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eware of snatch thieves, PJ Old Town folk ur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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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he banner 
warns people to 
beware of snatch 
thieves in Petaling 
Jaya Old Town. 

AFTER a spate of snatch theft 
cases, Section IB Rukun Tetangga 
and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launched an awareness pro-
gramme to reduce crime in 
Petaling Jaya Old Town. 

MBPJ councillor Terence Tan 
Teck Seng said they wanted to 
remind the public to be extra care-
ful when in the area. 

He said they had received a lot of 
complaints about snatch thefts in 
the neighbourhood. 

The flyover from Jalan Othman 
into Section IB makes it easier for 
motorcyclists to enter the area. 

"We want to remind people to 
extra careful," he said at the launch 
of a safety programme in Petaling 
Jaya Old Town. 

A total of 20 banners have been 
placed around Jalan Selangor and 
Jalan Othman reminding people to 
be alert. 

Also present was Bukit Gasing 
assemblyman Rajiv Rishyakaran 
who said residents in the area were 
worried about their safety as Jalan 
Othman was considered a high-risk 
area for snatch thefts. 

"This is a collaborative effort 
with Rukun Tetangga to enable 
everyone to be on high alert and 
serve as a reminder for people 
passing by," said Rajiv. 

Section IB Rukun Tetangga sec-
retary Tan Kin Yet concurred, add-
ing that many residents who live 
nearby were senior citizens and the 
banners would serve as a useful 
reminder. 

"We have managed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snatch theft cases in the 
past six years with the setting up of 
a police beat and frequent patrols," 
said Tan, adding that people should 
remain vigilant. — By 
JEGATHISWARY SUND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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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基尔今入禀法應睡供5人雄请
莎阿南18日讯印度籍伊斯兰传教士扎基尔将在明日入稟法 

庭，正式起诉包括人力资源部长古拉在内的5人诽谤。

这5人分别是古拉、模州 

第二副首长拉玛沙米、巴生国 

会议员查尔斯圣地亚哥、荅眼 

达南州议员沙迪斯和前大马驻 

外大使丹尼尔伊格纳迪修。

根据马来报章《阳光曰 

报》报导，扎基尔代表律师拿 

督阿本丁表示，基于5人在发 

表诽谤性言论后拒绝道歉，因 

此米取次彳"T动。

「我们会将他们拖到法庭 

去，我们正在准备法庭诉讼。 

我们不会跑到印度，躲在印度

总理莫迪的背后。」

「如上苍所愿，将会在明 

日入稟法庭。」

无惧扎基尔起诉

备受争议的扎基尔曰前 

出席伊斯兰教传教讲座会时发 

表，要求华人和印度人等「旧 

客人」离开的言论，同时也形 

容大马印裔更效忠印度总理莫 

迪。

此番言论引发华社和印裔

社群强烈批评，人力资源部长 

古拉、水源、土地及天然资源 

部长西维尔和通讯及多媒体部 

长哥宾星更直接在内阁表态， 

不要让扎基尔继续留在马来西 
亚0

其后，扎基尔通过代表律 

师向上述5人发出律师信，要 

求他们在48个小时内道歉，否 

则将起诉诽谤。

对此，5人在昨日分别发 

表声明，拒绝道歉，无惧扎基 

尔的起诉。

备受争议的印度伊斯兰传 

教士扎基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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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

邓章钦促褫夺扎基尔居留杈
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促请中央政府立刻褫夺 

印度传教士扎基尔的大马永久居留权，并将这名印度通 

缉犯驱逐出境

他周六晚出席巴生广肇会馆孝亲敬老宴时说，大 

马不容许此类极端分子存在，对方不只忘恩负义，而且 

破坏大马各族间的和谐及友好关系。

「大马华人已在这个国家居住了5代，是这里的主 

人和建国功臣之一，故此没有任何人，尤其是一名外来 

者有权叫我们离开这个国家，反之是对方要立刻离开我 

们的国家才是。」

班达马兰州议员梁德志在致开幕词中表明，支持 

邓章钦的看法，扎基尔不宜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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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UT SERTA: Tengku Amir Shah (tengah) berkenan menyertai Pertandingan Berbasikal Shah Alam Interna-
tional Enduride 2019 anjuran Majlis Bandaraya Shah Alam (MBSA) di Seksyen AEON Big Bukit Rimau, Kota 
Kemuning Shah Alam, dekat Shah Alam, semalam. - Gambar Bernama 

Tengku Amir Shah berkenan sertai Kayuhan 
'Shah Alam International Enduride' 
SHAH ALAM: Raja Muda Se-
langor, Tengku Amir Shah Sultan 
Sharal'uddin Idris Shah berkenan 
menyertai kayuhan'Shah Alam In-
ternational Enduride' (Endurance 
Ride) 2019 disini semalam. 

Program kayuhan santai sejauh 
155 kilometer im bermula pukul 
7.30 pagi di AEON Big Kota Ke-
muning melalui jalan-jalan di ka-
wasan pentadbiran Majlis Daerah 
Kuala Langat (MDKL) dan Majlis 
Perbandaran Sepang (MPS). 

Baginda turut berkenan men-
yampaikan hadiah kepada peme-
nang bagi kategori Road Race 
setelah tamat acara. 

Lebih 1,400 peserta dari 12 ne-
gara seperti Singapura, Indonesia, 

Thailand, Filipina, Korea, India, 
United Kingdom, Switzerland, 
Jepun, Australia, Ukraine dan 
j uga Malaysia menyertai program 
berkenaan. 

Sementara itu, Datuk Bandar 
Shah Alam Datuk Haris Kas-
sim berkata acara itu merupakan 
penganjuran kali keenam Majlis 
Bandaraya Shah Alam (MBSA) 
yang dilakukan setiap tahun. 

"Acara ini be r tu juan un tuk 
menarik lebih ramai pelancong ke 
Selangor dan kita menjangkakan 
peserta terutamanya dari negara 
luar akan dapat melihat sebahagian 
daripada kawasan Shah Alam," 
katanya ditemui pemberita selepas 

Tambahnya, MBSA komited 
melaksanakanprogram berbasikal 
yang semakin mendapat tempat 
dalam kalangan belia terutamanya 
di negeri Selangor. 

Haris berkata program itu juga 
merupakan satu platform oleh 
pihaknyauntukmenganjurkanacara 
berbasikal bertaraf antarabangsa se-
laras denganusahauntukmenjadikan 
Shah Alam bandar raya sukan. 

"Program sebegini sesuai untuk 
memperkenalkan gaya hidup sihat 
dan bersesuaian dengan usaha 
MBSA untuk mempromosikan 
laluan basikal bagi menggalakkan 
aktiviti berbasikal dengan selamat 
dalam kalangan warga Shah Alam," 
katanya.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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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基爾告5人誹謗　
明日入稟法庭

（莎阿南18日讯）印度籍伊斯兰
传教士扎基尔将在明日入禀法庭，正
式起诉包括人力资源部长古拉在内的
5人诽谤。

这5人分别是古拉、槟州第二副
首长拉玛沙米、巴生国会议员查尔斯
圣地亚哥、峇眼达南州议员沙迪斯和
前大马驻外大使丹尼尔伊格纳迪修。

根据马来报章《阳光日报》报
导，扎基尔代表律师拿督阿本丁表
示，基于5人在发表诽谤性言论后拒
绝道歉，因此采取次行动。

“我们会将他们拖到法庭去，我
们正在准备法庭诉讼。我们不会跑到
印度，躲在印度总理莫迪的背后。”

“如上苍所愿，将会在明日入禀

法庭。”

备受争议的扎基尔日前出席伊斯
兰教传教讲座会时发表，要求华人和
印度人等“旧客人”离开的言论，同
时也形容大马印裔熊总印度总理莫
迪。

此番言论引发华社和印裔社群强
烈批评，古拉、水源、土地及天然资
源部长西维尔和通讯及多媒体部长哥
宾星更直接在内阁表态，不要让扎基
尔继续留在大马。

其后，扎基尔通过代表律师向上
述5人发出律师信，要求他们在48个
小时内道歉，否则将起诉诽谤。对
此，5人在昨日分别发表声明，拒绝
道歉，无惧扎基尔的起诉。

扎基尔将在明日入禀法庭，正式起诉5人诽谤。

关于此事，首相敦马哈迪怒批扎基尔
“非常糟糕”，发表种族情绪言论，

显然跨足大马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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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歲以下者 

