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arga emas
tabah rumah
dilanda ribut
Kuala Selangor: Sehari sebelum
Aidiladha Ahad lalu, warga emas,
Maznah Sanusi diduga apabila se-
bahagian bumbung rumahnya di-
terbangkan ribut pada awal pagi,
kesan tempias Taufan Lekima
yang melanda Taiwan.
Biarpun wanita berusia 61 ta-

hun yang tinggal seorang diri itu
terpaksa berdepan dugaan sede-
mikian, Maznah masih mampu
tersenyum dan bersyukur.
Katanya, beliau bernasib baik

keranamasih boleh tinggal dalam
rumah kayu miliknya hasil pe-
ninggalan suaminya sedekad lalu
di Tanjong Karang, yang terletak
di tengah-tengah sawah.
Maznah berkata, ketika kejadi-

an, beliau dikejutkan pada jam 2
pagi oleh bunyi angin yang kuat.
“Saya amat takut kerana ia sa-

ngat kuat, menyebabkan saya ber-
doa. Ribut itu reda sebelum angin
kuat kembali bertiup. Saya segera
berlari ke rumah jiran untuk ber-
lindung.
“Saya pulang ke rumah pada

jam 5 pagi dan mendapati bum-
bung zink di bahagian dapur ter-
cabut diterbangkan angin. Saya
bersyukur terselamat,” katanya.
Ekoran kejadian itu, Maznah

menyambut Aidiladha di rumah
anak perempuannya di Meru,
Klang.
Semalam, Kerajaan Persekutu-

an dan negeri memulakan peni-
laian terhadap rumah yang ter-
jejas di lima negeri ekoran kesan
Taufan Lekima minggu lalu.
Pegawai Khas (Ekonomi) ke-

pada Timbalan Perdana Menteri,
AmeerAliValiMohamed, berkata
beberapa pasukan dikerahkan ke
Selangor, Perlis, Kedah, Pulau Pi-
nangdanPerakbermula semalam
hingga Jumaat untuk meninjau
kawasan terjejas.
Pasukan itu, katanya, diketuai

Ameer Ali dengan kerjasama
Agensi Pengurusan Bencana Ne-
gara (NADMA), Angkatan Perta-
hananAwamMalaysia (APM) ser-
ta pegawai dari Pejabat Daerah
dan Tanah.
Terdahulu, ketika taklimat,

AmeerAli berkataPejabatDaerah
dan Tanah Kuala Selangor serta
Sabak Bernam menjalankan pe-
nilaian kelmarin membabitkan
kerugian dialami 443 buah rumah
rosakdi SabakBernamdan45 lagi
di Kuala Selangor, dalam kejadian
itu.
“Penilaian terhadap rumah ini

dikategorikan sebagai kritikal, se-
paruh kritikal dan kecil. Kita ber-
nasib baik tiada kecederaan di-
laporkan mahupun kemalangan
jiwa,” katanya.
Penolong Pegawai Daerah Kua-

la Selangor, Mohd Zary Affendi
Mohd Arif, berkata Jabatan Ke-
juruteraanya memulakan proses
penilaian semalam di 45 rumah
yang terjejas di Bestari Jaya, Je-
ram, Tanjong Karang, Ijok dan
Hujung Permatang.

Katanya, penilaian itu perlu di-
sahkan ketua kampung terbabit
bagi mengelakkan tuntutan palsu
atau bantuan bertindan daripada
agensi kerajaan.
“Anggaran kerugian serta data

lain dikumpulkan daripada pro-
ses penilaian ini akan diserahkan
kepada Majlis Tindakan ekonomi
Negeri Selangor (MTES) esok (ha-
ri ini). Ia akan dipengerusikan
oleh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

“Beliau akan membuat pengu-
muman mengenai bantuan yang
akan disalurkan kepada mangsa
untuk mereka membaiki kedia-
man masing-masing,” katanya.
Yang turut hadir, Ketua Peno-

long Pengarah Kanan Bahagian
Pembangunan Komuniti dan So-
sial, Mohd Khairi Abd Ghani,
yang memaklumkan kerajaan ju-
ga akan menyerahkan bantuan
antara RM200 hingga RM500 ke-
pada setiap keluarga.

Ameer Ali (tiga dari kiri) bersama wakil NADMA melawat rumah Maznah (kanan) yang rosak akibat tempias
Taufan Lekima di Kampung Sawah Sempadan, Tanjong Karang, Kuala Selangor, semalam. (Foto BERNAMA)

Taufan Lek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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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ma s
kini Kad
Peduli Sihat

Shah Alam

Kemas kini inisiatif Kad
Peduli Sihat sejak Mei lalu
membuka peluang kepada
lebih ramai golongan
berkelayakan untuk
mendapatkan kemudahan
kesihatan di negeri in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sehingga kini kira-kira
240,000 pemegang kad
berkenaan dikenal pasti
layak selepas proses
mengemas kini dan semak
silang dijalankan.

“Saya sedar ada
rungutan daripada pelbagai
pihak mengenai Kad
Peduli Sihat yang ditarik
balik, namun kita
melakukan yang terbaik
untuk golongan yang
benar-benar memerlukan.

“Sebelum ini kita tidak
mempunyai kayu ukur
yang tepat kerana tidak
mendapat kerjasama
daripada Lembaga Hasil
Dalam Negeri (LHDN)
kerana berbeza kerajaan.

“Jadi kini kita baru
menerima maklumat gaji
yang diperlukan dan
proses kemas kini perlu
dilakukan , ” kata nya
di sini, se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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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KIMA

T YPHOON
DA M AG E BEING
A SSESSED
Officers collecting
info on homeowners’
losses before
declaring allocation

DAWN CHAN
KUALA SELANGOR
news@ns t.com.my

MAZNAH Sanusi, 61,
went through the
harrowing experi-
ence of having a por-

tion of her home’s zinc roof
ripped off by the tail end of Ty-
phoon Lekima, two days before
Hari Raya Aidiladha.

Despite the ordeal, the widow
continued to smile and count her
ble ssings.

Maznah said she was lucky to
be able to continue living in her
Tanjong Karang wooden house
located in the middle of a padi
field which her late husband left

behind following his death a
decade ago.

Recalling the incident, Maznah
said she was woken by the sound
of strong winds about 2am last
Fr i d ay.

“I was terrified as the weather
was so violent and I said a prayer.
Things calmed down for a while
before the strong winds re-
turne d.

“I quickly ran to my neigh-
bour ’s house to seek shelter. I
went home at 5am and found that
the zinc roof in my kitchen had
been blown off.

“I am glad I escaped unhurt,”
said Maznah, whose house was
the most damaged here.

She had to change her plans
and celebrated Hari Raya Aidi-
ladha at her daughter’s house in
Meru, Klang.

The federal and state govern-
ments yesterday kickstarted ef-
forts to assess property damage
suffered by homeowners in
five states due to the tail end
of Typhoon Lekima.

The special officer (economy)
to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
Ameer Ali Vali Mohamed, said
several teams had been deployed
to S elangor, Perlis, Kedah,
Penang and Perak until Friday to
visit the affected areas.

The teams were led by Deputy
Prime Minister Datuk Seri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s officers.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Nation-
al Disaster Management Agency
(Nadma), Malaysian Civil De-
fence Force and District and
Land offices are joining them.

In Selangor, the affected areas
were here and Sabak Bernam;
Kangar and Arau in Perlis,
Seberang Perai Tengah and
Utara in Penang, Rungkup and
Hutan Melintang in Perak as well
a s  Ko t a  S e t a r  a n d  Ku b a n g
Pasu in Kedah.

Ameer Ali said yesterday the
District and Land Offices in
Sabak Bernam and here had b een
instructed the day before to con-
duct assessments on the losses
suffered by 488 homeowners.

There were 45 damaged homes
here and 443 in Sabak Bernam.

“The assessment on the houses
are categorised as critical, semi-
critical and minor.

“We are fortunate that no one
was hurt and there were no
de aths,” he said.

Assistant district officer M ohd
Zary Affendi Mohd Arif said it s
engineering department had as-
sessed the damage at 45 hous e s
in Bestari Jaya, Jeram, Tanjong
Karang, Ijok and Hujung Per-
matang on Tuesday.

He said the damage assessment
must be certified by the villag e

heads to avoid false claims and
overlapping assistance from oth-
er government agencies.

“The estimation of losses and
other data collected from the ex-
ercise will be presented to the
Selangor state government’s Eco-
nomic Action Council meeting
tomorrow (today).

“It will be chaired by Selangor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

“He will announce the alloca-
tion that will be channelled to
victims for them to repair their
hous e s.”

Nadma senior assistant direc-
tor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om-
munity) Mohd Khairi Abd Ghani,
who also took part in the visits,
said the government would hand
over token sums of between
RM200 and RM500 to each fam-
ily affected by the storm.

Special officer (economy) to the deputy prime minister, Ameer Ali Vali Mohamed (second from left), at the
damaged home of Maznah Sanusi in Tanjong Karang yesterday. BERNAMA 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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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ners sweeping up rubbish from the streets in Section 14, Petaling Jaya. 

Pilot project to maintain 
cleanliness in Section 14 
THE Section 14 commercial area in Petaling 
Jaya is often littered with rubbish through-
out the day, hence the need to have addi-
tional cleaners stationed there. 

As such, Bukit Gasing assemblyman Rajiv 
Rishyakaran introduced a pilot project on 
Aug 1 to employ cleaners for extended 
hours between 8am and 8pm. 

Rajiv said the state-appointed cleaning 
contractors would only clean the streets in 
the morning before the shops, eateries and 
banks open for business. 

He added that although dustbins were 
strategically placed in the area, it did not 
solve the Uttering problem. 

"It becomes dirtier as the day goes by. 
"So, the cleaners will be in the area for 

longer hours to ensure it is clean," he said 

during his visit to check on the pilot project 
status with representatives from Kumpulan 
Darul Ehsan (KDEB) Waste Management 
Sdn Bhd in Section 14. 

Section 14 was chosen because of its high 
traffic location as it is also home to Jaya 
Shopping Centre, Digital Mall, a food court 
and a wet market. 

"This area has a good lunch and dinner 
crowd, with many people running errands," 
he added. 

Rajiv said the project costs about 
RM10,000 a month to have additional KDEB 
cleaners. 

He hopes the project would gain positive 
support from residents and business 
owners in the area before it is introduced to 
other parts of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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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J Half Marathon returns 
THE Petaling Jaya Half Marathon (PJ Half) 
is returning for its 31st edition on Aug 25. 

The marathon will take place at Dataran 
Petaling Jaya and will comprise the 30km, 
21km, 10km and 3km categories. The dis-
tance for a full marathon is 42km. 

Petaling Jaya mayor Datuk Mohd Sayuthi 
Bakar said the marathon drew many to join 
the annual event. 

"Due to positive response, the run had to 
close its registration earlier than usual," 
said Sayuthi at the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headquarters in Jalan Yong 
Shook Lin. 

He said 10,000 participants registered for 
the run. 

"This event is also gaining attention inter-
nationally, with 259 people registered from 
42 countries," said Sayuthi. 

The PJ Half Marathon mobile app, which 
was introduced last year, will be used this 
year to provide live-tracking and announce-
ments related to the run. 

The main roads that will be used for the 
PJ Half are Jalan Gasing, Jalan Templer, 
Jalan Universiti and Jalan Sultan. 

