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ementerian Kesihatan tiada kuasa ambil tindakan
Kuala Lumpur: Kementerian Ke-
sihatan tidak mempunyai seba-
rang kuasa bagi menjalankan tin-
dakan penguatkuasaan di premis
Pusat Kawalan Kusta Negara
(PKKN), Sungai Buloh kerana sta-
tus tanah ditukarkan daripada ri-
zab tanah Persekutuan kepada
hakmilikKerajaan Selangor pada
2001.
Ketua Setiausaha Kementerian

Kesihatan, Datuk Seri Dr Chen
Chaw Min, berkata tapak PKKN
itu dicadangkan sebagai tanah ri-
zab Kerajaan Selangor dan akan
didaftarkan atas nama Setiausa-
haKerajaanNegeri (SUK) Selang-
or.
Sehubungan itu, katanya, seba-

rang tindakan penguatkuasaan
susulan wujud kes pencerobohan
didalangi warga asing yang men-
jalankan kegiatan penanaman po-
kok hiasan di kawasan terbabit
seperti dilaporkan media hanya

akan dilaksanakan Kerajaan Se-
langor selaku pemilik tanah.
“Selain itu, cadangan pewarta-

an PKKN sebagai Warisan Ke-
bangsaanmengikutAktaWarisan
Kebangsaan 2005 (Akta 645) dan
seterusnya sebagai Tapak Wari-
san Dunia Pertubuhan Pendidi-
kan, Sains dan Kebudayaan Per-
tubuhan Bangsa-Bangsa Bersatu
(UNESCO) tidak membenarkan
sebarang tindakan perobohan
struktur.
“Hal ini memandangkan perun-

tukan mengikut UNESCO meng-
gariskansupayastrukturasal per-
lu dikekalkan bagi memenuhi ke-
perluan pewartaan tapak warisan
berkenaan,”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di sini, semalam.
Kelmarin,BHmendedahkan se-

lepas tiga tahun pencerobohan
pendatang asing di PKKN dide-
dahkan akhbar ini, keadaan ter-
kini tidak menyaksikan banyak

perubahan apabila masih ada ke-
giatan perusahaan penanaman
rumput dan nurseri.
Pekerja warga asing pula di-

percayai menyusup ke negara ini
tanpa permit sah dengan majo-
ritinya dari Indonesia dan seba-
hagian kecil ialah warga Bang-
ladesh.
Wartawan BH yang meninjau

kediaman bekas pesakit kusta ju-
ga mendapati ia masih berpeng-
huni, dipercayai dijadikan tempat
berlindung warga asing berkena-
an.
Perdana Menteri, Tun Dr Ma-

hathir Mohamad, kelmarin, dila-
porkan berkata, kerajaan akan
mengambil tindakan tegas terha-
dap pihak menceroboh tanah di
kawasan PKKN, malah wujud pe-
langgaranundang-undangolehpi-
hak terbabit.
Dr Chaw Min berkata, PKKN

yang diwujudkan selaras Enak-

men Kusta 1926 dan siap dibina
pada 1930 ketika era pemerinta-
han Kerajaan British pernah di-
cadang untuk dirobohkan kerana
beberapa kemudahan berkenaan
gagalberfungsi, selainmengalami
kerosakan dan tidak diperlukan.
Bagaimanapun, katanya, cada-

ngan itu ditangguhkan susulan
tapak PKKNdicadangkan sebagai
Tapak Warisan Kebangsaan dan
Tapak Warisan Dunia UNESCO.
“Kementerian Kesihatan me-

ngambil maklum mengenai isu
pencerobohan ini dan akan me-
ngambil langkah sewajarnya bagi
membantu pihakberkaitan dalam
usaha menyelesaikannya.
“Kita juga bersedia memberi-

kan bekerjasama dengan ma-
na-mana pihak bagi memastikan
tapak PKKN itu dapat dipulihara
sebaiknya dan dijadikan Warisan
Kebangsaan serta Tapak Warisan
Dunia UNESCO,” katanya.

Sebarang
tindakan

penguatkuasaan
susulan wujud
kes pencerobohan
didalangi warga asing
yang menjalankan
kegiatan penanaman
pokok hiasan
di kawasan itu hanya
akan dilaksanakan
Kerajaan Selangor
selaku pemilik tanah.
Dr Chen Chaw Min,
Ketua Setiausaha
Kementerian Kesiha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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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pertimbang beri
RM500 untuk pesakit tibi
Insentif boleh
digunakan bagi
dapat sesi
rawatan selama
enam bulan
Oleh Norzamira Che Noh
bhnews@bh.com.my

Shah Alam: Kerajaan negeri per-
timbang insentif sebanyak RM500
kepada pesakit tibi supaya me-
reka boleh mendapatkan sesi ra-
watan selama enam bulan.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

ri, berkata pihaknya juga perlu
memikirkan tindakan susulan
supaya penyakit tibi dapat dice-
gah terutama dalam soal sikap
masyarakat ke atas gaya hidup
seharian.
“Itu (cadangan berkenaan)ma-

sih dalam penilaian kita sebab
baru dengar hari ini. Jika ia
berkesan dan sebagainya, perlu
ada susulan pada peringkat ke-
rajaan negeri untuk mengawal
sertamenanganimasalah penya-
kit tibi,” katanya kepada pem-
berita selepas sesi Dialog 2020
dengan temaMembudaya Komu-
niti Sihat Ke Arah ‘Selangor
Maju Bersama’ di Hotel Concor-
de, semalam.
Beliau berkata, aspek kesiha-

tan antara yang bakal diberikan
tumpuan dalam belanjawan ta-
hun hadapan dan kerajaan ne-
geri akan menilai semua pan-
dangan yang dikemukakan.
Cadangan pemberian insentif

itu dikemukakan Timbalan Pen-
garah Kesihatan Negeri (Kesiha-
tan Awam) Jabatan Kesihatan
Negeri Selangor, Dr B Venugo-
palan ketika sesi pembentangan
pertama mengenai penyakit tibi.

DrVenugopalan berkata, pada
2018 Selangor merekodkan 5,071
kes dengan 367 kematian dan
daripada jumlah itu, 553 kes
atau 11 peratus daripadanya ci-
cir rawatan selama enam bu-
lan.
“Kesedaran terhadap penyakit

tibi perlu dipertingkatkan supa-
ya rakyat lebih peka dan men-
cegah lebih awal khususnya apa-
bila membabitkan penyakit ber-

jangkit,” katanya.
Beliau berkata, lebih membim-

bangkan ada antara pesakit tibi
gagal menyempurnakan sesi ra-
watan yang perlu dijalani selama
enam bulan.
Jelasnya lagi, kemiskinan, ke-

lewatan melakukan ujian sari-
nganawal, peningkatangolongan
warga emas dan pemakanan an-
tara faktor peningkatan jumlah
pesakit tibi.

Amirudin bersama tetamu selepas sesi Dialog 2020 ‘Membudaya Komuniti Sihat Ke Arah Selangor Maju Bersama’
di Shah Alam, semalam. [Foto Sairien Nafis/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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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hNaqibNor Said
naqib@bh.com.my

Kuala Lumpur: Saingan Piala
Sultan Selangor 2019 yang me-
nyaksikan dua musuh tradisi,
Selangor dan Singapura beren-
tap pasti menjanjikan aksi men-
arik dan epik apabila kedua-dua
pasukan akan menampilkan ba-
risan terbaikmasing-masing.
Pengerusi Piala Sultan Selan-

gor 2019, Tan Sri Abd KarimMu-
nisar berkata, pihaknya yakin
peminat yang menyaksikan per-
lawanan di Stadium Shah Alam,
24 Ogos ini pasti terhibur den-
gan aksi menarik dan berkuali-
ti yang diperagakan kedua-dua
pasukan.
“Saya difahamkan Pilihan

Selangor kali ini berteraskan
kepada pasukan Liga Super Se-
langor dengan nama besar yang
beraksi termasuk Amri Yahyah
danMohd Faiz Nasir.
“Bagaimanapun, jurulatih (B

Sathianathan) akan memanggil
beberapa pemain PKNS FC un-
tukmemantapkan lagi pasukan.
“Begitu juga dengan Pilihan

Singapura yang menggabun-
gkan beberapa pemain kelab
Singapura sekali gus saya yakin
pertembungan ini pasti menya-
jikan aksi menarik dan mende-
barkan seperti edisi sebelum

ini,”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keti-

kamengunjungi PengarangKum-
pulan BH, Khaidir AMajid di Ba-
lai Berita semalam. Hadir sama
Pengarang Eksekutif, Komersial
dan Ehwal Semasa BH, Datuk
Ahmad Zaini Kamaruzzaman
danYangDipertuaMajlis Perban-
daranAmpangJaya,DatukAbdul
HamidHussein.
BH adalah media rasmi Piala

Sultan Selangor.
Selain pertembungan Pilihan

Selangor dan Singapura, Piala
Sultan Selangor juga menjadi
platform terbaik buat peminat

mengimbau nostalgia apabila tu-
rut membabitkan pertarungan
antara Veteran Selangor menen-
tang Veteran Singapura.
Antara pemain yang akan

memperkuatkan Veteran Se-
langor adalah legenda Soh Chin
Aun, Khalid Ali, Azlisham Ibra-
him danAsmawi Bakiri.
Menurut Abd Karim, sambu-

tan peminat untuk edisi ke-18
kali ini dilihat agak member-
angsangkan selepas 40,000 tiket
terjual setakat ini.
Katanya, pihaknya juga men-

galu-alukan orang ramai untuk
membanjiri Stadium Shah Alam

kali ini dengan hadiah cabutan
bertuah berupa kereta Honda
City dan motosikal Harley Da-
vidsonmenanti pemenang.
Sejak dianjurkan pada 2001,

Pilihan Selangor menjuarai Pi-
ala Sultan Selangor sebanyak
lapan kali dengan Pilihan Sin-
gapura menghimpun tujuh trofi
kemenangan.
Pada edisi tahun lalu, Selan-

gor menyapu bersih semua kate-
gori yang dipertandingkan iaitu
Piala Sultan Selangor, Piala Ve-
teran dan Piala Cabaran Seko-
lah Singapura-Selangor Bawah
16 Tahun.

Selangor, Singapura
turun barisan terbaik
Peminat bola
disajikan aksi
menarik

Piala Sultan Selangor

Khaidir menerima tiket perlawanan daripada Abd Karim (tiga dari kanan) sambil diperhatikan Ahmad Zai-
ni (kiri), Abdul Hamid (dua kanan), AJK Piala Sultan selangor, James Lee dan Pegawai Media, Necia Abdullah
(kanan) di Balai Berita NSTP, Bangsar. (Foto RosdanWahid/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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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   Pejabat Bergerak 
Shah Alam On Wheel  (SAOW) akan 
beroperasi di tempat letak kereta 
Aeon Shah Alam Seksyen 13 pada 
Sabtu ini bermula jam 11 pagi hingga 
5 petang.

Inisiatif Majlis Bandaraya Shah 
Alam (MBSA) itu bertujuan memu-

dahkan urusan orang ramai.
MBSA dalam kenyataan semalam 

berkata, SAOW adalah untuk me-
nambah baik sistem penyampaian  
melalui konsep turun padang.

“SAOW merupakan platform 
yang disediakan oleh MBSA untuk 
memudahkan orang ramai berurusan 

pada hujung minggu tanpa perlu ha-
dir ke kaunter.

“SAOW menyediakan kemudah-
an perkhidmatan  semakan dan pem-
bayaran cukai taksiran, semakan dan 
pembayaran kompaun tempat letak 
kereta, kaunter aduan dan jualan ku-
pon parkir,” katanya.

Temui SAOW di Seksye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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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m takraw MAKSAK Selangor meraikan kejayaan menjuarai sepak takraw MAKSAK Kebangsaan 
2019  di Stadium Negeri, Kuala Terengganu, baru-baru ini.

SELANGOR  membuktikan mereka 
dalam kelas tersendiri apabila menju-
arai sepak takraw Majlis Kebajikan Dan 
Sukan Anggota-Anggota Kerajaan Ma-
laysia (MAKSAK) Kebangsaan 2019 
yang berlangsung di Stadium Negeri, 
Kuala Terengganu, baru-baru ini.

Tampil dengan reputasi naib juara 
pada edisi 2018 Selangor yang sebelum 
itu menyingkirkan Sabah 2-1 untuk 
mara ke final  tidak berdepan masalah 
menjinakkan jiran tertangga Kuala 
Kumpur 2-1 untuk menjulang kejua-
raan kali ini.

Mengulas pencapaian kem takraw 
Selangor di Terengganu kali ini, pengu-
rus pasukan Ahmad Hasan berkata, 
beliau amat berbangga dengan komit-
men diberikan pemain dalam misi me-
raih kejuaraan berkenaan.

“Alhamdulillah, kejayaan ini adalah 
hasil gigih kerja keras semua pemain 
yang bermula selepas kita naib juara 
pada 2018, ketiga pada 2017 dan 2016

“Pemain pula bermain tanpa tekan-
an, enjoy dan ikut arahan coach, dan 
strategi percaturan regu dan juga reze-
ki” katanya yang juga pemain bersama 
MAKSAK Selangor selama 20 tahun.

Tambah manis lagi kejayaan Sela-
ngor lebih bermakna apabila dua pe-
mainnya dinobatkan Tekong Terbaik 
Kategori Terbuka iaitu Mohd Idham 
Sulaiman dari Majlis Perbandaran Su-
bang Jaya (MPSJ) dan Apit Kanan Ter-
baik Kategori Veteran iaitu Moham-
mad Razizi Midin dari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UPM).

Edisi kali ini menyaksikan  tiga ka-
tegori dipertandingkan dengan katego-
ri berpasukan terbuka melibatkan Regu 
A dan Regu C manakala Regu B pula 
Regu Veteran 40 tahun ke atas.

Sebahagian pemain menyertai edi-
si kali ini adalah pemain kebangsaan 
beraksi pada Sukan Asia 2018 dan yang 
akan beraksi di Sukan SEA 2019 
Filipina.

