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hah Alam: Kerajaan Selangor
akan menyiasat sama ada ke-
giatan mengorek pasir di luar
muara Sungai Langat adalah
sah atau sebaliknya.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pihaknya me-
mandang serius isu itu, terut-
ama dakwaan pendapatan go-
longan nelayan merosot akibat
kegiatan berkenaan.
“Kita minta ia disiasat... saya

baru dapat laporan mengenai
isu ini. Kerajaan negeri tidak
keluarkan lesen (mengorek
pasir) untuk laut, yang dibenar-
kan hanya di sungai.
“Kita kena siasat sama ada

aktiviti yang dimaksudkan
ini adalah aktiviti haram atau
mempunyai lesen,” katanya.
Beliau ditemui pemberita

selepas menghadiri Mesyuarat
AgungTahunanWanita Cabang
PKR Peringkat Selangor 2019 di
sini, semalam.
Yang turut hadir Menteri

Perumahan dan Kerajaan Tem-

patan yang juga Naib Presiden
PKR, Zuraida Kamaruddin;
Ketua Wanita PKR, Haniza Mo-
hamed Talha dan Ketua Wanita
Selangor, Dr Daroyah Alwi.
Laporan BH kelmarin men-

dedahkan pendapatan kira-kira
250 nelayan Pangkalan Kelan-
ang, Kuala Langat merosot se-

hingga 70 peratus, berikutan
kegiatanmengorek pasir di luar
muara Sungai Langat sejak em-
pat tahun lalu.
Jika sebelum ini masing-

masing mampu memperoleh
antara RM3,000 hingga RM4,000
sebulan, kini perolehan mere-

ka merosot hingga di bawah
RM1,000 sebulan.
Laporan itu turut mendedah-

kan kegiatan mengorek pasir,
penambakanpesisir pantai serta
pencerobohan nelayan asing an-
tara punca utama menjejaskan
hasil laut nelayan negara ini.
Berikutan itu, Pakar Alam

Sekitar, Dr Mohd Yusoff Ishak,
kerajaan negeri diminta ber-
tanggungjawab terhadap impli-
kasi yang ditanggung nelayan
serta kemusnahan alam sekitar
berikutan kegiatan mengorek
pasir, penambakan pantai yang
berleluasa sejak kebelakangan
ini.
Beliau yang juga Pensyarah

Kanan Fakulti Pengajian Alam
Sekitar, Universiti Putra Ma-
laysia berkata, kerajaan negeri
dan pemilik permit korek pasir
memperoleh keuntungan besar
tetapi nelayan dan penduduk
sekitar menanggung kerugian
pendapatan serta kehilangan
mata pencarian.

Selangor siasat kes korek pasir laut

Keratan akhbar BH, kelm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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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Pengerusi Piala Sul-
tan Selangor, Tan Sri Abd Karim 
Munisar tidak menolak kemung-
kinan saingan Piala Sultan Se-
langor bagi edisi 2020 akan ke-
kal diadakan di Stadium Shah 
Alam, di sini.

Beliau berkata keputusan 

muktamad bagaimanapun tetap 
terpulang kepada titah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Dalam masa sama, beliau tu-
rut bersyukur penganjuran Pia-
la Sultan Selangor 2019, di sini, 
malam kelmarin berlangsung 
dengan penuh gemilang dan 
mengikut apa yang dirancang.

“Ini satu hasil yang amat 
membanggakan. Terima kasih 
kepada semua yang terbabit da-
lam menjayakan Piala Sultan Se-
langor 2019. Saya harap  semua 

penonton gembira dan bersedia 
untuk saingan tahun hadapan. 
Saya juga berpuas hati dengan 
kehadiran penyokong yang 
membanjiri stadium. Tahniah 
kepada kedua-dua pasukan (Se-
langor dan Singapura). Adat 
pertandingan ada yang menang 
dan kalah.

“Tapi yang penting perja-
lanan perlawanan begitu baik 
dengan penuh semangat kesu-
kanan dan tiada perkara yang 
tak diingi berlaku. Perlawanan 
ini juga mengeratkan hubungan 

antara pemain dan peminat ke-
dua-dua pasukan,” katanya.

Skuad Pilihan Selangor berja-
ya mempertahankan Piala Sul-
tan Selangor yang dimenangi 
tahun lalu selepas menunduk-
kan Pilihan Singapura 1-0 hasil 
jaringan Ifedayo Olusegun pada 
minit ke-18.

Sementara itu, ketua juru-
latih Selangor, B Sathianathan 
berkata kemenangan itu adalah 
hadiah daripada pasukan kepa-
da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
rafuddin Idris Shah.

Abd Karim 
gembira 
penganjuran 
kelmarin berjaya, 
dapat sokongan 
ramai penonton

Mungkin kekal lagi di Shah Alam
Piala Sultan Selangor

Pilihan Selangor meraikan kemenangan  Piala Sultan Selangor selepas menewaskan Singapura di Stadium Shah Alam, kelmarin.  
 (Foto Syarafiq Abd Samad/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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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Wan Azizah menyertai gotong-royong di Pangsapuri 610, Pandan Indah, semalam.

Ampang Jaya: Menye dari
kes denggi semakin me-
ningkat, Timbalan Perdana
Menteri Datuk Seri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mengajak
masyarakat untuk bersa-
ma-sama menjaga kebersi-
han persekitaran.

Beliau berkata, ahli ma-
syarakat di sesuatu tempat
mesti bersama-sama dalam
menggerakkan usaha go-
tong-royong dan memberi-
kan kerjasama menjaga ke-
bersihan tempat berkenaan.

“Kita mesti bersama-sa-
ma menjaga kebersihan per-
sekitaran supaya kita men-

jaga kesihatan bersama. Kita
mahu sama-sama mendi-
dik, bukan saja diri kita, te-
tapi anak kita.

“Sejahtera bermula dari-
pada sikap kita sendiri.

Tanggungjawab kita untuk
mengekalkan kebersihan
bersama. Ahli masyarakat
sesuatu tempat beri kerja-
sama untuk menjaga keber-
sihan tempat berkenaan.

“Ambil sikap bersama
menjaga persekitaran dan
jangan tunggu sesuatu mu-
sibah menimpa pada ahli
keluarga untuk kita menga-
mbil tindakan. Kita ambil
satu sikap bertanggungja-
wab , ” katanya .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ketika berucap merasmikan
Program Gotong-Royong
Cegah Denggi di kawasan

Pangsapuri 610, Pandan In-
dah di sini, semalam.

Pada program itu, beliau
turut bersama-sama pendu-
duk mengutip sampah un-
tuk membersihkan perseki-
taran di kawasan pangsapuri
b erkenaan .

Dr Wan Azizah yang juga
Ahli Parlimen Pandan ber-
kata, sebanyak 85,270 kes
denggi dilaporkan dari Janu-
ari hingga 17 Ogos tahun ini.

Menurutnya, angka itu
menunjukkan peningkatan
38,726 kes iaitu 83.2 peratus
berbanding tempoh sama
tahun lalu.

Jaga kebersihan persekitaran cegah denggi

“Cuba lihat persekitaran
di sekeliling kita,
berapa ramai antara
kita yang prihatin
menjaga kebersihan
p ers ekitaran ”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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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hirkan rasa cinta kepada negara
MDHS lancar 

Kempen Kibar Jalur 
Gemilang sempena 
Hari Kemerdekaan

MOHD RIDZUAN ABU HASSAN

M ajlis Daerah Hulu Sela-
ngor (MDHS) melancar-
kan Kempen Kibar Jalur 

Gemilang sempena sambutan 
Bulan Kebangsaan di Stadium 
Mini, Kuala Kubu Bharu baru-
baru ini.

Kempen yang bermula 8 Ogos 
hingga 16 September itu mengga-
lakkan masyarakat di daerah itu 
mengibarkan Jalur Gemilang di 
kediaman masing-masing terma-
suk kakitangan jabatan dan agensi 

Semua jabatan di MDHS mengambil bahagian dalam menjayakan Kempen Kibar Jalur Gemilang sempena Hari Kebangsaan.

Persahabatan Ranjinidevi (kiri), Siti Khalijah dan Yap 

Lee membuktikan semangat perpaduan dalam 

kalangan kakitangan MDHS.

NAMA TEMPAT

kerajaan.
Yang Dipertua MDHS, Shukri 

Mohamad Hamin berkata, jabatan 
kerajaan perlu mengibarkan Jalur 
Gemilang agar langkah itu diikuti 
masyarakat selain menjadi ikon 
perpaduan.

