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ari salah bukan cara selesai isu pencemaran air

Kira-kira 16 tahun lalu, saya per-
nah ditugaskan menulis rencana
mengenai pencemaran air di
Sungai Semenyih, yang menye-
babkan operasi Loji Rawatan Air
(LRA)SungaiSemenyihdiPresint
19, Putrajaya, dihentikan.
Dibawamenyelusuri Sungai Se-

menyih dan sungai yang menjadi
sebahagian daripada sumber air
mentah untuk LRA Sungai Se-
menyih, saya meninjau kawasan
yang disyaki punca pencemaran
bahan ammonia iaitu sebuah ta-
pak pelupusan sampah.
Malah, pegawai Konsortium

ABBASyangmembawasaya turut
memaklumkan mengenai tinda-
kan sesetengah pengusaha kilang
sawit yang mengambil peluang
hujan lebat untuk melepaskan
efluen dalam laluan air, supaya
tindakan mereka tidak dikesan
pihak berkuasa.

Katanya, syarikat konsesi air
hanyamampumenghentikan ope-
rasi sehingga tiada lagi kesan
efluen yang dilepaskan dalam ali-
ran sungai, dan walaupun kegi-
atan itu dilaporkan, amat jarang
sekali tindakan licik itu dapat di-
kaitkan dengan pelakunya.
Apabila diarah bekerja di pe-

jabat biro, membuat liputan mah-
kamah membabitkan kes pence-
maran sumber air di Selangor ju-
ga seperti menjadi kebiasaan. Bu-
kan sekadar bengkel atau kilang
haram yang beroperasi di tebing
sungai, pernah juga kilang multi-
nasional yang beroperasi di ne-
geri ini turut diseret ke muka
pengadilan kerana membuang
efluen dalam sumber air mentah
negeri.
Kisah pencemaran sumber air

mentah seperti yang berlaku di
Sungai Selangor baru-baru ini bu-
kan sesuatu yang baharu kerana
penduduk di Lembah Klang per-
nahmengangkut danmenyimpan
air apabila berlaku pencemaran
bahan dipercayai diesel dalam
sungai berkenaan pada 2013.
Kadang-kala terfikir juga, tidak-

kah pelaku dan keluarganya ter-

kesan dengan gangguan bekalan
air tidak berjadual ekoran operasi
LRAterpaksadihentikanseketika
sehingga pencemaran selesai di-
tangani?
Atau mereka mengambil sikap

tidak peduli dan turut sama me-
nyalahkan operator Pengurusan
Air Selangor Berhad (Air Selang-
or) kerana ketiadaan air itu? Apa
yang berlaku pada 21 Julai lalu,
menunjukkan sikap acuh tak
acuh sesetengah pihak yang lupa
sumber air mentah itulah yang
akan dipammasuk ke muka sauk
dan disalurkan ke LRA sebelum
dirawat dan diagihkan kepada
pengguna.
Sama ada sengaja atau tidak,

akibatnya berjuta-juta pengguna,
tanpa kira bangsa dan usia serta
kedudukan terpaksa berdepan ke-
tidaktentuan bekalan air. Tidak
sampai sebulan, kita dikejutkan
lagi dengan berita penemuan 112
tong berisi cecair yang belum di-
kenal pasti berhampiran anak
sungai di perkampungan Orang
Asli Sungai Jang, Kerling, Hulu
Selangor, Sabtu lalu.
Mujur cecair dari tong itu tidak

memasuki aliran Sungai Jang

yang terletak kira-kira 52 kilome-
ter dari LRA Rantau Panjang di
Sungai Selangor. Pengerusi Jawa-
tankuasaTetapAlamSekitar, Tek-
nologiHijau, Sains, Teknologi dan
Inovasi dan Hal Ehwal Pengguna
Selangor, Hee Loy Sian, dilapor-
kan berkata, tong itu ditemui ka-
kitangan Majlis Daerah Hulu Se-
langor (MDHS) pada jam7.39 pagi,
selepas menerima maklumat ber-
hubung pembuangan tong berisi
cecair di lokasi itu.
Apa yang nyata, efluen yang

memasuki aliran sungai kita ini
bukan hanya menyebabkan kita
terputus bekalan air. Benar air
yang tercemar itu boleh dipas-
tikan tidak memasuki muka sauk
dan loji rawatan, namun, ia akan
terus mengalir ke hilir dan ke
muara sungai.
Kesannya hanya boleh dilihat

selepas hidupan laut dan sungai
berkurangan, nelayan kekura-
ngan hasil pendapatan dan kita
sebagai pengguna kekurangan
bahan makanan. Sejak lebih 10
tahun, nelayan pesisir pantai
Selangor sudah mengeluh hasil
laut yang bukan saja berkura-
ngan, malah kualitinya sema-

kin merosot.
Jika dahulu kerang boleh dibeli

pada harga semurah RM1 seki-
logram, besar pula saiznya, kini
pada saiz sebesar duit syiling 10
sen, harganya melambung men-
jadi belasan ringgit sekilogram.
Bahan protein paling murah un-
tuk masyarakat kini menjadi ter-
lalu mahal untuk golongan ba-
wahan.
Bukan sekadar nelayan kurang

rezeki, masyarakat juga tidak lagi
mendapat makanan berkhasiat
dan segar pada harga mampu.
Justeru, apa perlu dilakukan?

Salah menyalah orang itu orang
ini, agensi itu, agensi ini tidak
akan membantu menyelesaikan
masalah. Selain undang-undang
yang lebih ketat, penguatkuasaan
juga penting supaya mereka yang
bersalah boleh dihukumdanmen-
jadi pengajaran.
Namun, yang paling penting, si-

kap kita juga harus berubah, dan
tidak hanyamenunggu orang lain
menjadi lebih bertanggungjawab.

Penulis adalah Ketua Biro Berita
Harian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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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da lagi usul punca
DUN Selangor ditangguh
Penyokong
kerajaan nafi
tempoh sidang
singkat ada
kaitan pinda
akta pemelukan
agama Islam
Oleh Norrasyidah Arshad
dan Ruwaida Md Zain
bhnews@bh.com.my

Shah Alam: Penyokong kerajaan
di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menyifatkan pe-
nangguhan sidang selepas hanya
dua hari bersidang minggu lalu
kerana tiada lagi usul yangmahu
dibahaskan.
Merekamenolak sebarang dak-

waan ada isu lain di sebalik pe-
nangguhanitusepertidilaporkan
beberapa portal berita.
Ahli DUN Pelabuhan Klang,

Azmizam Zaman Huri, berkata
tempoh dua hari itu sudah cukup
untuk membincangkan usul
yang ada.
“Tiada sebab lainyangmenjadi

punca mengapa sidang DUN kali
ini hanya dilangsungkan selama
dua hari.
“Usul lain tidak ada, sebab itu

Speaker, Ng Suee Lim, menang-
guhkan sidang,” katanya ketika
dihubungi BH, di sini, semalam.
Tempoh sidang DUN Selangor

yang singkat minggu lalu men-
jadi isu selepas ia didakwa mem-
punyai kaitan dengan usul yang
mahu dibawa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 berkenaan pin-

daan undang-undang berkaitan
pemelukan agama Islam.
Pembangkang mendakwa si-

dang berkenaan yang diadakan
pada 29 dan 31 Julai lalu, tidak
diteruskan untuk mengelakkan
rang undang-undang berkenaan
dibentangkan, dakwaan yang di-
nafikan blok kerajaan.
Rang undang-undang itu ada-

lah berkaitan pindaan mengenai
pemelukan agama Islam dari-

pada mendapat ‘persetujuan ibu
dan bapa’ kepada ‘mendapat per-
setujuan ibu atau bapa’.
Ditanya dakwaan isu itu ber-

laku kerana ada kaitan dengan
kedudukan Amiruddin sebagai
Menteri Besar, Azmizam percaya
ia berbangkit keranamasalah da-
laman PKR.
Bagaimanapun, beliau meno-

lak andaian sebarang gerakan
yang mahu menjatuhkan Ami-

ruddin yang juga ADUN Sungai
Tua itu.
“Saya rasa seperti ada yang

tidak kena dengan laporan me-
ngenai perkara ini seolah-olah ia
ditimbulkan untuk tujuan lain.
“Semua ADUN PH tetap me-

nerima siapa jugaMenteriBesar
tetapi untuk menggulingkan
Amirudin ketika itu (dalam
DUN), ini tidak benar,” kata-
nya.
Sementara itu, sebuah portal

berita melaporkan Amirudin di-
jangka bertemu pemimpin Paka-
tan Harapan (PH) Selangor esok
dipercayai ada kaitan dengan isu
berkenaan.
Setiausaha Politik Menteri Be-

sarSelangor,BorhanAmanShah,
pula hanya menjawab ringkas
apabila diminta mengulas lapo-
ran media itu.
“Tak betul, malah ADUN dan

pimpinan PHmemberi sokongan
yang tidak berbelah bahagi ke-
padaYangAmatBerhormatMen-
teri Besar,” katanya.
Ketua pembangkang, Rizam Is-

mail, pula mendakwa kegagalan
wakil rakyat PH membawa usul
pindaan undang-undang berkai-
tanpemelukanagama Islamyang
sepatutnyadibincangkanpada si-
dang itu menunjukkan ketidak-
sefahaman mereka.
Rizam berkata, usul penting

berkenaan sepatutnya dibentang-
kan oleh Menteri Besar, Amiru-
din Shari.
Sementara itu, Suee Lim yang

juga ADUN Sekinchan enggan
mengulas lanjut mengenai dak-
waan pembangkang.
“Saya yakin DUN Selangor me-

ngendalikan mesyuarat dengan
tertib serta mengikut cara dan
peraturan tetap sedia ada,” ka-
tanya.

Tempoh
dua hari itu

sudah cukup untuk
membincangkan
usul yang ada.
Tiada sebab lain
yang menjadi
punca mengapa
sidang DUN kali
ini hanya
dilangsungkan
selama dua hari.
Azmizam Zaman Huri,
Ahli DUN Pelabuhan Klang

Kegagalan
wakil rakyat PH

bawa usul pindaan
undang-undang
berkaitan pemelukan
agama Islam
yang sepatutnya
dibincangkan
pada sidang itu
menunjukkan
ketidaksefahaman
mereka.
Rizam Ismail,
Ketua pembangk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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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awasan Johan Setia
Klang, Selangor
mencatatkan baca-

an indeks pencemaran udara
(IPU) tidak sihat setakat jam
4 petang semalam.

Berdasarkan data di la-
man web Sistem Penguru-
san Indeks Pencemaran
Udara Malaysia (APIMS) Jo-
han Setia Klang merekod-
kan bacaan IPU 104 ber-
banding 103 pada jam 12
tengah hari.

Manakala 67 lokasi lain di

seluruh negara merekodkan
bacaan IPU sederhana iaitu
antara 51 hingga 98.

Selain itu, sehingga jam 4
petang semalam juga, tiada
lokasi yang menca-
tatkan bacaan
IPU pada paras
baik .

Bacaan IPU
antara 0 hing-
ga 50 adalah
d i katego r i ka n
paras baik, 51
hingga 100 (se-
derhana), 101 hing-
ga 200 (tidak sihat), 201
hingga 300 (sangat tidak si-
hat) manakala 300 ke atas
b erbahaya .

Orang ramai boleh mela-

yari http://apims. doe.gov.my
untuk mengetahui maklumat
IPU semasa yang dikemas ki-
ni setiap jam.

Maklumat cuaca terkini
turut dipaparkan mene-

rusi laman web
Met Malaysia
atau aplikasi
myCuaca dan
media sosial
Met Malaysia .

Dalam pada
itu, semua pi-

hak dinasihatkan
supaya tidak mela-

kukan pembakaran ter-
buka dan mengurangkan
aktiviti di luar rumah.

Mereka yang mengalami
penyakit seperti batuk, se-

lesema, asma, sakit mata,
sakit jantung atau paru-paru
yang kronik hendaklah
mendapatkan rawatan de-
ngan segera jika keadaan
bertambah buruk.

Penunggang motosikal,
mereka yang bekerja di luar
bangunan atau di tempat
yang berhabuk termasuk
yang dikenal pasti sebagai
kumpulan berisiko tinggi ju-
ga dinasihatkan supaya me-
makai penutup hidung dan
mulut .

Selain itu, orang ramai juga
diminta untuk menyalakan
lampu kenderaan semasa
memandu apabila keadaan
berjerebu dan jarak peng-
lihatan berkurangan.

FA KTA
Bacaan IPU antara
0 hingga 50 adalah
dikategorikan paras

baik

Selangor catat bacaan indeks pencemaran udara tidak sihat

68 lokasi terj ej a s
akibat jerebu

S E L A NG OR

PA HA NG

PULAU PINANG

KUALA LUMP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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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dang: Ke m e nte r i a n
Pembangunan Wanita, Ke-
luarga dan Masyarakat me-
lancarkan Sistem Semakan
Pesalah Jenayah Seksual
Terhadap Kanak-Kanak Da-
lam Daftar Kanak-Kanak
(eDKK) bertujuan mengum-
pul input masyarakat berhu-
bung pemahaman, pengala-
man dan cadangan tindakan
lanjutan kes itu.

Timbalan Menterinya,
Hannah Yeoh berkata, sis-
tem semakan itu yang di-
lancarkan pada 1 April lalu
bertujuan m e ngga l a k ka n
ibu bapa yang mengambil
upah orang menjaga anak
mereka seperti pembantu
rumah, pengasuh di taman
asuhan kanak-kanak (tas-
ka) dan pemandu bas se-
kolah membuat semakan
dengan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KM), sama
ada seseorang itu pernah
disabitkan dengan kesala-

han atau tidak.
Bagaimanapun, kata

Yeoh hingga Julai lalu, ada
negeri yang kosong tiada
semakan dilakukan iaitu di
Melaka, Perlis, Pahang dan
Labuan .

“Negeri yang paling ba-
nyak melakukan semakan
ialah Negeri Sembilan iaitu
352 diikuti Selangor (324)
dan Sabah iaitu 241.

“Bagaimanapun, sepan-
jang tempoh itu, hanya 94
individu membuat sema-
kan dengan 1,497 nama di -
semak menerusi sistem
b erkenaan , ” katanya s ele-
pas melancarkan Sambutan
Minggu Penyusuan Ibu Se-
dunia 2019 Empower Parents,
Enable Breastfeeding di Uni-
versiti Putra Malaysia, se-
malam .

Terdahulu, Yeoh b erkata ,
kerajaan menyalurkan bajet
RM10 juta kepada agensi ke-
rajaan untuk membuka 66

taska termasuk melakukan
penambahbaikan taska se-
dia ada menerusi Belanja-
wan 2019 yang diumumkan
tahun lalu.

“Daripada jumlah itu, 19
taska baharu dibuka di hos-
pital kerajaan di seluruh ne-
gara untuk memudahkan
kakitangan yang bekerja syif

seperti jururawat menghan-
tar anak mereka.

“Tumpuan juga diberikan
kepada Jabatan Bomba dan
Penyelamat, Jabatan Imigre-
sen, Ibu Pejabat Polis Kon-
tinjen dan Daerah, Jabatan
Penjara dan Pusat Koreksio-
nal di seluruh Malaysia yang
kakitangan bekerja melebihi
waktu pejabat.

“Kami berharap ada pe-
nambahan dana pada Be-
lanjawan 2020 untuk mem-
buka lebih banyak taska di
sektor kerajaan. Ini kerana
541 jabatan dan agensi ke-
rajaan di seluruh negara ma-
sih belum ada taska,” ka -
tanya .

Yeoh berkata, pihaknya
juga sangat menggalakkan
pembukaan taska di sektor
swasta agar kakitangan wa-
nita lebih produktif dan fo-
kus pada kerja tanpa bim-
bang mengenai keselamatan
anak mereka.

Empat negeri tak buat semakan eDKK

Y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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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iza dinasihat 
fokus pad a wanita 
KANGAR 7 Ogos - Ketua Wanita 
PKR Haniza Mohamed Talha di-
ingatkan supaya tidak campur 
tangan dalam soal sokongan 
ketua-ketua cabang terhadap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se-
baliknya fokus terhadap lisaha 
memperkasakan sayap wanita 
parti itu. 

