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bersama Latheefa mengibar Jalur Gemilang selepas Majlis Lafaz dan Menandatangani Ikrar Bebas Rasuah ADUN
Selangor 2019 dan Majlis Pelancaran Kempen Kibar Jalur Gemilang di Dewan Jubli Perak Sultan Abdul Aziz, Shah Alam, semalam. [Foto Saddam Yusoff/BH]

Oleh Khairul Azran Hussin
am@hmetro.com.my

ShahAlam:SemuaAhliParlimen
perlu mengisytiharkan harta ma-
sing-masing, termasuk sumber
pendapatan daripada derma, wa-
siat dan pusaka.
Ketua Pesuruhjaya Suruhanja-

ya Pencegahan Rasuah Malaysia
(SPRM), Latheefa Koya, berkata
semua Ahli Parlimen perlu jujur
berhubungperkara itu bagimeng-
elak timbulnya masalah di kemu-
dian hari.
“SemuaAhli Parlimen kena isy-

tihar aset secara penuh, kena ber-
itahu daripada sumber mana. Ji-
ka dia (Ahli Parlimen) ada dapat
gaji (daripada sumber lain), dia
kena isytihar ada dapat gaji.
“Contohnya, dia ada pakcik

yang amat kaya sudah meninggal
dunia dan beri harta pusaka ke-
pada dia, dia kena isytihar. Ada
orang bagi dia hadiah dan derma
dalam jumlah yang besar contoh-
nya, ini pun kena isytihar,” ka-
tanya pada Majlis Lafaz dan Me-
nandatangani IkrarBebasRasuah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Selangor 2019, di Dewan
Jubli Perak Sultan Abdul Aziz, di
sini, semalam.
Beliau mengulas kenyataan be-

kas Perdana Menteri, Datuk Seri
Najib Razak yang tidak bersetuju
dengan langkah kerajaan mewa-
jibkan Ahli Parlimen, termasuk
pembangkang mengisytiharkan
harta.
Najib berkata, pengisytiharan

harta oleh Ahli Parlimen pem-
bangkang adalah tidak adil ke-
rana mereka turut memiliki sum-
ber pendapatan lain, selain elaun
Ahli Parlimen.
Pada 1 Julai lalu, DewanRakyat

sebulat suara meluluskan usul
mewajibkan semua Ahli Parli-
men, termasuk pembangkang
mengisytiharkan harta mereka
termasuk isteri atau suami, anak
serta pemegang amanah dalam
Akuan Berkanun
Sementara itu, Latheefa berka-

ta, separuh daripada kes rasuah
yang membabitkan penjawat
awam di negara ini terdiri da-
ripada golongan muda berumur
40 tahun ke bawah.

Beliau berkata, statistik SPRM
menunjukkan sebanyak 46.3 pe-
ratus daripada 4,860 individuyang
ditahan dari 2014 hingga Jun ta-
hun ini, adalah kakitangan
awam.
“Manakala 53.4 peratus dari-

pada 4,860 individu yang ditahan
SPRM bagi tempoh sama adalah
golongan muda yang berusia 40
tahun ke bawah,” katanya.
Beliau berkata, kebanyakan ke-

salahan rasuah yang berlaku pula

membabitkan kakitangan dalam
sektor perolehan.
Beliau berkata, kajian yang di-

jalankan SPRM juga mendapati
22.1 peratus responden penjawat
awam mengakui sanggup mene-
rima rasuah jikamempunyai kua-
sa atau kedudukan.
“Perkara ini perlu segera di-

perbetulkan. Ia menuntut komit-
men semua pihak untuk bersa-
ma-sama dengan SPRM memera-
ngi perkara ini,” katanya.

Ahli Parlimen perlu isytihar harta
Pengisytiharan
aset secara penuh
perlu telus elak
timbul masalah
masa had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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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Selangor tidak tergugat 
usul pecat Yang Dipertua DUN 
PUTRAJAYA 19 Ogos - Restu 
Presiden UMNO Datuk Seri Dr. 
Ahmad Zahid Hamidi untuk 
UMNO Selangor mengusulkan 
pemecatan Yang Dipertua De-
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
langor Ng Sue Lim adalah usaha 
untuk menimbulkan kegusaran 
dan perbalahan dalam kerajaan 
Pakatan Harapan (PH) di negeri 
itu, kata Khalid Ab-
dul Samad. 

Walau bagaima-
napun, Ahli Parlimen 
Shah Alam yang juga 
Pengarah Komuni-
kasi Parti Amanah 
Negara (Amanah) itu 
berkata, beliau yakin 
perkara itu bukan 
masalah yang boleh 
memberi ancaman 
besar kepada PH di 
Selangor. 

"Ia boleh ditangani dengan 
baik oleh kerajaan PH di Se-
langor. Dia (Ahmad Zahid) 
hendak beri restu, terpulang 
dan adakah akan mampu men-
datangkan perubahan, itu hak 
dia sebagai pembangkang," ka-
tanya kepada pemberita. 

Menteri Wilayah Perseku-
tuan itu berkata demikian se-
lepas majlis perasmian buku 
365 Hari Mengurus Tran-
sisi Memenuhi Harapan dan 
pelancaran portal Wilayahku 

KHALID ABDUL 
SAMAD 

di sini hari ini. 
Semalam, media melaporkan, 

Ahmad Zahid merestui UMNO 
Selangor mengusulkan pemeca-
tan Sue Lim atas dakwaan tidak 
menghormati hal ehwal Islam 
apabila memendekkan tempoh 
sidang DUN kepada dua hari sa-
haja daripada jadual asal 12 hari. 

Keputusan Sue Lim me-
mendekkan sidang 
DUN didakwa se-
bagai taktik agar 
pindaan Rang Un-
dang-undang (RUU) 
Enakmen Pentad-
biran Agama Islam 
(Negeri Selangor) 
yang membenarkan 
penukaran agama 
kanak-kanak di ba-
wah umur secara 
sepihak tidak dapat 
diusulkan. 

Sue Lim menafikan dan me-
nyifatkannya sebagai khabar 
angin disebarkan media, se-
lain menjelaskan penyertaan 
rendah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ketika perba-
hasan juga antara punca si-
dang DUN dipendekkan. 

Dalam pada itu, Khalid me-
nambah, setiap kementerian 
wajar mempunyai portal berita 
sendiri yang setanding media 
arus perdana dan media baharu, 
sejajar perkembangan sem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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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Spectrum wakaf
tanah di Pulau Indah
Sumbang RM5j
tampung kos
pembinaan
kompleks asrama
anak yatim

Tengku Amir Shah (dua dari kanan) berkenan mendengar penerangan Mohamad Razif ketika melihat model
Kompleks Asrama Anak Yatim Pulau Indah pada Majlis MoU di Pulau Indah, semalam. (Foto BERNAMA)

Pelabuhan Klang: Central Spec-
trum (M) Sdn Bhd mewakafkan
tanah seluas 1.4 hektar di sini,
bagi pembinaan Kompleks Asra-
ma Anak Yatim Pulau Indah ber-
nilai RM10 juta.
Ketua Pegawai Eksekutif, Cen-

tral Spectrum Mohamad Razif
Abdul Wahab, berkata selain me-
wakafkan tanah, syarikat berke-
naan turut menyumbang seba-
nyak RM5 juta, bagi menampung
kos pembinaan kompleks berke-
naan, selain menjadi penyelaras
projek pembinaan berkenaan.
“Baki lagi RM5 juta akan di-

kumpul melalu usaha derma dan
sumbangandaripadapihakawam,
melaluipenubuhanTabungWakaf
Kompleks Asrama Anak Yatim
Pulau Indah,”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keti-

ka berucap pada majlis menan-
datangani memorandum perse-
fahaman (MOU) pembinaan
kompleks itu, antara Central
Spectrum, Yayasan Islam Darul
Ehsan (YIDE) dan Perbadanan

Wakaf Selangor di sini, sema-
lam.
Central Spectrumdiwakili oleh

Mohamad Razif, manakala YIDE
diwakili Pemangku Ketua Pega-
wai Eksekutifnya, Nur Mohd Ra-
zali Abdullah dan Perbadanan
Wakaf Selangor oleh Timbalan
Ketua Pegawai Eksekutifnya,
Anuar Hamzah Tohar.
Raja Muda Selangor, Tengku

Amir Shah Sultan Sharafu-

ddin Idris Shah turut berke-
nan berangkat menyaksikan
majlis memeterai MoU berke-
naan.
Tengku Amir Shah kemudian

turut berkenan melancarkan Ta-
bung Wakaf Kompleks Asrama
Anak Yatim Pulau Indah.
Mohamad Razif berkata, fasa

pertama mula dibina pada peng-
hujung tahun ini dan dijangka
siap pada 2021.

“Fasa pertama membabitkan
dua blok anak yatim lelaki yang
boleh memuatkan 150 orang, se-
lain pembinaan blok kediaman,
surau, dewan dan kompleks su-
kan turut akan dibina dalam fasa
pertama ini.
“Keseluruhannya 300 anak ya-

tim boleh ditempatkan di komp-
leks asrama ini selepas siap se-
penuhnya,” katanya.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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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jur isytihar ha r ta
Ahli Parlimen jangan sorok sumber pendapatan lain

Contohnya ada orang bagi dia
hadiah dan derma dalam ju-
mlah yang besar, dia kena
i sytihar .

“Adalah lebih baik isytihar
awal-awal, jangan apabila
sudah kena (tangkap SPRM)
baru hendak isytihar. Dia ju-
ga kena isytihar liabiliti, jadi
SPRM dapat bandingkan an-
tara aset dan liabiliti,” ka -
tanya .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pada Majlis Lafaz dan Me-
nandatangani Ikrar Bebas
Rasuah Ahli Dewan Unda-
ngan Negeri Selangor 2019 di
Dewan Jubli Perak, Bangu-
nan Sultan Abdul Aziz, Shah
Alam, di sini, semalam.

Terdahulu, beliau mengu-
las kenyataan Datuk Seri Na-
jib Razak yang tidak bersetuju
dengan langkah kerajaan me-
wajibkan Ahli Parlimen ter-
masuk pembangkang meng-
isytiharkan harta mereka.

Bekas Perdana Menteri itu
berkata, pengisytiharan har-
ta oleh Ahli Parlimen pem-
bangkang adalah tidak adil
kerana mereka turut memi-
liki sumber pendapatan lain,
selain elaun Ahli Parlimen.

Khairul Azran Hussin
am @ hmet r o . co m. my

Shah Alam

S emua Ahli Parlimen
perlu mengisytiharkan
harta masing-masing

termasuk sumber pendapa-
tan daripada derma, wasiat
dan pusaka.

Ketua Pesuruhjaya Suru-
hanjaya Pencegahan Rasuah
Malaysia (SPRM), Latheefa
Koya berkata, semua Ahli

Parlimen perlu jujur berhu-
bung perkara itu bagi meng-
elak timbulnya masalah ke-
lak .

“Semua Ahli Parlimen ke-
na isytihar aset secara pe-
nuh, kena beritahu daripada
sumber mana. Jika dia (Ahli
Parlimen) ada dapat gaji (da-
ripada sumber lain), dia kena
isytihar ada dapat gaji.

“Contoh dia ada bapa sau-
dara yang amat kaya tapi su-
dah meninggal dunia dan
beri harta pusaka kepada-
nya, jadi dia kena isytihar.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menandatangani ikrar sambil disaksikan Latheefa ketika Majlis Lafaz dan Menandatangani Ikrar
Bebas Rasuah Ahli-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Selangor 2019 di Dewan Jubli Perak, semalam.

FOTO: SADDAM YUS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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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Separuh daripada
kes rasuah di negara ini mem-

babitkan penjawat awam dan go-
longan muda berusia 40 tahun ke ba-

wah .
Ketua Pesuruhjaya Suruhanjaya Pen-

cegahan Rasuah Malaysia (SPRM), Lathe-
efa Koya berkata, statistik SPRM menun-
jukkan sebanyak 46.3 peratus daripada
4,860 individu ditahan dari 2014 hingga
Jun tahun ini adalah kakitangan awam.

“Sementara itu, 53.4 peratus daripada
4,860 individu yang ditahan SPRM bagi

tempoh sama adalah golongan muda be-
rusia 40 tahun ke bawah

“Kebanyakan kesalahan rasuah yang
berlaku pula membabitkan kakitangan
dalam sektor perolehan. Sudah pasti per-
kara ini amat membimbangkan kita,” ka -
tanya .

Latheefa berkata demikian ketika be-
rucap pada Majlis Melafazkan dan Me-
nandatangani Ikrar Bebas Rasuah (IBR)
Exco Kerajaan Selangor di Dewan Jubli
Perak Bangunan Sultan Salahuddin Abdul
Aziz Shah, di sini, semalam.

Sektor awam tinggi rekod rasu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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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Komite d
bantera s
ra suah
Bagi membuktikan
kesungguhan menentang
sebarang perbuatan tidak
berintegriti dalam
kalangan ahli politik di
negeri ini, semua 10 Exco
kerajaan negeri
melafazkan dan
menandatangani Ikrar
Bebas Rasuah (IBR),
s emalam .

Lafaz dan
menandatangani IBR
diketuai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 dengan
disaksikan Ketua
Pesuruhjaya Suruhanjaya
Pencegahan Rasuah
Malaysia (SPRM),
Latheefa Koya di Dewan
Jubli Perak Bangunan
Sultan Salahuddin Abdul
Aziz Shah, di sini.

Terdahulu, Amirudin
dalam ucapannya,
berkata, semua pihak
perlu bersama-sama
memerangi rasuah kerana
boleh memberi implikasi
besar kepada pembinaan
bangsa dan negara.

“Kerajaan Selangor
komited memerangi
rasuah dan hari ini
(semalam) semua Exco
menandatangani IBR.
Saya juga menggesa
semua penjawat awam
menolak rasuah.

“Rasuah boleh
meruntuhkan sebuah
tamadun negara.
Pemerintahan khalifah
pun runtuh disebabkan
ra suah , ” katany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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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jawat awam muda 
ramai makan rasuah »6 

Kakitangan berusia 40 tahun ke bawah antara tertinggi ditahan SPRM 

Penjawat awam paling ramai rasuah 
Oleh AHMAD SHAHERMAN SHAMSURI 

SHAH ALAM - Penglibatan pen-
jawat awam di negara ini 
dalam aktiviti rasuah di-

dapati merhbimbangkan apabila 
merekodkan 46.3 peratus dari-
pada 4,860 individu yang dita-
han bermula 2014 hingga Jun 
lalu. 

Ketua Pesuruhjaya Suruhan-
jaya Peneegahan Rasuah Ma-
laysia (SPRM), Latheefa Koya 
( g a m b a r ) berkata, kebanyakan penjawat 
awam yang ditahan merupakan golo-

ngan muda berusia 40 tahun ke 
bawah. 

"Kesalahan rasuah yang ba-
nyak berlaku membabit-
kan kakitangan dalam 
sektor perolehan. 

"Kajian dilaksana-
kan SPRM mendapati, 
22.1 peratus daripada 
responden penjawat 
awam sanggup me-
nerima rasuah sekiranya mem-
punyai kuasa atau kedudukan 

dalam jawatan," katanya ketika berucap 
pada Majlis Menandatangani Ikrar Be-

bas Rasuah bersama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di sini semalam. 

Justeru, beliau menegaskan 
perkara tersebut harus diper-
betulkan supaya kesalahan ra-
suah dalam kalangan penjawat 
awam dapat dihapuskan. 

Sementara itu, Latheefa turut 
menyeru semua ahli pplitik yang 
mempunyai akses kepada dana 
awam supaya mengisytiharkan 

harta masing-masing sebagai usaha 
mengelak berlaku kegiatan rasuah. 

Katanya, langkah itu juga perlu, bagi 
mengelakkan tohmahan bahawa sese-

orang ahli politik itu terlibat dalam ke-
giatan rasuah. 

"Saya juga seru setiap kerajaan negeri 
bukan sahaja Selangor, untuk isytihar 
harta yang mana tidak terhad kepada 
Exco tetapi juga kepada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dan ahli majlis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jelasnya. 

Mengulas lanjut, Latheefa berkata, 
pengisytiharan harta oleh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dan ahli majlis itu 
perlu dibuat kerana negeri mempunyai 
sumber kewangan yang tinggi sekali gus 
membuka lebih banyak peluang terha-
dap berlakunya kegiatan rasu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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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N Selangor lancar konvoi merdeka 
KONVOI . Seramai 50 orang 
warga Jabatan Pendidikan 
Negeri (JPN) Selangor 
menyer ta i Konvoi Merdeka 
JPN yangd i rasmikan 
T imbalan Pengarah 
Pendidikan Selangor, 
Muhamad Radzi Abdul lah 
baru-baru ini. 

Sebanyak 20 motos ika l 
berkuasa t inggi dan 10 
kenderaan pacuan empat 
roda sertai Konvoi Merdeka 
ke Pejabat Pendidikan Daerah 
(PPD) Kuala Selangor bagi 
menyemarakkan Sambutan 
Hari Kebangsaan dan Hari 
Malaysia. 

Ketua Unit Kokur iku lum 
Jabatan Pendidikan Selangor, 
Sazali Baharudin berkata, 
Konvoi Merdeka JPN Selangor 
yang m e n e m p u h per jalanan 
sejauh 55 k i lometer diketuai 
Penyelia Unit Ehwal Mur id 
(HEM) JPN Selangor, Rosli 
Kabil. 

"Kemudiannya, dia 
menyerahkan bendera Jalur 

Gemi lang kepada Ketua 
Pegawai Pendidikan Daerah 
Kuala Selangor, Marpuaton 
Sastero sebagai s imbol ik 
pelancaran menyambu t Hari 

Kebangsaan dan Hari Malaysia 
un tuk semua PPD dan sekolah 
seluruh Selangor. 

"Konvoi akan kembal i 
semula ke JPN Selangor pada 

17 September ini sempena 
Majl is Penutupan Bulan 
Kebangsaan dan Hari Malaysia 
per ingkat JPN Selangor 2019," 
katanya. 

SEBAHAGIAN warga JPN Selangor bergambar kenangan selepas perasmian Konvoi Merdeka di Shah 
Alam baru-baru 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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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jawat awam, 
orang muda paling 

ramai rasuah

2

Rasuah penjawat awam serius
Hampir separuh 
individu ditahan 

SPRM terdiri 
daripada 

kakitangan 
awam

MUHAMMAD AMINURALIF 
MOHD ZOKI

L ebih 53.4 peratus dari-
pada 4,860 individu 
yang ditahan kerana 

kesalahan rasuah adalah 
mereka yang berumur di 
bawah 40 tahun.

Lebih memeranjatkan, 
berdasarkan kajian oleh 
Suruhanjaya Pencegahan 
Rasuah Malaysia (SPRM), 
sejumlah 22.1 peratus res-
ponden penjawat awam 
berkata, mereka sanggup 

SHAH ALAM

Amirudin menandatangani Ikrar Bebas Rasuah sambil diperhatikan Latheefa pada Majlis Lafaz dan 
Menandatangani Ikrar Bebas Rasuah ADUN Selangor 2019 di Dewan Jubli Perak Bangunan Sultan Abdul 
Aziz Shah, Shah Alam semalam.

menerima rasuah sekiranya 
mempunyai kuasa atau ke-
dudukan dalam jawatan.

Ketua Pengarah Suruh-
anjaya Pencegahan Rasuah 
Malaysia (SPRM), Latheefa 
Koya berkata, hasil dapatan 
SPRM mengenai penglibat-

an kakitangan awam dalam 
kegiatan rasuah juga amat 
membimbangkan.

“Sejumlah 46.3 peratus 
daripada 4,860 individu 
yang ditahan kerana kesa-
lahan rasuah dari 2014 se-
hingga Jun tahun ini terdiri 

daripada kakitangan awam.
“Kebanyakan kesalahan 

rasuah membabitkan kaki-
tangan dalam sektor pero-
lehan,”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
an pada Majlis Lafaz dan 
Menandatangani Ikrar Be-
bas Rasuah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Selangor 2019 di Dewan 
Jubli Perak Bangunan Sul-
tan Abdul Aziz Shah di sini 
semalam.

 Latheefa berkata, per-
kara itu ialah sesuatu yang 
perlu diperbetulkan agar 
kesalahan rasuah dalam 
kalangan penjawat awam 
dapat dihapuskan.

Mengulas mengenai 
Ikrar Bebas Rasuah (IBR), 
beliau berkata, ia merupa-
kan satu janji oleh kepim-
pinan organisasi dan war-
ganya untuk tidak terlibat 
dengan rasuah dan salah 

guna kuasa.
“Matlamat utama IBR 

adalah bagi memastikan 
kepimpinan sentiasa meng-
utamakan integriti dalam 
melaksanakan tugas dan 
amanah mereka.

“Tindakan kepimpinan 
negeri Selangor menanda-
tangani IBR memperlihat-
kan keikhlasan, komitmen 
kerja dan keinginan untuk 
berkhidmat dalam suasana 
kerja kondusif, bebas rasu-
ah demi menjalankan tang-
gungjawab dan amanah 
kepada rakyat,” katanya.

Turut hadir ialah Men-
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
din Shari dan kepimpinan 
negeri yang lain.

Dalam perkembangan 
lain, Latheefa menyeru se-
mua ahli politik yang mem-
punyai akses dana awam 
supaya mengisytiharkan 
harta masing-masing seba-
gai usaha mengelak berlaku 
kegiatan rasuah.

“Saya ingin tekankan 
ahli-ahli politik yang ada 
akses dana awam daripada 
peruntukan kawasan dan 
sebagainya tetap dikehen-
daki untuk isytihar harta.

“Saya juga seru setiap 
kerajaan negeri untuk isy-
tihar harta yang tidak ter-
had kepada Exco tetapi juga 
kepada ADUN dan ahli 
majlis (pihak berkuasa tem-
patan),”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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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di landasan betul ke arah negeri berteknologi tinggi, kata Amirudin
SHAH ALAM -  Pentadbiran 
Selangor berada di landasan betul 
namun masih banyak aspek per-
lu diperbaiki ke arah menjadikan 
negeri itu berteknologi tinggi dan 
bersedia menghadapi Revolusi 
Industri 4.0. 

Menteri Besarnya, Amirudin 
Shari berkata, polisi prorakyat 
sangat berkesan di Selangor se-
hingga ia menjadi contoh kepada 
negeri-negeri lain. 

Menurutnya, Selangor perlu 
berubah dan tidak boleh berpuas 
hati dengan status quo sekarang. 