To ensure smooth traffic flow, 100 traffic 
policemen will be stationed along the route 
along with 50 MBPJ enforcement officers to 
monitor the roads. 

Sayuthi also advised participants and 
spectators not to park along the road to 
avoid congestion. 

Persatuan Olahraga Para Selangor (POPS) 
honorary secretary Mohan Govinda Samy 
said the run provided a chance to the com-
munity to take part in such events. 

"The marathon brings the community 
together," said Mohan. 

PJ Half is jointly organised by POPS and 
MBPJ with Puncak Ventures SRA Sdn Bhd. 

Sponsors for the event are F&N 
Beverages Marketing Sdn Bhd, Ultron, 
Suunto, Unitar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erizon and Beaute Library. - By FATIN 
IZZATI 

Sayuthi (centre) holding the 31st PJ Half Marathon T-shirt flanked by (from left) MBPJ 
Community Development Department director Aznan Hassan, Petaling Jaya deputy 
mayor Johary Anuar, Mohan and Puncak Ventures SRA Sdn Bhd director Zainudin Lop at 
MBPJ headquarters in Petaling J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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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 floats protection idea 
Chairman wants an agency 
to oversee rivers nationwide 
By RASHVINJEET S. BEDI 
newsdesk@thestar.com.my 

PETALING JAYA: The National 
Water Services Commission (SPAN) 
has proposed a National River 
Protection Authority to oversee all 
the rivers in the country. 

SPAN chairman Charles Santiago 
said there were too many agencies 
involved in rivers but none of them 
had any real authority. 

"How do we come out of this pro-
blem of enforcement, of too many 
agencies involved. The question is 
who will take ownership to solve 
the problems," he said yesterday 
during a seminar on river pollution. 

In the wake of several incidents 
of river pollution, Santiago said 
there was a need to look at how the 
entire system could come together 
as a unified body under the Prime 
Minister's Department to give it 
power and funds to solve the issues 
at hand. 

"That is why the idea of a water 

protection agency is being floated," 
he said. 

In the past few months, pollution 
in Johor's Sungai Kim Kim affected 
more than 6,000 people in the area, 
while diesel spillage into Sungai 
Selangor caused water supply dis-
ruptions to almost five million 
Klang Valley residents. 

Santiago said the country must 
avoid the severe or chronic water 
problems faced by Cape Town, 
South Africa and Chennai, India. 

Santiago said 98% of raw water 
drawn for consumption here came Filling time: A man collecting water from pipes supplied by Syarikat Air 
from rivers. Selangor in this file picture. A plan to prevent rivers from pollution may 

"If the pollution issue is not . help with clean water supply in future. - Bernama 
solved, the cost of treating river 
water will increase and this would 
result in tariffs increasing as well," 
he said earlier in a speech. 

Santiago also said that SPAN sug-
gested making changes to the Water 
Services Industry Act 2006 to 
increase fines for those caught pol-
luting rivers. 

Water quality specialist Dr Zaki 

Zainudin said while there were 
laws that limited effluent discharge, 
they were very limited.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Environ-
mental Quality Act (EQA) 1974 regu-
lated what was allowed to be 
released into water bodies but 
added that the parameters under 
the Act would not meet those of the 

National Water Quality Standards. 
"Compliance to the law doesn't 

mean the river will not be polluted," 
Zaki said. 

HjfcSE 
Watch the video 

tnestartv.com b E 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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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林冠英连人在傍晚6时离开 

财政部，尽管各报媒体皆在外守候， 
但他们离开时未接受记者访问。

訴求贴A
林冠英：内閣有消息才發文告解釋

(布城I4日訊）财政部长林冠英 

指出，他已在今早举行的内阁会议 

上，要求重新检讨小学四年级国语 
课本中介绍爪夷书法的课纲。

林冠英也是民i行动党秘书 
长。他强调，将等待内阁发布 
消息后，才发表文告做进一步 
解释。

開會討論2課題

林冠英今午出席内阁会议 
后，返回财政部办公室时，向 
在场的媒体这么指出。不过， 
他对内阁的决定三缄其口。

内阁会议后，民S行动党高 
层及内阁正副部长今午2时许 

在财政部召开会议，相信针对 
内阁就爪夷书法课题和莱纳斯

稀土厂更新执照的决定进行讨 
i仑。

°陆续到财政部出席会议者， 
包括该党主席陈国伟及元老林 
吉祥、交通部长陆兆福、能 
源、工艺、科学、气候变化及 
环境部长杨美盈、通讯及多媒 
体部长哥宾星、原产业部长郭 
素沁、人力资源部长古拉、国 
防部副部长刘镇东、教育部副 
部长张念群、国内贸易及消费 
人事务部副部长张健仁，和妇 
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 
杨巧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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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莎阿南1 4曰 

讯）雪州政府就近 
期分别有两名市议 
员和新村社区管理 
委员会主席（村 
长）呈辞完成审 
核，遴选适当的人选接棒。

在市议员方面，八打灵在也原任市议员

2市議員1村長呈辭

完运審核

■黄思汉接见莎琪娜 

区服务的看法。

(左）和李桂安（右），了解他们对社

潘银珠早前因健康理由而辞职，其职务由 
莎琪娜取代，后者是一名障友，目前已投 
入工作，并安排和居民会面交流。

安邦再也原任市 
议员李伟业因为无 
法兼顾个人生意和 
社区服务工作而辞 
职，由郭纬界取 
代，后者是行动党 
新加影支部秘书。

至于村长方面， 
龙溪新村原任村长 
李宽发因为公务繁 
重而辞职，由李桂 
安（59岁）取代出 

任。
°另一方面，沙登 

新村原任村长唐竟 
发更上一层楼，受 
委为梳邦再也市议 
员，其村长一职由 
现年55岁的方年泰 

担任。

管雪州地方政府、新村发展和公共交 
通的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指出，原任 

市议员和村长主要是因为公务繁重无法兼 
顾及健康问题而呈辞。

他在较早前也接获叻思新村原任村长李 
柳英的辞职信，已于上星期面试4名村长 

人选。
“我们会在4人当中选出最适当的新村 

长，以便继续处理新村事务。”
黄思汉说，他们尊重要辞职的市议员和

黃思漢：尊重意願
村长的意愿，并在接获他们辞职信后物色 
和审核适当人选，以接任相关职位。

他感谢过去曾为社区服务过的原任市议 
员和村长，并体恤他们离职的原因。

“不管是市议员或村长都是地方政府的 
前线人员，因此希望新上任的市议员和 
村长能尽快熟悉工作范围，以便投入服 
务。”

Page 1 of 2

15 Aug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8
Printed Size: 333.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6,568.61 • Item ID: MY0036939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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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rr ii
•------------、

^^■ra

Pi ' i i :^_H

"•r

拉

t罐賴

nm?

吉 

6員工値勤

武吉加星区州议员拉吉夫说， 

一般商业中心的清道夫，会在早 
上7时左右就清理街道，然而在 

早上9时后，店铺陆续营业，人 

潮逐渐增多后，街道上的垃圾也 

会开始增加。

“纵然有的商业区会准备有垃 

圾桶，然而一些不负责任人士， 

还是会把收据等垃圾随手乱丟， 

造成路面杂乱不堪。”

他指出，为了打造清洁的灵 

市，他与雪州的固体废料承包商 
KDEB配合，在14区开始实验“街 

道清理计划”，除了早上7时的 
打扫外，每天早上8时至晚上8 

时，都有人在值勤，定时清理街 

道，确保街道是随时保持在清洁

(八打灵再也I4日讯）武吉加星区州议员服务中心与 

KDEB配合，8月1日起在八打灵再也14区商业中心，实行 

为期3个月的“街道清理计划”，从每天早上8时至晚上8 

时，随时清理当地路面垃圾，维持市容整洁卫生。

的状态。
“KDEB会每天派出6名员工在 

14区这儿值勤。”

他今日巡视当地时说，他也曾 

经在当地安置垃圾桶，然而还是 

有人乱丢垃圾，为此他们才推动 
这个实验计划，在这3个月的成 

效如何。

設垃圾桶還是亂丟

、著S泛零非法广告的实验计划，当时 

口 苎、丨彆维持了半年左右，见到非法广
Wgjfan乂，芑雪聲恶g告牌或单张，都立即清除，并 

也头施这一计划，让雪州变侍更让此也成为灵市政厅承包商的

加广、#〇工作之一，如今在14区已经完 
早年我也曾经在I4区进彳了过全见不到非法广告。”

他说，自前是在实验期间， 
员工的开销是由KDffi赞助，每 

月大约1万令吉左右，若曰后落 

实，且全面实行的话，就需要 

由地方政府承担该笔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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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模範家庭獎
即起開放報名

(布城I4日讯）配合来临国庆日和大马 
曰，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将推出“特 
别模范家庭奖”，在表扬家庭成员之余，
也宣导巩固家庭制度的重要性。

这个奖项分为5大类别，即特别父亲 

奖、特别母亲奖、特别公公或婆婆奖、特 
别丈夫或妻子奖及特别监护人奖。

妇女部副部长杨巧双今日在新闻发布会 
指出，上述奖项将从即曰起至本月31曰开 
放报名给所有大马人参与，只要国人满16 

岁即可成为提名人。
她说，提名人可以在该部网页http:// 

keluarga • lppkn • gov . my/akk下载提名表 

格，之后附上参赛者照片及不超过百字的 
叙述即可。

她指出，提名人也可以以创意的方式，
拍摄一分钟的视频来介绍参赛者，但妇女 
部之后也会安排家访，确保提名人的叙述 
不会言过于实。

杨3双也说°，该部在进行审核后会在9 
月16曰大马日前通知得奖者，届时他们将

■杨巧双推介特别模范家庭奖；左起为希山慕丁、阿妮斯丽扎 

娜及阿都苏古。

从副首相兼妇女部长拿督斯里 出席者还有妇女部副秘书长 
旺阿兹莎手中接过奖状。 （行动）阿妮斯丽扎娜、副秘

询及得奖奖品时，她强调奖书长（策略）希山慕丁及国家 
品不会过于物质化，否则会让人口及家庭发展局总监阿都苏 
这个奖项失去意义。 古。

她补充，该部也会考虑和电 任何疑问可电邮至 
视台合作，播放得奖者的影akk@lppkn.gov.my咨询。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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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巧雙吁勿揣測死因
(布城M日讯）妇女、家庭 

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呼 
吁公众，不要揣测已故爱尔兰 
少女诺拉的死因，一切有待警 
方和验尸报告出炉。

她说，该部准备好为诺拉家 
属提供心理辅导，但目前最需 
要的是让家属有一点空间去接 
受这个悪耗。

“我昨天有在医院陪同诺拉 
家属，社会福利局的辅导员也

有在场，但我们也理解家属现 
在需要空间去接受和平复。”

杨巧双是今日出席该部配合 
国庆举办的“特别家庭奖”新 
闻发布会上，受询时这么指 
出〇

°另外，杨巧双也透露了该部 
在本月初推介的反性骚扰全国 
问卷调查，指截至目前该部已 
接获超过2万6000个反馈，显示 

有很多人关注这个问题。

丨杨巧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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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海新聞專線 
03-33435977