Ketua PKR Cabang 
Kangar Noor Amin 
Ahmad berkata, 
kenyataan Haniza 
bahawa langkah 
mengumpul tanda 
tangan menyokong 
Anwar sebagai mem-
buang masa menun-
jukkan beliau tidak 
mendengar dengan 
teliti kenyataan me-
dia yang dibuat ber-
hubung perkara tersebut. 

"Tujuan kenyataan media 
dibuat baru-baru ini adalah un-
tuk menangkis dakwaan PKR 
berpecah. Memang ada sedikit 
perbezaan dan itu adalah lum-
rah politik. 

"Tetapi kami tetap bersatu 
menyokong Anwar untuk me-

NOOR AMIN AHMAD 

nerajui PKR dan bertekad mem-
perkukuh Pakatan Harapan (PH) 
berdasarkan perjanjian yang te-
lah dipersetujui PH sebelum ini. 

"Haniza mungkin terlewat 
sikit bersetuju dengan pemben-
tukan PH. Maka, boleh difahami 
jika dia terlewat lagi bersetuju 

dengan resolusi pe-
mukiman. Saya fikir 
elok beliau tidak 
campur soal ketua 
cabang dan teruskan 
tumpu kepada wa-
nita," katanya kepa-
da Utusan Malaysia 
di sini hari ini. 

Baru-baru ini, Ha-
niza menyifatkan 
tindakan mengum-
pulkan tanda tangan 
pemimpin PKR di 

peringkat bahagian di seluruh 
negara bagi menyokong kepem-
impinan Anwar sebagai mem-
buang masa. 

Ini kerana, menurutnya, jawa-
tan Presiden parti yang dipegang 
Anwar adalah merupakan hasil 
kemenangan tanpa bertanding 
dalam pemilihan parti le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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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Cheras folk unhappy 
damaged houses 
yet to be fixed 

Cracked walls, tiles still not fixed 
Taman Cheras Hartamas residents frustrated by delay in repairing homes 

(From left) Tiew, 
Wong and So 
inspecting a 
cracked wall. 

(Far left) The 
houses suffered 
structural 
damage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re 
station at the 
back. - Photos: 
LOW LAY 
PHON/The Star 

By J EG ATH IS WARY SUNDRAM 
metro@thestar.com.my 

TWO Taman Cheras Hartamas 
residents whose houses suffered 
structural damage from the con-
struction of the Bandar Tun 
Hussein Onn fire station since 
2015 are still waiting for fol-
low-up action and compensa-
tion. 

Balakong assemblyman Wong 

Siew Ki said the problem had 
not been resolved even though 
it has been four years since the 
the late Eddie Ng, the previous 
sasseblyman, first received com-
plaints from the affected resi-
dents. 

Wong sai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re station behind the hos-
ues had resulted in cracked 
walls and tiles after work start-
ed in October 2015. 

He said Ng as well as representa-
tives from the Hulu Langat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JKR), contrac-
tors-and insurance representatives 
had carried out inspections at 
the affected houses in November 
2017. 

"JKR instructed the contractors to 
repair the cracks. However, they 
did not fix the damage. 

"The residents are frustrated 
because of the delay in repairs as 
they are forced to put up with the 
cracks until now," said Wong. 

She said another meeting was 
held in March this year where the 
contractors signed an agreement to 
carry out repairs and bear all the 
costs, but nothing happened. 

"Since then, we have been chas-
ing JKR as they are the contractor's 
client, but we were shocked by their 
(JKR's) response in demanding proof 
that the cracks in residents' houses 
were caused by the construction," 
she added. 

"We could not provide any evi-
dence proving the cracks were a 
result of the construction as it has 
been over a year since the building 

was completed. 
"If there is no further response 

from both parties, we will take this 
matter up with the Malaysian Anti-
Corruption Commission (MACC) to 
investigate the matter," said Wong. 

One of the affected houseowners, 
Tiew Chee Keong, said JKR's 

response did not make sense as they 
had inspected the houses and knew 
what took place, adding that con-
struction for the fire station was 
completed in May last year. 

Also present was Kaj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j) councillor 
Edward So. 

Taman Cheras Hartamas houseowners say the contractors have not fixed 
the damage caused or compensated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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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of wastewater 
Indah Water Konsortium is ensuring sewage byproducts are recycled and 
sold, thereby generating revenue and preserving the environment >2&3 

Treated for reuse: The Setia Alam water reclamation treatment plant is distributing water to industries nearby through underground pipelines. - Photo: SAM THAM/The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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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ified water from the water reclamation treatment plant is used to clean its filters. (Right) It is also stored in the drum at the plant to clean the 
ultrafiltration system. - Photos: SAM THAM and MOHD SHAHRIL ROSLI/The Star 

By VIJENTHI NAIR 
vijenthi@thestar.com.my 

TREATED sewage wastewater is 
now being supplied to industries. 

With increasing demand, Indah 
Water Konsortium (IWK) is looking 
at ways to reuse its treated water 
instead of just discharging it into 
rivers. 

IWK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Faizal 
Othman said they were 
continuously looking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the three bypro-
ducts from sewage, which are 
bioeffluent, biosolid and biogas, in 
other words - wastewater, sludge 
and gas. 

"Our task is to collect the sewage, 
treat it to meet Environment 
Department (DOE) standards and 
return it to the environment. 

"The three byproducts are 
valuable resources that could be 
reused, but are mostly returned to 
the environment. 

"The Green Technology Master 
Plan advocates the recycling of a 
third of wastewater and 100% of 
sludge by 2030. So we have adopted 
the waste-to-wealth approach by 
selling our byproducts while pre-
serving the environment. 

"We are focused on the concept 
of 4R, namely reduce, reuse, recycle 
and replace to promote a circular 
economy," he said. 

A circular economy is an eco-
nomic system aimed at minimising 
waste and making the most of 
resources. 

Faizal said IWK operated and 
maintained about 7,000 sewage 
treatment plants (STP) nationwide, 
across 19,134km network of pipe-
lines, and about 200 plants are 
added to their assets annually. 

Faizal said IWK treated 
5,600MLD (million litres per day), 
which was equivalent to 2,000 
Olympic-sized swimming pools. 

Its service covers most of 
Malaysia, excluding Kelantan, 
Sabah, Sarawak and certain parts 
of Johor. 

"There are about 18,375MLD of 
raw water resources. National 
water consumption is 10,786MLD, 
and from this, 4,332MLD is used for 
non-domestic purposes. 

"The volume of water treated 
by IWK and national water usage 
for non-domestic purposes is 
almost the same so we would like 

Meeting industrial 
demand for water 
First water reclamation plant in Setia Alam 
provides supply to nearby factories 

The ultrafiltration process transforms wastewater from murky (right) 
to clear (left). 

to fill this gap. 
"We can potentially meet 15% of 

non-domestic demand, which is 
about 670MLD of water, if we have 
the proper infrastructure in place." 

Faizal said some countries use 
treated water that go through an 
ultrafiltration and reverse osmosis 
process for drinking, as the water is 
no different from the bottled water 
sold with white caps in the market. 

"But a more practical approach 
in Malaysia would be to look at 
supplying for non-human con-
sumption purposes like industries. 

"In some areas, up to 40% of the 
water supply is used by industries. 
If it can be replaced by treated 
wastewater, there will be more 
water for other sectors like 
residential and offices," he said. 

Different challenges 
Faizal said the challenge was to 

meet demand and provide logistical 
support. 

"Some users need different grades 
of water, so you have to filter fur-
ther. The best method of supplying 
water is via underground pipeline. 

"Some STPs are located far from 
industrial areas and sending water 
by lorry is neither cost-effective nor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We have 
listed about 10 STPs that can be uti-
lised to meet industry's demand. 

"Places with more rural concen-
tration are not practical. Laying 
pipelines in mature township such 
as near Pantai 2 Regional STP - the 
biggest sewage treatment plant in 
Asia Pacific, is a challenge too. IWK 
treats 250MLD there but there are 
no factories nearby which need the 
water supply. 

"The nearest industrial area is 
probably Kuchai Lama, and if we" 
had to lay pipes underground, it 
may cause traffic obstruction dur-
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Many 
people will not be happy about it. 

"Because of the difficulties, we 
are only reusing about 1% of the 

treated wastewater within the com-
plex for purposes such as cleaning 
and flushing toilets. 

"We are looking at ways treated 
wastewater can be used for other 
purposes. Perhaps, pockets of forest 
can be cultivated where the water 
can be supplied by lorry. With 
pocket forests, the wastewater can 
be better used," he said. 

The first water reclamation plant 
attached to an STP is in Setia Alam. 
It is fitted with ultrafiltration and 
reverse-osmosis systems to purify 
the water to meet industry demand. 

Terasek E Hydra Sdn Bhd, a 
water reclamation company, built 
the plant which began operations 
in January. 

Its managing director Jared Loo 
said they were distributing 5MLD 
to industries nearby via under-
ground pipelines. 

"We have been working with 
IWK since 2014 by transporting 
treated wastewater from Pantai 1 
STP to be reused for landscaping, 
cleaning and construction purposes. 

"Last year, we decided to bring 
the water purification technology 
from Singapore and try it out at the 
Setia Alam STP. 

"Treated wastewater goes 
through phases of filtration to meet 
industrial requirements. In Setia 
Alam STP, we take in 8MLD water, 
treat it further and distribute 5MLD 
of purified water, or 70% of it. 

"The balance of 30%, which does 
not make the cut is filtered again 
and again. No water is wasted in 
the process. 

"There is demand in the sur-
rounding industrial area and we 
plan to expand the plant to increase 
our capacity. With the main pipeline 
successfully built, it will be easie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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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 checking 
the filters at 
the water 
reclamation 
plant in Setia 
Alam. 

connect the pipes to factories that 
will need the water in the future. 

"We are also planning to expand 
and build such plants in Penang," 
he said. 

Recyling sludge and gas 
Faizal said IWK produces 100,000 

tonnes of sludge annually and the 
bulk is sent to landfills. 

"The sludge is rich in bio contents 
and can be a good form of fertiliser. 
Some local authorities are interest-
ed in using it as soil conditioners. 

"In 2007, we tied up with Rubber 
Research Institute of Malaysia for 
the use of our biosolids as fertiliser 
for their rubber trees. The trees 
grew faster and bigger and the 
quality of latex was maintained. 

"We also collaborated with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to add 
value to our biosolids by transform-
ing it into pellet form called bio-pal-
lens. 

"Early this year, we tied-up with 
the Forest Research Institute of 
Malaysia where we supply our 
biosolids to them for forestry 
applications. 

"However, the amount of sludge 
used has not reached operational 
scale. There is still a lot of research 
to be done for better applications." 

Faizal said that Malaysian 
standards prohibit the application 
of sewage water directly onto food 
crops. 

Faizal said biogas from some 
plants were used to generate elec-
tricity and reduce operational costs. 

'There are six plants with facili-
ties to reuse methane, with the 
potential of generating up to 
10,000m3 per day and produce 
20MWh per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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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30% of water that does not make 
ultra f i l t rat ion process again. 

the grade goes through the 

There are plans 
to increase 
capacity at the 
water treatment 
plant to meet 
demand. 

Faizal says IWK is continuously 
looking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its sewage byproducts. 

"We need a certain volume of gas 
to generate electricity. At present, 
we have managed to reduce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by about 
20% at the plants. We save up to 
RM2mil a year through this." 

Faizal added that there was a 
future in the green industry and 
encouraged students to research on 
sustainability. 

"There are opportunities to 
research on green technology. A 
circular economy is being embraced 
by many industries in the world.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Malaysia has the opportunity to be 
in the forefront by coming up with 
new ideas and technologies to pro-
vide solutions. 

"I am very excited about the 
journey IWK is pursuing to realise 
our mandate on compliance with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nd 
work towards overall resource 
management especially in the 
water and energy industry. 

"We would like to invite partners 
to come on board for initiatives 
towards a greener country," said 
Faizal. 

The plant is currently distributing 5MLD to industries nearby through underground pipe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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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zam: No PKR reps 
came to see me 
about Selangor MB 
By WANI MUTHIAH 
wani@thestar.com.my 

KLANG: Selangor Opposition chief Rizam 
Ismail has dispelled talk that PKR representa-
tives had come to see him to seek Umno's help 
to oust Mentri Besar Amirudin Shari. 

Rizam, who is Selangor Umno Youth chief, 
said it was not Barisan Nasional's business to 
meddle in PKR's internal problems. 

"I can verify that no one approached me to 
seek any help," he added. 

However, Rizam claimed that he was privy 
to chatter among the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last week at the sidelines of the state legisla-
tive assembly meeting over their unhappi-
ness with Amirudin. 

"It was just people making empty talk. As 
for Barisan, we will just step back and watch 
as the PKR representatives continue bicker-
ing instead of serving its people," said Rizam. 

A PKR state assemblyman, who declined to 
be named, said there was talk among the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not aligned to Amir-
udin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initiating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against the mentri besar. 

He claimed that assemblymen from other 
Pakatan Harapan parties had jumped on the 
bandwagon to moot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against Amirudin after they heard he had 
allegedly suggested that DAP stalwart Ng Suee 
Lim be replaced as Selangor Speaker. 

The assemblymen alleged that the sugges-
tion was made after a proposed amendment to 
a Syariah enactment failed to be tabled during 
the state legislative assembly last week. 

He also said that a dinner gathering would 
be held tonight at a hotel in Shah Alam and 
all state PKR MPs, assemblymen and party 
leaders, as well as division chiefs had been 
inv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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咋曰成绩（7曰）

A组森美兰 负雪兰莪发展机构1比2
B组柔佛达鲁塔克欣胜八打灵再也市球会4比2

C组槟城 
D组警察

A组吉打

胜沙巴 2比1

胜土地发展局联 4比3 

明日赛程（8日）
又寸f爵委

(9:00PM，亚罗士打达鲁Si本育场）

B组玛拉工艺大学对霹雳经济发展局 
(9:00PM，莎阿南玛拉工大体育场）

C组彭亨 对霹雳
(9:00PM，关丹达鲁马末体育场）

D组马六甲 对雪兰莪
(9:〇〇PM，马六甲市汉哲拔体育场）

泰国
马来西亚

咋曰成绩（7曰） 

胜印尼 

胜越南

2比0 

3比1

半決賽

東南亞U15足球賽

小組賽第2輪

馬來西亞杯足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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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7曰 

讯）随著雪州议长 
黄瑞林拒绝签署修 
改18岁以下非穆斯 

林改教法令动议， 
而传出以雪州大臣 
阿米鲁丁为主的议 
员，计划对黄瑞林 
发起不信任动议 
后；如今阿米鲁丁 
将于明日会见雪州 
希盟领袖的消息引 
发诸多揣测。

“当今大马”引 
述雪州土团党秘书 
哈斯尼占透露，霄 
州希盟各党领袖明 
午将在大臣官邸开

is悉，阿米鲁丁 
除了下午会晤希盟

傳大
對B
fu：

土而37

不木r^i

發S 
不P貝

信袖
任

会到莎阿南一家酒 
店，与公正党各区 
部领袖聚餐。

唯雪州公正党署 
理主席许来贤说，
这只是例常会议。

“雪州希盟每两个月就会入宪政风暴。 
召开类似的例常会议。”

许来贤也是雪州 
行政议员。他说， 
希盟4党将会各派5 

名代表出席会议。
据报导，阿米鲁 

丁意图修改2003年 

> 霄ft莪伊斯兰治理 
州法令的第9部分 

(改信伊斯1)， 
以允准父或母单方 
面为未成年孩子改 
信伊斯產《

这项修法是由雪 
州伊斯*理事会 
(Mai s )建议，并 

获得雪州王室支 
持。

但有关提案导致 
雪州议会出现意见 
分歧。

尤其随著黄瑞林 
拒绝签署相关提呈 
文件，并提早结束 
州议会会期，以致 
阿米鲁丁无法在本 
次会议提呈修正案 
后，更引发撤换议 
长传闻，让雪州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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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资5亿令吉兴建的雪州首座发电厂，坐落在而榄。（图取自selangor klnl网站） 許來賢：齊商對策

歡迎環保分子薩)窗
彳&来贤强调，州政府绝对尊前会谘询会议（Town Hall 

重环保分子的意见，最重Meeting)听取人民的意见， 

要是各方可坐下好好商讨，以以确保达到双赢。

科学的方式来探讨雪州的垃圾 他指出，目前正在等著评估

问题，同时也会和他们展开对环境报告，是希望赶在年尾就 

话会。 可推介，而这座也非全马首间

他说，即将建立在而榄的雪垃圾发电厂，因森美兰将会推 

州首座垃圾再生能源发电厂目介。”