“Dalam kita memeriahkan 
sambutan dengan mengibarkan 
bendera, kita juga perlu hayati dan 
fahami erti kemerdekaan yang di-
capai hasil kesepakatan rakyat ber-
bilang kaum.

“Justeru, saya mahu kakitangan 
MDHS mengekalkan perpaduan 
dan mempertingkatkan kerjasama 
antara satu sama lain agar menjadi 
ikon kepada rakyat,” katanya di sini 
baru-baru ini.

Majlis pelancaran disempurna-
kan Shukri bersama Pengarah Ja-
batan Khidmat Pelanggan MDHS, 
Mohd Norazif Ahmad Tamsis dan 
Ketua Bahagian Korporat MDHS, 
Junainah Abdullah.

Hadir sama, Presiden Perodua 

Global Manufacturing Sdn Bhd, 
Rozunan Che Pa dan Pengarah 
Perodua Sales Sdn Bhd, JH Roz-
man.

Pada majlis itu, Perusahaan 
Otomobil Kedua Sdn Bhd (Pero-

dua) menawarkan pemerik-
saan kereta jenama itu seca-
ra percuma sebagai kempen 
kesedaran keselamatan 
kenderaan kepada orang 
awam.

Semangat
Sementara itu, kaki-

tangan Jabatan Korpo-
rat MDHS, D Ranji-
nidevi, 29, yang 
berkhidmat sejak 10 
tahun lalu teruja merai-
kan program kemerde-
kaan anjuran pihak majikan setiap 
tahun bersama rakan sekerja lain.

“Di MDHS, kita sudah seperti 
sebuah keluarga besar. Banyak pro-
gram dianjurkan majikan dan kami 
semua sama-sama menjayakannya 
termasuk sambutan bulan kemer-
dekaan,” katanya.

Seorang lagi kakitangan 

MDHS, Lim Yap Lee, 36, ber-
kata, dia mula berkhidmat di 
MDHS sejak 14 tahun lalu 
dengan suasana kerja yang 
harmoni dan saling meng-
hormati.

Katanya, amalan kerja 
sebagai satu pasukan mem-

buktikan semangat per-
paduan yang utuh dalam 

kalangan kakitangan 
berbilang kaum.

“Negara kita su-
dah 62 tahun merdeka 
dan kita semua hidup 

aman damai. Ini adalah hasil per-
paduan yang diwarisi sejak dahulu 
dan perlu dipertahankan untuk 
generasi akan datang,” katanya.

Kakitangan Jabatan Korporat 
MDHS, Siti Khalijah Mahauddin, 
43, pula berkata, dia sudah 25 ta-
hun bekerja di MDHS dan berkhid-
mat untuk penduduk semua kaum.

Pe
Le
ka

Shukri menyempurnakan majlis pelancaran Kempen Kibar Jalur 
Gemilang di Stadium Mini, Kuala Kubu Bharu baru-baru 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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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gai Rasau dipenuhi botol plastik yang 
terapung dan mengeluarkan bau busuk.

SHAH ALAM - Ribuan botol plastik 
ditemui terapung di Sungai Rasau yang 
terletak bersebelahan pusat membeli 
belah Central I-City.

Seorang penduduk, Amran, 42, 
berkata, botol itu dipercayai mula me-
menuhi permukaan sungai sejak dua 
bulan lalu kerana dibawa arus ketika 
hujan lebat.

Menurutnya, sebelum ini ada pihak 
membersihkan sungai dan membuang 
botol tersebut namun keadaan itu ber-
ulang, menyebabkan sistem saliran 
terganggu.

“Selain menyebabkan pencemaran, 
baunya juga agak busuk,” katanya.

Sementara itu, Shahri, 53, pula berka-
ta,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perlu 
mengambil tindakan segera bagi menge-
lakkan banjir.

Katanya, jika kawasan itu bukan di 
bawah seliaan PBT, pihak berkaitan wajar 
menggesa pemaju membersihkannya.

Exco Alam Sekitar, Teknologi Hijau, 
Hal Ehwal Pengguna, Sains, Teknologi 
dan Inovasi, Hee Loy Sian memaklumkan 
bahawa pihaknya akan menyiasat perka-
ra itu sebelum tindakan diambil.

Ribuan botol plastik terapung di Sungai Ras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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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or gives RM2.7mil 
to 104 Buddhist 
and Taoist temples 

Teng (fifth from right) posing with the 104 representatives from Buddhist and Taoist temples in Selangor. 

OVER RM2.7mil was given out to 
104 Buddhist and Taoist temples in 
Selangor to fund their projects. 

The cheques were presented by 
Selangor investment industry and 
trade, small and medium industries 
committee chairman Datuk Teng 
Chang Khim at the state secretariat 
building (SUK) in Shah Alam. 

Some recipients travelled from as 
far as Sabak Bernam to receive the 
funds ranging from RM3.000 to 
RM50,000, depending on what they 
applied for. 

"Today we gave out RM2,787,480 
to Buddhist and Taoist temples. 

"So far, the state had provided 

allocations totalling RM3,628,200 
this year," said Teng. 

Temples that received RM50,000 
allocation would be using the 
money for building expansion, 
while those received RM10.000 and 
above needed funds for renovation 
or religious classes, and temples 
getting RM3,000 allocation would 
use the money for various pro-
grammes. 

At the cheque presentation, Teng 
held a short dialogue session with 
the temple committees who shared 
their plight, including lack of facili-
ties and infrastructure at the places 
of wo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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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乱丢粒圾

■当局张贴告示表明后巷装有“电眼”，警慯民众勿乱丟垃圾。

(安邦25日訊）“电眼”奏效，布 

雅丹織 18路（Jalan Bunga Tanjung 

I8)商业区后巷垃圾減少8〇%!

该处是继太子园巴刹对面后，于本月初 
安装闭路电视捕垃圾虫，由民主行动党莲 
花苑区州议员黎潍福拨款安装，以协助解 
决超过5年，堆积如山的垃圾问题。

黎潍福说，该后巷是丢垃圾的黑区，过 
去常常出现很多摩哆轮胎、建筑废料，皆 
不知来源。

“安装闭路电视一周后，我们发现垃圾 
减少80°。，摩哆轮胎也不再出现。

他联同安邦再也市议员蔡耀宗及郭纬 
界、莲花苑投诉组主任丘建生带领《中国 
报》巡视安装闭路电视的后巷时，这么指

* °黎潍福说，有关闭路电视以太阳能操 
作，且可通过手机应用程式观看直播片 
段，清楚看到垃圾虫的行为。

“此款闭路电视和3个月前在太子园巴刹 
对面安装的相同，这3个月内，垃圾情况受 
到控制。”

#潍福说，他自去年中选后，把主力放 
t在卫生问题，尤其太子园超过30年， 

垃圾问题严重，且垃圾和沟渠阻塞也造成 
突发水灾的主要原因。

“我共拍摄3个短片讲解垃圾处理的方 

法，以及承包商整套工作流程，即家庭垃 
圾，一周来到家门口 3次，大型垃圾如旧椅 

子、园艺垃圾也是一周三次。”
他说，居民不懂处理垃圾的话，就只是 

把垃圾打包好放在门前，而不是开门拿到 
后巷去？。

“如果人的态度没改变，每次发生水灾 
都说是市议会的问题，这是不对的。

99

99

#潍福说，闭路电视目前是在试 
t验性阶段，3个月后将严厉执

法！
他说，他会陆续在其他5个行动党 

市议员管辖的区，安裝闭路电视。
“太子园已有2个闭路电视，其它 

5个区会在鉴定黑区后，至少先放1 

个。”
i也强调，市议会还是首要抱著教 

育的方式，教导人们可以在完善系 
统下处理垃圾。

“如果真的不懂，或承包商没有 
上门收垃圾，有任何疑问，都可来 
我的服务中心，或联络市议员。” 

黎潍褶说，3个月后，市议会将采 

取严厉行动对付垃圾虫，把片段交 
给执法单位，寄罚单给对方。

T自安装闭路电视后，后巷不再出现 
垃圾。 片段

piI金韦 S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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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合国人权问题特别程序日前发表文告，引 
•述人权专家菲利普奥尔斯顿的论述，质疑 

我国在2016年贫穷率仅为0.4%的数据。

同时，经济事务部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 
里，则发文告驳斥菲利普奧尔斯顿的言论，强 
调政府是根据国际标准计算贫穷率，谴责对方 
言论不负责任。