“Sebagai pemimpin, menjadi 
tanggungjawab saya untuk mem-
buat tindakan yang betul bagi 
kebajikan dan kepentingan rakyat.

“Walaupun langkah yang di-
lakukan dijangka tidak popular 
tetapi bagi memastikan kelang-
sungan pentadbiran, kita bertekad 
meneruskan polisi yang betul da-

lam menjamin masa depan anak 
cucu kita,” katanya ketika berucap 
pada Perhimpunan Bulanan Ja-
batan Kerajaan Negeri di Bangun-
an Sultan Abdul Aziz semalam. 

Amirudin berkata, Selangor 
ke arah mengubah corak pentad-
biran berkebajikan kepada pen-
tadbiran yang menitikberatkan 
pertumbuhan dan kelestarian. 

“Benar, Selangor merintis 
pentadbiran peduli rakyat, rizab 

meningkat ke RM2.3 bilion, jum-
lah sebesar RM32.5 juta diman-
faatkan setakat 2018 untuk skim 
kesihatan awam. Banyak lagi pe-
tikan angka boleh saya sebutkan. 

“Yang saya ingin tekankan 
ialah kita hanya dianggap berjaya 
jika membuktikan betapa pengu-
rusan kewangan yang bertang-
gungjawab membolehkan kita 
membantu orang susah dan 
mengupayakan mereka yang lain 

dengan peluang lebih baik. 
“Antara strategi utama dasar 

itu seperti yang terkandung dalam 
dokumen Belanjawan Selangor 
2019 ialah klusterisasi ekonomi.

“Kita perlukan perubahan un-
tuk kekal relevan. 

"Kalau tak bersedia berinova-
si, kita akan gagal mendapat pem-
bangunan yang lebih maju dari-
pada apa yang dinikmati seka-
rang,”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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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ha tangani isu peniaga
SHAH ALAM - Kerajaan 
Selangor akan menambah 
baik polisi menangani isu 
peniaga asing dan peniaga 
kecil kerana menerima 
aduan yang tinggi menge-
nai perkara itu.

Menteri Besar Sela-
ngor, Amirudin Shari ber-
kata, kerajaan negeri akan 
meneruskan tindakan tegas 
dan menjalin kerjasama 
dengan agensi berkaitan 

dalam membanteras peni-
aga asing. 

“Tindakan tegas akan 
diambil kerana aduan me-
ngenainya banyak dan hal 
ini perlu tangani,” katanya 
pada Program Pemerkasa-
an Ahli Majlis Pihak Ber-
kuasa Tempatan Negeri 
Selangor dan Sesi Town 
Hall Bersama Menteri Be-
sar Selangor di sini sema-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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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us kunci mulut
Exco enggan 

dedah butiran 
menghadap 

Sultan Selangor

NORAFIZA JAAFAR

SHAH ALAM

E xco Tetap Kerajaan 
Tempatan, Pengang-
kutan Awam dan 

Pembangunan Kampung 
Baru, Ng Sze Han belum 
bersedia mendedahkan 
butiran pertemuannya de-
ngan Sultan Selangor, Sul-
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di Istana Bukit Kayangan 
pada 8 Ogos lalu. 

Beliau hanya memak-
lumkan terdapat beberapa 
perkara dibincangkan na-

SZE HAN

mun tidak mendedahkan 
perinciannya. 

Beliau berkata, perkara 
itu telah diperjelaskan oleh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 sebelum ini.

“Isu mengadap Sultan 
Selangor sudah dijawab 
MB, bagi kami tiada apa-
apa tambahan yang boleh 
diberikan. Tiada komen,” 
katanya pada Program Pe-
merkasaan Ahli Majlis Pi-
hak Berkuasa Tempatan 
Negeri Selangor dan Sesi 
Town Hall Bersama Men-
teri Besar Selangor di sini 
semalam.

Beliau berkata, perte-
muan itu lebih kepada per-
kongsian pandangan dan 
memberikan penjelasan.

“Bukan tidak boleh di-
kongsi cuma ia telah dija-
wab. Tiada apa-apa, cuma 
mengadap Tuanku ber-
kongsi pandangan. 

“Ada beberapa perkara 
dibincangkan. Kami dah 
sampaikan pandangan 
kami dan Tuanku Sultan 
Selangor juga meluahkan 
hasrat supaya memperba-
iki segala (isu) di Selangor,” 
katanya. 

Terdahulu, empat Exco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menghadap Sultan Sela-
ngor termasuk Sze Han 
yang juga Ahli Dewan Un-

dangan Negeri (ADUN) 
Kinrara; Exco Pelaburan, 
Perindustrian dan Perda-
gangan, Industri Kecil dan 
Sederhana (IKS), Datuk 
Teng Chang Khim; Exco 
Pemberdayaan dan Pem-
bangunan Sosio Ekonomi 
dan Kerajaan Prihatin, V 
Ganabatirau dan Exco 
Alam Sekitar, Teknologi 
Hijau, Sains, Teknologi 
Dan Inovasi (STI) dan Hal 
Ehwal Pengguna, Hee Loy 
Sian.

Pertemuan itu diperca-
yai untuk membincangkan 
beberapa isu termasuk usul 
pindaan enakmen negeri 
berkaitan penukaran aga-
ma bagi anak di bawah 
umur.

Usul itu dipercayai ti-
dak dapat dibentangkan 
pada persidangan Dewan 
Undangan Negeri baru-
baru 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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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li politik boleh akses dana awam diminta isytihar harta 

AHLIPBTTAK 
rERKECUALI 
»! 

Bertujuan elak 
tohmahan 

terl ibat rasuah. 

Ini kerana selain Exco 
kerajaan negeri, 

ADUN.Ah l i Majlis PBT 
juga dapat peruntukan 
kawasan dan faedah lain. 

Negeri 
mempunyai 

sumber kewangan 
tinggi, sekali gus 
terdedah risiko 
rasuah. 

BERITA 
DIMUKA 2 

Negeri-negeri ada sumber 
lebih tinggi contohnya Selangor 
yang merupakan antara negeri 
terkaya dan akses terhadap dana 
awam juga tinggi." 
LATHEEFAKOYA 
Ketua Pesuruhjaya SP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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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li politik diminta 
isytihar harta 
SHAH ALAM 19 Ogos - Su ruhan-
jaya Pencegahan Rasuah Malay-
sia (SPRM) menyeru semua ahli 
politik yang mempunyai akses 
kepada dana awam, supaya 
mengisytiharkan harta masing-
masing, sebagai usaha menge-
lak berlaku kegiatan rasuah. 

Ketua Pesuruhjaya SPRM 
Latheefa Koya berkata, langkah 
itu juga perlu, bagi mengelak-
kan tohmahan bahawa sese-
orang ahli politik itu terlibat 
dalam kegiatan rasuah. 

"Saya ingin tekankan ahli-ah-
li politik yang mempunyai akses 
kepada dana awam yang men-
dapat peruntukan kawasan dan 
sebagainya, tetap dikehendaki 
untuk isytihar harta. 

"Saya juga seru setiap kera-

jaan negeri bukan sahaja Selan-
gor, untuk isytihar harta yang 
mana tidak terhad kepada Exco 
(Ahli Mesyuarat Kerajaan Negeri) 
tetapi juga kepada ADUN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dan 
Ahli Majlis (pihak berkuasa tem-
patan)," katanya kepada pembe-
rita di sini.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se-
lepas menyaksikan barisan Exco 
kerajaan Selangor melafaz dan me-
nandatangani Ikrar Bebas Rasuah 
(IBR) di pada majlis perhimpunan 
bulanan jabatan negeri hari ini. 

Mengulas lanjut, Latheefa 
berkata pengisytiharan harta 
oleh Adun dan ahli majlis itu 
perlu dibuat, kerana negeri 
mempunyai sumber kewangan 
yang tinggi, sekali gus membuka 

lebih banyak peluang terhadap 
berlakunya kegiatan rasuah. 

"Negeri-negeri ada sumber 
lebih tinggi contohnya Selangor, 
yang merupakan antara negeri 
terkaya dan akses terhadap dana 
(awam) juga tinggi," katanya. 

Mengulas mengenai kenya-
taan bekas Perdana Menteri, Da-
tuk Seri Najib Tun Razak baru-
baru ini, yang tidak bersetuju 
dengan inisiatif kerajaan mewa-
jibkan ahli Parlimen termasuk 
pembangkang, mengisytiharkan 
harta masing-masing susulan 
mereka juga mempunyai sum-
ber pendapatan lain, selain elaun 
ahli Parlimen, Latheefa berkata, 
pengisytiharan itu adalah bagi 
memberi keadilan kepada se-
mua ahli Parlimen. - BERNAMA 

M E N T E R I Besar Selangor. Ami rud in Shari ( tengah) mengetua i bacaan lafaz Ikrar Bebas Rasuah sambil disaksikan o leh 
Latheefa Koya (dua dari kir i ) pada Majl is Menandatangan i Ikrar Bebas Rasuah Ahli-ahl i D e w a n Undangan Neger i Selangor 
2 0 1 9 di Shah Alam. semalam. - B E R N A 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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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RRUPTION

CIVIL SERVANTS TOP GRAFT ARREST LIST
Staff below 40 and
working in
procurement sector
committed most
offences, says
L a t h e e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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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RRUPTION

CIVIL SERVANTS TOP GRAFT ARREST LIST
Staff below 40 and
working in
procurement sector
committed most
offences, says
L a t h e e 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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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 T A  f r o m t h e
Malaysian Anti-Cor-
ruption Commission
(MACC) showed that

almost half of those detained for
graft from 2014 until June this
year were civil servants.

MACC chief Commissioner
Latheefa Koya said civil servants
made up 46.3 per cent of 4,860
persons arrested for graft of-
fences over the period.

Of those detained, half of them
were aged 40 and below.

“Most of the offences were
committed by staff in the pro-
curement sector.

“In addition, 53.4 per cent of
the 4,860 individuals detained by
the MACC for the same period
were young people, aged 40 and
b elow,” she said.

Latheefa said a survey under-
taken by MACC revealed that 22.1
per cent of respondents in the
public sector said they were will-
ing to accept bribes if they were

in a position of power.
“This needs to be addressed du-

ly so that graft offences among
civil servants can be eliminated,”
she said at the Selangor corrup-
tion-free pledge ceremony at the
state secretariat building here.

Present was Selangor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

Latheefa said to fight corrup-
tion among youths, MACC would
discuss with the Education Min-
istry on instilling integrity, noble
values and virtues in schools.

“We will be following up with
the ministry to ensure that good
values, integrity and anti-corrup-
tion principles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e school syllabus. That is
our focus. If we don’t do it now, it
may be too late,” she added.

In response, Transparency In-
ternational Malaysia (TI-M) said
major changes were needed with-
in the government setup to curb
corrup tion.

TI-M president Dr Muhammad
Mohan said of immediate con-

cern was the system governing
procurement divisions, the sec-
tion which MACC said was very
vulnerable to graft cases.

He suggested that those as-
signed to procurement divisions
should only hold the position for
a maximum of three years to pre-
vent corruption.

Government agencies, he said,
should also implement the Anti-
Corruption System MS37001,
with all staff made to undergo
training for this purpose.

“Government staff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channel informa-
tion to their department heads or
integrity units in the ministry on
any corruption case involving
their department,” he said.

He also said whistleblowers
should be rewarded, albeit con-
f i d e n t i a l ly.

“The Auditor General’s Depart-
ment should also give extra at-
tention to procurement divisions
during its annual audit.”

He called on the government,
especially the Youth and Sports
Ministry, to carry out preventive
programmes to educate the
youth on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corruption on the nation’s devel-
opment and economy.

Referring to MACC’s study that
found more than half of the civil
servants arrested were under 40,
he said youths should be edu-
cated and given early guidance to
prevent them from getting in-
volved in corruption as they en-
tered working life.

“The culture of rejecting cor-
ruption and chanelling informa-
tion on such offences should be
inculcated among the youth,
while the media can also help
MACC and the government by
publishing anti-corruption cam-
paigns in television, social media
and newspapers.”

The Education Ministry, he
said, could also collaborate with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like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hrough campaigns like the Anti-
Corruption Month to spread
awareness am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Selangor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 leading state executive councillors in the Selangor corruption-free
pledge ceremony at the state secretariat building in Shah Alam yesterday. PIX BY SADDAM YUS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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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 T A  f r o m t h e
Malaysian Anti-Cor-
ruption Commission
(MACC) showed that

almost half of those detained for
graft from 2014 until June this
year were civil servants.

MACC chief Commissioner
Latheefa Koya said civil servants
made up 46.3 per cent of 4,860
persons arrested for graft of-
fences over the period.

Of those detained, half of them
were aged 40 and below.

“Most of the offences were
committed by staff in the pro-
curement sector.

“In addition, 53.4 per cent of
the 4,860 individuals detained by
the MACC for the same period
were young people, aged 40 and
b elow,” she said.

Latheefa said a survey under-
taken by MACC revealed that 22.1
per cent of respondents in the
public sector said they were will-
ing to accept bribes if they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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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C chief urges MPs to fully declare assets
SHAH ALAM: The Malaysian Anti-
Corruption Commission (MACC)
has urged all members of par-
liament (MPs) to fully declare
their assets, which include inher-
ited properties and donations.

MACC chief Commissioner
Latheefa Koya said the lawmak-
ers must be transparent and not
wait until they become the sub-
ject of graft investigations.

“If a wealthy uncle died and left
you an inheritance, you must de-
clare. It’s the same if you received
a large donation. Declare it early
and not after we open an inves-
tigation, as it then will be a forced
admis sion.

“We want to be fair to you. So, if
you have other sources of income
apart from your salary, it is better
to declare them.

“This applies to your liabilities
too, so we can differentiate to pre-
vent any misconception. But let’s
start with asset declaration first,”
she said after witnessing the S e-
langor corruption-free pledge
c e re m o ny, which was led by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 in
the state secretariat h e re.

Latheefa was commenting on a
statement by former prime min-
ister Datuk Seri Najib Razak, who
had last month voiced his dis-
agreement with the mandatory
asset declaration for all MPs, in-
cluding the opposition.

Najib said it was unfair to com-
pel opposition MPs to declare
their assets as some had other
sources of income apart from
their monthly allowances.

He reasoned that the opposi-

tion was not part of the executive
body and it was unfair if their
income from other sources were
transferred into the same ac-
count and declared as assets.

The declaration, he said,
should only be based on their in-
come as MPs.

Latheefa said the asset decla-
ration should apply to politicians
with access to public funds at
both federal and state levels.

She urged state governments to
emulate the federal govern-
ment’s move to have MPs declare
their assets. Such a move, she
added, was necessary to prevent
abuse of power.

“We urge state governments to
declare the assets of each of their
assemblymen, not just their ex-
ecutive councillors. We will have

an ideal situation where we call
on local councillors to do it, too.

“State governments have an
abundance of resources. Selan-
gor is one of the richest states and
they have access to more funds

and resources.
“Whenever you have access to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hat involves public funds, this is
where you need to be transpar-
e n t ,” said Latheefa.

MACC chief Commissioner Latheefa Koya speaking at the Selangor
corruption-free pledge ceremony in Shah Alam yeste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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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C chief urges MPs to fully declare assets
SHAH ALAM: The Malaysian Anti-
Corruption Commission (MACC)
has urged all members of par-
liament (MPs) to fully declare
their assets, which include inher-
ited properties and donations.

MACC chief Commissioner
Latheefa Koya said the lawmak-
ers must be transparent and not
wait until they become the sub-
ject of graft investigations.

“If a wealthy uncle died and left
you an inheritance, you must de-
clare. It’s the same if you received
a large donation. Declare it early
and not after we open an inves-
tigation, as it then will be a forced
admis sion.

“We want to be fair to you. So, if
you have other sources of income
apart from your salary, it is better
to declare them.

“This applies to your liabilities
too, so we can differentiate to pre-
vent any misconception. But let’s
start with asset declaration first,”
she said after witnessing the S e-
langor corruption-free pledge
c e re m o ny, which was led by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 in
the state secretariat h e re.

Latheefa was commenting on a
statement by former prime min-
ister Datuk Seri Najib Razak, who
had last month voiced his dis-
agreement with the mandatory
asset declaration for all MPs, in-
cluding the opposition.

Najib said it was unfair to com-
pel opposition MPs to declare
their assets as some had other
sources of income apart from
their monthly allowances.

He reasoned that the opposi-

tion was not part of the executive
body and it was unfair if their
income from other sources were
transferred into the same ac-
count and declared as assets.

The declaration, he said,
should only be based on their in-
come as MPs.

Latheefa said the asset decla-
ration should apply to politicians
with access to public funds at
both federal and state levels.

She urged state governments to
emulate the federal govern-
ment’s move to have MPs declare
their assets. Such a move, she
added, was necessary to prevent
abuse of power.

“We urge state governments to
declare the assets of each of their
assemblymen, not just their ex-
ecutive councillors. We will have

an ideal situation where we call
on local councillors to do it, too.

“State governments have an
abundance of resources. Selan-
gor is one of the richest states and
they have access to more funds

and resources.
“Whenever you have access to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hat involves public funds, this is
where you need to be transpar-
e n t ,” said Latheefa.

MACC chief Commissioner Latheefa Koya speaking at the Selangor
corruption-free pledge ceremony in Shah Alam yesterday.

Headline MACC chief urges MPs to fully declare assets
MediaTitle New Straits Times
Date 20 Aug 2019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Local News Circulation 36,278
Page No 6 Readership 108,834
Language English ArticleSize 283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9,718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29,154



Terminal in dismal state 
With 45 shops unoccupied, Klang's bus station in Jalan Meru is not serving 
its purpose, but has instead attracted foreign traders to its vicinity. >2&3 

Underused facility: Klang Sentral bus terminal has few businesses operating on site and commuters do not feel safe at the premises. K.K. SHAM/The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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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floor of Klang Sentral bus terminal is closed off and in darkness because businesses have relocated elsewhere. (Left) Escalators to the first 
floor are barricaded because all the shops there are closed. - Photos: K.K. SHAM/The Star 

Utter neglect of Klang Sentral 
Shuttered shops, rundown state leave commuters feeling unsafe 
By EDWARD RAJENDRA 
edward@thestar.com.my 

Now only a few taxis remain 
here after e-hailing rides 
became more popular. 

Ananthan Munian 

I would not go to Klang Sentral 
without a friend. I feel unsafe 
here even in daytime. 

Ida Sulaiman 

KLANG Sentral bus terminal, which 
opened 11 years ago to ease the 
congestion at the old bus terminal 
in Jalan Pos Baru, has turned from 
bad to worse. 

It looks deserted as 45 shops in 
the double-storey building have 
been shuttered since August 2017. 

Food Station - a food court that 
used to occupy the first floor of 
Klang Sentral along with other 
shops and the ticketing counters -
are no more as the businesses have 
shifted to other commercial areas 
because of a lack of customers. 

Escalators to that level are not 
functioning and have been barri-
caded off. 

The bus hub established opposite 
Setia Alam township off Jalan Meru 
now has only five booths selling cig-
arettes, snacks and soft drinks on 
the ground floor. 

Foreign traders have taken up 
three lots along the perimeter of the 
building and have converted the 
space into restaurants where tables 
and chairs occupy the parking bays. 

StarMetro spoke to commuters 
and some of the women said 
they "felt unsafe" in the "empty" 
terminal. 

Kindergarten teacher Ida 
Sulaiman, 28, who had just alighted 

Foreigners have opened food stalls in front of the terminal and put tables and chairs on the parking bays. 

from an express bus, said she did 
not feel safe there even at daytime 
because there was no proper light-
ing and the unoccupied shops left 
the place quiet. 

"Maintenance is lacking and the 
whole complex looks run down. 

"I would not be at the bus termi-
nal without a friend," she said. 

Ida added that there was a need 
for police presence. 

Student Hazim Shazali, 21, who 
was waiting for his e-hailing ride, 
said Klang Sentral was not a safe 
place. 

"I understand that commuters, 
young and old and especially 
women, feel unsafe especially after 
6pm waiting for a bus here or even 
just walking to and from this bus 
terminal. 

"The area is deserted because the 

commercial building next door is 
also vacant," he noted. 

Hazim said the area was in pitch 
darkness at night as the street lights 
were not working. 

The bus terminal was built by a 
private company as a joint-venture 
project with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In return, the council leased the 
complex to the company for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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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ps inside Klang Sentral are shuttered and 

U 
The area is deserted because 
the commercial building next 
door is also vacant. 

Hazim Shazali 

years to manage the terminal's 
operations, which involved relocat-
ing the North Klang bus terminal 
from Jalan Pos Baru to the hub in 
Persiaran Klang Sentral 1/Ku5. 

Express buses that used to pick 
up commuters from Jalan Kepayang 
were also moved to Klang Sentral. 

It now serves as a transport ter-
minal for outstation express buses, 
intercity buses and taxi service. 

Klang and Selangor Coast Rental 
Car and Taxi Association treasurer 
Ananthan Munian, 51, said there 
used to be many taxis serving com-
muters in mid-2008 when the termi-
nal first opened, but now only a few 
taxis remained after e-hailing rides 
became more popular. 

Taxi driver M. Prakash, 38, said 
the terminal was no longer a 
vibrant hub and it was in dire need 
of proper maintenance. 

He highlighted that cleanliness 

was an issue. 
"The site and its vicinity are in a 

deplorable condition. 
"Deep potholes on the road at the 

entry point of Persiaran Klang 
Sentral 1/Ku5 and along the stretch 
pose a danger to motorists. 

"It becomes extremely dangerous 
for two-wheelers, cars and buses 
when the potholes are waterlogged 
during rain and they are concealed. 
The street needs immediate resur-
facing," he added. 

One local who rims a shop in the 
bus hub, Shamsul Kamar Abdul 
Razak, 49, concurred that the bus 
terminal was in bad shape and 
needed immediate repairs. 

"I feel MPK and the private man-
agement that operates the bus hub 
have neglected the building. 

"It is time to make an effort to 
make it vibrant again. 

"Locals must be encouraged to 

the place is deserted. (Right) Shamsul, who runs a shop at Klang Sentral, says the bus terminal needs immediate repairs. 

Potholes 
along 
Persiaran 
Klang Sentral 
1/Ku5 are 
concealed by 
rainwater and 
become a 
danger to 
motorists. 

Motorcycles parked outside Klang Sentral bus terminal o f ten get vandalised. 

utjue nere jjui presenuy, we nna 
foreigners operating food stalls at 
the site," said Shamsul. 

