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uala Lumpur: Penganjur Piala 
Sultan Selangor optimis Stadium 
Shah Alam akan dibanjiri penyo-
kong pada 24 Ogos ini selepas le-
bih 30,000 tiket sudah terjual. 

Pengerusinya, Tan Sri Abd 
Karim Munisar berkata, piha-
knya yakin jualan tiket akan 
laris  apabila pertandingan itu 
semakin dekat.

“Setakat ini 30,000 tiket terju-
al dan kita masih ada masa lagi. 
Saya yakin jualan tiket akan 
melonjak apabila tiba hari per-
lawanan. Ia perkara normal se-
perti yang berlaku sebelum ini,” 
katanya.

Abd Karim berkata demiki-
an ketika ditemui pada majlis 
Majlis Penyerahan Tiket Piala 
Sultan Selangor 2019 di Sekolah 
Kebangsaan Lembah Keramat, 
semalam.

Pada majlis itu, penganjur Pi-
ala Sultan Selangor terus mem-
buktikan keprihatinan mereka 
apabila turut mengagihkan tiket 
perlawanan bola sepak itu ke-
pada golongan kurang bernasib 
baik seperti kanak-kanak istime-
wa dan anak yatim.

Abdul Karim berkata, pem-
berian tiket kepada golongan itu 
meningkat pada tahun ini kerana 

pemberian tiket pada tahun lalu 
tidak membabitkan anak yatim.

“Ini bukan pertama kali, ia 
kali kedua kerana kita selalu ter-
lupa apabila ada karnival berben-
tuk hiburan, kita terlupa kepada 
mereka yang kelainan upaya.

“Alhamdulillah pada tahun 
ini kita anggarkan untuk bawa 
1,000 anak yatim dan 1,200 ka-
nak-kanak istimewa ke Stadium 
Shah Alam. Tahun ini lebih ra-
mai kerana kita masukkan anak 
yatim,” katanya.

Pada majlis itu, sebanyak 35 
penerima termasuklah sekolah 
yang mempunyai Program Pen-

didikan Khas Integrasi (PPKI), 
pertubuhan bukan kerajaan 
(NGO) dan rumah anak yatim 
menerima tiket perlawanan itu.

Sementara itu, Penyelaras 
PPKI Sekolah Menengah Ke-
bangsaan (SMK) Bukit Gading, 
Nur Zarina Arifin berkata, pe-
nyerahan tiket Piala Sultan Se-
langor umpama ganjaran buat 
mereka.

“Sudah tentu kami gembira 
dengan pemberian ini. Hari ini 
kami menerima 29 tiket dan ia 
akan diberikan kepada pelajar 
yang meminati sukan bola se-
pak,” katanya.

30,000 tiket Piala Sultan  Selangor terjual
Abdul Karim (tengah) bersama guru dan pelajar daripada 32 sekolah yang menerima tiket perlawanan Piala Sultan Selangor di Sekolah  Kebangsaan Lembah 
Keramat, semalam. (Foto Mohd Yusni Ariffin / 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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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UN Kuala Kubu 
Bharu setuju 
isytihar harta
HULU SELANGOR -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Kuala Kubu Bharu, 
Lee Kee Hiong bersetuju 
dengan cadangan 
Suruhanjaya Pencegahan 
Rasuah Malaysia (SPRM) 
untuk mewajibkan ADUN di 
setiap negeri 
mengisytiharkan harta.

Pengerusi Wanita DAP 
Selangor itu berkata, beliau 
pernah membangkitkan 
perkara itu pada sidang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pada 2014.

Menurutnya, langkah itu 
dapat mengelak perbuatan 
rasuah dan membuktikan 
ketelusan serta pegangan 
kukuh pada prinsip tadbir 
urus yang baik.

“Saya cadang Kerajaan 
Selangor institusi dasar 
pengisytiharan harta melalui 
suatu enakmen negeri untuk 
mengekalkan legasi tadbir 
urus yang baik,” katanya.

Headline ADUN Kuala Kubu Bharu setuju isytihar harta
MediaTitle Sinar Harian
Date 07 Aug 2019 Color Black/white
Section Selangor & KL Circulation 140,000
Page No 30 Readership 420,000
Language Malay ArticleSize 70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784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2,352



UNIT BERITA KOTA 44. Jalan Utusan. Melalui Jalan Chan Sow Lin. 55200. Kuala Lumpur. 
Facebook: Utusan Kota Twitter: @UtusanKota Laman web: www,utusan.com.my 

Monopoli peniaga Indonesia, Bangladesh, Pakis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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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i makin tersep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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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ALA LUMPUR 6 OGOS 

PERCAMBAHAN dere tan 
kedai yang d imonopol i 
warga asing m e r u b a h pe-

m a n d a n g a n di Kampung Sri 
Langkas Tambahan , Puchong 
dekat sini men jad i seperti 
pe rkampungan di negara j iran. 

Bahkan ada da lam kalan-
gan p e n d u d u k t e m p a t a n yang 
member i n a m a t imangan 'Little 
Indonesia ' kepada k a m p u n g itu 
ber ikutan kepada tan premis mi-
lik warga negara berkenaan . 

Tinjauan Utusan Malaysia di 
lokasi itu baru-baru ini menda -
pati dere tan kedai yang suatu 
ketika dahu lu d iusahakan oleh 
peniaga t e m p a t a n kini 'ditelan' 
da lam monopol i warga asing. 

Selain warga Indones ia yang 
majori t inya terdiri dar ipada 
orang Acheh dan Minang, warga 
Bangladesh dan Pakistan juga 

PEMANDANGAN di Kampung Sri Langkas Tambahan. Puchong. Selangor. 

sudah mula ber tapak di kam-
pung i tu. 

Bagaimanapun semasa tin-
jauan di lakukan, kebanyakan 
premis perniagaan d i tu tup dan 
kehadiran kami juga seperti 
t idak disenangi peniaga dan 
diperhat ikan. 

Bahkan m e n u r u t seorang 
p e n d u d u k yang hanya m a h u 
dikenali sebagai Mohamad , ke-
hadi ran pihak berkuasa teru-
t amanya Majlis Perbandaran 
Subang Jaya (MPSJ) dan Jabatan 
Imigresen di kawasan itu kerap 
dapat 'd ihidu ' oleh peni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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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BAHAGIAN 
daripada premis 
warga asing di 
KampungSri 
Langkas Tambahan, 
Puchong yang tutup 
semasa tinjauan 
dilakukan. 

"Mereka akan m e n u t u p kedai 
kira-kira 30 mini t sebelum ope-
rasi. Mungkin ada yang men-
jadi ma ta -ma ta dan berkongsi 
mak lumat mengena i kehadiran 
pihak berkuasa da lam aplikasi 
WhatsApp. 

"Sebaik sahaja pihak berkua-
sa meninggalkan kawasan itu, 
mereka akan m e m b u k a semula 
kedai sehingga tengah malam. 

"Kalau mereka ada permi t 
dan lesen perniagaan kenapa 
perlu takut," katanya. 

Ujarnya lagi, pe r t ambahan 
jumlah kedai runci t dan kedai 
m a k a n di kawasan itu te lah me-
nyebabkan perniagaan runci t 
warga t e m p a t a n semakin ter-
jejas bahkan ramai yang sudah 
gulung tikar. 

"Dulu, orang kita ramai yang 
berniaga di sini n a m u n selepas 
keda tangan mereka , p e n d u d u k 
k a m p u n g sudah t idak boleh cari 

makan . Kini hanya tinggal be-
rapa 'kerat ' sahaja. 