■嘉玛鲁汀（左2)和刘天球 
(左4)为客林兴原住民新年 

主持开幕仪式，右为颜志輝。

劉天球：對國家建設有貢獻

原餓福觀_
(雪邦14日讯）双溪 

比力区州议员刘天球认 

为，原住民应该享有同 

等公民待遇。

他曰前出席雪邦县客林 

兴原住民部落新年庆典时 

指出，原住民对国家建设 

的贡献举足轻重。因此随 

著希盟新政府成立，政府 

确保原住民和其他公民一 

样，同等享有国家进步和 

发展的成果以及福利。

以上原住民新年庆典， 

是由雪邦市议会联合哥打 

华丽山居民协商委员会， 

赛柏再也居民协商委员 

会、吉隆坡居民协商委员 

会、沙叻南区居民协商委 

员会以及珍部、客林兴和 

巴谷原住民部落管理委员 

会联办。

冀獲政府關注

除了本村原住民上下总 

动员，其他原住民部落也 

派代表参与其盛。

其他出席者有雪州王室 

成员登姑嘉玛鲁汀、首相 

署副部长哈尼巴助理阿奈 

兹、雪邦市议员雷健强、 

张联成、黄耀亮和哈兹汶 
等。

°新年活动重现客林兴原 

住民的竹筒吹箭技巧、手 

编织品、趣味运动、幸运

抽奖、唱歌、舞蹈等余兴 

节目。

雪邦市议员颜志辉说， 
他已协助客林兴部落连续4 

年举办原住民新年活动， 

主要宗旨在于把遗漏在发 

展洪流底下的文化遗产展 

现人前，同时带出原住民 

鲜为人知的生活点滴和期 

待
°他说，当地的原住民希 

望得到政府的关注，协肋 

原住民在教育、经济、旅 

游等国家建设与发展方面 

发挥所长。

他认为，原住民的特点 

和才艺获得外界认同和发 

挥到位，将为我国带来可 

观的旅游收入和发展潜 

能。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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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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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下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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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8房屋遭暴風雨破壞

政府擬撥款助維修
(瓜拉雪兰莪I4日讯）中央政府及 

州政府将准备拨款，协助维修雪兰莪 
#丨2个县内遭暴风雨破坏的4 8 8间房 

屋。
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医生办公 

室特别官员（经济）阿米尔阿里指 
出，政府目前评估当地房屋的毁坏情 
况，之后再与雪州政府商讨提供拨款 
给灾民。

“我们代表副首 
相办公室到沙巴安 
南及瓜拉讀兰莪 
县，亲自了解房屋 
遭暴风雨破坏的情 
況■。”

他说，据知，沙巴安南有M3间房 
屋严重损坏，而瓜雪有45间房屋被破 

坏，只物"1间严重受损。
他今日巡视两地情况后，向记者这 

么说。
阿米尔阿里指出，他们将与各机构 

包括沙巴安南及瓜雪县土地局、国家 
天灾管理机构（XADMA)，以评估每个 

房屋破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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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_带的街道不间断清理垃圾，以保 

持及提升当地的卫生情况。

盼民不再乱丢垃圾

他说，一旦街道维持干净整洁，相 

信市民不敢做出破坏整洁的举动，这 

无形中能鼓励他们不再随地乱丢垃 

圾。拉吉夫说，此项目预计耗资1万 

令_个月，目前由达鲁益山集团吉出 

资，他们将会持续跟进这项试点项

■若灵市14区” 

清理街道试点项 
目“取得不错效 

果，灵市其他商 

业区有望也能随 
其脚步。

目，并针对其经费、难度及挑战做出 

探讨。

针对上述事件，他已知会掌管雪州 

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及华人新村发展 

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一旦此项目 

的效果成功，他希望后者能在灵市的 

主要商业区，如灵市17区、八打灵新 

镇及旧镇、灵市8区，以及SS2、白沙 

罗武达玛等区落实此项目。（TSI )

(八打灵再也14日讯）灵
|

市14区商业区（数码商场 

一带）从本月起推出“清 

、洁准f道试点项目”，并获 

^得达鲁益山集团（KDEB)

\的配合，委派6名清洁工人
I -------------------------------------------------- ---------

每日早上8时至晚上8时， 

不间断在该区清理垃圾，

:希望提升及维持商业区街I -----------------------------------------
道的卫生，借此改掉市民 

胡乱丢垃圾的习惯。

i 行动党武吉加星州议员拉吉夫说，
这个试跑三个月的项目，已在本月起 

::展开。

拉吉夫今日在达鲁益山集团董事经 

f理南利陪同下巡视此试点项目后向记 

者说，该区的街道一直以来是由达鲁 

，益山集团每日早上清理一次，惟街道 

'垃圾随处可见的现象依旧在午餐及晚 

餐时段重现。市民常在街道随地乱丢 

提款收据、烟蒂、水瓶、塑料袋等垃 

圾，这已造成该区的卫生秩序混乱。

他指出，尽管已设置垃圾桶，这个 

、;问题依然没有获得改善。为此，在此 
计划下共有6名清洁工人将会从这三个 

月内，每天早上8时之晚上8时，在该

靈市14區清潔街道試跑

卓板8豳工入掃垃圾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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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是華印裔家園”
友族圍剿扎基爾

(吉隆坡14曰f)印度籍 

伊斯兰传教士扎秦尔发表的 

各种争议性言论，就连友族 

政治人物和网民也在社交媒

体对他展开围剿，

府将扎基尔逐离马_西亚。

扎基尔在吉兰丹的讲座会 

上，声称若要求他这名’‘新 

客人”离开马来ii亚，“旧 

客人”如华人才应该先离 

开，并指马来西亚印裔对印 

度总理莫迪比对首相敦马哈 

迪更忠诚等言论，i引发友族 

的不满。

马来网民玛姬哈欣在推 

特发文说，马来p亚是华裔 
和印裔的家园，A来人是他 

们的朋友、邻居和家人，马 

来人支持他们，不要让种族

仇恨撕裂彼此。

“致马来西亚华裔和印 

裔，马来西亚是你的家。我 

们是你的朋友、邻居和家 

并要求政人。我们会站在你的这一

边，我们不会被种族仇恨撕 

裂我们。”

斥引发种族紧张关系
除了要求掌管宗教事务的 

首相署部长慕加希针对这件 

事表态，人权律师西蒂卡欣 

也批评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 

局（JAKIM )，并指在其他 

文明国家，他们早已经即刻 

被开除。

人民公正党雪兰莪州青年 

团长兼哥打胡姬区州议员纳 

兹万发推文，直指扎基尔的

谈话无法被接受，政府应该 

将他遣返，而非让他继续留 

在马来西亚。

网民哈兹斯则在推特要求 
人民代议士沙亚南区国会议 

员卡立沙末和哥打胡姬区州 

议员纳兹万针对扎基尔的谈 

话表态，尤其是针对马来西 
亚印裔和华裔的部分。

此外，有网民在纳兹万的 

推特下留言，要求他在雪兰 

莪州议会提呈紧急动议，禁 

止扎基尔在雪兰莪州内进行 

演讲。
署名 “Depressed 

Individual Sia”的网民在推特 

留言说，当伊斯兰被扎基尔 

扭曲时，马来西亚伊斯兰发 
展局却沉默以对。

"告诉我，他们获得多少 

拨款？警方也不对他采取行 

动，他已经引发种族紧张关 

系。宗教司为何不对这些种 

族性言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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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水源污染誰負責？

探討設河流保護機構
(八打灵再也14日讯）国家水务服务委员会（SPAN ) 

主席查尔斯圣地亚哥披露，由于涉及管理河流的机构单位 

太多，导致当发生河流污染时，许多单位互相推卸责任的 

问题，包括谁应该负起责任？谁负责处理这危机问题？因 

此当局将会探讨是否应该成立国家河流保护机构，专门保 

护全国的所有河流。

他坦言，如果河流污染问题持续发生，河流滤水处理费 

与水费都会调涨，造成民众提高生活开销。为此，他将会 

晤财政部与经济事务部，要求把水源课题纳入第十二马来 

西亚计划，以及在明年度财政预算案提供拨款。

查尔斯圣地亚哥今日出席由国家水务服务委员会举办的 
“马来西亚半岛河流污染与对水供的影响”研讨会时，这 

么指出；出席者包括国家水务服务委员会委员哈斯诺、沙 

拉俊及公正党地不佬国会议员锺少云等。

他说，河流是国家非常重要的资产，但是国内频密发生 

河流与水源污染成为国家严重的课题，今年遭殃的河流或 
滤水站包括柔佛金金河、霹雳亚亦甘达（Air Ganda )及雪 

州雪兰莪河，严重影响无数民众的生活。

他呼吁大家必须保护它，同时采取_切遏制河流污染的 

行为。“尽管政府花费数以万计费用来保养与保护河流， 

但民众的意识依然薄弱，保护河流，不仅是环境局、水利 
灌溉局（JPS)、地方政府与相关单位的责任，而是所有 

商家、厂家、非政府组织等单位都必须给予合作。”
另外，查尔斯圣地亚哥说，委员会已要求政府修改2006 

年水供服务工业法令（655法令），以提高对付违例者的 

刑罚，目前已交由政府处理的阶段，预计政府会在明年初 

提呈国会提出修订。

■查尔斯（前排右三）与阿末法依沙（前排左三）及 

锺少云（右二）等人出席河流污染研讨会。

他也认为，塑料微粒污染河流也是新课题，当局必须严 

正看待。

促提高违例者刑罚

另一方面，国家水务服务委员会首席执行员拿督阿末法 

依沙被询及莱纳课题时，强调该会不是负责批准莱纳厂设 
施源头（Input)的单位。

查尔斯则表示，该会所负责与管辖的部分是从取水点 
(Intake Point )、滤水站的水供至每家每户，而不是地下 

水。

研讨会获得许多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学者、教授与 
专业人士出席，部分代表轮流上台分享各河流与水源课 

题。

查尔斯表示，各单位会在研讨会上探讨各项问题，包括 

是否需要提高更高的刑罚、监禁来对付河流污染的违例 
者、是否应该吊销涉及污染河流的公司的商业执照至少5 
年，并列入黑名单、政府是否应该把河流四周的地区颁布 

为国家安全区，并迁移设立在河流附近的工厂。（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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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辭

村長市議員空缺填補
（沙亚南14日讯）雪兰莪州政府就近期分别有两名市议 

员和新村社区管理委员会主席（村长）呈辞完成审核，同 

时也已遴选适当的接棒人选。

在市议员方面，八打灵在也原任市ISi员潘银珠早前因健 

康理由而辞职，其职务由障友莎琪娜填补，目前已投入工 

作，并安排和居民会面交流。

安邦再也原任市议员李伟业因为无法兼顾个人生意与社 
区服务工作而辞职，由郭纬界取代，后者是行动党新加影 

支部秘书。至于村长方面，龙溪新村原任村长李宽发因为 

公务繁重而辞职，由李桂安（59岁）取代出任；沙登新村 

原任村长唐竟发更上一层楼，受委为梳邦再也市议员，其 
村长职由现年55岁的方年泰担任。

掌管雪兰莪州地方政府、新村发展和公共交通的州行政 

议员黄思汉指出，原任市议员和村长主要是因为公务繁重 
无法兼顾及健康问题而呈辞。

"我们尊重要辞职的市议员和村长的意愿，并在接获他

们辞职信后物色与和审核适当人选，以接任相关职位。” 