彭王室不封拿督
关丹18日讯I彭亨州王室提出新的 

册封勋衔的资格与条件，凡是40岁以下 

者，不可封賜拿督（DIMP)，或更高的 

功勋衔。

此外，彭亨州政府也会成立一个以 

州务大臣为首的评估和调查委员会，更严 

谨的审査受提名册封者的背景，并调査是 

否涉及不当行为。

彭亨州政府宣布，更新彭州王室册 

封勋衔的资格与条件，除非是获得统治者 
的提名，40岁以下者不可被提名封赐拿 

督。

8月1日起生效

彭亨州政府于今日发表声明指出， 

彭州王室册封勋衔的新资格与条件，已于 

8月1日起生效。

声明说，只有统治者、首相、政府 

首席秘书、州务大臣、首席部长、州秘 

书、社会领袖和工商界翘楚，可提名有功 

人士接受封赐。

声明也指出，配合新条例，州政府 

将成立一个以州务大臣为首的评估和调査 

委员会，以鉴定被提名者的身份和个人资 
料〇

°其他成员包括州秘书、法律顾问、 

州财政、彭亨王室秘书、州总警长、州 

反贪会首席专员、州土地和矿物局局长 

及任何由王室推荐及获得主席委任的代 

表。

涉不當行為將嚴查

声明说，上述新宣布也包括更严谨 

的审查受提名册封者的背景，即通过评 

估委员会严选过滤他们的背景与资格， 

以及通过调查委员会调查是否有不当行 

为。

评估委员会也将会针对所有受封人 
士的不当行为和诚信问题马上展开调査， 

即使并没有收到正式的投报，受封者如果 

涉及不当行为，该委员会可以向统治者、 

州务大臣、王室理事会汇报，或通过媒体 

报导。

评估委员会将成立由评估委员会成 
员其中3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工作。

°声明也说，统治者的决定是最终的 

决定，不能被带上法庭或仲裁庭进行挑 

战。同时，也不能向委员会各方提出法律 

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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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歲以下者 

彭王室不封拿督
关丹18日讯I彭亨州王室提出新的 

册封勋衔的资格与条件，凡是40岁以下 

者，不可封賜拿督（DIMP)，或更高的 

功勋衔。

此外，彭亨州政府也会成立一个以 

州务大臣为首的评估和调查委员会，更严 

谨的审査受提名册封者的背景，并调査是 

否涉及不当行为。

彭亨州政府宣布，更新彭州王室册 

封勋衔的资格与条件，除非是获得统治者 
的提名，40岁以下者不可被提名封赐拿 

督。

8月1日起生效

彭亨州政府于今日发表声明指出， 

彭州王室册封勋衔的新资格与条件，已于 

8月1日起生效。

声明说，只有统治者、首相、政府 

首席秘书、州务大臣、首席部长、州秘 

书、社会领袖和工商界翘楚，可提名有功 

人士接受封赐。

声明也指出，配合新条例，州政府 

将成立一个以州务大臣为首的评估和调査 

委员会，以鉴定被提名者的身份和个人资 
料〇

°其他成员包括州秘书、法律顾问、 

州财政、彭亨王室秘书、州总警长、州 

反贪会首席专员、州土地和矿物局局长 

及任何由王室推荐及获得主席委任的代 

表。

涉不當行為將嚴查

声明说，上述新宣布也包括更严谨 

的审查受提名册封者的背景，即通过评 

估委员会严选过滤他们的背景与资格， 

以及通过调查委员会调查是否有不当行 

为。

评估委员会也将会针对所有受封人 
士的不当行为和诚信问题马上展开调査， 

即使并没有收到正式的投报，受封者如果 

涉及不当行为，该委员会可以向统治者、 

州务大臣、王室理事会汇报，或通过媒体 

报导。

评估委员会将成立由评估委员会成 
员其中3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工作。

°声明也说，统治者的决定是最终的 

决定，不能被带上法庭或仲裁庭进行挑 

战。同时，也不能向委员会各方提出法律 

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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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18日讯

I雪州行政议员 

拿督邓章钦促请 

中央政府立刻褫 

夺印度传教士扎 

基尔的大马永久 

居留权，并将这 

H 名印度通缉犯驱 

逐出境！

他周六晚 

出席巴生广肇 

^ 会馆孝亲敬老宴

if.时说，大马不容 

^ 许此类极端分子

存在，对方不只 

忘恩负义，而且 

破坏大马各族间 

« 的和谐及友好关

「大马华人 

已在这个国家居 
住了 5代，是这 

里的主人和建国 

功臣之一，故此 

没有任何人，尤 

其是一名外来者有权叫我 

们离开这个国家，反之是 

对方要立刻离开我们的国 

家才是。」

班达马兰州议员梁德 

志在致开幕词中表明，支 
持邓章钦的看法，扎基尔 

不宜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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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党主席莫哈末沙布：将在砂各地宣传，向人民解释诚信党可为砂拉越带来发展

(古晋18日讯）诚 

信党主席莫哈末沙布 

莫哈末沙布说，过去 

行动党被标签为华人 

主义政党，若执政将 

对巫裔不利，因此极 

少数马来选民会支持 

行动党。

“可以说，马来人抗拒行动党，就像华人抗拒伊 

斯兰党一样U若伊党竞选非马来选民为主的选区，肯 

定失去按柜金。”

他指出，行动党如今也被塑造成伊斯兰的敌人， 

并有人指责诚信党是行动党的“走狗”（Barua)，哈 

芝节期间，有人特意传送手机讯息给他，问行动党秘 

书长林冠英宰杀的牛是否“清真”？

莫哈末沙布就此事问林冠英能不能分一点牛肉给 

他？林冠英说：“杀什么牛，我连牛都怕」”

改变Bossku观念需时

莫哈末沙布还指出，希盟执政后也面对人民印象 

的挑战，还有许多公务员将“Bossku”（前首相拿督 

斯里纳吉）视为领袖。“改变这个印象不容易，毕竟 

我们才执政…年，需要更多时间。”

▲莫哈末沙布（左二）把钱投进罐里，象征为砂诚信党州选基 
金主持推展。左为雪州行政议员西蒂玛丽亚；右起为诚信党选举主 

任哈达南利、砂诚信党主席菲祖安及顾问哈沙努丁尤努斯。

▼莫哈末沙布（右）在活动上与党领袖寒暄 
主席哈山巴哈隆、哈达南利及哈沙努丁尤努斯。

左起为诚信党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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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登18日讯）由雪州 

莲花苑州议员黎潍福办公室、 

安邦再也市议会第22区居民委 

员会、安邦再也警区、国际狮 
子会308 B1区和国家新闻局联 

合主办的“警民防范罪案交流 
会”，获得300名来自非政府 

组织和居民协会代表的热烈响 

应。

纪汉智：

犯罪率跌12.55%

安邦再也警区防范罪案 

及社区安全主任纪汉智副警监

防罪案交流會

300人出席警民對話
表示，根据安邦警方的数据， 

今年上半年的犯罪率比去年上 

半年同期下滑12.55%，但涉及 

财产盗窃案的投报，如汽车和 

重型商用车辆失窃却有增加趋 

势。

“防范罪案不能仅依赖执 

法单位，同时获得广大民众与 

商家配合才能事半功倍，因为 

在防范罪案上所有公民皆有责

任，希望居民能够发挥守望相 

助精神，与警方紧密合作，以 

减低社区罪案。”

可透过“志愿巡逻”

分享情报

纪汉智副警监在会上分享 

“防范罪案和公众逮捕罪犯权 

利”时，如是指出。同时不忘 

鼓励民众透过“智能手机志愿

巡逻（VSP ) ”应用程式分享 

情报，通过迅速提供照片、视 

频及案发地点地图等资料，与 

警方取得联系，让警方在最短 

时间抵达案发现场。

当天，安邦再也警区商业 

罪案调查组慕妮拉警长也向民 
众分享网络犯罪类别和预防欺 

诈措施。交流会现场也设有安 

邦再也警方和国际狮子会的展 

示单位，以介绍不同的毒品、 

警民合作和预防犯罪的资讯。

活动最后由莲花苑州议员 

黎潍福主持闭幕和颁发感谢状 

给参与单位。出席者尚有国际

狮子会308 B1区第二副总监陈 

张泽春、安邦再也市议员蔡耀 

宗、莫哈末、莫根、郭纬界、 

陈瑞雯和丁杰隆。

陈张泽春（左四）颁发感谢 
状给纪汉智副警监（右四）；中 

为黎潍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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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王儲騎腳車
►州M储东姑阿米尔沙星期日早上联同沙亚南市长 

拿督哈利斯等一共1400名来自国内外的脚车爱好 

者，…同从沙亚南哥打哥文宁武吉礼茂Aeon Big超市出发， 

展开全程115公里“路竞骑”和155公里的“路骑”前哨骑 

行。
这项盛大的脚车骑行比赛，已是沙亚南市政厅第6次主 

办，今次获得12个国家的脚车爱好者共襄盛举。
图为雪州王储东姑阿米尔沙（前）英姿飒爽地骑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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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即将来临的国庆日及大马日，梳邦再也市议会第10区居 

