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M1.6j baiki 509 rumah terjejas
Kediaman
dibaik pulih
mengikut kadar
kerosakan
dialami
Oleh Norzamira Che Noh
bhnews@bh.com.my

Shah Alam: Kerajaan Selangor
memperuntukkanRM1.6 jutabagi
membaiki 509 rumahyang terjejas
di Sabak Bernam dan Kuala Se-
langor ekoran Taufan Lekima
pada awal pagi Sabtu lalu.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daripada jumlah rumah
yang rosak itu, 100 rumah masih
diteliti kerosakannya.
Katanya, peruntukan dana itu

adalah hasil kerjasama semua ja-
batan kerajaan negeri termasuk
Lembaga Zakat Selangor (LZS)
serta Jabatan Kebajikan Masya-

rakat (JKM).
“Kita sudah menghitung kira

dan terdapat 509 rumahyangakan
kita perbaiki mengikut kadar ke-
rosakan yang dialami kerana ada
yang mengalami kerosakan mi-
nimum dan ada yang kritikal.
“Dana ini akan ditanggung oleh

Menteri Besar Selangor (Pemer-
badanan) atau MBI sebagai satu
tanggungjawab sosial korporat
(CSR),” katanya selepas Mesyua-
rat Tindakan Ekonomi Selangor
(MTES), semalam.
Amirudin berkata keputusan

berkenaan dana terbabit dibin-
cangkan dalam MTES hari ini,
namun beberapa prosedur akan
dibuat sebelum proses membaiki
rumah dijalankan.
Katanya, beliau turut berca-

dangmenjalankan beberapa prog-
ram berkaitan bagi manfaat pen-
duduk yang terjejas.
“Mungkin kita akan meminta

bantuan Jabatan Bomba dan Pe-
nyelamat Malaysia (JBPM) Se-
langor serta Angkatan Tentera
Malaysia (ATM), bergantung ke-

Taufan Lekima

pada keadaan.
“Sekarang dana sudah diperun-

tukkan, cuma formula penyele-
saian yang akan dibincangkan ke-
mudian,” katanya.
Dalam kejadian pada jam 1.15

pagi itu, 266 rumah di Bagan
NakhodaOmar (BNO) terjejas ter-
masuk sebuah rumah roboh, ma-
nakala 56 lagi dalam keadaan kri-
tikal, 62 rumah di Sabak (empat
kritikal).
Sementara itu, 78 rumah rosak

di Pancang Bedena dengan 12 ro-
sak teruk; 25 rumah di Sungai
Panjang dengan 12 rosak teruk,
manakala di Pasir Panjang mem-
babitkan 12 rumah.
Sabtu lalu, ketika sesi lawatan

ke lokasi terjejas, Amirudin turut
memaklumkan Pejabat Daerah
dan Tanah (PDT) Sabak Bernam
akan memberikan bantuan awal
RM500 kepada setiap keluarga.
Katanya, kerosakan yang ber-

lakuakibat ribut adalahbesardan
dijangka diselesaikan dalam tem-
poh tiga minggu hingga sebulan
setengah.

Sekarang
dana sudah

diperuntukkan,
cuma formula
penyelesaian
yang akan
dibincangkan
kemudian.
Amirudin Shar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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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eta hanyut 
dilanda banjir kilat 

i>16 

Sistem perparitan sekitar USJ tidak mampu tampung kuantiti air hujan 

Kereta hanyut dalam banjir kilat 
SUBANG JAYA - Be 

berapa buah kenderaan 
dihanyutkan banjir kilat 

yang berlaku akibat hujan lebat 
berterusan di sekitar Persiaran 
Kewajipan menuju ke USJ di sini 
petang semalam. 

Dalam sebuah video berdurasi 
22 saat yang tular di laman me-
dia sosial, kelihatan beberapa 
kenderaan hampir tenggelam 
dalam air banjir di hadapan Ibu 
Pejabat Polis Daerah (IPD) Su-
bang Jaya. 

Ketua Polis Daerah Subang 
Jaya, Asisten Komisioner Risikin 
Satiman berkata, hujan lebat 
selama satu jam yang bermula 
kira-kira pukul 3.40 petang itu 
menyebabkan air yang terlalu 

oleh sistem perparitan di ka-
wasan tersebut. 

"Paras air banjir telah menca-
pai sehingga 1 meter menyebab-
kan beberapa kenderaan yang 
melalui jalan di hadapan IPD ini 
terapung dan dihanyutkan air. 

"Impak terjahan daripada ken-
deraan lain yang melalui jalan 
tersebut juga telah menyebab-
kan wujud arus air di kawasan 
kejadian,"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semalam. 

Risikin menambah, seramai 
empat anggota trafik dari IPD 
Subang Jaya telah ditugaskan 
untuk mengawal lalu lintas di 
beberapa kawasan di daerah 
ini dan turut dibantu oleh dua 
kereta peronda (MPV). 

"Antara kawasan yang dipan-

tau adalah di Persiaran Kewaji-
pan menuju ke USJ, Persiaran 
Mulia di USJ 8 dan Persiaran 
Tujuan, USJ 11. 

"Keadaan lalu lintas di kese-
mua kawasan ini perlahan akibat 
banjir kilat tetapi masih terka-
wal," ujarnya. 

Beliau berkata, paras air mula 
surut dalam masa satu jam ke-
mudian dan lalu lintas kembali 
bergerak lancar apabila hujan 
berhenti. 

"Tiada sebarang kecederaan 
berlaku dan hanya beberapa 
buah kenderaan yang rosak 
masih tersadai di tepi jalan. 

"Kesemua pemiliknya dilaporkan 
telah mendapatkan bantuan untuk 
menunda dan membaiki kende-
raan masing-masing" katanya. 

DUA buah kenderaan yang hanyut dalam banjir kilat yang melanda sekitar 
Persiaran Kewajipan menuju ke USJ di Subang Jaya se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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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Aid promised to 
two storm-hit 
districts in Selangor 
>4 

THE Federal and state governments will 
allocate funds to repair 488 houses in two 
districts in Selangor which were damaged 
in a storm. 

Special officer (economy) to Deputy 
Prime Minister Datuk Seri Wan Azizah Wan 
Ismail, Ameer Ali Vali Mohamed, said they 
were currently assessing the extent of dam-
age before consulting the Selangor govern-
ment for the allocation. 

Representatives were sent to Sabak 
Bernam and Kuala Selangor districts to 
evaluate the extent of damage to the hous-
es. 

On Saturday, hundreds of houses in the 
two districts, including Sungai Besar, 
Sekinchan and Tanjong Karang, were 
reported to have been badly damaged by 
the storm. 

"We were informed that in Sab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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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am, 443 homes were critically dam-
aged, while in Kuala Selangor, out of 45 
damaged homes, only one was in critical 
condition," Ameer Ah said after visiting 
several locations in the two districts. 

He said they were also working with 
various agencies, including the Sabak 
Bernam and Kuala Selangor District 
and Land Office as well as the National 
Disaster Management Agency to evaluate 
the damage. 

Meanwhile, Kuala Selangor assistant 
district officer Mohd Zary Affendi Mohd 
Arif said Kuala Selangor District and 
Land Office had mobilised a team of 
engineers to assess the damage to the hous-
es. 

He added that the district office in the 
affected area had been directed to collect 
information on complaints of damage to 
residents' homes. 

He said the findings were presented at 
the Selangor Economic Action Council 
meeting so that allocations could be provid-
ed to repair the houses. — Bernama 

Ameer Ali (second from left) visiting Maznah Sanusi (third from right), 61, whose house was badly damaged in last weekend's storm. Also 
present is National Disaster Management Agency representative Mohd Khairi Ghani (right). - Bernama 

Aid for storm victims in 
two Selangor districts 
Federal and state govt to provide funds to repair 488 ho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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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DWARD RAJENDRA 
edward@thestar.com.my 

WITH the aim to turn Laguna 
Park, Precinct 2 at BioBay in Pulau 
Indah into a tourist spot, Central 
Spectrum (M) Sdn Bhd, the main 
property developer in Pulau 
Indah, is hoping to include a row 
of seafood restaurants along Jalan 
Samudera, Port Klang. 

It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Mohamad Razif Abdul Wahab said 
the waterfront had tourism poten-
tial. 

"Our vision is to create a sea-
food destination for foreign and 
domestic tourists. 

"Currently, there is only 
Restoran Rahmat Tan that offers 
Chinese Muslim dishes. 

"We believe that giving people 
access to good food will draw in 
the crowd, especially tourists from 
the Boustead Cruise Centre located 
9km away. 

"This is our economic develop-
ment strategy that will leverage on 
tourism to enliven Laguna Park," 
he said. 

He added that most travellers 
exiting the docked cruise ships 
would board bus coaches heading 
to Kuala Lumpur. 

"We hope to firm up package 
deals for tourists to enjoy good 
food here before going to Klang's 
Little India for some shopping and 
other interesting places in Klang," 
he said. 

Laguna Park is a 404ha area of 
mixed development, including 
industrial, housing, commercial 
and recreational gardens. 