他揭露，最近也接获叻思新村原任村长幸柳英的辞职 

信，所以在上星期已面试了4名村长人选。

我们会在4人当中选出最适当的新村长，以便继续处理 

新村事务。”无论如何，黄思汉感谢过去曾为社区服务过 
的原任市议员和村长，并体恤他们离职的原因。

他也指出，不管是市议员或村长都是地方政府的前线人 

员’因此希望新上任的市议员和村长能尽快熟悉工作范 

围，以便投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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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日防火演習講座
(八打灵再也14日讯）甘榜东姑 

州议员林恬威、八打灵市议员王友泰 

联合双溪威新村管委会订于本月18日 

(星期日）上午9时在双溪威新村民 

众大会堂举办防火演习讲座会。

陈有才村长发文告说，这项活动 
提醒公众认识到防范火灾常识，如 

遇上火灾应怎样扑灭，为此提醒公 

众届时前来聆听，切勿错过机会。

他呼吁村民公众届时踊跃出席。 
(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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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麵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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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14日讯）爱尔兰少女诺拉安妮葵琳 

的遗体被寻获后，有消息指出，遗体被发 

现时呈侧睡姿态，手垫在脸下，从远处望 

去状似睡着了，但她的双脚已开始出现尸 

斑，并可见苍蝇围绕尸身飞舞。

■叶秋燕（中）希望在阐述了登山队发现诺拉遗体的 
过程后，不会再有其他不实传闻传出，左为陈继善。

据了解，诺拉被发现的当儿是侧躺 

在一条小溪上，她赤裸的身体可见一 

些血迹，但从远看去并没有明显伤 

痕。

消息称，发现诺拉的地方像是一个 

被荒废的油棕园，而发现诺拉遗体的 
队伍当时是沿着水路搜寻，最终才在 

小溪处寻获。

登山队促停止不实传言

提供消息者推测，若能提前两天找 

到诺拉，或许她还活着，并认为诺拉 

是一个人走到小溪处，基于疲惫而躺 
在小溪上睡着了，最终在睡梦中离 

世。
发现诺拉遗体的登山组织为了避免 

不实谣言乱传，今日召开记者会阐述 

昨曰找到诺拉的过程，为了不影响警 

方的调查工作或引起不必要揣测，发 
言人叶秋燕拒绝媒体的提问。

叶秋燕指出，昨日一同协助寻找诺 
拉的登山队有24人，大家都是自愿性 

加入搜寻，于中午12时报到，并在一 

名熟悉当地地势环境的印裔男子带领 

及协助下，开始寻人行动。
她说，一行25人（包括印裔男子）

随即一同前往距离度假村约1公里处的 

油棕园_带展开搜寻工作。
“中午约12时15分，我们正式展开 

搜寻，并分成12人一组，锁定在30分 

钟内从主道往左右延伸展开搜寻，每 

30分钟后重组一次，我们当时上上下 

下搜寻，随即发现了溪流。”

叶秋燕指出，当大家走到溪流处， 
大部分的人都转向右边勘察，只有数 

名垫后的成员转向左边寻找，这是为 
了确保每一个角落都不会错过。

“当时，其中一名成员张耀发（译 

音）首先发现诺拉的遗体，大家听见 
他的呼叫后，便往他发现遗体的方向 

移去，再由队长陈继善通知警方。
“发现遗体的时间为下午约1时40 

分，为了确保不影响警方的调查及 

避免证据被破坏，我是说若有（证 

据）；为此，我们停步在距离遗体被 
发现的10公尺以外的地方，我们也没 

有拍下照片或录影。”
她说，警方在约40分钟后抵达，主 

要原因是发现遗体的地方非常偏僻， 

警方无法在短时间内确认遗体的所在 

位置，以致耗费了一些时间。

“等候警察到来时，我们与遗体保

驗屍料3小時完成

爱

■死者父亲瑟巴斯汀及母亲米亚現 
身芙蓉端姑查化医院。

尔兰少女诺拉安妮葵琳昨曰被 

寻获时证实死亡，遗体于今日 

在芙蓉端姑查化医院停尸房解剖，料 
耗费约3小时才能完成。

据悉，解剖过程于今早10时开始， 

由吉隆坡高级法医亲自操刀，死者家 
属于早上9时许抵达停尸房，家属代 

表律师三卡仁那尔较后抵达。

据悉，死者诺拉安妮葵琳（Nora 
Anne Quoirin )是于8月3日（周六） 

跟随家人抵达我国展开为期两周的旅 
游，但在入住森州班底路The Dusun 
高山度假村的隔日（8月4日）上午， 

被发现离奇失踪，并于10天后在昨曰 

下午1时寻获尸体。
律师三卡仁那尔较后对媒体指出， 

解剖目前在进行中，报告还未出炉，

持在15公尺的距离；警方抵步后即拉 

起黄色警戒线，我们在约1个小时半后 

到警局录取口供，而我所说的这些， 
就是昨天我们从中午12时开始至下午 

1时40分发现诺拉遗体的过程。”

叶秋燕强调，她所说的过程就是真 

相，希望各方不要加盐加醋，以免影 
响警方的调查。（LSL)

无法鉴定结果。

他说，在解剖前，需要家属确认身 

份，这也是为何家属抵达现场。不 

过，家属过后已回酒店休息。

他披露，家属失去心爱的女儿，心 

情严重受创，非常伤感，情绪激动。

他坦言，目前无法定夺死亡因素， 

可能是自然死亡或猝死，若涉及刑事 

成分，将会呈交报告给检察署。

他说，自从诺拉失踪后两天，家属 

已委托律师寻求法律援助。

“解剖程序不知何时结束，家属没 

与我商讨下一步计划，一切先等待解 
剖结果出炉。”

他相信法医会通过多个角度进行检 

验。

森州副总警长仄扎卡利亚告诉媒 
体，解剖过程料耗费2至3小时才完 

成〇 (LSL)

家屬律師：盼允法國助查

楊巧雙:爲家屬提供輔導家
■/71女及家庭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 
^二1说，福利局的辅导员已准备好为 

15岁爱尔兰少女诺拉安妮的家属提供 

协助。
她于今日在“2019年特别家庭奖”

记者会上，受询及爱尔兰少女诺拉安妮 

尸体被寻获一事时透露，她于昨晚代表 

妇女部前往芙蓉停尸房了解情况及慰问 

家属。

她说，他们理解诺拉安妮的家属需要 

接受这项事实的空间，所以会给他们空 
间甲复。

“妇女部随时准备为家属提供辅导及 

协助。"（LMY)

属代表律师三卡仁 

那尔促大马警方， 

允许法国当局加入协助 

调查少女的死因。

他指出，家属希望警 

方能彻底调查这起事 

故，包括从犯罪角度进

行调查，并且澄清家属 

表示“不要求任何东 

西”，并非意指反对警 
方进行调查。

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 

昂向我国提出协助调查 

少女死因的建议，三卡

仁那尔认为这是一个很 

好的建议，希望警方接 

受。

家属曾透过慈善组织 

布莱克曼信托基金会指 

出，由于诺拉有学习障 

碍，一直不曾单独离开 

家人，所以怀疑诺拉的 
失踪涉及刑事。（LSL)

家屬感激搜救隊

谢
谢你们，这么多天来辛劳的付 

出！诺拉的尸体于周二中午被搜 

救队寻获，虽然人已逝世，不过家属 

依然对大众给予的关怀深表感激。 

死者的父亲瑟巴斯汀及母亲米亚周

解剖工作未完成警指週四再作說明

爱
尔兰少女诺拉安妮葵琳的解剖报 

告至今无法出炉。警方声称，法 

医团队仍在进行解剖工作，无法预料 

何时才能完成有关工作，而警方将在 
周四再择定时间以发布最新消息。

森州副总警长仄扎卡利亚于周三晚 

上8时10分左右，在芙蓉端姑查化医 

院停尸房向媒体指出，法医团队分别

来白吉隆坡、芙蓉、八打灵地区的医 

院。此外，在班底路油棕园发现尸体 

的地点，也有另外的工作队伍在进行 
调杳丁作

他向媒i发言时间不到2分钟，期间 

对媒体的发问皆三缄其□，并声称要 

等报告出炉后，再于周四作出说明。 

据悉，诺拉安妮葵琳的遗体周二已

三发表声明，感谢所有给予精神和一 

切援助的社会人士，尤其是不分昼夜 

一直在度假村附近搜索女儿踪迹的搜 

救队伍。

“我们非常感谢所有在这些天协助 

寻找诺拉的人，以及所有给予我们支 
持的人。”（LSL)

被送抵停尸房，而死者的家属周三早 

上也在医院出现，过后，法医于上午 

11时许开始展开解剖工作。

较早前，警方于中午时分曾宣布将 
于下午5时举行记者会，但碍于解剖工 

作无法完成，因此把记者会延迟至晚 

上8时，而上百名国内外媒体也在场驻 

守等待，不料，到了晚上，解剖工作 

依然无法完成，于是，警方把记者会 

展延至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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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双（左二）为“2〇19年特别家庭奖”主持推介礼；左为希山慕丁， 

右起为阿都苏库和艾尼斯。

婦女部辦特別家庭獎
31曰截止歡迎提名

(布城14日讯）配合国庆月份，妇 

女及家庭发展部今日宣布主办"2019 

年特别家庭奖”，让所有16岁以上马 
来西亚人为符合参赛资格的父母、公公 

婆婆、丈夫或妻子或监护人提名，以不 

超过100个字及1分钟视频的方式讲述 

他们的故事。

妇女及家庭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召开 

记者会说，这项旨在寻找模范家庭成 

员，让他们以激励人心的故事成为其他 

家庭榜样的比赛，分为5个类别，包括 

"特别父亲奖”、“特别母亲奖”、 

‘‘特别公公/婆婆奖”、“特别丈夫/ 

妻子奖”及‘‘特别看护人奖”。

"‘特别看护人奖’是让孤儿提名 

看护人，而看护人可以是姐姐、亲戚 

等〇 ”

她说，参与者可以拍摄1分钟的创意 

视频，而为了避免出现不真实或“童话 

故事”的情节，部门官员会亲自上门到 

得奖者家进行家访。

此外，她说，参与者必须附上2张被 
提名者的照片。

她说，比赛截止后将会公布颁奖典礼 

详情，颁奖嘉宾将会是副首相暨妇女部 
长拿督斯里旺阿兹莎。

即日起开始的"201 9年特别家庭 

奖”，截止日期为8月31日，参赛详情 

及表格可以浏览 http://keluarga.lppkn. 
gov.my/akk,任何疑问也可电邮至 

akk@lppkn.gov.my 〇

询及得奖者会否获得奖金时，杨巧双 

说，这项活动的意义不在于奖金，如果 

给予奖金为奖励，就会失去其意义。

不过，她说，妇女部将以各种方式， 

包括社交媒体方式让人民看到获奖者 

的正面故事，同时也会考虑与电视台合 

作。
出席者包括妇女及家庭发展部副秘书 

长（策略）希山慕丁、副秘书长（行 

政）艾尼斯及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全 

国总监阿都苏库。（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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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冠英:待内阁发表声明