委会举办“马来西亚日装饰比赛”发挥爱国精神。前排左六起为 

彭康贤、黄小真及黄思汉。

避免民衆日曬雨淋
黄思汉（前排右四）等人巡视蒲种路候车亭工程；左起为陈汉强、王 

荣和及黄小真；右起为叶志明、谭宗强及彭康贤。

蒲種路腾迎A蓋車站
(蒲种18日讯）繁忙的蒲种路将迎来3座有 

盖巴士候车亭，让民众免于日晒雨淋，并能安 

全舒适地等候巴士。

雪州行政议员兼金蜜州议员黄思汉今早出席蒲种 

山庄崙欧花园举办的拉茶对话会时表示，该区居民曾 

要求设立有盖候车亭；而在此之前，当地只有一根候 

车的柱子〇

他指出，蒲种路属于公共工程局管辖，但梳邦再 
也市议会将拨款在蒲种路兴建3个有盖候车亭，其中 

两个设在蒲种山庄民众会堂前及对面路段，另-个则 

在公寓前

每个候车亭耗资2万

他表示，候车亭目前正在兴建，预计下个月竣 
T,每个候车亭耗资2万令吉。

“这是重要及繁忙的据点，候车亭后方是蒲种山 

庄早市巴刹，也设有民众会堂及玩具图书馆，相当多 

居民前往有关地区，日后居民就无需在日晒雨淋等巴 

士，且还设有遮棚及椅子。”

他表示，该路段有商业巴士服务，巴士也会停 

靠，但民众以往都必须站在路边及太阳下等巴士，且 

也没有树木可以遮荫〇

藷种路获得梳邦再也市议会拨款 
兴建3座有盖巴士候车亭，预计在9月竣i; 

工，让民众更舒适地等候巴士。

拉茶對話會聆聽民意奏效
@思汉表示，拉茶是大马人民最 

M喜爱的饮料及文化，他过去已 

在选区举办一系列的“拉茶对话会”活 

动，以轻松及闲聊方式与居民交流，不 

是一个正式或技术性的对话会。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居民才能没 

有隔膜，在没有顾及下提出他们的投诉 

和意见，不会感受到有距离感，还可以 

不同语言交流。
“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举办拉茶 

对话会，甚至曾经1天举办3场，发现非 

常奏效〇居民也可以直接将问题投诉给 

承包商，若是一些治安亮红灯的地区， 

则会邀请警察一同出席，以轻松方式交 

流，听取民意。”

他指出，他将会陆续在选区不同的 

角落举办上述活动，拉近与居民之间的 

距离，让社区的生活获得改善

黄小真：马来西亚日装饰赛反应好

梳邦再也市议员黄小真表示，梳邦 

再也市议会第10区居委会举办“马来西 

亚日装饰比赛”，获得该区13个花园及 

公寓参与，发挥爱国精神。
她指出，参赛的社区必须在8月15至 

9月16日期间进行装饰，评审将在任何时 

候前往评分，因此有关装饰必须维持至9 

月16日

她说，当局将在9月22日的中秋节活 

动上颁奖，冠军将获得1000令吉、亚军

500令吉及季军300令吉。

其他出席者包括梳邦再也市议会 

第10区居委会副主席彭康贤、委员叶志 

明、陈汉强、谭宗强、蒲种山庄崙欧花 

园居民协会主席王荣和及秘书陈元富。

黄思汉于蒲种 

山庄各欧花园举办 

“拉茶对话会”， 
以轻松方式近距离 

与选民交流。

Page 1 of 2

19 Aug 2019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4
Printed Size: 609.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8,454.55 • Item ID: MY0036976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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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之谷85週年慶

双溪毛糯麻疯病院院民开心高举灯笼，提早欢庆中秋节

鄧章欽：與衛生部協商

麻__院 
或交雪
(双溪毛糯18日讯）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 

章钦指出，雪州政府正与卫生部协商，计划将 

双溪毛糯麻疯病院的土地拥有权重新交回给雪 

州政府管理；一旦申遗成功，州政府比卫生部 

更有优势来管理及发展世界文化遗产。

他昨午出席希望之谷85周年庆典兼“翠鸟齐鸣” 

灯笼展推介礼时表示，他在过去3个月内，与相关政 

府部门，包括联邦政府及州政府部门、土地局、卫生 

部等技术部门进行两次会议，并在会上建议把希望之 

谷交回给州政府管理^

将助申请世遗

他说，希望之谷位于雪州境内，州政府将协助双 

溪毛糯麻疯病院参议会申请世遗，以在未来保护和向 

全世界介绍这块具有历史意义和拥有世界遗产价值的 

土地。

他指出，这些建筑物隶属卫生部，但卫生部本身 

没有这方面知识和拨款来处理世遗的推广、之后的发 

展和维修等:

“州政府属下有负责文化遗产及旅游事务的雪州 
遗产和马来习俗机构（PADAT)，公共工程局及地方 

政府也可加人，这比卫生部更有优势。”

边界问题须处理好

另外，他表示，由于卫生部所建议申遗的地段， 

与参议会的有所出人，因此必须处理好边界问题；参 

议会从口述历史中获得资料，有些地区必须划人，但 

卫生部因有些已建了建筑物，因此尚在商讨整个范围 

的边界。

他指出，有小部分原本的遗迹地段涉及地契问 

题，因此需要时间处理。

他说，麻疯病院占地逾190英亩，要申请世界文 

化遗产必须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标准，但目前必 

须先处理好土地转换问题；早前有人侵者占用土地而 

涉及权限问题，因此目前还在处理土地拥有权事宜。

翠鸟.象征希 
望，寓意所有住在 
希望之谷院民都怀 

抱康复的希望，因 
jt匕以“翠鸟齐鸣” 

为灯笼展主题。

巔峰期有2440病患規模最大

希;
i望之谷故事馆馆长陈彦妮指出，双溪毛 
懦麻疯病院庆祝89周年，有非凡意义； 

该院已于今年2月12 R迁交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 

录的资料，有望成为世界第 '个申遗成功的麻疯 

病院。

她表7K,双溪毛懦麻疯病院是英殖民时代最 
大的麻疯病院，在巅峰时期住有2440病患，虽然 

如今病院的建筑已破损，但并不减低其价值，依 

然是我国唯一规模最大，保留麻疯病重要证据的 

遗址，也被誉为是最佳的麻疯病治疗中心。

她说，该病院也是全球最重要的麻疯病研 

究中心之-•，曾为全球的麻疯病治疗作出极大贡 

献。.

“无论从医疗史、建筑史、都市进化史，乃 

至于社会史，该病院都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从各 

方面来看，都具备足够的条件成为我国的文化遗 

产，乃至世界文化遗产。”

她希望政府在宪报上将麻疯病院颁布为国家 

文化遗产，不仅是为了所有的院民及家属，更重 

要的是为了我国的下一代，希望打造成历史文化 

园区，重整整个院区，让更多人了解其背后的历 

史。

出席者包括双溪毛糯麻疯病院参议会主席陈 

兴、国家麻疯病控制中心副院长拉蒂亚及马来西 

亚麻风病救济会主席拿督斯里拉詹德南。

舉編U 邓章钦（右 

三）为希望之 
谷85周年庆典及 
《翠鸟齐鸣》灯 

笼展主持推介 

礼。左三起为拉 
詹德南、陈兴及 

陈彦妮；右二为 
拉蒂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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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章欽：免續散播敏感性言論

須將“逃犯”趕出馬
(巴生18日讯）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 

钦强调，马来西亚人才是这片土地真正的主人 

翁，不点名指责印度籍伊斯兰传教士扎基尔为 

-名“逃犯”，不容得对方叫我国华裔离开大 

马，反之国人必须将这名逃犯赶出我国，以免 

继续散播敏感性的言论，伤害各族和谐。

“我国人民经历了种种考验，才争取到 

永久居留权及公民权，反观‘逃犯’什么都 

没做却取得永久居留权，因此人民必须要求 

联邦政府取消该名极端分子的永久居留权，

将他逐出马来西亚^ ”

他说，马来西亚人是这片土地的建国功 

臣，由各族人民…起争取和见证而独立，华 

人从祖辈抵达南洋落地生根至今，至少已进 
人第5代。

邓章钦昨晚出席巴生广肇会馆成立84周 

年、妇女组15周年、青年团42周年暨孝亲敬 

老联欢晚宴指出，庆幸从扎基尔挑起事端以 

来，各族政治领袖和国家领导，都秉持着-- 

致的观点与想法，即华巫印^大种族为国家 

的一分子。

“他（扎基尔）原本就是一名逃犯，遭 

到印度政府的通缉，英国也不准他人境，马 

来西亚好心收留他，岂料他忘恩负义。”