前正在评估环境报告，一旦 他说，在取得发展准证前，
获得发展准证（Development他们也希望可举办谱询会议， 

Order)有望可赶在今年年了解人民的反应和向众人讲解 

尾推介，同时会在获得准证垃圾发电厂的详情。

學
物
質

(吉隆坡7日訊）为了解决垃圾土埋场爆满问题，雪州政府将通过州政府子公司，在而 

榄兴建首座垃圾再生能源发电厂，届时每天可处理1000吨垃圾，同时转化为能源。

据早前报导，雪州每日垃圾量多达7000题，所以州政府必须找出有效的解决方 他指出，垃圾发电厂除了可减少垃圾累

吨，导致大部分垃圾土埋场处于“爆满”案，即是将垃圾转换为再生能源。 积、土埋场不足和环境问题，也可増加再

情况，一些土埋场甚至需要徵用附近的地 他也强调，垃圾再生能源发电厂，并非生能源，与其将垃圾埋在土地上，为何不

段来埋下垃圾。 焚化炉，焚化炉只是作为焚烧垃圾用途，尝试将垃圾焚烧后转为能源。

据了解，雪州的的垃圾土埋场主要包而垃圾发电厂是可将能量转为电量。 他说，垃圾发电厂成功转换的能

括在而榄、靠近吉隆坡国际机场的丹绒 源将出售给国能公司，而国能公司
I2 (Tanjung I2)、八丁燕带（Bestari 就可将店供给附近的选区，而率

Jaya)的武吉达卡（Bukit Tagar)、 他接受《中酣g》记者访问时说，在垃先完工的首座发电厂主要供电给 
鹅唛5 (Gombak 5)双溪克达斯（Sungai圾焚化炉的课题上，人民是担心环境的污瓜霜一带。

Kertas)、轰埠f (Kuang 6)、大港的染而有所误会和被人误导，而他们也到访 “我们不聲永远】都依赖使

Panchang Bedena等。 了数个国家，包i舌德日本和英国，了用石油和煤炭来生产电力，

旱官雪州科学、工乙及革新事务的f了政解到发电厂的功能，也认为垃圾再生能源因石油和煤灰已越来越昂 

议员许来贤指出，雪州政丨苻通过子公司，发电厂是可行，也不会造成环境污染，而贵：” 、、
即Worldwide控股公司在而榄（Jeram)建且在厂外是不会看到任何烟或发出异味。 询及是否担心遭到人民

造两座垃圾再生能源发电厂，首阶段将会 他指出，许多国家包括在这方面很:严厉的强烈反对，许来贤则希
耗资5亿令吉兴建首座发电厂，而这座发电的新加坡都^•接受垃圾再生能^发士厂 望人民的思维可改观，而

厂每天可处理至少1〇〇〇吨的垃圾。 试问我国为何不能接受呢！ 他本身也是修读物理课学

他说，雪州的垃圾土埋场已饱和，雪州 “在我们考察时发现，一些发电厂甚至系，也愿意以科学角度应
目前也持续在发展中，如果无法有效处距离住宅区只_•'短短500公尺的距离。” 对民众的问题。

理垃圾土埋场的垃圾，一定会爆发环境问 ............... .

■许来贤：这座发电厂每天可处理至少1000吨的垃圾，并可协 

助减少垃圾堆积、垃圾土埋场爆满和可产生更多再生能源。

u在烧垃圾时所产生 

的主要化学是二恶 
英（dioxin)，这是很毒 

而会致癌的化学物质，若 

要处理这个化学物质是必 
须在800至900度中，让其 

自动溶解。”

许来贤指出，垃圾再生 

能源发电厂的温度必须处 
于950至1000度，而二恶英 

就会自动溶解。

他指出，发电厂一旦投 

入运作，工厂外都设置一 
个实时（real time)的大 

荧幕数据版。
他强调，数据版将24小 

时运作，并会清楚展示会 

发出什么排放量和气体的 

读数，欢迎人民去巡视和 

了解，完全没有隐瞒成 

分，并会以健康的方式让 

垃圾发电厂操作。

此外，许来贤指出，为 

了减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雪州政府也接到很多单位的建议，以在范 
围较大的地点兴建太阳能电池板（Solar 
Panel)，以将收集到的电力转售给国能 

公司。

研究廢湖建太陽能電池板

他说，众多献意中，也有人建议 

在废弃的矿湖，打造为吸收太阳能 

的太阳能电池板。

他指出，雪州政府方面是乐意 

配合，也有部分单位已在开始 

阶段中，这也符合中央政府 

推动可再生能源的计划，以 

将太阳能转为发电用途。

“目前在废弃矿湖兴建 

太阳能电池板的建议还 

在研究中，至于太阳能 

电池板工厂，则分别坐 

落在雪邦和乌雪，也正在 

发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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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7日讯）非法小贩 

不仅在路边违例摆摊，结 

束营业后也没清空营业地 

点，甚至把摊位和各种工 

具摆在原地、“锁死”在 

地面、綁在大树等，严重 

破坏环境，结果遭巴生市 

议会取缔。

市议会执法人员周二（6曰） 
约早上9时许，到卫星市国中一 
带展开取缔行动，结果有5个摊 

位和营业工具遭充公。
当地巴生市议员黄智荣今曰 

受询时向媒体指出，小贩违例

在路边摆摊营业，不仅带来卫生问 
题，还会衍生交通问题，他接获许 
多投诉，一些驾车人士接直把车子 
停在路边买东西，非常危险。

他说，国中前方近期刚好也要进 
行走道美化和提升工程，因此市议

■黄智荣（右）今早巡视集中摆摊区，惊见只有一名小贩开摊， 

其余小贩则不见人影。

重整市容集中擺攤地點

会在接获民众投诉后，决定展开取 
缔行动。

“提升工程由雪州行政议员兼巴 
生新城区州议员拿督邓章钦所建 
议，预计动用大马道路档案系统 
(MARRIS) 50万令吉拨款，上周开 

始动工，预料3个月内完成。”

他说，届时会増设脚车道，方便 
学生和居民代步出入。

禁佔用公共空間

他说，卫皇市一带目前估计还有 
逾20至30个路边摊，市议会将会陆 

续展开取缔行动，确保这些小贩不 
会带来问题。

“根据今次取缔，一些非法小贩 
在结束营业后，没有把摊位收起， 
许多工具也没带走，甚至绑在大 
树上，一些摊位甚至使用大铁钉 

‘钉’死在地面石灰，并以铁链锁 
牢。”

i也强调，小贩霸占的地点属于公 
共空间，市议会不允许任何人占用 
公共空间，因此违例者必须受到对 
付。

他说，执法人员在展开取缔行动 
前，早于4月发出多次警告给小贩， 
惟小畈依旧冥顽不灵，唯有采取行 
动。

—违例的路边摊，主要有 
t欠料摊、熟食摊、花摊及 

报摊等。

•议会取缔路边摊，并非是对 
小贩赶尽杀绝，而是重整市 

容，相反市议会还特地鉴定一个 
集中营业地点，打造成路边摊小 
贩据点，除了方便监管，也方便 
顾客上门光顾，一举多得。

黄智荣指出，市议会已经把旧 
宜康宜前的五角基，作为集中摆 
摊区，因此这些路边摊小贩可以 
申请迁入，并且可以获得市议会 
发出营业执照“漂白”合法化。

他说，市议会明白小贩做生意 
不容易，小贩也必须将心比心理 
解市议会的苦衷，大家一起配 
合，才能让社区更为完善。

“一些小贩被开出罚单后，便

以为‘事过境迁’，但其实他们 
还是一样违法，市议会还是可以 
继续对付他们。”

他劝请这些非路边摊小贩，赶 
紧向市议会申请执照，并迁入集 
中区营业，说不定该区可以开创 
成一个新的小贩区，日后可以有 
更多顾客集体上门，对小贩而 
售，可能是一个新契机。

他说，有关计划已进行两、 
三个月，但是目前只接获3项申 

请，却只有1个摊位入驻集中营 
业区，可见许多小贩仍没有理解 
市议会的苦心，并企图偷偷在原 
地继续营业。

z9 ' .'v•丨

—国中外也会增设脚车 t市议会共充公5个摊位和
道，方便学生和居民代步 工具，并送往执法小组仓

出入。
(

库。
►

Page 1 of 2

08 Aug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14
Printed Size: 1948.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38,425.39 • Item ID: MY003687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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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帅丨 
&議

(莎阿南T曰讯）为 

了解议会运作模式和三 

权分立的重要性，万津 

美以美国中中四学生到 

雪州议会厅参观，体验 

州议员参与辩论的刺激 

感。

学生们在万津州议员 

刘永山陪同，参观雪州 
议会厅、展览馆和图书 

馆，除了学习雪州议会 

的历史和扮演的角色，

也获得雪州议长黄瑞林 

特别允许，坐上议会厅 

的行政议员和州议员座 

位，感受在州议会辩论 

的过程。

陈伟翊说，以前只知 

道雪州议会厅，是一群 

在全国大选中胜出的人 

民代议士，辩论政策的 

地方，没想到议会厅面积很大且壮观，未 

来也想更了解国家体制的发展。

张恩恩则笑言，尽管学校课本有提及， 

议会扮演的角色和操作模式，但亲自坐在 

议会厅内又是另一番感受，感觉很严肃， 

也对人生中难得的经验感到雀跃。

丨黄瑞林（坐者）与万津美以美国中的学生在议会厅内合影，后排左4为刘永山。

郑婷礫也对坐在议会厅内辩论的经验感 

到兴奋，并坦言过去只能凭空想像议会厅 

的操作模式，因此很想亲眼见证州议员辩 

论的情形，以更清楚政策如何拟定。

歡迎人民組團參觀

黄瑞林补充，雪州议会非常欢迎人民组 

团参观，无论是非政府组织如居民协会、 

中小学或大专院校，都能向州议会办公室 

提出申请，在立法议会召开或休会期间参 

观。

“很多人对雪州议会扮演的角色一知半 

解，也不清楚州议员的职务为何，依旧以 

州议员解决民生问题的表现来评定，但州 

议员在立法议会内积极辩论政策，反映选 

民心声的表现，却很少人注意到。”
“政府把投票年龄从21岁降低至18岁 

后，中小学和大专生是否了解政府体制和 

议会运作的模式，并拥有成熟的公民意识 

思想，是决定我国能否迈向完善的民主社 

会关键，我非常欢迎学校组团到州议会拜 

访，以了解雪州议会扮演的角色，和维护 

三权分立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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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
審
核
系
統

棚漏
(沙登7日訊）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 

副部长杨巧双指出，“性侵儿童罪犯审核 

系统”成立至今已有4个月，但全国仅有94 

人善用有关系统，来查询性罪犯的资料。

她说，虽然民众可免费使用该系统查询名单， 
但是截至7月28日，有些州属如玻璃市、马六甲、 

彭亨州和纳闽是处在“零查询”的状态。
她指出，目前有94人使用该审核系统，查询次 

数达1497次，当中最多人查询的州属为吉兰丹 
州，有34人申请，查询173次，而查询次数最高的 
州属为森美兰州，共352次。

“儿童人口占国内约900万人，但查询个案只有 
W9T次数；其他的父母，到底在哪里？”

杨巧双今早出席世界哺乳日活动后，在记者会 
上指出，这或许有父母带有侥幸的态度，认为自 
己孩子不会遭遇这些不幸事件，也不会主动查询 
有关人士是否涉及性侵儿童记录者。

考慮放上網站

她也坦言，或许目前父母必须亲自邻近的福利 
局才可查询，会带来不便，未来该部或考虑将该 
系统放上网站，方便更多人查询。

出席者有博大副校长拿汀巴杜卡爱妮和该大学 
医药系妇产科局项目主任迈莎。

杨巧双早前说，该系统中，记录超过3000个涉 
及性侵儿童的罪犯名字。

她说，推出上述审核系统，供父母、学校、幼儿

■杨巧双（左3)巡视有关孕妇用品摊位，左2为爱妮。

园、托儿所、补习中心、医院、诊所和其 
他与儿童有关的领域，在录取员工之前先 
行审核，以免聘请到有涉案前科的儿童性 
犯罪者。

她指出，该资料库记录著从201T年至

2019年2月期间，所有被法庭定罪的儿童 

性侵罪罪犯名字，她鼓励把孩子交给保母 
照顾的父母，可亲自到各州或县福利局查 
询，并填写表格说明查询原因，即可审核 
对方的名字是否在资料库内。

“性侵儿童罪犯審核系統”使用率 

(2019年4月1日至7月28日）

州属 申请审核者 次数 有记录 没记录

玻璃市 - - - -

吉打 16 124 - 124

槟城 1 15 - 15
®串 
辟历 1 70 - 70

雪E莪 12 324 - 324

吉隆坡 13 199 - 199

森美兰 1 352 - 352

_六甲 - - - -

柔佛 3 25 - 25

彭亨 - - - -

登嘉楼 3 181 - 181

吉兰丹 34 173 - 173

砂拉越 1 54 - 54

沙巴 9 241 - 241

纳闽

总共 94 1497

_

541機構未設托兒所

婦女部矢爭取撥款
巧双指出，该部在2019年财政 

0预算案中，获得1000万令吉拨 
款，为66个政府机构设立托儿所，唯 
国内还有541个机构未设有托儿所，
并希望财政部能在2020年预算案，拨 

出更多拨项给该部。
她说，虽政府在2018年决定在所有 

政府机构开设托儿所，方便公务员将 
孩子交至该处看管，从而减低意外发 
生，但根据审计，国内541个政府机 

构还未设立托儿所，所以该部仍在努

力为这些机构开设托 
儿所。

“但是部门预算有 
限，该1000万令吉仅 
能开设66间托儿所， 

对此希望财政部可以 
在2020年拨出更多拨项，设立更多托 

儿所。”
至于私人界方面，她说，政府机构 

必须率先做榜样，一旦完成，这些机 
构的托儿所都会是私人界的参考。

“所以，我们会先关注政府机构设 
立托儿所事宜。”

不过，她鼓励私人界在工作地点 
设立托儿所，从而减少员工在工作 
期间分心，担忧孩子的情况，也可 
提高员工生产能力。

杨巧双说，虽然以母 
乳育婴的人数，

由2009年的14.4%激増 
至 2018_&65.9%，但 

是她认为，这数据还不 
理想，尤其国内还是有 
34%母亲，因各种原因无 

法哺乳孩子。
她希望各单位能持续 

举办觉醒运动，提高孕 
妇丈夫、家翁与家婆的 
意识，灌输他们支持丰 
孕妇哺乳，让初为人母 
者，能在无压力或家人 
支持下完成最少6个月的

還有34%母親沒瞒乳
人數增激仍不理想

口甫孚L〇
她也点出，母亲无法 

在首6个月内成功哺乳的 
3大原因，包括没有阅 
读，只是从面子书或身 
旁朋友取得资讯，以致 
没有取得正确的哺乳或 
育儿，其1，没有获得 
家人支持，促使母亲轻 
易放弃哺乳。

“最后即是环境因 
素，如工作或公共场合 
缺少哺乳室，让母亲无 
法良好完成哺乳等工 
作。”

°杨巧双希望母亲们， 
勿轻易放弃哺乳孩子， 
甚至不要想太多，必须 
不断尝试哺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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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广肇会馆将于本月17日举办“巴生广肇会馆成立84周年，青年团42周年，妇 

女组15周年纪念暨孝亲敬老联欢晚宴”，左起何顺爱、杨铧裁、李志明、曹健培、 

梁健兴、陈和平及邹世财。

巴生廣肇會館

17曰聯歡晚宴

(巴生7日讯）巴生广肇会馆将于本月 
17曰晚上7时，在巴生皇城会展中心宴会 
厅（KCCC)，举办“巴生广肇会馆成立84 
周年，青年团42周年，妇女组15周年纪 

念暨孝亲敬老联欢晚宴”，预料突破1〇〇 
席〇

该会会长拿督曹健培欢迎会员及各界人龄球比赛等。”