才对外发表声明
(布城14日讯）财政部长林冠英今日指出，他有在内阁会议 

中提出爪夷文书法课题，惟表示本身只会在内阁发表声明后，才 

对外发表声明。

林冠英是在内阁会议后返回部门接受媒体的访问时，做出简 

短的回应。至于其他问题，他一概不回应。

此外，行动党领袖也陆续抵达财政部，相信是针对爪夷文书 

法、莱纳斯课题进行讨论。

出席者有人力资源部长古拉、能源、科艺及环境部长杨美 

盈、通讯与多媒体部长哥宾星、原产业部长郭素沁、行动党元老 

林吉祥、主席陈国伟、国防部副部长刘镇东、教育部副部长张念 

群、贸消部副部长张健仁及妇女部副部长杨巧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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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政府委任障友沙琪娜
担任八打灵再也市议员

(莎阿南14曰讯）雪州政 

府新委任障友莎琪娜担任八打 

灵再也市议员。

原任八打灵再也市议员潘 

银珠，曰前因健康理由而辞 

职，雪州政府近期完成辞呈审 

核，并遴选了莎琪娜接棒。

另外安邦再也原任市议员 

李伟业因为无法兼顾个人生意 

和社区服务工作而辞职，其职 

务目前由行动党加影支部秘书 

郭纬界取代。

雪州政府近曰也委任李桂 

安为龙溪新村村长，原任村长 

李宽发是因为公务繁重而提出 

辞呈0

另一方面，沙登新村原任 

村长唐竟发更上一层楼，受委 

为梳邦再也市议员，其村长一 

耳只由现年55岁的方年泰担任。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新村 

发展和公共交通的雪州行政议

员黄思汉指出，原任市议员和 

村长主要是因为公务繁重无法 

兼顾及健康问题而呈辞。

“我们尊重要辞职的市议员 

和村长的意愿，并在接获他们 
辞职信后物色和审核适当人 

选，以接任相关职位。”

他指出，最近也接获乐思 

新村原任村长李柳英的辞职 

信，而州政府已在上星期面试 

了4名村长人选。

“我们会在4人当中选出最 

适当的新村长，以便继续处理 

新村事务。”

无论如何，他感谢过去曾为 

社区服务过的原任市议员和村 

长，并体恤他们离职的原因。

他也指出，不管是市议员 

或村长都是地方政府的前线人 

员，因此希望新上任的市议员 

和村长能尽快熟悉工作范围， 

以便投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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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部长丹斯里 

慕尤丁与人力资源部 

长古拉日前共同主持 

外劳管理联合委员会 

会议后，发表联合文 

告宣布，一致同意在 

未来3年内，分阶段 

暂停服务次领域的替 

代外劳机制，以便让 

本地人优先获得就业 

机会及侧重于更有利 

的经济资源。。

对此，《南洋商 

报》电访上述行业的 

一些业者与公会代 

表。

新闻背景

4
领
域
分
阶
段
停
聘
外
劳

拉吉夫：若计划奏效

建议雪各商区推行
拉吉夫今日巡视当地时 当时维持了半年左右，见到非

说，他也曾经在当地安置垃圾 法广告牌或单张，都立即清

桶，然而还是有人乱丢垃圾， 除，并让此也成为灵市政厅承

为此他们才推动这个实验计 包商的工作之一，如今在14

划，在这3个月的成效如何。 区已经完全见不到非法广

他指出，若有显著成效， 告。”

il:街道变得更清洁，他会向州 他说，目前是在实验期

政府提议，在雪州各大商业区 间，员工的开销是由KDEB赞

也实施这一计划，让雪州变得 助，每月大约1万令吉左右，

更加干净。 若日后落实，且全面实行的

“旱年我也曾经在14区进 话，就需要由地方政府承担该 

行过零非法广告的实验计划， 笔开销。 KDEB安排6名清道夫在14区值勤。

拉吉夫（左六）巡视清道夫的工作情况。

g
如，纵然一些商业区 

备有垃圾桶，然而一 

些街头垃圾虫依然会“顺手” 

地把泊车票、收据等垃圾随手 

乱丢，使路面杂乱不堪。

维持市容整洁卫生

武吉加星区州议员服务中 

心与KDEB配合，8月1日起 

在八打灵再也14区商业中 

心，实行为期3个月的“街道 

清理计划”，从每天早上8时 

至晚上8时，随时清理当地路 

面垃圾，维持市容整洁卫生。

武吉加星区州议员拉吉夫 

说，一般商业中心的清道夫， 

会在早上7时左右就清理街 

道，然而在旱上9时后，店铺 

陆续营业，人潮逐渐增多后， 

街道上的垃圾也会开始增加。 

他指出，为了打造清洁的

灵市，他与雪州的固体废料承 

包商KDEB配合，在14区开 

始实验“街道清理计划”，除

了早上7时的打扫外，每天旱 

上8时至晚上8时，都有人在 

值勤，定时清理街道，确保街

道是随时保持清洁状态。

“KDEB会每天派出6名员 

工在14区这儿值勤

(八打灵再也14日讯） 

8月1日起，灵市14区 

商业中心将推行为期3 

个月的“街道清理计 

划，，。

若计划奏效，州议 

员将把这措施建议给雪 

^小丨政府，在雪丨所有商 

业区的街道推行。

新闻特区

灵市14区商业中心

从早到晚清理街道

6员工值勤试跑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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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双：宣导家庭制度

妇女雛模范家麟
(吉隆坡14日讯）配合来临的国庆日和马来西亚日， 这个奖项分为特别父亲奖、特别母亲奖、特别公公

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推出“特别模范家庭奖”，表或婆婆奖、特别丈夫或妻子奖，及特别监护人奖。

扬家庭成员之余，也宣导巩固家庭制度的重要。

女部副部K：杨巧双今

MlR在记者会说，奖项 

即日开始至本月31 R开放给 

所有大马人报名参与，国人满 

16岁或以上即可成为提名人。

31日截止报名

她说，提名人可在该部网 

j/3. htlp: //keluarga. lppkn. gov. my/ 

akk下载提名表格，之后附上 

参赛者照片、不超过百字的叙 

述即可。

她指出，提名人也可以通 

过创意方式，拍摄一分钟的视 

频介绍参赛者，但妇女部之后 

也会安排家访，确保提名人的 

叙述，不会言过于实。

“该部审核后会在9月16 

R大马R前通知得奖人，届时 

他们会从副首相兼妇女部长拿 

督斯里旺阿兹莎医生手中接领 

奖状。，’

出席记者会的包括妇女部

杨巧双（左二）向媒体讲解“特别模范家庭奖”的详情。左为希山慕丁，右起阿都苏古及阿妮斯 

丽扎娜。

副秘书长（行动）阿妮斯丽扎 丁、国家人口与家庭发展局总 任何疑问电邮至

娜、副秘书长（策略）希山慕 监阿都苏古。 akk@lppkn.gov.my杏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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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河流水费或賺
(八打灵再也14日讯）国家水务委员会（SPAN)主 

席查尔斯圣地亚哥说，河流污染问题持续恶化，将促 

成河水净化开销提高，随之可能需要调高水费，最终 

冲击人民的生活费。

河水污染及对水供冲击研讨会

不过，他没有进一步说明，水费可能调高的幅度 

及其他具体的概况。

||«|^外，查尔斯说，为克制河

•10!>流污染事件，该委员会建 

议修改2006年水供服务法令，加 

重对违规者施加的罚款。

他说，修法建议已提呈到水 

务、土地及天然资源部。

查尔斯今R为国家水务委员会 

举办河水污染及对水供冲击研讨会 

主持开幕及致词，以及在过后的记 

者会上这么说。

查尔斯认为，大部分人不知道 

98%受处理的原水来自河水。

“国家水务委员会举办河水污 

染及对水供冲击研讨会，是为了让 

本地大专和非政府组织的专家，寻 

求克服河水污染问题的对策。

“今天的讨论必须有结论，不 

然我们不会散会。”
查尔斯（前排右三）在记者会上委员会建议修改2006年水供服务法令

建议设河流保护机构
“初步讨论显示，我们必须克服执法 

及太多机构负责水源素质的问题。一旦 

发生河流污染事件后，却不见有那一方 

准备承担责任。”

查尔斯说，保护河流不是特定单位 

的责任，反之各方包括水供公司、厂 

商，农民、牧人和非政府组织都有这个 

责任Q
“我们今天会讨论的问题包括是否需 

要成立国家河流保护机构来保护全国的 

河流、现有法令下的罚款和刑期是否应

提高、造成河流受到污染的公司，除了 

公司管理层受到对付，执照也被吊销至 

少5年，是否适当，以及政府把河流附 

近的地带颁布为同家安全区，包括下令 

河流地区的工厂搬迁，是否适当。”

查尔斯致词时也提到，他准备跟财 

政部长林冠英和经济事务部部长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见面，建议把保护河流列 

人第十二大马计划。

他说，国家水务委员会也会要求政 

府为保护河流的丁作提供更多的拨款。

成立国家河流保护机构 

提高罚款及刑期 

吊销污染河流业者执照至少5年 

把河流附近地带颁布为国家安全区

水务专家探讨重点

解决污染恶化成本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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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林氏总商会参观州议会
为提高民主成熟度及了解州内发展方向，马来西亚林氏 

总商会雪州联委会日前在主席拿督林玉发率领下，拜访暨 

参观雪州立法州议会，并获雪州议长黄瑞林安排介绍，以 

深入了解和认识议会程序和州议员职责。

黄瑞林强调“教育民众”，包括呼吁各界透过议会直 

播，了解议员是否带出政策性和选区的问题；而媒体也有 

必要扮演宣导和教育的角色，让民众了解议员的实际责任 

和工作范围等，让国家民主变得更好。

图为马林氏总商会雪州联委会参观雪州立法州议会。前 

排左起林再安、林慧秀、林建金、林旺、黄瑞林、林玉 

发、林丽芬及林彦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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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呈辞者

雪填补市议脈空缺
(莎阿南14日讯）雪州政府重新委任新市议员及新村社区管理委员会主席（村 
长），以取代早前有人呈辞所留下的空缺。

黄思汉接见两名莎琪娜（左）和李桂安（右），了解他们 

对社区服务的看法。

管雪州地方政府、 

新村发展和公共交 

通的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发 

文告指出，原任市议员和村 

长主要是因公务繁重无法兼 

顾及健康问题而呈辞。

“我们尊重要辞职的市 

议员和村长的意愿，并在接 

获他们辞职信后物色和审核 

适当人选，以接任相关职 

位。，’

八打灵在也原任市议员 

潘银珠早前因健康理由而辞 

职，其职务由障友莎琪娜接 

替，0前已投人工作，正安 

排和居民会面交流。

至于安邦再也原任市议 

员李伟业因无法兼顾个人生 

意和社区服务工作而辞职， 

由郭纬界取代，后者是行动 

党新加影支部秘书。

另龙溪新村原任村长李 

宽发因为公务繁重而辞职， 

由李桂安（59岁）取代出 

任：而沙登新村原任村长唐 

竟发更上一层楼，受委为梳

邦再也市议员，其村长一职 

由现年55岁的方年泰担 

任。

体恤因事离职

黄思汉最近也接获乐思 

新村原任村长李柳英的辞职

信，在上星期已面试了4名 

村长人选，以选出适当新村 

长，继续处理新村事务。

无论如何，他感谢过去 

曾为社区服务过的原任市议 

员和村长，并体恤他们离职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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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议霣ft长辞取 
雪州道选接棒人选