日軍入侵馬來亞…一

華裔先輩先拿武器對抗
$是巴生新城区州议员的邓章钦指出，马 

来西亚在意义上的真正独立年份不是 

1957年，而始于1941年12月26日当日军人侵马来 

亚时，第•位在马来半岛上拿起枪，拿起武器对 

抗日军的…名华裔先辈。

“我们的祖先是第一位站起来对抗日军，并 

将日军赶走的人。尽管马来亚后来被英国重新统 

治，但从1941年那•年起，当祖先勇于对抗曰军 

的那一刻，我国就已逐步走向独立。”

他认为，若这段历史没被记录下来，-切 

将是徒然，促请每•个人，尤其是会馆领导人有 

责任把这份可贵历史传达给后世子孙，并善用资

源把地方历史载人为地方志，完整把历史 

保留下来，让后世知道祖先在地方上的贡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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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南18日讯)房屋及 

地方政府部长祖莱达促请 

人民负起互相监督环境清 

洁卫生的责任，因社区的 

清洁关系到国家社会风貌 

及反映我国人民道德水 
准。

她说，首相也开口说 

公厕肮脏，而社区清洁卫 

生，不能只单靠政府维 

持，需要全民的力量，及 

大家要改变不良习惯，一 

起塑造清洁美丽的国度。 

所以我们必须要阻止随地 

丢垃圾习惯、破坏公物者 

的行为。

另一方面，她指出， 

希盟政府政策是以民优 

先，政府也在不断进步 

中，人民要给我们时间做 

到更好。她也希望全民团 

结一致，大家一起阻止煽 

动情绪政治的延伸，以促 

使希盟也能永续执政61年 

的远景。

“为此，人民也必须要 

互相尊重，及拥有接受各 

族文化的涵养，促进和谐 

国度，以实现大家要新政 

府带来的繁荣发展的美好 

愿景。”

她也透露，在人民可 

负担房屋方面，她的部门 

坚持在面积不少过900平 

方尺，因认为必须是舒适 

可居环境，及拥有公共措 

施的宜居规划。

她是出席主持双溪苔

双溪峑甲文化活动开幕礼。左起雅兹曼、阿玛比里巴 

祖莱达、曼梳及沙菲益。

甲区文化活动开幕礼上， 

在致词中作如是表示。这 

场文化活动在珍珠城C 
Mart举行。

沙菲益：
勿让孩子无牌驾驶

威南警区主任沙菲益 

也在会上受邀致词，他促 

请家长协助警方关注自家 

孩子，千万不要让孩子们 

在无驾驶执照情况下骑摩 
托车或驾驶汽车，这不只 

威胁他人的安全，也让自 

己陷入交通危险中。

他也说，警方也接获 

5◦宗电话诈骗投报，其中 

有19宗在调查中。他促请 

公众不要轻易相信任何陌 

生人电话的内容。

阿玛比里巴： 

本身会9种语言
槟州副议长兼双溪苔

甲区州议员阿玛比里巴 

说，这场文化活动是从乡 

村延伸至城市的演变，当 

然也包括各族文化的呈 

现。他希望通过文化活动 

的沟通及交流，能促进各 

族之间的关系。就如他本 

身就可以说9种语言，包 

括华人方言，这就是文化 

交流成果。

他对于一些人既然因 

一场车祸小意外，就引发 

争执事件感到遗憾。他认 

为，这也是缺少互相礼让 

精神造成，所以他希望人 

民之间可以和睦相处，共 

创和谐社会。

高渊区国会议员拿督 

曼梳也在会上致词。出席 
者有第二副首长拉玛沙 

米、吴俊益州议员、方美 

铼州议员、李凯伦州议员 

及威南县长雅兹曼。#

社区清洁影响国家风貌
祖莱达促人民互相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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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大马是种族灾难

陈国伟促驱逐扎基尔
(双溪龙18日讯）马来两亚对华特使陈 

国伟强调要求，把印度籍回教传教士扎 

基尔奈克博士逐出大马！

他说，扎基尔奈克留在大马只会造 

成种族灾难，对方也犯下不少罪名被印 

度政府通缉，大马政府竟然让扎基尔永 

久居留大马，甚至把犯人当宝，让扎基 

尔分裂大马人民。

“大马国民团结不容受到挑战，我 

已经表达强烈意愿，要求将查基尔纳益 

驱逐离开大马。”

陈国伟也是蕉赖区国会议员，他昨 

晚出席双溪龙镇第23届庆赞中元普渡 

盂兰胜会平安晚宴致词时这么说。出席 

嘉宾包括雪州行政议员兼加影市议员许 

来贤。

陈国伟：大马国民团结 

不容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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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泽春（左四）颁发感谢状给纪汉智（右四），由莲花苑州 

议员黎潍福（中）和安邦再也市议员及居民协会领袖见证。

安邦警区上半年

罪案虽减但窃案増
(安邦18日讯）安邦再也警

区辖内今年上半年罪案比去 

年同期下降了 12.55%。

尽管如此，安邦再也警 

区防范罪案及社区安全主任 

纪汉智副警监指出，但涉及 

财产盗窃案的投报，如汽车 

和重型商用车辆失窃却有增 

加趋势。

“防范罪案不能仅依赖执 

法单位，须获得广大民众与 

商家配合才能事半功倍，因 

为在防范罪案上每一位公民 

皆有责任，希望居民发挥守 

望相助精神，与警方紧密合 

作以减低社区罪案。”

他昨日出席“防范罪案 

和公众逮捕罪犯权利”交流 

会时，这么说。

交流会由莲花苑州议员 

黎潍服务站中心、安邦再也

市议会第22区居民委员会、 

安邦再也警区、国际狮子会 

308 B1区和国家新闻局联 

办，获得300位来自各非政 

府组织和居民协会代表的热 

烈响应。

鼓励手机分享情报

纪汉智也在现场鼓励民 

众通过“智能手机志愿巡逻 

(VSP) ”应用程式分享情 

报，迅速提供照片、视频及 

案发地点地图等资料，与警 

方取得联系，让警方可在最 

短时间抵达案发现场。

出席者有安邦再也警区 

商业罪案调查组慕妮拉警 

[；(：、国际狮子会308 B1区第 

二副总监陈张泽春、安邦再 

也市议员蔡耀宗、莫哈末、莫 

根、郭纬界、陈瑞雯和丁杰隆。

Page 1 of 2

19 Aug 2019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KL/Selangor • Audience : 27,667 • Page: B2
Printed Size: 321.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4,037.74 • Item ID: MY0036976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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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来贤：周—开会

商双溪龙高球场转换用途

陈国伟（左五）及许来贤（左七）与双溪龙镇盂兰胜会理事 

会、筹委会成员与嘉宾合照，左四为筹委会主席胡洛和。

(双溪龙18日讯）雪州行政议

员兼加影市议员许来贤指出， 

雪州政府将于下周二与雪州策 

划委员会召开会议，针对加影 

市议会2035年发展大蓝图建 

议将双溪龙镇高尔夫球场转换 

为商业区和房屋发展计划作出 

商讨，他会反映民意。

他指出，旱前有多达1500 

人出席与市议会对话表达心 

声，认为高尔夫球场是当时发 

展商保留给他们的绿肺，不希 

望未来转变成商业中心或住 

宅，而导致加剧交通堵塞，W

此提出反对。

“届时我会反映民意，最 

终交由委员会决定。”

许来贤昨晚出席双溪龙镇 

第23届庆赞中元普渡盂兰胜 

会平安晚宴致同时，这么说。

他也透露，加影市议会同 

意暂时不搬迁双溪龙镇早市， 

另寻更适合新地点，兴建永久 

的单市地盘。

暂缓迁移早市

“旱市小贩已在原址营业 

20年，担心搬迁会导致生意受

影响，经由与市议会商讨后， 

市议会主席原则上同意暂缓搬 

迁，让小贩继续在路边摆 

摊0 ”

针对早市地点W卫生问 

题，导致居民和小贩发生冲

突，他希望双方可以理性解 

决。

许来贤也在宴上宣布，拨 

款3000令吉予双溪龙镇盂M 

胜会。出席嘉宾包括马来两亚 

对华特使陈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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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中华独中“回捐” 1万令吉捐献给雪隆华校校友联合会，由蔡 