Klang Consumer Association 
president Devadass Anjan said the 
Klang Sentral bus hub was a con-
cern but MPK did not seem both-
ered by the pathetic situation. 

"It is time MPK and Selangor 
Government respond to the people's 
complaints that have yielded no 
results. We must revive the bus 
hub," he said. 

U 
The terminal is in dire need 
of proper maintenance and 
cleanliness is an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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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inal in dismal state 
With 45 shops unoccupied, Klang's bus station in Jalan Meru is not serving 
its purpose, but has instead attracted foreign traders to its vicinity. >2&3 

Underused facility: Klang Sentral bus terminal has few businesses operating on site and commuters do not feel safe at the premises. K.K. SHAM/The Star 

Headline Utter neglect of Klang Sentral
MediaTitle The Star
Date 20 Aug 2019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Metro Circulation 175,986
Page No 1TO3 Readership 527,958
Language English ArticleSize 2351 cm²
Journalist EDWARD RAJENDRA AdValue RM 118,772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356,316



The first floor of Klang Sentral bus terminal is closed off and in darkness because businesses have relocated elsewhere. (Left) Escalators to the first 
floor are barricaded because all the shops there are closed. - Photos: K.K. SHAM/The Star 

Utter neglect of Klang Sentral 
Shuttered shops, rundown state leave commuters feeling unsafe 
By EDWARD RAJENDRA 
edward@thestar.com.my 

Now only a few taxis remain 
here after e-hailing rides 
became more popular. 

Ananthan Munian 

I would not go to Klang Sentral 
without a friend. I feel unsafe 
here even in daytime. 

Ida Sulaiman 

KLANG Sentral bus terminal, which 
opened 11 years ago to ease the 
congestion at the old bus terminal 
in Jalan Pos Baru, has turned from 
bad to worse. 

It looks deserted as 45 shops in 
the double-storey building have 
been shuttered since August 2017. 

Food Station - a food court that 
used to occupy the first floor of 
Klang Sentral along with other 
shops and the ticketing counters -
are no more as the businesses have 
shifted to other commercial areas 
because of a lack of customers. 

Escalators to that level are not 
functioning and have been barri-
caded off. 

The bus hub established opposite 
Setia Alam township off Jalan Meru 
now has only five booths selling cig-
arettes, snacks and soft drinks on 
the ground floor. 

Foreign traders have taken up 
three lots along the perimeter of the 
building and have converted the 
space into restaurants where tables 
and chairs occupy the parking bays. 

StarMetro spoke to commuters 
and some of the women said 
they "felt unsafe" in the "empty" 
terminal. 

Kindergarten teacher Ida 
Sulaiman, 28, who had just alighted 

Foreigners have opened food stalls in front of the terminal and put tables and chairs on the parking bays. 

from an express bus, said she did 
not feel safe there even at daytime 
because there was no proper light-
ing and the unoccupied shops left 
the place quiet. 

"Maintenance is lacking and the 
whole complex looks run down. 

"I would not be at the bus termi-
nal without a friend," she said. 

Ida added that there was a need 
for police presence. 

Student Hazim Shazali, 21, who 
was waiting for his e-hailing ride, 
said Klang Sentral was not a safe 
place. 

"I understand that commuters, 
young and old and especially 
women, feel unsafe especially after 
6pm waiting for a bus here or even 
just walking to and from this bus 
terminal. 

"The area is deserted because the 

commercial building next door is 
also vacant," he noted. 

Hazim said the area was in pitch 
darkness at night as the street lights 
were not working. 

The bus terminal was built by a 
private company as a joint-venture 
project with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In return, the council leased the 
complex to the company for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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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ps inside Klang Sentral are shuttered and 

U 
The area is deserted because 
the commercial building next 
door is also vacant. 

Hazim Shazali 

years to manage the terminal's 
operations, which involved relocat-
ing the North Klang bus terminal 
from Jalan Pos Baru to the hub in 
Persiaran Klang Sentral 1/Ku5. 

Express buses that used to pick 
up commuters from Jalan Kepayang 
were also moved to Klang Sentral. 

It now serves as a transport ter-
minal for outstation express buses, 
intercity buses and taxi service. 

Klang and Selangor Coast Rental 
Car and Taxi Association treasurer 
Ananthan Munian, 51, said there 
used to be many taxis serving com-
muters in mid-2008 when the termi-
nal first opened, but now only a few 
taxis remained after e-hailing rides 
became more popular. 

Taxi driver M. Prakash, 38, said 
the terminal was no longer a 
vibrant hub and it was in dire need 
of proper maintenance. 

He highlighted that cleanliness 

was an issue. 
"The site and its vicinity are in a 

deplorable condition. 
"Deep potholes on the road at the 

entry point of Persiaran Klang 
Sentral 1/Ku5 and along the stretch 
pose a danger to motorists. 

"It becomes extremely dangerous 
for two-wheelers, cars and buses 
when the potholes are waterlogged 
during rain and they are concealed. 
The street needs immediate resur-
facing," he added. 

One local who rims a shop in the 
bus hub, Shamsul Kamar Abdul 
Razak, 49, concurred that the bus 
terminal was in bad shape and 
needed immediate repairs. 

"I feel MPK and the private man-
agement that operates the bus hub 
have neglected the building. 

"It is time to make an effort to 
make it vibrant again. 

"Locals must be encouraged to 

the place is deserted. (Right) Shamsul, who runs a shop at Klang Sentral, says the bus terminal needs immediate repairs. 

Potholes 
along 
Persiaran 
Klang Sentral 
1/Ku5 are 
concealed by 
rainwater and 
become a 
danger to 
motorists. 

Motorcycles parked outside Klang Sentral bus terminal o f ten get vandalised. 

utjue nere jjui presenuy, we nna 
foreigners operating food stalls at 
the site," said Shamsul. 

Klang Consumer Association 
president Devadass Anjan said the 
Klang Sentral bus hub was a con-
cern but MPK did not seem both-
ered by the pathetic situation. 

"It is time MPK and Selangor 
Government respond to the people's 
complaints that have yielded no 
results. We must revive the bus 
hub," he said. 

U 
The terminal is in dire need 
of proper maintenance and 
cleanliness is an issue. 

M. Prak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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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WIN KUMAR
AMAR SHAH MOHSEN

7 Civil  servants  susceptible  to  graft:  Latheefa -p2 

22% of civil servants 
susceptible to bribes

SHAH ALAM: Nearly a quarter of all civil 
servants are prepared to take a bribe if they 
have the power or are in a position to make a 
decision, according to Malaysian Anti-
Corruption Commission (MACC) chief 
Latheefa Koya. 

She said a research by MACC showed that 
22.1% of civil servants were happy to accept 
bribes. 

“Of the 4,860 individuals arrested from 
2014 to June this year, 46.3% were civil 
servants. A total of 53.4% of them were aged 
40 and below,” she said after attending the 
Selangor state government’s corruption-free 
pledge. 

She said most of those arrested were in the 
procurement sector. Latheefa said MACC will 
be working with the Education Ministry to 
include integrity and the importance of 
fighting corruption in the school syllabus.  

“This is to teach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bout the dangers of graft,” she added. 

On the pledge, Latheefa said it was self-
regulatory and a preventive measure that 
should be emulated by all states. 

She said 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enactment, when passed, would enable the 

people to gain access to information about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is could go a long 
way in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It would be best if all state assemblymen 
also declare their assets. Anyone who has 
access to public funds and makes decisions 
in regard to those funds should declare their 
assets. This is to avoid misuse of funds.”  

She said the same should apply to all MPs.  
“Even donations they receive must be 

declared. Don’t wait until they are being 
investigated. It’ll be too late by then.” 

Latheefa said MACC was also looking into 
proposing laws that would allow the 
authorities to look at people’s lifestyle and 
ascertain if their income matched that 
lifestyle. Selangor Mentri Besar Amirudin 
Shari said the state had all the mechanisms 
and commitment to help tackle graft. 

He said the pledge was now limited to 
state executive councillors because they had 
executive powers. “Information of each exco 
member’s wealth is available on the state 
government website.”

oMACC:  Most of those 
arrested from  
procurement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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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desk@thesundaily.com

Latheefa witnesses the signing of the corruption-free pledge by Amirudin (seated) in the presence 
of other members of the state Selangor secretariat. –  ASYRAFRASID/THE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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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1 9日訊）雪州大 

臣阿米鲁丁指出，雪州政府 

将研究，是否立法规定所有 

州议员申报财产，以跟隨囯 

会及中央政府的步伐。
他说，雪州政府早前2009年或 

2010年，已规定所有行政议员必

须申报财政，而且有关资料也张 
贴在雪州政府网站。

他指出，雪州政府采取上述的 
政策，主要是认为雪州行政议员 
的拥有一定的权力，因此需要申 
报他们的资产。

大臣也以他为例说，他在出任

雪州大臣之后，他也已申报了其 
资产。

他今日出席雪州常月集会活动 
后，如是指出。

跟隨中央步伐

阿米鲁丁指出，雪州行政议员

政

視選區大小及人數調整撥款
#州大臣阿米鲁丁指出，州政府将根据选区大 
^小，及选民人数的数量调整选区拨款。
他是受询及双比溪比力区州议员刘天球之前所 

提出的选区拨款时，如是指出。
他说，州政府是应雪州议员要求，根据州选区 

的大小和选民人数的数量调整选区拨款。
他说，一些选区较大和大选民人数较多的选

区，所获得的选区拨款也较多，但彼此差距也不 
会太大，介于7万至8万。

“我之前已针对此课题回应了 3次，况且目前 

中央政府也是希盟政府执行，除了来自雪州政府 
拨款，国会议员也是有获得拨款，因此使用在选 
区的拨款会比以前多。”

在出席雪州政府各相关会议包括 
行政会议、雪州经济行动理事会 
等时，都有签署一项文件，表明 
没有涉及相关利益。

对于反贪委员会主席拉蒂花建 
议各州应效仿中央政府及国会， 
立法规定所有国会议员必须要申 
报财产时，大臣说，相信目前是 
有此可能（要求所有州议员申报 
财产），因为州议员服务中心也 
涉及使用选区拨款。

“尤其是早前也曾发生过有州 
议员滥用拨款，而遭其党投报的 
情况。”

“州政府将会深入再研究，以 
确定是否将跟随国会和中央政府 
的步伐，立法限制所有州议员都 
必须要申报财产。”

今次的常月集会的主办单位是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当局也在活 
动上推介辉煌条纹，并移交国旗 

给所有地方政府和土地局等。

雪政府簽反貪宣言
(莎阿南I9曰讯）雪州政府终签署了签 

署反贪宣盲。
雪州大臣和所有雪州行政议员，今曰在 

反贪委员会主席拉蒂花见证下，签署了反 
；^宣言，这也是雪州政府首次签署反贪宣
S 〇

反贪污委员会前首席专员丹斯里袓基菲 
里阿末于2018年指各个州属已签署了反贪 

宣言，包括槟州和丹州政府，仅剩雪州， 
当时雪州政府旗下机构和政联同样签署了 
反贪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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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邦再也i9日讯）隆雪家具公 

会在乌鲁雪兰莪县双文丹双溪布亚 

雅（Sg Buaya.)，扭定建立集中式 

“雪州囯际家具城”，总面积占地 

700英亩。

隆雪家具公会、B&G PROPERTY及MJD 

LAND今日卞午在梳邦再也One City The 

Place展览馆，举行签署合作备忘录仪 

式，由雪州大臣阿米鲁丁主持工业地亮灯 
J隹ZrtL。
j会长i督李光森致词时说，经过li年努 
力和坚持，终于鉴定上述地段，发展为家 
具城，也希望雪州政府的支持，并同意把 
计划取名为“雪州国际家具城”。

他说，“雪州国际家具城”，是一个集 
中式的家具城，主要是凝集雪隆一带的家 
具业，打造一个完善的工业地段，将同业 
集中经营，通过专业规划及统一管理，减 
少资源浪费，方便国内外买家集中采购。

佔地7QQ英畝

他指出，该家具城占地7〇〇英亩，总共 
将会有400个地段，他们将推动首阶段工 
业地，首阶段共213英亩，总共有181个地 

段，目前已开放让家具业的会员预购，该 
工业地的售价为每平方尺38令吉。

他说，该公会预计一年后让所有购买者 
签署销售协议，并于2022年可交出“吉 

地”予购买者业。

■吴明璋（坐者左起）、李光森及沙拉夫丁签署合作备忘录。后排左起穆哈米、 

邱曜仲、许烺裕、阿米鲁丁、阿米鲁法米及苏启志。

他重申，家具工厂合法性问题，是 
继劳工及原材料之后，影响马来西亚 
家具业的第三大问题，随著家具城的 
设立，业者可以迁厂至该合法地段以 
解决工厂合法化的问题。

今日出席者计有雪州大臣阿米鲁 
丁、B&G capital Sdn Bhd主席丹斯 
里吴明璋和副董事经理苏启志、mjd 

Land Sdn Bhd总执行长阿米鲁法米、 

董事沙拉夫丁、马来西亚家具总会总 
会长邱曜仲、隆雪家具公会荣誉会长 
兼理事许烺裕等。

X
臣

助
解
決
非

…州大臣阿米鲁丁重申，雪州政府非 
常支持“雪州国际家具城”，相信 

家具城的设立将有助于解决的非法工厂 
冋题，尤其是家具业。

他说，在雪州一带有相当多家具或者 
是相关的工业，其中包括双溪毛糯一 
带，而且有部分也涉及非法工厂。

他指出，雪州政府之前推动非法工厂 
漂白活动，但因为业者需要缴付相当高 
的地价，也让一些非法工厂的业者止
止

少C

去年帶來98億出□收入
_I ▲ \[/

前
:光森指出，家具工业出口排全球的 
'前12名，2018年家具业马来西亚带 

来98亿令吉的出口收入，马来西亚家具 

是“马来西亚制造”的产品，为国家经 
济的増长做出贡献。

李光森说，该家具城将能够创造更多 
就业机会、减少雪州的非法工厂、促进

出口的经济成长、通过提升本地家具的 
质量减少进口，増加国家消费、建立设 
计院培养更多本地家具设计师等。

他说，该家具城将由雪州国际家具城 
官f理私人有限公司开发和管理，由发 
展商MG PROPERTY规划及发展。

“一旦该家具城成立，将能协助业者 
把工厂迁移到该合法的地段，让工业合 
法化，将有助于推动该工业的发展，増 
加出口率。”

阿米鲁丁说，去年的家具产品的出口 
总额是98.3亿令吉，略微减少3°。，雪州 

—出口总额的30°。以上。
他说，在去年国内的家具消费值是96 

亿令吉，他对于国内的家具生产保持乐 
观的态度，因为马来西亚所生产的家具 
是有素质的产品。

他指出，今年首5个月的家具产品的 
总出口额达41.3亿令吉，比去年同期的 
37.7亿令吉增加了 9.6%。

廠
問
題

■慕哈米（左起）、邱曜仲、许烺裕、李光森、阿 

米鲁丁、吴明璋、沙拉夫丁、阿米鲁法米及苏启志 
为雪州国际家具城主持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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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賽第3轮

B组：八打灵再也市球会胜玛拉工艺大学1比0 

小组第4轮

时间 组别主队先列

9:00pm A组吉打对雪兰莪发展机构 

(比赛在达鲁阿曼体育场举行）

9:00pm D组警察对雪兰莪 

(比赛在吉隆坡体育场举行）

明曰賽程（21曰)

今日賽程（20日)

前日成績（1阳)

馬來西亞杯足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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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
■阿米鲁丁（右）签署本身的廉正宣言后，亲手移交给拉蒂花。

(莎阿南19日讯）反贪污委员 “这种情况必须根治，以杜绝公务

会首席专员拉蒂花透露，反贪会员涉贪现¥。只要这些权力存在，总

在一项调查中发现，多达22.1% 

的公务员坦承，一旦掌握了杈 

力，他们愿意涉贪！

会有人愿意铤而走险，这也是我对雪 

州政府愿意签署廉正宣言之举表示欢 

迎。”
文轉A8 ♦

■拉蒂花（左7)见证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左6)率领州行政议员，签署廉正宣言。右图为也是签署廉正宣言主要官员之一的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攝影：練國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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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遺產捐款皆須申報
拉蒂花也指 

出，国内青 

年涉及贪污 

的比例有上升趋势，反贪会截 
至今年6月共扣留了4860人，多 

达一半以上为40岁以下人士， 

被扣人士中有46.37。是公务员， 

大部分来自采购组。

拉蒂花今日见证雪州政府签 

署廉正宣言后也指出，那些申 

报财产的议员必须申报他们除 

了担任议员之外的收入，包括 

他们所获得的遗产，除了公布 

有多少资产，也要申报他们背 

负多少债务。

“比如说，如果某位议员有 

一个富裕的亲戚过世，并将遗 

产传给他，他就必须申报，他 

人提供的捐款也必须申报。

“总之，早申报比被逮捕后 

才查到有多少资产好，而且也 

要申报背负的债务，才让反贪 
会可以从中做出比较。”

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早前指 

出，政府若规定反对党议员将 
担任议员以外的收入纳入申报 

议员收入中，是不公平之举。

另一方面，拉蒂花也说，目 

前已签署廉正宣言的联邦政府 
机关，分别是25个部门、646个 

局、281个州政府分局、214个 

政府机构、51个政府大学、109 

个政联公司、65个私人企业、 

54个非政府组织和8个基金会。

“雪州多达52个机构已签署 
廉正宣言，分别是44个政府部 

门、2个私人企业、3个政联公 

司和2个非政府组织。”

副手入院勿亂揣測

拉
蒂花也呼吁外界不要再对 

其副手，拿督斯里阿占荅 

基入院的消息多做揣测。

她说，反贪会方面已多次重 

申阿占答基入院并非重大课 

题，只是一个生病人士请病假 

的琐碎事而已。

“我在此呼吁媒体不要再对 

反贪会所做的事炒作或政治 

化，我们必须摆脱任何政治操 

作，请让我们好好的执行我们 

的任务。”

拉花也吁请所有获得公共

资金的从政者必须申报财产， 

以避免与贪腐活动扯上关系。

她说州议员及市议员需要申 

报财产，因为州政府有多财务 

资源，会有很大机会发生贪腐 

活动，申报财产避免从政者被 

指控涉贪。

“获得选区拨款等公共资金 

的从政者依旧需要申报财产。 

每个州政府不只是雪兰莪州的 

州行政议员，甚至州议员及市 

议员都应该申报财产。

和珅，史上大貪官

T^rr提到贪官时，不得 
不提起历史上恶 

名昭彰的清朝大贪官和 

坤，那和珅究竟是何方

神圣？

据历史记载，和珅 
(1750年T月 1 日一1799

年2月22日）在乾隆皇 

帝统治期间官拜正一品 

文华殿大学士、领侍卫 

内大臣兼领军机大臣等 

职位。

和珅初为官时精明强

干且清廉，但随著权力 

的増长，其私欲也曰益 

膨胀，身为满清八旗子 

弟之1的和珅触犯条 
例，开设当舖75间，设 

大小银号300多间，且 

跟英国东印度公司、广 

东十三行有商业往来， 

成为成为后世口中权倾

天下、富可敌国的“贪 

官之王”、“贪污之 

王。”

k著乾隆皇帝驾崩， 

和珅便遭其继任者嘉 

庆帝革职下狱，更在 
其住家发现2000万至 
3000万两白银，兼并全 

国千百万顷的土地以及 
219间房产。

据了解，和珅所聚敛 

的财富，约值八亿至 

十一亿两白银，其所拥

和贪 
珅官 

是圣
富王 
可■" 
敌。 
国 
的

有的黄金白银与古玩珍 
宝，超过了清朝政府15 

年来财政收入的总和。

♦文接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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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家驊：10月新APP更新藥師證書

■吧生滨海中医中药业联合会44周年会庆晚宴。热心赞助人与贵宾联合剪彩、击鼓及鸣锣开幕，前排左起江保豫、丁家 

骅、李旗豹、邓章钦、罗锦峰及廖桂蕃。

(巴生1 9日 

訊）雪州行政议 

员拿督邓章钦指 

出，制药业发展 

空间大，建议中 

医药业除了重视 

传统中医药发 

展，也推动和发

鄧章欽：發展空間大

&来西亚华人医药总会总会 
$长丁家骅指出，总会将 
于10月启动新的手机应用程序 
(APP)更新中医师和中药师证 

书，会员可直接上网向总会查 
询更亲斤。

k也说°，总会分别于2000年 
和2009年进行了中医师和中药 

师的登记工作，截至目前在总 
会已登记的中医师达3000多 
人，针灸师500人、中药师亦达 
至3000人。今年10月，总会将

他说，马来西亚国情不同， 
中药应该融合当地民族医药， 
以符合本地的法规、标准和民 
族文化习惯的方式进入和发 
展。

“同时，加快对传统中医药 
生产企业改造，设备更新，改 
进药品生产方式，大力推进GMP 

认证工作，使传统药品企业在 
生产技术及生产方式上能够逐 
步与国际水平接轨，提高中医 
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他说，马来西亚药管局(NPRA 

)，近期也对药品生产商提出新 
的指示和要求，如果生产商面 
临问题，也可以联络秘书处了 
解详愔

“其°次，规范医药产品市 
场，严厉打击劣质、假冒产 
品，确保医药产品的质量，并 
改进提高中医药产品的内外包 
装，做到精美实用。”

製藥業
23曰亞細安中醫藥學術會

展制药业。

他说，年轻人对中医中药系有兴趣，主要是私 
人大学开办课程。可是在制药方面的规模还不够 
大。

“虽然有几家家喻户晓的制药厂，但对中医中 
药的国内外需求和市场，是我们可以 
大展拳脚的市场。”

他呼吁公会集思广益，累积多年的 
经验和资源，在大马医药协会进行探 
讨和发展保健品制造业。

邓章钦也说，马来西亚华人医药总会总会长丁 
家骅提到中医每年要更新证书有6000多人，可见 

中医深受欢迎，估计大马的中医中药业是中国以 
外的最大参与者，中华文化的瑰宝之一，通过华 
文教育把几千年的中医医术保留下来并发扬光

大，值得骄傲。
他说，鲁州注重制造业，占了全国经济成长 

(GDP) 28%这几年经济发展迅速稳定，截至今 
年6月是东盟发展最好的国家之一。

一广家骅指出，第十二届亚细安中医药学术大会于8月23至25

」曰，在泰国曼谷召开，马来西亚华人医药总会，是5个联办 
单位之一，总会理事已经通过赞助1万令吉给参加者，希望他们 
能在大会上汲取宝贵的中医药经验和新知识，并与各国医药界精 
英互相交流、切磋。

