣和其他 
危机的事情发生！”

一旦修改18岁以下非穆斯林改教法令，即允许父 

母单方面为孩子改教，而全国目前仅剩下雪州、沙 
巴和直辖区仍维持改教需父母双方同意的条例。

黃瑞林：會議早結束屬正常
//p为风波主角之一的 
IF黄瑞林接受《中国 

报》记者电访时也不愿详 
谈，并指会议完成所有讨 
论事项后提早结束属正 
常。

i也指出，身为议长在会 
议厅内主持会议，当议员 
踊跃参与辩论和发言，时 
间就会延长，相反地如果 
议员参与度不踊跃，动议

就会很快通过，会议议程 
就会较快结束。

他强调，会议提早结束 
也不在于议长的控制范围 
内。

至于另一名主角，即雪 
州大臣阿米鲁丁近期都持 
续“潜水”，即使周曰出 
席莎阿南的无车曰活动， 
可是却拒绝就上述风波作 
出回应。

未
重
返
帅I
議

i
組

$前被传一怒之下，退出州议 
员WhatsApp群组的阿米鲁 

丁，截至目前仍未重新加回组群内

°与阿米鲁丁属同一阵线的加影区 
州议员许来贤虽已为阿米鲁丁开 
腔，指阿米鲁丁是不小心按到退出 
群组，并重新加入阿米鲁丁，惟本 
报据悉，阿米鲁丁还未重返群组。

来自雪州州议员的消息指出，雪 
州议员有多个群组，阿米鲁丁所 
退出的并非官方群组，退出的是希 
盟州议员群组，属于私下交流的群 
组。
« k息也说，倒大臣风波其实也是 
基于公正党本身发生的导火线所 
致，包括公正党党选、委任雪州大 
臣以及“男男性爱短片”，因此传 
指有者酝酿著要遴选另一人替代阿 
米鲁丁。
5息。来源指，基于公正党派系已 

逐渐浮上台面，而属于公正党署理 
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爱将之一 
的雪州大臣阿米鲁丁的位置似乎受 
到影响，而雪州公正党的21名州议 
员，也有约9人是安华派系，因此 

阿米鲁丁需努力巩固自己的地位。
“无论如何这都是他们（指公正 

党）内部的事情，也不希望会牵涉 
到其他政党，包括行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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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主张。

拉惹賽們問楊巧雙 

為何反對公園發展

(吉隆坡5日讯）国大 

党联邦直辖区主.席拉惹赛 

们质问泗岩末区国会议员 

杨巧双，为何还要反对加 
拉森林公园（Taman Rimba 

Kiara)发展计划，因为反 

贪会已证实计划不涉及贪 

腐，且同时批准动工。

根据《马来邮报在线》 

报导，拉惹赛们说，当地 
长屋的印裔居民已盼望40 

年，希望拥有一个永久房 

屋，为何杨巧双还要坚持 

己见？

他曰前拜访长屋后说， 

杨巧双支持敦依斯尔花园 

居协，坚决反对任何在绿 

肺上的发展，但对方也要

知道，长屋居民已等了 37 

年。
“联邦直辖区部长卡立 

沙末在已批准计划，在这 

事情上他的权限也比杨巧 

双大，试问居民还要等多 

久？”

拉惹赛们指出，卡立沙 

末知道两方的异议，所以 

分开会见两个单位，而发 
展面积也从4.9公顷减至

Q Q//V

UfiT也$认同塞车是其中 

一项反对的理由，因为有 

那一个地区不会塞车？

他说，若杨巧双真心要 

协助长屋的弱势居民，就 

推荐一个不会动用公款、 

愿承担损失及兴建房屋的 

发展商到来，否则就代表 

对方只是在博取廉价宣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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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農^
(适耕庄5日訊）雪州议长兼 

适耕庄州议员黃瑞林强调，相较 

其他种植业或养殖业，稻农的收 

成和收入的确不咼，但米粮供应 

是囯家粮食安全计划的重要一 

环，因此政府必须想方设法，透 

过不同的方式协助或补贴稻农。

他指出，一年仅有两季种植与收成 

的稻农，相较没有季节且供应量较少 

的蔬果或杂粮，或收成期较短的养殖 

业，所获收入的确不高，加上越高的 

收成价格，就代表人民要吃贵米，长 

期夹在高成本和低收入之间的稻农， 

的确不简单。

“但充足的稻米供应量，是保证国

家

匮

为

政

雄

研

质

入

望

终
17

素
收

濱海新聞專線 
03-33435977

黃瑞林:收成瑕穴平灣

粮食安全的关键，尤其在资源曰渐 

乏的时代，过度仰赖进口粮食将成 

国家发展的一大隐优，因此我要求 

府尽量协助稻农，避免这批幕后英 

的生计受影响。”

扣水率困擾稻農

“据我所知，马来西亚农业发展与 

究院，已批准特定地区尝试耕种素 

更高，且收成量更大的香米，被纳 

实验区域的稻田也包括适耕庄，希 

藉此提高稻农的收入。”

他坦言，困扰稻农的最大问题，始 

是争取多年的调低稻米扣水率至 
°。，因为接近20°。的扣水率，对稻米 

质较高的适耕庄稻农而言，是影响 

入的不公平政策，也是每次与选民

交流时，最常提及的问题。

“为此我会和大港国会议员慕斯 

利敏双管齐下，从不同方式著手， 

希望农业部调低稻米扣水率至合理程 

度。

他曰前出席雪州西海岸联邦农业综 

合发展局，主办的“稻田亲善活动” 
时，如是指出，并宣布移交1500令吉 

作为活动经费，出席者包括该局总监 

沙叻胡丁、沙白安南县议员黄亚详， 
与.各且只等

沙5)胡丁则<在?肖早°的致词表示，随 

著农耕业曰渐现代化，过去仰赖人手 

耕种时，各家村民合作耕种的情景已 

不在，邻里关系也曰渐疏离，因此特 

意选在稻田主办亲善活动，希望拉近 

村民的友好关系。

挥
旗
礼
前
，与
出
席
者
自
拍
合
影
。

■
黄
瑞
林
(

左
3
)