莎阿南14□讯|雪州政府就近期分别有2名市议员和 

新村社区管理委员会主席（村长）呈辞完成审核，并且 

已遴选适当的人选接棒。

在市议员方面，八打灵再 

也原任市议员潘银珠早前因健康 

理由而辞职，其职务由莎琪娜接 

任，目前已投入工作，并安排和 

居民会面交流。

在安邦再也市议会，也有一 
名市议员李伟业因为无法兼顾个 

人生意和社区服务工作而辞职， 

其空缺如今由行动党新加影支部 

秘书郭纬界取代。

至于村长方面，龙溪新村 

原任村长李宽发因为公务繁重呈 

辞，由59岁李桂安取代出任。

除此之外，沙登新村原任村 

长唐竟发如今也再上一层楼，受 

委为梳邦再也市议员，其村长一 

职则由55岁的方年泰担任。

冀新任者尽快熟悉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指出， 

原任市议员和村长主要是因为公 

务繁重无法兼顾及健康问题而呈 

辞0

「我们尊重要辞职的市议员 

和村长的意愿，并在接获他们辞 

职信后，物色和审核适当人选， 

以接任相关职位。」

他揭露，最近也接获叻思新 

村原任村长李柳英的辞职信，所 

以上周已面试了 4名村长人选。

「我们会在4人当中选出最合 

适的新村长，以便继续处理新村

事务。」

无论如何，他感谢过去曾 

为社区服务过的原任市议员和村 

长，并体恤对方离职的原因。

他也指出，不管是市议员或 

村长都是地方政府的前线人员， 

因此希望新上任的市议员和村长 

能尽快熟悉工作范围，以便投入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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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友吁检讨发放铅酸电池厂执照
槟城14日讯|大马自然之友 

(SAM )呼吁雪兰莪州政府和相关政 

府部门，检讨发出营运执照给雪州瓜 

拉冷岳仁嘉隆生产铅酸电池的工厂。

该会主席米娜诗拉曼今日发文 

告说，有关执照将在8月尾到期。自 

然之友认为，有关工厂设在住宅区 

附近，让居民暴露于污染并使健康

受到威胁，是不恰当的。

「在村子里进行铅冶炼是危险 

的。如果情况延续，整个社区将有 

长期性的健康危机。」

她说，铅酸电池是高污染的生

产，并可严重污染环境。

自然之友呼吁有关部门，如 

环境局、职安局、雪州卫生局和瓜 

冷县议会采取适当措施解决此项问 

题，因为它不但威胁公众的健康，

也会在未来引发环境污染问题。

该会也建议州政府和其他当 

局'米取更有决断的彳T动"不要对 

涉及法律、环境75染和人民福利的 

事务有任何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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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14日讯|灵市第

14区的商业区开跑街道清洁管理 

试点计划，半日制打扫公共卫生， 

以干净街道唤醒人民的卫生意识。

武吉加星州议贝拉吉夫表 

示，该试点计划率先在灵市第14 

区的电子广场一带实施，并从本月 

1日开始为期3个月，期间承包商 

将会赞助所有费用。

他说’过往清洁工人都是在 

每日早上7时左右到当地打扫卫生 

一次。但碍于仍有许多市民缺乏 

公民意识，故一到下午便又打回 

原形。

「其实我们这里每隔一百公 

尺都会有一个垃圾桶，有些人在 

处理垃圾很守法；但有者却会随

地乱丢。」

他说，有关计划主要是培养 

民众不乱丢垃圾的习惯，而清洁工 

人的工作时间也变成早上8时至晚 

上8时正，执勤期间会定时打扫街 

道，务必保持地面干净。

他举例，在双威广场等地 

区，已有不少发展商采取类似的措 

施，以更好的管理卫生。

「当地上十分干净，附近又 

有垃圾桶的时候，自然就减少了别 

人乱丢我也丢的想法，且因羞于 

『当第一人』的想法，民众就会自 

动自发把垃圾丢到垃圾桶里。」

此外，他指出，街道清洁管 

理试点计划已传达给雪州行政议员 

黄思汉，对方亦乐见成果。若成功 

不仅会获得政府拨款落实，还有望 

在雪州其它地区推行。

「从中我们可以得悉，当你 

付出多少努力去实践计划，就会获 

得多少成绩。」

他补充，以此次试点计划的 

地点为例，6名员工的薪金和管理 

费每月为1万令吉，然而该计划开 

跑后，当地的街道卫生有明显改 

善。他也希望市民和雪州政府共同 

努力，打造更好的环境。

灵14区街道清洁管理试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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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吉祥（左）抵 

达财政部聆听汇报， 

右为潘儉伟。

火箭領袖開會
林冠英从内阁会议返 

回财政部时，满脸笑容， 

但拒透露内阁对爪夷文书 

法课显的决定。

(布城14日讯）行动党正副部长和党领袖 

今曰在内阁会议后，在财政部开会，相信是对 

内阁进一步讨论爪夷文字书法艺术课题和董总 

被标签为种族主义，以及莱纳斯等最近闹得滩 

沸扬扬的课题进行汇报。

行动党秘书长兼财政部长林冠英于下午2时，在 

财政部被追问时表示，他今日已在内阁传达了要求重 

新检讨爪夷文书法艺术课题。

张健仁称好事未说哪项课题

他回到办公室时一脸笑容且和颜悦色。

询及内阁的讨论结果是否正面时，林冠英并未回 

应，行动党砂州主席张健仁被追问时称是好事，但未 

言明是指哪一项课题。

行动党正副部长及高层领袖是今午在内阁会议过 

后，先后抵达财政部开会，会议举行了约1小时，能 

源科艺环境部长杨美盈看似一脸严肃，对记者的提问 

-概不答。

除了林冠英、杨美盈和张健仁外，出席会议的还 

有交通部长陆兆福、人力资源部长古拉、通讯与多媒 

体部长哥宾星、原产业部长郭素沁、行动党元老林吉 

祥、主席陈国伟、国防部副部长刘镇东、教育部副部 

长张念群、妇女及家庭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和林冠英 

政治秘书潘俭伟。

料0數課題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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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商业区的卫生情况，也希望市民能借此改掉胡

)

他指出，•旦街道维持干净整洁， 

相信市民不敢做出破坏整洁的举动，这 

无形中能鼓励他们不再随地乱丢垃圾。

拉吉夫说，此项目预计耗资1万令 

吉一个月，目前由达鲁益山集团出资， 

他们将会持续跟进这项试点项n,并针 

对其经费、难度及挑战做出探讨

他提及，数年前他曾推出“承包商 

每日拆除非法横幅”的试点项目，并取 

得不错的效果，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也将 
之纳人丁作范围内

他透露，他已就此试点计划知会掌 

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及华人新村 

发展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旦此计 

项目的效果成功，他希望后者能在灵市 

的主要商业区，如灵市17区、八打灵新 

镇及旧镇、灵市8区，以及SS2、白沙罗 

武达玛等区落实此项目。

在场者有达鲁益山集团董事经理南 

利〇

-次，惟街道 

主午餐及晚餐

!乱丢提款收 

亭的垃圾，这 

tL;尽管已设 

;没有获得改

f计划

比计划下共有

6名清活人将会从这一.个月内，每天 

早上8时至晚上8时，在该区一带的街道 

不间断清理垃圾，以保持及提升当地的 

卫生情况。

拉吉夫：达鲁益山集团出资

拉吉夫今日在巡视此试点项目后向 

媒体指出，该区的街道一直以来是由达

灵市14区商业区在本月 

起，将有6名清洁工人每曰 

不间断，从早上8时至晚上8 拉吉夫（左六）希望此计划能 
时，清理街道垃圾。 乱随地丟垃圾的习惯；左四为南利:

靈市14區從早清理到晚

看你還敢亂丢垃圾嗎？
(八打灵再也14日讯）行动党武 

吉加星州议员拉吉夫在灵市14区商业区 

(数码商场一带）推出“清洁街道试点 

项目”，以提升及维持商业区街道的卫 

生，并希望能借此改掉市民胡乱丢垃圾 

的习惯。

此项试跑三个月的项目，已在 

本月起展开，并获得达鲁益山集团 
(KDEB)的配合，委派6名清洁工人每 

日早上8时至晚上8时，不间断在该区做 

出清理垃圾的工作

鲁益山集团每日早上清理- 

垃圾随处可见的现象依旧1 

时段重现。

“市民常在街道随对 

据、烟蒂、水瓶、塑料袋S 

已造成该区的卫生秩序混f 

置垃圾桶，这个问题依衆
盡 ”
口 〇

盼其他商区推

他说，有鉴于此，在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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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长丹斯里慕尤丁向15岁

II的爱尔兰少女诺拉安妮葵琳 

的家属表达慰问之情。

慕尤丁于今日在脸书发文表示， 
针对诺拉安妮葵琳自本月4日失踪， 

并在日前被证实死亡的事件，他对此 

深感悲痛。

“对于此事件的进展，诺拉安妮 

葵琳在度假村失踪，等到的结果却是 

在昨日傍晚发现其尸体

“我对所发生的事情深感抱歉， 

并希望向死者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 

问-"

此外，慕尤丁也感谢搜救队以及 

参与搜索丁作的所有人员，包括志愿 

者团队。

阿兹莎向家属致哀

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向爱 

尔兰失踪少女诺拉安妮葵琳的家属致 

哀。

也是妇女及家庭发展部长的她 

在推特上说，对于诺拉安妮葵琳的去 

世，她感到非常伤心，并向其家人送 

上最深切的哀悼。

“我为他们祈祷，坚强度过这段 

非常艰难的日子。我们相信警方会尽 

全力找出这起悲剧的来龙去脉。”

外長:配合愛爾蘭使館

助處理運返遣體事務
(吉隆坡14日讯）外交部长 

赛富丁说，外交部将与爱尔兰大使 

馆配合，以处理运返爱尔兰失踪少 

女诺拉安妮葵琳遗体所需的文件事 

务。

他说，外交部也正与其他部门 

及机构配合，以满足死者家属所需 

的援助。

他指出，来自爱尔兰及法国的

警方代表，已获准进人死者解剖室 

进行观察。

他今日受询时向马新社说，除 

了警方，外交部的代表也获得全国 

总警长准许，进人芙蓉端姑查化医 

院陪同死者家属。

死者家属代表律师奈也也获准 

人内观察死者的遗体。

楊巧雙:將爲家屬提供輔導
女及家庭发展部副部长 

杨巧双表7K,福利局的 

辅导员已做好准备为15岁爱尔兰少 

女诺拉安妮的家属提供协助。

“我们了解他们需要空间来接 

受这项事实，因此我们会给予他们 

€间来平复，妇女部随时准备为家 

属提供辅导服务及协助。”