"We can see Pulau Indah having 
a population of 15,000 in a dec-
ade." 

Restoran Rahmat Tan owner, 

Banking on waterfront, 
seafood to attract tourists 
Developer hopes more of them will spend time in Pulau Indah 

u 
We hope to firm up 
package deals for 
tourists to enjoy good 
food here before going 
to Klang's'Little India 
and other interesting 
places in Klang. 

Mohamad Razif Abdul Wahab 

Rahmat Tan, opined that aggres-
sive promotions must be done to 
attract tourists coming through 
the Boustead Cruise Centre as it 
was one of the gateways into 
Selangor. 

"A simple tour package that 
includes meals at Pier Point One 
and a tour of Klang town and her-
itage trail will attract tourists," he 

-said.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president Datuk Mohamad Yasid 
Bidin lauded Central Spectrum's 
plans to promote Pulau Indah. 

Mohamad Razif (right) discussing with Yasid on the plans for more seafood restaurants at Pier Point One on 
Laguna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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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馬獅亞杯足賴

小组賽第3轮

今曰賽程（16曰)
A组：雪兰莪发展机构对吉打

(9:OOPM，莎阿南体育场）

B组：霹雳经济发展局对柔佛达鲁塔克欣

(9:00PM，曼绒市议会体育场）

明曰賽程（17曰)
A组：登嘉楼 对森美兰

(9:00PM，瓜登苏丹依斯迈体育场)

C组：霹雳 对摈城

(9:00PM，怡保霹雳体育场）

C组：沙巴 对彭亨

(8:15PM，亚庇利卡斯体育场）

D组：土地发展局联 对马六甲

(9:00PM，増卡敦阿都拉萨体育场)

週日賽程（18日)
B组：八打灵再也市球会对玛拉工艺大学

(9:00PM，格拉那再也灵市议会体育场）

D组：雪兰莪 对警察

(9:00PM，莎阿南体育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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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拉央15日訊）士拉央市 

议会前往逸福园第一区，警告 

当地违例小贩与涉及非法扩建 

业者，自发搬离及拆除违章建 

筑，否则将遭到市议会严厉对 

付。
士拉央市议员黄伟强今日随同执 

法队伍前往当地时指出，市议会此 

举是为进行社区激活计划，让逸福 

园变得整齐乾净，不能因违例小贩 

或违章建筑，令社区变得肮脏杂 

乱。
他说，在1/5路旁有5至6家熟食 

摊位，其中大部分是油炸食品，这 

些摊位的污油造成沟渠阻塞，还有 

椰水摊位留下的椰壳堆积数天才清 

理。

已給半年緩衝期

“市议会在很早以前就冻结路边 

小贩的执照，因此这些小贩没有执 

照营业。，’

~他指出，市议会并非阻止小贩谋 

生，惟小贩必须遵守市议会条例， 

要不造成交通阻塞及照顾环境卫 

生。
i也说，i/5路是繁忙道路，小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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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强指出，多次遭当 

地居民投诉的柏兰路 
(Persiaran Perdana)工

程，预计能在下周完成。^ 

他说，该工程是网络供应商 

安装电缆的工程。

“居民多次投诉该工程一直 

没有竣工，造成交通阻塞。” 

他指出，经他了解后，有关 

工程已完成安装电缆，如今剩 

下的是检测，若没有问题，贝IJ 

可以在下周重铺道路。

他也谴责在逸福园商业区内 

进行祭拜的民众，在拜祭仪式 

后，没有清理祭品灰烬。

“民众应该自发地清理， 

而不是等待市议会派人来清 
理。，，

°他说，民众这种自私的想 

法，是无法反映中华的优良传 

统文化。

路旁营业也不安全。

他指出，市议会今曰I 

也把路边业者留在大路k 

旁的工具没收。

“这些业者今日没有 

来营业，但他们的工美 

却留在路边，市议会将 

其充公带走。”

此外，他指出，市议会 

警告当地涉嫌违例扩建的 

业者，希望业者能自发地 

拆除。

“我们关注的是这些违章 

建筑，是否会造成环境卫生问 

题。”

他说，市议会之前已在逸福园第 

二区进行重整，给予当地约半年的 

缓冲期，作出口头及书面的警告 

后，才严厉执法。

他指出，在逸福园第一区也会有 

足够的警告及缓冲期，希望当地业 

者能自觉，勿以为市议会执法不 

p。

° “在第一区，我们或许不会给足 

半年时间，业者们需要尽快拆除违

早建巩。

他希望逸福园的业者、居民、顾 

客等，能一同爱护当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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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官员绐予业者口头警告，促业者搬离。

檢查36店面充公1貨車4工具
@伟强说，周四出动的官员分别来自执照组、执法组、建筑物 
M组、园艺组、城市规划组及KDEB废料管理有限公司。

“今天当局共充公1辆货车及4个摆放在路旁的工具。”
他指出，市议会也发出2封警告信给2名小贩，若后者不移走， 

将被对付，充公其摊位。
他说，当局检查36家店面，并告知业者市议会进行激活计划， 

需要业者遵守的事项。
“官员要求当地一家水果店业者，在5天内到执照组商讨其扩 

建与营业执照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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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多沒裝隔油器

IS寓後巷
(加影1 5日 

讯）店寓多餐 

馆，后巷脏夕匕 

了！

双溪龙第1 1区 
苏马店寓（Sukma 

Apartment)后巷沟 
渠严重阻塞，每逢下雨天，店寓居民便要 

忍受沟渠水臭味。
该店寓有288间住宅单位，46间商店，包 

括5间各类餐馆，但由于部分餐馆没安装 

隔油器，污油常常流入沟渠，引起卫生问 
题。

该店寓居协主席蔡国彬指出，每逢雨 
天，后巷沟渠水便溢出后巷，甚至有时也 
会流到商店前面的泊车位，十分噁心。

他说，后巷也有老鼠出入，居民担心卫 
生欠佳，已向加影市议会投诉3次，最终等 

到承包商来清沟。

發展商沒行動

他今日与店寓管理委员会秘书陈美燕陪 
同加影市议员刘佳达一起巡视有关店寓后 
巷时，这么指出。

刘佳达说，有关店寓之前由发展商管 
理，如今已移交给居民组织的管理委员 
会，但店寓后巷道路由市议会管理。

他在去年11月接获居民投诉后也曾率领 
卫生组官员到现场视察，市议会时任主 
席沙尤迪当时认为发展商必须清理后巷沟 
渠，但发展商却没有进一步行动。

“除了一些餐馆没有安装隔油器，店寓 
的建筑设计也欠完善，店寓后巷设有供种 
植花草的泥池，但泥池却崩塌，大量沙泥 
掉下沟渠，导致阻塞。”

为了解决居民的问题，他向万宜区国会 
议员王建民申请1万7700令吉拨款，协助清 
理及维修后巷沟渠，有关工程从8月1曰起 
施工，直到28曰，承包商也会在12间商店 

的后巷维修已崩坏的沟渠盖。
针对餐馆没有隔油器，他说，市议会不 

时有取缔行动，其中有嘛嘛餐馆因卫生不 
合格曾被查封数次。

t包泥蔡 
刘商，国 
佳从左彬 

达

右雲陈

指出燕
承污及

—后达燕 
后溢、。 

芦出蔡
沟

经起货
常是&
在刘陈
雨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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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痕平
u来西亚华裔妇女创业转型基金发起人兼执行顾问丹斯里林顺平日前带领该 
g基金信托人，以及中国广西金绣球巾帼家政服务联盟理事长徐斌及一行 

人，拜会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

林顺平向杨巧双汇报了妇创基金成立之宗旨、会务运作以及近年来的概况。

左起为妇创基金信托人拿督林梅珠、大马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代表罗秀 
梅、广西金绣球巾帼家政服务联盟常务副理事长陈红岗、妇创基金信托人拿督 
陈贵喜、林顺平、杨巧双、广西金绣球巾帼家政服务联盟理事长徐斌、常务副 
理事长何侣蒙和广西壮家女家庭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华红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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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15曰 

讯）雪州政府拨出 
160万令吉，协助沙 

白安南和瓜拉雪兰 
莪风灾灾黎维修房 
屋。

雪州大臣阿米鲁 
丁说，上周六发生 
的风灾，共有209间 

房屋面对不同程度 
的损毁，其中1〇〇间 
仍在评估其受损情 
)兄。

°他说，州政府将 
根据房屋受损程 
度，协助灾民们维 
修房屋。

“除了雪州政府 
提供援助，伊斯S 

基金会（ZAKAT)和 

雪州福利局、雪州 
大臣办公室等也会 

提供援助和拨款等。”
阿米鲁丁今日出席雪州经济行动理 

事会议之后，发表上述谈话。
阿米鲁丁说，目前，在相关拨款发 

出之后必须要经过t些手续程序，但 
他们将会确保灾民很快可获得援助。

上星期六，在大港、适耕庄和丹绒 
加弄1带发生风灾，导致数百间房屋 
面对不同程度的损毁。

在风灾发生后，雪州政府已通过当 
地县土地局，拨出500令吉予每户受 

影响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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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溪毛糯15日讯）双溪毛 