为

「稻
田
亲
善
活
动
」
的
越
野
賽
跑
主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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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部視頻創作賽

宣導反性騒擾重要性
(布城5日讯）妇女、家庭及 

社会发展部今日推介视频创作 
比赛和全国问卷调查，向民众 
收集对防范性暴力和性骚扰的 
看法。

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 
说，视频创作比赛从即日起至 
10月5日开放给所有大马公民参 

与，视频创作内容必须以鼓励 
民众参与反性骚扰和暴力觉醒 
运动为题，教导他们该如何善 
用各大平台向大众宣导反性骚 
扰的重要。

她说，妇女部也从即日起（5 
曰）至9月5日举行线上问卷调 

查，向民众徵集对性骚扰和性 
暴力的理解、是否曾被性骚扰 
或暴力对待，以及建议政府应 
采取的行动等，这份问卷公开 
给所有男女参与，只需花5至10 
分钟回答问卷内共21道问题。

旺阿兹莎今日在性骚扰觉醒 
运动创意视频比赛与问卷调查 
推介礼後，在记者会上这麽指

[tl〇

其他出席者包括妇女、家庭 
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 
秘书长拿督袓奈达。

旺阿兹莎说，政府严正看待 
国内发生的性骚扰和性暴力事 
件，为了制定更好的措施和政 
策打击这些行为，因此希望透 
过视频创作比赛和问卷调查， 
深入聆听民众的回馈。

她说，妇女部数据显示，今 
年1月至6月共发生711宗性骚扰 
事件，其中在刑事法典第354条 

文（非礼）下发生的案件有498 
宗、第37?D条文（与另一人发 
生任何破坏体统的猥亵行为） 
4〇宗、第STYE条文（强制猥琐 
儿童）6宗，以及第509条文 

(蓄意侮辱妇女贞洁之说话或

=这些牛都显示，政府必 
须再提升民众对反性暴力和性 
虐待觉醒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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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阿茲莎（右起）、祖奈达和杨巧双为停止性骚扰和性暴力 
视频创作比賽和问卷调查主持推介礼。

指病人患重病命令自慰

變態假醫生今被控
(吉隆坡5日讯）月前向病 

人谎称她们身患重病，继而命 
令她们自慰的变态假医生，已 
落入警网，并于明日被提控上
庭！

乌鲁雪兰莪代警区主任阿兹 
曼副警监指出，警方明日将援 
引刑事法典第R0条文（冒充医 
生）及第5〇9 (蓄意污辱他人贞 

洁）条文，将39罗的巫裔嫌犯 
提控上庭。

警方接获投报後，於上月9曰 
晚上8时45分，在雪州巴生地区 

一间酒店展开取缔行动，逮捕 
该名嫌犯。

警方调查发现，嫌犯假扮医 
生，电话性骚扰婚前进行健康 
检查的准新娘，谎称她因染病 
而以“健康检查”为由，命令

她抚摸下体、揉胸、说色情对 
白和发出呻吟声。

更甚的是，警方查悉，嫌犯 
自今年1月起，以同样招数在全 
国各地电话性骚扰女性超过20 

次，警方同时也在全国各地接 
获21宗相关投报。

签■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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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打灵再也5日讯）雪州 

水务管理局(LUAS)接获乌雪县 

议会投报，指乌雪吉磷双溪江 

原住民村发现不负责任园主， 

将112个装有液体的桶丢弃在 

河流附近，经过调查后，庆幸 

没有任何液体流入河内。

■雪州水务管理局接获投报后，马上采取行动

烏雪不負貴任園主

112桶不明液體棄河邊
根据报告显示，该易燃液 

体的成份包括棕油，用作植 

楗树肥料用途。

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发表 

文告说，雪州水务管理局是 

于本月3日接获乌雪县议会 

投报，指乌雪吉磷双溪江原 

住民村村民于1个月前发现 

装有可燃液体的桶遭丢弃， 

因此马上于雪州环境局、警 

方及丹绒马林县议会等单 

位，展开联合取缔行动，在 

双溪江的小河发现11 2个装 

有不明液体的桶。

成份包括棕油

他指出，这112个装有不 

明液体的桶，分别在两个

地点寻获，即在第一个地点 
寻获64个桶及第二个地点 

寻获48个桶，该局怀疑该 

桶装有可燃液体。同时，雪 
州水务管理局也逐一为在 

事发地点发现的桶安装胶带 

(condone tape) °

"兰斗班让滤水站与事发 
地点距离52公里。n

他说，根据调查显示，该 

桶是属于附近菜园园主所有 

及由霹雳州美冷乌噜甘榜双 

溪达拉的工厂发出。桶主告 

知由于他无法将桶运至他的 

菜园，因此暂时置放在罗里 

上。该局下令桶主于周一移 

走该桶。

无论如何，乌雪县议会已

■乌雪吉磷双溪江原住民村发现112个装有液体的桶， 
被丢弃在河流附近。

发出两张罚单给桶主及霹雳 

州丹绒马林县议会则开出罚 

单给相关工厂。

许来贤强调，雪州环境局 

已下令厂主根据1974年环境 

素质法令处理该桶，并远离 

河流。

此外，丹绒马林县议会发 

现运送桶的公司，并在该公 

司寻获约300个桶，

有风险为由充公该桶及 

1张罚单给两辆负责运 

罗里。同时，霹雳环境局 

采取相关样本。（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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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林：一年兩季收入低