士踊跃出席，共同交流、联欢。 、他呼吁籍贯广府、肇庆（广府人），尽
“大会邀请班达马兰区州议员梁德志为速申请加入广肇会馆，以便共同推广广肇 

开幕嘉宾，及多位国州议员和市议员参会馆的业务。
与，包括巴生区国会g员查尔斯、^加埔区 工委会主席梁健兴指出，晚宴每席700
国会议员拿督阿都拉三美、雪州行政议员令吉，餐券每张T0令吉，T0罗以上会员 
拿督邓章钦、f行政议，，员黄思汉、中路区获得免费招待，请于宴会7天前，向秘书 

州议员旲哈末法古路。” 处报名。
他说，今年该会會庆将筵开100席， 他说，大会准备多项余兴节目，包括儿

邀请国内外各地乡f，包括邻国汶莱、印童舞蹈表演、文化舞蹈表演、孝亲敬老活 

尼及东西马各地乡亲团体。 动、颁发会员子女大专生纪品。
“巴生广肇会馆每年t办多项大型活 如有任何询问，请联络梁健兴（012-

动，促进会员们的沟通及父流，早括会庆26T 8849)、曹健培(019-282 8888)、总 
晚宴、新春大团拜、孝亲敬老活动、卡拉务杨铧裁(019-335 5599)、秘书处李小 
0K歌唱比赛、颁发会员子女奖励金以及保姐(〇3-3344 6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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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7日讯） 

隆讀华人义山联合会主 

席李振光形容，爪夷文 

书法纳入华小马来文科 

学习是个教育缺口，一 

旦这个缺口破了，未来 

几年可能会有更不利的 

政策。

他今日出席八打灵再 

也华人义山公会第届 

《启建昼夜吉祥消灾暨 
超度法会》开幕仪式时 

说，华裔希望政府取消 

爪夷书法纳入华小马来 

文科，并非将其搁置。

他说，増设爪夷书法

李振光：一旦缺□破了

未來政策更不利
会増加学生的负担。

冀取消學習爪夷文

“我国去年成功换政 

府，期盼迎来更好的政 

府及发展，因此希望政 

府取消该决定，无论是 
独立前后，华裔向来重 

视教育|环，因此不希

望看到该现象。”

他说，适逢农历七月 

中元节，他希望爪夷文 
课题可获取消。

八打灵再也华人义山 

公会生席陈金盾说，该 
会成立58年以来，不断 

努力为灵市华裔提供殡 

葬服务，也为华小、华

八打灵冉也华人义山公会

第14_启违五鸢夜吉祥消灾超渡法会
{ a ± ® & a ^ )

■众嘉宾为第14届《启建昼夜吉祥消灾暨超度法会》主持点燃平安灯仪 

式，左起为叶奕良、拉吉夫、李振光、陈金盾、释文贵、潘俭伟、林怡 
威、许蟆智及叶振河。

团及慈善机构献绵力。

“灵市华社正面对宗 

教土地用途及义山葬地 
短缺的困境，希望政 

府及人民代议士能伸 

出援手，积极解决该问 

题。”

他说，该会去年宣布 

将策划増建新的骨灰 

塔，并于今年中实现承 

诺，新骨灰塔兴建工 

程目前如火如荼进行， 

预计明年初竣工，届时 
将増加2000个佛教骨灰 

位及1〇〇〇个基督教骨灰 

位。
“我们正向政府申请2 

块土地，即土地编号Lot 
607的土地及公会前的泊 

车场，希望人民代议士 

能协助我们。”

他说，该会今年接获 

许多主家的投诉，指连 

曰大雨导致先人墓地遭 

受水灾祸患，经查证后 

发现是对面的土地阻塞 

沟渠出水口。

他说，他们在行动党 

甘榜东姑州议员林怡 

威、八打灵再也市议员 

王友泰及灵市政厅的协 

肋，惟水灾问题仍未解 

决，他们盼该局继续跟 

进，以一劳永逸解决该 

事。

太太■ 士女怡威指出，他
个小不不丨ne著手处理

i|$墓地淹水J事，该 

■丨〒' 地主目前已答应给 

^予配合，并寻找抽 

了水机将积水抽出，

■ 惟积水太深，抽水

苗机无法完全将积水 
抽出，因此不能确 

定有多深。同时， 
^由于不时下雨的关 

系，市政厅官员无 

i法前往该地调查。 

<]\ “无论如何，王

甲友泰将把此事带上 

常月会议商讨，以 

$寻求解决方案。”

武吉加星州议员 

胃拉吉夫赞赏八打灵 

%再也华人义山公会 

表现亮眼，他在处 
理居民投诉时，几 

乎没接获有关该公 

会的投诉，他希望 

该公会继续为社区服务。
拉吉夫拨出3000令吉、林 

怡威及灵市议员王绥生各拨 
出2000令吉予该公会，作为 

超度法会的用费。

出席者包括白沙罗国会议 

员潘俭伟、八打灵再也华团 

联合会主席拿督叶奕良、八 

打灵再也华人义山公会法律 

顾问拿督许嵯智、总务叶振 

河及法会师父释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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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鹅唛民众盂兰胜会全体理事向来宾敬茶，左8起为大会主席谢观德及资深顾问陈建福。

斯里鵝瞹民衆盂蘭勝會

捐7蒙小1抓見院8000
(士拉央7日讯）

斯里鹅唛民众盂兰 

胜会热烈举行第17 

届庆赞中元节，大 

会特拨出8000令吉 

给7所华小及1间孤儿院，仁风可扬！ 

大会主席谢观德说，最近当地频密发生偷 
窃及抢劫案件，他呼吁各族人民应该不分种 
族地发挥守望相助精神，维持地方上的治

i也说，由于该会每年举办盂兰胜会的道路 
常年缺乏管理，造成摆设宴会及膜拜时面对 
诸多问题，大会已经致函要求市议会改善道 
路的问题。

工委会主席拿督李铸和说，民众盂兰胜会 
是个集合民众力量的民间组织，他强调该会 
从不介入政治，而且理事们在会务的行政上 
都秉公处理，财政廉洁奉公，因此得到广大 
善信们的支持和拥护。

超過百份幸運抽獎

晚宴出席者包括大会顾问陈建福，名誉主 
席拿督斯里卓庆忠代表许木兴，雪隆慈航公

德会总务张汉祥及各华团华教单位代表等。
大会拨出8000令吉作为T所华小清寒子弟 

助学金用途，及捐助吉隆坡蕉赖菩提之家， 
受惠的华小为士拉央华小、苔都急侨民华 
小、冼都巴沙平民华小、冼都志文华小、冼 
都中文华小、鹅唛南益华小、文良港民义华 
小。

现场准备超过百份的奖品作为幸运抽奖， 
包括首奖的平板电脑，令许多幸运儿乐开 
怀。

匕jfc ■ I .< ; I iii

遍
■全体领取纪念品的热心善信及理事。

■ 士拉央华小家协主席侯明丽（右）颁 

赠感谢状给谢观德，左为副董事长吴令 
安。

Page 1 of 2

08 Aug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9
Printed Size: 633.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2,486.28 • Item ID: MY0036869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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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
免費派60張汽車貼紙

梁 慧恩说，居民经过 

多次诉求后，无拉 

港州议员王诗棋在上周 
一（T月29日）晚上与 

居民及居协开会，并同 

意向没有参与保安计划 

的居民免费派发汽车贴 
纸，Gate A保安员会对 

有汽车贴纸的车辆“放

行”，不过有关贴纸只 
准备60张，不够分。

她强调，居民不愿参 

与保安计划，是因为当 

地保安计划有疏漏， 
只有Gate 要出入口

有保安员，靠近商业中 
心的Gate B则可以自 

由进出，另一■个Gate C

■第1期住宅區国

■没有通行卡的居民必须经过商业中 
心从Gate B进出。

^^_林雁芳

(无拉港7日讯）首都镇 

第1期住宅区居协数月前提 

升保安系统，向每户居民 

收费推行通行卡（A c c e s s 
Card)措施，没有通行卡的 

居民不能从主要出入口Gate 
A进出，只能经过商业中心 

从Gate B进出，引起部分居 

民不满。

当地居民梁慧恩向《中国报》 
透露，居协今年2月通知居民， 
每张通行卡售价30令吉，4月便 

开始落实通行卡措施，没有通行 

卡的居民，每天早上必须经过繁 

忙又时常交通阻塞的商业中心， 

与送学生上课的车辆争道，引起

她说，该住宅区属于旧住宅

区，9年前开始有保安计划，居 

协徵收每月60令吉保安费，并聘 

请保安员驻守负责开关栏杆，如 

今实施通行卡措施，没有参与保 

安计划的居民便不能自由进出。

她与居民曾向市议会查证，证 

明居协并没有获得通行卡措施 

的准证，因为落实这项措施需要 

100°。居民同意。

婦女賞保安員耳光

“居协要收保安费每月60令 

吉，汽车贴纸每张5令吉、通行 

卡则30令吉，没有参与保安计划 

的居民都不愿意付钱，居协不能 

强迫居民付。”

她透露，过去数月也有多名居 

民因为保安问题与保安员起争 

执，其中包括一宗马来妇女要载 

母亲看医生，却遭保安员阻挠进 

出，结果该名马来妇女还忍不住 

赏了保安员一个耳光。

Access Card Only 

Visitors & Non Access Card ^

.______________I.___________________

■居协在住宅区出人口设立交通指示 

牌，有通行卡与无通行卡的居民必须从 

不同的人口进人。

王

詩 
4其

落實通行卡措施 

須全部居民同意
jp拉港州议员王诗棋受询时指出，首都 

镇居协要落实通行卡措施必须先获得 

100%居民同意，这点居协确实做得不好； 

居协在上周一（29日）晚的会议中，已答 

应会分发汽车贴纸给没参与保安计划的居 

民，汽车贴纸不够，居协也会补发。
她说，居协同意取消Gate A只让持有通 

行卡的车辆进入，那些有拿到汽车贴子的 
居民，保安员也不再阻止他们从Gate A进 

入，这课题可说已解决。
她说，该住宅区有700多间住家，没参与 

保安计划的住家有66户，不到10°。，她与服 

务团队在7月30日晚上亲自派发汽车贴纸给 

居民，但居民需要的贴纸竟多达240张。

“平均一户要索4张贴纸，有的还要9张 

那么多，因此不够派，但居协会补发。” 

王诗棋也证实，居协确实没获得加影市 

议会批准落实通行卡措施，因为这项措施 
需要100%居民同意，居民也有权不参与。

她说，当地保安计划几年前一度暂停， 
导致曾经在两周内发生16宗破门行窃案， 

迫使居协再度组织保安计划，而这些年落 

实保安计划后，罪案也明显减少。

之前因排污工程被封两 

年，但有关入口旁边也 

有个小门，行人或摩哆 

可进出。

她说，居民要求的只 

是可以进出住宅区的自 

由，如今有居民忍受 

不了没有通行卡的不便 
，今年5月参与保安计 

划，但居协却向他追讨
3月和4月的保安费。

■日前向居协登记拿贴纸的居民人数 

众多〇

■居协在GateA设立通行卡设备。

提
出
疑
问
。

■
不
愿
参
与
保
安
计
划
的
居
民
在
会
议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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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
(瓜冷7日讯）丹绒士拔新村双语路牌已全数撤下，换上纯 

囯文路牌。

雪州苏丹沙拉弗丁早前谕令州政府必须提升国文地位，规定州内所有告示 
牌，包括地方政府的官方告示牌，都必须使用马来文，引发各界关注各新 

村、渔村及马来甘榜双语路牌的命运。
随著莎阿南市政厅去年11月拆除梳邦新村共44个双语路牌后，瓜冷县议会 

今曰也拆除丹绒士拔新村的双语路牌。

7/8/2019

富馬隆綜指1604.70( 1 7.09) 

總成交量25億7228萬28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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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景兰（左12)在贵宾陪同下主持切蛋糕仪式；左起曽贵秋、许春、管保 

英、林云南、洪进兴、卢顺荣、邓章钦、洪慧珠、印永翔、方贵伦、陈荣洲； 

右6起为官亦杰和李子松。

千人宴籌會所基金

師大校友會募獲近20萬

(吉隆坡7曰 

讯）大马台湾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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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成功筹获近20万令吉。

大马台湾师范大学校友会会长梁景兰 
致词时说，今年是台范大97年校庆，也 
是该校友会成立47周年会庆，她希望母 
校欢庆百年校庆和校友会50周年之际， 

该会能拥一座会所，作为全马师大人聚 
首、交流、处理会务和发展传承师大精 
神的场所。

她说，若想单靠台师大校友出资购买 
会所很不容易，因此只能向社会人士募 
捐，希望各界善长仁翁慷慨解囊。

她呼吁教育团体，尤其是董教总及华 
教发展团体，关注华小中文程度低落问 
题，免影响独中发展。

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说，留台人 
在我国是个重要网络，为大马政经文教 
作出许多贡献，尤其是在维护和延续大 
马华教方面，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另外，驻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

洪慧珠说，她发现大马留台校友会特获 
母校重视，因几乎所有大马留台校友会 
的年度之夜，都获母校校长、副校长或 
国际长重视，特意从台湾到大马参加。

吁關注華小中文程度低

“他们都一致赞扬大马学生非常用 
功，表现非常优秀，绝对不输台湾本地 
生，甚至超越他们。”

出席者包括世界留台同学会会长拿督 
李子松、台师大副校长印永翔、大马留 
台校友会联合总会署理会长洪进兴、巴 
生中华独中副董事长拿督卢顺荣、台北 
医学大学大马校友会创会会长拿督陈荣 
洲、美景集团董事主席丹斯里曾贵秋、 
行动党武吉免登区国会议员方贵伦、政 
大校友会顾问林云南、星洲媒体集团执 
行董事兼《星洲日报》总执行长许春及 
乐淘旅游公司董事经理拿督官亦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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釅

fNORTHERN
REGION

大臣：尋求與泰合作

«厘通關程序

(亚罗士打7日訊）吉 

打州务大臣拿督斯里慕克 

里兹透露，政府将寻求泰 

国政府合作，简化双边货 

运或重型车辆通关检查程 

序，让两国关税执法员同 

步检查车辆，缩短货运车 

辆“排长龙”等待时间。

他说，目前，凡取道马泰两 
国的货柜罗厘，皆需经过马泰 
移民，关税及检疫站，与槟城

码头等三次检查，极为耗时。
他指出，况且，泰国昔罗移 

民局，关税及检疫站搬迁，使 
从原本需耗时间一至两小时等 
候检查的货柜车辆，如今须 
花费至4小时等候。

一次性檢查

他说，州政府计划与泰国取 
得双边合作，简化货柜车辆检 
查程序，意味著，曰后货柜车 
辆只经过马泰关卡一次性检

查，较后才在槟城码头检查。
慕克里兹今日在第14届第2季 

第1次州议会，回覆土团党安南 
武吉州议员拿督阿米鲁丁提出 
附加提问，这么指出。

他说，这项建议在商讨阶 
段，尚未鉴定双边同步检查的 
地点。
i续说，马泰关卡运输及物 

流通道开放24小时措施，是在 

冲量过去货运罗厘在等待关卡 
清晨6时开放和等候检查，导致 

交通拥挤后，作出开放决定， 
以纾解交通。

今年6月17曰，吉打黑木山及 

泰南昔罗边境关卡运输及物流 
通道，正式开放24小时。

这也是全马首个开放24小时 

的关卡。

除了运输及物流通道全天候 
开放，其余的通道则依旧维持 
18小时，即从凌晨6时至深夜2 

时。

克里兹透露，在马泰 
I边境黑木山经济特区 
兴建的将相城物流中心， 
预计在未来两年内完成和 
# Agf 乍

他说，°该经济特区位于 
黑木山检疫站附近，经 
济特区计划是Norther n 

Gateway 有限公司策划 
落实，同时已鉴定合作的 
夥伴，且已进入最后阶段 
合作讨论。

慕克里兹在州议会答覆 
土团党峨占必叻州议员拿

將相城物流中心

料兩年内完工操作
督古阿都拉曼提问政府宣 
布拨款2500万令吉，作为 

经济特区物流中心发展用 
途，计划进行情况时，这 
么回应。

黑木山的经济特区占地 
1780公顷，设有内陆货 

运，工业自由贸易特区及

商业区等综合发展计划。
另外，他说，州政府经 

与来自中国的发展商即 
Capital Global 签署|足解 

备忘录，以发展位于黑木 
山的科学和工业发展。

他说，有关地段持有者 
是吉打州经济发展机构。

(亚罗士打T日讯）吉打州 

反对党领袖莫哈末沙努西促请 
吉州政府，终止两家私营水务 
资源公司的合约，这可节省 
8000万令吉开销。

他说，这两家私人公司，管 
理州内5个滤水站，合约将在 

明年届满。
他指出，州政府每年支付1 

亿4000万令吉给这两家公司， 

以处理滤水站的生水，提供州 
内68%水源；若政府把处理生 

水项目交给政府属下的达鲁阿 
曼水供公司，每年可省下8000 

万令吉大笔数目。
莫哈末沙努西今午在吉打州 

议会，在媒体室召开记者会这

d他指°出，若该项目转交达鲁 
阿曼水供公司，不但可省下一 
笔数目，同时可以利用省下的

促終止2私營水務公司合約
金钱升级滤水站设备及偿还水 
务资产管理公司（PAAB)债 
备。

~° “吉打州共有32个滤水 
站，其中26座由达鲁阿曼水 
供公司管理，5座交给AIR 

UTARA ]XDAH (AUI)及1 座交 
给TALIWORKS (LANGKAWI) SDN 

BHD管理。”