与此同时间，总会再次代表马来西亚参加第二届中国(甘肃）中 
医药业博览会，带领了 4间马来西亚中药厂商展出产品，并连同 

马来西亚副卫生部长李文材医生及工生部官员一起前往陇西兰州 
考察当地中药材市场，并和甘肃省商务厅，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探讨加强在中医、中药材领域交流与合作，共同促进中医药 
发展和双边务实合作。

探討生命科學製藥業

“同时雪州政府重视生命科学领域 
发展，联邦政府并提供制药业发展 
津贴和奖掖，中医药业可朝此方向探 
讨。”

他昨晚出席吧生滨海中医中药业联 
合会44周年会庆晚宴上致词时，制 

药业发展，可由中国带动做研究，结 
合本地资源的特殊特点，相信本地中 
医中药业未来发展和前景一片光明。

李旗豹：修法不利中醫業發展

吧生滨海中医中药业联合会 
主席李旗豹指出，政府于

■吧生滨海中医中药业联合会理事共切44周年蛋糕，左4起为江保豫、邓章钦、李旗豹及丁家骅。

2016年修改传统及辅肋医药 

法令，对中医药业发展不利， 
包括即将执行的传统医药法令 
和已落实的医药广告法令、医 
药器材法令、新药剂法令、野 
生动物法令、12种中草药被禁 

等，对中医中药界未来说，是 
种感叹。

他说，不过总会在近期内， 
都有在各地举办讲座会，就比

如安排会员们听解(AKTA 775) 

讲座会和其他讲座会，这些都 
能够助于中医中药界有所改变 
和起到专业水平。

出席嘉宾包括雪隆华人药业 
公会会长罗锦峰、森美兰中医 
中药联合会会长梁裕发、永久 
顾问文业景医师、杨展辉医 
师、郭发庆、吉隆坡中医学院 
院长也是该会医务顾问李立明 
教授、筹委会主席江保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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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位于229路的公共火 

化场。

11.04 PA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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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从早上8时到下午5时，共有三个 

火化炉〇
他说i死者家属只需要通过简单的 

程序填写表格就可以申请火化服务， 
包括提供家属身分证、死者身分证及 
医院或警方准证即可。

入不敷出補貼經營

“巴生公共火化场的收费为150令 
吉，公共假期则180令吉。”

他说，在2014年至2018年，公共火 
化场每年处理的火化尸体，以2015年 
最低，为756具，最高是2018年，共 
963具。

“2019年截至6月，则已处理了 497 

具尸体，收入为7万7345令吉。”
他说，公共火化场一年的开销，预 

计是21万令吉，收入往往入不敷出， 

但依旧以补贴的方式经营。
任何有需要相关服务或疑问的民 

众，可联络当地地方政府或市议员， 
或亲自到公共火化场办理程序。

林淑慧

(吉隆坡19日訊）雪州4个地 

方政府为非穆斯林提供廉宜收 

费的公共火葬服务，最低价格 

从150令吉起，比私人火化场相 

比，至少便宜2、300令吉。

提供低收费公共火葬场服务的地方 
政府，包括八打灵再也市政厅、莎阿 
南击政厅、梳邦再也市议会和巴生市 
}义 〇

根ig《中国报》了解，有的火葬场 
已为社区服务至少40年，尤其低收入 

家庭可以用最低的费用处理殡葬事 
宜

°公共火葬场服务最低从150令吉* 
起，有的因为公共假期而额外徵收30 

令吉费用，与私人火化场相比，至少 
便宜2、300令吉。

其中巴生市议员黄智荣受访时指 
出，巴生的公共火化场自2004年4月 
操作，位于五条路（Simpang 5)，

★梳邦再也公关副主任阿茲法里查

#们的公共火化场位于蒲种14哩，收费为180令吉，外 
M国人的收费是250令吉。

公共火化场的操作时间是早上9时至下午6时。

★莎阿南市政厅公关主任沙林

#们在第21区所设立的公共火化场共有3个火化炉， 

是和富贵山庄配合。
只要是居住在莎阿南的居民，火葬费低至200令吉， 

但必须获得莎阿南市政厅管辖范围国会议员、州议员 
或市议员的核准。

我们也为家境贫困的莎阿南非穆斯林群体提供免费 
的骨灰瓮服务，仅限3000个单位。

經營已有40年

其实归源也有火化场，收费是700令吉，我们的是成人收 
费180令吉，12岁或以下是100令吉。

火化场是由市政厅全权拥有。所以我们的开销包括人 
工、维修和煤气。

巴生公共火化場屍體焚燒數據及收入

年份 尸体焚烧（具） 收入

2014 828 13万2420令吉

2015 756 12万1151令吉

2016 910 14万4090令吉

2017 925 14万7810令吉

2018 963 15万3240令吉

2019截至6月 497 7万7345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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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明年招標提升道路

道路分界線模糊不清
_文接C1

有关道路是乌冷区居民往来 
加影、吉隆坡等地的主要道 
路，平日交通流量非常高，而 
且还有许多罗厘进出，以致道 
路经常破损，道路安全性也不 
足，经常发生车祸，若车祸情 
况严重，如罗厘翻覆，整条 
道路便陷入交通瘫痪。

居民对于道路多年未能提 
升感到不解，为此，艾德里 
说，乌冷地区周遭道路如双

溪德加里路（Jalan Sungai 
Tekali)和一些住宅区道路， 

都获得雪州政府拨款提升，但 
乌冷路由公共工程局管辖，必 
须由中央政府拨款提升。

他说，公共工程局已向工程 
部申请提升整条乌冷路，包括 
从蕉赖九哩路段一直到呀吃 
十四哩，不过至今只有蕉赖九 
哩路段的提升工程获得批准。

他已致函财政部，要求财政 
部关注提升整条乌冷路，无奈 
中央政府仍在努力巩固国家财 
务状况。

针对道路许多分界线已模糊不清，都 
未能获得维修，他说，乌冷工程局还在 
等待公共工程局的维修批准，一旦拨款 
被批，将马上进行维修工程。

■靠近蕉 
赖九哩的路段 

即将获得提 

升。

Page 2 of 3

20 Aug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1,C2
Printed Size: 2005.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39,549.74 • Item ID: MY0036986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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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移交拨款绐安邦九皇爷洗肾中心、安邦老人院、安邦华小、安新华小和菩 
提之家后合照为念；左2起为陈星华、方德强、梁国伟、祖基菲和何金福。

安邦陽光花園平安宴

競標福品_
(吉隆坡19日讯）安邦阳光花园第18 

届工商/小贩/居民庆赞中元平安晚宴 
昨晚已圆满结束，即使天不作美下起了 
倾盆大雨，也无阻众人响应支持年度盛 
会，并踊跃参与多项福品的竞标，让千 
人晚宴划上完美句点！

主办单位共准备了 12件福品供出席的 

各界善男信女参与投标，大会也拨出 
款项给安邦九皇爷洗肾中心、安邦老人 
院、安邦华小、安新华小和菩提之家。

守護好傳統節曰

大会理事会主席陈星华指出，安邦阳 
光花园的盂兰胜会平安晚宴已进入了第 
18个年头，首度在雨中度过，但这也是 

象徵著众人回家都会“日日发”。
“我也感谢各界人士历年来给予安邦 

阳光花园工商/小贩/居民庆赞中元的 
活动，也希望大家在晚宴上可尽心而 
归！”

他昨晚出席安邦阳 
光花园第18届工商/ 

小贩/居民庆赞中元 
平安晚宴时，这么指 

[■=' \出；出席者有安邦再 
也市议员何金福、 

袓基菲、公正党安邦区会副主席方德强 
等。

°大会名誉顾问兼马华班丹区会主席拿 
督梁国伟指出，我国华人充满热爱中华 
文化的精神，无论是华人新年、盂兰胜 
会、中秋晚会和端午节等的传统节曰， 
多年来都保护和守护得很好。

他指出，我国的华文教育也是除了中 
国、台湾、香港和澳门，保存到最完整 
的教育系统，全赖于华裔子弟多年来的 
守护，就算面对政府的政策和风吹草动 
都会团结一致抵抗到底。

“可是新政府却在明年华、淡小马来 
文课本中，加入了认识爪夷字单元，为 
华社増加了无限忧愁和担忧，华社也怀 
疑政府有远大的政治工作目标，甚至担 
心这会成为华小变质的缺口。”

他也促请华裔政党保持族群的权利， 
而华社本身也要当自强和团结起来，反 
抗爪夷文的推行。

■安邦阳光花园第18届庆赞中元平安晚宴获得众人的热烈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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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l9日訊）槟州智能泊车系统 

的手机应用程式“难产”？

尽管承包商昨日推介礼上宣布，民众可在本月 
19曰（周一）凌晨12时01分就可下载手机应用程 
式，而且首1万名下载及完成注册者还可获5令吉存储 
额，但截至今午12时，Android手机用户仍无法下载 

有关应用程式。
槟岛市政厅今日也在面子书专页发文告指，将致函 

要求有关承包公司做出解释，并将继续监督此事，希 
望尽快获得解决。

僅10S用戶可下載

另一方面，本报记者今早11时左右，致电负责此智 
能系统的HeiTech Paduy Berhad的项目总监沙法鲁 
丁，对方坦言目前Andr〇1 d用户仍无法下载手机应用

程式，但=〇S用户已可以下载有关应用程式。

他说，他们目前正召开紧急会议，针对此事作出 
讨论，同时也保证会保留或开放5令吉优惠，给成功 
下载有关应用程式Android用户。

较后，该承包公司发表文告指，他们对Android用 

户至今仍未成功下载有关应用程式感到抱歉，目前正 
在采取行动解决问题，同时也将増加1万个5令吉存储 
额给首1万个Android用户。

这意味著，该公司将各发出1万个5令吉存储额优惠 
i〇S用户及Andrrnd用户，即总共发出2万个5令吉存储 

额优惠。
任何详情，可联络该公司03-80268128询问，或是 

电邮至support_psp®htpsmartsolution. com.my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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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濱海中醫中藥業聯合會晚宴

■江保豫（左三起）、邓章钦、李旗豹、丁家骅及罗錦峰共同为会庆主持 

切蛋糕仪式。

鄧章欽：雪政府提供津貼 及野生动物法令 

等。

中醫應投入製藥業
(巴生1 9日 

讯）雪州行政议 
员拿督邓章钦声 

称，雪州政府重 

视生命科学领域 

发展，提供制药 

业发展津贴及奖 

掖，建议我国华 

人中医中药业可 

往这方面跨足探 

讨，未来会有相 

当大的发展空 

间。

究，结合本地资 

源的特点；相信 

只要大家往这方 
面思考，本地中 

医中药业会有光 

辉的前景。

他形容，中医 

中药是中华文化 

的瑰宝之一，通 

过华文教育传 

承，把有数千年 

历史的中华医术 

保留下来并发扬

制药厂，但制药 

方面的规糢尚不 

够大，尤其是中 

医中药在国内|外 

的强烈需求，I是 

同业可大展拳脚 

的市场，加上该 
会累积了多年经 

验和资源，足以 

进一步探讨和拓 

展保健品制药等 

领域。"

另一方面，巴

他表示，相关 

修正法令的落 

实，令1 2种中 

草药被禁，让中 

医中药界有所感 
叹0

“总会有在各 

地举办讲座会， 

安排会员了解 

2 0 1 6年传统及 

辅助医药法令 

(775法令）的法 

律条文，有助中 

医中药界做出改 

变和达致专业水 
平〇 ".

也是巴生新城 

区州议员的他， 

咋晚出席巴生滨 

海中医中药业联 

合会庆祝成立 
4 4周年联欢晚 

宴致词时促中医 

中药业者不要只 

重视传统中医药 

发展，应将眼光 

聚焦在世界市场 

的制药业，或可 

由中国带动做研

光大，值得骄 

傲。
他说，随著时 

代变迁，年轻人 

也对中医中药系 

感兴趣，加上国 

内私立大学相继 

开办中医中药相 

关课程，业者可 

凭此抱著大胆想 

法。
“虽然.国内有 

数家家喻户晓的

生滨海中医中药 

业联合会主席李 

旗豹则说，随著 
政府修订2 0 1 6 

年传统及辅助医 

药法令，当中一 

些法律条文不利 

中医中药业，包 

括将执行的传统 

医药法令和已落 

实的医药广告法 

令、医药器材法 

令、新药剂法令

出席嘉宾包括 
马来西亚华人医 

药总会总会长丁 
家骅、雪隆华人 

药业公会会长罗 

锦峰、巴生滨海 

中医中药业联合 

会总务兼筹委会 
主席江保豫及益 

宝多株式会社执 

行董事廖桂春 
等。（T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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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蒂花吁各州仿效國會

立法規定議員申報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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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蒂花吁各州仿效國會

立法規定議員申報財産
■■■■■■■■■■■■■■■■■■■■■■■■■■■■■■■■■■■■ 

(沙亚南19曰讯）反貪污委员会主席 

拉蒂花促请国内所有的州属，应仿效 

联邦政府及国会，立法规定所有州议 

员及市议员均要申报财产。

她今早出席雪州公务员常月集会暨签署"反贪宣 

言”仪式后说，虽然一些国会议员不在内阁担任要 

职，但他们依然可动用到公共拨款（如选区拨款）， 

所以国会才会推动所有国会议员都要申报财产。同样 

的，各州议员和市议员也能动用公共拨款，也应申报 

财产，不可例外。

她声称，站在反贪会立场，只要涉及到公共拨款就 

应透明化，所有人民代议士都要申报财产。因此，她 

建议各州都立法规定所有州议员和市议员进行财产申 

报，一起杜绝贪污或滥权的发生。

未审核国会议员财产

她披露，反贪会目前已接获所有执政党国会议员的 

财产申报资料，但还没进行审核或查阅。

“所有国会议员都须申报所有财产和债务，包括即 

便之前曾申报，但后来继承一笔财产或有其他收入来 

源，都要申报。”
拉蒂花提醒国会议员，勿待被调查时才来申报财 

产，反之应在调查前就诚实申报。

她补充，申报财产只是第一步，这方便反贪会曰后 

可比对当事人的生活作息，是否与收入来源成对比。

4860人涉貪被捕公僕近半

拉澀;
从2014年至今 

反贪会逮捕的 
4860名涉贪人士之中，高达 

46.3%为公务员。而经调查发 

现，涉贪的公务员大多数是来 

自采购部门。

她感到担忧的是，被逮捕的 
4860人之中，有53.4%的嫌 

犯都是年龄低于40岁。

她强调，公务员涉贪情况确

蒂花说，截至今年8月 

Hi5日，全国签署“反 

贪宣言” （IBR )的单位

共有1453个，分别为25个 

联邦政府部、646个局处 

(Jabatan)、281 个州政 

府部门、214家官联机构 

(Badan Berkanun ) 、 51 

所高等教育机构、109间官 

联公司、65间私人企业、 

54个非政府组织以及8个基

3E. "Zx 〇

1453單位簽反貪宣言
她解释，政府单位签署 

“反贪宣言”显示政府决心 

打击贪污，对于反贪会而言 

这是相当大的鼓舞，希望政 

府可继续努力，包括朝向资 

讯透明化。

她也赞扬雪州政府推动 

《雪州资讯自由法令》，让 

民众能查阅州政府的相关资

讯，惟她也希望行政议员申 

报财产的资料，能一并链接 
到反贪会的资料库。

副主席病假非调职

据知，雪州政府推动的申 

报财产措施仅用于内部审 

查；所以，她希望州政府能 

跨出另一步，将资料库链接

实令人忧心，而民意调查也显 

示，有22.1 %公务员扬言若握 

有权力或担任要职都会受贿， 

而这样的想法充斥公务员的思 

维，必须尽快纠正。

“反贪会未来将与教育部会 

面，要求将廉正及反贪的思 

想涵盖在教育课程内，从小就 

灌输学生廉洁的重要性。” 

(TKM )

■阿米鲁丁 

(右三）带 

领全体行政 
团队和公务 

员进行反贪 

宣言宣誓。 

左为监誓人 

拉蒂花。

到反贪会资料库。

另一方面，就反贪会副主 

席近日因病假而出现人事变 

动的新闻报导，拉蒂花公开 

吁请媒体不要有任何揣测， 
阿占巴基只是“单纯”病假 
而已，无关人事变动。

“我希望外界不要政治化 

此课题，反贪会是中立的 

单位，不应被卷入政治课 

题〇 ”（TKM)

大臣：雪考慮立法申報財產
l=t=1 州大臣阿米鲁丁说，州政府 

将会考虑采纳反贪会的建 

议，若有需要，就会提呈到州议 

会寻求通过，立法指示州议员申 

报财产。

他表示，州政府之所以规定行 

政议员申报财产，就是因为只有 

行政议员握有行政权力，所以未 

扩大要求州议员也同样申报。

他提及，执政党确实过去曾接 

获同僚举报，指有人涉嫌滥权使 

用拨款，所以人民代议士确实有

“机会”涉贪。

“雪州政府之前未签署反贪宣 

言，主要是州政府想要制定打 

贪机制后才签署，并非刻意拖 

延〇 ”
“州政府打贪的决心未曾改 

变，所以规定要求凡参加雪州三 

大重要会议的成员，即雪州行政 

议会会议、雪州经济行动理事会 

会议及官联公司会议的成员，都 

要签署反贪宣言，对自己的行为 
负责。”（TKM )

扎雪
基跟
爾隨
禁聯
演邦
講橙

4_|_对印度籍伊斯兰传教士扎基尔 

1?丁接连被国内多个州属禁止发表 
演讲一事，阿米鲁丁表明，此事是 

内政部与警方权限，雪州政府会跟 

随联邦政府的指示。

他相信，内政部和警方会依据现 
有法律采取行动，以维系国家的和 

谐。

出席者有雪州议长黄瑞林、雪州 
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许来贤、西 

蒂玛丽亚、阿兹汉、黄思汉、阿都 

拉昔、雪州秘书拿督莫哈末阿敏、 

雪州法律顾问拿督马斯里及八打灵 
再也市长拿督沙尤迪等。（T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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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備妥起訴5人文件

扎基爾未入稟誹謗訴訟

(沙亚南19日讯）印度籍 

伊斯兰传教士扎基尔原拟在 

今天入稟民事法庭，起诉人 

力资源部长古拉、槟州第二 

副首长拉玛沙米、巴生区国 

会议员查尔斯、峑眼达南区 

州议员沙迪斯和前大马驻外 

大使拿督丹尼斯依格尼迪斯 
一共5人，在社媒和新闻对 

他发表的评论构成徘谤，但 

是他因来不及备妥5人诽镑 

的诉状，因此今天无法入禀 

法庭提呈徘镑诉讼。

扎基尔通过代表律师拿督 

阿克柏丁原拟在今天入禀 

民事法庭，起诉5人。由于

起诉5人的诉状内容都不相 

同，故律师楼需时间处理， 
今曰无法完成文件，赶不及 

入禀法庭。

要求道歉赔偿

阿克柏丁证实，会在近日 

内入禀法庭起诉5人诽镑。 

同时，律师楼今日透过电 

邮向丹尼斯、拉玛沙米、 

沙迪斯和查尔斯发出今日

志期的律师信（Letter of 
Demand )，说明答辩人在 

哪一篇网络新闻和社媒中， 

对扎基尔构成诽镑嫌疑。律 

师楼早前先向古拉发出律师

i师信要求答辩人马上撤 

回对其当事人作出的所有诽 

镑指控及言论、在接获律师 
信的48小时内，通过早前 

报导此事的社媒及网媒平台

无条件公开道歉、以及在48 

小时内因相关的徘镑言论， 

对其当事人构成的破坏、难 

堪、屈辱友羞辱，支付合理 

的赔偿金额。

根据报导，古拉、拉玛沙 

米、查尔斯、沙迪斯和丹尼 

斯都坦然面对扎基尔的诽谤 

诉讼和向警方的刑事报案， 

他们表明不会道歉。

此外，古拉告诉扎基尔一 

同在法庭见。查尔斯则表 

明，会全力配合警方对扎 

基尔的投报而展开调查。

(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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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M
全国已有7州政府禁止印度籍伊斯兰传教 

士扎基尔奈克公开演讲，分别是马六甲、柔佛、 

雪兰莪、槟城、吉打、玻璃市及砂拉越州。

另一方面，前全国总警长丹斯里拉欣诺表 

示，希望联盟政府应该撤除印度籍传教士扎基 

尔的大马永久居民身份，并将他遣送回印度。

他表示，首相敦马哈迪曾表示，一旦证明扎 

基尔犯罪，政府将撤除其永久居民身份，“敦马 

的言论，意味着我们仍必须等待调查结果，但我 

个人的看法是，扎基尔在印度涉及宗教纠纷，特

别是兴都教徒，所以我们不应等待调查结果。” 

拉欣诺表示，一些政党可能不认同他的论 

点，但他们必须扪心自问，为何印度其他穆斯林 

没有面对扎基尔所犯的问题？

他说，扎基尔已被印度政府列入通缉名单， 

所以他有必要为自己的违法行为负责，我国亦 

无需要外国人在马煽动宗教情绪和添乱。

♦ A5版

前总養长

不应等调查直接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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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m
森未决定霹不禁遷

(马六甲19日讯）全国已有7州政府禁止 

印度籍伊斯兰传教士扎基尔奈克公开演讲，

分别是马六甲、柔佛、雪兰莪、槟城、吉 

打、玻璃市及砂拉越州。

根据英文《星报》报导，甲州首长阿德里 

周曰受询时指出，州政府会避免任何可能导致 

种族关系紧张的课题。

“我们要维持现状，所以决定不允许扎基尔 

在甲州公开演讲或举行聚会。”

柔州宗教局局长拿督末罗菲基表示，该局 

从未批准扎基尔在州内展开任何宗教演讲，所 

有宗教演讲都必须事先获得该局的批准方可举 

行，以避免他们可能发表违反伊斯兰教义的言论。

与此同时，槟州副首长拿督阿末查基尤丁说 

府早在6个月以前便议决，不欢迎扎基尔在槟州公开演讲。

“当扎基尔来拜访我们时，便告知他有意在槟州发表演说 

发表的演讲内容并不恰当，所以我们马上就拒绝了。”