政府須補貼稻農
(适耕庄5日讯）耕 

庄区州议员黄瑞林说， 
一年仅有两季种植与收 

成的稻农，相较没有季 

节且供应量较少的蔬果 

或杂粮，或收成期较短 

的养殖业，所获收入的 

确不高，但米粮供应是 

国家粮食安全计划的重 

要一环，因此他要求政 

府必须设法透过不同的 

方式，协助或补贴稻 

农，以避免这批幕后英 
雄的生计受影响。

他曰前出席雪州西海 
岸联邦农业综合发展局 

主办的“稻田亲善活 

动”时说，据他所知， 
马来西亚农业发展与研

■动影 
黄^ 。
瑞越 
林野

左跑 
三活 
―动 
在上 
出，
溱与
1出 

稻席 
田者 

亲自 
善拍 
活合

究院，已批准特定地区 

尝试耕种素质更高，且 

收成量更大的香米，被 

纳入实验区域的稻田也 

包括适耕庄，希望借此 

提高稻农的收入。

盼减稻米扣水率

也是雪州议长的黄瑞 

林坦言，困扰稻农的最 

大问题，始终是争取多 

年的调低稻米扣水率至 

17%，因为接近20%的 
扣水率，对稻米素质较 

高的适耕庄稻农而言， 

是影响收入的不公平政 

策，也是每次与选民 

交流时，最常提及的问 
题0

对此.，他说，他会和 
大港国会议员慕斯利敏 

双管齐下，从不同方式 

著手，希望农业部调低 
稻米扣水率至合理程 

度0

黄瑞林也在“稻田亲 

善活动”活动上宣布移 

交1500令吉作为活动经 

费。出席者包括该局总 

监沙叻胡丁、沙白安南 

县议员黄亚详及各县垦 

殖民组织等。

此外，沙叻胡丁说， 

随著农耕业日渐现代 

化，过去仰赖人手耕种 

时，各家村民合作耕种 

的情景已不在，邻里关 

系也日渐疏离，因此特 

意选在稻田主办亲善活 

动，希望拉近村民的友 

好关系。（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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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5日讯）财政部长林冠英强 

调，2020年财政预算案不会推出新税 

务°

“不会（在2020年预算案）推出新税。我们 

会想在年初推而不是年中。”“很多人询问我，会 

否在今年10月11日向国会提呈2020年财政预 

算案时，推行遗产税。答案是‘不’，明年不会有 

遗产税。”

他是在出席2019年全国税务大会开幕仪式 

上，致词时，如是披露。

稍后他接受媒体访问时也强调，政府不太 

可能在2020年预算案推出遗产税，假设要推行 

新税务，会提早推行，而不是在中途落实。

“不过，在可预见的未来，肯定会排除遗产

税。”
林冠英也披露，政府会在2020年预算案， 

纳入应急方案，减缓我国在中美贸易战中所受 

到的不利影响。

“无论如何，在中美贸易战中*大马都会受 

到一点波及，尤其中国还是大马主要贸易伙伴，

所以不论是中美，都会对大马有一点影响。因 

此，我们会在预算案中纳入应急措施。”

他说，尽管有者认为，中美贸易战会在今年 
杪结束，所以还有待观察。

生产总值可增长4.6%
林冠英在致词时也提及，政府有信心今年 

可以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6%的目标，并强 

调大马政治环境稳定。

“我同经济稳定且具有竞争力，所以我们要确保 

经济表现不会受到外来因素影响，包括政治。”

不过，林冠英较后被媒体询及，是否认同经济事

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支持首相敦马哈迪任职 

首相至满届为止时，他也再次重申，大马政局非常稳 

定。

“就如我刚才说的（演讲I，从大马经济角度来看， 

我们相信可以达到所定下目标。其实大马政局稳定，

也不应该发生任何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们是守诺的政 

府。对此，马哈迪也声明过数次，他是一位遵守诺言的 

人，希盟政府也一样，我们都会努力兑现承诺。”

出席开幕仪式者包括财政部秘书长拿督阿末巴 

德利、内陆税收局首席执行员拿督斯里沙宾。#

财长强调大马政治稳定

明年不会有通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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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5日讯）雪兰莪 

又接缺德者将112桶液

体废料倾倒河 

报，所幸当局

内的投

及时拦

截，桶内污染液体也未 

流入河内，目前，涉及 

者已遭侦获及受到警 

告！

112(1液体废料规溪江 疑易燃液体沥青油

弃油桶縣1个月前开始

掌
管自然环境、绿色

_科技及消费人事务 

的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说， 

雪州水供管理机构是通过乌 

鲁雪兰莪县议会接到投报， 

指上周六（3日）上午7时 

39分，在原住民村庄吉粦的 

双溪江发现112个装有不明 

液体废料的铁桶。

“根据雪州水供管理机 

构、乌鲁雪兰莪县议会、雪 

州环境局、大马皇家警察、 

雪州水供管理机构及丹绒马 

林县议会协助调查获悉，有 

关液体废料铁桶相柄是丢弃

在一条没获命名的小河流

后，再流人双溪江。”

他今日发文告指出，发 

现丢弃液体废料与兰斗班让 

滤水站仅有52公里距离，所 

幸液体没流人河内，才没有 

造成河流污染事故。

乌鲁雪兰莪县议会主席 

苏克里莫哈末哈敏说，根据 

油桶标签，遭丢弃的112桶

液体废料疑是易燃液体-------

沥青油，并在同一原住民村 

庄的两处被发现！

他说，居民于上周五 

(2日）作出投报，同时指有

关丢弃油桶现象早在一个月 

前陆续发生。

“据当晚11时展开的初 

步调查，有关油桶位置与河 

道只有10公尺距离，并分 

两处被发现，即地点一共有 

64个，及地点二有48个油 

桶。”