崇伟（左）颁给叶全发（右）；左二起为邓章钦和陈鹏仕。

陈鹏仕：演讲充斥歪理
(巴生18日讯）马来西亚华校

校友会联合总会会【C:陈鹏仕呼 

吁政府驱逐通缉犯印度籍回教 

传教士扎基尔奈克博士，避 

免大马人民遭受种族主义及扭 

曲言论所影响，同时也给人民 

树立和谐、民主、中庸的正确 

价值观。

“扎基尔的教义演讲有很 

多扭曲歪理，其不仅被本身国

家印度通缉，也遭许多国家禁 

止人境，为此，我国政府应将 

此人驱逐出境，而非视其为上 

宾，甚至颁发永久居留权。” 

陈鹏仕于咋晚出席第41 

届全国华文独中三语演讲比赛 

群英宴致词时这么说。川席者 

包括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 

及n隆华校校友会联合会会长 

叶全发等人。

Page 1 of 2

19 Aug 2019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al • Audience : 27,667 • Page: A26
Printed Size: 260.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3,270.44 • Item ID: MY0036977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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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章钦：可照顾好珍贵历史

希望谷应交雪州體

院区内的居民皆出席共同欢庆希望之谷89周年，左四起为陈兴、邓章钦及陈彦妮。

陈彦妮：首列世遗预留名录

(双溪毛糯18日讯）雪州 

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指 

出，州政府目前正与卫生 

部商议双溪毛糯希望之谷 

的拥有权，以便双溪毛糯 

麻风病院申请为世界文化 

遗产的工作能顺利进行。

他说，希望之谷早在 

多年前交由卫生部管理， 

惟该部没有足够拨款和专 

业知识管理院区，为此， 

他建议将该院拥有权还给 

雪州政府。

章钦昨曰川席希望之

^1)谷89周年庆开幕仪 

式时指出，已和该部及其它相 

关部门官员展开2次会议，接 

下来将进一步商讨院区范围的 

边界问题Q

他说，院区范围达190 

亩，而院内居民口述历史和卫 

生部资料却有出人，导致院区 

实际范围和边界还未能厘清。

他指川，卫生部在早年已 

建筑一些设施在院区内，若卫 

生部将拥有权交给州政府，这 

些设施保养、修理、使用等细 

节，必须纳人考量。

他说，州政府拥有条件良 

好的机构，照顾和处理这些承 

载丰富且珍贵历史的地方。

希望之谷故事馆馆K陈彦 

妮也为希望之谷89周年捎来 

好消息，希望之谷已成为首个 

列人世界文化遗产预留名录的

麻风病院。

她说，该院区在过去日子 

里，曾为世界麻风病的临床试 

验和医药研究贡献不少。

为了保存这些历史事迹， 

希望州政府协助尽快宪报颁布 

为文化遗产，并希望将来将该 

院转变成历史文化院区。

出席开幕仪式者包拈双溪 

毛懦麻疯病院参议会主席陈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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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亨新條例統治者提名除外

40歲才能封拿督
(关丹18日讯）彭亨州政府今日通过“2019年彭亨州各 

级有功勋衔封赐”声明表示，从今年8月1日开始，凡提 

名封赐拿督（DIMP)有功勋衔者必须40岁或以上。

声明指出，在新条例下，除了统治 

者亲自提名，其他人提名封赐拿督勋 

衔个人，都不可在40岁或以下。而只 

有统治者、首相、政府首席秘书、州 

务大臣、首席部长、州秘书、社会领 
袖和工商界翘楚，可提名有功人士接 

受封赐。

配合新条例，州政府也将成立一个 

以州务大臣为首的评估和调查委员 

会，以鉴定获提名者的身份和个人资 

料。其他成员包括州秘书、法律顾 

问、州财政、彭亨王室秘书、州总警 

长、反贪会、州土地和矿物局局长， 

以及任何由王室推荐及获得主席委任

的代表。

评估委会查受封者行为诚信

此外，评估委员会也将会针对所有 
受封人士的行为不当及诚信问题展开 

调查，调查的事项包括正式通知了统 

治者、州务大臣、王室理事会以及通 

过媒体报导的个案。

评估委员会将成立由评估委员会成 

员其中3人组成的调查委员会，进行调 

查工作。

文告表示，统治者的决定是最终的 

决定，不能被带上法庭或仲裁庭进行 

挑战；同时，也不能向委员会各方提 
出法律诉讼。（B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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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上半年犯罪率降

車輔失竊案卻增
(吉隆坡1 8曰讯） 

安邦区今年上半年的犯 

罪率比去年同期下滑了 

12.55%，但涉及财产盗 

窃案的投报如汽车和重 
型商用车辆失窃却呈现 

增加趋势，因此警方呼 

吁广大民众及商家与警 

方合作，守望相助减低 

社区罪案。

安邦再也警区防范罪 

案及社区安全主任纪汉 

智副警监表示，防范 

罪案不能仅依赖执法单 
位，广大民众与商家配 

合才能事半功倍。"在 

防范罪案上，每一位公 

民皆有责任，警方希望 

居民能够发挥守望相助

精神，与警方紧密合作 

以减低社区罪案。”

他也鼓励民众透过 

“智能手机志愿巡逻 
(VSP ) ”应用程式分 

享情报，民众可以迅速 

提供照片、视频及案发 

地点地图等资料，与警 

方取得联系，让警方可 

在最短时间抵达案发现 

场°

纪副警监是在题为 

《防范罪案和公众逮捕 

罪犯权利》的分享上说 

道。这项分享会是由莲 

花苑州议员黎潍福办公 

室、安邦再也市议会第 
22区居民委员会、安邦 
再也警区、国际狮子会

308 B1区和国家新闻局 

联合主办，共有300位来 

自各非政府组织和居民 

协会代表的热烈参与。

'另一方面，安邦再也 

警区商业罪案调查组慕 

妮拉警长在现场向民众 

分享网络犯罪类别和预 

防欺诈措施。

交流会现场也设有安 

邦再也警方和国际狮子 
会的展示单位，以介绍 

不同的毒品、警民合作 

和预防犯罪的资讯。活 

动最后由莲花苑州议员 

黎潍福主持闭幕和颁发 

感谢状给参与单位。

其他出席者包括国际 
獅子会308 B1区第二副 

总监陈张泽春、安邦再 

也市议员蔡耀宗、莫哈 

末、莫根、郭纬界、陈 
瑞雯和丁杰隆。（L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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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章欽：應把扎基爾趕出大馬

容不得逃犯叫主人離開
(巴生18日讯）“我们（马来西亚）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翁， 

容不得一名‘逃犯’（扎基尔）来叫我们（华人）离开这个国 

家。”

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 

表示，我们因此必须将这名 

逃犯赶出这个国家，以免继 

续散播敏感性的言论，伤害 

各族间的和谐。

他说，马来西亚人是这片 

土地的建国功臣，是由各 

族人民一起争取及见证独立 

的，而且从祖辈抵达南洋至 
今，华裔就在我国落地生 

根，至少也已进入第五代

不容伤害各族和谐

‘‘所以，我们才是国家真 

正的主人，绝不允许一名 

‘逃犯’来叫我们（华人） 

离开这个国家，因此必须 

要将这名逃犯赶出这个国 

家。”

“我们不是逃犯，他才是 

逃犯，只有我们有权力叫他 

走，他没有权力叫我们走， 

因为我们才是这个国家的建 

国功臣。”

他说，我国人民是经历了 

种种考验，才争取到永久居 

留证及公民权，反观那个人 

(逃犯）却什么都没做，就 

可取得永久居留权，因此人 

民必须要求联邦政府取消极 

端分子的永久居留权，将他 

逐出马来西亚。

邓章钦强调，我们决不能 

容许国家存在这么一位极端 

分子，扎基尔原本就是一名 

逃犯，还遭到印度的通缉， 

英国也不准他入境，马来西 

亚好心收留他，岂料他却忘 

恩负义。

邓章钦也是巴生新城区州 

议员，他出席巴生广肇会馆 
成立84周年、妇女组15周 

年、青年团42周年暨孝亲敬 

老联欢晚宴时，针对日前印 
度籍伊斯兰传教士扎基尔口 

出狂言指，华人“旧客”就 

应先离开的言论，发表上述 

的谈话。

他说，庆幸的是事件发生

以来，各族的政治领导、国 

家领导都秉持著一致的观点 

与想法，即华裔、印裔及巫 

裔才是国家的一分子。

他说，我国各族人民虽是 

这片土地的建国功臣，但我 

们还是要不时提醒后辈，马 

来西亚华人的建国历史，让 

他们谨记历史发展的渊源。

邓i钦指出，其实马来西 

亚真正独立的那一年并不是 

1957年，而是从1941年12 

月26日，当日本入侵马来亚 

的时候，第一位在马来半岛 

上拎起枪，拿起武器对抗日 
本军的一名华裔前辈时，那 

时就开始了。

华裔祖先勇抗曰军

“我们的祖先是第一位站 

起来对抗日本军的人，并将 

他们赶走的，再后来被英国 

统治，因此从1941年那一 

年起当祖先勇于对抗日本军 

的那一刻，我国就已逐步走

■邓章钦：我们才是这个 
国家的真正主人翁，容不 

得一名“逃犯”叫我们离 

开。

向独立。”