吁民众勿揣测案件

她今日召开“2019年特别家庭 

奖”新闻发布会，被媒体询及诺拉

安妮尸体被寻获•事时也呼吁民众 

不要针对诺拉安妮的死亡案件进行 

任何揣测，等待法医的解剖报告结 

果。

杨巧双也说，妇女部推行民众 

征集对性骚扰和性暴力的理解、是 

否曾被性骚扰或暴力对待及建议政 

府应采取的行动的线上问卷调查， 
获得民众踊跃的参与，问卷从8月 

5日开始推行至今，已收到约2万 

6000个反馈。

內
長
向
諾
拉
家
屬
致
慰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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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详情及表格可浏览http://

keluarga.lppkn.gov.my/akk, 

任何疑问也可电邮至akk@ 

lppkn.gov.my 〇
她说，颁奖典礼详情会 

在比赛截止日期后公布，副 

首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将成 

为颁奖嘉宾。

她补充，该部将以各 

种方式，包括社交媒体方式 

让人民看到获奖者的正面故 

事，同时也会考虑和电视台 
合作。

她说，参与者可发挥创 

意拍摄1分钟视频，官员会针 

到上门到得奖者进行家访， 

以避免出现不真实或“童话 

故事”的情节。

出席者包括妇女及家庭 

发展部副秘书长（策略）希 

山慕丁、副秘书长（行政） 

艾尼斯及国家人口及家庭发 

展局全国总监阿都苏库。

(布城14曰讯）妇女 

及家庭发展部配合国庆 

月份举办“2019年特别家 

庭奖”让所有16岁以上大 

马人为符合参赛资格的父 

母、公公婆婆、丈夫或妻 

子或监护人提名，以不超 

过100个字及1分钟视频的 

方式讲述他们的故事。

妇女及家庭发展部副部 
长杨巧双在“2019年特别家 

庭奖”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活动旨在寻找模范家庭成 

员，让他们以激励人心的故

事成为其他家庭的榜样。

31日截止

比赛共分为5个类别，包 

括“特别父亲奖”、“特别 

母亲奖”、“特别公公/婆婆 

奖”、“特别丈夫/妻子奖” 

及“特别看护人奖”。

她解释，“特别看护 

人奖”是让孤儿为看护人提 

名，看护人可以是姐姐、亲 

戚等。

她说，参与者必须附上 

2张被提名者的照片。比赛从 

即日起开始至8月31日截止，

板

杨巧双 

(左二）为 
“2019年特别 

家庭奖”主持 

推介礼。.左为 
希山慕丁；右 

起为阿都苏库 

及艾尼斯。

^ “特別家庭獎”歡迎參賽

II用1分鐘拍出家應愛

者奖得访家门

S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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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不是發達國家垃圾場

城鄕大桌i

丁傑隆
雪州安邦再也市议员

关:丹格宾莱纳斯稀土厂 

:在马来西亚运作的最 

大争议，乃是莱纳斯公司至今仍 

没有针对提炼稀土后产生有毒放 

射性废料的处置提出完整方案。
讽刺的是，自2012年稀土矿 

砂从西澳运抵关丹码头并开始投 

产至今，将近长达7年时间，莱 

纳斯公司可以在没有按照国际原 

子能机构（IAEA)规定，提供 

完整废料储存槽蓝图下，两度获 

得临时营运执照延长文冬国会 

议员黄德估计，稀土厂生产的废 
料已经累计超过58万吨。

我们应当反思，过去是一个 

怎样的政权体制及对“发展”想 

象的意识形态，能够允许跨国资

本在自己国土内移人高度污染工 

业，并且肆无忌惮地横行，享有 
100%税务豁免为期12年，甚至 

反客为主，需要动员整个国家机 

器和内阁集体来为其护航背书、 

不断移动龙门？

当然，我们不能低估、也 

无法否认拥有雄厚资本和党国权 

贵撑腰的莱纳斯公司在公关交际 

和游说方面确有过人之处，正如 

莫纳斯大学大马分校副教授Phua 

(2016 )指出，莱纳斯公司擅于 

周旋在马来西亚盗贼统治、贪污 

肆虐的政治经济环境。

这也是为何稀土厂得以运作 

至今的关键——利用难懂的语言 

霸权企图说明有毒放射性废料的 

低风险性，积极投人稀土厂周遭 

社区回馈活动以笼络低教育程度 

的村民，把反对者声音标签为反 

政府者，以及在紧要关头组织本 

地员工打先锋，走在陈情活动和 

宣传广告的最前端，种种伎俩绝 

对是其他跨国污染工业同仁的学 

习榜样

反对莱纳斯稀土厂运动者 

的诉求非常直接，就是关闭稀土

厂，把有毒放射性废料移出马来 

西亚运回原输出国，并且纠正前 

朝政府的过失，时不再重蹈覆 

辙。
气初国阵政府没有事先征询 

民意、暗度陈仓批准莱纳斯稀土 
厂，直至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灾 

难和《纽约时报》的揭发才引起 

普罗大众的醒觉，以及在期中临 

时营运执照检讨和审批过程的黑 

箱作业，并容许莱纳斯公司在没 

有提供完整废料储存槽方案下营 

运，在在显示不透明和不公正， 

并可能存有违法行为。

如果有一天莱纳斯司突然 

破产，或无预警停止营运，谁应 

该要为滞留在马来西亚境内的废 

料负责并承担善后成本？
马来西亚在2018年5月9日得 

以实现首次政党轮替，自2010年 

代起在各地掀起的绿色抗争运动 

是促成改朝换代的主要催化剂， 

这些捍卫社会正义的事迹不能被 

轻易遗忘。

不仅是由黄德号召的绿色盛 

会，也包括拯救大马委员会、劳 

勿武吉公满反山埃冶金、边佳兰

反石化反灭村运动等抗争团体， 
许多妈妈第一次勇敢走上街头， 

是期许给孩子们更干净、安全和 

健康的生活环境。

大多数选民在选举中选择了 

希望联盟，显示希望联盟的《竞 

选宣言》核心价值获得认可—— 

消除贪腐，建立廉政，同时推动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让普罗大众 

而非少数权贵得到好处。因此， 

新马来西亚政府理当是以人民利 

益为优先的政府，而非服膺于跨 

国企业和资本家。

事实上，首相马哈迪曾在 

去年出席国际电力供应大会时表 

示大马绝不会兴建核电厂，因为 
“核电厂将会制造大量废料”， 

“而大马经历很糟的矿砂原料处 

理问题”：、

环境部长杨美盈在积极努力 

关闭非法洋垃圾厂的同时，也曾 

多次强调将把载有外国洋垃圾的 

货柜送返来源国。

这足以说明若政府决心依法 

秉公办理莱纳斯稀土厂，以及要 

求莱纳斯公司把废料运回原输出 

国，应毫不犹豫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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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
水
源

題
納

馬
計
劃

(JPS

家、厂

查:与经济事务部，要求把水源课题纳 
人第十二马来西亚计划，以及在明年度财政 

预算案提供拨款。

查尔斯圣地亚哥今日出席由国家水务服 

务委员会举办的“马来西亚半岛河流污染与 

对水供的影响”研讨会时，这么指出:

他表示，国内频密发生河流与水源污染 

成为国家严重的课题，今年遭殃的河流或滤 
水站包括柔佛金金河、霹雳亚亦甘达（Air 

Ganda)及雪州雪兰莪河，严重影响无数民众 

的生活。

“河流是国家非常重要的资产，因此大 

家都必须保护它，同时采取-切遏制河流污 

染的行为：”

他坦言，尽管政府花费数以万计费用来 

保养与保护河流，但民众的意识依然薄弱。 

“保护河流，不仅是环境局、水利灌溉局 

)、地方政府与相关单位的责任，而是所有商 

家、非政府组织等单位都必须给予合作。”

提高刑罰對付違例者

查
：;尔斯圣地亚哥说，该 

:委员会已要求政府 

修订2006年水供服务.T业法令 

(655法令），以提局对付违例 

者的刑罚，目前已交由政府处 

理的阶段，并预计政府会在明 

年初提呈国会提出修订。

他也认为，塑料微粒污染 

河流也是新课题，当局必须严 

正以待：

询及莱纳斯厂课题，国家 

水务服务委员会首席执行员拿 

督阿末法依沙指出，根据技术 

上而言，该会不是负责批准莱 
纳斯厂设施源头（input )的单 

位。

查尔斯则表示，该会所 

负责与管辖的部分是从取水点 
(intake point )、滤水站的水供

至每家每户，而不是地下水。

上述研讨会获得许多有 

关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学 

者、教授与专业人士出席，部 

分代表亦轮流上台分享各河流 

与水源课题。

查尔斯表示，各单位会在 

研讨会上探讨各项问题，包括 

是否需要提高更高的刑罚、监 

禁来对付河流污染的违例者、 

是否应该吊销涉及污染河流的 

公司的商业执照至少5年，并 
列入黑名单、政府是否应该把 

河流四周的地区颁布为国家安 

全区，并迁移设立在河流附近 

的工厂。出席者包括国家水务 

服务委员会委员哈斯诺、沙拉 

俊、公正党地不佬国会议员锺 

少云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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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丨星期四板大部會社區報I編鼠崔碧慧U轉關•將大塞車
黃美詩：開會商對策

(首邦市14日讯）行动党首邦市州议员 

黄美诗表示，梳邦再也市议会将在近期内安 

排会议，让涉及的各造商议沙亚南大道（双 

威收费站前）U转事宜，并商讨解决方案。

她今日出席Rumah Kkls儿童之家的儿童参观 

首邦市消拯局时表示，如果该U转关闭的话，将严 

重影响首邦市的交通，造成交通阻塞，因此梳邦 

再也市议会、沙亚南大道公司及大马大道局将针 

对该事做出商议。

建议分阶段关闭U转处

“我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案为先建好u转高架天 

桥才关闭现有的u转处或在施工期间，分阶段关闭 

u转处，以避免引发交通阻塞问题。”

她说，该U转高架天桥是由发展商负责承建， 

该方目前已呈交设计蓝图，惟目前仍江等待审核 

及批准。

据了解，当局原定于8月10至11月9日，暂时 

关闭沙亚南大道40.4公里处的U转，并指该项措施 

是为了近期内落实兴建高架U转天桥而提早做准 

备，并提出3项替代道路的建议。较后，黄美诗联 

同哥打拉惹国会议员代表、哥打哥文宁州议员代 
表，及数名梳邦再也市议员，在会晤丁程部长巴 

鲁比安商讨有关问题，最终决定展延该措施c

黄美诗（第二排左四）与Rimiah Kids儿童之家的儿童在参观消拯局后合影

兒童之家孩子參觀消拯局

美诗表示，带领儿童之家的儿童参 

观消拯局的活动是由其服务中心的 

实习生负责策划及安排，以让他们参与及学习 
策划的丁作。同时，共有15名来自Rmnah Kids 

儿童之家的儿童参与该活动。

“该活动的缘起是我们在几个月前到访该 

儿童之家，并得知其中两名儿童的立志要成为

-名消拯人员，于是我们就开始策划，让他们 

参观消拯局，并学习应对火灾的基本知识。” 

她说，尽管这群儿童都曾面对不同的经 

历，但她鼓励他们日后成为有用的人，为国家 

贡献。

另…方面，首邦市消拯局局长赛沙里尔 

表示，他们以生动教学法，让儿童更容易学习 

就获得救火的基本知识及了解消拯员的工作职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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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14日讯）患难见 

真情！大马人明确说出：“我们 

都是一家人”。

具争议性的印度籍伊斯兰传教士 

扎基尔发表大马华人和印度人也是“客 

人”，若要他这个“新客人”离开，那 
么像华印裔的“旧客人”应先离开的ff 

论论，许多马来西亚人，特别是马来同 

胞纷纷在社交媒体平台力挺华印裔，强 

调“我们都是一家人”，应离开的人才 

是扎基尔。

巫裔网民玛姬达哈欣在推特上向 
大马华裔和印裔释出善意，告诉华印裔 

这里是他们的家园，马来人是他们的朋 

友、邻居和家人，马来人支持他们，不 

要让种族仇恨撕裂彼此。
“致大马华裔与印裔，马来西亚 

是你的家。我们是你的朋友、邻居和家 

人。我们会站在你这边，我们不会被种 

族仇恨撕裂我们。”