MAKSAK 2019: Selangor libas Kuala Lump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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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to benefit 
from new Klang bus 
route 
>4 

12 Events STARMETRO, WEDNESDAY

New route 
a boon for 
five schools 
Students in Meru and Kapar 
can reduce transportation 
cost by using free bus service 

Zailani (right) discussing the free bus route with Norhayati. - Photos: 
EDWARD RAJENDRA/The Star 

By EDWARD RAJENDRA 
ed wa rd @thestar.com. my 

WHEN, the school term resumes 
next week, students from five 
schools in Meru and Kapar will 
benefit from free rides via the 
Klang Municipal Council's (MPK) 
Smart Selangor free community 
bus service. 

The Klang Sentral-Meru-Kapar 
route covers 23.6km with 35 stops 
that go past four schools - SK 
Meru, SMK (P) Kapar, SM Tengku 
Idris Shah Kapar and SRA Pekan 
Meru in Persiaran Hamzah Alang 
as well as SJK (C) Tiong Hua Kok 
Bin along Jalan Meru. 

It is part of MPK's sustainable 
transport planning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cars on the road. 

MPK Town Planning Department 
director Zailani Panot said school 
buses kept more cars off the 
road, reducing traffic jams and 

carbon emissions. 
"Our free bus can help students 

get to school on time and families 
to save money (on transport). 

"With the escalating cost of liv-
ing, savings from using free public 
transportation will come in handy," 
he said. 

The department's public trans-
port unit urban planner Norhayati 
MohdTadzim said two buses start-
ed to service the route on Aug 1, 
with a 30-minute frequency. 

"If students take the free bus to 
school, it results in less congestion 
on the road daily, especially within 
school zones," she said, adding that 
the free buses operate from 
Monday to Sunday between 6am 
and 10pm and were equipped with 
WiFi and LED monitors. 

The buses are also designed to 
cater to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hrough priority seating. 

The annual cost to operate the 

MPK Klang-Meru-Kapar free bus route 

free bus service is RM575,240 and 
there are plans to add extra buses. 

MPK and Wawasan Sutera 
Travel and Tours Sdn Bhd are 
managing the bus service and driv-
ers. 

Meru assemblyman Mohd 
Fakhrulrazi Mohd Mokhtar said 
the free bus service would benefit 
the B40 group tremendously. 

"The free bus service will 
alleviate their financial burden in 
providing transport for their 
school-going children," he said. 

Bus driver Zulkifli Mohamed Isa, 
34, said they had seen a gradual 
increase in ridership since the free 
bus service was introduced along 
the route. 

He added MPK should also 
conduct an awareness campaign at 
all five schools to boost ridership 
among students. 

Klang Sentral/ 
Persiaran Klang Sentral 

Klang Sentral Commercial Centre/ 
Jalan Haji Abdul Manan 

Able Link Industrial Area/Jalan Meru 

Taman Meru Selatan/Jalan Meru 

Taman Meru Jaya/Jalan Meru 

Taman Mutiara/Jalan Meru 

Pekan Meru Selatan/Jalan Meru 

SJK (C) Tiong Hua Kok Bin/Jalan Meru 

Taman Seri Putri/Persiaran Hamzah Alang 

Taman Meru Mulia/Persiaran Hamzah Alang < 

Taman Meru Indah/Persiaran Hamzah Alang > 

SK Meru/Persiaran Hamzah Alang 

Taman Kapar Ria/Persiaran Hamzah Alang 

Pasaraya Econsave/Persiaran Hamzah Alang 

SMK(P) Kapar/Persiaran Hamzah Alang • 

SM Tengku Idris Shah Kapar/ i 
Persiaran Hamzah Alang 

Pos Kapar/Jalan Kapar1 

Masjid Al-Ansar Pekan Kapar/Jalan Kapar1 

The route 
A 

1 Klang Sentral Commercial Area/ 
Jalan Haji Abdul Manan 

> Taman Meru Selatan/Jalan Meru 

» Taman Meru Jaya/Jalan Meru 

> Taman Mutiara/Jalan Meru 

i Pekan Meru Selatan/Jalan Meru 
1 SJK (C) Tiong Hua Kok Bin/Jalan Meru 
1 SRA Pekan Meru/Persiaran Hamzah Alang 

> Taman Saujana Meru/Persiaran Hamzah Alang 

> Taman Meru Harapan/Persiaran Hamzah Alang 
1 SK Meru/Persiaran Hamzah Alang 

> Taman Kapar Ria/Persiaran Hamzah Alang 
1 Pasaraya Econsave/Persiaran Hamzah Alang 

> SMK(P) Kapar/Persiaran Hamzah Alang 
1 SM Tengku Idris Shah Kapar/ 

Persiaran Hamzah Alang 

» Pos Kapar/Jalan Kapar 

Pekan Kapar Commercial Centre/Jalan Kapar 
1 Taman Seri Kerayong/Jalan Kapar 

Zulkifli says a ramp has been fitted to the bus for use by the dis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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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identifies health as 
core area for next year's budget 
By BRENDA CH'NG 
brenda@thestar.com.my 

HEALTH is one of the four core 
areas that the Selangor govern-
ment will focus on when drafting 
the state budget for next year. 

Other areas are education, econ-
omy and safety. 

"We want to conduct a thorough 
study and look into these areas in 
greater detail," said Selangor 
Mentri Besar Amirudin Shari 
during a dialogue on health. 

He added that the four areas 
were identified based on issues 
experienced in previous years that 
needed to be looked at. 

During the dialogue, the latest 
outbreak of dengue and 
tuberculosis (TB) as well as mental 

health among youths were 
discussed. 

Last year, Selangor recorded the 
highest number of TB cases nation-
wide with 5,071 reports, including 
357 deaths. 

Proposals were made for the 
state to make TB medication more 
accessible to the public and raise 
awareness. 

Participants also urged the state 
government to set aside RM500 per 
patient to cover transportation 
among other expenses for TB 
patients over six months. 

Every TB patient is required to 
undergo treatment for six months, 
and the hassle of making trips to 
the hospital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a majority of patients do not 
complete the course. 

There was also a suggestion for a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state 
government and private clinics for 
medication to be distributed at 
their premises so that patients 
would not have to travel to 
government hospitals or clinics. 

"We will study the feasibility of 
giving RM500 per patient and ways 
to prevent and bring down the 
number of TB cases," said 
Amirudin. 

He added that the state was also 
keen to carry out preventive 
programmes to bring down the 
number of TB and dengue cases 
and address mental health issues 
among youths. 

"We can set aside millions to 
treat those in need but it's time we 
set aside funds for prevention too. 

AEMBUDAYA KOMUNITI SIHAT KE ARAH 
"SELANGOR MAJU BERSAMA" 

C O N C O R D E Hi 
.00 PAGI 

IGOS 201? 
1AH ALAM 

(AH H A RI 

(From left) Selangor Health Department director Datuk Dr Khalid Ibrahim 
moderating the state's budget dialogue together with Amirudin and Dr 
Siti Mariah. 

"We will also revisit Skim Peduli 
Sihat (Selangor's health scheme) 
medical card to see if there is a 
need to increase funding," he said. 

There are over 60,000 registered 
families under the scheme who are 
eligible for free healthcare. 

Last year, RM43mil was spent on 
this scheme and another RM25mil 

since January this year. 
Also present at the event was 

Selangor health, welfare, women 
and family empowerment commit-
tee chairman Dr Siti Mariah 
Mahmud. 

"This year, RM21mil was 
allocated by the state for health-
related programmes," she said. 

fudin bin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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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屆電商獎比賽開跑

©吸别通120人参赛
(巴生I3日讯）雪州科技与电子商 

务委员会（SITEC)举办的第4届电商： 

奖比赛开跑了，预计吸引超过120名 

参赛者参与，赢取总额高达2万5000 

令吉现金及其他的奖品。

该理事会自2016年开始举办 

这个比赛，连续3年都获得良好 

回响，并已在7月29日至8月23 

曰期间接受报名。
配合2019年雪兰莪精明城市 

峰会，颁奖典礼于10月13曰， 

在国际贸易会展中心举行。
第4届电商奖颁奖礼推介里今 

曰由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 

推介，其他出席嘉宾尚有雪州 

科技与电子商务委员会总执行 

长杨凯斌、总经理卢传文、理 

事蔡凯旋、执行员沙尔曼、雪 

州科技与电子商务委员会学院 

董事吴文彬和雪州投资促进机 
构（Invest

Selangor)总执行长拿督哈

山。

邓章钦指出，透过电子商务 
教育OnlinelOO和ApplOO，培育 

了 450个自产自销的中小型企 

业。

他说，这些中小型企业通过 
逾8万5000个订单，创下1090万 

令吉销售收入佳绩。

助電子商務發展

他直言，电子商务在近几年 

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雪 

州政府通过开展多项措施，帮 

助电子商务在州内的发展，尤 

其是雪州科技与电子商务委员 

会的教育和过度计划。

他说，雪州科技与电子商务 

委员会以电子商务课程闻名， 

提供企业家和传统的实体企业

■第4届电商奖比赛开始接受报名，欢迎符合资格的电商参与；前排左起沙尔曼、 

吴文彬、哈山、邓章钦、杨凯斌、蔡凯旋和卢传文。

是了解更多有关电子商务的途径。
“自2015年以来，已有超过5500人参与 

其中，并继续致力于接触和教育更多个人 
或企业a ”

他说，雪州科技与电子商务委员会学院

提供超过200个电子商务学习资源，包括 

影片、幻灯片，而这些都能在线上免费学 

习。
欲知更多比赛详情，可以浏览https:// 

www.sitec.com.my/topecm2019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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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事故，例如车祸，危害他人安全。

漢g指出，有关法案预 
I计最快将在明年提呈至 
f州议会讨论及通过。

他说，目前一切商在 
草拟的阶段，还未有进一 

步的详情。
“但肯定是会提高罚款

及惩罚，因为现有的法令 
不足以对付乱丟垃圾和破
坏环境的垃圾虫，进而善 
11 ”

他接受€中国报》电访 
时，这么指出。

黄思汉说，除了一般路 
边、后巷的垃圾，州政府 
也很关注非法垃圾场内所 
丟弃的工业垃圾，因为没 
有获得妥善的处理而制造 
出严重的环境问题。

(吉隆坡1S日讯）刑 
F高，“垃圾虫”依 

旧冥顽不灵，不把条例
放在目艮力

雪州各k方政府虽然依据需求针对卫生问题

更新执照的风险。
“当然我们不敢说所有承包商都做到1〇〇 

分，但我们会加以监督，很多时候，就算承包 
商收了垃圾，不到一阵子，又有一堆垃圾出 
现，是人的问题，很多人都缺乏保持环境卫生

林淑

采取取缔工作，但或因为惩罚不严厉，“垃圾 
虫”依旧乱丢垃圾。

雪州政府基于现有地方政府法令无法有效管 
制卫生及垃圾问题，将提呈一套新法案，扩大 
管制范围及提高惩罚，并适用于全雪州各县 
市，确保雪州环境卫生能真正达标。

《中国报》记者针对有关课题电访各市议 
员，他们都期待新法案的诞生，以进一步管制 
区州的卫生及垃圾问题。

他们说，目前各地方政府也很积极管制卫生 
及垃圾问题，包括确保垃圾承包商有依据时间 
进行服务，一些不达标的承包商也会面对不被

白勺意i只。”

fiid说，地方政府的执法单位也会不定时采 
取取缔行动，包括突击不达标的餐馆，然而， 
在开出罚单，甚至展开查封行动后，还是有小 
部分餐馆的卫生问题不获改善。

“大家都知道是不合法的，不能霸占后巷进 
行洗碗碟、甚至是煮食的活动，但还是有者冥 
顽不灵。”

其中，安邦再也市议会预计将在本月的常月 
会里，通过对付垃圾虫的提案，即民众若成功 
抓到垃圾虫，可获奖励，惟奖励数额未定。

人們態度問題

四

★安邦再也市议员蔡耀宗

处丢垃圾最主要还是人们的态度问题，我们常常处理 
的是路边垃圾、后巷垃圾，包括执法单位不时取缔在 

后巷洗碗碟，甚至是起了灶炉煮食的业者。
惟有的业者会向我们求情，要求时间去善后，我们给予 

通融后，情况依旧，还是冥顽不灵，所以需要一套更有力 
的法令去对付他们。

但在等待州政府拟定一个统一的新法令前，我们会在8月 
的常月会议里通过一项新的提案，即对付垃圾虫，民众若 
成功抓到垃圾虫，可获奖励，惟奖金仍在讨论中。

希望加重刑罰

我

★巴生市议员黄智荣

们首先监督承包商是否有进行他们的职务，但根据 
了解，有的地区的垃圾问题严重，就算承包商清理 

了，不一会儿又有垃圾堆，这说明了人们的态度。
早前我们也有到卫星市取缔行动，关闭了 n间卫生不 

符合规格的餐馆，但重新开业后，还是有业者重犯，冥 
顽不灵，只为了方便自己。

如果我们已做了教育的部分还是不见改善，我们也希 
望州政府加重刑罚，才能让业者觉醒，做好卫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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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黄金期。

■吉胆岛在过去一个多月，接连面对断水、水压低及水质偏黄等问题，所幸水供及时恢复，赶上旅

■直到今天为止，一些地区的水压依旧偏低。

局志蒙 (巴生I3日訊）断水“断不了”游客兴致，吉胆 

岛过去1个多月来，一再面对断水、水压低及水质偏 

黃等问题，惟过去3天连假还是吸引逾上万人入岛观光，民宿更是连续 

2个晚上爆满！

该岛刚好于周六UO曰）的人潮高峰 
期首曰恢复水供，但是大部分地区依旧 
水压偏低，因此受影响的民宿和酒店业 
者忙于“搬水”应急，确保游客有水可 
用，最终总算“惊险”赶上这趟旅游黄 
金耳月〇