至于吉打州，掌管宗教事务员会的行政议员拿督依斯迈沙列重申，州政 

府禁止扎基尔涉及一切公开活动，并依据警方的劝告，不批准对方举行任何 

演讲。

他表示，凡是会威胁吉州人民团结、和谐、安全的任何演讲，州政府都 

会禁止，并且不会妥协。

另外，森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努丁说，州政府还未决定是否禁止扎基尔 

在该州公开演讲，他们至今还未接获扎基尔提出在州内举行演讲的申请，如 

果有，当局会商讨后再做决定。

霹州宗教委员会主席阿斯慕尼表示，该州政府不会禁止扎基尔的演讲，

扎基尔曾于本月9日在哥打峑鲁的体育馆发表公开演说，这场宣称十万人出席的 

“伊斯兰恐惧症”讲座会号称是大马最大型的伊斯兰讲座会。（图取自扎基尔脸书）

雪伊理会主席

与大臣说法不一
|§(巨州伊斯兰理事会主席拿督莫哈末辜斯林表示，在扎基尔发表具争议性的 

j言论后，当局便决定禁止对方在雪州传教及演讲，而其他想要举行演讲 

或举办活动的传教士和宗教学者，都必须先由以州宗教司为首的委员会审

查0

雪大臣：交中央及警决定
不过，雪大臣周一出席州政府签署反贪宣言活动，受到媒体询及雪州是否 

禁扎基尔入境雪州时，他说：“交由中央及警方决定。”

他说，入境权属于内政部权限，因此雪州政府会跟随中央的政策。“至于 

会否禁他（扎基尔）公开发表演说，我希望警方能够发出正式声明。” #

霹州宗教委员会主席阿斯慕尼表示，该州政府不会禁止扎基尔的演讲，

但对方必须事先获得宗教局和警方得批准才可这么做。

“除此，申请者即使已获批准，也必须遵循准证的条规，这是确保所有活 

动不会影响州内的和谐，而至今未有人申请让扎基尔在霹州展开演讲。”

本月16日，砂拉越州政府已发布，禁足扎基尔到该州；同日，玻州政府 

也禁止了对方在当地的一场演讲；而沙巴州首长拿督莫哈末沙菲益则表明，

若该州政府接获有关扎基尔发表极端主义观点的投报，则会禁止对方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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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反贪会欲改组
强调副主席告假养病

f贪污委员会主席拉 

蒂花否认该委员会 

欲改组，并强调副主席拿督 

斯里阿占巴基只是告假养 

病0

多家媒体报有道反贪会 

将可能出现人事调动，惟拉蒂 

花周一向媒体发表严正声明， 

指阿占巴基只是生病，才会拿 

假，促媒体勿过度渲染。

“我们已经说了，当中没

有任何问题。人都会生病， 

生病就会拿假，这不是一则 

新闻，好吗？”

她坦言，对于媒体的一 

些报道感到非常失望，因这 

些媒体是未经查证就做出有 

关报道。

“因此，我呼吁媒体停止 

各种渲染新闻，我们必须脱

离政治，停止 

贪会。” #

;政治化’反

22.1 %公务员

承认收过贿赂
^蒂花促公务员廉洁，勿因涉贪而丢失饭碗。她指出，根 

据反贪会的资料显示，从2014年至今年6月份，一共 

有486◦人因涉贪遭到逮捕，当中公务员就占了46.3%。

“我们发现，绝大多数遭到逮捕的公务员是来自采购部。” 

她周一早在出席雪州政府常月集会并见证雪州政府签署 

反贪宣言时表示，在逮捕的4860人中，有一半以上是40岁以下 

的青年，占了53.4°/。。

“根据反贪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22.1%的公务员承 

认接收过贿赂。这些收贿的公务员指，他们是在拥有职权及 

身在有关的职位后，便有人向他们行贿。”

拉蒂花认为，这样的文化必须被矫正，而公务员也必须 

保持廉洁，才能够为人民树立良好榜样。

“公务员体系必须建立反贪文化，这样才能够拥有良好绩 

效〇”#

反贪会吁各州立法

规定!议员申报财产
(莎阿南19曰讯）打击 

贪污从申报财产开始，反贪污 

委员会主席拉蒂花呼吁各州 

属立法规定州议员必须申报 

财产。

她指出，申报财产是对公 

众的一种负责及承诺，也是肃 

贪及避免滥权的基本工作。

“身为州议员，有很多管 

道可以运用到公共资金，尤其 

是一些资源非常丰沛的州属， 

像是雪州等。

“州议员也会获得包括选 

区的拨款，这也是公共资金。 

因此，州议员有责任申报本身 

的收入及资产。”

拉蒂花是于周一到雪州 

政府大厦参与雪州政府常月 

集会，并见证雪州政府签署反 

贪宣言后，向媒体这么表示。

她说，目前中央政府已经 

通过规定要所有国会议员必 

须申报财产，然而各州政府至 

今未有跟进，因此呼吁各州属 

亦能够跟随中央步伐，立法规 

定州议员，乃至市议员等都必 

须申报财产。

国会议员多数已申报
询及截至目前国会议员 

申报财产的状况，拉蒂花表 

示，反贪会已接获许多国会议 

员提呈的财产资料，惟尚在审 

核及研究阶段。

“绝大多数是执政党国会

议员，至于在野党国会议员是 

否已经提呈，我无法确定。”

针对前首相兼北根国会 

议员拿督斯里纳吉指一些国 

会议员可能有其他收入，因此 

强烈反对申报财产一事，她则 

回应，国会议员能够有其他的 

收入，但这些收入详情必须呈 

报予反贪会，包括所获得的遗 

产、昂贵的赠礼等。

“你（国会议员）可以有其 

他的收入，也可以有大笔资 

产。但，你必须向反贪会申报。 

倘若你有一个很有钱的伯父 

离世，遗产的继承人是你的名 

字，你也必须向反贪会申报。 

倘若你收到非常昂贵的礼物， 

你也必须申报。”

她说，任何的财产申报都 

必须尽早进行，勿到了反贪会 

欲调查才申报。

另一方面，针对拉蒂花的 
呼吁，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表 

示，雪州政府会考虑拟定相关 

政策，来规定雪州议员亦必须 

申报财产。

他说，早在2009年，雪州 

政府已规定州行政议员必须 

申报财产，并将州行政议员的 

财产资料公布予雪州政府网 

站，让人民能够查询。

“我们会考虑扩大到连州 

议员也必须申报财产，相关的 

法令必须再去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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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期183地段供公会会员申请

(梳邦再也19日讯）乌雪县议会辖区内双溪布雅（Sg 
Buaya)面积700亩的地段，将打造成为雪兰莪国际 

家具城。

目前是开放首期213亩土地共183个地段供隆雪 

家具公会会员申请，每平方尺售价38令吉，早鸟回扣 

每平方尺5令吉，预计2020年下半年，就可交出建有 

公共基建的地段给购买者。

穆哈米（左起卜邱曜仲、许烺裕、李光森、阿米鲁丁、吴明璋、

沙拉夫丁、阿米路法米及苏启志为雪州国际家具城主持推介。

促进出口増加国内消费 

推动大马家具迈向国际

竺莪州务大臣阿米鲁 

r今午受邀为雪州国 

际家具城主持推介仪式后，在 

记者会说，州政府积极专注在 

中央工业领域发展，期许每个 

地点都有一个t?业高潜能发展 

领域，带动发展。

助漂白非法工厂

“家具城位于乌雪县议

隆雪家具公会会长拿督李 

光森强调，打造雪州国际家具 

城有五大好处，包括凝聚零散 

的同业，协助政府解决非法工 

厂问题，提升同业形象等。

他说，该会从2008年开 

始积极推动国际家具城计划， 

经过11年，找了 10片土地， 

终于找到距离双溪布雅收费站 

只有5分钟路程，介于双文丹 

及武吉不仑东之间的双溪布雅

会，当地属于半城郊地区，而 

家具制造业去年贡献制造业投 

资30%，设家具城除可加强相 

关工业外，也可协助漂白非法 

工厂。，’

他说，隆雪家具公会在该 

地段会打造400个地段，可帮 

助到政府漂白双溪毛糯一带或 

雪州其他地方的家具厂。

他坦言，州内各区存在各

“以南北大道往吉隆坡市 

中心只需35公里，距离国际 

机场及巴生港口只有一小时车 

程。

会员购地有优惠

“最重要是土地位于高水 

平线，不怕淹水，且地质坚 

硬，打桩成本比巴生区低。” 

他说，更利好的消息是，

种非法工厂，州政府积极协助 

这些丁厂漂白，计划在两竺年 

的漂白期限后展开严厉取缔行 

动，因此促请业者把握漂白机

会<5

他说，雪州政府也有提供 

奖掖给参与漂白计划的工厂， 

但有者不愿意是闪为从农耕地 

转换为工业地，面对3倍的土 

地用途转换税，州政府将积极

解决问题。

出席者有B&G Capital 

Resources公司主席丹斯里吴明 

璋、B&G产业有限公司副董事 

经理苏启志、MDJ Land有限 

公司总执行长阿米路法米、董 

事沙拉夫丁、马来两亚家具总 

会总会长邱曜仲、隆雪家具公 

会荣誉会K许烺裕及雪县议会 

代表穆哈米。

雪州国际家具城（SIFC) 

由隆雪家具城与B&G产业有 

限公司及MDJ Land有限公p:J 

合作开发。

马来西亚家具业为我国经 

济增长贡献良多，2018年家 

具业为马来西亚带来逾98亿 

令吉出口收人。

打造雪州国际家具城可带 

来许多好处，包拈创造更多 

就业机会、促进出口的经济 

增长、通过提升当地家具的

质量来减少进口，同时增加国 

内消费、发展土著企业家，增 

加土著友人对家具业的参与， 

推动马来西亚家具迈向国际舞

台.。

提供9千就业机会

据保守估计，第一阶段 

290亩的土地发展计划，可以 

创造8000至9000工作机会，

发展总值约10亿令吉以及年 

产量30亿令吉。

Y.A.BTuan Amirudin Shari

吴明璋（坐者左起）、李光森及沙拉夫丁签署合作备忘录。后排左 

起穆哈米、邱曜仲、许烺裕、阿米鲁丁、阿米路法米及苏启志。

同时负责发展商也会协助规划 备及员工宿舍等。

及建设符合_际标准的所需基 他说，目前出售给会员的

建，如保安系统、公用事业设 地价低于市场价20%。

州国际家具城5大优点

凝聚分布在雪隆各地的零散家具行业。

提供完善的工业地段给会员，协助政府解决非法家具工厂问题。 

为会员提供低门槛，却备有国际标准设备，交通四通八达的地 

段，扩大业务。

4. 计划建设雪州国际家具城学府，提供平台培养技术人才。

5. 按法律建设工人宿舍。

李光森：耗11年觅宝地

打造家具城有5大好处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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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受访者称若拥权将受贿

拉蒂花（坐者左起）、阿米鲁丁及沙尤迪出席记者会， 

市议员申报财产事宜。

拉蒂花吁各州政府立法 
指示州市议员申报财产

U 是多年来不断发现 

E的问题，然而，年 

轻人涉贪现象让人担忧，反贪 

会希望能够从教育着手解决问 

题，并将与教育部携手合作， 

通过公民教育，从小培养和提 

高人们对廉洁和反贪的意识。”

她今早出席在雪州常月集 

会暨见证州务大臣阿米鲁丁带 

领全体行政议员签署反贪宣言 

仪式时这么说。

较早时，她为常月会议开 

幕致同时说，根据上述调查， 

有22.1%的受访公务员表示， 

若他们拥有高职位或权力，他 

们将愿意收受贿赂3

“为此，通过签署反贪宣 

言，有助于让个人承诺不参与 

贪污和滥权行为，其中，雪州 

政府领导签署承诺，也展现其 

诚意，以便让州行政远离贪污 

问题。”

另外，拉蒂花也促请媒体 

停止报道揣测性的信息，并强 

调反贪会副主席仅是拿病假， 

该机构没有出现任何人事变动 

问题。

“我希望媒体停止一切揣测 

报道，以让反贪会执行其政府 

机构职责，同时远离一切与政 

治挂钩的现象。”

反贪污委员会首席t?员拉 

蒂花呼叮各州政府仿效中央政 

府，立法指示所有州议员甚至 

市议员申报财产，W为他们也 

涉及动用公共拨款。

她说，反贪会作为政府执 

法机构，职责仅限于鼓励和吁 

请州政府响应中央政策，通过 

立法比反贪行动成为可遵循法 

令和准绳，以便于反贪会展开

监督、管制和解决贪污的问 

题。

拉蒂花说，雪州作为富裕 

的州属，其涉及的公共拨款或 

更为庞大，W此申报财产不应 

仅局限于行政议员，也应涵盖 

州议员，甚至市议员，以避免 

出现滥用公款问题。

他坦承，州议员确实也涉 

及采用公共拨款，此前，州 

内甚至有盟党自爆旗下州议 

员涉嫌滥用拨款现象，W此 

不排除存在涉贪风险。

针对雪州迟至今日才签署 

有关宣言时，阿米鲁丁表 

示，州政府对反贪决心坚 

定，早前就规定凡是参与州 

行政议会、雪州经济理事会 

会议及官联公R]会议等二大

一事，阿米鲁了表7K，有关权 

限在于内政部和警方，为此， 

雪州将遵循两造决定，一切跟 

随联邦政府指示。

出席者包拈雪州议K：黄瑞 

林、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茜 

蒂玛丽亚、依占哈欣、黄思 

汉、阿都拉锡、雪州秘书拿督 

莫哈末阿敏、雪州法律顾问拿 

督马斯里及八打灵再也市长拿 

督沙尤迪。

雜者近奉鼉公务j
(莎阿南19日讯）反贪污委员会调查数据显示，在 贪年轻人竟占半数以上，达53.4%。

2014至今年6月渉贪被捕人士当中，有46.3%是公 反贪会首席专员拉蒂花透露，有关涉贪

务员，主要来自采购部门，此外，更让人担忧的是涉 当中，竟然以40岁以下年轻人居多。

•被捕人士

申报财产保障本身权益 

撇清涉嫌财务不当指责
针对记者询及前首相兼北 

根国会议员拿督斯里纳吉反对 

强制要求朝野国会议员申报财 

产，拉蒂花指出，申报财产有 

助于保障木身权益，从而撇清 

涉嫌财务不当指责，比如生活 

方式与身家财富不成正比。

“实际上，有关申报不仅 

限于一次性，比如在申报收入 

后的半年内，突然接获去世亲 

人遗留的财产，抑或突然有人 

赠送或捐献大M财物等，都是 

需要及时根据法令作出申报 

的，而非等到被反贪会查寻时 

才申报。”

她强调，申报也涵盖债务 

及所有负担事务，比如需承担 

多少人口的生活费等，可说是 

非常直接和透明的申报政策。

她也说，目前在朝国会议 

员皆已申报财产，不过反贪会 

尚未鉴定，另外，也无法确定 

在野国会议员是否已申报。

截至2019年8月15日 

全国参与签署反贪宣言机构

机构类别 数量

联邦政府部 25

州局 646

州政府部门 281

官联机构 214

高等教育机构 51

官联公司 109

私人企业 65

非政府组织 54

基金会 8

雪政府反贪决心坚定

曰 ■甘石

雪兰莪州务大臣阿米鲁丁 

说，雪州政府不排除接受反 

贪会建议以提呈动议立法， 

尾随中央政府脚步，指示州 

议员申报财产。

重要会议的成员，必须签署反 

贪宣言，证明没有涉及任何利 

益冲突。

询及印度籍回教传教士扎 

基尔接连遭多个州属禁止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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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受访者称若拥权将受贿

拉蒂花（坐者左起）、阿米鲁丁及沙尤迪出席记者会， 

市议员申报财产事宜。

拉蒂花吁各州政府立法 
指示州市议员申报财产

U 是多年来不断发现 

E的问题，然而，年 

轻人涉贪现象让人担忧，反贪 

会希望能够从教育着手解决问 

题，并将与教育部携手合作， 

通过公民教育，从小培养和提 

高人们对廉洁和反贪的意识。”

她今早出席在雪州常月集 

会暨见证州务大臣阿米鲁丁带 

领全体行政议员签署反贪宣言 

仪式时这么说。

较早时，她为常月会议开 

幕致同时说，根据上述调查， 

有22.1%的受访公务员表示， 

若他们拥有高职位或权力，他 

们将愿意收受贿赂3

“为此，通过签署反贪宣 

言，有助于让个人承诺不参与 

贪污和滥权行为，其中，雪州 

政府领导签署承诺，也展现其 

诚意，以便让州行政远离贪污 

问题。”

另外，拉蒂花也促请媒体 

停止报道揣测性的信息，并强 

调反贪会副主席仅是拿病假， 

该机构没有出现任何人事变动 

问题。

“我希望媒体停止一切揣测 

报道，以让反贪会执行其政府 

机构职责，同时远离一切与政 

治挂钩的现象。”

反贪污委员会首席t?员拉 

蒂花呼叮各州政府仿效中央政 

府，立法指示所有州议员甚至 

市议员申报财产，W为他们也 

涉及动用公共拨款。

她说，反贪会作为政府执 

法机构，职责仅限于鼓励和吁 

请州政府响应中央政策，通过 

立法比反贪行动成为可遵循法 

令和准绳，以便于反贪会展开

监督、管制和解决贪污的问 

题。

拉蒂花说，雪州作为富裕 

的州属，其涉及的公共拨款或 

更为庞大，W此申报财产不应 

仅局限于行政议员，也应涵盖 

州议员，甚至市议员，以避免 

出现滥用公款问题。

雜者近奉鼉公务j
(莎阿南19日讯）反贪污委员会调查数据显示，在 贪年轻人竟占半数以上，达53.4%。

2014至今年6月渉贪被捕人士当中，有46.3%是公 反贪会首席专员拉蒂花透露，有关涉贪

务员，主要来自采购部门，此外，更让人担忧的是涉 当中，竟然以40岁以下年轻人居多。

•被捕人士

曰 ■甘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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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华校校友联合会也庆祝该会创立32周年庆，并由全体理事与嘉宾切蛋糕庆祝周年庆。

邓章钦促独中重视软学问

培养三语演讲人才
(巴生19日讯）雪州行政议员

拿督邓章钦呼吁华文独中，重 

视培养更多独中生使用三语演 

讲及培养表达沟通的能力。

他说，独中举办3语演讲 

比赛固然很有意义，惟，比赛 

属于少部分学生参与，因此独 

中不可满足于此而已。

“教育所学不应只有硬学 

问，软学问也应获重视，华社 

经常误解要少说话，实际演讲 

或说话都非常重要，尤其能够

清楚表达自己和说服別人，才 

能争取和保障本身权益。” 

邓章钦于日前出席第41届 

全国华文独中二语演讲比赛群 

英宴致词时，这么说。

出席者包拈马来两亚华校 

校友会联合总会会K陈鹏仕。

雪隆华校校友会联合会会 

长叶全发认为人们学习及捍卫 

自身母语是天经地义的权力， 

而非沙文主义思维，而且，有 

兴趣学习其他语也是个人喜

好，不应被强制学习。

他披露，随着地球村的来 

临，全世界都在学习华语，独 

中的多言教学恰好迎合时代需 

求，相对大马教育应向其看 

齐，以作适时改变和调整。

“教育在于教导实用的普世 

学科，学生也应学习有用知 

识，以应用现实生活：世界语 

言多种，有兴趣者自然会去研 

究和学习，政府何必强行介绍 

爪夷文字呢？”

本届全国独中二语演讲比 

赛共获52所来自全国的华文 

独中参赛。出席群英宴嘉宾包 

括巴生中华独中董事长拿督蔡 

崇伟及雪隆八独中代表等。

Page 1 of 2

20 Aug 2019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KL/Selangor • Audience : 27,667 • Page: B6
Printed Size: 343.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4,314.47 • Item ID: MY0036986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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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进机构子公司 
再获雪水供1288万合约
(吉隆坡19日讯）前进机构（PIC0RP，7201，主 

板工业股）独资持有的Alam Sekilai’ Malaysia私人 

有限公司（简称ASMA)，再获雪州水供公司 

(SYABAS)合约，总值1288万令吉。

前进机构向交易所报备，在这项长达24个月 

的合约期限中，ASMA将负责在雪隆和布城供应、 

安装和整合水质线上分析器。

这项合约是SYABAS为维护水供品质的“水质 

强化计划”一部分，SYABAS也是国内首个安装水 

质分析的供水公司。

截至目前，ASMA已经为SYABAS安装了逾60 

个水质线上分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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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子孟：种族宗教纷争破坏和谐

政府应注重经济纾民困
北霹雳咖啡茶商公会 周年晚宴

(太平19日讯）马新咖啡茶业联合总会总会长拿督何 

子孟认为，国人上届大选响应更换政府的号召，就是 

要实现新马来西亚理念，但目前不仅国家经济低迷，

尚发生种族及宗教议论纷纷的局面，令人遗憾。

他强调，有关种族与宗教课题，间接影响到国家 

社会的和谐气氛，同时，经济依然未复苏，也连累到 

各行业的生意，希望新政府多注重经济政策，协助国 

民渡过时艰，为人民带来新的方针与希望。

把握旅游年大商机 
促销太平美食景点

北霹雳咖啡茶商公会会长 

张国樑说，明年是大马旅游 

年，希望同业作好准备，把 

太平传统咖啡店发展成美食 

景点，招引更多旅客。

他表示，面对经济不景气 

及市场放缓，传统的咖啡店 

业者为确保能继续生存，是 

有必要改变营业方针，包拈 

调整合理价格，以克服成木 

的不断增加。

他也希望消费者能明白咖

啡店业者的无奈，并强调， 

无论面对任何挑战，公会都 

会与业者一"起克服。

“香烟销售是咖啡店业者 

重要的经济来源，可说占了 

总营业额的20至30%，如今 

政府施行禁烟法令，不仅使 

香烟销售量大跌，更对咖啡 

业者的业务带来很大的打 

击。”

传统咖啡店提升竞争力

/FTT子孟昨晚出席北霹雳 
咖啡茶商公会舰创 

会82周年联欢宴会说，身为 

人民代议十，应负起责任，并 

把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同时 

花更多时间来讨论如何吸引外 

资到来投资，加强国家经济及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他也建议，配合明年的大 

马旅游年，政府更应拟定吸引 

人的节目，争取更多游客前来 

我国观光。

他说，莎阿南市政厅于上 

月发出函件，规定从今年10 

月开始，限制超过2%有酒精

的饮品需申请准证，较后经过 

总会与饮料公司的讲解协商 

后，雪州政府终收回条例，并 

感谢雪州政府的决定。

他认为，如果莎阿南市政 

厅一意孤行地执行有关条例， 

深怕企国各地方政府也会有样 

学样。

他也呼吁卫生部仿效雪州 

政府听取民意，在禁烟方面制 

定合适的地点，让烟民可更安 

全地吸烟。

他也代表总会拨出5000 

令吉作北霹雳咖啡茶商公会的 

活动基金。

何子孟（左四）移交捐款予财政吴天顺（右三），由张亚德（右起）、洪启升、郑国霖（右四起) 