从阿兹敏阿里的文告中得悉，我国贫穷线是 
根据联合国在2011年发布的第二版坎贝拉家庭 

收入数据手册所制订的标准计算，每户家庭每 
月980令吉、沙巴1180令吉、砂拉越1020令吉 

最低生活开销。
按照上述标准及结算，我国当年在数据统计 

上得出以上数字，意味著我国99.6%的人在数据上脱离贫 

穷线，但这是否真的表示我国大部分人的生活，真的脱

人生4大基本需求衣食住行，但以巴生谷生活水平来 
说，家庭每月980令吉开销，又是否能同时满足一个家庭 

的衣食住行呢？
在巴生谷来说，这笔开销，可能连一个人的基本需求也 

难以满足。
有的住，可能就少了衣食行其中一两项，如此的生活又 

如何称得上是脱离贫穷线呢？
低贫穷率或许是一个靓丽的数据，不过人民的生活素质 

才是真正反映现实状况，如果人民连基本需求都难以兼 
顾，贫穷率再低又有何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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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15年内復興巴生河

(巴生25日 

訊）巴生河出现 

神奇太空船？

有民众于上周开 

始，在巴生河靠近 

哥打桥附近发现一 

艘体积宽大的有盖 

浮台船在河上漂 

浮，并散出一条长 
约100至150米之间 

的屏障网，但因内 

部被封盖，让人猜不透船只用途。

神奇太空船？非也

證遲3在清E生爾
耗數千萬荷蘭引進

经了解发现，原来船只乃是雪州海洋关 
口计划(Selangor Maritime Gateway, 

SMG)部分，由雪州大臣机构（MB1)旗下 

子公司Landasan Lumavan私人有限公司与 

非政府组织携手合作，耗资数千万令吉从 

荷兰引进的拦截器，以负责巴生河的垃圾 

清理工作。

巴生市议员严玉梅受询时证实指出，该 

河流拦截器目前仍处于试用期，在确保完

善运作后，1个月后正式对外推介和公布 

详情。
她说，此前，Landasan Lumayan私人有 

限公司主要采用栅栏放置河流中作为屏 

障，以收集漂浮在河上的垃圾漂浮物，如 

今相信为加速提升河流的清理工作，而引 

进更新的科技技术。

“据了解，有关拦截器由垃圾承包商达 
鲁益善集团（KDEB)子公司Hebat Abadi 

废料管理公司负责操作。”
她指出，拦截器只需2个人操作，非常 

节省人力资源，通过该仪器拦截河上垃 

圾，从前方捜集垃圾，再从后方把垃圾排 

放出去，以便运往而榄土埋场处理掉。

州政府于2016年推介雪州 

$海洋关口计划，并放眼在 
15年内进行巴生河复兴和发展 

工程。
Landasan Lumayan私人有限 

公司主要负责巴生河流区域全 
长56公里，从八打灵再也至巴 

生一带的河流清理和提升工 
作，经过3年努力后，不仅成功 

改善巴生河水质，也让河内重 

现生机。
该公司每年耗资450万令吉，

从河里捞出5万多公吨垃圾，如 

今巴生河水质也从原本的第5 

级提升至第3级；目前，该公司 

也正积极在巴生河畔石％公园 
(Pangkalan Batu)进彳了改造 

工作，以及推动河口打造红树 

林区。

为了有效监督和遏止污染巴 

生河水质的非法活动，该公司 
甚至成立河流水上巡逻队伍， 

以便完善河流的清理工作。

T随著巴生河清理工作奏效 
后，附近哥打桥也渐渐成为人 
们垂钓、拍照打卡景点之一。

—巴生河经过3年的清理后，水 
质大幅改善，吸引民众前往兜 

风，欣赏风景。

Page 1 of 2

26 Aug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4
Printed Size: 885.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7,457.12 • Item ID: MY0037048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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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邦25日訊）安邦轻快铁站隔 

壁佛堂普贤堂已被政府徵用，大道 

公司也作出已赔偿，但佛堂尼姑拒 

绝搬迁，莲花苑区州议员黎濰福将 

在近期内召见安邦区神庙领导人或 
理事，解释此事原委以作出协调。

黎潍福出席安邦城隍爷庙庆祝城隍大帝 
千秋宝诞庆典，举行福食时说，地方政府 
对付占用土地又不肯搬迁的神庙之前，雪

州政府的非伊斯兰事务理事会会先开会讨 
论，且给予充份时间搬迁。

尼姑執意不肯搬

安邦再也市议员何金福受询时证实，他 
半年前曾与土地局官员前往该佛堂，呈交 
搬迁通知，但住在庙内的尼姑执意不肯 
搬，也不愿多谈。

他说，该佛堂约有29年历史，据知佛堂 

住持曾委托律师处理此事，但该住持往生

后便被搁置，他希望安邦其他神庙理事会 
向该尼姑作出劝告，以免发生任何不愉快 
事件。

安°邦再也前市议员方德强说，他约2年 

前曾和佛堂尼姑见面及讨论搬迁事件，但 
无结果。

i说I该佛堂唯一能做的就是搬迁，因 
为不搬会影响大道公司的规划，且进行建 
筑工程时可能会有风险。

“若该佛堂肯搬迁，市议员及当局将会 
协助。”

■安邦大街附近的普贤堂t

助神廟申請廟地
$花苑区州议员黎潍福指出，他将要求 
@雪州政府提供安邦再也地区内剩余的 
宗教土地详情，如果尚有空地，将协肋尚 
未有庙地的神庙提呈申请庙地的工作。

他说，没有庙地的神庙主要是在住宅区 
内开设神庙，单在莲花苑选区内就超过10 
间。

他也强调种族和谐重要性，若各族之间 
能互相了解彼此的生活方式，大家和谐相 
处，即可免除受到种族主义者的挑衅，不 
受他们的影响。

此外，数以百计的安邦区居民到安邦城 
隍爷庙上香膜拜，祈求出入平安，安居乐 
业，生意兴隆。
k庙陈。迦维指出，该庙今年首次举 

办施赠福袋及提供福食，给65岁及以上乐 
龄人士，有200名早前登记的乐龄人士领 
取福袋及用餐，福袋内有8种食品，包括 

白米、快熟面、牛奶、油及美禄等。
他预料该庙明年还会举行类似活动。
出席福食者包括安邦新村村长何鸿初、 

该庙名誉顾问吕荣发、该庙顾问陈碹 
美、总务王振友、副主席朱福龙、洪清 
水、容伟强、财政叶运明、福利主任王永 
富、叶俊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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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2起克莱门、王建民■加影扶轮社与藤泽市扶轮社携手合作，成功打造“加影扶轮社友谊公园” 

和许来贤。

(加影25日讯）加影区州议员 
许来贤指出，经过州政府2年努 

力，加影市已摆脱水灾梦魇。

他说，加影市曾是水灾黑区， 

下雨时容易发生水灾，雪州政 
府在2017年拨款整顿直落河，包括将河流加宽挖 

深，让水流更顺畅。

“解决水灾问题后，就要美化沿河的保留地， 

当扶轮社向加影市议会和水利灌溉局提出整顿建 

议，也获得批准。”

他说，友谊公园是根据园艺组专业指导植树， 

而不是胡乱栽种，方便日后执行保养工作。.

“河堤两旁会加以提升，避免小孩到友谊公园 

玩乐时，发生意外。”

他今早出席“加影扶轮社友谊公园”推介礼 

时，这么指出。出席嘉宾尚有万宜国会议员兼国 

际贸易与工业部副部长王建民、加影市议会市议 

员、官员、水利灌溉局官员及加影扶轮社主席克 

莱门等。

'“加°影扶轮社友谊公园”是加影扶轮社与藤泽 
市扶轮社携手合作，将加影市直落河（Sungai 

Jelok)河旁约150公尺长的河流保留地进行第一 

阶段美化，所打造而成。

这个友谊花园目前已完成第一阶段美化，包括 

道路、植树、椅子等，适宜进行休闲活动和运 
动，耗资约15万令吉，悉数由加影扶轮社与藤泽 

市扶轮社承担。

王建民赞扬加影扶轮社是活跃的组织，去年庆 
祝成立50周年庆。

他说，如今加影市的水灾问题已经解决，可以 

考虑在后巷进行美化，比如在建筑物画上壁画， 

成为打卡景点。

“吸引外人到加影市，继而带动社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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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25日訊）雪州政府 

计划从明年1月1日开始，通 

过地方政府收集商家向消费 

者徵收每个塑料袋20仙的收 

入，用作环保植树用途。

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指出，商 

家可对索取普通塑料袋的顾客收 
取20仙，而可分解塑料袋则可是 

30仙，政府希望商家所获得塑料 

袋款项可以用作环保用途，但很 

可惜并非全部商家这么做。

他曾接到各种投诉，包括有些 

商家甚至免得得失顾客，继续提 

供免费塑料袋，或者向顾客象徵 
式收取20仙，然后提供超过1个塑 

料袋〇

“°商家收了塑料袋的款额，却 

没有做企业社会责任或环保工 

作，如今州政府决定，统一每一 
个塑料袋都必须缴20仙，商家必 

须就此收费做账提呈给地方政 

府。”