他说，这两家公司已积极于 
向政府接洽，企图与政府续 
约，希望政府停止续约。

此外，莫哈末沙努西也指责 
州政府双重标准，即允许希盟 
党员在清真寺公开举办政治活 
动，却禁止反对党在清真寺涉 
及任何政治言论。

他说，希望政府给予合理的

解释，是否有任何法令注明清 
真寺不可办政治活动。 ■逾70名吉华华中先修班学生，参观吉打州议会举行的情况。

交怡可打造成 

醫療旅遊景點
土

^ uihi

■陈国耀（左起）、依斯迈沙烈及慕克里茲，在讨 

论即将在议会回覆的课题。

团党安南武吉区州议员拿督 
阿米鲁丁建议州政府，把浮 

罗交怡打造成医疗旅游景点，设立 
更多专科医院，让病黎与随行的家 
属到来，顺便观光美景。

另外，他说，吉州河和僞莫河具 
有发展前景，州政府可仿效马六甲 
游船河配套，让游客乘船观光。 

吉州妇女发展、社会福利、消除

贫穷事物委员会主席哈丽玛顿指 
出，天灾灾黎提交的资料不足，且 
经过多阶段批准程序，才造成拨款 
缓慢批发下来。

她说，为了更快速的解决灾黎问 
题，州政府已拨出固定金额予福利 
局，以便快速解决问题。

州议长拿督阿末卡欣早前宣布， 
来自吉华华中70名先修班学生，到 

往参观吉打州议会举行的情况。
出席议会包括吉州行政议员黄思 

敏，占利尤索夫及依斯迈沙烈、公 
正党西塘区州议员林桂亿、伊党双 
溪里茂莫哈末阿占及武吉槟榔州议 
员万罗马尼。

j打工业 
口及投资 

事务委员会 
主席陈国耀 
说，今年首 
3个月，州 

政府共批准 
10项，总额 
76亿令吉的 

工业投资项 
@。

他说，有
关项目包括 
电器和电子 
商品、化学 
和化学商品 
(各3项）、

矿物商品 
(2项）、纸 

业，印刷及 
出版（1项）
及交通设备（1项）。

他说，来自美国， 
台湾及中国的投资 
者，共注入T4亿令吉 

款额。
陈国耀在州议会， 

在口头询问环节这么 
i兑。

°他说，有关投资者 
设厂地点主要位于居 
林，双溪大年及浮罗 
交怡，为吉州提供 
2177个就业机会，尤 

其在纸业，印刷及出 
版工业，已提供超过 
1600个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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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巧雙：4個月僅1497個

这童性侵犯反應欠佳
(吉隆坡7日讯）妇女及家庭发展部 

副部长杨巧双说，“检查儿童性侵罪 

案法令名单”自4月启动以来，民众 

截至7月对这个系统的反应欠佳，只接 

获1497个查询记录，而且玻璃市、马 

六甲、彭亨和纳闽更是“零”查询记 

录”
她说，森美兰州、雪兰莪和沙巴是 

“检查儿童性侵罪案法令名单”使用率 

最高的州属。
"不过，森美兰州的352个查询记录 

却完全来自一个用户，即查询的可能是 

一名家长或一所学校。”

森雪沙使用率最高

她说，“检查儿童性侵罪案法令名 

单”旨在协助家长及学校在填补保姆、 

补习教师、校车司机及教练等职务空缺 

时，确保受聘者没有犯罪记录。

杨巧双于今日在博特拉大学医学与健 
康科学学院妇产科主办的“2019年世 

界母乳喂养周’’致词时说，国内妈妈们 

在婴儿出生6个月内仍以纯母乳哺育的 

人数，已从2009年的14.4%增长至去 

年的65.9%,人数则从1万1304人增长 

至6万4554人。

“这固然是个很好的现象，然而没有

喂婴儿母乳的妈妈依然有约34%，所 

以还需在国内推广喂母乳运动。”

她说，妈妈们是基于三个原因而没有 

喂婴儿母乳达6个月，包括缺乏相关知 

识、缺乏家人支持以及缺少基础设施。

她表示，在她喂孩子母乳时，她所吃 

的华人月子餐中含有大量的姜，但医生 

却告知姜对母乳不好，必须停止服用， 

而她也听从医生的建议，并成功喂孩子 

母乳长达14个月，这也证明了喂养母 

乳知识的重要性。

“我建议，我们可以制作信息图， 

让母亲更容易获取喂养母乳的相关知 
识0 ”

此外，她表示，提升哺乳意识的计划 

的目标对象不应该只限妈妈，也应该包 

括父亲和家中长辈。
201 9年世界母乳喂养周活动内容包 

括以哺乳为主题的论坛、哺乳服装设计 

展示、问答环节、母乳喂养咨询与示范 

环节等，借以鼓励妈妈以母乳喂养婴 

儿。

出席者包括博特拉大学副校长拿督艾 

妮、副校长（工业与社区关系）拿督 

惹努甘特、医学与健康科学学院院长詹 

伯里和妇产科主管活动主任马依扎。 

(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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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阻礙走道美化被對付
|智荣指出，卫星市国中前最近刚好进行走道美化和提 

M升工程，因小贩摆档有阻工程进度，所以对小贩展开 

取缔行动。

他说，此项工程由雪州行政议员兼巴生新城区州议员拿 

督邓章钦建议，并动用大马道路档案系统（Marris ) 50万 
令吉拨款来进行，上周开工，预料3个月落成。

‘‘届时，工程也将增设脚车道，方便学生和居民骑脚车 

代步出入。”

(巴生7日讯）一些小贩在路旁搭建帐棚和设立“固定” 

档口营业，甚至还将摆档工具直接搁放在路旁，待隔日前 

来开档，巴生市议会接获多宗投诉后上门取缔，并将所有 

档□和工具充公带走！

巴生市议员黄智荣告诉记者说，这些小贩不仅在路旁搭 

建帐棚或档□“钉”在地面上、铁链锁桌椅及用绳索绑在 

大树支撑帐棚等，破坏地方环境，因此市议会执法组和小 

贩及执照小组10多名官员于周二（6日）上午9时左右，前 

往卫星市国中前面路旁（有6名小贩摆档）展开取缔行动。

警告多次无动于衷

‘‘最终有5个档□和工具如桌椅、冷藏箱等被执法人员充 

公。”他说，市议会执法组在取缔之前，早已对有关小贩 

作出多次警告，惟小贩充耳不闻，无动于衷，逼得执法组 

派人采取行动。

他强调，小贩不允许霸占公共空间摆档，违例者肯定会 

受到对付。黄智荣也说，小贩违例在路边摆档营业，除了 

带来卫生问题之外，顾客乱停车光顾更会进一步制造交通 

阻塞，而且也很危险。他重申，市议会没有要对小贩赶尽 

杀绝的意思，而是要整顿市容。现在，市议会已物色一个 

集中地给小贩营业，以打造路边摊"据点”，但是小贩反 

应不热烈，仍选择在自己原有的营业地点做生意。
他表示，市议会已将旧宜康省前的五脚基，作为集中摆 

档区，小贩可申请迁入，并获市议会发出营业执照。这可 

能是个新契机，小贩可以仔细考虑。

19 Taman Wahyu No3

路邊設檔口蘇
市會取締充公桌椅工具

他透露，目前卫星市还有约30个路边档正营业，市议会 
将陆续展开取缔行动，以确保小贩营业时不会制造任何麻 

烦。（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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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林拒对传闻 

作出评论。

黃瑞林拒評修改教法

阿米魯丁屬阿茲敏親信
傅聞指將被撤雪大臣職

黄瑞林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拒绝评 

.论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被指准备修法一 

事，且不愿回应有人建议撤换议长一事。

他只强调，州议会在7月31日已完成所有议 

程，而他是按照议会常规展延会议。

"这次会期从两周变成两天，是因为议员 

没有那么活跃参与辩论。议程完了，所以我 

就根据议会常规休会。这个是很正常的，之 

前在2016与2017年，即杨巧双担任议长时， 

雪州议会也曾有会期只占2天。”

阿米鲁丁被视为隶属公正党署理主席 

兼经济部长阿兹敏的支持者，最近 

也有传言指公正党可能会撤下阿米鲁丁 

的大臣职位。

消息称，阿米鲁丁最近在一场活动中 

影射安华是性片案阴谋黑手，继而激怒 
安华阵营，而打算撤下阿米鲁丁。

两名诚信党州议员受询时说，他们也 

有听闻换大臣的传言。不过，他们强 

调，迄今没有人向他们收集签名换大

臣。

不过，一名公正党州议员受询时则反 

驳换大臣传言。

"安华内部圈子告诉我，阿米鲁丁已 

发讯息给安华，向他道歉。安华叫他公 

开道歉，但阿米鲁丁还没这么做。” 

雪州议会共有56席，目前公正党掌 

控21席、行动党16席、诚信党8席、团 

结党5席。在野党则只占6席，即国阵5 

席、伊党1席。

,g今大马》的报导指 

\ 3出，早在雪州议会 

召开前，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已于7月26日举行的一场会议 

中，向希盟州议员透露修法计 

划。

消息称，阿米鲁丁在会议上 

提到，雪州王宫也想要看到修 

正案获得通过。
一名公正党州议员披露，当 

阿米鲁丁在7月26日的希盟州 

议员会议上提到修法计划时， 

大部分与会者都表示反对。

"大家都认同这个法案必须

希盟議員多反對

指修法獲雪王室“祝福”
搁置，因为之前州政府没有跟 

我们谈过。第二，这个东西有 

争议，为何要拿出来？”

另一名公正党州议员说，即 

使是雪州行政议会也有人反对 

修法。

"在州议员会议上，一名行 

政议员提到，此事也带上行政 

议会会议讨论，但有人反对，

无法决定。所以，大臣寻求州 

议员支持。行动党说他们不会 

支持，诚信党与公正党则意见 

分歧。”

"他们担心，一旦大臣提呈 

修正案，将会反嗤州政府。所 

以，他们建议大臣觐见苏丹， 

并向苏丹解释。”

“根据大臣说法，这项修正

案是由雪兰莪伊斯兰理事会 

(Mais )所提出，而且获得王 

宫的[祝福’。”
“会议上大多数的州议员告 

诉大臣，他必须和苏丹谈，并 

向苏丹解释。但大臣显得有点 

抗拒，他说‘这已经决定了。 

我们需要这个法案来获得马来
亜 J »

^：〇

不过，这名公正党州议员拒 

绝评论‘‘黄瑞林提早结束本次 

会期是否跟上述修法有关”。

只要“父亲或母亲”单方同意，18岁以下者即可改 

信伊斯兰教。

报导指出，雪州议会原是在7 

月29日至8月9日之间召开9天会 

议，但该会议最终只召开两天， 

议长黄瑞林即在7月31日，即第二 

天的会议上宣布完成所有议程并 

休会。

事后即传出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翌曰（8月1曰）在官邸举办祈祷 

会，且有人建议撤换州议长。

来自希盟的消息披露，阿米鲁 

丁原本要在州议会提呈上述法 
案，以修正一项涉及非穆斯林改 

信伊斯兰的州法令。

‘‘不过，由于黄瑞林拒绝签署 

一项文件，以致这项修正案最终 

无法上到议会厅。”'

根据惯例，议长都会签署文 

件，以优先处理政府法案。

消息称，阿米鲁丁想要修正的 

州法令是2003年雪兰莪伊斯兰治 

理州法令的第9部分（改信伊斯 

兰）0

现有州法令阐明，非穆斯林只 

要思考健全，年满18岁即可自行 

改信伊斯兰，而未满18岁者则需 

要母亲与父亲，或监护人允准才 

能改信伊斯兰教。

消息称，阿米鲁丁提交的修正 

案建议把现有州法令的“母亲与

父亲”换成“母亲或父亲"，即 

只要父母其中_人同意，未满18 

岁的非穆斯林即可改信伊斯兰 

教。

“一旦雪州通过这项修法，势 

必会与联邦宪法产生冲突。在这 

种情况下，黄瑞林在未知会阿米 
鲁丁的情况下，阻挡了这项修正 

案〇 ”

另一个消息则说，随着黄瑞林 
挡下修正案，阿米鲁丁在议会结 

束后隔天，SP8月1日即召集公正 

党穆斯林州议员到官邸会面。

“除了公正党的穆斯林州议 

员，还有_名土著团结党州议员 

出席这项活动。出席者在会上讨 

论了修法失败事宜，且有人建议 

撤换议长。
II

不过，公正党武吉美拉华帝 

州议员祖瓦莉亚（Juwairiya 

Zulkifli )与巴生港□州议员阿米 

占（Azmizam Zaman Hur)双双 

否认上述传闻。

祖瓦莉亚说：“我也有出席这 

项活动，房地部长祖莱达向我们 

汇报一项涉及州内一些地区的部 

门政策。”

傳雪大臣擬修非穆改信伊教法令

黄遠林也雪州—會—至2天

(吉隆坡7日讯）随著雪兰莪州议会议长黄瑞林 

上周突然缩短会期，把原定9天的会议缩减至2天， 

坊间遂传出各种揣测。过后，《当今大马》一则报 

导指此事可能暗藏一场宪政风暴，事因雪州大臣阿 

米鲁丁原拟在本次州议会提呈一项修正法案，即把 

原本州法令指未满18岁者只有在“父亲与母亲”或 

监护人的允准下才能改信伊斯兰教的法令，修改成

数名诚信党州议员 

说，他们并未受邀 
出席8月1日在雪州大臣官 

邸举办的活动，因此，他 

们也未听闻有人要撤换议 

长的事情。
不过，他们出席了 7月 

26日的希盟州议员会议， 

并知悉阿米鲁丁想要提呈 

的修正案。

他们并未支持这项修 

法，其中一名诚信党州议 

员担心，一旦雪州通过修 

法，可能会发生类似兴都 

妇女英迪拉争子案的事 
件。

“我们必须看看联邦法 

律。但也必须记得，州的 

宗教权力属苏丹所管。但 

我们必须看看到最后，谁 

来照顾孩子（改教之后） 

的福利。”

誠信黨議員反對修法 
憂重演英迪拉爭子案
另一名诚信党州议员指 

出，在非穆斯林离婚案件 

中，只要父亲或母亲其中 

一人改信伊斯兰，孩子就 

会跟另一方分开，继而出 

现问题。

“这经常会出现问题， 

进而影响伊斯兰形象。我 

们活在民主国家，有许多 
族群与信仰。”

英迪拉育有3名子 

女，她的前夫柏玛纳 
登（Pathmanathan)在 

2009年改信伊斯兰后 

易名为立都安（Mohd 

RidzuanAbdullah),单方 

替孩子改教，并获得抚养

权，随后强行抱走幼女帕 

珊娜（Prasana Diksa )。

此案在伊斯兰法院及民 

事法庭之间打转，经过多 

年的诉讼过程，最终联邦 

法院于2018年1月29日裁 

定，“家长”（parent) — 

词为复数（parents)。换 

言之，孩子改教必须经过 

双亲同意，不可单方改 

教。因此，英迪拉三名孩 

子的改教已经作废。

尽管高庭及联邦法院已 

分别数次发出谕令，要求 

警方拘捕立都安，但迄今 

警方尚未找到他，女儿帕 

珊娜也仍无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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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林:有听闻换雪大臣风声