他向《阳光日报》指

出，其他相关部门在第二天 

陆续前来调查，而流进河内 

的油桶，相信来自第一个被 

发现地点，雪州环境局已取 

得液体和土壤样木进行调 

查。

“雪州水供管理机构调 

查显示，第二地点没发现任 

何油渍泄露问题。”

他指县议会也已侦查到 

油桶拥有者，并援引1974 

年街道、沟渠及建筑物法令 

第46 (1) (A)条文，即 

在没有县议会批准下，将商 

品堆积摆放公共场所，向对 

方开出2张罚单。

霹厂起300油桶

多个单位执法人员联合展开调查工作，现场发现112个装有 

不明液体的铁桶。

“雪州水供管理机构已封 锁丢弃液体废料的现场

警方展幵调查

液体桶由霹雳工厂供应
调查显示，该桶主人来 

自附近菜园园主，乌雪县议 

会已向后者发出2张警告 

信。

许来贤表zk，当14也循 

着铁桶制造源头展开调查， 

结果发现有关液体桶实际来 

自霹雳美冷乌鲁甘榜双溪达

拉一家工厂所供应。

“为此，丹绒马林县议会 

向有关业者开出警告信，环 

境局也指示有关业者务必遵 

循1974年环境素质法令，处 

理液体桶及远离河边。”

雪州水供管理机构及相 

关单位仍继续在事故现场监 

控。

“对方解释，有关油桶 

只是暂时摆放河道附近，主 

W是道路狭窄，大型罗里无 

法驶入其菜园载送所致。”

他说，当局较后也在霹 

雳生产油桶工厂起获300个 

类似产品，并遭丹绒马林县 

议会充公及霹雳环境局获取 

样本，从而避免油桶被丢弃 

或移走0

“据悉，有关液体来自 

棕榈树，可作为榴裢树肥 

料。”

他补充，如今有关油桶 

已被载送到霹雳的生产工 

厂，相关业者也因未经授权 

处置液体废物而接到当地县 

议会开出罚单。

污染事故地点

參距离 

兰斗班浪 
=52公里

籲距离 

雪兰莪河 
第一'二及 
三期滤水站 
=56.8公里

2019年8月3日，双 

溪江非法丢弃液体废料 

桶调查示意图。

S
摄
入
区

过
滤
站
摄
入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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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防土崩重演

争取拨款改善升旗山

阿兹敏参观Habitat完毕后，要求自驾四 

驱车，前往升旗山David Brown餐厅。

(槟城5日讯）经

济事务部长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指 

出，槟州升旗山发 

展良好，惟尚有其 

他主要基建和结构 

需要改善，例如交 

替的交通系统，以 

便年前升旗山多处 

发生土崩影响游客 

和居民上下山的事 

件不会重演。

他透露，他将 

向中央政府探讨如 

何为州政府和槟州升旗山机构 

在主要基建发展上提供拨款资 

助。

他日前在升旗山工作访问 

后说，升旗山需要在交通方面 

探讨替代方案，以便土崩影响 

居民和游客事件不再发生，此 

外也方便居民和吸引更多国内 

外游客到来升旗山。

多元化生态发展

他说，他对升旗山的发展 

急留下深刻印象，并赞扬槟州 

升旗山机构在多元化生态发展 

做得很好。

阿兹敏说，公开让私人界

参与发展基建和修复升旗山旧 

洋楼的计划办得有声有色，不 

但保存多元化生态，也提升其 

历史价值。

提升历史价值

此外，他说，他了解到升 

旗山机构会持续保护升旗山的 

工作，而在这方面也获得槟州 

政府给予大力的支持和拨款资 

助。

他补充，最令他感到欣慰 

的是当局在发展升旗山的同时 

也能够照顾自然生态，没有破 

坏到环境，这是非常具挑战性 

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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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C料M弃岛雪原住民将
莎阿南5日讯| 112个装 