及张国樑、拿督陈川养（左起）、张君余及郑有义见证。

另外，太平区国会议员郑 

国霖说，太平是个小城镇， 

一些传统咖啡店比连锁咖啡 

店来得更有竞争力，故传统 

咖啡店的前景，依然是光明 

的。

他勉励传统咖啡店业者进 

一步提升卫生及服务水平， 

及更用心地继续经营，相信 

同样会取得光辉的业绩，并 

宣布拨款5000令吉予该会作 

为活动基金。

出席晚宴的总会领导人包 

括署理总会长郑有义、第一 

副总会长张君余、总务拿督 

陈川养及各地友会领导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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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议员签反贪宣言
莎阿南19日讯I雪兰莪州务

大臣阿米鲁丁指出，州政府会紧 

随中央政府的步伐，规定所有州 

议员签署反贪宣言，并向反贪会 

申报州议员的私人财产。

他解释，雪州执政党在过 

去，确实曾接获同僚的举报，指 

有人涉嫌滥权使用拨款，所以， 

也验证人民代议士确实有「机 

会j涉贪〇

他解释，州政府并非刻意拖 

延签署反贪宣言，主要是希望在 

制定打贪机制后才正式签署。目 

前，州政府会详细研究反贪会的 

建议，若有需要，将提呈到州议 

会寻求通过。

他透露，州政府已规定， 

凡是参加雪州三大重要会议的成 

员，即参加雪州行政会议、雪州 

经济理事会会议及官联公司会议

的成员，都要签署反贪宣言。

另外，针对印度籍伊斯兰 

传教士扎基尔接连被国内多个州 

属禁止演讲一事，阿米鲁丁则 

指出，此事是内政部与警方的权 

限，应交由两造决定。

他表示，雪州政府会跟随 

联邦政府指示，相信内政部和警 

方会依据现有的法律采取相关行 

动，来维系国家的和谐。

阿米鲁丁今早主持雪州政府 

常月集会活动，并在拉蒂法、雪 

州秘书拿督莫哈末阿敏和雪州议 

长黄瑞林的监誓下，率领州政府 

行政团队在反贪宣言上签字。

在宣言上签字的，尚包括州 

秘书拿督莫哈末阿敏、州法律顾 

问拿督马斯里、州行政议员拿督邓 

章钦、拿督阿都拉昔、依占、黄思 

汉、许来贤和西蒂玛丽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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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国际家具_落_||溪布歷
梳邦19日讯|占地约700英亩的「雪州国际家具 

城」第一阶段约212英亩土地，大约183地段，准备招 

揽家具工厂和相关领域的业者，在家具城内建厂。

隆雪家具公会会长拿督 

李光森指出，雪州国际家具 

城（SIFC )将确定座落在毗邻 

南北大道的双溪布亚（Sungal 

Buaya )。

双溪布亚位于在双文丹城 

市，若以南北大道前往吉隆坡市 

中心，车程只需35公里。而从吉 

隆坡国际机场至巴生港口只需一 

个小时车程。

其他的出席嘉宾，还包括 

雪州国际家具城顾问丹斯里吴明 

璋、马来西亚家具总会总会长邱 

曜仲、隆雪家具公会荣誉会长许 

烺裕、乌雪县议会代表慕海米、 

MJD Land首席执行员阿米鲁法 

米、董事沙烈夫丁、B&G产业副董 

事经理拿督苏启志。

李光森指出，这片土地属于 

B&G集团所拥有，该集团有信心能 

座落在双溪布亚的雪州囯际家具城计划，是由隆雪家具公会与MG产业及MJD Land共同合作发 

展，左起为慕海米、邱曜仲、许烺裕、吴明璋、阿米鲁丁、李光森、沙烈夫丁、阿米鲁法米和 

苏启志。 -徐慧美-
「这片土地处于高水平线， 

地质也非常坚硬，因此大家不用 

担心会发生淹水，相对地，这片 

土地的打桩成本亦会比巴生地区 

来得低。」

他今午在梳邦再也，出席由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为雪州国际家 

具城工业地主持的推介仪式致词 

时，如是表示。他指出，当局有 

信心能从会员的认购中得到80 % 

的预购。

够在大约一年内签署销售协议， 

并且从今天开始计算的3年后，购 

买者将得到涵盖了基础设施建设 

的工业土地。

提供完善工业地段

「为了使这项计划更具吸 

引力，我们设定每平方尺售价为 

38令吉，早鸟回扣每平方尺5令 

吉。相比附近工业地段的售价，

苏启志。 

我们这片土地提出了低于20%的售 

价。」

「我们也正在积极地跟发展 

商洽谈，为那些首先建立工厂的 

买家提供进一步的奖励回扣。」

隆雪家具公会在2008年启 

动「雪州国际家具城」计划，凝 

聚目前零散的隆雪家具业并打造 

一个完善的工业地段，以便将同 

业集中经营，通过专业规划和统 

一管理，减少资源浪费，同时也 

方便国内和国外买家能够集中采 

购。

过去11年，隆雪家具公会总 

计研究超过10片不同的地段，以 

物色最适合的地点展开雪州国际

家具城计划。

隆雪家具公会将经由上述计 

划，达到凝聚分布在吉隆坡及雪 

兰我各地零散的家具行业，提供 

一个完善的工业地段给会员，以 

协助政府减少非法家具工厂的问 

题。

此外，为了协助会员扩展他 

们的业务，雪州国际家具城也提 

供会员，以一个低门档的方式拥 

有位置四通八达的地段，并备有 

国际标准的设施，包括拥有守卫 

以及周边防爬围栏、建造适当的 

排水系统、集中式的职工宿舍、 

电信基础设施、宽敞的道路、电 

力，以及水源等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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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19日讯I全国反贪污

委员会首席专员拉蒂法呼吁所有 

州政府，应效仿国会立法规定所 

有州议员务必须申报财产，这是 

基于州议员在服务选区时，拥有 

动用公共拨款的权力！

拉蒂法指出，此举是必须 

的’避免从政者涉贪。

拉蒂法直言，雪州政府在目 

前为止，只有州行政议员有签署 

反贪宣言。但，对地方发展和行 

政而言，由于州议员拥有动用公 

共拨款的权限，所以照理州议员

也应签署反贪宣言及申报财产， 

以杜绝贪污滥权的可能性。

州市议员也须申报

「我想强调，获得选区拨款 

等公共资金的从政者依旧需要申 

报财产。每个州政府不只是雪兰 

莪州的州行政议员，甚至州议员 

及市议员都应该申报财产。」

拉蒂法是于今早出席雪州政 

府的常月集会，在监誓雪州大臣 

和行政议员宣誓和签署反贪宣言

后’在记者会上发表谈话。

她指出，州议员及市议员需 

要申报财产，因为州政府有多财 

务资源，会有很大机会发生贪腐 

活动。

针对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 

不赞成强制国会议员，包括在野 

议员申报财产，因为他们还有其 

他收入来源，拉蒂法认为，申报 

财产是公平对待所有国会议员， 

因此，国会议员受促申报所有 

收入来源，就算是捐款或继承遗 

产。

拉蒂法吁州政府规定议员申报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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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动工助合法化工厂
梳邦19日讯I雪州州务大臣 

阿米鲁丁指出，「雪州国际家具 

城」计划预计会在2020年第一季 

动工，将有助于雪州内工厂合法 

化。

「雪州国际家具城计划将有 

助于强化雪州家具业在2018年的 

表现，当中出口雪州家具业占了 

30%。这项计划总计共有400个地

段，有助雪州工厂合法化。J

阿米鲁丁说，雪州政府早期 

曾推行雪州工厂漂白计划。惟， 

工厂业者需要为农业地转换工业 

地，承担3倍的土地转换费用与缴 

税。

他补充，雪州政府希望在上 

述计划下，给予更多时间予业者 

合法化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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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贫雄撕公务霣 
多数来自采购纽

莎阿南19曰讯|反贪污委员会数据显示，从2014至今年6月有 

4860人被捕，公务员占46.3%，大部分涉贪者来自采购组。

反贪会首席专员拉蒂法说， 

这批被捕的公务员当中，有53.4% 

是40岁以下青年。

她今日出席雪州行政议员宣 

誓及签署反贪宣g仪式 > 在致词 

时这么说。

22%公仆愿意受贿

拉蒂法说，根据反贪会的调 

查，受访的22.1 %公务员承认若拥 

有权力或地位，他们愿意受贿。

她说，此现象有必要纠正，

从而遏制公务员的贪污罪行。

她说’反贪腐应从小开始灌 

输廉洁的重要性。所以，未来将 

拜访教育部，要求将廉正和反贪 

腐的思想涵盖在教育课程内。

她指出，政府单位签署「反 

贪宣言」显示有决心打击贪污， 

对于反贪会而言是非常重大的鼓 

舞，希望政府继续努力，包括朝 

向资讯透明化。

为此，她赞扬雪州政府推动 

「雪州资讯自由法令」，让民众 

能查阅州政府的相关资讯。惟雪

州政府的申报财产措施仅供内部 

审查，希望有关资料能够链接到 

反贪会资料库。

针对反贪会副首席专员拿督 

斯里阿占巴基最近拿病假，坊间 

盛传会有人事变动一事，拉蒂法 

则呼吁媒体不要过度揣测，阿占 

巴基只是「单纯」请病假而已。

她重申，上述事件无关人事 

变动，媒体也不应将单纯的公务 

政治化，同时一再强调反贪会是 

中立的政府单位，不应卷入任何 

政治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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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9日讯| PI企业

(PIC0RP，720 1，主板工业 

股）独资子公司--大马环境 

公司（ASMA )获雪州水供公司 

(SYABAS )颁发总值1288万令吉 

的供应、安装和整合合约。

据文告，ASMA将为雪州、吉 

隆坡和布城的供水分销系统，提

供供应、安装和整合一项水质线 

上测试分析系统。这项合约期限 

为期24个月。

ASMA主要从事生态环境的资 

讯和监管工作，同时也提供废水 

管理服务，迄今已为雪州水供公 

司完成超过60项水质线上测试分 

析系统。

PI获水质测试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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渉貪被捕公務員 
多數來自採購組
莎阿南19日讯I反贪污委员会数据显示，从 

2014至今年6月有4860人被捕，公务员占46. 

大部分涉贪者来自采购组。
反贪会首席专员拉蒂法说，这批被捕的公J 

员当中，有53.4$是40岁以下青年。

她今日出席雪州行政议员宣誓及签署反贪宣 
言仪式，在致词时这麽说。

22%公僕願意受賄
拉蒂法说，根据反贪会的调査，受访的 

22. U公务员承认若拥有权力或地位，他们愿意 

受贿。
她说，此现象有必要纠正，从而遏制公务员 

的贪污罪行。

她说，反贪腐应从小开始灌输廉洁的重要 
性。所以，未来将拜访教育部，要求将廉正和反 

贪腐的思想涵盖在教育课程内。

她指出，政府单位签署「反贪宣言」显示有 
决心打击贪污，对于反贪会而言是非常重大的鼓 
舞，希望政府继续努力，包括朝向资讯透明化。

为此，她赞扬雪州政府推动「雪州资讯自由 
法令」，让民众能查阅州政府的相关资讯。惟雪 
州政府的申报财产措施仅供内部审查，希望有关 
资料能够链接到反贪会资料库。

针对反贪会副首席专员拿督斯里阿占巴基 
最近拿病假，坊间盛传会有人事变动一事，拉蒂 
法则呼吁媒体不要过度揣测，阿占巴基只是「单 

纯」请病假而已。

她重申，上述事件无关人事变动，媒体也不 
应将单纯的公务政治化，同时一再强调反贪会是 
中立的政府单位，不应卷入任何政治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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渉貪被捕公務員 
多數來自採購組
莎阿南19日讯I反贪污委员会数据显示，从 

2014至今年6月有4860人被捕，公务员占46. 

大部分涉贪者来自采购组。
反贪会首席专员拉蒂法说，这批被捕的公J 

员当中，有53.4$是40岁以下青年。

她今日出席雪州行政议员宣誓及签署反贪宣 
言仪式，在致词时这麽说。

22%公僕願意受賄
拉蒂法说，根据反贪会的调査，受访的 

22. U公务员承认若拥有权力或地位，他们愿意 

受贿。
她说，此现象有必要纠正，从而遏制公务员 

的贪污罪行。

她说，反贪腐应从小开始灌输廉洁的重要 
性。所以，未来将拜访教育部，要求将廉正和反 

贪腐的思想涵盖在教育课程内。

她指出，政府单位签署「反贪宣言」显示有 
决心打击贪污，对于反贪会而言是非常重大的鼓 
舞，希望政府继续努力，包括朝向资讯透明化。

为此，她赞扬雪州政府推动「雪州资讯自由 
法令」，让民众能查阅州政府的相关资讯。惟雪 
州政府的申报财产措施仅供内部审查，希望有关 
资料能够链接到反贪会资料库。

针对反贪会副首席专员拿督斯里阿占巴基 
最近拿病假，坊间盛传会有人事变动一事，拉蒂 
法则呼吁媒体不要过度揣测，阿占巴基只是「单 

纯」请病假而已。

她重申，上述事件无关人事变动，媒体也不 
应将单纯的公务政治化，同时一再强调反贪会是 
中立的政府单位，不应卷入任何政治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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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花甲老人跑540公里超馬
位6 4岁，另一位6 1

岁，这两位巫、印长 

跑健将携手在12天内，完成横 

跨4州全长540公里的“超级马 

拉松”之旅，完成“默迪卡亲善 

跑”迎国庆！

纳斯尔亚峑斯与小他3岁的 

克里斯南安迪，昨早从亚罗士打 

电讯塔出发，从吉打到槟城、霹 

雳，再进入雪州，预计国庆曰当 
天即8月31日抵达目的地雪州沙

亚南，一旦完成挑战，就可成为 

大马纪录。

“默迪卡亲善跑”是由吉打 

州政府及州务大臣办公室赞助。 

纳斯尔亚峑斯说，他们已为这一 

次超级马拉松做好充分准备，包 

括连续长跑训练，注意营养摄取， 

勤于锻炼体魄等。他们在开跑后， 

获得民众陪跑一小段路打气。

小图左为克里斯南安迪，右 

为纳斯尔亚崙斯。

■新闻见第4版

C1HR麼人街 PEKAN M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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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v社区报 

提醒，遇到类似问题 

的读者，可致电八打 

灵再也市政厅投诉热 

H ( 03-7954 2020 ), 

或拍下照片并通过电 
由P ( aduan@mbpj.gov. 

m y )或到八打灵再 

也市政厅官网（WWW. 

mbpj.gov.my)作出投 

诉。

道路品質差窟窿多
“我

是八打灵再也19区的 

居民，日前阅读到灵

市一带多处路烂的报道，也非常认 

同八打灵再也市议员指灵市道路品质不佳 

的看法，尤其在雨季或持续多日的下雨天 

后，情况更为严重。

早前附近曾进行一些沟渠、排污管或 

水管等提升工程，再加上周边正展开一些 

高楼发展计划，以致重型罗里和洋灰搅拌 

罗里来来往往出，部分路段挖了又随便补 

上，造成道路坑坑洞洞，让驾驶人士饱受 

痛苦。
其中，灵市大学路（Jalan Universiti ) 

-带就面对类似问题，尤其Jaya One前方

前往交通灯方向的路段，疑之前有提升工 

程进行挖掘工作却没有妥善重铺道路，以 

致该路段有“凹陷”情况，驾驶人:£往往 

驶到该处才发现，闪避不及则伤车，突然 

刹车又可能影响到其他驾驶人士，非常困 

扰d

驱车来往灵市一带，经常要闪避窨井 

盖的凹陷和坑坑洞洞，又要小心穿梭车龙 

间的摩哆车，对驾驶人±无疑是很大的挑 

战d

为了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我希望地方政府能关注路烂问题，

包括监督工程承包商妥善重铺道1 

路，以免为大众带来困扰。”

可
向
靈
市
廳
投
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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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攝影►蘇斯敏

梳邦再也市议会将SS18/6路 

改为单向道后，因有效改善交通 
拥堵现象，获得SS18睦邻原则中 

心的一致赞扬。

(首邦市1 9曰 

讯）梳邦再也市议会 

俯顺民意，重新规划 

首邦市SS18商业区前 

的SS18/6路，包括自 

今年5月起增设20个停 

车位及改为单向道， 

大幅度提高道路的安 

全性，也有效解决该 

商圈的交通拥堵现 

象。

增20停車位改單向道

SS18商業B擁格嫌鍰

SS18/6路的商圈原有的侧位泊车已从今年5月起改成斜角泊车， 

并增设20个停车位，同时双向道也改为单向道

黄美诗（中）与谢有坚（左二）在众人的陪同下，视 
察已改为单向道的SS18/6路。左一为刘兴隆；右一起为那 

依可、梁翠桃〇；
梳

邦再也市议员谢有坚早前向 

《大都会》社区报记者指出，

i'll.
cQcfangan untu^V

___ ■kepadci Sehala. ^.AOMJTTi
Hujuk kepadc C-^mhr^h Ro-Jah di bciwoh.

—Tsssg 1, ^

该商圈原本的停车位是90度的侧位泊车 

(Side Parking ),经过市议会近来重新 

规划后，已改成让车辆更容易驶人的斜 
角泊车（Angle Parking)，并因此增设 

20个停车位，同时也将双向道改为单向 
■^首〇

他偕同首邦市州议员黄美诗视察上 

述商圈的单向道情况时说，该商圈原本 
只有128个停车位，在增加20个停车位 

后，总共有148个停车位^

谢有坚：餐馆多带人潮
梳邦再也市议会于今年1月杪，在SS18/6路的策略性 

地点悬挂布条，向当地商民建议将该路段改为单向道。
“在2016年前，这个商业区一带很 

静，惟增设轻快铁站后，很多商家在这 

路一带的4个睦邻原则中心（RT)的建 

议书，他们希望市议会将SS18商业区前 

的SS18/6路，由双向道改为单向道，以 

便解决双重泊车造成阻碍交通问题。

“在过去，很多当地商家不时针对 

塞车问题拨电向我诉苦，希望市议会出 

动执法人员前往该处开罚单和拖车，所 

以在今年1月杪，市议会已在SS18/6路的 

策略性地点悬挂布条，向当地商民建议 

将该路段改为单向道。”
他说，市议会基本设施组在今年2月 

的常月会议上通过，召集当地商民举行 

对话会，最终在4月6日，市议会联同黄 

美诗、警方与睦邻原则中心的圆桌会议 

上一致通过和议决，将该路段改为单向 

道。

-带增设餐馆，带来人潮，所以才会经 

常出现交通拥堵现象。”
他披露，他是在去年12月接获SS18

他指出，市议会是从5月1日开始， 

将SS18/6路改为单向道，并获睦邻原则 

中心的赞扬。

黃美詩輕快鐵站罵商家帶商機
|美诗指出，SS18轻快铁站不 

^•仅为当地商家带来商机， 

也方便当地居民，她也听说有些居民 
甚至将车辆卖掉，改为乘搭轻快铁进 

出*

不过，她说，该商圈过去确实出 

现交通拥堵情况，因此她欢迎也感谢 

市议会与市议员能采取主动策略，勇 

于面对挑战和重新规划当地的交通，

设法改善社区问题
“我的服务中心是在SS18/6路斜 

对面，有时我会到这个商业区的餐馆 

用餐，所以也可以感受到它改为单向 

道的好处。”

另外，黄美诗也欢迎其他有意把 

商业区改为单向道的商民和她或谢有 

坚联系，以研究改善方案。

.’，..-:一二

在沙亚南大道公司维修了防撞围墙后，梳邦再也市议会也增设的防护围拦 

和竖立反光告示牌，大幅提高该地点的安全性，也减低和避免再有驾驶人士“撞 

墙”的风险。

柏西蘭幀卡交界處增防護欄提高安全

究
竟是驾驶人士酗酒，还是街灯 
昏暗，以致首邦市SS18/6路与

柏西兰侦卡（Persiaran Jengka )交界处 

(尽头处）不时发生驾驶人士上演“撞 

墙”事故！

柏西兰帧卡的尽头（外围路段）是 

沙亚南大道，也是沙亚南大道公司的权 

限管理范围，惟在去年与今年初两度遭 

鲁莽的驾驶人士撞毁。

黄美诗接获当地民众投诉后，致函 

予该大道公司，并获得维修。

黄美诗说，为提高该地段的安全 
性，她也在今年2月向梳邦再也市议会反 

映，建议进行维修，而市议会也在4或5 

月间维修，增设■条全长24公尺的防护 

围栏；由于该地点竖立了有反射效果的

反光告示牌，已大幅提高该地点的安全 

性，相信能避免再有驾驶人士发生类似 

事故。

“有关围墙被撞毁事故都是在晚上 
发生。至于防护围栏是由4截拼成，每一 

截有6公尺长，所以总共全长24公尺。” 

她指出，这个频频发生意外的地 

点，原本已安装•截防护围栏，但未曾 

被撞过。

“如果依据原理，有防护围栏的地 

点是不会发生意外，所以我们建议在旧 

的围栏增加围栏的长度，此后也没有听 

闻再有车祸事故发生。”
陪同巡视者包括SS18睦邻原则中心 

秘书梁翠桃、SS17睦邻原则计划主席那 

依可及谢有坚助理刘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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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市廳提醒業主

31曰前繳還門牌稅
(八打灵再也19日讯）八打灵 

再也市政厅提醒灵市业主，必须在 
8月31日前缴付门牌税，以避免被罚 

政。

灵市厅发文告指出，市厅已发 
出第二季（7至12月）的门牌税账 

单，给予25万7391个业主，现有税 

务及被拖欠的税务共2亿30万令吉。

如果业主尚未接获账单，市政 

厅建议业主前往灵市政厅总部的财 

务部索取副本，然后在市政厅主要 

付款柜台缴付门牌税。

业主也可以在市政厅分局（19-

1, Jalan Pekaka 8/ID, PJU 5, Prestige 

Kota Damansara, PJ )或EZ-l)ay流动 

柜台索取账单副本。

为了方便业主缴付账单，市政 

厅提供多项付费管道，包括现金、 

支票、邮政汇票、信用卡及扣账卡 

付款，并可在多个地点付款。

欲知更多详情，可浏览网站 
(www.mbpj.gov.my )、月佥书(@ 

petalingjayacitycouncil )、推特及 

Instagram ( @pjcitycounciI )或联络 

市政厅财务部（03-7956 3544分线 

102/103/108/109)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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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礼物协会举办“敬老爱幼亲障欢乐午宴”与出席 