没收到不信任票动议
(吉隆坡7曰讯）近曰频传有关公正 

党正酝酿撤换雪州大臣阿米鲁丁的风声， 

牵扯出雪州王室对阿米鲁丁有不满，雪州 

议长黄瑞林坦承，的确有听闻此事，惟他 

重申，雪州议会不曾收到对大臣投不信任 

票动议。

他指出，除了向雪州议会提呈对大臣 
投不信任票动议外，如要撤换雪州大臣也 

可通过其他方法进行，如由公正党内部撤 

换或议员联署签名，要求雪州苏丹撤换大 

臣°

时，对于修法课题 

也不愿对谈。不 

过，他说，阿米鲁 

丁与王室关系向来 

良好。

“我也有听到 

有关大臣和王室不 

合的传言，包括媒 

体报道，但是我不 

清楚详情，因为这是阿米鲁丁和苏丹之间 

事。”

黄瑞林重申，雪州 

议会不曾收到对大 

臣投不信任票动 

议。

除了传出撤换雪州大臣传言外，近期 

也谣传阿米鲁丁与雪州王室存有嫌隙，因 

为阿米鲁丁没有成功提呈修改18岁以下 

非穆斯林改教法令。修订有关法令是王室 

的指示。

黄瑞林今曰接受《光华曰报》电访

据悉提呈的动议是让州内18岁以下 

的非穆斯林，仅需父亲或母亲或监护人其 

中一方同意就可改教。不过，黄瑞林被指 

不配合，触怒一众穆斯林议员，以致目前 

以阿米鲁丁为首的议员团队，要对议长的 

不信任动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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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智荣:已多次警告

市会取缔冥顽不灵者
小贩违例摆摊不仅造成 

环境卫生问题，更严重是衍 

生间接阻碍交通的现象，尤 

其缺德者随意停放轿车下车 

买东西，对路人或其他交通 

使用者构成交通不便或安全 

威胁。

黄智荣向媒体指出，卫 

星市国中前方近期恰好要进 

行走道美化和改善工程，因 

此，市议会在接获民众的上 

述投诉后，决定展开取缔。

“取缔之前，市议会早于 

4月份就发出多次警告予小 

贩，同时，还提供摊位让他

们人驻集中营业区，惟计划 

进行两三个月来，却只接获 

3项申请，而且，只有一个 

摊位人驻集中营业区。”

他说，由此可见，小贩 

仍不理解市议会用心良苦， 

持续冥顽不灵偷偷在当地开 

档营业，为此，市议会才会 

派员采取行动。

“除了卫星市国中一带， 

该区一带估计尚有逾20至 

30档路边摊，为此，市议会 

将陆续展开取缔行动，确保 

解决非法小贩所带来的相关 

问题

(巴生7日讯）小贩不仅在路边非法摆档，而且动 

用各种奇怪的手法“霸位”，引致执法人员以妨 

碍市容、破坏公物及环境卫生问题为由，把摊档 

和营业工具充公。

巴生市内常有非法小贩在路边摆摊，营业结 

束后，还把摊位桌椅和工具锁在地面或绑在美化 
树旁等，作为“这是我的地点”的标记。

摊档锁地面工具绑树身 一些小贩干脆搭起棚子做 

生意。

路边機小贩奇臟
为

此，市议会执法人员于 

周二（6 R )上午9时 

许，前往卫星市国中一带展开取 

缔，共有5个摊位和营业丁具被 

扣押充公。

霸占公共空间

负责该区的市议员黄智荣指 

出，小贩所霸占的地点皆属公共 

空间，根据地方政府法令，任何 

人皆不允许占用有关空间，为 

此，违例者将被对付。

“根据取缔时所见，一些小 

贩在结束营业后不但没清空摊 

位，还把各种烹煮工具留在当 

地，比如用大铁钉‘钉’在石灰 

地面上，再用铁链锁牢档口，抑 

或把工具捆绑在美化作用的树身 

上等。”

‘芦.Jill
- 1 KUNIK, SABRINA,

拨款50万美化

卫星市国中前设脚车道

祕，Q 赫

员工正测量和划上脚车道路线。

雪州行政议员兼巴生新城区 

州议员拿督邓章钦预计动用大马 

道路档案系统（MARRIS ) 50万 

令吉拨款，在国中前方进行走道 

美化和改善工程，预料3个月内 

完成。

届时，该路段将增设脚车 

道，以方便学生和居民代步出 

人0

文转► B3

已
引
来
破
坏
公
物
问
题
。

由
于
摊
档
被
小
贩
用
大
钉
子
钉
死
在
走
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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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封面

圈定地点 市会打造路边摊集中区

美化树也被小贩利用来当成收藏物品的工具

市议会取缔小贩路边摊档，旨在 

重整市容，同时，为照顾和保障小贩 

生计，甚至还特别圈定集中营业地 

点，以打造路边摊营业据点。

黄智荣指出，市议会把旧宜康省 

前的五脚基作为集中摆摊区，因此， 

路边摊小贩可向市议会申请迁人，以 

便获得后者发出合法营业执照。

“有关集中营业地点考量一举多得 

便利，包括方便监管、方便顾客上门 

光顾、改善交通阻碍问题等。”

他说，市议会明A小贩求生计艰 

难，但小贩也必须了解市议会职责， 

好让大家相互配合，改善社区 

的规划和发展。

集中区营业新商机

非法小贩缺乏管制 

子壳等。

容易引起废料随意丢弃问题，比如椰

“一些小贩接获罚单后，以 

为还清罚单便可了事，然而， 

实际上市议会可继续在他们再 

涉违法时，再度进行执法。” 

他劝请非法摆摊小贩将眼 

光放长远，集中区营业说不定 

是一个新的商机，尤其当其开 

创成为人潮旺盛的小贩区后， 

或集中更多顾客上门购物，他 

希望小贩业者赶紧向市议会申 

请合法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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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提供实习双重减税
(吉隆坡7日讯）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副总执行长阿 

翰阿都拉曼透露，为工程和技术学生提供结构培训和 

实习计划、协助改善毕业生受雇就业能力及加强与工 

业4.0相关技术能力的公司，有资格获得双重减税。

“落实国家工业4.0政策供应商发展计划的本地 

供应商，可以对该公司的生产费用，包括产品开发成 

本、提升供应商能力和供应商技能培训运营支出，申 

请双重扣减奖掖。”

阿
翰阿都拉曼今日在 

该投资发展局举办

的第九系列“开启州商业潜 

力”的投资讲座上致同时，这 

么说。

这次是由雪兰莪州政府机 

构代表向来自包括制造和服务 

业的逾200名出席者，分享雪 

州投资商机。

马来两亚投资发展局投资 

促进执行董事西瓦苏里亚慕迪 

主持5人小组讨论，主讲人是 

投资雪兰莪机构总执行长拿督 

哈山阿兹哈里、雪兰莪人力资 

源发展中心（SHRDC)总执行 

长陈明忠、Central SpecImm有 

限公司营销和市场主管诺珊佐

哈里、精明雪州传递单位 

(SSDU)董事经理法米博士及 

雪州海洋关口计划董事经理赛 

夫阿兹曼。

雪制造业吸资2184亿

他说，截至今年3月，雪 

州获批9097项投资额2184亿 

令吉的制造业项目，带来超过 

80万2000个就业机会。

他指雪州确实是其中一个 

制造业的首选投资地点，投资 

者投资雪州的兴趣，促使雪州 

的木地和外国的再投资创下出 

色的表现，制造业占总投资 

40.3%比重。

他说，政府通过国际贸工

掖措施，这类奖掖定期调整， 

以迎合投资者的需求。

阿翰阿都拉曼说，2010至 

今年3月，902项或39.6%制 

造业扩展和多样化项0获批， 

现有制造商的再投资对总制造 

业批准投资贡献了 376亿令吉 

或占41.9%比重。

他指出，该投资发展局已

阿翰阿都拉曼在投资讲座 

上致词。

部及投资发展局不间断为各州 

引入高素质投资，以及为国内 

外投资者提供财政和非财政奖

推出i -Incentives网站，提供 

与投资奖掖有关的资讯。这个 

平台目前提供了来自12个政 

府部门及28个政府机构的124 

项奖掖计划的信息。

“我们也设立了投资协调 

平台（ICP) ，t?司协助公R] 

扩展业务和投资组合。”

赛夫（左起）、法米、哈山、诺珊、陈明忠及西瓦分享雪州投资机会信息

落实工业4.0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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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林海霞

新闻特区 

锡米山国花园 免非洲人霸占踢球闹事
rm^：

TV

e
HQMliHrll

:i /.一

(加影7日讯）一小撮

1'K^XIHAM ; ； ■ ■

KEBUN t 麵•

非洲籍人士霸占 

酗酒、闹事及扰

事件 喜剧收场 

米山国花园居民

草场 

民的 

’锡 

协会

年前向加影市议会申 

请把草场的部分地段 

辟为社区菜园，今天 

喜见收成！

---------------------------------------- 备兹i KEBU1N

草场辟社区麵喜收成爹

区菜园计划是于去年

个14月21日落实，过 

去的一'年零四个月，居协成员 

在该片土地上种了不少瓜果和 

蔬菜，收成归负责的人员，并 

没出售。

据了解，占地1亩多的草 

场未辟为社区菜园前，被一些 

非洲籍人士霸占来踢球，很多 

时候从下午5时许开始直至凌 

晨时段，这些害群之马才离 

开°

间中，这些非洲人聚餐、 

酗酒、闹事扰民，引起居民不 

满而与他们理论，也曾发生争 

吵等事件。

体验种菜乐趣

鉴于此，国花园居协遂向 

市议会申请把草场的部分地段 

辟为社区菜园，一来解决上述 

外国公民踢球闹事问题，二来 

提倡种植计划，比居民体验种 

菜的乐趣。

锡米山国花园居协努力打造的社区菜园 

云、骆木胜、锺学勤、邓丽莺、周喜标。

左起刘振华、邱秀

让参与成员分享
居协主席：不出售蔬果

骆木胜指出，收成是让

参与的居协成员一起分享

社区菜园是居民努力的成果

国花园居协主席骆木胜今 

R向《南洋商报》记者说，参 

与市议会的社区菜园计划，获 

得市议会提供泥土、菜种、有 

机肥和水槽。

他说，有8名居协成员参 

与社区菜园计划，包括浇水、 

施肥及拔草等，4月21日落实 

该计划后，今天已看到收成。

Si: ' 1

骆木胜（左）和邓丽鸾指该社区菜园最近开始种火龙果

不供出售。

“除了种菜，我们也种木 

瓜、佛手瓜和百香果等，最 

近开始种火龙果。

“我们计划把社区菜园围 

起来，避免狗只进人菜园范 

围抓挖泥土和翻出菜种，不 

过，围篱需要整2000令吉， 

我们欠缺这笔资金，需要政 

府拨款或他人捐助。”

他说，首半年，他们是

向居民借水浇菜，后来为了 

方便，就向水供管理公司申 

请水表。

他说，他们只是把草场

的四分一空间辟为社区菜

场，居民同样可在草场活

动。.

他指出，辟为社区菜园 

后，非洲籍人士不再来，这 

点是居民喜见的。

到场者包括居协秘书邓 

丽莺，理事周喜标、锺学 

勤、邱秀云及居民刘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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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双：4个月仅94人

儿童性侵細率低
(沙登7日讯）“性侵儿童罪

犯审核系统”成立至今已有4 

个月，但全国仅有94人善用 

有关系统来查询性罪犯的资 

料，甚至玻璃市、彭亨和马六 

甲3州及纳闽联邦直辖区，查 

询率挂零。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 

副部长杨巧双指出，虽然民众 

可免费使用该系统查询名单， 

但或许有父母带有侥幸的态 

度，认为自己孩子不会遭遇这 

些不幸事件，也不会主动查询 

有关人士是否涉及性侵儿童记 

录者。

她表示，截至7月28 

日，该系统的查询次数为1497 

次，当中最多人查询的州属为 

吉兰丹州，有34人申请，查 

询173次，而查询次数最高的 

州属则是森美兰州，共352 

次。

“儿童人口占国内约900 

万人，但查询个案只有1497 

次数；其他的父母，到底在哪 

里？”

杨巧双今早出席世界哺乳 

日活动后，在记者会上这么 

说。

她坦言，或许目前父母必 

须亲自邻近的福利局才可查 

询，会带来不便，未来该部或 

考虑将该系统放上网站，方便 

更多人查询。

出席者有博大副校长拿汀 

巴杜卡艾妮和该大学医药系妇 

产科局项目主任迈莎。

记录逾3000罪犯名字

杨巧双41•前说，该系统 

中，记录超过3000个涉及性 

侵儿童的罪犯名字。

她说，推出上述审核系 

统，供父母、学校、幼儿园、 

托儿所、补习中心、医院、诊 

所和其他与儿童有关的领域， 

在录取员丁之前先行审核，以 

免聘请到有涉案前科的儿童性 

犯罪者。

她指出，该资料库记录著 

从2017年至2019年2月期 

间，所有被法庭定罪的儿童性 

侵罪罪犯名字，她鼓励把孩子 

交给保母照顾的父母，可亲自 

到各州或县福利fej查询，并填 

写表格说明查询原W，即可审 

核对方的名字是否在资料库 

内。

杨巧双（左三）在艾妮陪同下，巡视有关孕妇用品摊位

34 %母亲没哺乳
虽然过去10年，国内以 

母乳育婴的人数激增，但目前 

仍有34%的母亲因种种原W， 

没有哺乳。

杨巧双说，以母乳育婴的 

人数从2009年的区区14.4%， 

于去年激增至65.9%，但她认 

为，这数据还不理想。

她希望各单位能持续举办 

觉醒运动，提高孕妇丈夫、家 

翁与家婆的意识，灌输他们支 

持哺养，比初为人母者，能在 

无压力或家人支持下完成最少 

6个月的哺乳。

另一方面，国内仍有541 

个政府机构未设有托儿所，杨 

巧双希望财政部能在2020年 

预算案，拨出更多拨项给妇女 

部。

杨巧双指出，该部在2019 

年财政预算案中，获得1〇〇〇 

万令吉拨款，为66个政府机 

构设立托儿所。

她说，虽政府在2018年决 

定在所有政府机构开设托儿 

所，方便公务员将孩子交至该 

处看管，从而减低意外发生， 

但根据审计，国内541个政府 

机构还未设立托儿所，所以该 

部仍在努力为这些机构开设托 

儿所。

“由于部门预算有限，该 

1000万令吉仅能开设66间托 

儿所，对此希望财政部可以在 

2020年拨出更多款项，设立更 

多托儿所。”

无法哺乳3大主因

>未获得正确的晡乳或 

育儿资讯。

>没有获得家人支持。

>工作或公共场合缺少 

晡乳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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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联手反对党投不信任票

传安华派逼宫雪大臣
公正党0

(吉隆坡7日讯）人民公正 

党内讧风波持续，该党主席 
拿督其斤里安华支持者据手艮曾 

与雪兰莪州反对党领袖利占会面，以通过不信任投票“逼宫”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据新闻网站“透视大马”报道，被外界视为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头 

号支持者的阿米鲁丁，目前正成为安华派系扳倒的目标。

道引述来自国阵州议 

员的消息称，由于扳 

倒阿米鲁丁之后，巫统在州议 

会的地位并没有任何变化，因 

此有关要求已遭到拒绝。

“巫统在州议会只有5个 

席位，就算州务大臣换了人， 

我们还是反对党。”

报道指出，利占早前曾在 

3州议会针对非回教徒改教法 

令动议无法通过一事，批评公

正党主导的雪州政府，因此成 

为特定一方拉拢的对象。

利占当时说：“雪州希盟 

政府是不是出现分裂？她们拥 

有50个席位（总席次56 

席），但却无法通过这重要的 

动议。”

报道指出〃自阿米鲁丁宣 

称知道谁是“男男性爱短片” 