有肥料的铁桶，周六被揭 

发丢弃在乌雪吉粦和双溪 

江的原住民村落内；由于 

有关铁桶非常靠近河流， 

立即引起雪州政府关注， 

最终证实河流未被污染， 

惟铁桶主人已被侦获并受 

到警告！

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于今曰 

接受《东方曰报》询问时表ZF， 

河流没有受到污染，并向记者 

证实，铁桶内的液体为棕油提取 

物，是用来制造栽培榴犍树的肥 

料。

他表示，根据调查报告显 

示，在向丢弃铁桶主人兼猫山王 

双溪吉粦

非法丟弃铁桶案地点

未命名河流

雪河早前污染的位置A兰斗班让:52公里

雪河第一、第二及 B第三期滤水站：
56.8公里

雪河第_、第二及第三期 
滤水站的首个抽水河面

兰斗班让滤水站的首个 
抽水河面

江原住民村落 

一带，发现有 

人蓄意将装有 

肥料的铁桶丟 

弃在当地。

园主展开调查后，证实这些放置 

在木板上的铁桶，是作为果农的 

施肥用途。

他续说，如果肥料直接倒入 

河流，恐怕会造成河流污染的风 

险，包括污水会从双溪江流至吉 

粦河，再流至兰斗班让滤水站的 

首个抽水河面。

他表示，根据在现场的评 

估，有关肥料没有溢出流入河流 

的风险。无论如何，事发后，涉 

案园主已被勒令必须把这些装有 

肥料的铁桶，移动到安全并远离 

附近河道的地区。其中，发现 

铁桶的第一现场距离河道有20公

接获投报后，雪州水务管理机构、乌雪县议会、雪州环 

境局（JAS)、大马皇家警察、雪州水供管理机构（Air 

Selangor)及丹绒马林县议会，迅速采取联合行动在现场展 

开调查。

尺，第二现场则有100公尺的距 

离。

另外，他今早发文告指出， 

雪州水务管理机构（LUAS )是 

于上周六（3日）早上7点39分， 

接获乌雪县议会的投报，指在 

乌雪吉_ ( Kerli'ng )和双溪江 

(Sungai Jang )的原住民部落， 

一条没被命名的河流附近，发现 

112个装有肥料的铁桶。

向园主发出警告信

他直言，发现装有铁桶的位 

置，距离兰斗班让滤水站只有52 

公里，所幸桶内的肥料未曾泄漏 

流进河流。

他说，接获投报后，雪州 

水务管理机构、乌雪县议会、 

雪州环境局（JAS )、大马皇家 

警察、雪州水供管理机构（Air 
Selangor )及丹绒马林县议会， 

当天迅速采取联合行动展开调

查。根据调查结果显示，铁桶 

属附近一名果园园主所拥有，为 

此，乌雪县议会已向有关园主发 

出2张警告信。

「发现铁桶的地点，目前已 

被雪州水务管理机构封锁起来。 

无论如何，这批装有肥料的铁桶 

并未有造成河流污染，目前已全 

数清理干净。」

此外，许来贤指出，当局 

也循著铁桶制造源头展开调查， 

结果发现有关铁桶是由霹雳州美 

冷乌鲁甘榜双溪达拉（Kampung 
Sungal Dara ) —家工厂所提供。

「为此，环境局也指示有关 

业者务必遵循1974年环境素质法 

令，在处理工业液体桶时必须远 

离河流。同时，丹绒马林县议会 

也向有关厂方开出警告信。」 

他透露，截至本月4日为 

止，铁桶已全部运回上述工厂， 

而雪州水务管理机构及相关单位 

会继续在事发现场进行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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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留台同学
巴生5日讯|马来西亚留台校 

友会联合总会坚决反对，教育部由 

明年起在华泰小国语课本纳入爪夷 

文书法的决策，并表示尤其华小课 

程如今已很繁重，增加爪夷文书法 

教学对掌握国语，并没帮助。

该会署理总会长洪进兴指 

出，华社其实更担忧这项政策促使 

华小变质的开始，希望希盟政府能 

积极听取民意，取消这项决策。

他是在雪隆留台同学会庆祝 

成立42周年纪念晚宴时致词中，代 

表总会发表上述立场。他指出，政 

府应善用资源，积极投入更务实教 

学内容上的提升，包括工业4.0、 

AI人工智慧、5G等未来的挑战，栽

雪隆留台同学会庆祝成立42周年纪念晚宴上，洪进兴（左9起）、刘俊良及林朝聘及理事向嘉宾给予的支持致谢及赞扬。

培小学生对科技的兴趣。

他也宣布，该会最近获得台 

湾龙华科技大学赠送3D打印机， 

目前已赠送给雪隆6所国民型中 

学，包括吉隆坡中华国民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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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 

国民型中学，每所学校各获3台。

洪进兴希望可通过援助计划， 

培养学生设计创意及创新，该会也 

将在明年办3D打印机创作比赛。

雪隆留台同学会会长林朝聘 

在致词时指出，在各界热心人士

的大力支持下，该会今年筹获的 

活动基金超越20万令吉，突破预 

订目标，他感谢筹委会主席刘俊 

良及众理事筹委同心协力。

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 

大马驻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 

洪慧珠也在会上致词。

晚宴出席嘉宾包括大马中总 

署理总会长丹斯里林宽城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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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拿督王和顺夫妇、大马昔华校 

友会总会署理总会长拿督斯里李 

之亮及巴生各社团领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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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雪5日讯|乌雪县

议会主席苏克里莫哈末哈 

敏指出’遭丢弃在吉舞和 

双溪江原住民村落河边的 

112个铁桶’共出现在两 

个地点。

他接受马来报「阳 

光曰报」访问时说，县议 

会在上周五接获原住民的 

投报，分别在吉粦和双溪 

江原住民一带发现64桶和 

第二现场发现48个铁桶。

他指出，初步调查 

是在当晚11点进行，而 

事发第二天，县议会、雪 

州水务管理机构、雪州环 

境局、雪州水供公司和雪州警察 

总部代表，也到现场展开调查。

他说，涉及园主已被确认， 

由于铁桶被丢弃在公共场合，因 

而抵触1974地方法令第46 ( 1 )

(A)街道、渠道法令。为此，县 

议会已向园主开出2张罚单。

分
开
丢
弃

2
地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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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显示，易燃液体的成份包括 
棕油，用作榴裢树肥料用途。

迪百■糊两略『管

吉粦雙溪江雛民投報f胃胃

(八打灵再也5日讯）乌雪吉粦 

双溪江原住民村发现不负责任园主 

将112个装有可燃液体的桶丢弃在河 

流附近！

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发文告表示，雪 

州水务管理局（LU AS)在本月3日接获乌 

雪县议会投报，指乌雪吉粦双溪江原住民 

村村民发现装有可燃液体的桶遭丢弃。

报告显示，该易燃液体的成分包括棕 

油，用作榴裢树肥料用途。

桶主属菜园园主

当时，雪州水务管理局、雪州环境 

局、警方、雪州水务管理有限公司及丹绒

马林县议会展开联合取缔行动后，在不具 

名及流向双溪江的小河的两个地点共发现 

112个装有不明液体的桶，其中第-个地 

点寻获64个桶及第二个地点寻获48个桶。 

该局怀疑该桶装有可燃液体。

“当局在第•个地点发现沟渠有液 

体肥料，工作人员已收集样本做化验，而 

第二个地点则没有任何液体流人河内。同 
时，兰斗班让虑水站与事发地点距离52公 

里。，’