Roslan, 49, yang m e n e t a p di 
k a m p u n g itu sejak lebih 33 ta-
h u n berkata , kedai runci t Acheh 
menjad i t u m p u a n kerana men-
jual rokok se ludup dan barang 
pada harga lebih murah . 

"Mereka berani bua t apa sa-
ha ja d a n sanggup menyewa 
t anah p e n d u d u k k a m p u n g un-
tuk m e m b i n a sebuah kedai yang 
lebih besar. Kini lebih 10 buah 
kedai runci t Acheh te rdapat di 
k a m p u n g ini. 

"Kebanyakan p e n d u d u k 
k a m p u n g di sini t idak b e r k u n -
jung ke keda i Acheh tap i mere -
ka b o l e h h i d u p d e n g a n sokon-
gan s e s a m a m e r e k a sendir i . 

"Saya lebih rela ke luar dari 
k a m p u n g u n t u k ke pasa r raya 
ke rana t idak gemar d e n g a n 
p e r k e m b a n g a n yang ' ku rang 
s iha t ' i tu ," ka tanya . 

" T U B 

m u n u r u L i preiii» 
niaga warga asing 

yang semakin 
menjejaskan 
perniagaan 
penduduk 
tpmna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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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ing compound rebate 
IN A bid to get more people to settle over-
due council compound notices for traffic 
violations,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is offering rebates between RM15 and 
RM200. 

The campaign for the rebates is from now 
until Sept 8. 

However, no discounts will be given to 
offenders who received compounds for 
parking in bays for the disabled. 

Council president Datuk Mohamad Yasid 
Bidin said they made it easier for the public 
to check their compounds with an addition-
al counter at the council's headquarters in 
Lorong Perbandaran and branch office in 
Jalan Tengku Kelana. 

"We had a similar rebate campaign previ-
ously where it drew a big crowd and we 
want the public to pay up their fines," he 
said. 

MPK's weekend counters at AEON Bukit 
Tinggi is on Aug 17 and 18, from 10.30am to 
10pm and AEON Bukit Raja on Aug 24, 25 
and 31, from 10.30am to 10pm. 

On Sept 1, the counter will be at AEON 
Bukit Raja from 10.30am to 10pm. On Sept 7 
and 8 it will be at AEON Bukit Tinggi from 
10.30am to 10pm. 

Payments can be made at the council's 
office counters, MPK kiosks and vans or via 
MPK's SmartParking App (Android and 
iPhone) and online b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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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Y MBPJ PAYMENT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will set up its EZ-Pay mobile 
counter for payment of taxes and 
compounds throughout this 
month. Counters will be opened in 
several locations from 10am to 
3pm. From Aug 5 to 10 the mobile 
counter will be open at Jalan 
SD12/l(near McDonald's and 
Petron petrol station); from Aug 13 
to 18 at Jalan SD2/1G (near STH 
Auto Services Centre) For details, 
call 03-7956 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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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經典教育說明講座

逾百家長踴躍參與

(适耕庄6日讯）适耕 

庄德教会紫沛阁主办， 

适耕庄潮州会馆及适耕 

庄客家公会协办的儿童 

经典教育说明讲座会， 

获得逾百名家长出席参 

与。

当天主讲嘉宾为国际 

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陈 

启生（子俗），及马来 

西亚孔学研究会秘书长 

黄美玲（子墨）。

筹委会主席兼马来西 

亚德教联合总会副总会 

长王盛潮，呼吁父母盼

望栽培成绩优越的孩子 

之余，也别忽略培养孩 

子高尚品德，正确的价 

值观如孝敬父母，关爱 

他人。

雪州议长兼适耕庄州 

议员黄瑞林致开幕词时 

说，孔子提倡“学而

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 

殆”的学习态度，希望 

所有学生可以结合学习 

与思考，让可以学到的 

东西最大化。

強化掌握適應能力

其演讲词由颜健荣代

为读出，同时宣布拨出 
1 0 0 0令吉作为活动基 

金，大港区国会议员 
慕斯里敏也拨款1500令

n°出席嘉宾有大港区国 

会议员慕斯里敏华人事 

务官李立鹏、紫沛阁阁 

长纪祥国、潮州会馆会 

长谢泳胜、客家公会署 

理会长杨济有等。

陈启生分享说，儿童 
在4岁至12岁“海马回” 

功能组织成长期间，正 

是锻炼强化记忆，学 

习，理解及激发右脑的 

黄金时期，家长们千万 

不要糟蹋错失，经典教 

育是古人千年沉淀的智 

慧，吸收学习以应现代 
科技，与时俱进，方能 

应对眼前日新夜异的社 

会技能进展。

黄美玲老师指出，学 

生应要三学，学习生活 

知识，学习生计技能， 

学习生命意义，幼时教 

育，童蒙养正，先教导 

洒扫，应对，进退等基 

本生活习惯，培养出健 

全的品德态度，强化掌 

握全面的社会适应能 

力。

■适耕庄德教会紫沛阁赠送纪念品给李立鹏（左）及颜健荣（右3)。左2起 

为纪祥国、黄美玲及王盛潮。右起杨济有，谢泳胜及陈启生（右4)。

紫沛閻德育班招生
=丨二盛潮宣布紫沛阁德育班（儿童经典教育班）， 
二1二已于8月4日开课，分大，小两班，之后每逢 

星期日早上10时至12时，在适耕庄德教会紫沛阁上 

课。
°即曰起接受报名，大班（9至11岁），小班（6至8

岁），召生规定学生家长必须上家长班（免费），不 

符合条件者不召收。
他呼吁在场家长踊耀响应，名额有限，报名从 

速
^ j也说，大港区国会议员慕斯里敏于当天早上9时， 

主持学生“开笔礼”及拜师赐字仪式，也邀请适耕 

庄州议员黄瑞林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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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年已过去，国际社会从 

未讨论如何解决暴力，冲突反 
而越来越频密，甚至蔓延到个 

别家庭当中，这是很好的反省 

机会，思考如何透过个人力量 
做Hi改变〇，’

诺丽慕°雅莎则说，我国成为 

首批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和 

《禁止核子武器》条约的国 

家，显示政府秉持核子武器的 

出现无法达成世界和平的立 

场。

她说，政府也将持续推动废 

除核子武器的工作，作为消除 

核武器威胁的唯一途径。

(吉隆坡6日讯）马来西亚 
创价学会配合来临9月“和 

平月”举办的两年一次“和 

平之跑”活动，将获得11万 
5000人在全马28个地点的参 

与，创下有史以来参与人数 

最多的一次。
2019年“和平之跑”活动 

总监谢国平说，本次活动分 

别获得国民团结局支持及国 

际伊斯兰大学的合作，当中 
后者甚至将有关活动列为迎 

新活动。

“和平，由我開始”

“从1995年开始的‘和平 

之跑’活动，主要是为了宣 

扬‘和平，由我开始！ ’的 

概念，并且在社区推广和平 
文化，目前获得多达25万 

来自各阶层的各族人民参 

与。”

他今日在记者会上说，数 

名部长已证实会在不同场次 

的“和平之跑”活动担任嘉 

宾，当中包括能源、工艺、 

科学、气候变化与环境部长 

杨美盈、水源、土地即天然 

资源部长赛维尔、槟城首长 

曹观友、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和砂州地方政府暨房屋部长

拿督沈桂贤等。

“杨美盈和赛维尔分别在 

雪邦摩立海滩和麻坡为活动 

挥旗，曹观友、阿米鲁丁及 

沈桂贤则在巴生、苔都交湾 

和古晋推介有关活动。”