“不让外人拆散这个家”

另•名署名Syo-kay的网民在推特 

上表示，大马人是•家人，绝不会让外 

人来拆散这个家庭《_

“虽然我们马来西亚人民经常为了 

-些事情吵架，对许多课题也有不同的 

意见，但我们依旧是一家人，共同经历 

了甜酸苦辣，我们不会允许外人来拆散 

我们的家庭。”

巫裔网民扎里也在推特上写道：

“他们不是客人，他们是我的家人。我 

们不需要你的建议，谢谢。”

署名“孟”的网民则在推特上批评 

扎基尔无理，指扎基尔应该被遣返。

“有一个词语送给这位‘客人’， 

即无理！你不应该以客人的身分来马来 

西亚又辱骂她的人民。我们都是马来西 

亚人，我们也热爱这个国家。所以我对 

政府的建议……（就是）送他回国！”

西
芾

卡
欣
吁
慕
加
希
表
會g

A权律师西蒂卡欣要求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 

部长慕加希针对此事表态。

她也批评大马伊斯兰发展局（JAKIM)，并且留言 

说，换在其他文明国家，他们早立即被开除了。

纳兹万：应遣返扎基尔

公正党雪州公青团长兼哥打胡姬州议员纳兹万在推 

特回应其中一名追随者的提问时说，扎基尔的谈话无法 

被接受，政府应该遣返他，不应该让他继续留在大马a 

网民哈兹斯在推特要求沙亚南区国会议员卡立沙末 

和纳兹万针对扎基尔的谈话表态，尤其是针对他谈及大 
马印裔和华裔的部分。

也有人在纳兹万的推特下留言，要求他在雪州议会 

中提呈紧急动议，禁止扎基尔在雪州进行演讲。
'名署名“Depressed Individual Sia”的网民在推特 

留言，扎基尔已经扭曲伊斯兰，并非议大马伊斯兰发展 

局沉默以对。

“告诉我，他们获得了多少拨款？警方不对他采取 

行动，他已经引发种族紧张关系。宗教司为何不对这些 

种族性言论作出回应？”

■
Jj

Indian

hate teat

二二洲训一

m

unKC^pEBbfe The government sJ»uld depo
-,H e should no longer be altovred to 

aln Ift Malaysis.

5alam VB ®>Kh3licf5amad, YB ©NajwanHalimi. 
3 am n in Sh&h Alam/Koti
An^gerik and I wasit it> know stand as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on Zalfir Nallt 
particular^ his disparaging comments to 
fellow Malaysians oF Indian and Chinesa 
^hnJdty.

1. 马来网民玛姬达哈欣在推特留言力 
挺大马华裔和印裔I “致大马华裔与印 
裔，马来西亚是你的家。我们是你的朋 

友、邻居和家人。我们会站在你的这一 

边，我们不会被种族仇恨撕裂我们”
2. 纳兹万：扎基尔的谈话无法被接 

受，政府应该遣返他。

3. 哈里斯要求卡力沙末对扎基尔的谈 

话表态，尤其是有关针对大马印裔和华裔 

的部分。

巫裔挺華印駿扎基爾驅客論

“我們都遑一彖乂 J

賽沙迪：
攻擊華印裔是攻擊全民

L年及体育部长赛沙迪说，扎基尔
g攻击华印裔的言论，相等于攻击

全民。
他在其部门WhatsApp媒体群组回答记 他在其部门WhatsApp媒体群组回答记 

者提问时指出：“是的，攻击我们的华裔 

和印裔兄弟姐妹，等于是攻击所有马来 

西亚人。”

媒体问他是否认同其内阁同僚的 

声明，将扎基尔遣返。

赛沙迪非议扎基尔将大马的非马 

来人称为“客人”。

他表示：“即使是把我的马 

来西亚朋友视为我的客人，都是 

荒谬：拜托，他们是我的家人。

够了。”

他过后再推文说，大马的强大 

是因为其人民团结一致。

“够了，不要再嘲弄我们的忠诚与团 

结了。”

也是土团党青年团团长的赛沙迪说， 

华人并不是所谓的“旧客人”，反之他们 

是十分热爱这个国家的大马公民。

他说，他认识许多华人和印度人，而 

他们可以为了捍卫这个我们热爱的国家不 

惜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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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溪毛糯1 4 

日讯）双溪毛糯麻疯 

病院遗产委员会主席 

林永隆发文告指出， 
针对《每日新闻》于 

8月12日有关国家麻 

疯病控制中心遭非法 

移民人侵院内土地和 

设施的报道，双溪毛 

糯麻疯病院遗产委员 

会对首相给予上述问 

题的高度关注表示感 

谢。

国家麻疯病控制 

中心已于今年2月12 

^ I 日列人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世界遗产的预备 

綠。酿文物遗产 

局在雪兰莪州政府和 

卫生部的支持下，正 

在筹备将这…重要文化遗产提名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

作为一个最有潜力申遗的文化 

遗产，国家麻疯病控制屮心应该得 

到充分的保护，以免其遗址与古迹 

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因任何活动遭到 

改变和破坏。过去多年来，非法移 

民-直占用院内荒废的房屋，并私 

自建造了临时住所非法人住院内 

更严重的是，为从事园艺活动而大 

肆挖泥也严重破坏了这个地方的原 

始地形和土地。

劃

指花圃业者霸占空地

“近年来，园艺花圃业者通过 

私占院内的空地来肆意扩展业务， 

甚至通过非法扩建历史建筑来扩大 

他们的生意版图，并且毫无顾忌地 

摧毁院内残破的古迹，以图占用更 

多空地来从事种植活动。”

由于这些非法移民和擅自占 

地者已经对院民造成健康和安全威 

胁，他们临时搭建的住宿需要尽快 

被清除。然而，在展开清除行动 

时，地方政府必须和国家文物遗产 

局和国家麻疯病控制中心合作，并 

按照马来西亚工艺大学备好的全面 

性古迹建档调查资料进行，以确保 

当局在执行清除任务的过程中，不 

会不慎破坏院内的古迹。

目前，国家麻疯病控制中心 

迫切需要一个周全的保护管理计划 
(CMP)，以在问题进一步恶化之前 

对其现状进行有效的管理。这个保 

护管理计划也有助于重新整顿这个 

院区，为列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文化遗产做准备。更重要的是， 

重新整顿院区将为现有的麻疯病康 

复者，以及在此处丁作和学习的医 

务人员及学生提供更有利的生活和 

工作环境。

©©©〇

班村卡巴斯路

報道►張淑媚

(巴生14日讯）年迈老树 

在长年累月之下茁壮成长，以 

致盘根错节至沟渠内，进一步 

阻挡排水，更甚的是，还成为 

蚊虫聚集地，让居民饱受蚊虫 

“滋扰”之苦。

据了解，老树位于班达马兰 
新村的卡巴斯路（JalanKapas)的 

-户住家前，而该户住家的主人 

长期待在邻国，将房子出租给外 

籍人士。

在缺乏打理下，其住家外的 

-棵老树树根衍生至四周，破坏 

屋子和水沟结构。^

据观察，老树根还-路从沟 

渠“贯穿”至住家内，导致沟渠 

里布满树根，无法排水，脏乱不 

堪，继而间接诱发蚊虫滋长，让 

居民感到百般不适:

老樹根
阻擋排水滋生蚊蟲

人员正收拾 

被政掉的树

一路从沟渠

内，导致沟

渠阻塞且脏 

乱不堪。

謝秀：砍樹清溝疏通污水

针对上述事件，巴生市议员iH■秀 

受询时指出，她于上个月接

获当地新村居民的投诉，称该房子前的 

大树，几乎摇摇欲坠，还有引来非常多 

的蚊子，且树根已从沟渠一路衍生至屋 

内；糟糕的是，沟渠里皆被树根占据，

无法排水，蚊虫盘旋在沟渠处，环境卫 

生糟糕透了。

“接到投诉后，我马上着手处理，

到该区视察情况。由于事态颇为严重， 

我认为此事不能再拖，隔日立刻带工作 

人员去砍掉老树。碍于老树体积庞大，

樹根衍生可向市會協助

需耗时整整3天时间才能把它砍掉。” 

谢秀向《大都会》社区报记者解 
释，当天除了砍掉老树，T.作队也顺 

便清理沟渠，以疏通阻塞在沟渠里的污 

水，避免蚊虫继续在该处滋长，危害居 

民健康:、

“其实，住家内的大树若要砍伐 

得自行聘人解决，市议会不会插手的； 

惟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外面的大树根已 

逐步衍生至屋内，若不及时砍伐，以大 

树的生长速度将摧毁整间房屋的地基构 

造，岌岌可危，因此作个案处理。”

谢秀表示，这棵大树已存在多年，非常粗壮高大，而 

且高度已越过电线杆，万一被风吹倒压到电线，也 

是非常危险的。

“目前，该处仍在清理阶段，还有 '些树枝需要被处理

掉〇 ’’

谢秀表示，若民众也面临上述问题，即生长在外面的大 

树，树根衍生至屋内，可向市议会寻求协助，再视情况作进-- 

步处理。

谢秀（左一）与市议 

会官员前往班达马兰卡巴 

斯路，视察老树情况。

麻
瘋
病
控
制
中
心
遭
非
法
移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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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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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合影，坐者左起为潘耐有、邓章钦、李培华、亚尤 

三美威鲁、邱尔助及罗瑞昌s

鄧章欽：可省經費助發展

市民應妥善處理垃圾
(巴生14日讯)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表示，巴生市议 

会每年耗资庞大经费在处理垃圾问题上，若市民的环保意 

识被强化，即可省下这些钱去发展其他事项。

他日前出席巴生冯强公益会己亥年中元节普渡庆典平 

安晚宴致词时指出，一般上，垃圾承包商只收集丢弃在垃 

圾桶内的垃圾，随地乱丢的垃圾，还得另外花钱去处理， 

所以市民妥善处理垃圾是很重要的&

他建议大家不妨考虑响应巴生滨华中学的做法，鼓励 

学生将垃圾带回家丢，而且校内不设垃圾桶。

邱尔助：敬神明也敬“好兄弟”

大会主席邱尔助说，华人信奉道教，除了敬拜天上 

神明，祈求神明保佑之外，也敬拜阴界、幽灵界“好兄 

弟”，希望得到庇佑。因此，盂兰胜会传统习俗是希望阳 

界和阴界能达到和谐关系，和睦相处。

也是巴生中路镇中华国民小学董事长的他相信，每个 

人若能做到“三好”，包括存好心、说好话及做好事，凡 

事皆可顺遂。

出席者包括该会顾问罗瑞昌、名誉主席潘耐有、法律 

顾问亚尤三美威鲁及贵宾拿督斯里李培华等。

罗瑞昌(右)移交支票给邱尔助(左二)，作为巴生中路镇 

中华国民小学95周年校庆活动基金；由理事郑亨荣(左)和 

邓章钦(右二)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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