桶主接2罚单

另外，该局已寻获属附近菜园园主的 

桶主。对方指由于他无法透过罗里将桶运 

至菜园，而暂时置放该处。无论如何，该

局下令桶主于周一移走该桶；雪州水务管 

理局也逐•为在事发地点发现的桶安装胶 

带（condone tape ) 〇

同时，乌雪县议会已发出两张罚单给 

桶主。

“雪州环境局已下令桶主根据1974年 

环境素质法令处理该桶，并远离河流。” 
截至本月4日为止，事发现场的桶已 

送回相关的工厂，雪州水务管理局会继续 

跟进该事件。

另外，丹绒马林县议会发现运送桶的 

公司是位于霹雳州美冷乌噜甘榜双溪达拉 
的工厂。县议会也在该公司寻获约300个 

桶，并以具有风险为由充公该桶及开出1 

张罚单给两辆负责运输的罗里。同时，霹 

雳环境局也采取相关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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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所筹得的20万令吉与120万令吉的目标还有一段 

距离，但是社会热心人士的善举，已使该会在筹募 

会所基金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另外，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也祝贺马来西 

亚台湾师范大学校友会成立47周年，并表示留台人 

在大马是个重要网络，为大马的政经文教作出许多 

贡献，尤其是师大校友在维护和延续大马的华文教 

育方面，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驻马来西亚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洪慧珠则在千 

人宴上，向师大校友、留台校友、华社领袖致上最 

高敬意，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孜孜不倦的付出，让中 

华文化和华文教育能在马来西亚完整地保存下来。

千人宴圓滿舉行
“師大之夜”籌近20萬

(吉隆坡5日讯）马来西亚台湾师范大学校友 

会2019年“师大之夜”千人宴暨会所基金筹募活动 

圆满举行，成功筹得近20万令吉。

马来西亚台湾师范大学校友会会长梁景兰在 

2019年“师大之夜”千人宴上说，今年是台湾师范 

大学97年校庆，也是马来西亚台湾师范大学校友会 

成立47周年，她希望在母校迈人100年以及校友会 

迈人下一个50年之际，该会能正式拥有一座会所。

“我们希望马来西亚台湾师范大学校友会能有 

个家，作为全马来西亚师大人聚首、交流、处理会 

务和发展传承师大精神的场所。”

她说，早期的师大是一所专门培训教师的大 

学，绝大部分在师大毕业的大马学生，如今都在教 

育界、学术界、文化界、艺术界和媒体界工作，对 

国家文化的建设贡献良多。

“然而，我们这些教师、行政人员和文化工 

作者所得到的待遇，与多数在经营自己事业，或在 

私人企业工作者的待遇相对之下，是比较差强人意 

的。”

盼各界慷慨解嚢助购会所

“因此，想单靠师大校友自己出资购买会所相 

当不容易，所以我们只能向社会人士募捐，希望各 

界善长仁翁慷慨解囊，助完成购买会所的夙愿。” 

筹委会主席暨署理会长锺金钩表示，虽然千人

洪慧珠（右四）和一众嘉宾为马来西亚台湾师范大学校友会“师大之夜”千人宴鸣锣。 
左起为陈荣洲、梁景兰、邓章钦和卢顺荣；右一起为锺金钩、方贵伦和印永翔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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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冷玉皇大帝宫筵開106席

拍賣5福品籌獲逾3萬

众理事与嘉宾向来宾 

敬酒。左九起为苏沐扬、 

郑亚成、陈和章、杨志勇 

及林涌錦。

(万津5日讯）瓜拉冷 

岳玉皇大帝宫日前筵开106 
席举行“筹募建宫基金晚 

宴”，会上5件福品也为该 

宫筹获逾3万令吉：

当晚共有近90名捐献 

1000令吉或以上的热心人 

士与善长仁翁受邀主持亮 

灯联合剪彩仪式，同时有 

6名捐献1万令吉或以上者 

主持鸣锣仪式，为晚宴掀 

开序幕:鸣锣嘉宾包括郑 
亚成、拿督杨志勇、苏沐 

扬、洪友华、黄玟胜及洪 

日华。

大会主席郑亚成、 

建委会主席苏沐扬及庆委 
会炉主拿督杨志勇同时委 

托司仪张镇杨代表致词。 

他们表示，兴建新庙工程 

已经展开，打桩T.程甫完 

成，估计建宫所需建筑费 
逾200万令吉，目前所筹得 

款项距离目标尚远，希望 

善长仁翁及各界善信继续 

慷慨捐助，

“建筑费尚不敷逾 

百万令吉，恳请各界捐助 

支持，或捐献大殿圆柱等 

建宫基金，以期早日落实 

建宫计划。”

隱’
『BWWWr Kw: f « HA m KiMCTiJ TM.

W•從:

.聽參驗』 _
洪日华（左起） 

主持鸣锣仪式。

杨志勇、郑亚成、苏沐扬、洪友华及黄玟胜为晚宴

劉
永
山
撥
款
助
建
宮

-JZp津区州议员 

yJ刘永山虽未 

克出席，由助理陈伟庆 

代表上台致词及宣布拨 

款2000令吉给瓜冷玉皇 

大帝宫，并希望建宫计 

划成功落实。

他针对爪夷文书 

法艺术元素课程事宜表 

示，他也有联合签署反 

对，惟希望华社无论如 

何多给副教育部长一些 

时间去处理，相信希盟 

是一个愿意听取民意的 

政府，会给大家一个很 

好的交待3.