马来西亚创价学会会长郭 

福安则说，本次“和平之 

跑”活动发布会选择在曰本 
广岛原子弹爆炸74周年举 

行，符合活动所要带出的和 

平主题，有关事件促使时任 

曰本创价学会会长户田城圣 

主张废除使用核子武器。
“户田城圣后来在1957年 

9月8日提出《禁止核子武器 

宣言》，有关宣言强调每个 
人有生存的权利，而核子武 

器的出现已违反有关权利， 

后来现任会长池田大作利用 
了 60年时间实行废除核武运 

动。”

另一方面，国民团结局总 

监拿督巴哈林则说，他将透 

过旗下的睦邻计划支援“和 

平之跑”活动，以确保相关 

活动顺利进行。

出席者包括国际伊斯兰大 
学丹斯里袓基菲里和外交部 

多方安全组组长诺丽慕雅 

莎。

祖基菲里：父曾經歷廣島原子爆

和平之跑”活動地點
州属 地点 曰期

1)玻璃市 Denai Larian Pengkalan 

Asam

9月8曰

2)吉打 Kompleks LADA, 

Langkawi

9月13日

3)吉打 Medan Bandar Alor 

Setar

9月6日

4)吉打 Menara MPSPK，Sungai 

Petani

9月1日

5)吉打 Kompleks Sukan 

KHTP,Kulim

9月7日

6)槟城 Stadium Batu Kawan 9月8曰

7)霹雳 Bulatan Sultan Azlan 

Shah,Meru, Ipoh

9月8曰

8)雪兰莪 Padang Besar Taman 

Klang Jaya

9月8日

9)屬兰莪 SMJK Yoke 

Kuan,Sekinchan

9月8曰

10)雪兰莪 Pantai Morib，Kuala 

Langat

9月8日

11)布城 Anjung

Floria,Putrajaya

9月8曰

I2)森美兰 Majlis Perbandaran 

Seremban

9月8曰

I3)马六甲 Rumah Melaka,Bukit 

Kati 1

9月8曰

14)柔佛 Kota Iskandar,Iskandar 

Puteri

9月7曰

15)柔佛 Stadium Batu Pahat 9月7日

16)柔佛 Dataran Tanjung 

Emas，Muar

9月7日

17)彭亨 Dataran Kuantan 9月22日

1S)登嘉楼 Tapak Madinah Ramadan 

(Marquee Tent)

9月13日

I9)吉兰丹 SMK Zainab 1， Kota 

Bahru

9月13日

2〇)纳闽 Palm Beach Resort&Spa 9月22日

21)沙巴 Padang Kawad UMS，Kota 

Kinabalu

9月22日

22)沙巴 Stadium Hoki Kompleks 

Sukan Keningau

9月22日

23)沙巴 Padang Bandaran 

Sandakan

9月22日

24)沙巴 Kompleks Sukan Lahad 

Datu

9月22日

25)沙巴 Padang Bandaran Tawau 9月22日

26)砂拉越 MBKS Foyer,Kuching 9月8曰

27)砂拉越 Stadium Tun Zaidi，Sibu 9月8曰

28)砂拉越 Coco Cabana,Miri 9月15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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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落成可出租

_華帽嵋K會議S 
'交方

]、学:

」、学 

这

西的
可以

向雪州政府申请拨款，提升及维 
修学校，他呼吁民众支持及协助 
建设讲堂。

董事长谢万成指出，建设讲堂 
及会议室耗费100万令吉，早前由 
于资金不足，以致工程展延至今 
才动工，这是为了不让莘莘学子 
在落后的环境求学。

校长谢证得指出，校方兴建讲 
堂及会议室的资金人不足，希望 
得到热心华教社会人士协助。

(沙白安南6日讯）南华小 

学将兴建讲堂和会议室，提 

升学校以让师生未来在舒适 

环境进行各项活动。

沙白安南国会议员拿督莫哈末 
法西亚指出，工程将来竣工后， 
南华小学会是沙白县中小学当 
中，少数拥有讲堂的学校。

“南华小学全体师生将来有 

了讲堂，将来学校可以举办 
各种室内的活动，如论

坛、辩论、演讲或讲座会，1 
也可以出租讲堂养校。”

資金不足延工

他宣布拨款2万令吉给南华. 

建设讲堂筹委会。
莫哈末法西亚曰前在南华， 

建设讲堂及会议室开工仪式， 
I 指 ttio
""沙白°安南区州议员慕斯达丨 
代表马荣健指出，校方每年I

■莫哈末法西亚（前排右4)及谢万成（前排左2)，移交绘 

测图绐发展商代表。前排左为副董事长黄海岛。前排右起沙 

白县议员哈利古玛、黄海天和马荣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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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商堆放山頂

(加影6日讯）大道工程承包商 
把大石堆放在山顶多时，疑防范 
工作不妥善，发生数次石头坠落 
到晨运的山道上，令到晨运者和 
居民担心，会发生伤亡事件。

以上大道工程为东巴生谷大 
道，tt邻是Sutera Pines公寓， 
发展商在公寓旁的山坡，开发小

獻威

麵

m - V.-.

段山道 
供居民使 
用，故每早 
都有居民前来运 
动。

在数次发生山顶的 
石头坠落后，公寓联合管 
理机构在1年半前，曾向市 
议会、大道局及大道公司反 
映，但问题一直未获解决。

加影市议员刘佳达接获居民投 
诉后，今日召集承包商和市议会 
工程组到场，寻求解决方案，并还 
居民一个安心。

«' mm
希

安

#
#

石頭墜下時發出巨響

#

未有5QQ公尺緩衝區

■刘佳达（左2起）向再 

尼反映，居民所担忧 
的事项。左4是

刘
佳达指出，根据工程组目

丨测，大石位置与民宅之间， 
并没有500公尺的缓冲区。

他说，若今后再生石头坠下， 
居民能即时向市议会举报。

他要求居民和市议会一同监督 
工程，确保承包商遵守标准作业 
程序。

市议会工程组副主任法蒂拉指 
出，市议会之后会发出正式通告 
给承包商，要求对方清理石头。

她说，该工程在2015年动工， 

承包商较后要求把明年1月竣工 
的曰期，延长到同年7月底。

联合管理机构主席陈盈颖指出，该区 
公寓有432个单位，其中B座最靠近山坡，

每次石头坠下时，居民都能听见目响。
她说，发展商开发的山道，被居民称为 

森林走道，许多居民都会使用山道。
她指出，在向市议会反映后，对方要求 

改到大道局投诉，后者之后又叫他们到大 
道公司投诉，但致函给大道公司后，就一 
直未见进展。

经过一轮协调后，承包商公关部总/ 
经理再尼承诺，会尽快清理山顶的大參 
石。

他说，目前大道公司已取得__ 
62%的进度，山顶的安全也没• J诨

有问题。 -费J居并

市不 
议足 
会500 
I公 
程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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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花園健康生活覺醒運動

為居民免費體檢

(加影6日讯）加影国花园 
居协日前举办一场健康生活 
觉醒运动，为居民提供免费 
健康检查。

居协i席骆木胜说，居民 
当天获得免费身体质量检 
查、血糖检查、腰围测量、脂肪测量及营 
养饮食洛询等。

他说，居协今次邀请饮食治疗师林爱玲 
主持健康及饮食座谈会，现场教导和示范 
健康饮食的窍门。

他说，居协举办这次活动，主要希望与 
居民分享如何打造一个远离疾病、塑造一 
个健康的社会。

出席活动嘉宾包括加影市议员颜丽丽、 
无拉港州议员王诗棋等。

芏诗棋在致词时呼吁居民多使用棕油烹 
饪，她说，我国生产的棕油适合烹煮各种 
美食，葵花油和橄榄油则不适合高温煎 
炸。

“长期食用这类食油可能会造成三高， 
但棕油则不会，居民可以放心食用。”