冀提高環保意識

至于由什么单位管理所收取的 

塑料袋费用，他则说，州政府和 

地方政府会根据比例分配，惟至 

今未有最终定案。

许来贤今曰出席加影扶轮社与 

藤泽市扶轮社共同美化的“加影 

扶轮社友谊公园”时，如是指

1 5也说，这个做法主要是针对大 

型商场、超市、连锁店，目前已 

经拟定好大概的内容，要提呈到 

雪州行政议会，希望在1月1曰落 

实。

i也说，商家更新明年的营业执 

照的时候，将这项要求纳入其 

中，希望藉此教育商家和提高环 
保意识。

们没有开罚单，由地方政 

府劝导他们，是用软的方式教育 

公众。”

^他°提及，可分解的塑料袋的量 
少成本高，一个35仙，州政府就 

没有控制可分解塑料袋的使用， 

上述政策是针对一般普通塑料
袋。

市场上也有一些是有瑕疵的可分解塑料袋，分解出来的 

仍是塑料成分，这也是大问题。”

雙溪龍局球場地主

申請更換土地用途_B
荀多州策划委员会（SPC) 

i正式拒绝双溪龙高尔夫 

球场更换土地用途的申请！ 

许来贤指出，双溪龙高尔 
夫球场地主向加影市议会提 
出在2 03 5年地方发展蓝图 

中，更换土地用途申请，以 

便在该地段进行商业与住宅 

综合发展。

他说，高尔夫球场面积为 
150英亩的面积，一旦更换土 

地用途，仅会保留10%给绿

肺，

他提及，多年前，高尔夫

球场是发展商用来吸引购屋 

者的卖点之一■，面向局尔夫 

球场景色的产业价格也比较 

高，也有为购屋者提供会员 
籍。

1也说，附近居民不希望绿 

肺变成商业和住宅区，若当 

地再进行高度发展，会加剧 

阻塞问题。

“经过当局多方面考量， 
在本月20日的会议上，拒绝 

了地主的申请，这也是雪州 

策划委员会最终抉择，地主 

也不能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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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著士毛月-荅琳珑路，离荅琳珑市区约半公里路口红绿灯处，左转进人良冷皇 

冠城的双向新道路。

士毛月往森美闌良)节

新路局部開放
(士毛月25日讯）由士毛月通往森美錢 

良冷（Lenggeng )、瓜掠格拉旺:（Kuala 

Kelawang)，知知港（Titi)靠近荅琳珑 

(Beranang)的新路已局部开放。

该新路由良冷皇冠城（Mahkota Hill 

Lenggeng)房屋发展商兴建，方便驾驶人士 

从士毛月通往森美兰州良冷、瓜拉格拉旺、 

知知港，无须经过答琳珑和文汀市中心，节 

省近一半的路程。

驾车人士从士毛月路左转进入新大 
路后，直到通往武来岸（Broga)良冷

(Lenggeng)路的交通三岔路路口时， 

右转就可到良冷（Lenggeng)市区，按 

照道路指示牌续程前往瓜拉格拉旺Kuala 

Kelawang)和知知港。.

全长约5公里，从士毛月荅琳珑路口 

到武来岸良冷路口的双向大路，比原有 

的荅琳珑文汀路宽大笔直，但目前武来岸往 

良冷路口只局部开放半边路，进出的车辆只 

能用半边的道路。
负责当地地方事务的汝来市议会j程局负 

责人解释，由于市议会刚从发展商接手管理 

新住宅区的道路，目前正在全面整修住宅区 

的道路，因此才局部开放。

他说，当道路整修完成，就会全面开放新 

路，届时从加影士毛月前往良冷、瓜拉格拉 

旺和知知港的交通就可更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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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姑阿茲札（中）颁“敦法蒂玛奖”给拉玛妮（右2)。左起为杨巧双、莎丽 

花和祖莱达。

“從女權組織
元首后：感謝對國家貢獻
(吉隆坡25日讯）国家元首后东姑阿 

兹札昨晚莅临，由全国妇女组织理事会 
(NCW0)举办的“2019年全国妇女曰晚 

宴”，并感谢所有非政府组织对国家的贡 

献，让她从中获益良多。

她指出，其母后在小时候就经常携带 

她，一同参与各种非政府组织活动，尤其 

在女性权益方面组织，从中启发她对女性 

权益和发展的重视。

她分享她在各国参与妇女组织的经验， 
并期许台下2名公主东姑阿菲詹和东姑吉 

汉，将来可持续为女性争取权益。

她也披露，她曾被提名成为世界妇女组 
织主席一职，唯在原订今年4月举行投票 

之际，其夫君苏丹阿都拉在1月被选为国 

家元首，以致陛下只能放弃该提名。

尊重女性爭取選票

她还幽默说道：“女性占了总人口超过 
50%，因此男性政治家如想要争取选票， 

就必须好好尊重和照料女性的权益。”

另外，元首后也代表全国妇女组织理事 

会，颁发“敦法蒂玛奖”给我国女权活跃 

分子拿督拉玛妮，表扬她在我国争取女性 

权益和发展的贡献。

另一方面，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 

部长杨巧双认为，国家迅速发展的同时也 

带来了负面影响和挑战，尤其家庭中的生 

活价值观遭到侵蚀，如家庭的情绪和经济 

不稳定、离婚现象暴増、严重社会问题 

等。
k说，政府在制定政策上也强调家庭和 

谐的重要性，而妇女部也一直强调将性别 

观点纳入规划和发展的重要性，以为女性 

提供更多机会。
她说，该部在2019年拨款高达1000万令 

吉，在全国政府部门机构新増了66所托儿 

所；另截止今年8月15日，共有12万3095 

妇女申请家庭主妇公积金计划。

出席者有房屋与地方政府部长袓莱达、 

全国妇女组织理事会主席丹斯里莎丽花、 

副主席拿督西蒂诺莱西雅，及信托人拿督 

斯里艾莎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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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双也是泗岩沬区国 

会议员。她今日出席其

揚巧雙：大馬人民象徵

從帽龍重輝煌條紋

公正党荅都国会议员荅拉 

荅卡兰.。

较早前，她致词时指 
出，马来西亚独立即是各 

族团结一致，以确保他人 

无法入侵，而影响国家独 

立，对此，全体人民是确 

保国家继续独立的主要支 

柱。

(吉隆坡25日讯）妇 

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副 

部长杨巧双认为，从小就 

应该教育国人辉煌条纹重 

要性，并尊重与爱护辉煌 

条纹，因辉煌条纹是代表 

大马人民的象徵。

“我们应该从小教育 

孩子，如何尊重辉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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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華提醒出席理事會議

阿茲敏派系遲逼歐11
(吉隆坡25日讯）虽然公正 

党已经提醒领袖务必出席党务 

会议，但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派系的领袖， 

依然缺席今午的最高理事会会 
议。

“当今大马”报导，其中3 

名缺席的领袖包括阿兹敏、副 

主席袓莱达与雪州主席阿米鲁 

丁。

袓莱达也是房屋与地方政府 

部长，而阿米鲁丁则是雪州大 

臣；两人缺席的理由都是需出 

席其他活动。

袓莱达指出，由于一早已经 

安排其他活动，因此无法出席 
该会议，唯她认为无需放大此 

事，和成为一个课题。

她指出，她刚刚出席一些活 

动后，就为雪州公正党妇女组 

代表大会开幕，因这也是她的 

责任之一B
她解释，过去确实勤于出席

最高理事会会议，但如今身兼 

政府公职，实在难以抽身。

“给我时间处理部门公务， 

之后我们稳定下来后，我们就 

会出席（党务）会议。”

另外，阿米鲁丁受询时则拒 

绝置评，只回应他出发去荅 

都〇

°阿米鲁丁的新闻秘书法立回 

应，阿米鲁丁有其他活动要出 
席〇

1 °“我不确定（他有没有出席 

最高理事会会议），因为他今 

曰必须为雪州妇女组与荅都区 

部大会开幕。”

今天会议是由党主席拿督斯 

里安华主持。

安华昨日再次提醒，党领袖 

必须出席党务会议。

阿兹敏已连续多次缺席会 

议，唯安华昨曰指出，阿兹敏 

缺席会议后，大部分有解释理 

由，因此党不会对付阿兹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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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雪二支天靈宮理事會