'部°分业者受询时向《中国报》记者指 
出，该岛水供及时恢复，但是由于住宿 
游客太多，因此水压偏低的问题带来困 
扰。

“所幸，不少岛民或业者一:直以来有 
储水习惯，包括雨水，因此我还可以从 
这些大水槽搬水到民宿或酒店，否则肯 
定水不够用。”

靠大水槽“救命”

他们说，如果没有这些大水槽“救 
命”，肯定难以应付今次庞大的游客 
量，而且岛民也可能一早就没水可用 
了。

另外，吉胆岛乡村管理委员会主席蔡 
全智受询时向《中国报》记者指出，刚 
过去的3天哈芝节连假，该岛累积游客 

人次估计上万人。
他说，今次断水肇因，当局及时于上 

周六（10日）找到源头，原来是靠近 
二条港的一截大水管破裂，导致该岛断

“不过，水供公司在查获源头后，马 
上漏夜展开维修工作，并于当天凌晨便 
恢复水，虽然还有一些地区水压偏低， 
但该岛总算在连假时期恢复水供，因此 
还来得及赶上‘连假列车’。”

他说，早年假期遇上断水或大涨潮， 
确实会影响旋客入岛人数，惟今次问题 
及时解决，因此该岛的旅游业也没有受 
到太大冲击。

他说，一些游客是半日游，并没有过 
夜，因此他们也不担心水供问题。

雪隆上个月初面临多次水供中断问 
题，惟过后全雪州水供皆全面恢复正常 
后，唯独吉胆岛成为“漏网之鱼”，全 
岛水压偏低，位于岛尾的“潮州村”更 
因位置偏远，断水近一个月时间，涉及 
约200户、逾千名岛民。

过后，当地水供终于恢复，但是才数 
天时间又再断水，过后查证是二条港大 
水管破裂，令到岛民叫若连天。

针对该岛频频断水的问题，水供公司 
也采取对应措施，除了马上维修破裂 
水管外，也设法増加该岛的水压，让该 
岛水供及时恢复正常，该公司也会严密 
监督该岛水供，避免一再为岛民带来困 
扰。

■一些业者和岛民自备小型发电 

机，可以应付短暂的断电问题。

I
Kqpa nwvsjn KominMi Kampunq rfrQiil letan«ar
fVwi<f«ing Maa V«Um|

«kpdt !)«««■

■ 一旦断电，餐馆内便会一片漆黑，难以正常做生意。

■蔡全智：3天哈芝节连假， 

吉胆岛累积游客人次估计上万
曰又再斷電12小時

■岛民感叹若不是有类似大水槽“救命”，肯定难 

以应付今次庞大的游客量，岛民一早也没水用了。

_j皮未平、一波又起，吉胆岛刚解决了水 
供问题，周三日）又将面临断电I2 

小时的窘境。
蔡全智希望，国能能够依照时间表，在12 

小时内完成提升工程，避免逾时，否则该岛 
岛民继水供问题后，又得面对电供问题。

“我相信，只是断电半天并不会造成太大 
影响，但是太久的话，便会带来问题。”

他说，一旦停电，除了天气炎热，餐馆也 
会一片漆黑，不过由于该岛也曾试过多次断 
电的问题，因此一些业者和岛民也自备了小 
型发电机，可以应付燃眉之急。

根据国能文告，吉胆岛和五条港将于周三 
(W曰）早上7时至晚上7时，中断电供I2个 

小时，以便为巴生港口地区主要变压站进行 
提升工程，届时该岛两个渔村，预料约1500 

名用户，受到影响。

如1_ )

分农岛的iiuff铒只D rams年s月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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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管会转发国能文告，提醒 

岛民该岛将于明天断电12个小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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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3日讯）行动党文冬区国会 
议员黄德强调，他坚决反对莱纳斯在我 
国继续营运，并感激党领导层接受其看 
法，即便没说明党立场为何，他却语重 
心长说了句：“我们的斗争将越来越艰 
难！”

他称，已尽力向党传达人民心声，并 
感激党接受其看法，他也获得各层面支 
持，并指行动党将在莱纳斯课题上站在 
同一阵线。

“我将带领人民继续抗争，不管内阁 
在本月15日作出什麽决定，目前我们已 

准备好面对艰难斗争，人民斗争也会越

我們鬥爭越來越艱難”
黄德今晚出席行动党莱纳斯汇报会后指 

出，若他与政府立场不同，他将以后座议 
员身分继续斗争，确保我国不会沦为“辐 
射垃圾场”，永久祸害下一代子孙。

“身为后座议员，我明白人民感受，也 
知道大多数国会同僚与我在同一阵线，我 
们将收集后座议员支持，确保人民心声传 
达至内阁。”

询及这是否意味著内阁决定将与其立场 
相左，黄德强调，他只是说“如果”，并 
重申要求莱纳斯立即停止营运，因为后者 
没符合更新执照的条件，即至今未鉴定永 
久废料储存槽地点。

至于党是否与他达成共识，黄德说，他 
已向党清楚解释，党也对其看法表达支 
持；至於行动党是否已议决将莱纳斯踢出 
大马，他仅说，这将等待相关部长2天后宣

° “但截至目前，我接获各阶层支持我的 
立场，包括部长。”

楊美盈：明曰發聲明
^■二^动党周二（1S日）晚上在行动党总部 

1」召开莱纳斯汇报会，但行动党副宣 
传秘书兼能源、科技、科学、气候变化及 
环境部长杨美盈仅说，将在本月15日发声 

明，并没有透露汇报会内容。
该汇报会在晚上8时开始，并在约10时30 

分结束，林冠英和杨美盈在汇报会结束准 
备离开时，微笑面对媒体追问，而林冠英 
仅披露，汇报会非常顺利，各造都在会上 
相互交流意见，并由杨美盈负责汇报。

杨美盈则说，该党已完成讨论，并将由 
相关机构在8月15日宣布内阁议决，她也会 

在同日发布声明。
不过，媒体多次追问本次汇报会是否有 

达成共识，林冠英和杨美盈都三缄其口。
出席汇报会的领袖包括行动党主席陈国 

伟、资深领袖林吉祥、署理主席哥宾星、 
副主席张健仁及古拉，副秘书长郭素沁、 
组织秘书陆兆福、宣传秘书潘俭伟、政治 
教育局副主任王建民、国际秘书张念群、 
雪州议长黄瑞林等。

止营运。

黃德堅決反對萊納斯

■陈国伟出席行动党莱 
纳斯汇报会。

■ “愤怒伯”吴金成到 
行动党总部与林冠英进 

行闭门会谈，但他没透 
露会谈详情。

来越艰难，因为我们必须与内阁决定对 
抗。

问及何谓“艰难斗争”，他说，若内 
阁批准莱纳斯继续营运，全国人民就必 
须站出来抗议，并预计更多人会站出来 
反对。

■陆兆福出席行动党莱纳 ■林吉祥出席行动党 
斯汇报会。 莱纳斯汇报会。

劉天球：若萊納斯續營運將抗議
^•二^动党中委刘天球指 

1 J出，若政府允许莱纳 
斯继续营运，他与反莱纳 
斯人士将作出各种抗议行 
动，包括采取法律行动， 
起诉莱纳斯污染环境及不 
遵守条规等。

他强调，有关法律行动 
并不代表行动党，而是由 
一群反对莱纳斯的人发 
起，他将以个人身分与他 
们站在同一阵线；至于这 
群人还包括谁，他则拒绝 
评论，仅说：“到时你就 
矢口道了”。
I “我们°的团队发现莱纳 

斯自营运以来，重金属已 
污染了地下水，这些都会

通往河流并直接流到海 
洋，幸好关丹人民没有依 
赖该条河流提供食水。”

刘天球出席汇报会后受 
访时强调，首相敦马哈迪 
完全没理由让莱纳斯继续 
营运，并认为莱纳斯在大 
马绝无容身之处。

询及有否在会议中提出 
自身看法，刘天球笑说：

“我通常都会”；至於 
会议的讨论内容，他则拒 
绝置评。

此外，黄德也透露，目 
前正与数名律师处理起诉 
莱纳斯的程序；他们2人 

也将参与本周末举行的 
818反莱纳斯大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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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努阿里（右2起）移交大马机场21周年书册绐马哈迪，左起为阿米鲁丁、陆 

兆福和拉惹阿茲米。

隆國際機場仍具發展潛力
哈迪早前致词时说， 

1吉隆坡国际机场及周 
边仍具有庞大发展潜力， 
未来的项目预计将包括飞 
机零件生产及组装的航空 
工业及宇航工业。

询及政府将如何发展该 
机场所拥有100平方公里的

地库时，他指出，政府已 
接获关於机场未来发展的

他说，°吉隆坡国际机场 
原本的发展计划，就是在 
实现每年接待2500万人次 

乘客後，即兴建第二个卫 
星大楼，因此当时并没

有预见廉价航空将蓬勃发 
展。
~°“随著廉价航空蓬勃发 
展後，吉隆坡国际机场也 
因此兴建第亡终站。” 

他提及，机场原本的计 
划规划，就是将通过2个终 
站及4个卫星大楼，实现每 
年接待1亿2500万人次乘客 

的目标。

■结作
林束说
冠后明
英，。

面 
右对 
起媒 
y体 
及镜 
杨头 
美微 
盈笑 
在， 
汇但 
报没 
会多

■黄德表明将继续 

抗争要求莱纳斯停 
止营运。

敦沒批准政府機構

力投資第三國產車

(雪邦1S日讯）首相敦马 

哈迪今日声称，他并没有批 
准政府机构投资第三国产车 
计划。此前，政府曾多次强 
调，不会将公款注入第三国 
产车计划，

“我没有批准此事，但事情已经完成 
(things have been done)，所以我没 

有什麽要说。”
国€贸易k工业部长拿督达勒雷京早前 

宣布，新国产车计划将於2021年3月推介 
首款汽车，该项计划将由DreamEDGE私人 

公司负责主导开发。
随後马华总会长兼亚依淡区国会议员拿 

督斯里魏家祥批评，财政部长林冠英在第 
三国产车课题上，打脸政府不用人民的钱 
推行计划，指出DreamEDGE私人有限公司

100%股权，为政联公司大马政府高科技 
工业集团（MIGHT)所拥有。

马哈迪出席吉隆坡国际机场21周年活动 

後，在记者会上针对此课题做出回应。
“我认为，这是因为DreamEDGE私人有 

限公司已经完成很多事项，看起来相当具 
备能力。”

他认为，许多政府机构看到有前景的计 
划，都会想要分一份義。

出席者为交通部长陆兆福、雪州大臣阿 
米鲁丁、大马机场控股主席丹斯里再努阿 
里与总执行长拉惹阿兹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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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双：人民 

应加强协商与沟 

通，消除猜忌。

(吉隆坡13日 

讯）妇女、家庭及 
社会发展部副部 
长杨巧双呼吁人 
民，勿坠入因本身 
的恐惧而指责他人 
的“镜像效应”陷 
阱。
k强调，在促成 

更具包容性的新马 
来西亚，人民之 
间应加强协商与沟 
通，以消除彼此间 
的恐惧与猜忌。

“有些人害怕建 
筑物上的十字灯 
光、部长办公室内 

的华文书法，也有人恐惧爪夷文。 
这是‘镜像效应’，将我们谴责的 
恐惧，加诸他人身上。”

杨巧双也是行动党泗岩沬区囯会 
议员。她今日在面子书贴文指出， 
我国在愤怒与失望的情绪中迎接国 
庆曰与马来西亚日，因此她祈望马 

来西亚能成功铲除贪污，以及为新 
的中庸马来西亚人祈祷。

被極端思想困擾

“新马来西亚仍被509大选后残留 

的种族主:义与极端思想困扰。抱持 
中立的1群，被各自的同胞斥责为 
背叛族群。一些政党，正是仰赖这 
些元素来生存，而它们还掌握著我 
国的主流媒体。”

她说，前朝政府的一些既得利益 
者，在为譬找新出路而挣扎，新政 
府内的成员，则未适应突然大权在 
|屋。

° 杨巧双指出，大马人已在去年克 
服恐惧，促成变天，因此，大马人 
不应被这些课题阻碍进步。

“我们后代的未来，仰赖这代人 
的决定。请让我们的孩子再次同欢 
共乐，让他们打破舒适圈，相互水 
乳交融。”

她说，极端主义无法促成好政策 
的制订，反而让贪污风气与种族主 
义再次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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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遭取消資格

“过去，中央政府与州政府 

不是同一阵线的关系，因此没 

有一套完整的审核系统，因此 

难免会出现一些纰漏，如今我 

们获得内陆税所局的配合，得 

以有效的重新整合有关受惠者 

的名单。”

不过，他说，他无法提供准 

确数据，一共有多少人被取消 

资格。

阿米鲁丁今曰为“朝向健康 

文化发展”主题的财政预算案 

论坛主持开幕时指出，目前 
该计划的受惠户高达6万户家

j

雪肺結核病例全馬之冠
々咏骨痛热症后，雪州的肺结 

核病病例一样高居全马之

冠！

雪州卫生局副局长维努葛帕 

兰披露，雪州于去年的肺结核 
病病例高达5071宗，死亡病例 

则有367宗，死亡率比骨痛热症 

局〇

但是，他说，该病例却很少 

获得媒体关注报导，其实雪州

的肺结核病病例似乎每年有増 

加的趋势，主要原因是人民求 

医意识薄弱，是病情扩散的主 

要原因。

“很多病患者都是因贫穷和 
卫生不佳患上肺结核，其中B40

低收入群占90%，而肺结核病 

是可以透过空气传染。”