■王诗棋（左7)出席居协举办的健康觉醒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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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杯足球賽

小组賽第2轮

今曰賽程（7曰）

时间组别主队先列

9:00pm A组森美兰 对雪兰莪发展机构

(比赛在芙__都拉曼体育场举行）

9:00pm B组柔佛达鲁塔克欣对八打灵再也市球会

(比赛在新山拉庆体育场举行）

9:00pm C组槟城 对沙巴

(比赛在乔治市体育场举行）

9:00pm D组警察 对土地发展局联

(比赛在士拉央体育场举行）

明曰賽程（8曰）

9:00pm A组吉打 对登嘉楼

(比赛在亚罗士打达鲁阿曼体育场举行）

9:00pm B组玛拉工艺大学对霹雳经济发展局

(比赛在莎阿南玛拉工大体簡举行）

9:00pm C组彭亨 对霹雳

(比赛在关舰鲁马盤■举行）

9:00pm D组马六甲联 对雪兰莪

(比赛在汉惹巴体育场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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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打第14届第二季第一次州立法议会，朝野议员:踊跃出席

■郑瑞隆（左起）和杨庆传在会议开会 

之前，与黄思敏讨论污染相关课题。

+打州务大臣拿督斯 
口里慕克里兹指出， 

吉打州综合农渔产业园 
计划的合约已在今年6月 

26曰签署，预计可在2年 

内落实。

他说，吉打州政府已 

经透过吉打州务大臣机 
构（MBI)，与发展商 

鲁海丰集团展开全面商 

讨。

他说，该计划的发展 

地点已经圈定，即在吉 
打港口以北约5公里。

“我们面对金枪鱼船 

的准证批准问题，主要 

是因为农业部面对欧盟 

的批评，但州政府已经 

向农业部陈情，希望能 

尽快获得出海准证。” 

他说，金枪鱼捕捞区 

域在印度洋，并在浮罗 

交怡上岸，鱼获将输出至中国和曰本。

伊斯兰党双溪里茂区州议员莫哈末阿 

占担忧该计划会否影响铅县渔民的生计 

时，询问当地海岛会否会列入海洋公园 

时，慕克里兹指出，州政府并无意将铅 

县的爽爽岛、接生岛和蛋岛列为海洋公 

园。

“我们只是会把这些小岛列为森林保 

留区，不会影响渔民的生计。”

獲中央撥12億

提升8濾水站
•Jr打州水供与水务委员会 
口主席占利尤索夫说，吉 

打州政府获得中央政府拨出12 

亿令吉，以提升州内8个滤水 

站。
他说，上述8项工程的招标 

预料将在今年9月或10月展 

开，并预计在今年尾动工。

他说，此外，吉打州共有1 
万6000公里的旧水管，达鲁阿 

曼水务公司已经更换了逾402

公里长的旧水管。
“州政府需要4亿令吉，在 

未来4至5年，分阶段更换旧水 

管。”

^说，截至去年年尾，吉打 
州的无收益水（NRW)介于48 

至49%，而今年首5个月的无收 

益水约为457。。

他也指出，目前州内共有约 
8000户符合资格的家庭，可享 

有最多20立方米的免费水供。

■行政议员在开会之前，把文件资料都准备妥当。左起为 
陈国耀、依斯迈和慕克里茲。

■陈国耀（右）抵达议会厅时，与依斯 

迈（左起）和慕克里茲握手招呼。

(亚罗士打6日訊）吉打州环境事务委员 

会主席黄思敏指出，吉中西塘基里甘榜克 

孟蒙的非法垃圾土埋场的水源经环境局检 

验后，证实处于第二级（Kelas 2)，可安 

全食用。

他说，°该非法垃圾土埋场事件曝光后，相关单 

位都迅速执法，包括马上查封该垃圾场。
他今日在吉打第14届第二季第一次会议的口头 

问答环节，回应伊斯兰党班茶州议员法兹里的附 

加提问时，如是回应。
他回应西塘区州议员林桂亿医生的口头询问时 

强调，州政府非常重视塑料再循环厂课题。

發9罰單

他说，从去年6月至今，吉打州环境局已经查 

封ei个机器（双溪大年占si个）、发出9张罚单 
(双溪大年占7张）、2项开档带上法庭等，而检 

查的单位数目为36个，双溪大年占26 

个。

他说，吉打州环境局也与多个单位展开联合执 

法，包括双溪大年市议会、警方、关税局、国家 
固体废料管理局（JPSPN)、吉打水源机构、达 

鲁阿曼水供公司和国能等。

他说，双溪大年市议会也与国能和达鲁阿曼水 

供公司鉴定非法的塑料再循环工厂，并依法采取 

断水电行动。

他说，吉打州行政议会也决定不再发出新执照给 
予新的塑料再循环厂，至于今年4月5日之前就已 

获得地方政府允准规划或申请的业者，必须遵循 

各部门的技术条件，才能获发新执照。

他说，市议会也急导了 7项的联合执法行动，最 
后一次是在7月1T日，检查了 21间再循环工厂，其 

中16间并没有市议会的营业准证。
■黄思敏

4•著团结党署理总 
I裁拿督斯里慕克 

里兹指出，他并未出席 
周一（5日）晚上的土 

著团结党闭门会议。

他指出，他不确定闭 

门会议的内容，但强调 

只是土团党的习惯，即 

每次召开国会之前，党 

都会召集国会议员见 

面。
慕克里兹周二（6 

曰）出席州议会，在中 

午休会时，受询及土团 

党的闭门会议时如此回

应。

他说，一些议员刚加 

入土团党，也有从巫统 

跳槽的议员，而事前会 

议可让议员理解土团党 

和议员们的立场。

慕
克
里
茲Cf

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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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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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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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積在走道斜坡上

居民憂石頭擊中
(加影6日讯）坐落在 

加影外环大道（SILK ) 

旁的一座新公寓，居民 
入夥一年多，每天使用 

公寓户外丛林走道晨 

运，全程半小时的走 

道，却潜伏危机，居民 

忧_心会被斜坡堆积如山 

的石头滚落击中。

这座公寓的毗连是 

巴生河流域东部大道 

(EKVE )工程，公寓管 

理层早前发现承包商将 

用来压碎的石头，堆积 

在斜坡上面，且距离公 

寓不足500公尺，对晨运 

居民的安全构成威胁。 

该公寓的发展商经过多 

方面的投诉，不获正 

视0

较后，公寓管理层与 

居协寻求加影市议员刘 

佳达协助，市议会工程 

组副主任花帝拉今早与 

巴生河流域东部大道公 

司代表、总承包商代表 

及居协主席陈盈颖进行 

会谈，以解决有关事 

宜。

据该公寓管理层透 

露，发展商率先致函市 

议会作出投诉，市议会 

却要求发展商转向大道 

局反映，大道局又把这 

项问题推给巴生河流域 

东部大道公司处理，该 

问题拖延一年多无法解 

决，最后在刘佳达协调 

下，承包商答应会尽快 

清理石头，同时保证不

再将石头堆积原位。

据了解，该工程预计 

在2022年7月完成，迄今 

已完成62 %。

刘佳达向记者透露， 

承包商在处理有关问题 

上并没有符合标准作业 

程序，按照市议会的规 

定，施工地点距离住宅 

区必须500公尺以上，从 

现场的堆石位置，是少 

于500公尺的距离。不 

过，承包商解释石头堆 

积太多，需花费长时间 

清理，公寓管理层及居 

协方面表示理解，最重 

要是问题获得解决。

他强调，任何大道工 

程，除了市议会监督， 

人民的监督也非常重 

要。

“如果现承包商没有 

按照标准作业程序，可 

向市议会、州议员或市 

议员投报。”（TSI)