陳
和
■rsjzi.

理
事
串
請
撥
款

马;
来西亚道教总会会长陈 

^和章道长促请该宫理事 

会及建委会呈函向雪州政府申请拨

“据我所了解，兴建新庙宇 

可以申请5万令吉的拨款。而道教 

总会则拨出1000令吉捐助该宫建宫 

基金。”

另外，摩立区州议员哈斯努 

虽未克出席晚宴，但也委派代表潘 

进福宣布拨款1000令吉给该宫。

大会当晚也举行颁发纪念牌 

匾仪式，庆贺该宫名誉主席陈振华 
荣膺彭亨州苏丹殿下封赐DIMP拿 

督勋衔:会上余兴节目包括歌唱及 

该宫名誉主席杨东发呈献口琴独 

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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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亚（左五）在众人陪同下主持讲堂开工 

礼式。

成斯举。
他特别感谢张丽美校友是这项T.程的绘测 

师，有了她的协助，这项工程得以顺利进行。

校长谢证得致词说，由于南华小学是一所半 

津贴学校，大部分学校的设备或设施都是由董事 

部、家教协会及校友会S机构给予协助。

他说，丁程完成后，将提供全体师生在舒适 

的环境进行各项活动，以提升水平。

相继在仪式上发言者为沙白区州议员阿末慕 

斯达因的代表马荣健

他除了呼吁社会人士支持及协助该校建设 

讲堂，同时表示校方毎年可以向雪州政府申请拨 

款，以提升及维修学校。

沙白南華小學耗100萬

講堂會議室動工
(沙白安南5日讯）沙白南华小学耗资100万 

令吉的讲堂及会议室于日前正式动丁兴建，同时 

邀请沙A安南国会议员拿督莫哈末法西亚主持开 
T仪式。

法°西亚致词时表示，南华小学建设室内讲 
堂，全体师生将受惠t因为有了讲堂，学校可以 

举办各种室内的活动，如论坛、辩论会、演讲或 

讲座会，同时校方也可以出租讲堂给有需要的人 

士或团体。
他亦宣布拨款20万令吉充作兴建讲堂经费。

董事长谢万成致词说，在沙白县南华小学是 
-所A型半津贴小学，所以董事部须不间断提升 

学校的硬体设备，包括兴建了…座3层楼精明课 

室、学校围墙、有盖泊车亭、有盖篮球场暨多元 

化礼堂、填补草场红泥、当前教育班提升食堂、 

提升教师公室及改善遭白蚁蛀蚀的旧校舍等。

经费不足盼捐助

他说，为了不让莘莘学子处在落后的学校环 

境，董事部毅然着手建设讲堂及会议室的发展计 

划，由于经费不足，影响了有关兴建丁程展延至 

今。他希望各界热心华教人士继续鼎力支持，玉

白
堂
式
嘉
三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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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哈末亞希：

火葬場設施管理不複雜

E生市议会主席拿督 

莫哈末亚希指出， 

市议会在火葬场的设施管理方 

面不会太难，因使用的都不是 

太复杂的设备，就算是一般员 

工也能应付。

他欢迎柔州政府若有意派 

遣人员实地学习和观摩，市议 

会将乐意协助。

他表示，由市议会全权负

责的火葬场，从2004年投人运 

作后，大部分费用都由市议会 

承担，往生者家属只需象征式 

付费。

陪同出席者有巴生班达马 

兰区州议员梁德志、首相署柔 

州发展办公室主任阿都哈林韩 

沙、巴生市议员黄智荣、严玉 

梅、谢秀及巴生市议会卫生主 

任阿兹米等。

(巴生5日讯）巴生T 

议会从2004年起管理的火 

葬场，表现可圈可点，两 

名柔州行政议员陈正春和 

拉马克里斯南今日来到巴 

生实地考察前，先在市议 

会大厦会议室听取市议会 

管理火葬场的经验汇报， 

以作为柔州政府将管理普 

加末县内两座火葬场的借 

鉴。

掌管柔佛地方政府、城市 

和谐及环境事务的行政议员陈 

正春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柔 

州目前有两座由政府兴建的火 

葬场，正安排移交予地方政府 

管理，因此把巴生市议会管理 

火葬场的经验作为学习标杆。

通过观摩加强管理

他说，通过观摩巴生市议 

会的管理方式，可加强管理与 

维护火葬场的成本效益，如地 

方政府的良好执行措施等。

陈正春透露，在学习了管 

理火葬场经验，或重新调整地 

方政府条例，以带上柔州行政 

议会讨论寻求通过后，预料柔 

州两座火葬场便可投人运作。

他披露，和掌管柔州消 

费、人力资源与团结事务的行 

政议员同僚拉马克里斯南，今 

早也一同拜会了沙亚南市政 

厅，以了解火葬场的运作，形 

容今天是极有意义的拜会行 

程，成果和收获丰硕。

据了解，柔州现有的其他 

火葬场，皆由民间团体自行运 

作。前朝卫生部长兼昔加末区 

国会议员拿督斯里苏巴马廉于 
2015年6月披露，首相署经济 

策划小组批准在全马兴建15座 

现代化印裔火葬场，其中3座 

建在柔佛的昔加末、拉美士及 

古来区，唯首相署官员之后确 

认只会在昔加末区建两座。

學習火葬場管理經驗

柔行政議員
克
里
斯
南
、
梁
德
志
及
莫
哈
末
亚
希
。

 
葬
费
。

市
议
会
管
理
的
火
葬
场
运
作
，
右
一
起
拉
马

 
的
运
作
，
只
向
往
生
者
家
属
收
取
象
征
式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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瀰漫化學氣味令人不適
在邱家金教 