糯麻风病院遗产委员会主席林 

永隆博士指出，国家麻风病控 

制中心，迫切需要一个周全保 
护管理计划（C\1P)，在非法 

移民入侵情况恶化之前，对 

其现状进行有效的管理。

“该保护管理计划也有助 

于重新整顿这个院区，为列 

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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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麻风病康复者以及在 

此处工作和学习的医务人 

员及学生提供更有利的 
生活和工作环境。” 

他发表文告说，感谢 

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关心 

国家麻风病控制中心遭 

非法移民入侵事件。

他指出，国家麻风 
病控制中心于2月12曰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的预备名 

录，国家文物遗产

林永隆：非法移民擅自佔地

麻風病院需獲保護管理
局在雪兰莪州政府和卫生部的支者通过私占院内的空地来肆意

持下，正在筹备将这一重要文化 

遗产提名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文化遗产。

破壞原始地形

他指出，作为一个最有潜力申 

遗的文化遗产，国家麻风病控制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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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过去多年来，非法移民 

一直占用院内荒废的房屋，并私 

自建造了临时住所非法入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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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近年来，园艺花圃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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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永隆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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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产局和国家麻风病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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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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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美詩：梳邦再也市會將開會

如冰亞南夫道urt事宜
(首邦市15日讯）行动党首邦市州 

议员黄美诗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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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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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昨日出席Rumah Kids儿童之家的 

儿童参观首邦市消拯局时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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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U转高架天桥是由发展商负责承 

建，目前已呈交设计蓝图，惟仍在等待 

审核及批准。”
据了解，该U转原定于8月10日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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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晤工程部长巴鲁比安商讨有 

关问题，最终决定展延该措施。

另外，黄美诗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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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活动缘起是 

在数个月前到访该儿童之家，得知其中 
两名儿童的立志要成为一名消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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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指出，共有15名来自Rumah Kids 
儿童之家的儿童参与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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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首邦市消拯局局长赛沙里 

尔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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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I)

■Rumah Kids儿童之家的儿童在参观消拯局后，与黄美诗（第二排左四） 
及消拯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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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寓後巷溝渠堵塞近3年

終獲撥逾萬元修復
(加影15日讯）双溪龙 

镇第11区SUKMA店寓入 

夥至今后巷沟渠未曾清理 

过，随著食肆增加，部份 

业者没有妥善处理油污， 
加上一些半圆形墙盆泥土 

漏入渠道，造成排水受 
阻。这后巷沟渠堵塞将近3 

年，雨后污水溢出，迫使 

居民闻臭，管理委员会向 

加影市议会投诉多次不见 

受处理，寻求市议员刘佳 

达协助下终有眉目，万宜 
国会议员服务中心拨款1万 

17700令吉，委任承包商 

进行清理及修复工作。

刘佳达今早与双溪龙镇 
第区SUKMA店寓居协主 

席蔡国彬，及店寓管理委 

员会职员陈美燕巡视清理 

工作情况。较后，居协主 
席蔡国彬说，店寓共有4层 

楼，底层是商店，1至3楼 

是寓所单位，很多住户对 

后巷问题感到不满。
"发展商在2017年7月 

将店寓管理权移交给管 

理委员会后，我就接到住 

户投诉有关问题，市议会

在过去两年里没有协助解 
决，长年累月，后巷沟渠 

的堵塞恶化。”

针对此事，他指出，他 

曾在2017年已向市议会投 

诉有关问题，当时也有官 

员前来视察，之后就不了 

了之0

他说，后巷逢雨必积 

水，渠水溢出引发臭味令 

居民感到困扰，唯有再次 

寻求市议员帮忙。

另外，市议员刘佳达 

说，他就有关投诉向市议 

会反映时，当年市议会认 

为这是发展商的责任，已 

致函发展商要求处理，可 

是仍旧没有解决，他唯有 

寻求万宜国会议员协助， 

最终获得拨款处理。

他说，承包商在昨天开 

始清理沟渠垃圾和油污， 

由于近日雨季，清理和修 
复沟渠工作要两星期才完 

成。同时，他也促请餐饮 

业者安装隔油器，勿将油 

污倒入沟渠造成污染和堵 

塞，否则沟渠囤积厚厚的 
油脂会影响排水。（TSI)

■刘佳达（右）与陈美燕（左起）及蔡国彬巡视后 
巷，并指承包商需要花费两星期时间进行清理及修 
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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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鲁丁（左）亲自到灾场慰问灾黎，并承诺州政 
府拨款150万令吉协助灾黎重建家园。

沙亞南509户風災災黎

獲150萬元撥款重建
(沙亚南15曰 

讯）雪州大臣阿 

米鲁丁披露，上 

周五遭到台风利 

奇马尾巴过境而 
遭蹂躏的509户家 

庭，雪州政府将 

拨出150万令吉给 

他们重建家园。

1他指出，目前 
已鉴定的灾黎有

509户，惟仍有 

100家民宅尚在计 

算损失。

他今早主持雪 

州经济行动理事 
会会议后说 ：

“我们已经评估 

损失，有一些轻 
微，有一些则非 

常严重，不过我 

们会为灾黎修复

遭天灾破坏的房 

屋。”

阿米鲁丁说， 
拨出的150万令吉 

当中除了部分来 
自州政府，政府 
单位如雪州穆斯 

林捐献机构和福 
利局、雪州大臣 

办公室机构都有 
捐出拨款帮助灾 
黎。

“这些关拨款 

还未下放之前， 

目前尚有一些程 
序需要处理。"

询及州政府是 
否寻求军警或制 

服团体的人力， 

协助修复灾黎房 
屋时，阿米鲁丁 

仅说，需视房屋 

破坏情况而定。 
(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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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杯小组赛 16日赛程（主队先列)
9.00PM (A组）雪兰莪发展局对吉打 

9.00PM (B组）霹雳发展局对柔佛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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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安琪

国人阅读风气低迷，雪兰莪州政府于2009年决心力挽狂澜， 

、硬体兼施，朝四大方针施展，大刀阔斧重塑州内图书馆形 

象计划，以放眼打造“书香世界”目标，鼓励更多人积极参与阅读 

独家报道/摄影

公共

活动。

当局在重塑图书馆形象，兼顾了软硬体的建设和发展，除了改变图书管理员服务思维及服 

务态度、提供舒适优美阅读空间，也提供最新及优质书籍，以及安排创意丰富的阅读活动。

经过一番努力，雪州各类形公共图书馆变身成功，访客人次也增几倍！

■=!=■ .莪州政府推广阅读 

兴趣之余，不仅着重 

硬体设施的建设，更注重营造 

阅读氛围，在图书馆内营造充 

满爱与正能量的试围。

雪州公共图书馆机构主席 

玛丝杜拉接受《南洋商报》记 

者t?访时说，当局希望通过形 

象重塑计划，让雪州境内的图 

书馆，甚至包括流动图书馆也 

予人充满生气的感觉，阅读变 

得更有趣，不再沉闷。

“我们希望可以协助改善 

现今人民的生活方式，尤其是 

提升阅读兴趣，通过黄金书屋

棚变身访塞龙来实现寻找财务自 

业、和睦家庭、健康身心及富 

足心灵等5大目标，以创造更 

快乐和谐的社会氛围。”

按时推广活动

她透露，雪州境内有104 

间图书馆，各别会按时推广有 

益身心的活动，以吸引人群接 

触书籍。

“比如雪州书展、户外阅 

读活动教育嘉年华、流动图书 

馆、国文月、国庆日纪念等等 

的活动，都是为了鼓励更多人 

加入阅读的行列。”

玛丝杜拉：州政府推广阅读兴 

趣之余，也希望在图书馆内营 

造充满爱与正能量的气氛。

雪兰莪公共图书馆机构举办10分钟一起阅读活动，推广阅 

读风气。
雪州公共图书馆5大分类改造

重塑形象兼顾软硬体建设

雪州共有104图书馆
雪州境内有104间图书馆，以面积大小区分级别，其 

中属州级的图书馆只有一间，另有7间城市图书馆（约2 

万5000平方尺）、4间分支图书馆（约5000平方尺）、10 

间小镇图书馆（少过5000平方尺）、71间村庄图书馆 

(少过2000平方尺）、9间流动图书馆及2间合伙图书 

馆。

玛丝杜拉说，从2008年至2018年的10年期间，州内 

共有53间图书馆已完成形象重塑计划，今年也放眼完成9 

间图书馆重塑，明年估计再有9间图书馆参与重塑计划。

她说，经过改造的图书馆会增设免费网络、电脑、会 

议室、休闲空间、洗手间、儿童阅览室等设施，而从访客 

S增幅可见，一些已完成形象重塑的图书馆，访客量确实 

大幅增K：。

“这让州政府信心大增，致力加速步伐扩大重塑形象计 

划，以便il:州内所有图书馆都获 

得提升形象，从而达至推动社会 文转► B2
良好阅读风气。” --------------------------------------

当局善用流动图书馆举办各种活动以吸引人潮。

阅读风气逐步提升
雪州图书馆重塑形象计划推行 

后，访客刮0相看，到图书馆来借 

阅书籍的人次也有所增加。

玛丝杜拉以雪州公共图书馆 

(Perpustakaan Raja Tun Uda)为例 

说，未推行重塑形象之前，该图书 

馆于2008至20103年内，访客总 

人数是41万8802人，重塑形象后 

3年，累积访客人次是之前的4 

倍°

“雪兰莪公共图书馆自2011年 

7月22正式开放予公众，在开放后 

的前3年（2011-2013年），访客 

总数是1550万435人，而之后的3 

年（2014-2016 年），总数是 2420 

万587人，人数是前者的一倍，这 

代表雪州社会阅读风气正逐步提

升。”