■刘佳达（左二）针对公寓居民投诉户外丛林走道危机四伏，安排总承包 

商代表及市议会工程组副主任花帝拉（右二）与公寓管理层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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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漢：對象是非穆斯林

雪提供低廉火葬服務

■黄思汉（中）在沙亚南市政厅会议室，与阿都哈林（左起） 
和陈正春交流雪州非穆斯林墓地及火葬场事务，右起哈利斯、 

拉希迪和反叻米。

.(沙亚南6日讯）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 

通及华人新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披露，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沙亚南市政厅、梳邦再也市 

议会、加影市议会和巴生市议会，都有为管辖区 

内的非穆斯林居民，提供低价收费的公共火葬 

场，其中沙亚南市政厅的火葬费低至200令吉， 

并为家境贫困的沙亚南市民提供免费骨灰瓮服 

务0

他昨曰在沙亚南21区非穆斯林墓园接见前来雪 

州考察非伊斯兰墓地与火葬场事务的柔州地方政 

府、城市和谐及环境事务行政议员陈正春时呼吁 

市民若有需要相关服务或疑问，可联络当地地方 

政府或市议员。

_另外，黄思汉较后在沙亚南市长拿督哈里斯、 

副市长莫哈末拉希迪和市政厅副秘书仄叻米等陪 

同下，与陈正春和首相署柔州发展办公室主任阿 

都哈林韩沙，在市政厅会议室进行一场交流会。 

(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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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宗興出任王席

火箭設;k友花園支部
(加影6日讯）行动党 

友友花园支部于日前正 

式成立，拿督威拉林宗 

兴出任主席一职。

该支部同时召开大 

会，并由加影市议员丘

钦瀚担任议长，63名党 
员对华小课程纳入爪夷 

文的课题表示反对，支 

部领袖将会把党员的声 

音传达到党中央。

与此同时，该支部未

■行动党友友花园支部正式成立，由林宗兴（前排右三）出任主席一职。 

前排左起黄冠鸿、林志远及丘钦瀚，右起陈鸿兴及叶建明。

龙务溪服双合、联
城部冠支

皇林与
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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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納巴迪勞冀U轉消除恐懼
(巴生6日讯）行动党雪州行政议员 

兼哥打阿南沙区州议员甘纳巴迪劳促请 

教育部马智礼与各造，仔细地商讨有关 
爪夷文书法列入四年级国语课本一事， 

因为这项不受欢迎的政策，如今甚至已 

制造非马来社群的恐惧，而且反对声浪 
巨大，因此希盟政府受促作出“UR” 

决定。

■他表示，为了下_代著想，希望有关 

当局对此政策作出适当的修改。

"华淡小学习爪夷文政策确实很难让 

人明白其中的逻辑，惟在这种情形之 

下，也无法达成原定的目标。”

另外，甘纳巴迪劳也提问，在此事 

上，教育部有否先测试可行性？在内阁 

有提出这项建议吗？据知，也没人向政 

府提出要认识爪夷文的诉求。

他强调，民族文化和遗产课题，不能 
被任何人强逼推行和接受。（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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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兆福：只爲民服務不回應馬華要求
(沙亚南6日讯）民主行动党组织 

秘书陆兆福强调，作为一个为人民 

服务的政党，该党不会回应马华任 

何要求。

“我们只为人民服务，而不是服 
务马华，不会理会他们说什么。” 

陆兆福也是交通部长，他今日为 

空中巴士直升机完工与交付中心主 

持开幕后，询及马华署理总会长拿 

督马汉顺指行动党领袖应该率领42 

名该党的国会议员向首相敦马哈迪 

施压，以收回在小学实行爪夷文书

法的决定时，如此指出。

他说，行动党已于昨晚召开的会 

议中聆听各方意见，并达成共识， 

以向内阁传达行动党的立场。

他也对指爪夷文书法课题是马哈 

迪分裂华社的阴谋论传ft做出驳 

斥，指马哈迪是全民首相，不为单 

一族群服务。

昨晚，行动党中央领袖针对爪夷 

文书法课题，召集该党国州议员和 
中委进行逾4小时的讨论，之后表示 

会于今日发布正式声明。（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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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敦马哈迪（前排左4)在吉隆坡闭门会见土著团结党国会议员、上议员及州务大臣。前排左3起慕尤丁及赛沙迪

任相路
变数？

(吉隆坡6日讯）人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任相之路再添变 

数？首相兼土团党总裁敦马哈迪周一闭门召见该党所有国会上、下议院 

议员与州务大臣级领袖后，青年及体育部长赛沙迪便在推特发布会面合 

照，写上“我们全力支持马哈迪，且专注为人民奋斗。他们的问题就是 

我们的问题。”

据悉，土团党领袖级的会面在布城首相官 

邸，惟未知会面内容。

根据赛沙迪发布的图片，内政部长丹斯里慕 

尤丁、教育部长马智礼、霹雳州务大臣阿末费 

沙亦出席这项会面，足见会面内容并非等闲之 

事。

上周，就有媒体揭露，敦马会晤在野党领 

袖，出席者包括前巫统副主席拿督斯里希山慕 

丁、伊斯兰党副主席阿末三苏里、总秘书拿督 

达基尤丁、砂拉越政党联盟党鞭法迪拉。

出席的在野党领袖均表明支持敦马完成首相 

任期。

上个月，伊党主席拿督斯里哈迪阿旺也声 

明，伊党将携手巫统，确保敦马完成首相任 

期；而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上 

周一也附议哈迪，对巫伊支持敦马完成首相任 

期的言论表示欢迎。

而今，赛沙迪在土团党一众领袖会晤敦马之 

后，突然发布推文“全力支持马哈迪”，委实 

难免引人遐想。#

青

“

Syed Saddiq
25,231推文

推文 推文和回复 媒体 喜欢

Syed Saddiq 〇 @SyedSaddiq • 15时 ▽

Perjumpaan tertutup YAB Tun M bersama 
semua Ahli Parlimen-Senator-Menteri 
Besar dari BERSATU.

Kami memberikan sokongan penuh kepada 
YAB Tun M & akan fokus kepada 
perjuangan rakyat. Masalah rakyat, 
masalah kami.

Tidak perlu bongkak & sombong, ikhlas 
berkhidmat untuk semua.

Q24 Q30 0^280 A

青年及体育部长赛沙迪在推特发布会面合照，写上 

“我们全力支持马哈迪”，留下无限遐想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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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蛘商旅 2019年8月7日#星期三