下月7曰慶寶誕
(瓜雪烈日讯）瓜着二支天灵宫理事 

会订于9月T日，下午7时在瓜拉雪兰莪1 
Plaza宴会厅举行庆祝齐天大圣、哪吒三 

太子及济公活佛宝诞平安晚宴。
理事会也订于9月4曰、5日及6日，一连 

3天热烈举行系列法事活动，庆祝神诞藉

以感谢神恩，保佑合境平安及风调雨顺。
理事会欢迎各地善男信女届时踊跃前往 

烧香膜拜，祈求合境平安，风调雨顺，百 
业兴旺及家庭幸福安康。

理事黄清泉及黄诚勇说，晚宴邀请嘉宾 
有瓜雪国会议员兼卫生部长拿督斯里袓基 
菲里阿末、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及武吉美 
华拉蒂区州议员袓薇丽雅，瓜雪社区领袖 
及友庙代表出席藉以加强联系，促进交流 
与团结合作。

晚宴1席500令吉，餐券每张50令吉，欲 
知详情，请联络黄清泉〇12-264 2943或 
黄诚勇 012-278 1006。

■主宾席左2起为喜都巴迪、哈斯努州议员夫妇、颜毅靖、洪俪容、连晋钏、陈伟 

庆、刘永山、周梓杉及叶伟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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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升
人

唱i
前 
至
f陈升演唱会提前至同日中午12时开场。

(吉隆坡讯）陈升《华人公寓3〇周年巡回演唱会》 
■大马站将于8月31日（国庆日）举行，因雪兰莪州政府 

同日举办Maal Hijrah节日仪式，为示尊重，原订晚上 
7时30分开场的演唱会，提前至同日中午12时开场。

T4n 观众若有意退票，可于即日起至8月29日止接受退
^票退款处理，询问电话为〇11-3112 1222 (办公时间为 

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10时至下午5时），询问电邮为 
ask@macpiepro.com。若不受演出时间调整影响，观众 

朋友当天可凭据原本票券入场。
陈升《华人公寓30周年巡回演唱会》大马站将于8月 

310 (星期六）、中午12时在莎阿南美拉瓦蒂体育馆 
举行，粉丝可透过www. bobbychen2019 • com .my购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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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雁芳

(加影25日讯）力口 
影市议会在5个地区 

重新翻种路边大树，
把之前栽种的大树 
更换为更合适的铁力 
木(Ironwood,学 
名：Mesua ferrea )，

以减轻之前不合适树木 
带来的破坏性问题。

这项重新翻种大树工 
程于本月陆续在双溪 
龙、皇冠城、首都镇、
美嘉花园以及万宜进 
行，总共会栽种580棵 

铁力木。
加影市议会园艺组副 

主任法袓说，上述地区 
都是老树特别多的住宅 
区，当中有很多是不适 
合或具破坏性的大树，
市议会早前已砍掉部 
分，配合2035年低碳城 

市计划，市议会会在这 
些地区重新翻种更合适 
的树木，如铁力木。

他指出，铁力木维修
费低，树枝也不会过度向外伸长，而且树 
木美观，最高可生长至10公尺，不过它生

■加影市议会将在双溪龙路栽种100棵铁力木（Ironwood)。

长时间漫长，可能需要30年才会长到10公 

尺。
他今曰与该组官员陪同加影市议员刘佳 

达在双溪龙路主持种树仪式时，向《中国 
报》记者这么指出。

双溪龙路高球场前面、双溪龙第7区和 
第8区前面将栽种100棵铁力木。

刘佳达呼吁居民，若要在住家附近或路 
边栽种树木，应该先谘询市议会园艺组， 
以减低树倒风险及市议会砍树开支。

他说，最近适逢雨季，若有树木倒下需 
要紧急处理，居民可拨打03-8737 7899

或透过加影市议会手机应用程式i-kajang 

投报。

隨意種樹砍樹罰500
影市议会园艺组副主任法袓提醒居 
民，随意栽种果树或砍掉市议会栽种 

的树，可以被iU款最低5 0 0令吉，或最尚 
2000令吉。

他建议居民，若想栽种果树，可以透过 
居协向市议会申请社区菜园计划，避免随 
意在路边或住家门前栽种果树，否则一旦 
果树在雨后倒下，居民有责任自行清理。

他说，市议会的责任仅限于市议会栽种 
的树木，果树和栽种在私人建筑物氾围内

的树，都不是市议会责任。
他说，该组平均每周会接到60至T0宗 

园艺相关投诉，今年4月雨季时达最高记 
录，有420宗树倒投诉。

他透露，该组只有4支砍树队伍，每支 
队伍有14人，这4支队伍分别负责加影 

区、蕉赖区、士毛月区及万宜区的砍树与 
修树工作。

“加影市议会管辖范围比吉隆坡市政厅 
大3倍，但园艺组所得拨款差距很大，该 

组的财力与人力的确有限，因此居民的配 
合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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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來賢：明年起

地方政府代收塑袋費
(加影25日讯）雪州行政议员 

许来贤披露，雪州政府预计从 

2020年1月1日起，让地方政府 

代替雪州政府向商家征收20仙 

的塑料袋费用，目前尚在讨论 

州政府与地方政府从中分取的 

比例。

他今早出席加影扶轮社友谊公园开幕礼后 

说，地方政府是替州政府征收，如果从而得 

取部分费用，可用于提升设施等用途。

他提到，此措施主要是针对大型商场及连 

锁店，因为小型杂货店的数量太多，暂无法 

执行。

商讨分取比例

他说，州政府接获很多民众投诉，包括商 
家或收银员是一次征收20仙的塑料袋费，但 

其实应是每个塑料袋征收20仙。

“有关征收塑料袋费会纳入更新商业执照 

的条件之一。”

加影扶轮社及日本藤泽市扶轮社斥资15万 

令吉，在靠近加影市区武吉路的直落河旁打 

造加影扶轮社友谊公园，全长约150公尺。

此地段是水利灌溉局保留地，加影扶轮社 

获当局与加影市议会批准后美化。

也是公正党加影州议员的许来贤提到，加 

影扶轮社及日本藤泽市扶轮社将原本空旷的 

地段，整顿成为老少咸宜的休闲公园，预计 

接下来还会提升，包括加高公园与河流之间 

的围墙，避免民众不慎坠河。

此外，出席活动的行动党万宜国会议员王 

建民则希望，加影扶轮社友谊公园经过美化 

后，吸引更多民众到访，促进当地经济活 

动0

出席活动者尚包括加影扶轮社主席克叻 

门。（TKM )

■王建民（左起）、克叻门和许来贤一同欣赏休闲公园设施

SPC拒高球場轉綜合發展
■^^来贤宣布，雪 

州策划委员会 

(SPC )日前在会议 

上，一致决定拒绝双溪 
龙高尔夫球场转变成综 

合发展项目土地用途的

申请。
他说，该会是在8月 

20日的会议上，基于认 

为当地目前不适合提升 

为交通枢纽与高度发展 
而做出上述决定，发展

■加影扶轮社与日本藤泽市扶轮社出资整顿 

与美化直落河旁地段，打造成种植绿树的加 

影扶轮社友谊公园。

商不可上诉。

他声称，在加影市议 
会所提呈的《2035年大 

蓝图》中，其中一项提 

到涉及150英亩的双溪 

龙高尔夫球场转换土地 

用途，即保留10%为绿 

肺，其它是商业中心、 

高楼大厦及住宅区，容 
积率为1 : 4。

他解释，当地居民不 

希望高尔夫球场绿肺变 

成商业住宅区，因为高 

度发展会加剧该区的交 

通阻塞。

虽然有发展商有意将 

地段提升为交通枢纽， 

惟州政府认为目前并不 

适合，因此拒绝转换土 

地用途。

“我们听取居民的反 

对心声，并带上策划委 

员会讨论，大家_致认 

为不适合。”（T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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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阿兹莎（右二起）和瓦达姆迪挥动国旗，高唱爱国歌曲《Jalur 

Gemilang》°

勿受社媒假訊息影響
副揆：免和諧被破壞

(吉隆坡25日 

讯）副首相兼妇 

女、家庭及社会 
发展部长拿督斯 

里旺阿兹莎提醒 

人民在面对可能 

会破坏国民团结 

的威胁之际，须 

更加成熟作出评 

估和判断。

她今早为 

"#Perpaduan 
Dihati 2019" 
国庆嘉年华会主 

持开幕礼致词时 
表示，社交媒体 

的影响是甭质疑 
的，因此，人民 

应负责任的态度 

使用社媒，以免

危害国家和谐。

她促请人民拒 

绝那些通过种族 

言论来破坏和平 

的狭隘理念；并 

强调，国民团结 

是我国的优势， 

如果不维护和强 

化团结，国家的 

福祉将无法充分 

实现。

她表示，现在 

每个人都有至少 

_台手机，一个 

人同时拥有多个 

群组，如果滥 

用，可能会带来 

破坏种族关系的 

风险。所以，在 

收到任何讯息

后，都须查清楚 

真伪才转发，否 

则发出虚假的 

消息，恐回头太 
难。

“人民应保持 

良好价值观，以 

维护国家的和 

谐，这包括不受 

社交媒体不准确 

信息的影响。” 