她说，目前，该图书馆2011年 

至2017年累计访客人数高达4962 

万795人，其中，2017年是最多访 

客的1年，共有99万1773人到 

访。

“此外，位于郊区一带的适耕 

庄图书馆，总面积为3100平方 

尺，而该村庄总人口为2万3630 

人，其2016年的访客人数是2624 

人，在2017年改造后，同年汸客 

人数增至8297人。”

她说，位于拿督阿末拉扎里村 

庄的图书馆面积为2291平方面 

积，该村庄人口是6400人，在 

2017年经过改造后，访客人数从 

2015年的2840人增加至8435人。

0让图书馆成为雪州子民的第二个家，是一家人亲子互 

动平台，也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地方；

©把图书馆塑造为学习中心，作为吸收新知识地方；

@把图书馆打造成会面场所，提供讨论室、会议室、讲 

堂，以合理公道价格出租，供企业人士商谈生意，创造事 

业及进行社交活动的地方。

0图书馆肩负健身中心场地，访客除了建立健康心灵， 

也能拥有健康身躯；

©把图书馆打造为人类身心发展中心，通过阅读掌握软 

体和硬体技能，以帮助个人获得身心灵成长，并建立完善 

的公民意识。

雪州公共图书馆5大分类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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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变身访客大增

前大臣阿兹敏提出

访组屋推广阅读风气
文接►封面

所谓“知识改变命运，学 

习成就未来”，雪州政府致力 

推动流动图书馆，以确保贫困

人十也能从中受惠，通过阅读 

丰富知识。

有关计划由前任雪州大臣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于2017 

年提出，较后，流动图书馆概 

念便于11月9 Ft正式推介，

州政府积极通过流动图书馆设 

施，到汸多个组屋推广阅读风 

气。

当局也善用流动图书馆举 

办各种活动以吸引人潮，包括 

打击罪案嘉年华、马来西亚 

R、脚车日等，根据数据显 

示，有关设施在2018年全年 

共吸引3万8256人流使用。

现今，州内共有7辆流动 

图书馆，并活跃于人民组屋 

区，主要关注B40 (低收人） 

群体，其中，6辆流动图书馆 

将穿梭在9个雪州地区

之前 之后

E3
.d.

重塑的图书馆包括增设免费网络、电脑、会议室、休闲空间、洗手间、儿童阅览室等设施

这9个地区包括八打灵再 

也、梳邦再也、士拉央、加 

影、安邦再也、巴生、万津、 

雪邦、以及乌鲁雪兰莪，而第 

7辆流动图书馆则作为活动推 

广用途。

知多一点点

流动图书馆
“麻雀虽小，五脏俱 

全”，迷你厢车内有 

充足设施，包拈免费 

无线网络、手提电 

脑、电视、书籍、风 

扇、桌子与椅子等， 

i 上借阅者可舒适在该 

处阅读。

预计让1346个廉价屋 

地区，涵盖22万86 

个组屋的110万人受 

益。

每星期二、二、四和 

周末都会开放2个使 

用时段，即上午10时 

至中午12时，以及下 

午2时至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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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拉央15日讯）士 

拉央市议会今日在甲 

洞逸福园第一区展开 

整合和激活社区计划 

活动，这也是当局在 

甲洞逸福园展开的第 

二次类似活动。

士拉央市议会是 

于2016年提出整合和 

激活社区计划，并于 

今年初正式落实，先 

在甲洞福逸园展开， 

以纠正后巷非法违例 

扩建的问题，例如私 

下占用后巷道路或在 

沟渠上搭建厨房、洗 

碗槽或料理台等。

士拉央市会整合逸福园第一区

这
项计划也打击路边非 

法小贩，以还社区安 

全与干净环境。

士拉央市议员黄伟强今日 

和市议会各相关部门及丁程承 

包商到甲洞逸福园第一区时， 

向路边小贩和非法扩建者发出

士拉央市议会各相关部门单位在行动中充公街边小贩的货品

14天的通知，以便在期限内自 

行解决和处理非法营业及扩建

街边小贩不顾卫生，造成停车位与环境卫生恶劣

问题。

“市议会严正看待此问 

题，帝沙 1/5 路（Jalan Desa 1/ 

5)约有5至6个非法小贩， 

若这些小贩不愿配合，市议会 

就会拆除他们的档口”

冻结街边小贩执照申请

他也说，配合整合和激活 

社区计划，今年初已冻结所有 

街边小贩的执照申请。

“市议会明文规定街边小 

贩摊档需距离路口 30米，但 

即使发出执照给这些路边小 

贩，他们仍要占领靠近路口的 

最佳位置，这造成交通拥堵及 

引发安全隐忧。”

此外，他说，由于小贩也 

占用停车位摆摊，而且垃圾和 

油污没及时清理，使环境卫生

恶劣、水沟阻塞，但市议会和 

垃圾承包商却因小贩违法覆盖 

沟渠及违建等问题，而无法展 

开清理工作。

他说，市议会并非驱逐或 

阻扰小贩寻找生计，但该区两 

二年前已全面改善基建，短期 

内不会再展开基建改善丁程， 

却因几个小贩的不负责任行 

为，浪费之前所投人的资源。

一同巡视区内违建、卫生 

及基设建设损坏的部门包括十 

拉央市议会执照组、执法组、 

策划组、丁程组、建筑组与达 

鲁益善集团（KDEB)代表等 

等°

此外，当局也在今天的巡 

视时，充公了甲洞逸福园第一 

区路边小贩的货品，并向业者 

开出罚单。

黄伟强:第二次展幵

不再宽限6个月才执法
黄伟强 

说，早前当局 

在逸福园第二 

区进行整合和 

激活社区计划 

时，向违例业 

者发出限时6 

个月做好清理 

丁作的通知，

之后才展开执 

法行动，不过 

同样方式不会 

用在第一区，

因为这已是第 

二次在逸福园 

展开相同计 

划。

他说，甲

洞逸福园是一■

个发展区，不 

希望该区环境 

糟糕、杂乱无 

章，充满非法 

建造的棚子与 

街边小贩。

此外，当 

地的廉价与中 

价公寓是雪隆 

高度集中黑人 

的地区，商民 

皆忧治安问

题，W此展开整合和激活社区计划 

了丨丨:甲洞逸福园更有规划。

麗

黄伟强指街边小贩忽略不能在停车位上营业 

的指示牌。

包括慢慢移除街边档，是为

第一区整合挑战更大

“甲洞逸福园第一区比第二区繁忙，挑战更大，衔接逸福园 

和甲洞乌鲁的繁忙柏兰岭大路（Persiaran Perdana )，今年4月开 

始进行的电缆工程基木已完成，估计下周会完成受影响路段的铺 

路工程

电缆工程全K: 4公里，市议会丁程组也会准确监督该区的电 

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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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溪龙第11区苏马店寓

后巷沟渠阻塞飘臭
(加影15日讯）后巷沟渠

严重阻塞，双溪龙第11区 

苏马店寓居民每逢下雨天， 

就得忍受沟渠水的臭味，苦 

不堪言。

该店寓有288间住宅单 

位，46间商店，包拈5间

各类餐馆，由于部分餐馆没 

安装滤油器，污汕流人沟渠 

引起阻塞

店寓居协主席蔡国彬今 

日和店寓管理委员会秘书陈 

美燕，陪同加影市议员刘佳 

达一起巡视后#时说，逢雨

天，后#沟渠水便溢出，甚 

至有时也会流到商店前面的 

泊车位。

”此外后巷也有老鼠出 

人，居民为此已向加影市议 

会投诉3次，最终等到承包 

商来清沟。“

刘佳达说，该店寓之前 

由发展商管理，如今已移交 

给居民组织的管理委员会， 

但后巷道路由市议会管理。

他说，去年11月接获 

居民投诉后，曾率领卫生组 

官员到现场视察，时任市议 

会主席沙尤迪表示发展商必 

须清理后巷沟渠，惟后者却 

无进一步行动。

建筑设计欠完善

雨后，后巷沟水常溢出。右起是刘佳达、蔡国彬及陈美 

燕。

他说，除了一些餐馆没 

装滤油器，店寓的建筑设计 

也欠完善，店寓后巷设有供 

种植花草的泥池，但泥池却 

崩塌，大量沙泥掉下沟渠， 

导致阻塞。

他表示本身向万宜国会 

议员王建民申请1万7700 

令吉拨款，协助清理及维修 

后巷沟渠以解决居民面对的 

问题，工程是从8月1日起 

施丁直到28 R，承包商也 

会在12间商店的后巷维修 

已崩坏的沟渠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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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未必是王道
股海判官