事件的幕后黑手后，坊间即传 

出他将遭到逼宫的传闻。

报道称，雪州议长黄瑞林 

本月3日驳斥不信任投票的传 

闻，直言他没有接到任何针对 

大臣的不信任投票动议。

雪议会只开2天引传言

雪州议会于7月29日召开 

第14届第二季第二次会议， 

原本召开时间为9天…惟在召 

开短短2天后便宣告休会，坊 

间因此传出公正党内部试图向

传阿米鲁丁将遭逼宫。

阿米鲁丁发动投不信任动议。

黄瑞林当时针对会期缩短 

的情况说：“由于出席议会的 

议员人数不多，闪此开会所需 

时间比预期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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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7日讯|政治圈盛传雪 

州大臣阿米鲁丁动摇之际，雪州 

希盟4党领袖将于明日聚集雪州大 

臣官邸召开会议。同时，大臣也 

将于明晚与公正党雪州议员及各 

区部主席聚餐，经济事务部长阿 

兹敏亦将赴会。

雪州行动党秘书刘天球《东 

方日报》证实，雪州希盟领袖将 

会在大臣官邸开会，雪州行动党 

将派出主要领袖赴会。

据悉，这场会议是由雪州大

臣阿米鲁丁召集，公正党、行动 

党、土团党及诚信党主要领袖否 

会赴会。不过，会议议程暂无法 

得知。

另外，公正党消息也透露， 

阿米鲁丁是于今午约5时左右，临 

时向公正党雪州议员及各区部主 

席发出邀请，出席明晚在莎阿南 

某酒店举行的聚餐活动。

消息说，届时经济事务部长 

阿兹敏也将会现身于聚餐活动。 

阿米鲁丁被视为阿兹敏的「政治 

徒弟」，预料这场聚餐活动与近 

来传出大臣地位不保有关。

「这场聚餐活动是临时 

举行，且邀请函注明阿兹敏会 

出席，相信与近来各种流言有 

关°」

雪希盟领袖今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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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来贤

修改教条文嫿焼 
面4议员今见苏丹

吉隆坡7日讯雪州政府拟修改改教条文风波继续延烧！根据了 

解，雪州4名非穆斯林行政议员将于明日入宫觐见雪州苏丹沙拉夫丁。

消息来源向《东方曰报》指 

出，4名非穆斯林行政议员包括 

来自行动党的黄思汉、拿督邓章 

钦、甘纳巴迪劳，以及公正党的 

许来贤。

消息说，雪州苏丹召见4名 

行政议员，与雪州政府拟修改改 

教条文受阻一事有关。此外，消 

息也不排除雪州苏丹召见4名行政 

议员，或会谈及雪州早前爆发的 

中文路牌风波。

第14届第2季第2次雪州议会

原订召开9天，惟雪州议长黄瑞林 

在会议召开两天后’晕无预警下 

宣布休会，引起诸多揣测。

大臣不满黄瑞林

《东方曰报》早前报导，雪 

州政府有意提呈修改《2003年伊 

斯兰教管理法令（雪兰莪州）》 

改教条例的动议，允许父母单方 

面为孩子改教。

惟雪州议长黄瑞林却反对这

项动议，拒绝签署文件让有关动 

议列入雪州议会议程表。黄瑞林 

突然宣布休会也未事先知会雪州 

大臣阿米鲁丁，让阿米鲁丁深感 

不满。

随后更传出阿米鲁丁召集穆 

斯林议员，酝酿对黄瑞林投不信 

任票，以撤换议长。不过，雪州 

行政议员黄思汉及许来贤双双否 

认此事。

无论如何，雪州大臣阿米鲁 

丁至今依然未对此事给予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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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教條文延燒

雪4議具今見K丹
吉隆坡7曰讯|雪州政府拟修改改教条文风波继续延 

烧！根据了解，雪州4名非穆斯林行政议员将于明曰入宫 

觐见雪州苏丹沙拉夫丁。

消息来源向《东方日报》指 
出，4名非穆斯林行政议员包括 

来自行动党的黄思汉、拿督邓章 

钦、甘纳巴迪劳，以及公正党的 

许来贤。
消息说，雪州苏丹召见4名行 

政议员，与雪州政府拟修改改教 

条文受阻一事有关。此外，消息 
也不排除雪州苏丹召见4名行政议 

员，或会谈及雪州早前爆发的中 

文路牌风波。

第14届第2季第2次雪州议会 

原订召开9天，惟雪州议长黄瑞林 

在会议召开两天后，毫无预警下 

宣布休会，引起诸多揣测。

大臣不滿黃瑞林

《东方日报》早前报导，雪 
州政府有意提呈修改《2003年伊 

斯兰教管理法令（雪兰莪州）》 

改教条例的动议，允许父母单方 

面为孩子改教。

惟雪州议长黄瑞林却反对这项 

动议，拒绝签署文件让有关动议列 

入雪州议会议程表。黄瑞林突然宣 

布休会也未事先知会雪州大臣阿米 

鲁丁，让阿米鲁丁深感不满。

随后更传出阿米鲁丁召集穆 

斯林议员，酝酿对黄瑞林投不信 

任票，以撤换议长。不过，雪州行 

政议员黄思汉及许来贤双双否认此 

事。无论如何，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至今依然未对此事给予回应。

M纳巴迪劳- 1黄思汉 邓章钦_

Page 1 of 2

08 Aug 2019
See Hua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West Malaysia • Audience : 63,549 • Page: 2
Printed Size: 225.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1,261.36 • Item ID: MY0036873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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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

雪希盟領袖今開會
吉隆坡7日讯|政治圈盛传雪 

州大臣阿米鲁丁动摇之际，雪州 

希盟4党领袖将于明日聚集雪州大 

臣官邸召开会议。同时，大臣也 

将于明晚与公正党雪州议员及各 

区部主席聚餐，经济事务部长阿 

兹敏亦将赴会。

雪州行动党秘书刘天球《东 

方曰报》证实，雪州希盟领袖将 

会在大臣官邸开会，雪州行动党

将派出主要领袖赴会。

据悉，这场会议是由雪州大 

臣阿米鲁丁召集，公正党、行动 

党、土团党及诚信党主要领袖否 

会赴会。不过，会议议程暂无法 

得矢口。

°另外，公正党消息也透露， 

阿米鲁丁是于今午约5时左右，临 

时向公正党雪州议员及各区部主 

席发出邀请，出席明晚在莎阿南

某酒店举行的聚餐活动。

消息说，届时经济事务部长 

阿兹敏也将会现身于聚餐活动。 

阿米鲁丁被视为阿兹敏的「政治 

徒弟」，预料这场聚餐活动与近 

来传出大臣地位不保有关。

「这场聚餐活动是临时 

举行，且邀请函注明阿兹敏会 

出席，相信与近来各种流言有 

关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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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萊達：助暸解大馬文化

盼爲難民提供特定區
(八打灵再也7日 

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长祖莱达表示，她希望 

可以和大马医药援助协 

会（MERCY Malaysia ) 

合作，为各国难民提供 

特定社区、塑造他们及 

让他们了解大马的文 

化。

她今日出席大马医 

药援助协会（MERCY 

Malaysia)举办的国际人 

道主义大会时，在新闻 

发布会上表示，这可以 

让难民依据我国的文化 

协调他们的生活方式， 

实际上这也可以增强我 

们的社区，成为我国的

人力资源，让他们在特 

定的领域卖力，减少我 

国对外劳的依赖。

“我真的希望可以 

为他们提供特定的村， 

为他们登记，为他们提 

供小学校，然后分派_ - 

些丁作给他们，这样我 

们就知道他们的下落， 

如果有罪案发生，他们 

不会a接被指责，成为 

代罪羔羊；难民不代表 

就是坏人。”

要求雪政府拨地

她补充，如果要执 

行这项计划，第一步就 

是要向雪州政府要求拨

地。

询及会否在内阁 

中提出这建议时，祖莱 

达则说，目前还未在内 

阁会议中提及这建议， 

因为目前还有很多课题 

有待商讨，“现在我部 

门的房子问题都够多 

了: ”

无论如何，她认为 

这属可行的建议，不过 

如果真的要落实，就需 
要一些时间，但现在还 

不是时候

另…方面，祖莱达 

希望透过该部负责的国 

家社区政策训练社区如 

何应付灾难，如土崩、 

水灾等情况发生后，该 

社区有应对的能力，同 

时也可以扮演协助居民 

恢复正常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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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雪州議會廳參觀辯論過程

美以美國中生大關限界
(沙亚南7日讯）为了解议会 

运作模式和三权分立的重要性， 

一群来自万津美以美国中的中四 

学生日前到雪州议会厅参观，体 

验州议员参与辩论的刺激感，过 

个难忘的课外活动。

这批中四学生在万津区州议员刘 

永山的陪同下，参观雪州议会厅、展 

览馆和图书馆，除了学习雪州议会的 

历史和扮演的角色，也获得雪州议长 

黄瑞林的特别允许，坐上议会厅的行 

政议员和州议员座位，感受在州议会 

辩论的过程。

黄瑞林（坐者）与万津美以美国中的学生在议会厅内合影，后排左四为 

刘永山。

陳偉翊：議會廳面積壯觀

音

才布

迎
組
織
串
請
參
觀

#瑞林补充，雪州议会非常欢迎非政 

m府组织，如居民协会、中小学或大 

专院校，能向州议会办公室提出申请，在立 

法议会召开或休会期间参观。

“很多人对雪州议会扮演的角色一知半 

解，也不清楚州议员的职务为何，依旧以州 

议员解决民生问题的表现来评定，但州议员 

在立法议会内积极辩论政策，反映选民心声 

的表现，却很少人注意到。”
他说，尤其政府把投票年龄从21岁降低 

至18岁后，中小学和大专生是否了解政府体 

制和议会运作的模式，并拥有成熟的公民意 

识思想，是决定我国能否迈向完善的民主社 

会关键。

他非常欢迎学校组团到州议会拜访，以 
了解雪州议会扮演的角色，和维护三权分立 

的重要性。

学
生陈伟翊表示，以前只 

知道州议员，是…群在 

全国大选中胜出的人民代议士，

而议会厅是辩论政策的地方，但

張恩恩：經驗難得感雀躍

恩恩笑言，尽管学校 

课本有提及，议会扮

在议会厅内又是另-番感受，感 

觉很严肃，也对人生中难得的经 

验感到雀跃。

张
演的角色和操作模式，但亲自坐

鄭婷爍：更清楚如何擬定政策
4亭璣也对坐在议会厅多类似的课外活动，让学生有机 

会了解不同政府机关所扮演的角 

色，注重三权分立的监督制衡， 

也确保将来的社会拥有更好的公 

民意识，因为学生就是国家将来 

的主人翁。”

郑:>内辩论的经验感到兴 

奋，并坦言过去只能凭空想像议 

会厅的操作模式，因此很想亲眼 

见证州议员辩论的情形，以更清 

楚政策如何拟定。

“我觉得学校可以组织更

没想到议会厅面积很大且壮观， 

未来也想更了解国家体制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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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耕庄7日讯）适耕庄德教会紫 

沛阁德育班所主办的“童蒙养正”经典 

教育班日前在紫沛阁正式开课，并在开 

课前举行了一场隆重庄严的体育班开幕 

礼一一学员《拜师礼》赐字及开笔仪 

式，由大港国会议员慕斯里敏主持体育 

班开幕仪式及本区州议员兼雪州议长黄 

瑞林的见证下，圆满完成。

整个仪式是由国际儒学联合会副 

理事长陈启生（子俗）老师及马来西 

亚孔学研究会秘书长黄美玲（子墨）老 

师教导以2000多年传统的“三礼仪”进 

行，初献礼由适耕庄德教会紫沛阁阁长 

纪祥国为主献官，开幕嘉宾及董班为陪 

献官进行献礼，亚献礼有全体家长进行 

献礼及终献礼则有全体学员进行献礼。

行“三献礼”后，由黄美玲（子 

墨）老师读祝赐子，学生们拜大成至圣

適耕莊德教會紫沛閣主辦

“童蒙養正”教育班開課

先师孔夫子为师，成为孔夫子隔代弟子 

并得以授字“子”及“学”字辈，本次 

共5位获授予“子”字辈及15位获授予 

“学”字辈。

较早时，慕斯里敏的代表李立鹏 

在开幕仪式致词中表示，四书五经”是 

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 

必读书。

其语言则千锤百炼，字字如金， 

是千百年来代代书人从事政治活动、文 

学创作的基础文本。是上至帝王将相， 

下至黎民百姓治国、修身、立德的根本 

依据。无论是在中国思想史还是世界

思想史上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至今仍为中国社会道德规范、处世法 

则与里国基础，属于中华民族最为宝 

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李立鹏也代表大 

港国会议员慕斯里敏宣布拨款1500令 

吉。

黄瑞林：品德须从小培养
黄瑞林对紫沛阁能够主办这样的 

课程表示高度的赞扬，他认为一个人 

的品德，首先就要从小就开始培养， 

在日后长大成人才能对社会国家有着 

巨大的贡献，最后他宣布拨款2000令吉

以示支持。

适耕庄德教会紫沛阁阁长纪祥国 

在致词中感谢参与的家长，陈启生和 

黄美玲两位老师以及所有参与“童蒙养 

正”经典教育班的阁友。

在完成“童蒙养正”经典教育班 

开课礼后，全体学员与老师及德教会 

阁友大合照。坐者左六起为德育班股 

长王盛潮、紫沛阁阁长纪祥国、陈启 

生及黄美玲两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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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妮（左二）于2019年世界母乳喂养周中颁发纪念品给杨巧双，左为马 

依扎；右起为詹伯里及惹努甘特。

審核性侵兒童罪犯反應差
楊巧雙：4州“零”查詢記錄

(沙登7日讯）妇女及家庭发展 

部副部长杨巧双表示，“性侵儿童罪 

犯审核系统”反应不佳，该系统n4月 

至7月启动以来，只接获1497个查询记 

录，其中竟有多个州属的查询记录为 

“零”，分别是玻璃市、马六甲、彭 

亨及纳闽。

“该系统使用率最高的州属是森 

美兰州、雪兰莪及沙巴，虽森美兰州 
共有352个查询记录，但全是由一个用 

户所查询的，g卩300多个查询记录皆是 

由一个家长或一间学校完成的。”

她说，该系统是为了协助家长及 

学校在聘请空缺如保姆、补习教师、 

校车司机及教练等职务时，确保受聘 

者没有相关犯罪记录■：

哺乳人数增长65.9%

她今日出席博特拉大学（UPM ) 

医学与健康科学学院妇产科举办的 

2019年世界母乳喂养周时指出，我国 

母亲们在婴儿出生6个月内采用纯母 

乳哺育的人数有所增加，从2009年的 

14.4%，在去年增长至65.9%,而人数 

也从1万1304人增长至6万4554人。

她指出，这是 '个很好的现象，

但依然有大约34%的母亲没有喂母 

乳，故还需在国内推广喂母乳运动。

她认为，母亲没有喂母乳达6个月 

的原因有包括缺乏相关知识、 

缺乏家人支持以及缺少基础设施。

她说，在她喂养母乳的时候，她 

所吃的华人月子餐中含有大量的姜， 

但医生却告知姜对母乳不好，需要停 

止服用，随后她也听从医生的建议， 
最终成功喂母乳长达14个月，而这也 

证明了喂养母乳知识的重要性。

“我建议，我们可以制作信息图 
(infographic)，让母亲更容易获取喂 

养母乳的相关知识，此外，我认为提 

升哺乳意识的计划的目标对象不应只 

局限于母亲，也应该包括父亲及家中 

长辈。”
2019年世界母乳喂养周活动内容 

包括以哺乳为主题的论坛、哺乳服装 

设计展示、问答环节、母乳喂养咨询 

与示范环节等，旨在鼓励我国的母亲 

以母乳喂养婴儿。

出席者包括博特拉大学副校长拿 
督艾妮、副校长（T:业与社区关系） 

拿督惹努甘特、医学与健康科学学院 

院长詹伯里及妇产科主管活动主任马 

依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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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政府決策透明度

S大桌

丁傑隆
雪州安邦再也市议员

不;
_论是去年撤回签署的《消除一切形 

‘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ICERD) 