此外，旺阿兹 

莎声称，人民 

应欣赏《国家 

原则》的真正意 

义，并坚守联邦 

宪法，以避免引 

发可能威胁国民 

团结的种族争 

端。

她说’在社会 

中培养团结的努 

力可通过多种方 

式进行，例如互 

相尊重、欣赏大 

马的独特性、包 

容多元文化和宗 

教0

“友好、团结 

和不带偏见的态 

度，应是这个国 

家人民的代名 
词〇”

出席活动者有 

首相署部长瓦达 

姆迪、国民团结 

及融合局副总监 

(行动）拿督阿 

都卡林、安邦再 

也市议会主席拿 

督阿都哈密、国 

民团结及融合局 

雪兰莪州总监法 

洛吉芭努。

致力保護貧困婦孺
&及联合国赤贫与人权问题特别报 

Is」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指，大马官 

方对赤贫统计数据与现实不符的提问 

时，旺阿兹莎表明，若真是如此，政府 

将采取行动，政府致力保护生活在贫穷 
线的妇女和儿童。

她表示，建立社会保护线（Social 
Protection Floor，SPF )是在我国消除

各种形式的贫困，及实现一系列其他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先决条件。

她提到，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 

要建立强有力的社会保护线，必会涉及 

巩固我国现有的分散社会保护计划，这 

在政治和行政上都具挑战性。

“有关框架尚在研究阶段，并将侧重 

于最弱势的人民的生命环境，包括孕妇 

怀孕期间和生产福利、退休保障等。” 
(TKM )

瓦達姆迪吁杜絶煽動言論
■相署部长（国家团 

§结及社会和谐）瓦 

达姆迪吁请人民杜绝所 

有通过社交媒体传播， 

有关威胁国民团结及侵 

蚀人民福祉的塘动性巨 

论。因为，此趋势有日 

益恶化的迹象。

他今日为“ Perpaduan 
Dihati 2019”国庆嘉年 

华会的开幕礼致词时提

到，从我国的人口结构 

而言，政府要管治和确 

保国家保持和谐并非一 

件易事，但在各种族和 

宗教互相了解、互相尊 

重下，使我国得以继续 

进步与繁荣。

他说，根据统计， 
2019年的土著人□达到 

2040万人、华人670万 

人、印裔203万人，其他

种族有29万4000人。

他强调，每个大马人 

应把多元种族视为我国 

的独特之处和优势。每 

个大马人、每个公民都 

应意识到，如果不加以 

照顾好种族关系，将对 

社会和国家带来不利影 
响。

"不同种族之间的和 

谐关系，是衡量一个国 

家稳定性的准绳。” 
(T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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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与400名参与者在吉胆岛国中礼堂启动“吉胆慢行”活动。前左 

起陈卿隆、陈峋吉、周源钧、麦发兴|、李彩云、王永胜、黄思汉、阿 
都拉昔、卡玛鲁查曼、蔡全智、张绍栋和黄木德。

吉膽島會堂獲24萬提升
黄思漢：巴生土地局招標

(巴生25日讯）掌 

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 

交通及华人新村发展事 

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宣 
布，州政府已批准24万 

令吉作为提升吉胆岛民 

众会堂设施与进行翻修 

项目估价后，近期将批 

下此拨款；届时，交由 

巴生县土地局负责招标 

和委任承包商维修。

他今早出席“吉胆慢 

行”活动后，受询项目 

施工及竣工期时提到， 

因维修工程的招标程序 

还没进行，因此要待招

标后方可估算到确实时 
间。

他形容，该民众会堂 

是历史悠久的漂亮礼 

堂，也代表著吉胆岛文 

化，因此外观需获保留 

及维护，但因年久失 

修，如屋顶漏水、电线 

老旧、陈旧的厕所和舞 

台等都应尽快修复，尤 

其是残旧的电线以免电 

线短路酿成火I患。

黄思汉说，数月前接 

获村长蔡全智要求提升 

民众会堂的申请，他便 

马上探讨落实。他也会

I建于1970年的吉胆岛大街民众会堂设备年久 

失修，雪州政府近期h将批出24万令吉拨款， 

由巴生县土地局执行招标承包商进行提升。

尽量协助提升当地的基 

础设施，加速批准和发 

放拨款。

此外，黄思汉盛赞吉 

胆岛的垃圾与10年前比 

较明显已减少了，卫生 

环境也改善许多。

他致词时形容，每次 

来吉胆岛都有不同感 

受，10年前当地的卫生 

状况不理想，充斥著垃 

圾，村民也习惯把垃圾 

丢进海里0

他赞赏村民对卫生醒 

觉意识的提升，令游客 

留下好印象，今日的这 

番成就，有赖于村民、 

商家与州政府的配合， 

也要感谢乡管会的努力 

及非政府组织趁周末协 

助村民清理垃圾。

他认也说，首次主办 

的“吉胆慢跑”活动 

让吉胆岛充满活力，获 
400名参与者仔细欣赏 

吉胆岛的美丽，建议 

可打造成常年活动，让 

游客以慢走形式发掘吉 

胆岛。“我们要把吉胆 
岛的旅游层次进一步提 

升至国际水平，毕竟吉 

胆岛在国内已是家喻户 

晓。”（TKM )

阿都拉昔：列旅遊年曆

建議明年續辦吉膽g行

掌
管雪州文化、旅 

■游、马来习俗及遗 

产事务的行政议员兼巴 

生海峡区州议员拿督阿 

都拉昔建议，主办单位 

明年可续办吉胆慢行， 

并考虑纳入雪州旅游局 

的旅游年历活动中，向 

国内外推广。

他欢迎更多吉胆岛以 

外的公众参与吉胆慢

行 

社会。

-同打造身心健康

此外，活动筹委会秘 

书蔡明爵提到，基于首 

次主办不知反I应如何， 

因此花了许多心力宣 

传。
参与者有90 %是吉胆 

岛以外的公众’都是基 

于兴趣和好奇心，趁周 

曰来欣赏吉胆岛。
共有400人穿上红衣 

在吉胆岛石桥与木桥上 
慢行4公里，度过不一 

样的周日时光。

出席嘉宾有吉胆岛村 

长兼筹委会主席蔡全 

智和夫人洪丽瑛、巴生 

中华总商会会长丹斯里 

林宽城代表王永胜、负 

责吉胆岛的巴生市议员 

卡玛鲁查曼安南、八打 

灵县及巴生县华人新村 

事务协调官张绍栋、吉 

胆岛乡管会副主席麦发 

兴、副秘书李彩云和财 

政周源钧、吉胆岛艺术 

协会副会长陈峋吉和 

秘书陈卿隆及吉胆岛 

国中校长黄木德等。
(TKM )

Page 1 of 2

26 Aug 2019
Guang Ming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Supplement • Audience : 49,712 • Page: KB4
Printed Size: 428.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6,484.85 • Item ID: MY0037049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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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陳昇831大馬演唱會提前中午12時開場,

■陈昇《华人公寓30周年巡回演唱会》大马站8月 

31日于莎阿南美拉华蒂室内体育馆（Melawati Indoor 
Stadium)开唱。距离开唱不到1个星期，主办方日前紧 

急发出文告，表示由于雪州政府同日举办Maal Hijrah节 

日仪式，为示尊重，原订晚上7时30分开场的演唱会， 

将提前至同日中午12时开场。

因演出时间调整造成不便，受影响的观众若有意退 
票，可于即日起至8月29日止接受退票退款处理，询问 

电话为011-31121222 (办公时间为星期一至星期五， 

早上10时至下午5时），询问电邮为ask@macpiepro. 

com。若不受演出时间调整影响，观众当天可凭原本票 

券入场。对于时间调整给观众朋友造成的不便之处，主 

办单位表达最诚挚的歉意。
由Sou丨9s Production主办的陈昇《华人公寓30周 

年巡回演唱会》，门票588令吉、488令吉、388令 

吉及188令吉所剩无几。有意购票者可透过www. 

bobbychen2019.com.my购季，或浏览官方脸书www. 