黄云浩

股市投资者

过去一周，经济大环境持续动荡，纵使有连续3天的假期，看到面簿里头尽 

是吐口水的塞车怨言，会不会是令吉的萎缩导致多数国人选择国内旅游呢？

这样的环境，不管各大行如何介绍或鼓吹，可以超越大市的股票毕竟不 

多。通常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有一类的投资研究特别吸晴，财经报章杂志都能 

看到此类研究。那就是以介绍拥有最多净现金的公司为导向的投资研究文章。

_位前辈发过来一篇关于“现金为王”的报道。该篇 

文章的标题写着“根据股价与现金比率选出来的最 

便宜股票”。

其中包括居銮（KLUANG)、古仔（KUCHAI)与双溪巴 

眼(SBAGAN)、富达置地(DUTALND) 、PEB 公 R] 

(PEB)、发林（FARLIM)、合营钢铁业（AISB)、安信控 

股(AMTEL)、集艺亚洲(CNASIA) 、APB 资源(APB)、 

沙布拉资源（SAPRES)、华明包装（BRIGHT)、第一控股 

丁业（FACBIND)、亿顺机构（EKS0NS)共13只股。

该篇文章也道出投资这类公司的价值在在于：

一） 被私有化的可能、

二） 以现金做为子弹，可能会有合并，收购等附加价值 

的企业活动。

投资与否，先丨丨:我们来看看为何这13间公R]的股价与现 

金比率这么高？为何股价会这般便宜？

首先，第一组，居銮、古仔与双溪巴眼这是环环相扣的 

老牌公司，环环相扣因为互相持股。最大的投资价值在其投 

资组合，拥有大东方人寿。

但是，这投资组合已经存在了超过20年。有什么理由董 

事们会卖掉投资，然后兑现成现金？

公司的现金是经年累月的累计而不是通过脱售主要资产一次性的现 

金累积。

投资不能只看现金

看到吃不到的陷阱
再来，第二组，这一组的公司之所以有相对高的现金， 

是因为一次性脱售主要资产而催成的。主要资产多数为地 

皮，子公司等等。

富达置地因脱售沙巴油棕种植地予莫实达种植而获取的 

净现金可是董事部花了好tc：一段时间才成功的（当年101也 

有兴趣，但是最后取消），凭什么说董事部不会花相同K： 

的时间来决定钱如何用，包括将现金跟小股东分享？

现金多不代表董事一定需要派息-

看看商峰（PUNCAK)自脱售了水务生意给雪州政府而 

换回来的钱，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取到什么真正的作用？ 

有，和相关人士购进PEB公司的生意，落得PEB公R]没有 

主要生意只剩现金而已。

主要是脱售所得

另外，发林的现金也是因为在2014卖了一块地给 

1MDB的子公司才能累积有成。即使是合营钢铁业、安信控 

股、集艺亚洲的现金也是W为卖地，卖子公司而来，公司 

财务表现不佳，股息也没法发。

沙布拉资源在2016脱售49%的教育擘膀APIIT才能有 

如此高的现金比例，董事们还在部署下一个主要的生意。

另外一间华明包装更厉害，在过去十多个季度里，有高 

达90%的季度都是在亏钱，也没有派过一分钱的股息，面 

对连季亏损的生意，里头的现金可以顶多久？

纵观上述公司，公司的主要现金来自脱售生意，则有很 

大的成数这些所谓的现金是看的到吃不到的陷阱。

第H组，就是公司的钱是经由连年做生意而来，如第一控股工 

业、亿顺机构和APB资源等等。笔者也在此凑凑热闹，介绍一间由 

土著生意人领军的——菲马集团（FIMAC0R)。

这是一间业务多元化的公司，其业务包括了油棕种植、生产鱼 

肉罐头，替政府印制机密文件（如驾照，护照，邮票），液体散货 

码头等等。看一看公司是如何永续经营。菲马集团的现金比例也相 

对的高。

财年
税后盈利 

(亿令吉）

现金

(亿令吉）

周息率

(%)

总派息 

(亿令吉）

总派息占总现金的 

比例/总派息占总税 

后盈利的比例

2010 0.59 1.29 5 0.09 6.9%/15%

2011 0.71 2.18 7 0.14 6.3%/19%

2012 0.81 2.70 8 0.16 5.9%/20%

2013 0.78 2.72 8 0.19 7.1%/24%

2014 0.60 2.43 8 0.22 9.1%/37%

2015 0.58 2.37 8.5 0.23 9.9%/40%

2016 0.57 2.47 9 0.25 10.2%/44%

2017 0.30 3.91 9 0.25 6.5%/83%

2018 0.30 2.87 9 0.25 8.8%/83%

2019 0.60 2.90 9 0.25 8.7%/42%

笔者比较倾向公司的现金是经年累月的累计，而不是通过脱售 

主要资产一次性的现金累积。

记得，投资不能只看现金，除非你有足够财力来实行收购将这 

类公司占为己有，要不然，如标题所提一样，之所以便宜的原W必 

有其便宜的原W，还是选择別踩进这类陷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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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政府拨160万助风灾黎维修家园
莎阿南15日讯|雪州

政府宣布拨款160万令吉协 

助沙白安南及瓜拉雪兰莪风 

灾灾黎维修家园。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表 

示，雪州政府已鉴定509间 

受到风灾影响的屋子，不过 

当局仍在评估其中100间屋 

子的损失。

「州政府已经在评估 

这些损失，同时会根据每间 

屋子的损坏程度提供援助。

有些屋子只是轻微损坏，有 

一些则非常严重。」

保证尽快援款

阿米鲁丁今日出席雪 

州经济行动理事会的会议后 

向媒体表示，160万令吉的 

拨款将由雪州天课管理机构

及社会福利局承担，其余的 

款项将由雪州大臣机构通过 

社会企业责任基金拨出。

此外，大臣也表示， 

这笔拨款仍需通过数项程序 

才能发出，不过他保证当局 

将会尽快拨款以协助风灾灾 

黎0

询及州政府是否有意

要求国防卫队或其他制服 

团体派员协助维修灾黎的家 

园，大臣表示州政府将视情 

况来做决定。

沙白安南及瓜拉雪兰 

莪多个地区上周六遭到暴风 

雨袭击，包括大港、适耕庄 

及丹级加弄多间房屋在强风 

暴雨中foi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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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卖油炸食物摊子霸占路边 
停车格，„长期恣意在路面和 

i沒渠:硕倒油污，导致被彳I*占. 

行亭寧靜十不堪7 :士 

' '峰便在耳琴就中^

P

^sss^s

士拉央15日讯甲洞逸福园1区路边摊贩无照营业，造成交通安 

全和环境卫生等问题，态度更是相当恶劣，士拉央市议会展开取缔非 

法摊贩和违建物行动，下令14日内自行搬离或拆除违建设施。

无照摊贩造成甲洞逸福园交通安全和环境卫生，士拉央市议 

会多个单位联手出击，取缔行动中向摊贩发出警告，下令14 

天内自行处理及搬离相关路段。 -伍信隆_

士拉央市议员黄伟强表示， 

逸福园1区的繁忙的1 /5路旁共有5 

到6个霸占停车格营业的饮食贩卖 

摊子，其中又以油炸食物为主， 

导致被侵占的停车格污秽不堪。

「售卖椰子水的摊贩也在停 

车格堆积椰子壳，直至累计到一 

定数量才会清理，这些摊贩为了 

自身经商利益，完全枉顾该区居 

民的权益。」

他说，除了卫生相关的环 

境问题'在车来车往的路旁做生 

意，不仅威胁了摊贩们的安危， 

也造成该区交通拥堵。

黄伟强是续上月初配合社区 

激活计划，带队取缔逸福园2区违 

法路边小贩及违章建设后，今早 

再率领市议会执照组、执法组、 

建筑组，及固体废料管理组展开 

1区首波取缔行动。

行动中，执法单位共充公1 

辆货车和4个摊贩留在路旁的大部 

分物件，并根据《沟渠及建筑物 

法令》第46 ( 1 )条文向两名摊 

贩发出警告，以及突击检查了 36 

间店面。黄伟强说，市议会已下 

达命令，冀望这些摊贩和业主能 

在14天内自行处理。

他说，已经促请市议会加大 

力度严厉执法，并郑重声明，此举

并非针对任何单位或个人，也无意 

阻止摊贩们的生计，惟对于造成不 

便和公众困扰的情况不可姑息。

吁呵护环境卫生

尽管如此，黄伟强说市议会 

暂时不会开出罚单，仅给予摊贩 

及业主口头警告。

「另外，市议会今天也重返 

2区进行巡视上个月取缔后，业者 

和摊贩配合程度。在2区的取缔是 

社区激活计划的第一步，市议会

才有释出长达半年不开发的缓冲 

期，但1区或之后的取缔行动将 

不再获宽限，一旦大限将至便会 

展开严厉执法。」

他也期望该区居民在进行 

中元节拜祭之后，能自行清理路 

面，而非留下期望市议会派员收 

拾，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而自 

私的行为并不能体现传统文化。

他呼吁甲洞逸辐园的业者、 

居民和到访者，都该一同呵护该区 

的环境卫生，否则有负市议会之前 

耗费巨资提升该区基设的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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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向加影市议会投诉多次不受理，寻求市 