他说，该病很容易查到病 

因，初诊后只要定期服用药物 
约6个月，就能痊愈，但是根据 

数字显示，去年一共有逾500人

没有持续服用药物，导致病情 

没有根治。

他还说，很多国人把肺结核 

病例扩散的矛头指向外劳，实 
际上外劳病例只占15%，其余 

85%的病患者都是本地人。

维努葛帕兰建议州政府提供 
500令吉津贴，鼓励患者接受和 

完成6个月的治疗，以便解决肺 

结核病例不断上升的趋势。

受惠者收入遠高于申請標準

關懷健康卡
(巴生1S日讯）雪州政府 

惠民计划之一的关怀健康卡 
(Peduli Siihat)，今年经过 

内陆税收局重审后，发现不少 

受惠者的收入远高于申请标 

准，有骗取福利之嫌，因此这 

些申请者的资格被取消。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指出，该 

计划于今年重审，有大部分批 

准者遭取消资格，除了收入 

“超标”夕卜，也有人申请后没 

领取健康卡。

他说，州政府将维持上述惠 

民政策，惟在审批方面，必须 

确保能够让有资格者受惠，不 

允许有人混水摸鱼。

庭，若以一户家庭有4名家庭 

成员计算，大约有24万人受 

惠。

健康卡依旧开放予符合资 

格者的民众申请，州政府于 
2019年财政预算案，一共拨款 

4300万令吉作为该计划用途， 

至今半年来，所花费在此福利 
的数额高达2500万令吉。” 

至于未来是否会继续増加有 

关拨款时，他表示需胥视预算 

案和需求才能决定。
他谈到，州政府将在2020年 

财政预算案中，著重4大领域 

发展，包括教育、健康卫生、

■卡立依布拉欣（左起）主持论坛，由阿米鲁丁和茜蒂玛丽 

亚亲自回答出席者的提问。

经济发展及安全保卫。

雪州卫生局局长拿督卡立依 

布拉欣受邀主持论坛会议，其

他出席者有雪州行政议员拿督 

邓章钦、黄思汉、罗芝雅、茜 

蒂玛丽亚及阿都拉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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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等10天迎乘

河邊播屬發纛議_
(芙蓉13日訊）10天的 

搜索，换来语拉丧合命的 

垂耗，奇迹终究没有发 

生！
经过10天的捜寻，15岁爱 

尔兰失踪少女诺拉今午终被 

寻获，但却已是一具冰冷的尸 

体，令家人心碎。

班台地区山林河边，今曰被 

发现一具赤裸女尸。

森州总警长拿督莫哈末尤索 
夫今晚9时许在芙蓉端姑惹化 

医院召开记者会指出，经过家 

人确认，今午寻获的女尸确是 
15岁的爱尔兰少女诺拉。

距離度假村2.5公里

他说，死者遗体将于明天上 

午10时进行，由吉隆坡的资深 

法医操刀，完成后再公布解 

剖〇

° °捜索人员今午在距离诺拉入 

住的班台高原杜顺度假村约 
2.5公里处的河边，専获诺拉 

的尸体。

副警察总长拿督马兹兰於较 

早在班台警局召开记者会指

行动後，由拥有丰富爬山经验 

的非政府组织搜寻队伍找到一 

具女尸。
^他指出，女尸被发现的地点 

与出事前入住的杜顺度假村， 
只有约2.5公里距离，山坡斜 

度约1.2公尺；女尸被发现时 

是全裸，附近一带除了诺拉， 

并没任何失踪人士的投报。

他说，寻获尸体的地点，捜 

寻队伍之前也曾捜寻该地点及 

附近一带来回捜寻，但当时并 

无成果。

对於女尸上是否有被动物咬 

过的痕迹及已去世多久，他坦 

言还需等待解剖报告出炉。

被询及是否使用谋杀角度展 

开调查时，他重申，目前警方 

仍援引失踪人口角度调查此 

案。

另一方面，妇女及家庭发展 

部副部长杨巧双与森州行政议 

员陈丽群今晚也有到医院了解 

惰况，并给予家人慰问。

有学习障碍问题的诺拉是于 
本月3曰随家人前来芙蓉班台 

高原度假村度假，不料隔天 
(4曰）早上8时，被发现从度

■马茲兰搜寻队伍 
寻获一具女尸事 

件，召开记者会。

■抵
疑达 

似1 
亲哜

的罘
外间

籍。
人
士
晚

■在发现尸体后，警 

方封锁进人山林的路 
口，以展开调查。

警用直升機運屍
苟女方出动直升机运送尸体！

« 由於寻获尸体处地点偏僻， 

而且交通工具无法驶入，警方决定 

出动直升机运送尸体。

有关直升机先是进入山林运载尸 

体後，前往芙蓉乔治五世学校草 
场，再由民防局救护车于傍晚T时T 

分送抵芙蓉端姑惹化医院太平间。

救护车到达时，由一辆巡逻警车 

及两辆交警摩哆开路。
芙蓉警区主任莫哈末赛益也到场 

了解情况。

出，警方在进入第10天的捜寻假屋房间离奇失踪。

H轉丨

■送
-死抵 

者医 
遗院

遭蟲叮背部有傷痕

据

民
防
部
队
救
护
车

间

:了解，一批经常参与山 

f林越野活动的人士捜索 
工作时，先于下午1时55分发 

现该具女尸，当时死者脸部朝 

上，躺在河边。

据悉，死者身上有被虫叮咬 

及划伤的痕迹，其中背部的伤 

痕相当深。

另一方面，代表诺拉家属发 

言的英国慈善组织布莱克曼信 
托基金会 (Lucie Blackman

Trust)较早发文告促请媒尊 

重诺拉家庭隐私权。
连曰来警方联合各单位出动 

超过两三百人展开捜索工作， 

包括牺牲假日马不停蹄展开行 

动，遗憾的是最终未能等到奇

诺拉的父母甫於周一首次 
召开记者会，悬赏5万令吉寻 

女，没想到事隔一天传出恶 

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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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調整健康關懷計劃
雪大臣：不符資格者被取消

(沙亚南13日讯）雪州 

大臣阿米鲁丁披露，州政 

府于今年重新调整健康关 

怀计划门槛后，确实有蛮 

多批准者遭到取消资格， 

主要是一些受惠者获批准 

后，一直都没有领取健康 

关怀卡，还有一些则是因 

为收入不符合标准而遭到 

取消。

他披露，州政府过去因没有“衡量 

的尺”，所以许多民众纷纷申请，不 

过内陆税收局如今愿意配合审核，所 

以州政府决议让只有符合标准收入的 

子民才能受惠。至目前为止，持有健 
康关怀卡的有6万户家庭，若一个家 

庭有四人，估计可受惠的人数达24 

万人。阿米鲁丁今早出席以“健康” 

为主题的财政预算案对话会后指出， 

州政府于去年财政预算案中批准拨出

■阿米鲁丁说，州政府于今年重新调整健康关怀计划门槛后，确实有蛮 

多批准者遭到取消资格。

4300万令吉用于健康关怀计划 

已花费2600万令吉。
目前

料受惠人数达24万

他透露，州政府延续过去的传统， 

在每年的财政预算案公布前都会进行 

对话会，以收集民间的回馈及反映， 

以便能拟出最好的财政预算案。

他说，州政府有别以往只举行1天或 

1天半笼统谈论所有议题，今年首次举

行四场对话会，共有4大主题，分别为 

教育、健康、经济及安全，而这4大主 

题将会是州政府比较关注的事项。

他披露，教育论坛之前已经在万宜 

举办，而今早在沙亚南举行的对话会 
是以“健康”为主轴，主要聆听专家 

及民间组织的意见。不过，对于是否 

将在财政预算案中增加健康或卫生拨 

款，还需要视情况及评估后再做决 
定。（TSI)

雪蚊症與肺結核居全國之首

@州卫生局副局长维努 

@葛帕兰透露，雪州除 

了骨痛热症高居全国之首，

;肺结核病病例也是全马之 
:冠，单单去年的肺结核病病 

例高达5071宗，死亡病例 

则有367宗。

他指出，死亡率相比骨痛 

丨热症来的高，但此病例却很

少获得媒体关注及报导。

他说，雪州发生的肺结核 

病病例似乎每年有增加的趋 

势，主要原因是人民求医意 

识薄弱，是病情扩散主要原 
因。

“肺结核虽可透过空气传 

染，但很容易查到病因，且 
初诊定期服用药物6个月就

能康复。”

不过，维努葛帕兰说，去 

年仍然有553多人没有持续 

服用药物，导致病情没有根 

治。根据当局的统计，很多 

病患者都是因贫穷和卫生不 

佳而罹患肺结核，其中B40 
族群占崔90%。

他补充，很多国人把肺结 

核病例扩散的矛头指向外籍 
劳工，但实际上外劳只占据 

其中15%，85%的病患者

都是国人。

他建议州政府提供500令 

吉的津贴，鼓励患者接受及 

完成6个月的全面治疗，从 

而解决肺结核病例不断上升 

的趋势。

出席活动者括雪州行政议 
员拿#讳章钦、黄思汉、茜 

#玛丽並和穸兹雅、雪州卫 

生局局长拿督卡立，以及各 

政府单位代表等。（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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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裸女屍躺臥小溪
父母認屍證實爲15歲爱女

來馬度假失蹤

愛射蘭少女生死未

(芙蓉13曰讯）15岁的爱尔兰 

失踪少女诺拉安妮葵琳在失踪10

I *#58讯！ 15岁*尔S少女上«六i 3曰1 
*5*人»来《»成行两*. ifiMftQKa州*奇 
失1>,里今»«2种时，4死宋卜， ,

瞀玛祖*指出，失b少安娓 
I Nora Anne Qu〇.nn i #-«95£«,

人R束大行，
0uwr>*O««^,
_S¥±8时许.家人*««不在兵 

A*e蚵it协肋下a谶!te村范®,苦轉不

他》R, *人携少女R为突然失»令 

人»力胙HG»网湞*队.钇肤《队 
.鲁？aa®地思R®处#找，今學9 

时典人手0

天后，经过数百名搜救队员不分

昼夜寻觅，终被寻获，但令其父 

母心碎的是，诺拉安妮葵琳被寻 

获时已是一具冷冰冰的尸体。
■警方在失踪案地点附近瀑布区发现尸体，目前已经封锁现场展 

开调查。

据悉，死者被发现时，全身赤裸，脸部朝天 

躺在小溪旁的两块石头间，而其尸体过后已被 

送往芙蓉端姑查化医院进行解剖，其家属也已 

于周二晚上8时45分前往认尸，并向警方确定 

了死者的身份。

森州总警长拿督莫哈末尤索夫在停尸房外向 

媒体证实，死者父母已确认上述女尸是他们的 

女儿，不过，解剖工作将于周三早上进行，并 

由吉隆坡高级法医操刀。

他补充，警方将在现场展开调查工作，并从 

各角度去调查此案。

较早前，全国副总警长拿督马兹兰指出，上 

述女尸是在小河旁被发现，其陈尸处与度假 

村有2.5公里的距离，山坡斜度约1.2公里，因 
此，必须出动直升机将尸体移出并运到芙蓉端 

姑查化医院。

他说，尸体是于周二下午1时57分，被一组 
非政府组织的捜寻队伍发现，之后，鉴证组与 
刑事罪案调查组陆续前往调查，他坦言，搜救 

队伍曾在陈尸处来回搜索，但并未寻获女尸。

询及警方是否从谋杀案角度调查此案时，他 

回应说，案件目前仍是以失踪人口案角度来展 

开调查。

他不愿透露死者身上有无伤痕，只说，一切 

需待法医解剖。

他是于周二在全国刑事调查部副总监拿督胡 

兹尔、森州总警长拿督莫哈末尤索夫、森州副 

总警长仄扎卡利亚、拉杭消拯局主任拉曼的陪 

同下，在班底警局召开记者会。

家庭妇女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及森州行政议 

员陈丽群也在稍后前往芙蓉停尸房了解情况及 

慰问家属。

瀑布附近籬笆門打開

搜救隊伍查看見M體
++\助警方参与搜救 
1刃行动的64岁居 

民马力甘是于周二下 

午2时左右，在距离 

度假村两公里处的油

棕园的小溪旁发现死 

者，他说，他发现死 

者时，死者是全裸状 

态，但并未看到任何 

伤痕，而他也立即通

知了警方。

此外，警方消息指 
出，有关尸体是在 

布隆班山（Guriung 
Berembun )的布一 

带寻获，由于瀑布附 

近的篱笆门□被打 

开，搜救队伍遂进入 

查看，结果发现有关 

尸体。

S1

8月3日隨家人抵馬旅遊

諾拉安妮隔H離奇 _

者诺拉安妮葵琳（Nora 
少匕Anne Quoirin )是于8月3曰 

(周六）家人抵达我国展开为期 

两周的旅游，而在入住森州班底 

路The Dusun高山度假村的隔日 

(8月4日）上午，就被发现离奇 

失踪。

警方在接获投报后，即投入大 

批人员进行搜救，包括出动消拯 

队、民防部队（APM )、志愿警 

卫队、无人机及原住民，而在后 

期也获得来自怡保共23名的VAT 
69突击部队及外国警方参与搜 

救，不过却一无所获。

而死者的父亲瑟巴斯汀及母亲

■爱尔兰少女诺拉安妮葵琳到 

森州芙蓉度假，岂料在十曰前 
离奇失踪，最终被发现卧尸小 

溪旁。

米亚周一更公布将悬赏5万令吉给 

提供线索寻获女儿的人士，不过 

隔曰就被搜救队伍发现诺拉安妮 

葵琳离奇死在油棕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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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3日讯）伊 

斯兰党署理主席端依布拉 

欣形容民主行动党及董总 

在爪夷文书法政策事件上 

表现野蛮，他促请政府严 

厉对付两造。
他非常赞同首相敦马 

形容董总是种族主义者， 

并指称行动党和董总的野 

蛮行为，将影响我国的种 
族和谐和政治稳定。

他说，董总坚持要政 

府依照他们的意思，因此 

行动党将在周三的内阁会 

议中，重新提出检讨爪夷 

文书法政策事项。

端依布拉欣也是古邦 

阁亮区国会议员，他周二

伊党署理主席促政府

严厉对付行动党董总
在文告中指行动党和董总 
玩弄种族情绪，并没有以 

大马人民的眼光来看待此 

事，比如教育部已经决继 

续推行爪夷文书法政策， 

但他们仍然反对，同时认 

为这含有伊斯兰化的议 

程。

“尤其最近居銮区国会 

议员黄书棋将黄书与爪夷 

文扯上关系，这非常过 

份，行动党只是在激起穆 

斯林的愤怒，却没有真正

理解爪夷文作为国家遗产 

的一部分。”