授路 O a 1 a n 

Professor Khoo Kay Kim )及大学路 

(Jalan University )之间的_ •家公 

司上班，从今年年初起，闻到一股 

很浓的化学气味，让我感到头昏目 

眩，甚至会作呕作闷，非常辛苦。 

这股化学气味全天候弥漫在空中，

扑鼻而来的气味让我不敢深呼吸， 

恐怕会对人体造成伤害或其它副作 

用；我怀疑有关气味是由附近的工 

厂所排放出来。

我希望有关部门能对此 

事展开调查，因为担心市民胃 

吸人有毒的化学气体后，提 

高罹癌的几率和风险。” j

可向靈市廳環境衛生組投訴

I 次一丨、一都会》社区报建

I 、议读者们，若遇

1 到上述问题时，可联络八打灵再

也市政厅环境卫生组（03-7956 

2939 )、24小时热线（03-7954 

2020 )、传真（03-7958 1494 )

I 或电由 P 至 aduan@mbpj.gov.my。

張小姐（八打靈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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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瑞林：收成收入不高

(适耕庄5日讯）雪州议长兼适耕 

庄区州议员黄瑞林强调，相较其他种植 

业或养殖业，稻农的收成和收人的确不 

高，但米粮供应是国家粮食安全计划的 

重要一环，因此政府必须设法透过不同 

方式，协助或补贴稻农。.

他指出，-年仅有两季种植与收成 

的稻农，相较没有季节且供应量较少的 

一*黄端 

林（左三）为 
“稻田亲善活 

动”越野赛跑 

主持挥旗礼前 
与出席者自拍 

合影。

蔬果或杂粮，或收成期较短的养殖业， 

所获收人的确不高，加上越高的收成价 

格，就代表人民要吃贵米，长期夹在高 

成本和低收人之间的稻农，的确不简 

单。

“但充足的稻米供应量，是保证国 

家粮食安全的关键，尤其在资源日渐匮 

乏的时代，过度仰赖进口粮食将成为国 

家发展的•大隐忧，因此我要求政府尽 

量协助稻农，避免这批幕后英雄的生计 

受影响。”

他说，据他所知，马来西亚农业发 

展与研究院已批准特定地区尝试耕种素 

质更高，且收成量更大的香米；适耕庄 

也被纳人实验区，希望借此提高稻农的 

收入。

盼调低稻米扣水率

他坦言，困扰稻农的最大问题始终 
是争取多年的调低稻米扣水率至17%， 

因为接近20%的扣水率对稻米素质较高 

的适耕庄稻农而言，是影响收人的不公 

平政策，也是每次与选民交流时，最常 

提及的问题。

“为此我会和大港国会议员慕斯利 

敏双管齐下，从不同方式着手，希望农 

业部调低稻米扣水率至合理程度。”

他日前出席雪州西海岸联邦农业综 

合发展局主办的“稻田亲善活动”时， 

如此表示，并宣布移交1500令吉作为活 

动经费。出席者包括该局总监沙叻胡 

丁、沙白安南县议员黄亚详及各县垦殖 

民组织等。

沙叻胡丁则在稍早的致词表示， 

随著农耕业日渐现代化，过去仰赖人手 

耕种时，各家村民合作耕种的情景已不 

在，邻里关系也日渐疏离，因此特意选 

在稻田主办亲善活动，希望拉近村民的 

友好关系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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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莎：非禮最多言語侮辱居次

上半年711塞性騒擾

旺阿兹莎（右）与副部长杨巧双（左）和部门秘 
书长拿督祖乃达，一同为“停止性暴力和性骚扰”运 

动及录影片制作比赛主持推介。

(布城5日讯）副首 

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透 

露，根据妇女部的最新 

数据，我国今年上半年 
共发生711宗性骚扰案， 

当中多达498宗是非礼， 

其次是出言侮辱女性 

(167宗）〇

旺阿兹莎也是妇女 

及家庭发展部长。她今 

日为-•项配合停止性暴 

力和性骚扰运动的创意 

录影制作比赛主持推介 

后，在新闻发布会说， 

政府尤其是妇女部非常 

重视性骚扰或性暴力的 

案件，不管受害人之性 

别，并设法解决这类社 

会问题。

她披露，性暴力或 

性骚扰个案的受害对象 

不一定是女性，也有男 

性、孩童，不管年轻人 

或老年人也会被侵犯。

短片赛提升防范性骚扰意识

她表示，妇女部除 

了通过展开创意录影短 

片制作比赛来提升国人 

对性骚扰的防范意识， 

也发动 '项有关性骚扰 

的网上问卷调查以收集 

民意。

“短片制作比赛主 

要开放给所有国人（个

人或团体）、组织（公 

共/私人/非政府组织 

等）以及在籍高教学生 

(国立或私立大专）， 

比赛为期两个月，即日 
起至10月5日截止。”

短片主题为“停 
止它”（Hentikan! Stop 

it!)，参加表格可通过 

妇女部官网下载，WWW. 

kpwkm.gov.my或妇女发展 

局 www.jpw.gov.my。

问卷调查收集民意

至于网上问卷调 

查，同样从今天开始 

展开为期一个月至9月5 

曰。

旺阿兹莎说，问卷

调查共设有21道问题， 

主要题目涉及对性骚扰 

的了解、经验及行动建 

议，方便政府参考，民 
众只需大约5至10分钟回 

答。

她表示，参与问 

卷调查者的身分是保密 
的，只要是18岁以上， 

不管男女都可以参与供 

意见，问卷调查的表格 

同样是通过上述2个网址 

下载。

她披露，政府珍惜 

人民的看法，所以在- 

个月之后，把这些意见 

综合之后，交给总检察 

署过n,最后草拟性骚 

扰法案提呈给国会寻求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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