议员刘佳达协助下终有眉目，万宜国会议员 

服务中心拨款1万7700令吉委任承包商进行清 

理及修复工作。

刘佳达今早与双溪龙镇第11区SUKMA店 

寓居协主席蔡国彬及店寓管理委员会职员陈 

美燕巡视清理工作情况，该店寓人伙至今， 

后巷沟渠未曾清理过，随着食肆增加，部分 

业者没有妥善处理油污，加上一些半圆形墙 

盆泥土漏人渠道，造成排水受阻。

权移交给管理委员会后，他就接到住户投诉 

有关问题，市议会在过去两年里没有协助解 

决，长年累月，后巷沟渠的堵塞恶化。

刘佳达：曾致函发展商未处理

蔡国彬：前年曾投诉无下文

居协主席蔡国彬指出，他曾在2017年 

已向市议会投诉有关问题，当时也有官员前 

来视察，之后就不了了之，而后巷逢雨必积 

水，渠水溢出引发臭味，令居民感到困扰，

此外，市议员刘佳达披露，他就有关投 

诉向市议会反映时，当年市议会认为这是发 

展商的责任，已致函发展商要求处理，可是 

仍旧没有解决，他唯有寻求万宜国会议员协 

助，最终获得拨款处理。

他说，承包商在昨天开始清理沟渠垃圾 

和油污，由于近日雨季，清理和修复沟渠工 

作要两星期才完成。

他也促请餐饮业者安装隔油器，勿将油 

污倒人沟渠造成污染和堵塞，否则沟渠囤积 

厚厚的油脂，会影响排水。

店寓后巷沟渠堵塞问题将近3年，沟渠 

囤积厚厚的油脂》;

餐饮业者安装滤油器，有助减低沟渠 

堵塞问题。

B
.—赁錢來”

刘佳达（右）表示承包商需要花费 

2星期时间进行清理及修复工作，左起是 

陈美燕及蔡国彬

后巷一旦遇到大雨必定会积水，渠水溢出引发臭味令居民感到困扰,。

後巷溝塞近3年溢水發臭

獲撥1.7萬清理修復
@©©@

雙溪龍鎮第11區SUKMA店寓

(加影15日讯）店寓后巷沟渠堵塞将近 

3年，雨后污水溢出，迫使居民闻臭，管理委

唯有再次寻求市议员帮忙。

他说，店寓共有4层楼，底层是商店，1 

至3楼是寓所单位，很多住户对后巷问题感到 

不满，因此必须尽速处理。

他表示，发展商在2017年7月将店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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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先在第二 

不断到该 

违例的商 

场巡视不 

不少于2衫 

他说 

始采取行 

例的建筑 

区展开第

组、

组等所有

对后巷违 

生问题等 

会根据权 

在期限内

他补 

商家开出 

通知的方 

间做出改

(士杠央15 

曱洞逸福园（D 

Puri)第二区商立 

的社区整合激活 

成功下，士拉决 

延续在第- 

第二期的工作c

市会巡视i
士拉央市议会 

强今日也连同市议

-►市议会将配合计划整顿及清理区内所有违建、 

阻碍交通或环境卫生问题。

甲洞逸福園第

日讯）继 

esa Aman 

k区所展开 

•计划获得 

:市议会也 

'业区展开

7^r/r/r

差巩

市议员黄伟 

会各相关部

门前往第一区进行巡视，包括 

检验当地的违建建筑物、卫生 

问题及基础设施建设损坏，并 

对违例的商家开出通知要求他 

们在-定的期限内自行处理及 

解决问题。

此外，当局也对非法摆档 

的路边摊贩采取充公行动，- 

共有4个路边摊的档口遭充公。

当局同时也对第二区的社 

区整合激活计划作出跟进，巡 

视以确保当地的商家不再有违 

例的情况出现》

市议会对非法在路边摆摊的档口采取充公行动

,).

:伟强指出，市议会是 

,从今年1月开始在逸福 

区整合激活计划，并率 

区展开相关工作，期间 

区进行勘察，同时也对 

家发出通知；当局到现 

:少于4次，书信通知也

,，市议会也在7月初开 

动，拆除不符条件或违 

物，而今日则是到第- 

二波的行动，主要是来 

违例的商家发出通知， 

门也包括执照组、策划 

.废料组、建筑组及工程 

相关部门。

们这次也是与之前•-般 

建、沟渠覆盖、环境卫 

进行检验。个别部门将 

限发出通知，要求他们 

|1行解决问题，否则市 

采取后续行动。”

_充，他并不赞成直接对 

罚单，而是以警告及发 

式，给予商家足够的时 

善。

街邊小販或有安全隱憂 

黄
i伟强也说，第…区也 

，比第二区挑战来的 

更大，主要是因为该区来得更 

繁忙，同时也面对街边小贩问

题。.

他说，他不鼓励街边小贩 

现象，同时配合进行社区整合 

激活计划，已于今年初要求市 

议会冻结当地任何有关在街边 

摆摊的准证。

“我主要考虑到安全及 

环境卫生。第…区的主要大路 

柏西兰柏兰岭是相当繁忙，是 

来往百美园或甲洞乌鲁的主要 

替代道路，而市议会的条规是

要求摊位需要距离路口 30公尺 

远，但往往小贩为了占领最佳 

位置，都抱有‘越靠近路口越 

好’的想法。”

他说，这将会造成交通拥 

堵及安全隐忧问题

路边摊引发卫生问题

此外，黄伟强指出，当 

地的路边摊大多是售卖食物为 

主，多个档口涉及在现场油 

炸，也有小贩可能超过一星期 

才清理食物残渣，也导致四周 

环境卫生恶劣，包括排水沟被

油污阻塞，以及数个停车位相 

当肮脏。

他也希望通过这个社区 

整合激活计划，能让无论是居 

民或商贩都能爱惜所处于的社 

区，否则因为有关不负责任的 

行为，却要市议会花费很多资 

源去恢复所造成的破坏。

他强调，市议会在这两三 

年来已全面提升当地的基设， 

包括重铺道路、提升路肩及更 

换新路灯，在未来三五年内或 

不再有第二波的提升计划，而 

有关的破坏行为也浪费了当局 

之前所投人的资源:

時光網電纜完工料下週完成重鋪道路

@伟强指出，时光网在 

M逸福园一带所进行的 

电缆丁程已完成，惟目前还需 

在检验路段重铺的情况后，再

进行…次完善的重铺丁作。

他说，很多居民误以为重 

铺道路工程已完成，惟有关路 

段的路况却相当不理想，因而

作出投诉。

他也说，重铺道路的工作 

预计可在下个星期完成。

黃
偉
強
■
■

先
通
知
違
例
者
解
決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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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f务 

i亚 

f托 

t啊 

.f金 

r务 

:家 

f长 

!部

織帳拜會楊

马
来西亚华裔妇女创 

f业转型基金（妇 

创基金）发起人兼执行顾问 

丹斯里林顺平日前带领信托 

人、代表以及中国广西金绣 

球巾帼家政服务联盟理事长 

徐斌等一行人拜会了妇女及 

家庭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

左起为马来西亚华裔妇 

女创业转型基金信托人拿督 

林梅珠、马来西亚国家人口及

家庭发展局代表罗秀梅、r 

金绣球巾帼家政服务联盟駕 

副理事长陈红岗、马来迈 

华裔妇女创业转型基金# 

人拿督陈贵喜、丹斯里# 

平、杨巧双、徐斌、广思 

绣球巾帼家政服务联盟常 

副理事长何侣蒙、广西扣 

女家庭服务有限公司董寒 

华红勤、妇女及家庭发房 

代表蔡春华（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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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尾過境蹂躪509戶

雪撥150萬助建家園
(沙亚南15日讯）雪州政府将拨出150万令吉，以协助上周五遭到 

“利奇马”台风尾过境而遭蹂躏的509户家庭重建家园。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指出，目前已鉴定的灾黎有509户，惟仍有100家 

民宅尚在计算损失。

“我们已经评估损失，有•些轻微，有一些则非常严重，不过我们 

会为灾黎修复遭天灾破坏的房屋。”