依布拉欣说，在这之 

前，雪州政府也把莎阿南 

一带的爪夷文路牌改为中 

文字，他认为，敦马是时 

候即刻进行内阁重组，并 

撤换那些没有捍卫政府决 

定和漠视人民利益的部 

长0

他指出，政府必须严 

厉对付蓄意玩弄种族情绪 

的董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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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钦：通过电商教育

雪培育450自产自销中小企
(巴生13日讯）掌管雪州投

资、工商业及中小型企业事务 

的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披露， 

迪过电子商务教育Online 100和 

Appl00，雪兰莪州政府培育了 

450个自产自销的中小企业。

他说，这些中小企业通过 

逾8万5000个订单，创下 

1090万令吉销售收人佳绩

“电子商务在近几年已经 

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雪州政 

府通过开展多项措施，帮助电 

子商务在州内的发展，尤其是 

雪州科技与电子商务委员会 

(SITEC)的教育和过渡计 

划。”

他说，雪州科技与电子商 

务委员会以电子商务课程闻 

名，提供企业家和传统的实体 

企业是了解更多有关电子商务 

的途径。

“自2015年以来，已有超 

过5500人参与其中，并继续 

致力于接触和教育更多个人或 

企业

邓章钦今午出席第4届电 

商奖颁奖礼推介礼时这么说。

他说，雪州科技与电子商 

务委员会学院提供超过200个 

电子商务学习资源，包括影 

片、幻灯片，而这些都能在线 

上免费学习。

电商奖接受报名
雪州科技与电子商务委员 

会举办的第4届电商奖比赛开 

跑，预计吸引超过120名参赛 

者参与，赢取总额高达2万 

5000令吉现金及其他的奖品。

该理事会自2016年开始 

举办这个比赛，连续3年都获 

得良好回响，并已在7月29 

R至8月23日期间接受报 

名。

第4届电商奖比赛开始接受报名，欢迎符合资格的电商参与； 

前排左起沙尔曼、吴文彬、哈山、邓章钦、杨凯斌、蔡凯旋和 

卢传文。

配合2019年雪兰莪精明 

城市峰会，颁奖典礼将于10 

月13 R，在国际贸易会展中 

心进行。

欲知更多比赛洋情，可以 

浏览 111 lps: // www. sitec. com. my/ 

topecm2019/

出席今fl推介仪式的嘉宾

有雪州科技与电子商务委员会 

总执行长杨凯斌、总经理卢传 

文、理事蔡凯旋、执行员沙尔 

曼、雪州科技与电子商务委员 

会学院董事吴文彬和雪州投资 

促进机构（Invest Selangor)总 

执行K：拿督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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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为证。

他严斥“垃圾虫”不应把 

垃圾丟在该处，非法垃圾场与 

民宅仅一条马路之隔，这除了 

污染环境，也对毗邻居民的健

康构成威胁。

“丟在空地的垃圾都是无 

法再进行环保的，尤其是塑 

料物品和海绵，相是拾荒 

者把垃圾丢在当地及累积到

一定分量时，就放火燃 

烧。”

他说，塑料和海绵焚烧时 

释放毒素，这严重危及居民的 

健康。

应装幌揪“垃圾虫

±述地区的非法丢垃圾 

问题严重，大件垃 

圾、塑料、家用垃圾都丢在该 

处’而最糟糕的是’每一'两个 

月就会发一次生露天焚烧垃圾 

的问题。

犬尸乱丢臭味四散

林天赐今R受询时向《南 

洋商报》记者说，两周前接获 

李仁记花园居民的投诉，指有 

人在该处露天焚烧，焦味浓 

烈；居民也投诉巴刹停车场旁 

丢空的地段杂草丛生及丢满垃 

圾，包括死犬尸体也丢在那 

里，臭味四散。

他说，接获居民投诉后， 

他多个晚上到该处巡视，并在 

上星期发现露天焚烧活动时拍

把垃圾送回给“垃圾虫”

加影市议会置放的禁止丢垃圾告示牌形同虚设

林天赐说，加影市议会和 

人民代议士应积极进行把垃 

圾送回给“垃圾虫”的举 

措0

他说，该地区有多间二手 

回收中心，相信是无营业执 

照运作，旱前，加影市议会 

曾采取执法行动，但无法根 

治0

“因此，建议在该处安装 

闭路电视揪垃圾虫，并且把垃 

圾送回给厂商，如同之前在无

拉港新村丁业区进行的把垃圾 

送回给厂家的做法，以取杀一 

儆百之效。”

另外，他表示，巴刹的停 

车场为夜市场的摆卖地点， 

逢周一晚的夜市场收档后， 

部分垃圾将清理，但部分垃 

圾却露天焚烧，希望政府当 

局关注。

他说，巴刹停车场和旁边 

的私人地段，环境卫生一团 

糟，希望获得改善。

独家报道

林海霞

新闻特区 

锡米山关东巴刹芳 林天赐：解决非法丢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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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于防范没持续治疗

雪州政府举办第二场“朝向健康文化发展” 2020年财政预算案 

论坛时，吸引数百名出席者踊跃参与。

收入超标^请后没领取

(巴生13日讯）雪兰莪州政府今年重整关怀健康卡 

(Peduli Sihat)受惠用户后，有大部分获批准者遭取消 

资格，当中，以申请后没领取关怀健康卡者占大部 

分，另外也有人是因收入超标被取消。

雪兰莪州务大臣阿米鲁丁表示，州政府始终认同上

“ Jl、们过去因中央政 
权与州政权不^ 

之故，而没有一个完整的审核 

标准，因此难免会出现一些纰 

漏，如今得到内陆税收局配 

合，得以有效整合有关受惠者 

名单。”

他今R为第二场“雪州 

2020年财政预算案论坛”开幕 

时这么说今日的论坛主题是 

“朝向健康文化发展”，主要 

是有关国民健康领域；首场于 

7月9 R举行的预算案论坛， 

题为“和雪州共同前进”的论 

坛。

大多获批者遭取消

阿米鲁丁说，经过整合， 

目前用户高达6万户家庭，若 

以4名家庭成员为计算，大约 

有24万人受惠于此惠民政 

策。

“我无法提供大家一个准 

确数据，但确实有很大部分获 

审批者遭取消资格，其中，最 

主要原W是他们在成功申请有 

关福利后，却没有前往领取关 

怀健康卡，以致两年来都不曾 

使用有关福利。”

他说，另外，一些被取消 

资格者，主要与内陆税收局审 

核后，发现收入已超过申请标 

准。

预算案着重4领域

“关怀健康卡依旧开放让 

民众申请，凡符合资格者皆欢 

迎提出申请，根据2019年财 

政预算案审批，州政府共拨款 

4300万令吉作为有关福利用 

途，至今半年来，所花费在此 

福利的数额则高达2500万令 

吉。”

询及会否继续增加有关拨

雪州2020年财政预算案论坛

述惠民政策可惠及有需要的州民，惟在审批方面则希望 

能够让有资格者取得。

肺结核病例全国最高

款时，阿米鲁丁表示胥视预算 

案和需求决定。

“州政府在2020年财政预 

算案中，主要着重四大领域的 

发展，其中包括教育、健康卫 

生、经济发展及安全保卫等领 

域，为此，不排除需增加有关 

拨款来惠及有需要的人民。”

雪州卫生局局长拿督卡立 

依布拉欣受邀主持论坛会议， 

出席聆听论坛者包括、行政议 

员拿督邓章钦、黄思汉、罗芝 

雅及阿都拉锡等。

论坛特邀3名嘉宾，即掌 

管雪州卫生、福利、妇女及家 

庭事务的行政议员茜蒂玛丽亚 

医生、雪州卫生局保健单位主 

任茜蒂莎拉医生及雪州卫生局 

副局长威鲁哥巴兰，分别讲解 

州内医疗所面对的3大祸害病 

例，即骨痛热症、肺结核（或 

TB)及精神压力问题。

受邀出席非政府组织则呼 

吁关注协调政府部门行政、 

提供交通便利及津贴等，以 

便协助改善廉价组屋或低收 

人全体所面对的住宅卫生问 

题0

医疗专家揭露，雪州肺结 

核病例过去10年迅速增长， 

继骨痛热症之后，再有病症于 

2018年成为全马之冠排位！

数据显示，雪州2018年的 

肺结核病例高达5071宗，首度 

超越最多病患的砂拉越州 

(5008宗），同时，也录得高 

达367宗死亡率。

雪州卫生局副局艮威鲁哥

巴兰说，很多人把肺结核病例 

扩散的矛头指向外籍劳丁，但 

实际上雪州的肺结核病例不断 

上升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对该 

病存有刻板印象，认为其受感 

染原N是贫穷及卫生不佳所 

致。

“为此，一般肺结核病患因 

羞于丨丨:人知道自己患病，并在 

缺乏预防意识下，将有关疾病 

传染给家人或所接触的人群。”

建议给治疗津贴

他说，肺结核虽可通过空 

气传染，但却是容易诊断及初 

诊者定期服用药物6个月就能 

康复的病症，可是很多病患却 

不愿持续接受治疗。

“去年数据显示，便有500 

多人W没持续服用药物，导致 

病情没有根治。”

“为此，我建议州政府提供 

500令吉津贴，鼓励患者接受 

及完成6个月的全面治疗，从 

而解决州内肺结核病例不断上 

述迹象。”
卡立依布拉欣（左起）受邀主持论坛会议，并由阿米鲁丁及茜蒂 

玛丽亚亲自回答出席者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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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村23日雛盂兰盛会
(巴生13日讯）班达马兰新村

盂兰盛会理事会将于本月23 

R至25日（农历己亥年七月

廿二日至廿五日）一连三天，

在班达马兰大街丨火祝第64届 

盂兰盛会庆典，欢迎班达马兰 

新村民及社会人士踊跃参与其

盛！

同时，也将于26日（农 

历己亥年七月廿六日，星期 

一）晚上7时，在班达马兰华 

小A校大礼堂，举办联欢平安 

宴会。

班达马兰新村盂兰盛会主 

席拿督锺胜宏表示，配合庆祝 

班达马兰新村盂兰盛会理事 

给巴生4所独中、8所华小、 

—*家老人院及3家孤儿院p新 

闻发布会出席者包括顾问陈若 

愚、主席锺胜宏、副主席廖江 

山、总务林讧财、副总务陈建 

发、秘书刘俊良及交际孙赐 

恭。

班达马兰新村盂兰盛会理事会将在班 

班达马兰新村盂兰盛会理事 

会64周年，首日庆典将于上 

午举行大十爷开光，同时在 

第S晚11时45分恭送大上 

爷，该理事会将在平安宴上 

举行标福品仪式，欢迎善信 

踊跃参加。

他说，今年平安宴将筵开 

100席，邀请到雪州行政议员 

拿督邓章钦、雪州议长兼适 

耕庄州议员黄瑞林、班达马 

兰州议员梁德志及马华领袖 

拿督郑有文担任嘉宾。

平安宴当天也将拨款捐献

班达马兰新村盂兰盛会理事会将在班 

达马兰大街庆祝第64届盂兰盛会庆 

典，前排左起陈建发、林江财、陈若 

愚、锺胜宏、廖江山、刘俊良及孙赐 

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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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邦13曰讯）首相敦马

哈迪医生指出，董总是否

应该被查禁，应交由警方

决定。

他指出，他本身不知 

道董总应否被查禁，惟如 

果该组织一直刺激各族之

间互相挑衅，此举肯定违

反法令。

哈迪说：“我们有言

■^5论自由，但我们总是

非常敏感，避免引起各族之间 

的冲突。董总老是只讨论一t

社群（的权益），忘了这是一

个多元种族的国家《 ”

马哈迪今R出席吉隆坡国 

际机场丨火祝成立21周年的活

动后，在记者会上受询及如何

看待特定一方要求查禁董总。 

出席者包括首相夫人敦茜蒂哈

丝玛医生、交通部长陆兆福、 

政府首席秘书拿督斯里依斯

迈、雪兰莪州务大臣阿米鲁 

丁、大马机场主席丹斯里再润 

阿里及总执行长拉惹阿兹米等

人。

董总只关注华教

马哈迪重申，董总是一个

只关注华文教育的种族性组 

织，从未提过任何马来两亚的 

字眼，包括在早前反对旨在促

进各族学生I：才丨结的宏愿学校的

设立。

他指出，根据他巡视学校

的情况，各族学校一同上学并

没有任何问题，因此董总的思

维非常种族主义。

马哈迪在记者会上有问必答 

持着麦克风让马哈迪发言。

-旁的陆兆福更充当起“媒体’ 手

查
禁
董
思
警
定
夺

敦
马
■
■

挑
衅
各
族
属
违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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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13日讯|雪州政

府去年落实的健康关怀计划 

(Peduli Sihat)经调整后，部 

分家庭收入已不再符合资格者 

已取消享有该计划，现有6万户 

家庭从该计划中受惠。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指出， 

州政府早前就健康关怀计划做 

出调整，主要是该计划甫在去 

年落实，并未有审核标准，而 

在做出调整后大约有24万人从 

该计划中受惠。

「我们有发现有获批准申 

请者并没使用过健康关怀计划 

福利，主要是他们的申请在获 

得批准后，并没前来领取健康 

关怀卡，相关福利两年以来并

健康关怀计划6万户受惠
没使用过。」

他表示，他无法提供未领 

取健康关怀卡的成功申请者人 

数，但可以很肯定的是，未领取 

健康关怀卡的人士占了大多数。

阿米鲁丁指出，雪州2020 

财政预算案对话会不仅会探讨 

预算拨款，也会探讨雪州健康 

与公共卫生政策。

他指出，当中包括现有的 

排污系统与净水的水质评测标 

准不统一的事项，关系到占据 

75%人口（ 640万人）的雪州对 

净水与监督环境污染的需求，

都是这次财政预算案与未来政 

策要探讨的事项。

雪州行政议员西蒂玛丽亚 

较早前表示，雪州不仅是结核 

病，也包括骨痛热症雪州也是 

居全国榜首，今年骨痛热症病 

例更比去年多一倍。

阿米鲁丁回应时指出，骨 

痛热症黑区大多来自低收入群组 

屋区，雪州政府或会考量参考马 

六甲州政府做法，把组屋管理费 

纳入门牌税一起鸠收，以便管理 

层从中提取管理费做资产维修之 

用，改善组屋环境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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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瘺患治蘼结核雷探讨津_RM500
莎阿南13日讯|雪州政府将探讨提供肺结核（TB)病患给予 