他说，若这一段历史没 

被记录下来’都将会是徒 
然，因此每一个人，包括 

会馆的领导人都有责任将 

这份可贵的历史传达给后 

代知道，如此会馆的存在 

才有意义。

他说，各个地方也要善 

于使用资源，将地方历史 

记载进我们的历史，如此 

就能将历史完整的保留下 

来，后代就能知道祖先在 
地方上的贡献。（L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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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種路設3有蓋候車亭
民衆免日曬雨淋等巴士

■黄思汉（中）等人巡视蒲种路候车亭工程，左起为

(蒲种18日讯）繁忙的蒲 

种路将迎来3座有盖巴士候 

车亭，2座设立在蒲种山庄 

民众会堂前及对面路段，另 

一座则在公寓前，一旦候车 

亭在下个月竣工后，民众就 

可以更安全及舒适的等候巴 

士，避免了日哂雨淋。

尽管蒲种路属于公共工程 

局管辖，但梳邦再也市议 
会依旧拨款兴建这3座候车 
亭，每个候车亭的兴建费用 

为2万令吉。

雪州行政议员兼金銮州议 

员黄思汉今早出席蒲种山庄 
咨欧花园举办的拉茶对话会 
后表示，之前，这3地点的 
候车亭只是一根柱子，而居 

民多次提出要求设立有盖候 

车亭。
他说，市议会鉴于这3个

地点都是重要及繁忙的据 
点，即候车亭后方是蒲种山 

庄早市巴刹，以及民众会堂 

及玩具图书馆，相当多人的 

人潮，因此决定设立有盖候 

车亭，以方便居民无需日晒 
雨淋，候车亭也遮棚及椅 

子，可以让居民更舒适及安 

全的候车。
在谈及拉茶活动时，黄思 

汉表示，拉茶是大马人民 

最喜爱的饮料及文化，他在 

过去已在选区举办一系列的 

“拉茶对话会”活动，以轻 

松及闲聊方式与居民交流。

“在这种情况下，居民才 
能没有隔膜，在没有顾及下 

提出他们的投诉和意见，不 

会感受到有距离感，还可以 

不同语言交流。”

他表示，他几乎每个星期

陈汉强、王荣和及黄小真 

彭康贤。

都举办拉茶对话会，甚至曾 
经1天举办3场.，发现非常 

奏效，居民也可以直接将问 

题投诉给承包商，若是一些 

治安亮红灯的地区，则会邀 

请警察一同出席，以轻松方 

式交流，听取民意。

他表示将会陆续选区不同 
的角落举办，拉近与居民之

右起为叶志明、谭宗强及

间的距离，让社区的生活获 

得改善。
出席这项活动的尚有梳邦 

再也市议员黄小真、梳邦再 
也市议会第10区居委会副 

主席彭康贤、委员叶志明、 

陈汉强、谭宗强、蒲种山庄 

峑欧花园居民协会主席王荣 
和及秘书陈元富。（L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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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IS日讯）首相敦马 
哈迪说，政府致力在未来落实 
1T项永续发展目标（SDGs)， 

让我国能更全面打击赤贫、不 
平等对待和气候变化课题。

他说，为了落实这些永续发 
展目标，政府有必要打造一个 
包含团结、共享和相互学习良 
好价值观的新主义，国家必须 
摒弃经济鸿沟团结一致，面对 
未来日益艰钜的挑战。

马哈迪今日在第62届世界统 

计大会开幕礼上致词时，这麽 
指出O

出席者包括经济事务部长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副部长莫 
哈末拉兹、政府首席秘书拿督 
斯里依斯迈巴卡、国家银行总 
裁拿督诺珊西亚、国家统计局 
总监莫哈末乌兹尔，以及国际 
统计学会（[SI)泰席海伦。

马哈迪也说，打造新的统计 
学方程式不能只靠凭空想像， 
它必须与现实结合，涵盖全球 
政治和人民社会变化等重要议 
题。

他也说，数码经济崛起已彻 
底改变全球经济发展方向，政 
府也需尝试探讨统计学大数据 
分析，让政府在做重要的经济 
决策前，也可以这些数据为依 
据做正确分析。

此外，阿兹敏阿里指出，相 
较於数据完整性，政策落实的 
廉正更为重要。

他说，可靠、中肯及合时宜 
的数据可为政策和决定的规划 
铺路，同时能引导政府重新编 
制那些被误导或误解的政策。

“我们可能会根据最精确的 
统计数据制定最好的政策，但 
在执行（政策）时没有廉正、 
透明化和问责，那最终目标就 
无法实现。”

他说，尽管统计数据是政府 
的“眼睛”，但善政是实现人 
民合法期望的核心。

另外，阿兹敏阿里说，尽管 
我国第二季度的经济成长达 
4.97。，但仍会保持警惕，抵御 

任何不利因素，并将继续在财 
政上保持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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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种18日讯）梳 
邦再也市议会将拨款6 

万令吉，在蒲种大路 
建3个有有遮阳棚与等 
候座位的巴士站，料 
于9月竣工。

金銮州议员黄思汉说，有关巴士站原 
属公共工程局（JKR)管辖，市议会在蒲 

种大路一带的居民要求下，决定拨款兴 
建。

他指出，有了设有遮阳棚与等候座位 
的巴士站后，居民不必在曰晒雨淋，也 
可在较安全的环境等候巴士。

他今日出席梳邦再也市议会“马来西 
亚曰装饰比赛”及与居民进行“拉茶对 
话”交流会后指出，该区居民原本需站 
在路边与阳光下等候巴士，一些老人家 
站在有屋顶遮阳的地方等待，巴士到来 
再走出去时，巴士就开走了。

拉茶對話聽民聲

“蒲种大路有巴刹与图书馆，很多居 
民往来及需要使用巴士。”

黄思汉说，“拉茶对话”交流会是他 
在选区的一系列与居民的对话活动，主 
要是要领听居民意见。

他说，拉茶是大马人民轻松和朋友闲 
聊时，最喜爱的其中一个饮料与习惯， 
交流会会称为“拉茶对话”，是希望人 
民能把对话会当作轻松的交流会，而不

黃思漢：市會將撥6萬

蒲種大路建3巴士站
是拘束的对话会。

“这样的情况下居民才能较开放和没 
有顾忌提出建议及投诉。一些只会讲方 
言的老人也不会感觉有距离或隔膜，提
出心中預法 ，’

1他指?1，°几乎每个星期陆续在不同角 
落举办超过10场的“拉茶对话”交流会 
非常有效，有垃圾问题的居民可直接向 
承包商投诉，也能邀请警察到治安有问 
题的地方。

他说，会依据居民需求继续办“拉茶 
对话”交流会下，拉近居民距离，并与 
承包商一起听取民意，改善整个社区的 
牛$舌^

黄k汉指出，上届大选划分选区后， 
金銮州议席是全马最大的选区，有7万 
4000名选民。国会修改条令后，下届大 
选，18岁的青少年就可开始投票；下届 

大选金銮州选区选民可能超过10万人。
“即使选区较部分国会议席大，也会 

尽量去做好责任。”
“18岁年轻人可开始投票是一个很 

好的新法令，国家的未来是年轻人的 
未来，他们可以开始参与投票选择未 
来。”

■蒲种大路旁建设3个遮阳棚与等候座位巴士站，前排右起为彭康贤、谭宗 

强、叶志明、黄思汉、黄小真、王荣和与陈汉强。

大馬曰裝飾賽反應熱
J云邦再也市议员黄小真指出，马来西 

亚日装饰比赛是要宣传爱国意识， 
提倡人民爱国精神。

“去年，这区没什么国庆日气氛，因 
此今年就有了马来西亚曰装饰比赛的建 
议。比赛一公开就获得热烈反应，有13 

个花园与公寓报名参加，大家也布置得 
很不错。”

她说，比赛于8月15日至9月16曰进

行，相关部门会在比赛期间到来评分， 
并在9月22日的中秋节颁奖。冠军得主 
将获得1〇〇〇令吉，亚军500令吉与季军
3QQ^^

出席i包括梳邦再也市议会第1〇区居 
委会副主席彭康贤、委员叶志明、谭宗 
强、陈汉强、Jin Bangau居协主席王 

荣和与秘书陈元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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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陽光花園慶讚中元理事會