其他单位也有捐款

他今早主持雪州经济行动理事会会议后表示，拨出的150万令吉当 

中除了部分来自州政府，政府单位如雪州穆斯林捐献机构和福利局、雪 

州大臣办公室机构都有捐出拨款帮助灾黎。

他说，有关拨款还未下放之前，目前尚有一些程序需要处理^

对于州政府是否寻求军警或制服团体的人力，协助修复灾黎房屋 

时，阿米鲁丁仅说，胥视房屋破坏情况而定。

阿米鲁丁（左）亲自巡视风灾后现场

捷運封路通告
日期8月17日至10月14日

时间全天候

关闭路段新街场埠苏亚沙2路

原因进行道路挖掘和迁移排污系统等工作

查询捷运公司热线册册

T阿米鲁丁 
(左）慰问灾 

黎，并承诺州 

政府会给予灾 

黎援助。

Page 1 of 2

16 Aug 2019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3
Printed Size: 293.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8,878.79 • Item ID: MY00369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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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及雪州残障体育协会将举办“八打 
灵再也半程马拉松赛”。坐者中为八打灵再也市长拿督沙尤 

迪。

■ = _=J
□ □□

芾繫
M m

馬

1

(八打 
灵再也15日 

讯）八打灵 

再也市政厅 

及雪州残障 

9 q立^体育协会
口 I」(Persatuan

S 圭寸 Olahraga 

的 P A R A 

Selangor)将 

H 于本月25日

fu (星期日），

在八打灵 

再也广场

(Dataran 

P e t a 1 i n g 

Jaya )举办

“八打灵再也半程马拉松
”

费 〇

这项迈人第31届的马 

拉松赛，分为30公里、21 

公里、10公里及3公里的 

参赛组别，预计有1万人 
参与，当中包括259名来 

自42个国家的参赛者。

马拉松赛当日，涉 

及参赛的路段包括加星路 
(Jalan Gasing)、邓普乐路 

(JalanTempler)、大学路 

(Jalan Universiti)及苏丹 

路（Jalan Sultan)。

警方将在当天清晨4 

时在涉及路段进行交通控 

制，并有多名交通警察、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执法人 

员及马拉松赛的交通组人 

员维持参赛者及道路使用 

者在道路上的交通秩序。 

另外，当局也会在部分路 

段展开阶段封路。

欲知详情，可 
浏览官网WWW. pj- 

halfmarathon.com、月佥书 

(pjhmarathon),或拨打 

雪州残障体育协会联络号 
码（019-554 1902、012- 

629 4083)1

“八打靈再也 

半程馬拉松賽”

封路及階段性交通控制

时间

时间

时间

Jalan Persiaran Barat 
(部分路段)__________
8月24日（星期六）

至8月25日（星期日）

下午3时（星期六） 

至早上11时(星期日）

Jalan Timur (咅E分路段）

8月24日（星期六）

至8月25日（星期日）

下午5时（星期六） 

至早上11时(星期日）

Jalan Timur、

Jalan Suitan、

Jalan Barat、

Jalan Utara、

Jalan Changgai 6/22、 

Jalan Gasing、

Jalan Templer、

Jalan Selangor、

Jalan Pasar 1/21、 

Jalan Railway 2/28、 

Jalan 2/27、

Jalan Penchala、 

Persiaran P.P 
Narayanan、

Jalan 229、

Jalan Baiduri Ss1/22、 

Jalan Ss1/36、

Jalan Ss2/24、

Jalan 19/8、

Jalan Harapan、

Jalan 19/1、Jalan 21/1、 

Jalan 20/13、

Jalan 20/14、

Jalan 14/47、

Jalan 14/48、

Jalan 51 a/223、

Jalan Dato Rais Jamil 15 
Jalan Semangat、 

Jalan 17/21、

Jalan 17/13、

Jalan 17/1、

Jalan Universiti、

Jalan Bukit 11/2、 

Jalan 12/13、 

Jalan/12/16、

Jalan Kemajuan、

8月25日（星期日）

清晨4时30分至早上11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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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溪威新村民衆會堂

後曰防火演習講座
(八打灵再也15日讯） 

甘榜东姑州议员林怡威、八 

打灵再也市议员王友泰联 

合双溪威新村管委会，定 
于本月18日（星期日）上午

卯寸在双溪威新村民众大会 

堂举办防火演习和讲座会。

管委会主席陈有才发 

文告吁请村民和公众届时 

踊跃出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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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嬰等於殺嬰
盧山眞面目

盧慧菁
自由撰稿人

了妈妈之后，每次看

3到弃婴新闻都很揪 

心，即便是弃婴被好心人发现送 

往医院健康无碍，心情仍是喜忧 

参半，•边欣慰孩子能继续睁眼 

看这个花花世界，同时也伤感无 

辜孩子从小就没了父母，更不要 

说这类事故常以悲剧收场，最终 

弃婴变婴尸。

妇女及家庭发展部近期公布 

的弃婴数据让人拭泪，从2010年 

至今年5月，逾千名宝宝甫出世 

即遭人抛弃，近三分之二或65% 

被人发现时已没生命气息，同样 

是妈妈的妇女及家庭发展部副部 

长杨巧双，痛心疾首呼吁给孩子 

-个活命的机会，透露有逾千对 

已婚夫妇正等待领养孩子，但国 

内弃婴数据仍持续上升。

弃婴的热点看起来既不让 

人感到意外，但又觉得痛心，许 

多小生命在厕所、垃圾槽、排水 

沟等处被人发现，试想像这些地 

点的肮脏程度，-不小心被水 

冲走，或者野狗在垃圾槽觅食叼 

走，若没即时发现一般凶多吉 

少。

外界普遍预测弃婴的母亲， 

绝大多数为意外怀孕的未婚女 

性，她们可能惊慌失措诞下孩子

无力抚养，也不敢告知家人朋 

友，只能选择以最极端的方式抛 

下孩子，上述地点就变成了孩子 
的葬身处.

未婚先孕也许有违主流社会 

价值观，因为种种原因生下孩子 

后决定抛弃，但犯错者不应一错 

再错，孩子再不受欢迎，也不应 

亲手杀了他/她。

弃婴等于杀婴，如果孩子的 

妈妈能至少体会这…点，她会让 
原本不应来到这世界的孩子，有 

-口活命的机会，例如特定的地 

点有婴儿保护舱（弃婴箱），妇 

女部也再1声明，不会采取对付 

行动，可善用24小时15999热线 

电话，又或者把孩子送到宗教场 

所前，肯定有人会发现孩子。

有人说设立弃婴箱等同鼓励 

违法行为、促进社会不良风气， 

让更多没采取安全性行为的男女 

无后顾之忧，反正意外怀孕生下 

孩子后可以不抚养，也不遭受对 

付。这类说法也许言之有理，但 

社会问题没有单一解决方案，妇 

女部推出的“拯救生命”不是口 

号，它是 '个预防更大悲剧发生 

前的补救措施。

如果被抛弃的孩子安全无 

恙，政府又能居中协调，让等候 

领养的夫妻找到适合孩子，抚养 

他们长大成人，这不是不幸中的 

大幸吗？

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 

的产业，所怀的胎是祂所给的赏 

赐，即便不是基督徒，所有活着 

的人也应该认同生命的可贵，任 

何人都无权夺走孩子生存的权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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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张圣宫将欢庆张公圣君圣诞千秋平安晚宴及筹募 
新殿建设基金D前左一起为黄政树、邱订春、陈聪运、黄德 

生、赖德偁■、黄德和、陈顺天和林成丰。

張聖宮慶神誕週年

31日平安宴筵開130席
(巴生15日讯）巴生 

张圣宫主席黄德生宣布，该 

宫将于农历七月十九至廿三 

(8月19至23日）庆祝•连5 

天神诞，并于本月31日（农 

历八月初二）晚上7时，在 

巴生共和华小大礼堂筵开 

130席，举行“张公圣君圣 

诞千秋平安晚宴暨庆祝肇基 
发祥68周年纪念”。

“大会恭请雪州行政 
议员拿督邓章钦为开幕嘉 

宾，同时邀请国州议员出 

席-

他指出，农历七月 

十九至廿为庆祝拿督阿里圣 

诞，七月廿一至廿>.为张公

圣君圣诞千秋。

宫庙总务陈聪运指 

出，凡捐献1万令吉或以上 

者，将成为平安晚宴鸣锣 

人，获赠贵宾席2席。

“捐献5000令吉或以 

上者为击鼓人，获赠贵宾席 

1席。捐献1500令吉或以上 

者为剪彩人，获赠贵宾券2 

张。”赞助款项将列人张圣 

宫建庙基金，名字将刻在功 

德榜上，以资表扬。

出席者有该宫庙永久 

名誉主席拿督黄德和、黄政 

树、名誉主席林成丰、筹委 

会主席赖德偁及财政陈顺 

天。

邱訂春：建新殿尚欠180萬
2-^^委员会主席邱订 
®春透露，该宫新 

殿耗资300万令吉，目前筹 

获120万令吉，尚欠180万令 

吉，希望善信大力支持，以 

期早日完成兴建新殿大计。

他说，新殿自今年2月 

23日打椿动工以来，至今完 

成工程结构达15%，欢迎各 

界善信捐赠一份200令吉的屋 

瓦，捐赠者芳名将记录在功 

德榜上，作为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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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美化籃球場四周
郭美缞（教職員）