500令吉津贴，以完成为期半年的疗程。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表示， 

州政府考虑把津贴肺结核病患的 

建议纳入雪州政府2020年财政预 

算案中，确保这些病患获得完整 

治疗，同时预防肺结核传染。

「雪州政府刚接获这项建 

议，因此需时探讨。若津贴有助 

于控制雪州肺结核的病情，政府 

将认真考虑。不过，州政府也需 

抹讨下一步彳"7动’包括提局民众 

有关这方面的意识。」

阿米鲁丁是于今日出席雪 

州2020财政预算案第二场对话会 

后，向媒体这么表示。这场对 

话会在莎阿南凯煌酒店举行， 

题为「社区卫生共同进步」， 

旨在与众医院及民间组织代表 

探讨来年雪州卫生政策。

大臣也说，雪州政府落 

实的健康关怀计划（Pedull

Sihat )截至今年中，已用了 

2500万令吉，去年该计划已使用 

4300万令吉拨款。

当询及州政府会否增加雪 

州卫生方面的预算，阿米鲁丁回 

应，目前各相关事项尚在讨论阶 

段，不过雪州卫生健康是州政府 

来年财算关注焦点之一。

病患多来自B40

稍早前，雪州卫生局（公 

共卫生）副局长威努柯荅兰较早 

前针对雪州于201 8年登全国结 

核病例宗数榜首，指出结核病上 

扬趋势，许多人以为是源自外劳 

患病传染所致，但事实上，有更 

多人并没完成整个疗程。

「外劳只占结核病例的13% 

至15%，更多的病患是来自B40

群体的国人，并没在患病初期 

及早地接受治疗，而结核病需 

为期6个月的治疗。」

威努柯荅兰指出，雪州于 

2018年结核病例达5071宗，有 

367宗是死亡病例，有553宗的病 

患并没完成6个月的疗程。

他提到'结核病患大多是 

贫穷阶层，乐龄人与严重糖尿病 

患是患结核病的高风险群，需要 

辅助来完成为期6个月的治疗。

雪州20 20财政预算案首场 

教育课题对话会日前已在雪州万 

宜举办，而下一场会于8至9月期 

间探讨雪州新经济与安全课题。

「社区卫生共同进步」对 

话出席者有雪州卫生局公共卫生 

专科主任西蒂莎拉，以及掌管卫 

生、福利、妇女及家庭发展事务 

的雪州行政议员西蒂冯丽亚。

阿米鲁丁指出，雪州卫生健康是州政府2020年财政预算案 

关注焦点之一。 -连国强-

^丨11 结核（宗数）

柔佛 2150

吉打 1336

吉兰丹 1172

马六甲 622

森美兰 591

彭亨 940

霹雳 1546

玻璃市 134

槟城 1228

沙巴 5008

砂拉越 3122

暂州 5071

登嘉楼 777

隆直辖区与 

布城
2017

纳闽 123

全国 2 万 5837

全国2018年结核（TB)宗数

Page 1 of 2

14 Aug 2019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85,616 • Page: A34
Printed Size: 569.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9,979.00 • Item ID: MY0036925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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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的包窖与IT明
——雪州为何不继续领先？

蓝志锋
•电台内容和新 

闻工作者

蓝言锋语

雪州行动党以违宪为 

由，明确反对任何促成 

单方面改教的法案。除 

了行动党之外，公正党 

和诚信党也应该持同样 

立场，守护雪州第一开 

明的美誉，勿令支持多 

元的人失望。

八方论见征稿

《名家》版《八方论见》 

栏目，供各界人士发表意见， 

唯不设稿费。

来稿请附真实姓名与联系 

方式，并以电脑打字，电邮至 

opinion@orientaldaily.com. my 
予本报言论互动组编辑。本版 

谢绝一稿多投，亦不做任何私 

人回复。

去两年，雪兰莪苏丹沙拉夫丁在雪州伊

斯兰事务上，释放中庸开明讯息。殿下 

曾表示，马来王室认为伊斯兰教作为官方宗 

教，理应要鼓励教徒忍让、中庸和包容；并提 

醒人民尊重宪法原则，确保国家和谐与稳定。

两件与宣教和婚姻家庭有关的新措施， 

让我对殿下留下深刻印象。

首先是2017年10月，苏丹谕令，雪州清 

真寺和祈祷室使用扩音器广播讲道，不能超出 

清真寺和祈祷室范围，以及日后举办传道讲座 

与宗教课时，必须现场录影存证，以维护伊斯 

兰教重视整个社会和谐的形象。

苏丹殿下也撤销伊斯兰传教士扎米汉的 

雪州传教执照，后者曾发表「华人不干净」言 

论，在宗教课堂上使用种族主义、不文明且过 

分批评王室的字眼。

第二件事情是2018年9月，雪州议会通过 

两项法案修订，将穆斯林男女适婚年龄，从现 

有最低16岁调高至18岁。雪州成为全国首个 

调高穆斯林结婚年龄的州属。

修订案也规定18岁以下未成年穆斯林男 

女，向法庭申请结婚时，须遵守多项条规，如 

须获得父母同意，要通过当局的健康、精神及 

经济能力评估，法官将根据这些评估报告，判 

断是否批准结婚申请。

修订后的法令规定，州内未成年穆斯林 

男女，即使要到外州或外国结婚，也必须获得 

雪兰莪伊斯兰局批准，堵住他们到外地结婚， 

避开雪州法律的漏洞。

不过，最新一件有关单方面改教的修订 

法案，令我混淆和遗憾。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原 

本欲提呈法案，修订《2003年雪兰莪伊斯兰管 

理法令》允许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单方为未满 

18岁的孩子，改信伊斯兰教。

法案被议长黄瑞林挡下，未能提呈。惟 

阿米鲁丁说，一旦情况有利，不排除再提呈。

据了解，这些修法案由雪州伊斯兰理事 

会（MAIS )建议和主导，并获得王室力挺。统 

治者扮演什么角色？是否施压大臣和州政府， 

根据雪州伊斯兰理事会行事？抑或该理事会有 

其他目的？

其实，雪州希盟和王室双方，都应该延 

续去年9月，提高穆斯林结婚年龄的好势头， 

继续中庸和开明路线。

为何如今倒退，提呈允许单方面改教法 

令？为啥走回头路，提倡单方面改教？这不符 

合希盟打造的中庸和开明愿景。

恐滥用以争孩子监护权

雪州是全国最先进州属，州内各族比例 

与全国相近。多元特色及城市化发展，为雪 

州提供打造更具包容与进步社会的先天客观条 

件0

改教修法内容过于牵强。据说是因为全 

马只有雪兰莪、槟城和沙巴，依然使用「父亲 

与母亲」字眼，所以要划一各州法律，以符合 

《联邦宪法》的马来语版本中，改教同意权条 

文使用的「母亲或父亲」（ibu atau bapa)， 

英文版则使用「父母」（parent)词。

不过，联邦法院2018年1月29日在「英 

迪拉争子案」中，做出标杆性裁决，将宪法中 

「parent」i全释为复数（parents)，.園此父母 

其中一方不可单方为孩子改教。

单方面改教条文，过去多年一直遭滥 

用，让父母其中一方争夺孩子的监护权。常见 

的情况是，属于非穆斯林家长在法律下处于劣 

势，吃暗亏，蒙受巨大苦难。

单方面改教的案件，不仅令个人、家庭、亲 

友，甚至为社会带来混乱和矛盾，不必要的猜疑 

和冲突，为社会制造痛苦。

《联邦宪法》的精神是保障大马多兀社会和 

宗教。政府和统治者皆有义务捍卫宪法精神，维 

护伊斯兰之余，也守护社会的和谐，各族之间有 

著微妙的妥协互敬关系。

守护雪州开明美誉

雪兰莪应该维持原状，无需修法，联邦法院 

的英迪拉争子案件裁决，提供强大的法律依据。 

况且，雪州行动党以违宪为由，明确反对任何促 

成单方面改教的法案。

不过，此事牵涉做为伊斯兰事务最高决策者 

的雪州苏丹。殿下已召见州内4名非穆斯林行政 

议员。尔后传出改教风波有转机的正面讯息，苏 

丹了解改教法案为何没获提呈和其复杂背景。除 

了行动党之外，公正党和诚信党也应该持同样立 

场，守护雪州第一开明的美誉，勿令支持多元的 

人失望。

相信英明的苏丹殿下，将秉持过去两年的 

开明作风，让雪州在宗教议题上继续以包容的精 

神，引领其他州属。吾王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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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志鋒
•電台内容和新 

聞工作者

藍言鋒

雪州行动党以违宪为由，明确反 

对任何促成单方面改教的法案。除了 

行动党之外，公正党和诚信党也应该 

持同样立场，守护雪州第一开明的美 

誉，勿令支持多元的人失望。

a去两年，雪兰莪苏丹沙拉夫丁 

在雪州伊斯兰事务上，释放中 

庸开明讯息。殿下曾表示，马来王 

室认为伊斯兰教作为官方宗教，理 

应要鼓励教徒忍让、中庸和包容； 

并提醒人民尊重宪法原则，确保国 

家和谐与稳定。

两件与宣教和婚姻家庭有关的新 

措施，让我对殿下留下深刻印象。
首先是2017年10月，苏丹谕 

令，雪州清真寺和祈祷室使用扩音 

器广播讲道，不能超出清真寺和祈 

祷室范围，以及日後举办传道讲座 

与宗教课时，必须现场录影存证， 

以维护伊斯兰教重视整个社会和谐 

的形象。

苏丹殿下也撤销伊斯兰传教士 

扎米汉的雪州传教执照，後者曾发表 

「华人不乾净」言论，在宗教课堂上 

使用种族主义、不文明且过分批评王 

室的字眼。
第二件事情是2018年9月，雪州 

议会通过两项法案修订，将穆斯林男 
女适婚年龄，从现有最低16岁调高至 

18岁。雪州成为全国首个调高穆斯林 

结婚年龄的州属。
修订案也规定18岁以下未成年穆 

斯林男女，向法庭申请结婚时，须遵 

守多项条规，如须获得父母同意，要 

通过当局的健康、精神及经济能力评 

估，法官将根据这些评估报告，判断 

是否批准结婚申请。

修订後的法令规定，州内未成 

年穆斯林男女，即使要到外州或外国 

结婚，也必须获得雪兰莪伊斯兰局批 

准，堵住他们到外地结婚，避开雪州 

法律的漏洞。

不过，最新一件有关单方面改教 

的修订法案，令我混淆和遗憾。雪州 

大臣阿米鲁丁原本欲提呈法案，修订 
《2〇〇3年雪兰莪伊斯兰管理法令》允 

许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人单方为未满18 

岁的孩子，改信伊斯兰教。

法案被议长黄瑞林挡下，未能提 
呈。惟阿米鲁丁说，一旦情况有利， 

不排除再提呈。

据了解，这些修法案由雪州伊 
斯兰理事会（MAIS)建议和主导， 

并获得王室力挺。统治者扮演什麽 

角色？是否施压大臣和州政府，根 

据雪州伊斯兰理事会行事？抑或该 
理事会有其他目的？

其实，雪州希盟和王室双方， 
都应该延续去年9月，提高穆斯林结 

婚年龄的好势头，继续中庸和开明 

路线。

为何如今倒退，提呈允许单方面

改教法令？为啥走回头路，提倡单方 

面改教？这不符合希盟打造的中庸和 

开明愿景。

恐濫用以爭孩子監護權

雪州是全国最先进州属，州内各 

族比例与全国相近。多元特色及城市 

化发展，为雪州提供打造更具包容与 

进步社会的先天客观条件。

改教修法内容过於牵强。据说 

是因为全马只有雪兰莪、槟城和沙 

巴，依然使用「父亲与母亲」字眼， 

所以要划一各州法律，以符合《联邦 

宪法》的马来语版本中，改教同意 
权条文使用的「母亲或父亲」（ibu 
atau bapa)，英文版则使用「父母」 

(parent)词0

不过，联邦法院2018年1月29曰 

在「英迪拉争子案」中，做出标杆性 
裁决，将宪法中「parent」佳释为复 

数（parents)，因此父母其中一方不 

可单方为孩子改教。

单方面改教条文，过去多年一直 

遭滥用，让父母其中一方争夺孩子的 

监护权。常见的情况是，属於非穆斯 
林家长在法律下处於劣势，吃暗亏， 

蒙受巨大苦难。

单方面改教的案件，不仅令个 

人、家庭、亲友，甚至为社会带来混 

乱和矛盾，不必要的猜疑和冲突，为 

社会制造痛苦。

《联邦宪法》的精神是保障大 

马多元社会和宗教。政府和统治者皆 

有义务桿卫宪法精神，维护伊斯兰之 

馀，也守护社会的和谐，各族之间有 

著微妙的妥协互敬关系。

守護雪州開明美譽

雪兰莪应该维持原状，无需修 

法，联邦法院的英迪拉争子案件裁 

决，提供强大的法律依据。况且，雪 

州行动党以违宪为由，明确反对任何 
促成单方面改教的法案。

不过，此事牵涉做为伊斯兰事务 

最高决策者的雪州苏丹。殿下已召见 

州内4名非穆斯林行政议员。

尔後传出改教风波有转机的正面 

讯息，苏丹了解改教法案为何没获提 

呈和其复杂背景。

除了行动党之外，公正党和诚 

信党也应该持同样立场，守护雪州 

第一开明的美誉，勿令支持多元的 
人失望〇

相^英明的苏丹殿下，将秉持过 

去两年的开明作风，让雪州在宗教议 

题上继续以包容的精神，引领其他州 

属。吾王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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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ES
藍志鋒•電台内容和新聞工作者藍言鋒雪州行动党以违宪为由，明确反对任何促成单方面改教的法案。除了行动党之外，
公正党和诚信党也应该持同样立场，守护雪州第一开明的美誉，勿令支持多元的人失望。a去两年，雪兰莪苏丹沙拉夫丁
在雪州伊斯兰事务上，释放中庸开明讯息。殿下曾表示，马来王室认为伊斯兰教作为官方宗教，理应要鼓励教徒忍让、中
庸和包容；并提醒人民尊重宪法原则，确保国家和谐与稳定。两件与宣教和婚姻家庭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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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匯報會