吉中水源安全可食用 吉中西塘基里甘榜克孟蒙的非法垃圾场已被查封。

吉打综合农渔产业园计划

黄思敏：虽有非法垃圾场

丨:_吉打

立州议会

(亚罗士打6日讯）吉中西塘基 

里甘榜克孟蒙虽然有一座面积极 

大的非法垃圾土埋场，但当地水

源可安全食用。

掌管吉打州环境事务委员会 

的行政议员黄思敏指出，经环境 

局的检验后，证实当地水源处于 

第二级（Kelas 2)，即可以安 

全食用。

思敏今日在吉打第 

14届第二季第 

次会议的口头问答环节时回 

应伊斯兰党班茶州议员法兹 

里的附加提问时，如是回 

应。

立即查封

他说，该非法垃圾土埋 

场事件曝光后，相关单位已 

迅速执法，包括马上查封该 

垃圾场。

另一方面，他在回应两 

塘州议员林桂亿医生的口头 

询问时强调，州政府非常重 

视塑料再循环厂课题。

他说，从去年6月至 

今，吉打州环境局已经查封

61个机器（双溪大年占51 

个）、发出9张罚单（双溪 

大年占7张）、2项开档带 

上法庭等，而检查的单位数 

0为36个，双溪大年占26 

个。

他说，吉打州环境局也 

与多个单位展开联合执法， 

包括双溪大年市议会、警

黄思敏说，吉打州行政 

议会决定不再发出新执照给 

予新的塑料再循环厂，至于 

今年4.月5日之前就已获得 

地方政府允准规划或申请的 

业者，必须遵循各部门的技

方、关税局、国家固体废料 

管理局（JPSPN)、吉打水 

源机构、达鲁阿曼水供公司 

和国能等。

他说，双溪大年市议会 

也与国能和达鲁阿曼水供公 

司鉴定非法的塑料再循环工 

厂，并依法米取断水电行 

动。

术条件，才能获发新执照。

他说，市议会也主导7 

项的联合执法行动，最后一 

次是在7月17日，检查21 

间再循环工厂，其中16间并 

没有市议会的营业准证。

不再发执照予新塑料厂

黄思敏指西塘基里甘榜克孟蒙当地水源 

可安全食用。

慕克力：料2年内落实
吉打州综合农渔产业园 

计划的合约已在今年6月26 

日签署，预计可在2年内落 

实0

吉打州务大臣拿督斯里 

慕克力指出，吉打州政府已 

经透过吉打州务大臣机构与 

发展商鲁海丰集I才丨展开全面 

商讨。

他今R在州议会上说， 

该计划的发展地点已经圈 

定，即在吉打港口以北约5 

公里。

“我们面对金枪鱼船的准 

证批准问题，主要是因为农 

业部面对欧盟的批评，但州

政府已经向农业部陈情，希 

望能尽快获得出海准证。” 

他说，金枪鱼捕捞区域在 

印度洋，并在浮罗交怡上岸， 

鱼获将输出至中国和日木■

伊斯兰党双溪里茂州议 

员莫哈末阿占担忧该计划会 

否影响铅县渔民的生计时， 

而询问当地海岛会否会列人 

海洋公园时，慕克力指出， 

州政府并无意将铅县的爽爽 

岛、接生岛和蛋岛列为海洋 

公园。

“我们只是会把这些小岛 

列为森林保留区，不会影响 

渔民的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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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6日讯|东巴生谷大道（EKVE)工程炸石後，把石块囤积在民 

宅邻近处，期间更因沙石掉落到住宅范围，让晨运居民心惊胆跳！

Sutera Pines公寓共管机构 

主席陈盈颖表示，当地居民早在 

一年半前，便察觉位于大道旁的 

一处工地叠满石块，令人看了很 

是不放心。甚至有居民投诉，多 

次听见石块掉落到民宅范围而发 

出声响。

她说，碍于有关工地与公寓 

毗邻，且前者的地理位置高于后 

者，所以居民一直担心石块会落 

到民宅，甚至会因此砸伤路人。

「因为公寓范围有一条丛 

林跑道，居民每天都会在那里跑 

步。但是却非常靠近叠石位置， 

我们担心石块会从天而降。」

她补充，期间曾多次致函给 

加影市议会反映有关问题，惟却

不获解决。

「虽然还没有发生沙石击中 

居民的事件，但是有关单位无论 

如何都应该要做好防范措施！」

承诺尽早移走碎石

此外，东巴生谷大道 

(EKVE )工程的阿末查基 

(AZRB )高级经理再尼表示，居 

民所见之石头并非从外处引入， 

而是施工在过程中留下。

他说，目前工程程序已达 

60% ^而涉及的石块是在炸成小 

碎石后，方便日后载走。无论如 

何，他声称未有接获投诉，并承 

诺将会尽早移走碎石。

加影市议员刘佳达则说， 

本身在上月底接获民众投诉，有 

指大道工程的石块所放置的位置 

过于接近民宅，引起附近居民顾 

虑。

他指出，根据正常的作业程 

序，施工地点需与住宅范围保持 

至少500公尺的距离。惟涉及工程 

囤放石块的位置却明显少于最低 

标准。「无论是大道工程或是任 

何工程，除了地方政府的监督， 

也需要民众帮忙监督。一旦发现 

工程不符合规矩，我们就可以及 

时纠正。」

据了解，有关大道工程原定 

于明年1月竣工，惟却因故将展 

延至明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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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鸟与±团党领袖闭n会议
吉隆坡6日讯|首相兼土著团结党会长敦马哈迪昨日与该党 

国会议员、上议员和州务大臣召开闭门会议。

青年及体育部长赛沙迪也是 

土团党青年团长，他昨天在其推 

特上透露此事，并附上多张会面 

的照片。

「我们全力支持敦马哈迪， 

并会专注为人民斗争。人民的问 

题就是我们的问题。」

「无需自大和傲慢，真心诚 

意为所有人服务。」

无论如何，赛沙迪并未透露 

会面的地点和目的。

此前，数名来自雪州和柔佛 

州的土团党领袖发表声明，要求 

敦马哈迪任相至5年届满。

敦马承诺交棒

伊斯兰党主席拿督斯里哈迪 

阿旺开腔表明反对党支持敦马哈 

迪做满一届首相任期，而经济事 

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较后 

也附和哈迪阿旺的声明，表态支

持敦马任相满5年。

无论如何，敦马哈迪曾在早 

前强调，除非有人把他逼向墙角 

并拿枪指著他的头，强迫他继续 

留任之外，否则他会信守承诺交
O

他表示，他已经保证只要国 

家的情况有好转，他就会退位， 

这可能是2年，也有可能是3年， 

他并不确定，但是大家都朝这方 

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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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林淑敏

(万挠6日讯）鹅唛县 

轰埠新村与万挠新村，共获 

雪州政府拨款25万8400令 

吉，解华小师生与村民的大 

水为患之苦。

料本月动工

鹅唛县乡村协调官潘 

佩玲透露，她在今年6月了 

解到两村村民长年饱受排水 

系统不胜负荷，逢雨必灾的 

苦况后，便即向雪州新村发 

展常务委员会主席黄思汉陈 

情。结果申请迅速获批，预 

计两村工程均可如期在本月 

动工，并在9月完工。

"根据批下的文件，轰 

埠新村获13万8400令吉，万 

挠新村则获12万令吉。”

淹水啦，学生爬到桌上“避水”。

2.潘佩玲 

(左）在接获 

万挠新村村长 
吴亚九的投诉 

后，即时向雪 
州政府申请拨 

款提升第8和 

第10路的排水 

沟。

排水道狹小

轟璋新村逢雨必淹
轰埠华小的食堂业者在清理淹 万挠新村的旧式沟渠太狭小，每逢大雨便倒淹至

入厨房内的大水。 马路，对村民的出入造成不便。

轰埠新村的主要排水沟在清理之前积满垃 

积泥和塑胶瓶。

i佩玲解释，轰埠新村坐落于新村车头 
{ft路（Jalan Stesen )的排水道是全村的 

汇水口，但却狭小、弯曲和多处崩裂，沟中更 

堆满塑胶瓶和垃圾，经常引发排水不及而倒淹 

至村屋和轰埠华小的状况，让校方校每逢雨天 

便如临大敌，被迫提起扫把严阵以待，随时准 

备扫水出课室。

据了解，除了去年10月的大水灾，在本月 
22日的倾盆大雨中，华小再遭水淹，不仅学生 

需爬上桌子避水，教师和食堂业者亦得忙着扫

'潘^玲联同轰埠新村村长翁才顺、村委何 

玉宝、李锦莹和村民巡视车头路的排水道后， 

告诉《大都会》社区报记者，全长约200公尺

的水沟会被提昇至直徑达900毫米的U型沟，防 

洪窨井则加宽至1200毫米，以应付新村和周边 

房屋发展计划的庞大排水量^

吁村民自律勿乱丢垃圾

萬撓新村

提升第8和第10路排水溝

她说，旧式新村的排水沟是沿屋而建，以 

至沟型蜿蜒和曲位太多，导致排水不畅。
“由于不忍华小师生与村民饱受水患之 

苦，村委会被迫ri费雇人清理沟内的垃圾、积 

泥和杂草。但如此终非长久之计，所以盼村民 

和公众亦需自律，戒除随地乱丢垃圾的恶习， 

以免排水系统受到影响而再度泛起大水，导致 
提昇丁程的效果不彰。”