“自
9 0年代迁到新 

村，便发觉村民 

极为爱惜此座篮 

球场，各族村童 

亦经常在此打球 

做运动d

鉴于有被充 

分利用，因此我 

认为政府拨款进 

行提升是符合民 

意的。

我盼政府可美化篮球场四周的空 

地，将之打造为可让更多人休息、呼 

吸新鲜空气和做运动的小园区。”

促建圍籬避免擅闖球場
黃仲偉（村民）

潘佩玲：籃球場可充活動中心

M佩玲解释，美丽村有 
B区之分，有村屋逾 

千，但-•直以来却苦无联系乡情 

之所。

“村内仅有-•座只可容纳百 

人的小会所，因此每当新村有喜 

庆大事时，便面对没有地方摆宴 

以及举办活动的苦恼，而必须向 

外租借礼堂或饭店。有鉴于此，

可挡风遮雨的活动中心，解决场

地不足的问题。”

“篮球场是村内唯-可用 

的公共场所，因此村民也会在此 

打球、学习排舞、打气功，但若 

遇上天气恶劣时，便需要腰斩活 

动，让大家乘兴而来却败兴而 
归。在雪州篮球赛开打前，新村 

球队便因苦无场地练习而在外租 

篮球场，对村委会造成经济负 

担。”

吳沓駿：應維修基設免醸水災

美
丽村村长吴沓骏表示， 

历年来村委会所主办的 

团拜、中秋晚会等各项活动，均是 

在露天篮球场上举行。

“为免天气会影响到活动流 

程，我们每年均需额外花费逾千令 

吉，聘请专人搭棚和向商家租借桌 

椅。村委会财政也需非常小心地 

计算经费，以免超支时需要四处募
+口，，

f冃。

他说，虽然篮球场在约5年前 

曾获政府拨款修补破裂的球场，但 

在经年累月的曝晒下，场地早已再 

度龟裂，如今连球界线都模糊不 

清。

“新村有许多基本设施，尤其 

是水沟和马路已破旧，引起水灾， 

是必须解决的当务之急，所以在过 

去数年村委会是集中向州政府申请 

这类拨款。在大部分基设修好后， 
我是于2年前开始申请提昇篮球 

场。如今拨款到手，工程也即将动 
丁，让我们深感欣慰。”

1. 潘佩玲指美丽村的申 

请已获州政府批准，篮球场 

的提昇工程将近期内展开。

2. 吴杳駿指新村密集 

发展，村民可利用的空间不 
多，因此为篮球场加盖和提 

升为活动中心是有必要的,；

3. 篮球场旁的小会所仅 
可容百人，无法让全村3500 

人在佳节时期同欢共年。

獲 3

_動
報道►林淑敏

(轰埠15日讯）双溪毛糯美丽 

村喜获雪州政府拨款33万4800令吉 

全面提升村内唯一的篮球场，包括 

加上顶盖，佼3500村民受惠。

鹅唛县乡村协调官潘佩玲透露， 

州政府透过雪州新村发展常务委员会主 
席黄思汉发下款项，并赶在2020年前竣 

工，让村委会能有更适合的场地举办_ - 

年一度的新春大团拜，为村民送上一份 

佳节大礼。

“美丽村是鹅唛县内，篮球场仍未 

加盖的新村之一：除了加盖，拨款也将 

用以增建计分台、遮雨棚、照明灯，以 

及重新为球场上漆和両上已经剥落得看 

不见的球界线。此外，投篮板也会被粉 

刷一新，提振新村篮球队的士气。”

■

美丽村已有逾20年历史的篮球场饱受烈阳曝晒，地面龟裂及球界线也模糊不清了。

此外，如能

增设石阶观众台，让村民和父母可以 

坐下来看孩子打球嬉戏，则是锦上添 

花，让更多人受惠。”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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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橋換新排水管

軍營路有望萑棚髑路
報道►謝仲洋

(巴生15日讯）巴生 

港口军营路上方的北港 

往返西港的公路桥换了 

新排水管后，盼能让军 

营路彻底告别“遇雨如 

瀑布水泻”成烂路的命 

运。

巴生港口区州议员阿兹 

米占日前在个人脸书专页张 

贴，在雪州政府、掌管州基 

本建设和公共设施、农业现 

代化及农基工业事务行政议 

员依兹汉及雪州公共工程局 

协助下，当局终于委派承包 

商更换公路桥旁已破旧、狭 
窄和阻塞的直径4吋塑胶排水 

管，改以直径8吋的双倍大排 

水管取什

他于°上周亲自视察更换 

工程，并向承包商负责人了 

解更换排水管的进度，希望 

此举能…劳永逸解决雨水从 

公路桥上倾泻而下，造成桥 
下军营路容易被雨水侵蚀而 

毁坏的老问题。 当局委派承包商更换巴生港口镇军营路上方公路桥的排水管，盼能减少雨天时，雨水从桥上倾泻而下，导致 

军营路易损坏问题o小图为工友正逐一更换公路桥旁的排水管。

阿茲米占：

舊排水管幾年未更換
兹米占接受《大都会》社区报记 

者电访时表示，基于桥上巴冷 
路（Jalan Parang)属联邦公路，桥下军营 

路（Jalan Kem)为州级公路，分属联邦及 

州政府管辖，故在希盟同步执政之前，桥 

上破旧的排水管已好几年都不获得维修更 
^-〇

他形容，此举导致军营路的公路使用 

者沦为无辜受害者，尤其一场大雨后从桥 

上倾泻而下的水势犹如瀑布，使得军营路 
窟窿处处，他几乎每6个月都需申请重铺军 

营路，烦不胜烦，干扰他兼顾选区其他更 

重要的民生课题。

重型车辗压致道路损坏

阿兹米占披露，军营路才在两二个 

月前重铺，除了上方公路桥倾斜而下的雨 

水，常有重型车辆在靠近斯里柏灵邦组屋 
(Flat Seri Berembang.)的十字路口违规U

转，长年累月辗压过积水的道路，是导致 

军营路很快损坏的原因。

他说，由于旧排水管的直径太小，加 

上长期有泥沙在水管内阻塞，只要一场大 

雨的雨水冲力，就容易令塑料水管破裂， 

若比起每次重铺军营路的重大耗费，倒不 

如从造成道路损坏的源头着手。

阿兹米占透露，他于7月1日和依兹 

汉及工程局巴生县工程官开会商讨对策， 

他曾多次在州议会和县级行动委员会提问 

此事，且不断在其个人脸书张贴，加上选 

民的诸多不满和投诉，终于让此事得到正 

视。

他认为，涉及联邦公路的道路维修和 
提升申请，每次都是旷日累时，建议州政 

府可要求联邦政府建立一项类似大马道路 
档案系统（MARRIS)的拨款机制，让州 

政府可动用联邦拨款，来主动维修联邦公 

路。
阿兹米占（右）查看直径8叶的较大排水管，盼能 

加速公路桥的排水功率。

由于不堪总电箱的铜线一再被偷，有关当局只好花费 
3000令吉，为电箱装设铁笼防盗。（视频截图）

小偷光天化日偷取控制街灯的总电箱，造成巴生港 

口区的大范围路灯失灵，令阿兹米占大感无奈。（视频截 

图）

E生港口区大范围的路灯失 

灵，追根究底竟是偷盗电箱 

小贼惹的祸！

阿兹米占指出，小偷喜欢偷取路 
灯总电箱（feeder pillar )和变压器里头 

的铜线变卖，令人民得背负夜晚一片黑 

暗的苦楚，也造成政府重大损失，因据 

估计若要把全部电箱都更新，至少耗资 
470万令吉。

他透露，警方于今年3月8日人赃并 

获怀疑是吸毒者的一名小偷，因为这些 

盗窃者的行为，造成了影响深远的民生 

问题。
他不讳言，把街灯更换成LED节能 

灯或是一种解决方法，但LED街灯的电 

源驱动器更加昂贵，工程局唯有出下策 

在一些人烟稀少的罪案黑区，安装铁笼 

罩着街灯总电箱防盗，估计每个铁笼需多花3000令吉， 

并影响美观。

阿兹米占形容，这些窃贼几乎是行家，懂得在偷盗 

时关闭电箱电源，而不会触电而死。工程局正努力寻策 

解决，也需警方的治安巡逻。

曾亲自追逐臭骂小偷

阿兹米占说，巴生港口区的范围很大，横跨巴生港 

口、班达马兰和巴生海峡3个州选区，使得执法机构鞭长 

莫及，窃贼就连大白天也照偷不误，他就试过亲自追逐 

小偷，还臭骂他们•顿的经历&

同时，广大网民在阿兹米占的脸书专页留言，要求 

他关注路灯失灵和有少年及儿童在公路上耍弄“蚊型脚 

车”的事情；阿兹米占回应，蚊型脚车现象主要出现在 

巴生海峡州选区的甘榜及组屋区，不是在繁忙的港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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