林冠英说，出席者在汇报会上坦率地交 

换意见，左为杨美盈。

p锻)雙％h下支持反萊納斯

驗篇運興訟
(吉隆坡13日讯）行动党文冬区国会议员黄德 

说，行动党全党上下包括部长在内，都共同支持他 

反大马莱纳斯稀土厂继续营运的立场9

他说，由于莱纳斯无法满足营运执照的数项条件，因 

此，他的立场非常鲜明，就是必须中止莱纳斯稀土厂继续 

营运。

他透露，他正与数名律师取得协调，•旦大马莱纳斯 

稀土厂获准继续在大马营运，他就会起诉莱纳斯

他今晚出席与莱纳斯稀土厂去留有关的党中央汇报 

会后说，他已将人民的心声反映到刚才的汇报会上，很欣 

慰的，都获得行动党上下包括部长的支 

会议员潘俭伟、能源科艺及环境部长杨美盈、交通部长陆 

兆福、通讯及多媒体部长哥宾星、人资部长古拉、大马对 

华特使陈国伟、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国防部副部长刘镇 

东、贸工部副部长王建民、青体部副部长沈志强、国会公 

账会副主席黄家和、国家水务服务委员会主席查尔斯、霹 

雳州议长拿督倪可汉、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黄思 

汉、甘纳巴迪劳、史里肯邦安州议员欧阳捍华、甲州行政 

议员郭子毅、柔州行政议员陈正春、士古来州议员陈涨 

宾、武吉加星州议员拉吉夫、武吉免登区国会议员方贵 

伦、双溪比叻州议员刘天球、莲花苑州议员黎潍裼、万达 

镇州议员嘉玛丽亚、财长特别协调员黄伟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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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人民作好准备抗争
因此，他说，-旦8月15日公布的结 

果是批准莱纳斯继续营运，那么他将带 
领来自全马各州超过120万人民，坚决抗 

议内阁的决定。

“因此，所有人民及反莱纳斯的 

非政府组织，应作好准备迎接…场艰难 

的抗争。因我们对抗的，是内阁的决

他说，他也将争取国会更多后座议 

员，及人民代议士的支持，共同参与反 

莱纳斯行动。

他提醒说，莱纳斯稀土的高辐射废 

料已对我们下一代构成巨大的（污染） 

负担，所以必须中止稀土厂继续营运

指莱纳斯建PDF是说谎
W及本身是否反对内阁的奂定时， 

黄德说，莱纳斯至今仍无法鉴定一个建 
设永久废料储存糟（PDF )的地点，显 

然已抵触和违反营运执照，彭亨州务大 

臣甚至指该州政府未曾与大马莱纳斯会 
面，以商谈PDF的地点。

“若大臣的声明是真的，那么，莱 

纳斯是在说谎，欺骗了人民好多年。”

询及_ R批准莱纳斯继续营运，行 

动党部长是否该辞官时，他说，他无法 

代表其他的部长发表意见：

黄德也是国会监督莱纳斯核心小组 

主席。

行动党今晚在半山芭总部召开一项 

与莱纳斯稀土厂去留有关的汇报会，以 

向该党国、州议员、党中委、州委进行 

汇报。

出席者包括行动党元老兼伊斯干达 

公主城国会议员林吉祥、财政部长兼秘 

书长林冠英、财长政洽秘书兼白沙罗国

林冠英：坦率交換意見

匯報會氣氛好
K动党秘书长林冠英表示，该 

党国、州议员、党中委、州 

委在与莱纳斯稀土厂去留有关的汇报会 
上坦率地交换意见，约3小时30分钟的 

会议在良好的气氛下进行：

行动党今晚在半山芭总部召开这 

项汇报会，以向该党国、州议员、党 

中委、州委进行有关莱纳斯稀土厂去留 
的汇报；会议从晚上8时开始，林冠英 

及其他党高层于晚上约11时30分准备离 

开行动党总部时，被媒体追问汇报会结 

果，并如此回应。

杨美盈：明发表本身看法

能源科艺环境部长杨美盈则说，该 

部已和相关部门商讨莱纳斯事宜，政府 
会在8月15日公布内阁的决定。

“我也会在8月15日发表我对这课 

题的看法。”

记者追问其它问题，如在莱纳斯课 

题上行动党是否已达到共识、有没有正 

面的结果等问题时，林冠英及杨美盈则 

没有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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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雪13日讯）乌雪桃 

源岭斯里巴齐轻工业城内堆 

积如山的露天二手衣物仓库 

疑遭纵火，结果引发狂烧超 

过24小时和蔓延3英亩范围的 

大火！

迫近蓄水池恐影响水供 

由于火灾现场距离最靠 

近的工厂仅有20公尺，周围 

有玻璃厂及轮胎回收厂等存 

满大量易燃品的厂房，火势 

亦步步迫近建有雪州水供管 

理公司（Syabas )蓄水池之 

处，也一度令当局、厂商和 

居民担忧一旦灾情加剧，会 

引发更大的灾难和导致水供 

受到影响。

无论如何，在乌雪桃岭 

局、新古毛、万挠、轰埠煤 

炭山、士拉央以及八打灵再 

也6局消拯人员的合力灌救之 

下，火势受到控制。

于灾情严重，主持救 
火行动的乌雪桃源岭 

@消拯局局长沙林在受询时，透 

露州政府已在全州抽取人手， 

^估计将另有30名消拯人员会在 

)兵，最短的时间内报到，加速扑灭 

择大火。
他告诉《大都会》社区报 

^记者，根据投报，大火是在昨 

力卩日（I2日）下午约2时3〇分烧 

起

除了公众所拍摄的视频， 

显示出大火是从堆放二手衣物 

的仓库大门烧起之外，火势蔓 

延的速度和格式亦反映出这是 

一起人为的纵火事故。

仓库80%被烧毁

“火场现场除了大量的旧衣，还 

有许多塑料以及塑胶手套，这些易燃 

品使得灭火的工作倍增困难:、估计截 

至目前为止，露天仓库已有80%被烧 

毁。”
沙林透露，现场的32名消拯人员 

向昨午接获投报便日夜不停灌救，迄 
今已连续超过24小时不眠不休，但火 

势依然无法在短时间内被扑灭。

疑遭縱火蔓延3英献

二手衣倉
烏雪桃源嶺斯里巴齊輕工業城

^图：藏指-从露天手'衣物仓库為:另 

大门处烧起。

右图：截至周二下午5时，火势仍未扑灭。

4小時

|堆积如山的二手衣 

物与塑胶，一直遭到当局 
厂商和居民的投诉。

滚滚浓烟不停冒出，形势骇人。

廖书慧（右）慰问在灾场不眠不休已超 
过24小时的消挺人员。

乌;
雪国会议员廖书 

、慧透露，县议会 

的报告指早前已撤销厂商执 

照，并向负责人发出土地清 

空令，指示即时清理露天仓 

库内堆积如山的旧衣和垃 

圾。

“县议会指由于有关 

厂商因违反营业条规，制造 

出面积庞大的非法垃圾场， 

对轻工业城内的其他厂商造 

成环境滋扰问题，故而采取

廖書慧：廠商執照撤銷接清空令
过数次取缔行动《 ”

“鉴于情况毫无改 

善，最后唯有发出清空土地 

的指示，因此不排除有人因 

为无法处理庞大的垃圾， 

而选择以-把火来解决问 

题。”

廖书慧是在赶往现场 

慰问不眠不休救火的消拯人 

员后，如是告诉记者。

她说，县议会对此事 

感到震惊和震怒，已指示相 

关单位进行全面的侦查，包 

括纵火角色调查此事。

易燃品堆数十呎高

她说，据了解，该名 

负责人是向一■名在新加坡定 

居的地主租借土地设厂。

“火灾处原本是空 

地，被负责人围起后当成露 

天仓库〇由于内中所收的衣 

物、布料及易燃品堆得数十 

呎高，在日晒雨淋之后变得 

干燥和发出异味，让周围的 

厂商感到威胁，害怕一旦失 

火会酿成大祸，所以多年来 

投诉不断。”

她也对此次大火使方 

圆数公里的商厂和居民饱受 

空气污染之苦感到遗憾。

Page 1 of 2

14 Aug 2019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3
Printed Size: 932.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8,242.42 • Item ID: MY0036926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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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ALOG

BAJBf

2020
'•.4''3中》 
[Mi'.Jrrfr *

阿米鲁丁 
(坐者中）与 

州政府官员于 

财政预算案对 
话会前合影。 

左三起为卡 
立和西蒂玛丽 

亚。

獲批者逋領篇麇關懷卡
雪大臣：資格取消

(沙亚南13日讯）雪 

州大臣阿米鲁丁披露，州 

政府于今年重新调整健康 

关怀计划门檻后，确实有 

许多获批者遭取消资格。

他说，被取消的原因是 

-些受惠者获批准后，•直 
都没有领取健康关怀卡，还 
有一些则是因为收人不符合 
标准而申请遭拒。

他披露，州政府过去因 
没有.把好的“衡量尺”， 
所以许多民众纷纷申请，不 

过税收局如今愿意配合审 
核，所以州政府决议让只有 

符合标准收人的州子民才能 

受惠d

“截至目前，持有健康 
关怀卡的有6万户家庭，若一

个家庭有4人，估计可受惠的 

人数达24万人。”

他表示，州政府于去年 
财政预算案中批准拨出4300 

万令吉用于健康关怀计划， 
目前已花费2600万令吉。

收集民意 

拟最好预算案

阿米鲁丁今早出席以 
“健康”为主题的财政预算 

案对话会后指出，州政府延 

续过去的传统，在每年的财 
政预算案公布前都会进行对 

话会，以收集民间的回馈及 
反映，以便能拟出最好的财 
政预算案。

他说，州政府有别以往 
只举行一天或•天半笼统谈 
论所有议题，今年首次举行4

场对话会，共有4大主题，分 

别为教育、健康、经济及安 
全，而这4大主题将会是州政 

府比较关注的事项。-

他披露，教育论坛之 
前已经在万宜举办，而今早 

在沙亚南举行的对话会是以

“健康”为主轴，主要聆听 
专家及民间组织的意见。

“对于是否将在财政 

预算案中增加健康或卫生拨 
款，还需要视情况及评估后 

再做决定。”

骨痛熱症肺結核雪最嚴重

'州除了骨痛热症高 
举全国之首，肺结 

核病例也是全马之冠！
雪州卫生局副局长维努 

葛帕兰指出，雪州于去年的 
肺结核病例局达5071宗，死 

亡病例则有367宗，死亡率相 

比骨痛热症来的高，但此病 

例却很少获得媒体关注及报 
道。

他说，雪州发生的肺结 

核病病例似乎每年有增加的 
趋势，主要原因是人民求医 
意识薄弱，是病情扩散主要 

原因。
他披露，肺结核虽可透 

过空气传染，但很容易查到 
病因，且初诊定期服用药物6 

个月就能康复，不过去年仍 
然有553多人没有持续服用药

物，导致病情没有根治。
“根据我们的统计，很 

多病患者都是因贫穷和卫生 
不佳而罹患肺结核，其中B40 

族群占据90%。”

他表示，很多国人把肺 

结核病例扩散的矛头指向外 
籍劳工，但实际上外劳只占 
据其中15%，85%的病患者都 

是国人。
维努葛帕兰建议州政府 

提供500令吉的津贴，鼓励患 
者接受及完成6个月的全面治 

疗，从而解决肺结核病例不 

断上升的趋势。_
出席活动者括雪州行政 

议员拿督邓章钦、黄思汉、 

西蒂玛丽亚、罗兹雅、雪州 
卫生局局长拿督卡立及各政 

府单位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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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da Impian

繼囊雄

(吉隆坡讯）财健摩口多（Chai Ken Motorcycles )旗下Honda Impian X本田摩口多车 

专卖店日前举行开幕礼。

/-I—于蒲种工业园（Taman Peri ll flustrian 

Hpuchong-TPP 1/10)的Honda Impian X,属于 

财健摩哆专营之首家本田摩哆车专卖店，营销款型覆 

盖小型、中型及大型摩哆车，诚意打造的售前/售后• 

站式规格，放眼于为骑士提供贴心服务。
创于1997年的财健摩哆，雪隆分行遍布于蒲 

种、PuchongUtama、巴生加埔镇、斯里肯邦安、 

Putra Perdana、士毛月、沙亚南、KG Bersatu、万宜、 

Rinching、Perdana丁业园、Bandar Teknologi及龙溪， 

所营销的摩哆车品牌涵盖Yamaha、本田、Modenas及 

Mforce 等。.