facebook.com/soul9sproduction 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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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阵营领袖

再次缺席最高理事会议
(吉隆坡25日讯）尽管公正党主席 

拿督斯里安华周六已再次提醒领袖务必 

出席党务会议，但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 
敏阵营的领袖依然缺席周曰下午的最高 

理事会会议，缺席者当中已确定有阿兹 

敏、副主席祖莱达及雪州主席阿米鲁 

丁。
“当今大马”报道，根据祖莱达的 

解释，由于一早已经安排其他活动，因 

此她无法出席公正党最高理事会会议。

祖莱达也是房地部长，而阿米鲁丁 

则是雪州大臣。两人缺席的理由都是必 
须出席其他活动。不过，祖莱达认为， 

无需放大缺席会议的事情。

她指出：“我无法出席，因为我刚才 

有一些活动，之后直接过来这里（雪州 

公正党妇女组代表大会）开幕。”

“这也是我们的责任之一，我们必 

须为党的代表大会开幕。”

祖莱达解释，过去确实勤于出席党 

中央会议，但如今身兼政府公职，实在

难以抽身。今天的最高理事会会议是由 

党主席安华主持。

“缺席会议不应成为课题，因为我 

之前勤于出席会议。当了部长后，我必 

须处理部长职务。”

“给我时间处理部门公务，之后我 

们稳定下来后，我们就会出席（党务) 

会议。”

另外，阿米鲁丁受询时则拒绝置 

评。只是简短表示“我现在出发去苔 

都”。

阿米鲁丁的新闻秘书法立则说，阿 
米鲁丁有其他活动要出席。

“我不确定（他有无出席最高理事 

会会议），因为他今日必须为雪州妇女 

组与苔都区部大会开幕。”

虽然阿兹敏已经连续多次缺席会 

议。不过，安华周六表示，其副手阿兹 

敏缺席会议后，大多有解释理由。因 

此，他说，党不会对付阿兹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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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联会全国代表大会暨欢迎宴

福联会促兑现选前承诺

希91勿K内斗内耗
(沙登25日讯）大马福建社团联合会 

政府兑现选前承诺，勿继续内斗和内耗， 

公平及和谐的社会。

(福联会）促希盟 

给予人民健康、

林福山：传递民声

福联会总会长丹斯里林福山指 

出，福联会一直扮演着监督政府和 

给予建议的角色，并通过各项与政 

府领导人的对话，传递人民心声， 

以期我国多元社会能够蓬勃发展。

他周曰在福联会第27届第1次 

常年会员代表大会致词时强调，福联 

会是一个超越政党，但关心政治的团 

体0

“年初，我们和经济事务部长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聚餐时，就传达了 

国人希望拼经济的愿望。在和雪州州 

务大臣阿米鲁丁的聚餐中，也传达了 

许多民生课题和华社的心声。”

“在和财政部长林冠英的交流 

中，我们也传达了经济上和税制上 

的意见。”

他也提及，在上周五举办的第 

一届金砖奖颁奖典礼上，福联会也 

向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传达了 

提倡各族和谐共处的理念。

林福山表示，振兴经济和推广 

文化传承乃该会的方向之一，因此举 

办了多场振兴经济的讲座，推动政府 

提供的免抵押贷款，让一些有需要的 
中小型企业得到融资。

“据统计，已经有1〇◦◦万的融 

资获得批准，受益企业多达40 

家。在文化上，我们积极筹备马中 

邦交45周年史料展，目的是希望

国人了解闽籍华人对马来西亚的贡 

献，从而促进各族和谐共处。”

他也呼吁各族人民和谐共处， 

并且希望政府多着重于经济和民生 

课题。

林伟才：相互学习

另一方面，福联会永久荣誉总 

会长丹斯里林伟才在为大会开幕时 

也呼吁会员代表需相互学习和相互 

保护，这样彼此的关系才能够维系 

长久。

他也赞扬福联会过去的领导层 

所做出的努力，才会让福联会的名 

声非常好，甚至能够邀请国家元首 

苏丹阿都拉陛下出席周五晚举办的 

金砖奖颁奖典礼。

林伟才也是顶级手套创办人兼 

公司主席。他在致词时也分享一家 

企业成功的秘诀，即需具备商业道 

德、顶级诚信、顶级正直、顶级透明 

度、健康的身体和思维等。

他也提醒出席的会员代表需保 

持“5种好的习惯”，才能延年益 

寿。“这‘5种好的习惯’是清洁 

好、吃得好、工作好、运动好及睡 

得好，这样才可以活得更长久，我 

的目标就是活到120岁！”

出席者包括福联会永久名誉总 

会长丹斯里郑福成、丹斯里邱财加 

及林忠强、署理总会长陈康益、总 

财政王文海及总秘书林志伟。#

林福山（左3)及陈康益（右1起）颁发福联会委任状予颜炳寿及刘国 

民。左起林进利、林玉唐及郑福成等人。

林福山（右2起）赠送水果篮予林伟才，感谢他为福联会第27届 
第1次常年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左为陈康益；右为郑福成。

大会通过修改章程

成立福联会企业家t办会
福

联会常年会员大会通过修 

改章程，宣布成立福联会 

企业家协会，整合福建籍企业 

家力量，为社会及国家发展建 

设做出努力。
配合福联会第27届第1次 

常年会员代表大会的召开，该 

会会员代表一致通过修改章 

程，以成立福联会企业家协 

会。

福联会总会长林福山在致 

词时表示，随着时代的进步和 

发达，从商办企业的会员越来 

越多，因此为了加强福联会组 

织，也为了整合福建企业家力 

量，福联会希望通过修改章程， 

推动成立福联会企业家协会。

“一个鼎要三个脚才能站得 

稳。因此，推动成立福联会企 

业家协会是在内部成立多一个 

局。这个局就和青年团、妇女 
组一样有细则，但仍属于总会 

的管辖范围。”

“我希望通过企业家的力量 

把福联会办得更好，为福建同 

乡们谋求更多的福利。”

他较后在受访时表示，企 

业家协会属于福联会的臂膀， 

与妇女组和青年团同等地位。

他说，福联会理事会将开 

会讨论企业家协会的领导层， 

惟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协会将由 

一名非常具影响力的企业家来 

领导。

“我们还在物色比较适当的 

人选，不是随便就委任一个人 

来领导，必须要对企业和经济 

有贡献者，才能胜任这个职 

务0

另一方面，福联会也在今 

次大会通过11项提案，包括呼 

吁政府严正看待环境问题、促 

政府废除种族划分的大学固打 

制及坚决反对教育部明年起在 

小学4年级国文课中纳入爪夷 

文书法艺术等。#

I马福建社团联合会(福联会)永 

久名誉总会长丹斯里林玉唐呼 

吁本地华团需与时并进，才能与世界 

接轨及吸引年轻人加入。

他周六晚在出席福联会2019年 

全国代表大会欢迎晚宴上指出，我国 

拥有超过1万个华人社团，然而随着 

时代的改变，华人社团不能墨守成 

规，这样才能吸引年轻人的加入。

“促进大马与海外双边贸易、经 

济、文化教育的提升，达到互惠互利 
的效果，是华人社团今天的趋势。” 

“我们必须好好发挥我们华族在 

马来西亚数百年来所累积的资源， 

沿着‘一带一路’推进，与世界接 

轨，以便为下一代开拓一条正确及 

远大的方向。”

他说，适逢马中建交45周 

年，福联会举办马中建交45周年史 

料展，这也反映了该会对两国邦交的 

重视，从政府层面深植到民间团体组 

织之间的交流，关系是密不可分。

林玉唐表示，马中两国已经从 

商业贸易，进一步发展到“未来工 

业”的合作项目，包括机器人技术 

及人工智能的发展。

“因此，除了强化两国贸易关 

系，‘未来工业’的合作项目也显 
示两国关系，已经更向前地迈进。” 

“中国‘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全

林玉唐：善用资源与世界接车九

华团不能墨守成规
球经济策略的推展，让我们处于一 

个前所未有的时机。”
他呼吁国人把握机会，推进和 

加强马中关系，缔造经济等各方面 

的互利共赢。

林福山：推动种族和谐共处

另一方面，福联会总会长丹斯 

里林福山也在晚宴上表示，福联会 

除了会为福建社团争取更多的权 

益，也会推动种族和谐共处。

他说，他曾许诺担任福联会总 

会长后，会尽力将责任做好，尤其 

是促进总会和属会的关系，因此他 

在过去的一年，参与了超过90场 

福联会及属会举办的活动。

他续指，尽管出席这么多活动 

让他体力透支，但这是他的责任， 

也能够团结全国的福建人。

林福山承诺会将福联会办得更 

好，更要把先贤的精神发扬光大。

出席者包括福联会永久名誉总 

会长丹斯里郑福成、名誉总会长拿督 

林进金、拿督黄美才、拿督施朝全及 

林振华、署理总会长陈康益、副总会 

长丹斯里吴添泉、拿督黄振兴、拿督 

董仕新、林进利、郑文新、拿督吴亚 
烈及拿督曾德发、总财政王文海、总 

秘书林志伟、法律顾问拿督威拉刘国 

民及颜炳寿、青年团团长陈世昌及妇 

女组主席林秀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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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联会首办金砖奖