者共度一个温馨欢乐的中午时光。前排右起秘书郑丽媚、副 

会长刘佑和、会长陈艳珍、副秘书白洁琪。站者左起理事林 

道珠与杨瑞春及义工。

(八打灵再也19 

日讯）生命的礼物协 

会举办“敬老爱幼亲 

障欢乐爱心午餐”，与老人院长者、 

孤儿院小朋友、障友、乐龄人士和学 

生共度一个温馨欢乐的中午时光。

席上有幸运抽奖及红包派发，每 

人一份，由主席、副主席及两名顾问 

所赞助。

生命的礼物协会自从创立以来， 
与大家紧紧相扣在-起。7年的岁月看 

得出协会的认真与坚持。会长赞 

扬障友残而不废^比如谢秀贞，

还能出来创办新的协会，每名障 

友都有自己的才能。

行动党万达镇州议员嘉玛 

丽亚表示，政府将与民间组织配 

合，帮助社区福利。.八打灵再也 

市议员梁启靖欢迎大家与市政厅 

多多接洽，发展社区；这包括该 

地区千百家新村将进行美化丁 

作，让大家在和平幸福的气氛下 

生活。

出席者包括来自八打灵、巴 

生、甲？g美门，双福、Milad,巴 

生儿童福利院、Damai Cempaka福 

利院及恩缘老人院等。

早前，生命的礼物刚刚发放 

-个特制轮椅给…名患有骨骼疾 

病的巫裔10岁男童，男童家人非

常感谢生命的礼物协会，为他们解决 

了-大难题，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11月9办慈善晚会

“生命的礼物协会”将于11月9日 

(星期六）傍晚7时，在八打灵育才华 

小举办“把爱传出去”慈善晚会，集 

合大家的现金或实物捐助，以转赠给 

有需要者。协会是一个非营利的慈善 

机构。欲知更多详情，可联络生命的 
礼物协会（017-671 7322 )。

生命的礼物发放特制轮椅给一名患有骨 

疾的巫裔男童。右起理事辜玉莲张维宝、会 

长陈艳珍、副会长刘佑和、孩子家长及副秘 

书白洁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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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雪傢具公會與B&G合作

雙溪布亞建國際家具城
(吉隆坡19日讯）隆雪家具 

公会（KSFA )在首邦市的“国 

际家具城-雪州” 丁业地推介会 
上，与B&G签署谅解备忘录，启 

动在双溪布亚（Sungai Buaya ) 

建立雪州国际家具城（SIFC )的 

计划。雪州州务大臣阿米鲁丁受 

邀见证。
隆雪家具公会会长拿督李光森表示，这项 

举措是为了凝聚零散的雪隆家具业者，打造一个 

完美的工业地段集中经营，通过专业规划和统-- 

管理，减少资源浪费，也方便国内外买家集中采 

购。

在雪兰莪州务大臣阿米鲁丁的见证下，李光 
森和B&G资本创办人兼主席丹斯理吴明璋签署谅 

解备忘录。
双溪布亚属于B&G集团所有，计划在3年后 

完成基础设施建设的丁业用地。隆雪家具公会估 

计第…阶段290英亩的土地可创造8000至9000个

就业机会，发展总值约10亿令吉及年产量30亿令
-j+t*

出席“国际家具城-雪州”发布会的有雪州 

县议会代表穆海米、大马家具公会主席邱耀仲、 

总秘书许良裕、MJD置地董事沙列胡丁、首席执 

行员阿米鲁及B&G副董事经理拿督苏启志等。 

(ML)

穆海米（左 
起）、邱耀仲、 

许良裕、李光 

森、阿米鲁丁、 
吴明璋、沙列胡 

丁、阿米鲁和苏 
启志在签约仪式 

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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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1 9日 

讯）马六甲州政府禁止 

印度籍伊斯兰传教士扎M 

基尔到马六甲给予任何^ 

讲座或参与任何活动，
不过欢迎他以游客身分W 

到马六甲，感受马六甲1 

人民的种族团结与和@ 

谐。 谷

甲首长阿德里今日胃 

发表文告说，甲州政府〇 

的这项决定，是为了维f 

持州内各族团结与和谐全丨」 
的气氛。 tfr

“我们不允许扎基 

尔到马六甲参与任何活 

动。不过，欢迎他以游 

客的身分，到马六甲学习甲州 

人民如何和平共处。”

他表示，让扎基尔到 

马六甲看州内各族人民，

多年来如何和平共处，让 

他把马六甲视为全民团结 

I勺榜样。

雪跟随联邦指示

另一方面，对于印度

也 
對&

扎

S
籍伊斯兰传教士扎基尔接 

连被国内多个州属被禁止

W
演讲一事，雪州大臣阿米 

鲁丁指出，此事是内政部 

与警方的权限，交由两造 
决定，雪州政府会跟随联 

邦政府指示。

“我相信内政部和警 

方会依据现有法律采取相 

关行动，来维系国家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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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鲁丁 
人拉會法。

(右三）带领全体行政团队和公务员进行反贪宣言宣誓。左一为监誓

反貪會促各州立法規定

州議員也須申報財產
在拉蒂 

法（左）的 

见证下，阿 

米鲁丁带头 

签署反贪宣

r 1453單位簽反貪宣言(沙亚南19日讯）反贪污 

委员会主席拉蒂法呼吁国内所 

有州属仿效联邦政府及国会， 

立法规定所有州议员和市议员 

申报财产。

她说，尽管-•些国会议员 

不在内阁担任要职，但他们依然 

可动用到公共拨款（如选区拨 

款），所以国会才会推动所有国 

会议员都要申报财产。同样的， 

各州议员和市议员也能动用到公 

共拨款，也应该申报财产，不能 

例外。_

申报财产包括市议员

她披露，站在反贪会立场， 

只要涉及到公共拨款，就应该透 

明化，所有人民代议士都应申报 

财产。

“也因如此，我建议各州都

蒂法指出，从2014年到 
今年6月为止，反贪会逮 

捕的4860名涉贪人士当中，公务员 

占了46.3%。

她说，经过调查发现，涉贪 

的公务员大多数来自采购部门。

她披露，更令人担忧的是被 
逮捕的4860人中，53.4%的涉贪者 

都是40岁以下的青年。

“公务员涉贪情况确实令人

立法规定所有州议员和市议员申 

报财产，-起来杜绝任何发生贪 

污或滥权的可能性。”

拉蒂法今日上午出席雪州 

公务员常月集会暨签署“反贪宣 

言”仪式后表示，反贪会目前已 

接获所有执政党国会议员的财产 

申报资料，但还未进行审核或查 

阅。

不过，她强调，所有国会议 

员都必须申报所有财产和债务， 

即便之前曾申报财产，但后来继 

承一笔财产或有其他收入来源 

者，同样都要申报。

她提醒国会议员，不要等到 

被调查时才来申报财产，反之应 

该在调查前就要诚实申报。

“申报财产仅是第•步，这 

也方便反贪会日后可以比对当事 

人的生活作息，是否与收入来源 

成对比。”

忧心，而且民意调查也显示出有 
22.1%的公务员扬言若握有权力或 

担任要职，愿意受贿，而这样的 

想法充斥公务员思维，必须尽快 

去纠正。”

她补充，反贪会未来将会见 

教育部，要求将廉正及反贪的思 

想涵盖在教育课程内，以从小就 

灌输学生廉洁的重要性。

蒂法指出，截至今年8月15 

日为止，全国签署“反贪 
宣言”（IBR)的单位共有1453个， 

分别为25个联邦政府部、646个局处 

(Jabatan)、281个州政府部门，214 

家官联机构（badanberkanun)、51所 

高等教育机构、109间官联公司、65 

间私人企业，54个非政府组织以及8 

个基金会:

她说，政府单位签署“反贪宣 

言”显示出政府有决心打击贪污，对 

于反贪会而言是非常重大的鼓舞，希 

望政府可以继续努力，包括朝向资讯

#对拉蒂法今早建议所有州

卞1议员都应该申报财产-- 

事，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受询时指州政 

府考虑采纳反贪会建议，立法指示州 

议员申报财产。

他说，州政府之所以只规定行政 

议员申报财产，就是因为只有行政议 

员握有行政权力，所以未扩大要求州 

议员也跟随申报。

不过，他披露，执政党确实过去 

曾接获同僚举报，指有人涉嫌滥权使 

用拨款，所以人民代议士确实有“机 

会”涉贪。

“州政府会详细研究反贪会的建 

议，若有需要，就会提呈到州议会寻 

求通过。”

透明化。

指反贪会副主席 
“单纯”病假

另外，对于反贪会副主席最近因 

拿病假而出现人事变动的新闻报道， 

拉蒂法公开呼吁媒体不要进行任何揣 

测，该会副主席拿督斯里阿占巴基只 

是“单纯”病假而已，无关人事变 

动。

她希望外界不要政治化这项课 

题，并强调反贪会是中立的单位，不 

应该被卷人任何政治课题。

阿米鲁丁指出，雪州政府之前未 

签署反贪宣言，主要是州政府想要制 

定打贪的机制后才来签署，并非刻意 

拖延。

他说，州政府打贪的决心-直都 

不变，所以已规定要求凡是参加雪州 

二大重要会议的成员，即参加雪州行 

政议会会议、雪州经济行动理事会会 

议及官联公司会议的成员，都要签署 

反贪宣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出席者包括雪州议长黄瑞林、雪 

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许来贤、西 

蒂玛丽亚、阿兹汉、黄思汉、阿都拉 

昔、雪州秘书拿督莫哈末阿敏、雪州 
法律顾问拿督马斯里及八打灵再也市 

长拿督沙尤迪等。

捕4860涉貪者公僕佔46.3%

r雪大臣：擬規定州議員申報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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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 

吉隆坡安邦 
路的马华大 

厦属于黄金 

地段，附近 

设有益联大 

厦、设在件 

丰大厦的中 

国银行及新 

酒店d

《The Edge》：新廈降至29層

馬

(八打灵再也19日讯）根据英文财经周刊 

《The Edge》报道，马华于今年6月向吉隆坡市政 

局提呈-份修订计划，决定拆除现有23层楼的马 

华大厦总部，另重建…座29层楼高的建筑物。

报道指出，根据《The Edge》在相关文件上 

发现，这项新计划已获得吉隆坡市政局附带条件 

批准。该建筑物的发展蓝图将包括零售空间、小 

贩中心、博物馆、礼堂、多功能大礼堂、展览中 
心及占据13层楼的164间酒店客房。

报道说，马华是于2017年10月第一次提交重 

建计划。接着，马华于去年7月再提呈修订建议 

书，当中则是提出要拆除目前23层楼的大厦，另 

重建70层的摩天大楼，当中的楼层包括办公室、 

酒店、空中休闲区（Sky Lounge)及餐厅。

报道表示，另•份修订后的建议书则是于去 
年10月份再度提呈，这次则是建议兴建45层楼的 

大厦。
报道说，马华大厦总部是于1983年注册为马 

华公会资产，其地段为永久地契土地，面积是5 

万3335平方尺。

报道指出，去年有传闻指马华有意将位于吉 
隆坡安邦路的马华大厦总部拆除，并重建为71层 

楼高的商业大楼。不过，目前尚未清楚第 次修 

改重建大楼计划的原因，惟在每次修订后，新楼 

层的高度将会降低。

吉隆坡市政局今年宣布，原先获得批准但地 
积比率高于《2020年吉隆坡发展大蓝图》颁布在 

宪报上所允许的产业项目，必须重新获得吉隆坡 

市政局的准许。

市中心办公室供过于求

报道说，与此同时，目前市中心正面对办公 

室供过于求的情况，因此，拆除办公室是一项明 

智的举措。

报道指出，马华大厦位于的黄金地段，附近 

设有由新加坡发展商豪利控股（Oxley Holdings ) 

所开发位于吉隆坡城中城（KLCC)的豪利大楼

(Oxley Tower )。

豪利项目也包括卓美亚大厦（The jumeirah 

KL)会提供181间酒店客房和267套住房，而索菲 

特大厦（SO Sofitel)则提供207间酒店客房和590 

套住房，这两座大楼的酒店预计将于2023年竣 

T.：,

此外，位于吉隆坡安邦路的酒店还包括万 
丽酒店（Renaissani.e Hotel.)、四季酒店（Four 

Seasons Hotel )及甫在2018年8月正式启用的吉隆 

坡W酒店：

《星洲日报》今日尝试联系马华总会长拿督 

斯里魏家祥求证此事，惟无法取得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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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天跑54◦公里橫跨4州

樂齡選手長跑迎國慶

(亚罗士打19日讯）年 

过六十仍健壮的马拉松选手 
纳斯尔亚峑斯（64岁），今 
日与友人克里斯南安迪（61 

岁）开始挑战12天内完成横 
跨4州，全长540公里的“超 

级马拉松”之旅，要以此特 
别的方式迎国庆！

他们一起参与吉打州政 
府及州务大臣办公室赞助3 

万令吉举办的“默迪卡亲善 
跑”活动，今早8时30分从吉 

打亚罗士打电讯塔出发，途 

经槟城和霹雳州，预计在国 
庆日当天，SP8月31日抵达目 

的地雪州沙亚南，如果能够 
顺利完成挑战，就可与人马 
来西亚纪录。

纳斯尔亚崙斯受访时 
说，以他们的跑速，预计今 

午抵达莪仑，今晚会在当地 
过夜，明早继续往槟州：按

2名年过六十仍健壮的乐龄马拉松选手，挑战12天内完成540公里的“超级马拉 
松”，要以这一方式迎接国庆。阿斯米鲁（右一）在起跑点为活动主持挥旗仪式。

照他们预先安排好的计划， 
他们有12个站点休息《

他说，他们已为这一次 

超级马拉松做好充分准备， 

包括连续长跑训练，注意营 
养摄取，勤于锻炼体魄等。

据了解，这是纳斯尔 
第7次参与默迪卡亲善跑活 
动。另外，他自1997年开 

始，独自完成了17次国内超 
级马拉松挑战，2002年曾创 

下一个月内完成马来半岛全

长1754公里长征挑战，以此 
创下大马纪录。2003年他在 
西马完成48天长跑205 8公里 

的更严竣挑战，再创记录。

克里斯南安迪： 

挑战极限表达爱国
克里斯南安迪说，这是 

他第3次与纳斯尔亚崙斯并 

肩作战，希望通过这种挑战 
个人体力极限的方式，来表

达他们的爱国主义和情感。
“长跑需要非比寻常 

的体力，我今年1月便开始 

锻炼体力，坚持每天两小时 
的长跑，希望我们能挑战成 
功，再写一页大马纪录。” 

吉州青年及体育事务委 
员会主席阿斯米鲁在起跑点 
为活动主持挥旗仪式，也有 

不少民众出席为他们加油打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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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5人誹謗來不及備妥訴狀

扎基爾近曰再入稟
(沙亚南19日讯）基于来不及备妥起诉5人诽 

镑的各别诉状，印度籍伊斯兰传教士扎基尔今日 

无法人禀法庭提呈徘镑诉讼。

扎基尔通过代表律师拿督阿克柏丁，原拟 

在今天人禀此间民事法庭，起诉人力资源部长古 

拉、槟州第二副首长拉玛沙米、巴生区国会议员 

查尔斯、崙眼达南区州议员沙迪斯和前大马驻外 

大使拿督丹尼斯依格尼迪斯一共5人，在社媒和新 

闻被指对他发表的评论构成诽镑t

由于扎基尔起诉5人的诉状内容都不相同， 

故律师楼需时处理，今日无法完成人禀法庭的文 

件，赶不及人禀法庭。

阿克柏丁证实，会在近日内入禀法庭起诉5人

诽镑其当事人。

阿克柏丁律师楼也于今日，透过电邮向丹尼 

斯、拉玛沙米、沙迪斯和查尔斯发出今日志期的 
律师信（Letter of Demand ),说明答辩人在哪一篇 

网络新闻和个人社媒中，对扎基尔构成了诽镑嫌 

疑。律师楼早前先向古拉发出了律师信。
律师信要求上述5人，马上撤回对其当事人 

作出的所有诽镑指控及言论、在接获律师信的48 

小时内，通过早前报道此事的社媒及网媒平台 

无条件公开道歉、以及在48小时内因相关的诽镑 

言论，对其当事人构成的破坏、难堪、屈辱及羞 

辱，支付合理的赔偿金额。

根据报道，古拉、拉玛沙米、查尔斯、沙迪 
斯和丹尼斯5人都坦然面对扎基尔的诽镑诉讼和向 

警方的刑事报案，他们表明不会道歉，古拉并告 

诉扎基尔-同在法庭见。查尔斯则表明，会全力 

配合警方对扎基尔的投报，而展开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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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龙/报道

雪新水務模式將敲定

達力有望受惠
(吉隆坡I9日讯)雪州新水务 

营运模式即将敲定，分析员预期 

可带来交易机会，其中达力集团 
(TALIWRK，8524,主板公用事业组） 

有望收回预付款，并从营运及管 

理服务中受惠。

有望收回预付款

联昌研究指出，雪州水供重 

组计划将全面转移到雪州新的营 

运模式，即国家水务服务委员会 

将颁发新营运及服务执照给水务 
经营者雪州水务管理公司，料会 

在2019年第四季敲定。

雪兰莪水务以26亿令吉收购

雪州水供公司(Splash)已于4月完 

成，惟转移程序却受到拖延，主 

要是雪州调高水供收费的幅度及 

时机尚有待敲定。至今为止，水 

费设定机制的推行及进展尚不明 

朗，它原本订在2019年杪推行。 

在完成雪州水供转移计划后，调 

高水费为主要关键，以让州水务 
经营者有利可图，同时也从削减 

成本中受惠。

目前该行谨慎看待市场推出 

新的大规模水务计划，如联邦政 

府融资的水务处理厂、非收益水 

供以及输送管更换等事宜，因水 

费设定机制仍延迟，惟在该行研 

究名单下的达力集团将从新的基

础水供合约启动中受惠，同时也 

可收回一些应收款项如作为10% 

预付款项，截至今年4月杪为6790 

万令吉，余款将以9次平分的分期 

供款加5.25%利息计算，每年达 

7150万令吉。

该行指出，水务处理及服务 

业领域未来数月料将浮现正面催 

化动力，使特定股项拥有短线交 

易机会。该行对整体水务处理及 

服务业持“中和”评级，惟给予 

达力集团“加码”评级，目标价 
为1令吉8仙，主要是它在新的基 

础水供合约(BWSA)的曝光率、 

应收款项回收，以及具吸引力的 
5.2%周息率。

企業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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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女士（來自八打靈再也）

地點:靈上城商業區

商家三角雄Mi
;八打灵再也上城（Uptown)

/ VI

是相当繁忙

、的商业区，晚上时段非常难寻停车位。

我在数天前的晚上前往上城商业区用餐，但转了

好几圈都无法找到…个合法的停车位，期间我发现部分 

商店前的停车格放三角锥“保留”该停车位。起初我还以为 

那是商店租用的停车格，所以不以为意。
最终我花了接近15分钟才寻得合法停车格顺利泊车，经 

过有关商店时，才发现摆放>.角锥的停车格线是黄线，并非 

租用的红格子。

我不晓得是谁以三角锥霸占停车格，但这种行为 

却非常自私，毕竟这不是商家租用的停车位再来，_ 

这也使许多民众更难找到车位，导致可能有人被迫双 

重泊车而巾辦。” ]

可向靈市政廳投訴

租停車格須月繳RM400

大
都会》社区报提醒读者在面对停车格遭非 

法占用问题时，可向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投
诉（03-7954 2020 )。

若八打灵再也商家要租用停车格（红格），必须缴付 

每月400令吉的费用，租用的时间为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 

8时至下午6时30分。

上述红格子在下午6时30分之后，以及周末、公假时段 

必须开放给公众使用。 读者不满八打灵再也上城商业区部分停车格在晚间时分遭 

人放置三角锥“霸占”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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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板 20. 8. 2019 星期二

mm. Mi A

議|国
企業簡訊

福勝利獲砂州政府1.05億合約
♦福胜利（HSL，6238,主板建筑组）获 

砂州政府颁发工程建筑合约，合约总值逾1 
亿零450万令吉

福胜利发文告表示，上述砂州公共工 

程部颁发的诗巫合约，包括打桩工程、填 
土、岩土 T.程、排水及道路工程，总值为1 

亿零450万6063令吉。

福胜利将在今年9月履行上述合约，预 

期2年内可竣工。

PIC獲1288萬訂單
♦ PIC公司（PICORP，7201，主板7：业产 

品服务组）获雪州水供公司（Syabas) 1288 

万令吉订单，以在雪隆、布城等地区安装 

线上水质分析器。
该公司文告说，上述订单需于24个月 

完成，也是全马中首个安装上述仪器的州 
水务单位:、

迄今，旗下公司环保大马有限公司 
(ASMA)已为雪州水供装置了超过60个上 

述仪器a

(吉隆坡1 9日讯）云顶大马 

(GENM，4715,主板消费产品服务组）不顾 

外界隐忧，决定以每股9.74美元全面献购未 

持有的美国帝国度假村（Empire)股权，并 

将之除牌下市。

根据帝国度假村文告，云顶大马与大股东丹斯 
里林国泰家族公司建发实业III公司（Kien Huat )签 

署股票买卖协议后，将以每股9.74美元全购未持有 

的帝国度假村普通股股权，而优先股B献购价也相 

同。

相#收购价较美国帝国度假村上周五闭市价 
8.45美元溢价约15%。

目前，帝国度假村已根据独立董事特别委员会 

建议，一致同意交易。

提高资本承诺至7700万美元

同时，帝国度假村和建发实业m公司也对现有 

优先股承诺书进行修正，将提高建发实业m对帝国 
度假村截至2020年2月的资本承诺，从现有的5200 

万美元提高至7700万美元，以帮助集团应付债务， 

以及落实营运策略。

帝国度假村独立董事兼特别委员会主席凯斯对 

达成协议感到欣慰，主要是这将为股东带来立即的 

现金:价值。
“建°发实业III是帝国度假村真正的伙伴，我们

放眼云顶大马地加人能进一步增进关系。通过建发 

实业III和云顶大马，我们将成为•个拥有显著规模 

和全球影响力的庞大和诱人组织更重要的是，建 

发实业III同意为帝国度假村提供额外信贷支持，这 

将使公司能够履行债务义务，同时继续执行我们的 

、丨k务战略〇 ”