到最近掀起的爪夷文和莱纳斯稀土厂热议， 

显示联邦政府在制定政策过程中，程序需要 

更加公开和透明，并在做决定之前尽可能咨 

询大众意见。

尽管马来西亚已经实现政党轮替，惟 

我们国家的运作模式，依然处于过去东亚 

国家曾经盛行的家长式领导和威权主义管治 

作风，由少数政治人物或精英为人民做出决 

定，什么是对大家最好，由上而下，政治人 

物说了算。
针对具争议或重要议题的决策方式，不 

难发现大多数时候都在密室闭门进行。但人 

民并不知道在密室里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 

谁在密室里，以及在密室里说了什么，交换 

了什么条件，直至最后从密室里走了出来公 

告天下，已经为大家做了决定，并试图合理 

化有关决定。

选民厌倦这种在国阵执政时期根深蒂固 

的密室政治。这是为什么有许多投选希望联 

盟、并对新政府有期许的选民和政党基层支 

持者会对最近的政局发展感到纳闷。密室政 

治不是新马来西亚应该展现的政治文化《

选民选择希望联盟，是因为要拒绝贪污 

腐败，匡正宪政。选民期许是一个贯彻民主 

和进步的政府，-个真正代表民意、属于人 

民的政府，让选民有更多机会参与在政策制

定过程中、鼓励双向沟通互动的政府，由下 

而上，而不是由少数人代表多数人作决定。

例如在莱纳斯稀土厂议题上，希望联盟 

立场非常清楚3因为希望联盟在竞选宣言中 

早已承诺“检讨所有关于环境管理和保护的 

法律和规范”，并“确保马来西亚不会成为 

来自其他国家企业财团的废料垃圾场”《新 

政府在上任后也表明，莱纳斯公司必须把含 

有放射性废料运出国，并成立国会监督莱纳 

斯核心小组。

因此，负责把关的政府不能…再退让， 

不断移动龙门线，让人民感到混淆。

若内阁批准稀土厂继续营运，无需把废料 

运出国，那么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回答选民，为 

何作出如此决定？到底是人数不足、还是民意 

不足，或只是少数人在为大家做决定？

否则就应该公开内阁28位部长的立场和 

会议记录，乃至要求所有亲希盟后座国会议 

员表态。正如绿色盛会主席兼文冬国会议员 

黄德所说，后座议员不是应声虫，人民选出 

的代议士，必须是向选民问责〇

任何正常民主国家，在任何重大的决 

策和审议会议，不论是小尺度的社区开发审 

议，或大如莱纳斯稀土厂营运执照的审议， 

都应公开让所有人出席会议、发表或旁听， 

会议记录透明、公开并上载网络，甚至全程 

录影直播。

透过集体决策，-举一动摊在阳光下， 

所有利益关系者的作为皆一目了然。这才是 

我们应该推动的民主政治改革。

而且，既然政府能在承认独中统 

考课题上实践审议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 )------鼓励民众参与审议，强调沟

通协商为核心，在过程中促成不同意见者进 

行理性对话，再借由充分讨论来达到共同可 

接受的方案，或以共识决取代多数决，为何 

在其他课题上却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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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领取纪念品的热心善信及理事们合照s

斯里鵝麥民衆盂蘭勝會慶中元

撥8千捐華小孤兒院
(士拉央7日讯）斯 

里鹅麦民众盂兰胜会昨晚 

热烈举行第17届庆赞中元 

节，大会特拨出8000令吉 

给7所华小及1间孤儿院， 

仁风可扬。

大会主席谢观德说， 

最近当地频密发生偷窃及 

抢劫案件，他呼吁各族人 

民应该不分种族地发挥守 

望相助精神，维持地方上 

的治安。他也说，由于该 
会每年举办盂兰胜会的道 

路常年缺乏管理，造成摆 

设宴会及膜拜时面对诸多

问题，大会已经致函要求 

市议会改善道路的问题。

工委会主席拿督李铸 

俐说，民众盂兰胜会是- 

个集合民众力量的民间组 

织，他强调该会从不介人 

政治，而且理事们在会务 

的行政上都秉公处理，财 

政廉洁奉公，因此得到广 

大善信们的支持和拥护。

晚宴出席者包括大 

会顾问陈建福，名誉主席 

拿督斯里卓庆忠代表许木 

兴，雪隆慈航公德会总务 

张汉祥及各华团华教单位

代表等。

配合晚宴的举行，大 
会拨出8000令吉作为7所华 

小清寒子弟助学金用途， 

以及捐助吉隆坡蕉赖菩提 

之家。受惠的华小单位为 
士拉央华小、崙都喼侨民 

华小、冼都巴沙平民华 

小、冼都志文华小、冼都 

中文华小、鵝唛南益华小 

及文良港民义华小。

大会也举行敬茶及 

颁赠纪念品给全体热心捐 

助者，同时现场也准备了 

超过百份的奖品作为幸运 

抽奖，包括首奖的平板电 

脑，令许多幸运儿乐开 

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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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義山公會超度法會

李振光：未來或有更不利政策

“Khat納課程是教育缺口”
(八打灵再也7日讯）隆雪华人义 

山联合会主席李振光形容，爪夷文书 
法纳人华小四年级马来文科是一个教 

育缺口， •旦这个缺口 一破，未来几 

年可能会有更不利的政策。

他今日出席八打灵再也华人义 

山公会第十四届“启建昼夜吉祥消灾 

暨超度法会”开幕仪式时表示，华裔 

希望政府取消爪夷文书法纳人华小四 

年级马来文科，并非将其搁置。他也 

说，增设爪夷文书法会增加学生的负 

担。

“我国于去年成功换政府，期盼 

迎来更好的政府及发展，因此希望政 

府取消该决定。同时，无论是独立前 
后，华裔向来重视教育一环，因此不 

希望看到该现象。”

他也说，适逢农历七月中元节， 

他许下愿望，希望爪夷文课题获圆满 

解决。

众嘉宾为第十四届“启建昼夜吉祥消灾暨超度法会”主持点 
燃平安灯仪式。左起为叶奕良、拉吉夫、李振光、陈金盾、释文 
贵、潘俭伟、林怡威、许竣智及叶振河。

陳金盾:盼協助申請2地段
打灵再也华人义山公会主席陈金盾表示， 

乂、该公会成立58年以来，不断努力为灵市华 
裔提供殡葬服务，同时也为华小、华团及慈善机构 

献力。

“灵市华社正面对宗教土地用途及义山葬地短 

缺的困境，因此我们希望政府及人民代议士能伸出 

援手，积极解决该问题。”

他说，该会于去年宣布将策划增建新的骨灰 

塔，迎合民众的需求。同时，他们在今年中实现该 

项承诺，新骨灰塔兴建工程目前如火如荼进行，预

计明年初能竣工，届时将增加2000个佛教骨灰位及 

1000个基督教骨灰位。

“另外，我们正向政府申请两块土地，即土地 
编号Lot 607的土地及公会前的停车场。我们希望人 

民代议士能协助我们成功申请。”

他也说，该会在今年的清明节接获许多主家的 

投诉，指连日大雨导致先人墓地遭受水灾祸患，经 

查证后发现是对面的土地阻塞了沟渠出水口导致。

他说，他们寻求行动党甘榜东姑州议员林怡 

威、八打灵再也市议员王友泰及灵市政厅的协助， 

惟水灾问题仍未解决，他们盼该局继续跟进，以-- 

劳永逸解决该事。

林怡威:將抽取墓地積水
ft怡威表示，他们已 

ft在着手处理墓地淹 

水一事，该地主H前已答应 

配合，并寻找抽水机将积水 
抽出，惟积水太深，抽水机 

无法完全将积水抽出，因此 

不能确定有多深。_同时，由 

于不时下雨的关系，市政厅 

官员无法前往该地调查。

“无论如何，生友泰 

将会把此事带上常月会议商 

讨，以寻求解决方案。”

另外，行动党武吉加星 

州议员拉吉夫赞赏八打灵再 
也华人义山公会表现亮眼，

他在处理居民投诉时，几乎 

没接获有关该公会的投诉， 

他希望该公会继续为社区服 

务。
拉吉夫拨出3000令吉， 

林怡威及灵市议员王绥生各 
拨出2000令吉给该公会，作 

为超度法会的用费。

出席者包括行动党白沙 

罗国会议员潘俭伟、八打灵 

再也华团联合会主席拿督叶 

奕良、八打灵再也华人义山 

公会法律顾问拿督许_智律 

师、总务叶振河及法会师父 

释文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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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管如此，基于撤换阿米鲁丁大臣-- 

职是蓝眼党内事务，希盟友党在没 

有获得党中央领袖的授权或进一步指示下，相 

信都是会维持现状，继续支持阿米鲁丁领导的 

州政府团队。.

“除非出现突变，即阿米鲁丁的蓝眼团队 

来犯或踩过界，则希盟友党被迫有所动作，否 

则在‘井水不犯河水’的情况下，大致上都是 

静观其变。”

消息透露，土团党约有半数的州议员，倾 

向于非阿米鲁丁阵营。

雪州56个州议席中，希盟以50席取得压倒 

性执政优势，当中公正党占21席为老大，行动 

党16席、诚信党8席和土团党5席；反对党的6 

席中，巫统占5席、伊党1席。

关键在行动党诚信党态度

若根据上述议席分布，土团党倾向非阿米鲁丁领导的 

半数议员作用不大，关键仍在于行动党和诚信党的态度。

根据《透视大马》引述巫统消息，基于巫统的5个州 
席不会改变在雪州议会的地位，所以雪州巫统决定不涉人 

公正党的党争。

雪藍眼議員：謠言無根據

阿米鲁丁新闻秘书 

法立受询时，驳 

斥撤换大臣的传言，强调 

这是不确实和没有事实根 

据的消息。

雪州公正党署理主席

兼行政议员许来贤也否认 

有关说法，强调“没有撤 

换大臣这回事”。

公正党乌雪区国会议 

员廖书慧受询时则表示， 

这纯属假消息。

傳安華派系拉撼友黨州議員

藍眼醞釀換雪大臣？
(沙亚南7日讯）疑似“暗示”散 

播男男性爱短片主谋的言论惹出祸，消 

息指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的派系与 

支持者，正积极拉拢雪州希盟盟党议 

员，以寻求撤换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星洲日报探悉，属于安华派系的蓝 

眼州议员与领袖，在大约3周起积极约 

见雪州希盟友党的州议员，虽未正式提 

出撤换大臣的提议，但言语间似在为撤 

换大臣铺路，并试图探寻友党议员的口 

风。

至于隶属公正党署理主席兼经济事 
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及阿米鲁丁团队 

的蓝眼领袖和议员，则仍静观其变。

疑暗示散播短片主谋成导火线

阿米鲁丁发表 
“暗示”散播性爱 

短片主谋者的尊贵 

身分言论，触怒安 

华派系支持者。

消息证实，“不满阿米鲁丁”的风向确实存在了 •段时 

日，尤其是被视为阿兹敏“政治徒弟”兼“头号支持者”的 

阿米鲁丁，在性爱短片风波上公开力挺阿兹敏。

此外，阿米鲁丁领导的公正党鹅唛区部，并没有连同全 
国198个区部联署力挺安华出任第8任首相。他也没有与其他 

州公正党主席联署支持安华的领导。

阿米鲁丁甚至曾在祈祷所一场活动演讲时，发表“暗 

示”散播性爱短片主谋者的尊贵身分言论，而触怒安华派系 

支持者，成为“酝酿他被撤换”的导火线。
阿兹敏于去年509全国大选希盟执政联邦后，获首相敦马 

哈迪钦点“上京”，其留下的雪州大臣肥缺，由其指定的阿 

米鲁丁接任，当时已埋下了伏线。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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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党议员集体反对达鲁阿曼水务公司 
(SADA)续约2公司；前左起是阿兹哈、沙努西、 

罗马尼、阿都纳西尔及艾莎_。

“ 鲁阿曼水 

M务公司 

(SADA )若不与北方 

英达水供公司（AUI ) 

及Taliworks水供公司续 

约，选择自行管理6座 

水供滤水站，每年可 
节省高达8000万令吉开 
销〇 ’’

吉州反对党领袖兼 

伊党仁那里州议员莫哈 
末沙努西指出，SADA颁 

发6座滤水站特许经营权 

给那2家私人公司，每年 

需要支付多达1亿4000万 

令吉费用。
他说，SADA本身 

有能力管理和运营有关 
滤水站，不必再假手他 

人，所以与那2家公司的 
合约于明年届满后，州 

政府不应再批准SADA与 

这2家公司续约。

“据统计，吉州共 
有32座滤水站，全权负 

责州内水供的SADA自 

行管理26座，北方英达 

管理5座，而Taliworks 

则管理浮罗交怡的滤水 

站〇，’

沙努西说，拿督斯里 
慕克力于2013至2016年期 

间，在国阵政府时期任大 

臣时也强调，要在二岂十 

年后中止有关公司的特许 

经营权。

促公布是否续约

沙努西说，然而据 

他了解，有关当局目前对 

有关滤水站进行估价，相 

信正在进行重新续约的操

作，所以他希望州政府可 

以对外释疑，公布是否续 

约的立场-

他在州议会午休时， 

联合反对党议员召开新闻 

发布会。
他说，SADA若不续 

约可省很多，也能把那笔 

钱用来缴还债务，包括于 
2013年起需要支付4500万 

令吉给水务资产管理公司 
(PAAB) 〇

W尤州议员阿 

1=1都纳西尔促 

请州政府停止华玲布拉 

山采石场计划，反建议 

推广生态旅游以获得双 

赢，-是保护生态环 

境，免居民受负面影响 

之同时，也能依靠旅游 

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他说，华玲也有 

马共活跃时期的山洞， 

有开发为旅游景点的潜 

能，希望政府不要顾此 

失彼，为小利而带来污 

染〇.

沙努西:若不與2水供公司續約越

“SADA可年省8千萬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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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思健上议员今天发文告
表示，希盟政府也正在探讨数
项管 理 稻米与白米领域的 模
式，包括废除稻米国家稻米公
司的进口垄断，以符合农业及
农基工业部的方向、策略与努
力，并在落实后能够给予更多
其他公司机会参与此行业，让
这些公司能够依据所规定的条
例达致管理并发展国家白米的

需求。
“一个由经济事务部长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的特别委员
会正在研究并探讨不再让国家
稻米公司（Bernas） 垄断白米
进口的方案，为白米进口行业制
定一个新模式，兑现希盟竞选
宣言的承诺。”

也是砂希望联盟秘书的林
思健上议员表示，他个人是接
获关于针对关于稻米与白米入
口开放至少30%量额予国家稻
米公司以外的本地相关工业业
者的建议，而据知当局正在参
考这方面的建议。

他在上个月22日至31日召
开的国会上议院向农业及农基
工业部提问关于政府是否增加
国家白米进准证的数量予国家
稻米公司以外的业者，以让各方
在良性竞争中获益，及政府迄
今为何仍然采取“保护”政策让
该公司垄断稻米与白米进口市
场的必要性提出质问。

他说，农业部在官方答覆
是在稻米与白米领域中， 政府
是基于保障白米这国家的主要

与基本的食物与商品，于是采
取对于控食物链领域的控管。

根据答覆，政府的这项保
护 措 施 主要 是为了保 护本 地
的稻米与白米工业，避免在开
放时导致他们无法与进口米竞
争。国家稻米局也有能力在国
际白米价格骤升时，确保持续
与大量购买与进口白米，及确保
白米供应量充足、安全食用，并
能够维持在合理价格。

这 项 保 护 措 施 对于政 府
而言也有相称的回报，即该公
司（Bernas）必须执行5项社会
义务，包括管理与维持政府规
定的储存量平衡的数量水平，

确保以最低定价向农民收购稻
米，成为农民稻米的最终买家，

管理提供予农民的稻米价格津
贴计划付费，及管理土著工厂
计划。

他希望该特别委员会加快
研究新模式，以符合宣言内不
让此行业继续被一家公司垄断
性经营，并确保符合资格的业
者可以参与稻米业，同时保障
稻米供应符合国民利益。

（美里 7 日讯）政府有意打破国家稻米公司（Bernas）垄
断我国进口市场的情况，而该公司的合约将于 2021 年 1 月届
满，并正在探讨符合国家与人民利益与需求的管理与发展稻米
及白米领域的新模式。

林思健：打破壟斷局面

林思健上议员（右4）日前接受美里油城扶轮社的礼貌拜会。右5是会长曾舜安和理事们。

砂拉越聋哑协会北砂区会会长刘美丽（右3）从林思健（左3）手中接获支持该会将于8月15日至18日
举办的全砂赛事的拨款。

稻米白米領域探討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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