黄锋致开幕词时指出，在摩哆车领域闯出名堂 

的洪载洤，对于社会公益活动也不落人后，并积极参 
与摩哆车商公会事宜，壮大非营利组织、为会员谋福 

利。

开幕礼出席者包括梳邦再也市议员黄小真、文 

秀本田主席拿督斯里陈惠仁、马来西亚摩哆车商公会 

主席黄锋、霄兰莪暨联邦直辖区摩哆车商公会主席郭 

海光及本田文秀首席营销与企划员中村嘉孝、首席业 

务员温仁光、财健摩哆董事拿督洪载洤、拿汀蓝紆瑛 

夫妇、洪氏母亲陈庥燃及业务经理洪峻富、洪峻贵。
(osl/KLG)

m 03-8066 8823 
^ chaikeninpia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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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副总警长拿督马兹兰证实 

在小溪发现的女裸尸是爱尔兰少女 

诺拉安妮葵琳。左为森州总警长拿 

督莫哈末尤索夫。(芙蓉13日讯）失踪了 10天，数 

百名搜救人贝不分昼夜的在树林中 

寻觅，今天15岁的爱尔兰失踪少女 

诺拉安妮葵琳终于被寻获了，不过 

让其父母心碎的是，爱女已是一具 

冷冰冰的尸体。

据悉，死者被发现时，全身赤裸，脸 

部朝天躺在小溪旁的两块石头间，而目前 

厂体已经送到芙蓉端姑查化医院，家属也 

于今晚8时45分前往认尸，并向警方确定 

了死者的身分。

森州总警长拿督莫哈末尤索夫在停 

尸房外向媒体证实，死者父母已经确定女 

尸是他们的女儿，不过解剖在明早才会展 

开，并由吉隆坡高级法医操刀。

他补充，警方会在现场展开调查，并 

以各角度去调查此案。

赛=1 搜救f亍动的马力甘_ 

声称在河旁发现全裸女尸，
因此就立刻联络警方。 J艮

助警方参与搜救行动的当 
I#地居民马力甘（64岁）今 

R下午2时左右，在距离度假村两公 

里处的油棕园的小溪旁发现了死者， 

他声称，发现死者时，死者是全裸状 

态，并没有发现有伤痕，而他也立即 

通知了警方。

陈尸处距度假村2.5公里

较早前，全国副总警长拿督马兹兰指 

出，尸体是在小溪旁发现，陈尸处与度假 
村有2.5公里的距离，因此，必须出动直 

升机，将尸体移出并运到芙蓉端姑查化医 警方发现尸体后，即封锁周边地区，禁止民众 

及媒体进入范围，以方便进行搜证工作。
死者入住度假村隔日失踪

死者诺拉安妮葵琳（Nora Anne 

Quoirin )是于8月3日（周六）家人抵 

达我国展开为期两周的旅游，而在人 
住森州班底路The Dusun高山度假村 

的隔日（8月4日）上午，就被发现离

警°方在接获投报后，即投人大 

批人员进行搜救，包括出动消拯队、 
民防部队（APM)、志愿警卫队、无 

人机及原住民，而在后期也获得来自 

怡保共23名的VAT 69突击部队及外 

国警方参与搜救，不过却一无所获。

而在昨日，死者的父亲瑟巴斯 

汀及母亲米亚更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 
将悬赏5万令吉给提供线索寻获女儿 

的人士，不过隔日就被搜救队伍发现 

诺拉安妮葵琳离奇死在油棕园内。

他说，尸体是于今午1时57分，被-- 

组非政府组织的搜寻队伍发现，之后鉴证 

组与刑事罪案调查组陆续前往调查，他坦 

诚，搜救队伍曾经在陈尸处来回搜索，但 

当时一无所获。

询及警方是否以谋杀案角度调查，他 

回应，案件仍以失踪人口案来展开调查。

他不愿透露死者身上有无伤痕，只表 

7K,-切需待法医解剖D

他是今日在全国刑事调查部副总监 

拿督胡兹尔、森州总警长拿督莫哈末尤索 

夫、森州副总警长仄扎卡利亚、拉杭消拯 

局主任拉曼的陪同下，在班底警局召开新 

闻发布会。

家庭妇女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及森州 

行政议员陈丽群也在稍后前往芙蓉停尸房 

了解情况及慰问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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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13日 

讯）针对爪夷文字书法 

艺术课题，妇女及家庭 

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劝 

请国民进行更多的讨论 

与交流，以消除彼此的 

恐惧及怀疑，并说道， 

“这是个镜像，将我们 

的恐惧加诸于他人身 

上”

杨巧双今日在脸 

书发布帖文说，“当有 

者表示对爪夷文的恐惧 

时，这就是一个镜像， 

反映出其他人也有同样 

的感觉。”

她举例，在部长的 

办公室里，也有者因为 

十字形灯或中国书法而感到害怕： 

她以不点名的方式指某些政党 

依靠种族情绪的方式生存，甚至拥 

有主流媒体机构供自己使用，“以 

致中庸和中立的立场者则被指控为 

背叛n己的民族。”

杨巧双说，国民现在任何行动 

都能决定孩子的未来，当中还有很 

多风险障碍必须闯过，希望国民勿 

偏离真正需要关注的议题。

“来吧，马来西亚人，让我 

们迈向先进的未来。最好的政策是 

不以极端主义作为国家建立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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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迪（中）出席吉隆坡国际机场21周年庆活动时，也为一本新书主 

持推介，并向媒体展示这本新书。左一起为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及交通部长
陆兆福。

推介人體掃描通關系統

KLIA擬實施5G覆蓋網絡
(雪邦13日讯）吉隆坡国际 

机场配合成立21周年庆典，推介结 

合人脸辨识、大数据分析和物联网 
(I〇T)的通关系统，并表示有意和 

华为合作在机场实施5G覆盖网络。

这项由SITA和Gunnebo所开发的 

技术将为搭客提供无障碍便利，搭 

客只需在办理登机手续时验证文件 

即可s
首相敦马哈迪出席上述庆典也 

当场测试了机场所安装的新型安全 

人体扫描仪的效率和准确性，这个 

新仪器可检测身体的有机和非有机 

异物，这意味身体没该类物品的乘 

客无需经过人手检测。

目前两个终站已设有10台新仪 
器，预料在2022年会增至100台。

敦马：

数字自贸区明年中运营
马哈迪致词时指出，吉隆坡国 

际机场航空城（KLIA Aeropolis )的 

其中•项成就，是与阿里巴巴集团 

合作的数字自由贸易区，该园区将 
于明年6月投入运营。

他说.政府欢迎大马机场的 
KLIAAeropolis的战略计划，这包括 

航空货运和物流、航空航天和会议

和奖励、大会和展览及休闲。

他指出，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预测未来2〇年的航班乘 

客人数将会倍增，国际民航组织 
(ICAO)预计直至2045年，乘客预 

料每年平均增长5.3%

“这种成长趋势对我们有利， 

民航业对我国的经济成长扮演重要 

6勺 ’’

他说，我国必须提升旅游胜地 
的吸引力，以确保2020年大马旅游 

年获得成功。

“我们希望能够增加东盟各 

国、屮国、印度、英国和德国来马 

的航班。”

他说，大马机场公司与大马旅 

游局设立两个总值2500万令吉的旅 

游促销基金。
“自从2015年国家航空蓝图推 

行以来，大马机场公司已经在梳邦 

机场的公共设备和翻新设备方面投 
资5000万令吉。”

他说，机场不只是提供基本设 

备，也是经济催化剂、旅游业的推 

动者，是游客对一个国家产生第一 

印象的地方。

“希望机场公司善用其100平方 

公里地段，进行各项发展计划，”

敦馬：當年發展隆機場

“沒想過廉航會蓬勃發展”

马;
哈迪今日说，他在1998年 

f发展吉隆坡国际机场时， 

从未想过廉价航空会蓬勃发展。

他说，也许大马未来需要-个 

太空港，或许未来去伦敦只需要3 

小时的飞行，已有人提出这样的计 

划a

当被问及如何发展吉隆坡国际 

机场100平方公里的地库问题，他表 

示有许多新提案正在进行中。

他也说，机场原本的计划规划 
是通过两个终站及4个卫星大楼，以 

实现每年接待1亿2500万人次的最终 

目标0

沒批投資新國產車

“政府機構想分杯羹”

马;
哈迪说，他并没有批准政府 

f机构投资新国产车项目，而 

是政府机构想从中分一杯羹。

“我没有批准，但是，事情已经 

发生了，我没什么好说的。”

他说，当很多政府机构看到即将 

起飞的好东西时，他们认为应该要分 

-块蛋糕。

尽管政府-直强调不会应用公 

款来推动新国产车计划，不过，马 

华总会长魏家祥则指新国产车的资 

金是源自大马政府丁业高科技集团 

(MIGHT)，也即是公款，并不完全 

是私人投资项目。

他说，SyarikatVentureTECH私 

人有限公司是DreamEDGE最大的股 

东，Syarikat VentureTECH则是 100% 由

MIGHT所持有，而MIGHT贝IJ是100%

由政府所持有。
DreamEDGE首席执行员凯里尔 

证实，VentureTECH拥有DreamEDGE 

10%的股权。

首相认为，由于DreamEDGE做 

了很多工作和看起来很有能力，因 

此一些政府机构就想要“采取一些行 

动”

“许多政府机构在看到即将起 

飞的事情时，认为他们应该有一块蛋 

糕 ”

针对他所做的任何决定都被质疑 

的问题，他说，这是很正常的，那是 

政治，如果你不说些什么，如同没发 

挥功用，反对党就是要推翻政府，执 

政党则就要捍卫政策。

不驅逐出境

“扎基爾面對被殺風險”

马;
哈迪说，大马不会把印度 

f伊斯兰传教士扎基尔奈克 

驱逐出境，因为他面对被杀害的风 

险6

他说，如果有任何国家想要收留 

他，大马很欢迎。

他针对人力资源部长古拉的谈话 

受询时，如是回应

古拉此前发表文告说，他将在明 

日的内阁会议上，提出扎基尔的永久 

居留权间题。

他形容扎基尔的存在“令全马人

民蒙羞”，因此他的永久居留权必须 

受到重新审核。

“他的所作所为没有反映出应该 

得到永久居留权，此事会在明天的内 

阁会议中提出。”

也是彳了动党副主席的古拉说， 

扎基尔日前发表'‘大马的印裔对印度 

总理莫迪的效忠多于大马首相敦马哈 

迪”的言论涉及煽动，已引起本地印 

裔社群不满。

对此，马哈迪表示，如果出现这 

种情况，应该要问印度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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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冠英说，出席者在汇报会上坦率地交 

换意见，左为杨美盈。

~ 德 1!琢_上下支持反萊納斯

Mb滅運麵
(吉隆坡13日讯）行动党文冬区国会 

议员黄德说，行动党全党上下包括部长 

在内，都共同支持他反大马莱纳斯稀土 

厂继续营运的立场。

他说，由于莱纳斯无法满足营运执照的数 

项条件，因此，他的立场非常鲜明，就是必须 

中止莱纳斯稀土厂继续营运。

他透露，他正与数名律师取得协调，-旦 

大马莱纳斯稀土厂获准继续在大马营运，他就 

会起诉莱纳斯。

他今晚出席与莱纳斯稀土厂去留有关的党 

中央汇报会后说，他已将人民的心声反映到刚 

才的汇报会上，很欣慰的，都获得行动党上下 

包括部长的支持。

促人民作好准备抗争
因此，他说，-旦8月15日公布的结果是 

批准莱纳斯继续营运，那么他将带领来自全马 
各州超过120万人民，坚决抗议内阁的决定。

“因此，所有人民及反莱纳斯的非政府组

织，应作好准备迎接一场艰难的抗争。因我们 

对抗的，是内阁的决定。”

他说，他也将争取国会更多后座议员，及 

人民代议士的支持，共同参与反莱纳斯行动。

他提醒说，莱纳斯稀土的高辐射废料已对 

我们下一代构成巨大的（污染）负担，所以必 

须中止稀土厂继续营运。

指莱纳斯建PDF是说谎
询及本身是否反对内阁的决定时，黄德 

说，莱纳斯至今仍无法鉴定-个建设永久废料 
储存糟（PDF)的地点，显然已抵触和违反营 

运执照，彭亨州务大臣甚至指该州政府未曾与 
大马莱纳斯会曲，以商谈PDF的地点：

“若大臣的声明是真的，那么，莱纳斯是 

在说谎，欺骗了人民好多年。”

询及一&批准莱纳斯继续营运，行动党部 

长是否该辞官时，他说，他无法代表其他的部 

长发表意见。

黄德也是国会监督莱纳斯核心小组主席_ 

行动党今晚在半山芭总部召开…项与莱纳

斯稀土厂去留有关的汇报会，以向该党国、州 

议员、党中委、州委进行汇报。

出席者包括行动党元老兼伊斯干达公主城 

国会议员林吉祥、财政部长兼秘书长林冠英、 

财长政治秘书兼白沙罗国会议员潘俭伟、能源 

科艺及环境部长杨美盈、交通部长陆兆福、通 

讯及多媒体部长哥宾星、人资部长古拉、大马 

对华特使陈国伟、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国防 

部副部长刘镇东、贸工部副部长王建民、青体 

部副部长沈志强、国会公账会副主席黄家和、 

国家水务服务委员会主席查尔斯、霹雳州议长 

令督倪可汉、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黄思 

汉，甘纳巴迪劳、史芈肯邦安州议员欧阳捍 

华、甲州行政议员郭子毅、柔州行政议员陈正 

春、士古来州议员陈泓宾、武吉加星州议员拉 

吉夫、武吉免登区国会议员方贵伦、双溪比叻 

州议员刘天球、莲花苑州议员黎潍福、万达镇 

州议员嘉玛丽亚、财长特别协调员黄伟益等 

等。

林冠英：坦率交換意見g幸艮胃女子

〇动党秘书长林冠英表示，该党国、州议员、党屮委、州委在 
与莱纳斯稀土厂去留有关的汇报会上坦率地交换意见，约3小 

时30分钟的会议在良好的气氛下进行。

行动党今晚在半山芭总部召丌这项汇报会，以向该党国、州议员、 
党中委、州委进行有关莱纳斯稀土厂去留的汇报；会议从晚上8时开

始，林冠英及其他党局层于晚上约11时30分准备离开行动党总部时，被 

媒体追问汇报会结果，并如此回应。

能源科艺环境部长杨美盈则说，该部已和相关部门商讨莱纳斯事 

宜，政府会在8月15日公布内阁的决定。
“我也会在8月15日发表我对这课题的看法。”

记者追问其它问题，如在莱纳斯课题上n■•动党是否已达到共识、有 

没有正面的结果等问题时，林冠英及杨美盈则没有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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