^佩玲补充，万烧新村 
所获得的拨款则将用 

以提升该村第8和第10路总长度 

300公尺的排水沟。“除了修补 

和撤换局部崩塌和破裂的水沟 
夕卜，原有的旧式V形沟亦将改为 

排水S更大、直徑达450毫米的 

U形沟。”

她说，由于沟渠太小，村 

路往往在大雨后便积水数吋不

去，导致村民被迫涉水出人。

“在情况严重时，大水亦会淹 

人屋内，浸坏家具和电器。” 

“鹅唛县有多个新村仍沿 

用旧式排水沟，为了应付周边 

地区的蓬勃发展、土地开发和 
人口的节节上升，村内的排水 

系统均有提昇的必要。有鉴于 

此，州政府此次是将拨款优先 

批给面对水灾问题的新村。”

1.潘佩玲 
(右）在工程 

动工前，巡视 

轰埠新村需 
要提昇的排水 
沟右三为翁 

才顺。

轟埠萬撓喜訊/

旧式排水道是沿村屋而建，以致曲位太 

多，排水不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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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納促檢討爪夷文入課

盼希盟政府“U轉”
(巴生6日讯）行动党 

哥打阿南沙区州议员甘纳巴 

迪劳表示，为了下-•代着 

想，他将促教育部长马智礼 

与各造仔细地商讨有关爪夷 

文书法列人四年级国语课本 
-事，以便对此政策作出适 

当的修改

他说，这项不受欢迎的 

政策，如今已经引起非马来 

社群的恐惧，而且反对声浪 

巨大，因此期盼希盟政府作 

出“U转”决定_。

也是雪州行政议员的甘 

纳巴迪劳今日在文告中说： 

“华、淡小学习爪夷文政策

确实很难让人明白其中的逻 

辑，在这种情形之下，也无 

法达成原定的目标:”

他指出，何况，希盟政 

府对政策“U转”也非新鲜 

事，所以可以认真地考虑。

他也提问，在这一课 

题上，教育部有否先测试其 

可行性？庄内阁上有提出这 

项建议吗？据知，也没人向 

政府提出要认识爪夷文的诉 

求。

“民族文化和遗产课 

题，不能被任何人所强逼推 

行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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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會主任：陳鼎翰丨責任編輯：楊一新/陳家韻 

編輯：顏美慧

工程部丄懸讓?造
大马工程部发文告宣布，该部将展延原定于8月 

10日起关闭沙亚南大道（双威收费站前）40.4公里 

处U转的措施。

工程部指出，这项展延是为了让各造，包 

括大马大道局、梳邦再也市议会及大道特 

许经营公司沙亚南大道公司，能在 

近期内进一步商讨细节。

暫關閉建高架U轉天橋
、亚南大道公司甫于4曰宣布，将从8月10R至11月9曰，暂时 

关闭该大道40.4公里处的U转，声称这项措施是为了近期内 

落实兴建高架U转天桥而提早做准备，并提出3项替代道路的建议。

行动党首邦市州议员黄美诗联同哥打拉惹国会议员代表、哥打哥 

文宁州议员代表，以及数名梳邦再也市议员，在昨日会晤工程部长巴 

鲁比安商讨有关问题，最终决定展延这项措施。

民衆反彈要求重開
+道公司日前在社交媒体发布关闭U转的消息后，引起民众 

反弹，不少网民在大道公司的脸书上留言指将加剧塞车问 

题，要求取消关闭。

然而，虽然U转已无需关闭，但仍有不少网民留言，指该U转的 

塞车问题，是因为梳邦再也市议会关闭柏西兰格华芝班交通枢纽右转 

至沙亚南及巴生的路口，纷纷要求重开原本的路口。

巴鲁比安（中）在会议上同意展延沙亚南大道关闭U转的措施。

黄美诗（右四起）联同众人与巴鲁比安进行会议，最终决定展延关闭沙亚南大道U转的

措施。

沙亚南大道原本准备关闭这个U转，但得到各造反馈后，关闭U转决定已经展延。（档案照）

g邦再也市议员谢有坚向《大都 
1)丨L会》社区报记者指出，梳邦再也 

市议会将会担任协调工作，召集各造包括大 

马大道局、沙亚南大道公司及发展商进行会 

议，商讨进一步的解决方式。

他表示，在昨日与部长会议取得结果 

后，首邦市州议员黄美诗已在昨晚紧急召集 

首邦市的居民协会及睦邻计划代表，汇报有 

关详细，现场的居民代表皆支持这项决定。

据他了解，沙亚南大道双威收费站旁 

的屋业发展商已计划在收费站前兴建高架u 

转天桥，惟有关发展商只是呈交计划书给大 

马大道局，尚未有发展图测，也尚未向市议 

会提呈发展准证申请。

他表示，当局就算要关闭大道的u转， 

也必须提早通知民众，不能在实施的数天前 

才临时宣布。

nmrnm
報道►莊舜婷

(首邦市6日讯）沙亚南大道 

(双威收费站前）U转不关了！

在取得各造的反馈后，关闭沙亚南大道 

(双威收费站前）40.4公里处U转措施出现急转 

弯，在宣布有关措施的隔天即刻被腰斩。

謝有堅：

提早關閉須通知民衆

原定10日关闭

新聞

柏 梳邦再也市议会于2〇18年8月
@ 18日起，落实柏西兰格华芝班交通 

g枢纽“自由通行”计划，关闭右转 

g至沙亚南及巴生的路口 

ig 车辆必须导向沙亚南大道双

f威收费站前进行U转，以致该U转 

之的交通不胜负荷，尤其是在繁忙时 

班间，该大道路段的交通非常阻塞， 

交引起民怨。许多道路使用者，尤其 

是来自首邦市、哥打哥文宁及巴生 

^方向的道路使用者不满该计划：
^ 市议会于去年8月18日开始为

#期两个月的试跑计划，较后于10月 
{^杪延长试用期至11月第3个星期。 

胃最终梳邦再也市议会工程组主任 

弓I罗斯里在去年11月的常月会议上宣 

民布，市议会决定维持柏西兰格华芝 

怨班交通枢纽自由通行改道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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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毗鄰工程斜坡積滿堆石