千人莫©S誦

吉隆坡18日 

安邦阳光花 

18届工商/小 

I■民庆赞中元 

会今晚7时，

•邦阳光花园 

备前举办千人 

•晚宴，并会 

款项给多个慈善团体和华小。

逢盂兰胜会期间，安邦阳光花园的 

、小贩和居民祈求庇佑、风调雨 

国泰民安、生意兴隆和万事如意， 

聚集一起举办盂兰胜会的系列活

办单位于本月17日下午举行孝亲敬 

动，约250名来自安邦区的乐齡人士 

将爱心散发给这群老人家们。

吁年輕人參與

平安晚宴，主办单位不忘为慈善付 

并拨款捐肋安邦九皇爷洗肾中心、 

老人院、安邦华小、安心华小和菩 

家。

邦阳光花园（第M届）工商/小贩/ 
的主席陈星华指出，大会准备12件

福品供出席的善男信女参与投标，希望 

众人可慷慨解囊，而福品所标得的款项 

都是充作为年度盂兰胜会的活动基金。

“每年盂兰胜会，在安邦阳光花园周 

遭的商家、小贩和居民每年都会聚集举 

办盂兰胜会的系列活动，大家也可在晚 

宴上互相交流和进一步了解，团结众 

人。”

大会名誉顾问拿督曾国龙指出，盂兰 

胜会是华人重要中华文化和节庆，呼吁 

更多年轻人主动参与和了解举办盂兰胜 

会的背后意义，勿让如此重要的节庆断 

层和可继续传承。

他指出，大家为了生活而忙碌，每年 

的盂兰胜会平安晚宴就是聚集众人的最 

佳平台，众人可暂时放下忙碌而尽兴而 

归。

j^II 1 fta nri rlf.
__________ , ^  ̂ t p

亲敬老也是安邦阳光花园第18届工商/小贩/居民庆赞中元理事会的常年活 

站者右6起为陈星华和曽国龙。

安邦陽光花園第18屆 

工商/小販/居民慶贊中元理事會名單
名誉顾问 拿督斯里许智为博士、拿督斯里蔡瀵糠 

拿督庄祷融、拿督斯里蔡国梁 

拿督斯里蔡振文、拿督张志强 

拿督曾国龙、拿督梁国伟 

准拿督刘锦明、蔡添强国会议员 

林立迎国会议员、拿督依斯干达 

方德强市议员、陈国强、吴镜福 

陈顺有、林展宇、李书祯、叶朝涵

法律顾问 林展宇大律师

名誉主席 皇室成员陈星华、 

张益瑞、柯特威、 

维仁药材宝号、！ 

许光盛、巴水财、 

明兴梓棚出租、1 

神采舞台灯光音n 

皇帽啤酒有限公: 
九号德、113美.

拿督斯里廖顺喜 
朱世强、拿督龚 

■鑫瓷砖店、吴敬耀 

就鸿油厂 

番初平、郭观煌、

向、吕志贤 

司、蔡明方 

:中心、九支明哥

主席 皇室成员陈星华 副主席 刘瑞成

总务 张益瑞 副总务 廖志雄

财政 罗添权 副财政 汤志雄

中文秘书 陈德发 英文秘书 郭进兴

交际 丘永强 副父际 周木樟

查账 陈威伦、黄有福 纠察 安邦警卫团

福利主任 (正）胡仁华 (副) 吴添福

舞台主任 皇室成员许鐧水

理事 彭源顺、许来兴、卢桂英、陈八妹 

絡庆达、陈松、郑培键、陆运开 

张金明、李桂玲、蔡俊文、吴婉雯 

陈沼霖、叶金来、沈宝春、陈友良 

沈伟康、陈耀勤、李栢豪、刘维新 

陈亚坤、韩美燕、郭康庄、蒙子贤 

莉莉、黄佩倪

在

，邦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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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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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溪龙is日讯）首相对华特使 

陈国伟指出，近期因发表“华印裔 

客人论”，掀起华社不满的印度籍 

伊斯兰传教士查基尔纳益，留在大 

马只会造成民族灾难，他强烈要求 

将查基尔驱出大马。

他说，查基尔犯下不少罪名被印度政府

通缉，大马政府竟然让查基尔永久居留大 

马，甚至还把犯人当宝，让查基尔分裂大 

马人民。

“大马国民的团结不容受到挑战，我已 

经表达强烈意愿，要求将查基尔纳益驱逐 
离开大马。”

陈国伟°也是蕉赖区国会议员，他昨晚出 

席双溪龙镇第二十三届庆赞中元普渡盂兰

胜会平安晚宴，致词这么指出，出席嘉宾 

包括雪州行政议员兼加影市议员许来贤。

陈国伟说，中元节意义重大，受到我国 

华社的重视，农历七月各地区隆重举办孟 

兰胜会活动，一来緬怀袓先、拜祭孤魂； 

二来提醒华裔做人要饮水思源。

招迎更多中國遊客

“每场盂兰胜会平安晚宴都有竞标福品 

活动，所得款项捐献华小、文化活动、 

孤老贫苦，充分发挥人类乐善好施的情
操。，，

^说，他任职首相对华特使一年以来， 

曾逗留在中国各大小省镇渡过华人重大节 

曰，发现中国虽紧记传统节曰，但庆祝方 

式和气氛和大马华社不相同。

“中国人没有庆祝中元节，他们不明白 

我们大马人为何会庆祝中元，中国人来到 

大马看见盂兰胜会盛况，都非常惊讶。”
他呼吁民间团体及政府，招迎更多中国 

游客来马观光，让他们看见我们大马华人 

的不一样。

雙溪龍高球場轉換用途

許來賢：明開會議決

彳&来贤指出，雪州政府将在下周 
二与雪州策划委员会召开会 

议，以决定是否批准将双溪龙镇的 

高尔夫球场，转换为商业与房屋发 

展用途。
他指出，加影市议会2035年发展 

大蓝图建议将双溪龙镇高尔夫球场 

转换为商业区和房屋发展计划，不 
过遭到居民反对，多达1500人出席 

与市议会对话表达心声。

他说，居民认为高尔夫球场是当 

场发展商保留给他们的绿肺，不希 

望未来转变成商业中心或住宅，导 

致加剧交通堵塞，因此提出反对。 

“届时我会反映民意，最终交由

委员会作出决定。”

另一方面，许来贤透露，加影市 

议会同意暂时不搬迁双溪龙镇早 

市，将另寻更适合的新地点，兴建 
永久性的早市地盘。

“早市小畈已在原址营业20年， 

不愿因搬迁导致生意受影响，经由 

与市议会商讨后，市议会主席原则 

上同意暂缓搬迁，让小贩继续在路 

边摆摊。”

他说，早市地点因卫生问题，导 

致居民和小贩发生冲突，他希望双 
方可以理性解决。

许来贤也在宴上宣布，拨款3000 

令吉予双溪龙镇盂兰胜会。

■陈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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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S日讯）巫 
统主席拿督斯里阿末扎 
希指出，巫统将针对雪 
州议长黄瑞林提早休会 
以阻止雪州大臣阿米鲁 
丁提呈，雪州改教修正法 
案一事，提呈动议开除 
黄瑞林雪州议长之职。

他指出，黄瑞林在雪 
州议会开了 2天就宣布休 

会，目的就是阻止雪州 
改教修正法案。

“雪州议会反对党领 
袖里占依斯迈将负责这

巫統不滿阻呈改教修正法

動議革黃瑞林議長職
件事。”

阿°末扎希今日为格拉 
纳再也巫统区部代表大 
会主持开幕後，向媒体 
这麽说。

雪州议会原定於7月29 
曰至8月9日进行，但议

会开了 2天后，g卩於7月 
30日休会。

黄瑞林也曾经解释， 
非穆斯林教改动议从未 
出现在本次的雪州议会 
议程中，驳斥自己被指 
提早休会以避开这项动

议的说法。
他说，在刚落幕的雪 

州议会中并无刻意缩短 
开会时间，本身完全按 
照《1 965年雪州议会常 

规》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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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兴的精神，经过调解，终 
i解决，大家团结一致，继 
•务推向高峰。

仁嘉隆村雙語路牌被換

劉永[U致函蘇腿噶
-pp津区州议员刘永山指出，仁嘉隆村内 
yj双语路牌被换了，他感到悲哀，在7月 
22曰，他写一封公函给雪苏丹殿下，表达民 

声，希望收回成命。
他童申，更换双语路牌不是雪州政府政 

策，是苏丹殿下的指示。
他也说，我国第二季经济成长达4.9°。,，因 

此全年要达到目标4.8%应该不难，但必须监 
督建筑业成长，建筑业成长只有0.5%，去年 
建筑业成长达到4.8至5°t>。

“瓜冷区经济、产业发展，在雪州9个县， 
外资投资额名列前茅，超越巴生县，接下 
来，将推动多项大型基本建设计划，带动经 
济.发展。”