根据协议，帝国度假村特别委员会在财务顾问 

帮助下，将进行为期10日的竞购条款（Go-shop) 

程序，以积极主动发起、征求、鼓励和评估其他收 

购建议，并与其他潜在献购方进行谈判，而帝国度 

假村有权中止当前协议，并接受其他条件更好的献 

议。

整个交易仅需少数股东，以及获得特定博彩机 

构通过即可，预期将在今年第四季完成。在交易完 

成后，帝国度假村将成为一家私人控股，股票将不 

庄任何公开市场上交易。
云顶大马是在8月6日建议以1亿2860万美元 

(约5亿3880万令吉）代价，向建发实业III收购帝 

国度假村46%股权，随后再联手将之私有化，但却 

引发投资者剧烈反弹，导致股价累积下跌逾15 %， 

逼得公司出面为全购计划护航。

不过，尽管云顶大马出面护航，但投资者似乎 
不买账，股票周一再跌1仙至3令吉零7仙，而母公 

司云顶（（^附1抓,3182，主板消费产品服务组）跌 

破6令吉，挫1仙至5令吉99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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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邱育欣

今年8月4曰清晨，希望 

之谷故事馆迎来4名日本访 

客，当+有两人是在就读护

专的学生-------Maki Morozumi
和Nao Seto及他们的翻译员 

Harano和Chikayo〇.这是他们4 

人第一次到希望之谷参访。希 

望之谷故事馆陈彦妮和义工们 

带他们导览整个院区，给他们 

介绍英殖民时代所推行的管理 

制度，也对两国政府采取的痳 

疯病控制计划作深入交流a
日本于1907年开始对痳疯 

病人执行隔离政策，并建立疗 

养院来安置他们。尽管在那个 

时候，砜类药物已经广泛被采 

用来治疗痳疯病，国际医学界 

也建议废除强制隔离政策，但 

日本和其他殖民政府一样，仍 

坚持强制隔离麻疯病人.。■日本 

政府认为痳疯病有毁国家声 

誉，因此用铁腕政策来大规模 

逮捕病人入院，以全面性消除 

日本的痳疯病病例，且不让他 

们有下一代。

Maki Morozumi (左）与病楼的院 

民相见欢。

陈彦妮（右一）向日本访客介绍曾用来治疗 

痳疯病的大楓籽果。

陈彦妮（右）给Otsuki教授及Minjeong Park 

介绍院民的生命线。

貫徹花園城市概念

希望之谷康復者充滿生氣

aki Morozumi指出， 

在曰本，大多数希 

望结婚的男病患都必须接受绝 

育手术，怀孕的女患者被迫进 

行堕胎手术；仅在R本的痳疯 

病疗养院里，就有超过3000个 

堕胎案例，违反人权的“绝后 

政策’’后来引起很大的争议。

“我们在希望之谷故事 

馆看了后代回来寻亲的纪录片

之后，心情非常复杂...... ”
Chikayo表示，他们探望

院民的乐观和积极的生活态度温暖了 
Chikayo (左一）的心。

曰“絕後政策”引爭議
病楼的康复者后，也发现该处 

的康复者都很快乐，每一个人 

都面带笑容。

“这叫我们感到很惊 

讶，因为日本痳疯病院的康复 

者看起来都很忧愁，没有生 
气〇 ’’

在英殖民时代的马来 

亚，尽管政府也强制隔离痳疯

病人，但却没对病患夫妻执行 

强制堕胎和绝育手术，只是不 

让病人在院内养育孩子。因 

此，我国的痳疯病患子女还能 

存活下来，并在长大后有机会 

回来重建他们的家庭关系。因 

此，在马来西亚的麻疯病人在 

这方面比日本人更加幸运。

I.板

夕卜，在8月12至14日 

期间，本地古迹保存 
T作者林永隆博士带着日本东 

京大学的〇tsuki Toshio教授和其 

博士班学生Minjeong Park到希望 

之谷考察两天:他们都对英政 

府建构的这个人类聚落所采纳 

的民主开放制度表示赞叹。

陈彦妮说，在希望之谷， 

病人居住的屋仔则类似小型别 

墅的村屋里，以同心模式随机聚 

集成一个圆形，市场设在中央， 

以鼓励患者之间的社交互动， 

这跟日本痳疯病院里排列整齐 
的军营式病楼完全不-样。

她补充，希望之谷不仅 

在概念上贯彻花园城市概念， 

实际上也成功发挥一个自供自 

足、自行维持的人类聚落之功 

會g,是全球痳疯病院的杰出范 

例。
希望之谷在今年2月12日成 

功列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预 

备名录。国家文物遗产局在雪州政府和 

卫生部的支持下，正在筹备将这一重要

〈希望之谷〉需要社会长期资助，

如果你愿意伸出援手，以下是相关资料。
•捐款户头名称/Majlis Penempatan Sungai Buloh 
(双溪毛糯淋疯病院参议会）

•户头/3098473010 (大众银行）

•联系电话/03-6156 4223

•电邮/valleyofhope2018@gmail.com

•网站/www.valleyofhope.my

Otsuki教授和参议 

会理事及义工合影。

文化遗产提名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文化遗产。

希望之谷分区明显

也是日本麻疯病疗养所世遗登录推 
进协议会发起人的Otsuki教授在考察希 

望之谷后也说，英国人把希望之谷规划 

得非常好，如有明显的分区、包括医疗 

区、行政区和居住区等。日本政府在痳 

疯病院设计中并没有像希望之谷那样采 

纳“花园城市”的规划原则，病患房舍 

也散落各处。
他指出，日本长岛爱生园有150间 

病患小屋早年得到外界捐款，由病人 

亲自筹建，可惜这些木屋都因为受到台 
风袭击而坍塌，目前只剩下5栋。该院 

目前只剩110多个院民，平均年龄为86 

岁。随着他们的同伴一个个去世，他们 

也开始担心他们的记忆和历史也会随着 

院内古迹的流逝，慢慢被世人遗忘。

“为了保存院民的宝贵记忆、痳 

疯病遗址以及相关的文献遗产，我们去 

年成立痳疯病疗养所世遗登录推进协议 

会，希望加快日本痳疯病疗养院的申遗 

工作。”

请把捐款通知电邮到

valleyolhope2018@gmail.com 或 

WhatsApp 给林美金012-398 

0894,同时注明捐款者姓名， 

联络电话和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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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持鸣锣剪彩仪式。鸣锣人左一起为江保豫、丁家骅、李旗豹、邓章钦、罗錦峰及賡桂蕃。

鄧章欽：聯邦提供津貼獎掖

由醫籬業發屏空問士

江保豫（左三起）、邓章钦、李旗豹、丁家骅及罗锦峰主持会庆切蛋糕仪 

式。

(巴生19日讯）雪州行政议员拿 

督邓章钦指出，雪州政府重视生命科 

学领域发展，联邦政府并提供制药业 

发展津贴和奖掖，因此建议我国华人 

中医中药业可往这方面跨足探讨，未 

来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他促请中医中药业者不要只是重 

视传统中医药发展，而应把眼光聚焦 

在世界市场的制药业，或可由中国带 

动做研究，结合本地资源的特点，只 

要大家往这方面思考，本地中医屮药 

、丨k会有非常光辉的前景。

丁家骅：

逾6500人注册中药业
也是巴生新城区州议员的邓章钦 

昨晚在巴生滨海中医中药业联合会庆 
祝成立44周年联欢晚宴致词时说，马 

来西亚华人医药总会总会长丁家骅提 

到，我国中医中药业有6500多人登记 

注册，可见中医中药深受欢迎，估计 

大马是中港台以外的最大参与者。

他形容，中医中药是中华文化的 

瑰宝之•，通过华文教育的传承，把 

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华医术保留下来并 

发扬光大，值得骄傲。
邓章钦认为，随着时代变化，年 

轻人也对中医中药系感到兴趣，加上 

国内私立大学相继开办中医中药相关 

课程，业者可凭此抱着大胆想法。

他表示，虽然国内有几家家喻户 

晓的制药厂，但制药方面的规模还不

够大，尤其中医中药在国内外的强烈 

需求，是同业可以大展拳脚的市场， 

加上该会累积这么多年的经验和资 

源，足以进一步探讨和拓展保健品制 

药等领域。

李旗豹：

各地办讲座推广中药业
巴生滨海中医中药业联合会主席 

李旗豹指出，随着政府修订2016年传 

统及辅助医药法令，当屮•些法律条 

文不利于中医中药业，包括将执行的 

传统医药法令和已落实的医药广告法

令、医药器材法令、新药剂法令及野 

生动物法令等。

他表示，相关修正法令的落实， 

使得有12种中草药被禁，让中医屮药 

界有所感叹。

他提到，总会有在各地举办讲座 
会，安排会员了解2016年传统及辅助 

医药法令（ 775法令）的法律条文，有 

助中医中药界做出改变和达致专业水 

平

出席晚宴嘉宾有雪隆华人药业公 

会会长罗锦峰、巴生滨海中医中药业 

联合会总务兼筹委会主席江保豫及益 

宝多株式会社执行董事廖桂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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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嘉宾在雪兰莪洪氏公会59周年会庆晚宴上合影。左一起 

为洪文顺、洪国祥、洪静萍、洪隆盛、洪秀燕、刘永山、洪振 

治、洪文成、洪平进、洪平基、洪来喜及汪爱泉D

(仁嘉隆I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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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他说，2021年第十一届马来 

西亚六桂堂恳亲大会轮值中马六 

桂堂主办，并由雪兰莪洪氏公会 

和巴生滨海南安洪氏大演家族会 

协办。

恳亲大会10月峑厘島举行

“明年的第十五届世界六桂 

恳亲大会，将于10月20至22日，

在印尼的峑厘岛举行。”

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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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平进提及，马来西亚六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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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六桂宗亲遍布全球， 

随着时代进步，宗亲会除了纪念 

祖先功德，必须与时并进，加强 

联络和在商业上的合作。

大学毕业会员子女领取纪念品后与颁奖人合影。右一起为洪振治、洪文成 

及洪国祥。

洪振治：策劃幸福村新春活动
兰莪洪氏公会会长洪振治指 

出，该会将在9月1日接任彳二 

嘉隆幸福村丁委会职务，他本身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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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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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名宗亲子女成功获得 

助学金，每人5000令吉，希望协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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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更多宗亲子女。

劉永山：雙語路牌被換感悲哀
-pp津区州议员刘永山指出，仁 

夕」嘉隆村内双语路牌被换，让 

他感到悲哀。他曾于7月22日呈函雪州 

苏丹表达民声，希望收回成命。

“更换双语路牌不是雪州政府的 

政策，是苏丹殿下的指示。”

他说，我国第二季经济成长达

4.9%，因此，全年要达到4.8%目标应 

该不难，但必须监督建筑业成长。

“瓜冷区经济、产业发展在雪州 

9个县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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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

洪文成：感謝宗親出席會慶晚宴
^委会主席洪文成说，会庆晚宗亲出席，宗亲出钱出力，筹委会努 

#宴筵开135席，感谢国内外力丁作，使晚宴岡满成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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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哈末德沙认为人 

民必须先对食品安全议 

题有更多的认识，才能 

进一步推广有机农业。

陈秀奏呼吁农民及 

一般消会者都能参加有 
机座谈会，了解我国有 
机农产品发展及政策

费德里阿末：农民 

不了解有机产品价值， 

普遍仍依照旧有种植模 

式，不愿转有机种植。

環境工藝發展中心主辦

有機農業座談9月3舉行
報道 林殷敏

(八打灵再也19日讯）为了有效 

推广大马有机农业，马来西亚环境、 

工艺及发展中心（CETDEM _)将于9月 

3日在武吉免登联邦酒店（The Federal 

Hotel)举办2019马来西亚有机农业 

座谈会，主题为“有机农业的未来”
(Organic Agriculture for future ),鼓

励农民及消费者踊跃报名。

邀逾10人主讲

座谈会将邀请超过10名主讲者， 

包括农业局官员、雪州行政议员、非 

政府组织代表及有机认证机构，与所 

有相关利益者探讨有机农业的国际标 

准、种植土地、供应链、市场趋势及 

技术研发等课题。

主讲者之一的农业局农作物品质 

控管部副主任莫哈末德沙指出，根据

农业局统计，全马只有230个农地， 

低于1%的农民申请My Organic认证， 

显示马来西亚有机农业仍不受重视。

他接受星洲日报访问时说，在 
230个获得认证的农场中，有机稻田3 

个、有机果园为44个、有机菜园56个 

及有机蘑蘇种植农场127个。

Control Union有机食品审核员费 

德里阿末认为，在没有使用化学肥料 

及农药的情况下种植有机蔬果，产量 

必然会下跌，也是导致有机蔬果价格 

较为昂贵的原因。

“但是有机产品安全食用也全天 

然，其价值会提升，售价会比非有机 
产品高出30%。”

马来西亚环境、工艺及发展中 

心项目协调员陈秀銮则说，随着年轻 

的农民和新的田园兴起，加上新的政 

府，该组织希望座谈会能成为政府官 

员、非政府组织代表、农民及消费者 

进行多方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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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霹雳咖啡茶商公会领导层在周年宴上与嘉宾合照，前排左起是张亚德、金昌成、拿督陈川养、 

洪宝德、张君余、张国樑；右起是张云英、张国栋、吴天顺、洪启升、郑有义、何子孟及郑国霖。

何子孟:課題頻生不健康

希盟應賣現“新大馬”
(太平19日讯）马新咖啡茶业联合总会长拿督 

何子孟指出，希盟政府应该要为人民带来新的方针 

及希望，以实现新的马来西亚理念。

他说，最近几个星期来我国陷人了种族及宗教 

议论纷纷的局面，而这项课题的进展对…个多元种 

族的国家是不健康的，他对此感到遗憾。

他表示，实现新马来西亚理念是人民换政府的 

重大目标，但是，目前的局势是国家经济低迷，股 

汇都在下跌，各行各业皆感叹生意难做。

何子孟昨晚出席北霹雳咖啡茶商公会庆祝创 
会82周年联欢宴会时说，代议士应该把重点放在经 

济建设方面，及花更多时间讨论如何吸引外资前来 

投资，加强国家的经济及就业机会，并拟定一些节 

目，在明年的旅游年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我国观光。

张国樑：咖啡店须改变营业方针

“上个月，沙亚南市政厅发出函件规定从10月 

开始，限制超过2%有酒精的饮品便需要申请准证， 

经过总会及饮料公m]的讲解协商后，雪州政府收回 

了条例，这是正确的决定。”

他感谢雪州政府的收回成命，如果沙亚南执

行这项条例，全国地方政府相信也会有样学样地执 

行。

他呼吁卫生部仿效雪州政府的听取民意，在 

禁烟方面制定妥当的地点，让烟民可以更安全地吸 

烟，也让业者可以为烟客作出交代，以达到双赢的 

局面：

何子孟代表总会拨出5000令吉，作为北霹雳咖 

啡茶商公会的活动基金。 _

北霹雳咖啡茶商公会会长张国樑指出，面对经 

济的呆滞及市场萧条，咖啡店、丨丨(者为了继续生存， 

确实要改变营业方针，即须合理调整价格，以克服 

无形中成本的增加，使咖啡店行业能维持下去。.

他希望消费者能明白咖啡店业者的无奈，而无 

论面对多大的挑战，公会都会与业者一起克服：

他说，香烟销售量是咖啡店业者最重要的收人 
之-•，占了总营业额的20至30%，如今政府施行禁 

烟法令后，香烟销售量大跌，对业者造成了很大的 

打击。

“明年是我国旅游年，希望同业们做好准备， 

务必把太平传统咖啡店发展成美食景点，以及引更 

多游客前来我国观光

太平区国会议员郑国霖说，传统咖啡店仍具 

有竞争优势，希望业者能进…步提升卫生及服务水 
平，更用心的继续经营。他宣布拨款5000令吉，作 

为北霹雳咖啡茶商公会的活动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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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同業與國際精英交流
家骅披露，大 
马华人医药总 

会将于本月23至25日， 

在泰国曼谷召开的第12 

届东盟屮医药学术大会 

的5个联办单位之一，总 

会理事已通过赞助1万令 

吉给大马参加者，盼能 

在大会上吸取宝贵的中

医药经验和新知，与各 

国医药界精英相互切磋 

交流。

他透露，总会也再 

代表大马，参加第二届 

中国（甘肃）中医药业 
博览会，带领我国4间中 

药厂展出产品，并连同 

卫生部副部长李文材和

卫生部官员，考察陇西 
兰州当地中药材市场。

他说，考察团将和 

甘肃省商务厅及省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探 

讨加强在中医及中药材 

的交流合作，共同促进 

中医药发展和务实双边 

合作C

江保豫（左五起）、邓章钦、李旗豹、丁家骅及罗錦峰与众人主持会庆切

蛋糕仪式。

“改進中醫藥生產方式”
丁家驊促同業推動G M P認證

(巴生19日讯）马 

来西亚华人医药总会总会 

长丁家骅敦促同业，加快 

对传统中医药生产企业 

改造，加速更新设备和 

改进药品生产方式，大力 

推动药品良好生产规范 

(GMP)认证工作，使传 

统药品企I在生产技术及 

方式上能与国际接轨，提 

高中医药产品的国际竞争 

力。

“卫生部旗下国家药 

剂监管机构（NPRA )， 

近期也对药品生产商提出 

了新的指示与要求，如果 

生产商面临问题，可联络 

总会秘书处了解详情。” 

他认为，规范医药产 

品市场，严厉打击劣质和

假冒产品，确保医药产品 

的质量，同时改进中医药 

产品的内外包装，双管齐 

下做到精美实用。

丁家骅昨晚在巴生滨 

海中医中药业联合会庆祝 
成立44周年晚宴致词时表 

示，中药及中成药在我国 

前景广阔，但基于国情有 

别，中药应融合当地民族 

医药，以符合本地法规、 

标准和民族文化习惯的方 

式进人及发展。

6500中医药师向总会登记

他透露，总会于2000 

年和2009年各进行了中医 

师和中药师的登记丁作， 

目前登记的中医师有3000 

多人、针灸师500人和中

药师3000人，组成了6500 

多人的中医中药阵容。

他说，总会将于 

今年10月启动新的系统 

(app )更新中医师和中 

药师证书，会员可直接上 

网向总会查询和更新，方 

便简易，如有需要可洽询 

总会秘书处。

丁家骅形容，大者 

以仁德治天下，小者以医 

药救世人，身为中医药业 

者，应以济世救人为先， 

顺应政策、社会、区域和 
消费的4大趋势推广中医 

药，以惠及更多社群。

出席联欢晚宴嘉宾 

有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 

钦、雪隆华人药业公会会 

长罗锦峰、森美兰中医中 

药联合会会长梁裕发、巴 

生滨海中医中药业联合会 
主席李旗豹及总务兼筹委 

会主席江保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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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霸短池游泳賽 Jt

文德甲旗山公會奪43金

社
區

(文德曱19日讯）由淡属业余 

游泳公会举办的第18届短池比赛圆 

满举行，文德曱旗山公会派出的选 

手共夺得43面金牌，成为全场大赢 

家。

这项为期2天的比赛在文德甲旗山客 

栈举行，活动宗旨为提高选手的游泳水平 

及鼓励新选手参与比赛。由文德甲州议员 

胡智云主持闭幕及颁奖仪式。
这项比赛共吸引127名来自各地选 

手参加，分别是来自文德甲旗山公会派出 
的68人、马六甲 Nusar Sinar Harapan学院30 

人、登嘉楼业余游泳公会18人和雪兰莪沙 

亚南学会11人。

经过2天激烈比赛，文德甲旗山公会 

派出的选手表现标青，夺得43面金牌、 

53面银牌和36面铜牌，马六甲Nusar Sinar 

Harapan学院夺得22面金牌、16面银牌、22

面铜牌，雪兰莪沙亚南学会选手共赢得11 
面金牌、3面银牌和9面铜牌，而雪兰莪沙 

亚南学会选手则夺得3面金牌、7面银牌和 

12面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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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0年号称样样“领先”的 

槟州，终于在许多州属实行 

智能停车措施后，昨天正式推出自身 
的智能停车App,但是，开发商原订 

午夜12时开放让智能手机用户下载的 

APP，只有iOS平台能下载，安卓版的 

仍未见踪影$

记得许多年前，大多数地方政 

府仍然使用人工付费或是咪表时，怡 

保市政厅已使用较简单的自动付费停 

车方式，那就是车主到停车位附近的 

-个机器，按下n己的停车时间长短 

后，机器就会打印•张票据让车主放 

在车上。

当时，八打灵再也市议会则采用 
另一种付费方式，其情况与怡保市政 

厅差不多，分别是车主只需在机器上 

按下时间长短和停车位编号，机器的 

萤幕上就会显示已付费的停车位资 

料。

这两个付费机器相当方便，美 
中不足的是下雨天时，车主必顼 

撑伞淋雨去付费，不像停车 

票证，在车上刮好之后才打 

开雨伞下车。

到了电子钱包风行的 

今天，国内数个地方政府与 

电子钱包合作推出智能停车 

付费。车主进人电子钱包的选

单，找出自己停车的街道名称，然后 

输人停车时间和数额就完成付费。

论便利程度，这个电子钱包已拥 

有超过100万个用户，地方政府也不需 

要花钱交给第《方去开发新的App， 

只需要提供街道资料给电子钱包开发 

商，就能为地方政府设立付费户头。

最让人好奇的是，在网速还不差 

的今大.槟威两个地方政府用了 App 

之后，为何还需耍花钱在路面安装感 

应器？执法员应该只需要登人本身的 

管理员系统，查出车辆资料不就行了 

吗？
采用智能停车App绝对有它的便 

利，槟州两三个购物商场已采用无现 

款停车付费，车主可以使用一卡通、 

内置无线付费功能的赊账卡或信坩 

卡，解决了一些车主面对零钱不足的 

窘境，商场也取消使用•卡通的手续 

费，这对车主来说更加方便。

智能停车、电子钱包或无现金付 

费在国外已实用多时，虽然马来西亚 

政府的起步比较慢，但是，政府却是 

最大的影响者，不只可以带动更多商 

家也加人无现金付费的行列，更间接 

影响电讯商为消费者提供更稳定的网 

速，人们都应该用正面态度去看待无 

现金付费的未来。
(作者为本报首席记者）

無現金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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