晨運窖參】
(加影6日讯）居民每天使用

公寓户外丛林走道晨运，可是走 

道却潜伏危机，因为半小时的走 

道路程后，居民会来到石头堆积 

如山的斜坡，他们担心石头会随 

时滚落，无妄之灾会发生在他们 

身上。

人伙一年多的新公寓是座落在加影 
外环大道（SILK)旁，毗连是巴生河流 

域东部大道（EKVE)工程，公寓管理 

层早前发现承包商将石头堆积在斜坡上 
面，且距离公寓不足500公尺，对晨运 

居民的安全造成威胁。

该公寓的发展商经过多方面的投 

诉，不获正视，后来公寓管理层与居协 

寻求加影市议员刘佳达协助，市议会工 

程组副主任花帝拉今早与巴生河流域 

东部大道公司代表、总承包商代表及居 

协主席陈盈颖进行会谈，以解决有关事 

宜。

刘佳达：

承包商允尽快清理石头

根据该公寓管理层透露，发展商 

率先致函市议会作出投诉，市议会却要 

求发展商转向大道局反映，大道局又把 

这项问题推给巴生河流域东部大道公司 

处理，该问题拖延 '年多无法解决，最 

后在刘佳达协调下，承包商答应会尽快 

清理石头，同时保证不再将石头堆积该 

处〇
据了解，该工程预计在2022年7月 

完成，迄今已完成62%。

刘佳达较后向记者表示，承包商在 

处理有关问题上并没有符合标准作业程 
序，按照市议会的规定，施丁地点距离 

住宅区必须500公尺以上，从现场的堆

巴生河流域 
东部大道工程与 

双溪龙镇一座新 
公寓的距离非常 

近，高楼住户是 

清楚看到施工现
场。

公寓管
理层透过刘佳达 

(左一）安排与 

承包商及市议会 
官员会面，实地

了解情况。

石位置，是少于500公尺的距离。

他说，承包商解释石头堆积太 

多，需花费长时间清理，公寓管理层 

及居协方面表7K理解，最重要是间题 

获得解决。

他指出，任何大道工程，除了市 

议会监督，人民的监督也非常重要， 

如果现承包商没有按照标准作业程 

序，可向市议会、州议员或市议员投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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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7_ 8. 2019^星期三 大都會社區報|編輯：李秀娟編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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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汉（中）在沙亚南市政厅会议室主持会议，与阿都哈林（左一起）和陈 

正春交流雪州非穆斯林墓地及火葬场事务。右起哈利斯、拉希迪和反叻米。

黃思漢：雪5地方政府

(沙亚南6日讯）掌管雪州地 

方政府、公共交通及华人新村发展 

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指出，八打 

灵再也市政厅、沙亚南市政厅、梳 

邦再也市议会、加影市议会及巴生 

市议会，都有为管辖区内的非穆斯 

林居民，提供低价收费的公共火葬 

场。

接见前来雪州考察非伊斯兰墓地与火P 

场事务的柔州地方政府、城市和谐及珂 

境事务行政议员陈正春时表示，沙亚達 
市政厅的火葬费低至200令吉，并为i 

境贫困的沙亚南市民提供免费骨灰瓮® 

务。

他呼吁市民若有需要相关服务或疑 

问，可联络当地地方政府或市议员。

黄思汉较后在沙亚南市长拿督哈里 

设
在

陈沙
正i

春南 
^21 
左区 
V非 
在穆 

黄斯

汉墓

仔气
细
视

书仄叻米等陪同下，与陈正春和首相署 

柔州发展办公室主任阿都哈林韩沙，在 场。

他昨日在沙亚南21区非穆斯林墓园 斯、副市长莫哈末拉希迪和市政厅副秘 市政厅会议室进行…场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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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6日 

讯）巴生市议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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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斯南昨日来到 

巴生实地考察前， 

先在市议会大厦会

柔議員赴巴生考察

借鑑管理昔2火葬場
议室听取市议会管 

理火葬场的经验汇 

报，以作为柔州政 

府将管理昔加末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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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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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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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正春（左一）正仔细考察巴生市议会管理的火葬场运 

作，右一起拉马克里斯南、梁德志及莫哈末亚希。

巴生市议会从2004年起管理火葬场的运作，只向往生者 

家属收取象征式火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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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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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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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讲堂及会议室

南华华小筹百万建费
(沙白安南6日讯）南华华小董事会为改善 

莘莘学子的学习环境，耗费逾100万令吉建 

设讲堂及会议室，并吁请社会慷慨解嚢。

该校董事长谢万成日前出席讲堂与会 

议室动工仪式时说，该校是一所A型半津 

贴的学校，董事会一直以来不间断地提升 

学校设备。

“本

工人正在打粧

校已成功改善一些设施，即全新三层 

楼精明课室、学前教育班、学校围 

墙、建造有盖泊车亭、改善遭白蚁蛀浊的旧校舍、 

改善食堂、有盖篮球场、多元化礼堂及红泥填补草 

场洼地等；也提升了教员办公室及会议室”

他说，鉴于之前多次进行几项的计划，令董事 

会成员力不从心，不胜负荷，以致建设讲堂及会议 

室因资金不足，工程展延至今，希望大家可以献出 

爱心来协助南华小学。

他也感谢一位校友张丽美绘测师，协助建设讲 

堂及会议室工程-

出席者有该校副董事长黄海岛、黄广成、校艮 

谢证得、沙白县议员哈里古马及陈妙玲。

嘉宾为工程主持动工仪式。前排左起为罗斯里、黄海岛、谢万成及法西亚，右起为黄广成 

哈里古马、黄海天与马荣健。

议员法西亚拨2万
沙白安南国会议员拿督法西亚受邀主持 

动丁仪式，并宣布拨款2万令吉作为建设基

他说，南华华小是沙白县中小学中，少 

数学校拥有讲堂的学校。“有了讲堂，将来

学校可以举办各种室内的活动，如论坛、辩 

论、演讲或讲座会，希望校方也可以出租讲 

堂予有需要的人士或团体”

此外，沙白州议员阿末慕斯甸因的华人 

社区代表马荣健代为出席仪式时，提醒校方 

每年也可以向雪州政府申请拨款以改善及维 

修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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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特区

蕉赖双溪龙 

Sutera Pines 公寓
堆积大道工地旁

居民忧飞石击中晨运者
(加影6日讯）坐落高处的大道工地旁石头堆积，蕉赖双溪龙Sutera Pines公寓 

居民担心飞石从天而降，击中在丛林跑道晨运者！

该处共有2座公寓共432个单位，公寓与大道工地咫尺之隔。

了解，公寓旁的东巴 

t/ZJ生谷大道CEKVE) 

工程2015年开始，原订明年1 

月竣工，惟工却延至7月杪。

考虑到居民的安全， 

SuLera Pines公寓共管机构秘 

书，于7月中向加影市议员刘 

佳达投诉，后者接获投诉后， 

今日安排加影市议会工程组副 

主任化蒂娜、东巴生谷大道承 

包商高级经理再尼、东巴生谷 

大道人员等到场视察。

Sulera Pines公寓共管机构

主席陈盈颖说，一年半前，他 

们已发现石头堆积在工地旁， 

于是通过发展商致函大道承建 

公司和加影市议会，要求关注 

问题。

“不过，至今问题仍未解 

决，我们担心这些石头从高处 

跌落，击中晨跑的居民，因为 

公寓范围筑有一条跑道，居民 

每天在该处跑步。”

她说，虽然未发生石头飞 

落击及居民事件，但应该做好 

防范措施。

刘佳达（左二起）向再尼、化蒂娜了解石头堆积在工地事件。

承包商允清理石头
刘佳达说，石头是从大道 

工地移到该处置放，而非从其 

他地方搬过来：经讨论，承包 

商表示会清理堆积的石头，即 

压碎后移走。

他说，根据标准作业程 

序，囤放石头的工地，需和住 

宅区范围相距至少500公尺， 

但上述囤放石头的地点相隔不

足500公尺。

“同时，对方也承诺不会 

再把石头堆在那里，除了市议 

会，也希望居民扮演监督的角 

色，若丁程不符合作业程序， 

我们会纠正。”

再尼则表示之前他们不曾 

接获类似投诉。

在双溪龙旁的东巴生谷大道。 堆积在高处的石头，令公寓居民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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