对于°当前的政治局势，他引述大学之道讲 
解：“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 
近道矣”，说明任何事情一定有本末之分， 
有先后之别，了解事情的先后顺序最为关 
键，这个人就近道了。

他说，如果没人搞种族主义，三大民族共 
同努力打拼经济，维护教育，我国是乐土。

筹委会主席洪文成说，会庆晚宴筵开135 

席，感谢国内外宗亲出席，宗亲出钱出力， 
筹委会努力工作，使晚宴圆满成功举行。

雪B

k海新聞專線.SX

fl
(仁嘉隆IS日訊）马来 

西亚六桂堂总会长洪平进 

指出，世界六桂堂总商会 

已正式成立，提供平台给 

宗亲在商业上开拓商机， 

促进联络和在商业上的合 
<乍。

&平进昨晚在雪兰莪洪氏宗 
亲会，庆祝成立5 9周年、青 
年团22周年、妇女组20周年纪 

念联欢晚宴上致词时，这么指 
Hi 〇

' j也说，2021年第11届马来西 

亚六桂堂恳亲大会，轮值中 
马六桂堂主办，雪兰莪洪氏公 
会、巴生滨海南安洪氏大演家 
族会协办。

他说，明年的世界第15届六 

桂恳亲大会，将在印尼的苔厘 
岛举行，日期是10月20日至22 

曰。

明年荅厘島辦懇親大會

他说，六桂宗亲遍布全球， 
随著时代进步，宗亲会除了纪 
念袓先功德，必须与时并进， 
加强联络和在商业上的合作。

雪兰莪洪氏公会会长洪振治 
指出，薷兰莪洪氏公会将在9 

月1日，接任仁嘉隆幸福村工 
委会职务，而他本身将出任主 
席职，以策划2020年农历新年 

幸福村工委会一系列活动与节 
目，希望宗亲大力支持与协 
助，为洪氏公会増光，也为仁 
嘉隆新村做出贡献。

他说，今年是该会第四年颁 
发大学助学金，共有五位宗 
亲子女成功获得助学金，每位 ■会长洪振治（中）率领三机构理事向来宾敬酒。

雪兰莪洪氏公会庆祝成立59周年 

青年团22周年、妇女组20周年 

联欢晚宴

隨莪洪氏宗親會晚宴

他说，马六桂堂总会在各地5000令吉，希望协助他们完成大 他说，虽然在2014年他接任会和万事
属会的与努力下，把宗学学业，也希望这项助学金计划长职时，公会发生内部人事纠于圆满 
亲情谊联系在一起，让这股力持续推展下去，在教育方面，帮纷，破坏公会名誉，但理事们秉续把会 

量，带领六桂堂宗亲，站稳大助更多宗亲子女。 持先贤创会宗旨，敦睦宗谊，家
马，走向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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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和衛生部商議

拿回希望之谷擁有權
(双溪毛糯18日讯）霄 

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指 
出，州政府目前正和卫生 
部商议双溪毛糯希望之谷 
的拥有权，以让双溪毛糯 
麻风病院申请为世界文化 
遗产的工作能顺利进行。

他说，希望之谷早在多 
年前已交给卫生部管理， 
唯该部没有足够的拨款和 
专业知识来管理院区，为 
此，他才建议将该院的拥 
有权交还给雪州政府。

他昨日出席希望之谷89 

周年庆开幕仪式时指出， 
他已和该部及其它相关部 
门的官员展开2次会议， 

接下来将进一步商讨院区 
范围的边界问题。

未能釐清實際範圍

邓章钦说，由于院区的 
范围很大，达190亩，但 

院区居民口述历史和卫生 
部资料却有出入，导致院 
区实际范围和边界还未能 
厘清。

他指出，卫生部在早年

已建筑一些设施在院区 
内，若卫生部将拥有权交 
给州政府，这些设施的保 
养、修理及使用等细节， 
也必须纳入考量。

他说，州政府拥有一个

成为首个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预留名录的麻风病院。

她说，该院区在过去的 
曰子里，曾为世界麻风病 
的临床试验和医药研究贡 
献不少，为了保存这些历 
史事迹，希望州政府能协 
助尽快宪报颁布为文化遗 

条件良好的机构，照顾和产，并希望将来能将该院 
处理这些承载著丰富且珍转变成历史文化院区。

贵历史的地方。 出席开幕仪式者包括双
希望之谷故事馆馆长陈溪毛糯麻疯病院参议会主 

彦妮也为希望之谷89周年席陈兴。

捎来好消息，希望之谷已

r

■院区内的居民皆出席共同欢庆希望之谷89周年，左4起为陈兴、邓章钦及陈

彦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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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村雙語路牌被換

劉永[U致函蘇歷U轉
县，外资投资额名列前茅，超越巴生县， 
接下来，将推动多项大型基本建设计划， 
带动经济发展。”

对于当前的政治局势，他引述大学之道

讲解：“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 
后，则近道矣”，说明任何事情一定有 
本末之分，有先后之别，了解事情的先 
后顺序最为关键，这个人就近道了。

他说，如果没人搞种族主义，三大民 
族共同努力打拼经济，维护教育，我国 
是乐土 o

筹i会i席洪文成说，会庆晚宴筵开135 

席，感谢国内外宗亲出席，宗亲出钱出 
力，筹委会努力工作，使晚宴圆满成功举 
行。

淨店JTU乂贝XI」水山指出，U彘陸不T
内双语路牌被换了，他感到悲哀，在 

7月22日，他写一封公函给雪苏丹殿下，

表达民声，希望收回成命。
他重申，更换双语路牌不是雪州政府政 

策，是苏丹殿下的指示。
他也说，我国第二季经济成长达 

4.9%,，因此全年要达到目标4.8°。应该不 

难，但必须监督建筑业成长，建筑业成长 
只有0.5%，去年建筑业成长达到4.8至5°。。

“瓜冷区经济、产业发展，在雪州9个

雪蘭莪洪氏宗親會晚宴
■庆洪隆治基 
雪，文盛、、 

兰出顺、：洪_ 
薛席4鎏文S 
洪贵sa成言
氏宾 国燕

(仁嘉隆1S日讯）马来 
西亚六桂堂总会长洪平进 
指出，世界六桂堂总商会 
已正式成立，提供平台给 
宗亲在商业上开拓商机， 
促进联络和在商业上的合 
f乍。

k平进昨晚在雪兰莪洪 
氏宗亲会，庆祝成立59周 

年、青年团22周年、妇女组20周年纪念联 

欢晚宴上致词时，这么指出。
他说，2021年第11届马来西亚六桂堂恳 

亲大会，轮值中马六桂堂主办，雪兰莪洪 
氏公会、巴生滨海南安洪氏大演家族会协 
办。

他说，明年的世界第15届六桂恳亲大 

会，将在印尼的荅厘岛举行，日期是10月 
20日至22日。

他说，马六桂堂总会在各地属会的配合 
与努力下，把宗亲情谊联系在一起，让这 
股力量，带领六桂堂宗亲，站稳大马，走 
向国际。

明年答厘島辦懇親大會

他说，六桂宗亲遍布全球，随著时代进 
步，宗亲会除了纪念袓先功德，必须与时 
并进，加强联络和在商业上的合作。

雪兰莪洪氏公会会长洪振治指出，雪兰 
莪洪氏公会将在9月1日，接任仁嘉隆幸福 

村工委会职务，而他本身将出任主席职，

及

八a祥、、++汪 
公口、刘洪爱
会影洪永伞泉
5田9二#{进。
周左萍、、 
年起、洪洪 
会为洪振平

以策划2020年农历新年幸福村工委会一系 

列活动与节目，希望宗亲大力支持与协 
助，为洪氏公会増光，也为仁嘉隆新村做 
出贡献。

他说，今年是该会第四年颁发大学助学 
金，共有五位宗亲子女成功获得助学金， 
每位5000令吉，希望协肋他们完成大学学 

业，也希望这项助学金计划持续推展下 
去，在教育方面，帮肋更多宗亲子女。

他说，虽然在2014年他接任会长职时， 

公会发生内部人事纠纷，破坏公会名誉， 
但理事们秉持先贤创会宗旨，敦睦宗谊， 
家和万事兴的精神，经过调解，终于圆满 
解决，大家团结一致，继续把会务推向高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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