林伟才林玉唐获颁:业楷模终身成就奖
林福山：表扬福建人经商成就

(吉隆坡25日讯）马来西亚 

福建联合会主办第一届金砖奖， 

永久荣誉总会长丹斯里林伟才博 

士及永久名誉总会长丹斯里拿督 

林玉唐皆获颁福建企业楷模终身 

成就奖，两人从国家元首苏丹阿 

都拉陛下手中领取奖项。

平台，增进福建籍企业家之间的情 

谊，培育和鼓励年轻福建企业家加 

入会馆，为福联会征召更多生力 

军，稳定财政来源，并成立清寒子 

弟奖学金，协助有需要的子弟。” 

林福山周五晚出席福联会第 

一届金砖奖颁奖典礼时，如是表

出席颁奖典礼的包括经济事 

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及夫 

人拿汀斯里珊茜达、中国驻马大 

使白天、华总总会长丹斯里方天 

兴、福联会署理总会长陈康益、副 

总会长骆南辉、拿督黄振兴、交际 

主任林进利等。#

苏丹阿都拉陛下（左3)颁发福建企业楷模终身成就奖 

给林伟才。左起为白天、林福山，右为阿兹敏阿里。

国家元首颁奖
福联会总会长丹斯里林福山 

表7F ’金砖奖的宗旨是认可和表 

扬福建人在经商上的优良表现与 

成就，而苏丹阿都拉陛下及国家 

元首后东姑阿兹占阿米娜出席颁 

奖典礼，对我国福建人而言，更 
是一个莫大的鼓舞。

他预告，福联会于本月25 

曰召开的会员大会上成立福建企 

业家协会，以凝聚福建企业家， 

提供平台促进交流。

“希望借由福建企业家协会的

他说，我国是个多元种族国 

家，国人应该为各族能够和谐共 

处而感到自豪。

他提醒，苏丹阿都拉陛下曾 

说过，团结人民，促进国家进步 

繁荣是陛下的首要重任，因此他 

表示，马来西亚人必行要遵守殿 

下的指示。

此外，他说，福联会是超越 

政党、关心政治及支持政府的团 

体，同时希望在政府各领域的政 

策推动和发展上贡献一份力量。

马来西亚福建联合会颁发第一届金砖奖，苏丹阿都拉陛下（左8)颁奖后，与主要宾客及得 

奖者合影。前排左5起为获得福建企业楷模终身成就奖的林玉唐、白天、林福山、阿兹敏阿 

里、陈康益及林伟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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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草拟共荣宏远计划

拉近种族贫富悬殊
0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指出，要是经
io:济没有获得共享，将导致国家社会经济的不稳 

定0

他说，经济部正草拟一份朝向社会共荣宏远的第十 

二大马计划，这样是首相敦马哈迪一直强调的目标，以 

拉近阶级、种族及地区的贫富悬殊。

“这个理念非常重要，因为只要财富没有共享，将会 

导致社会经济的不公平及不稳定。”

他指出，经济学家说过，收入悬殊不仅仅是一个不 

公平的现象，甚至可以影响民主的连续性。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宗教及文化的国家，这 
种多样性是加强人民之间相互理解与和谐，创造繁荣和 

经济进步的力量来源。”

他说，相较于负面看待我们的不同，我们更应该为 

我国的多元感到开心，忠于君国，努力创造一个更好的 

环境。

此外，阿兹敏也表示，要有一个良好的经商环境， 

就必须要有连贯性，可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企业家，这必 

须给予年轻一代更多的创业教育。

他说，创业必须概括了承担风险，因此，我们必须 

要培养可以承担风险，及具备应对挫折的文化，而他相 

信，福联会在这方面扮演一定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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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升巡回演唱会 
改时间不改期

陳猝肇人公寓30朋年巡$瀆唱會I大罵站
dowt CnCN ANNivcniAiu CQjklccnr LIVt IN WALAftM

8/31112:〇〇PW

(吉隆坡25日讯）距离陈升《华人公寓30 
周年巡回演唱会-大马站》还有1周的时间， 

主办单位却在24日下午宣布“改时间不改 

期”，陈升约定大家国庆曰不见不散。

由Soul9s Production主办的陈升《华人 

公寓30周年巡回演唱会-大马站》将于8月 

31曰开唱，“管理员”陈升上个月来马宣传 

为演唱会门票助势，票房走势凌厉，各个价位 

的门票已所剩不多。

然而，因雪兰莪州政府同曰将举办Maal 
Hijrah节日仪式，为示尊重，原订7时30分 

开场的演唱会，提前至同曰中午12时开场。

因演出时间调整造成不便，受影响的观众 
若有意退票，可于即曰起至8月29曰止接受 

退票退款处理，询问电话为011-3112 1222 (办公时间为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10 

时至下午5时）询问电邮为ask@macpiepro.com 〇

若不受演出时间调整影响，观众朋友当天可凭据原本票券入场。对于时间调整 

给观众朋友造成的不便之处，主办单位表达最诚挚的歉意。#

，華

> A\
m唱會i大罵站
Kcnr u«t mi KALAy>M
4AVAII INDOOn STADIUM. H

主办单位宣布陈升8月31日演唱 

会改时间不改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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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资数千万从荷兰引进

拦截器清巴生河垃圾
(巴生25日讯）神奇太空船出

现在巴生河一带！？

上周开始，就有居民在巴 

生河，即靠近哥打桥附近发现 

一艘体积宽大的有盖浮台船在 

河上漂浮，并散出一条K：约 

100至150米之间的屏障网， 

不过，由于内部被封盖，让人 

猜不透船只用途。

经了解发现，原来船只乃 

是雪州海洋又口计划

(Selangor Maritime Gateway， 

SMG)部分，由雪州大臣机构 

(MBI)旗下子公司Landasan 

Lumayan私人有限公司与非政 

府组织携手合作，耗资数千万 

令吉从荷兰引进的拦截器，以 

负责巴生河的垃圾清理工作。

严玉梅：处试用期

巴生市议员严玉梅受询时 

证实道，该河流拦截器目前仍

随着巴生河清理工作奏效后 

钓、拍照打卡景点之一。

附近哥打桥也渐渐成为人们垂

处于试用期，在确保完善运作 

后，才会于一个月后正式对外 

推介和公布详情。

她说，此前，Landasan 

Lumayan私人有限公司主要米 

用栅栏放置河流中作为屏障， 

以收集漂浮在河上的垃圾漂浮 

物，如今相信为了加速改善河 

流的清理工作，而引进更新的 

科技技术。

“据了解，有关拦截器由 

垃圾承包商达鲁益善集团 

(KDEB)子公司 Hehal Abadi 

废料管理公司负责操作。”

她指出，拦截器只需2个 

人操作，非常节省人力资源， 

通过该仪器拦截河上垃圾，从 

前方搜集垃圾，再从后方把垃 

圾排放出去，以便运往而榄土 

埋场处理掉。

设河流水上巡逻队

雪州政府于2016年推介 

雪州海洋关口计划，并放眼在 

15年内进行巴生河复兴和发展 

丁程。

Laruiasan Lumayan 私人有 

限公司主要负责巴生河流区域 

全长56公里，即从八打灵再

也至巴生一带的河流清理和改 

善工作，在经过3年努力后， 

不仅成功改善巴生河水质，也 

让河内重现生机。

该公司每年耗资450万令 

吉，从河里捞出5万多公吨的 

垃圾，如今巴生河水质也从原 

木的第5级提升至第3级；0 

前，该公R]也正积极在巴生河 

畔石头公园（Pangkalan Batu) 

进行改造工作，以1及推动河口 

打造红树林区。

为了有效监督和遏止污染 

巴生河水质的非法活动，该公司 

甚至成立河流水上巡逻队伍，以 

便完善河流的清理工作。

考'、'm氮:

荷兰引进的拦截器已开始在巴生河上运作，垃圾清理工作

巴生河经过3年的清理后，水质大幅改善，吸引民众前往兜 

风，欣赏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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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今访印尼
(吉隆坡25日讯）国家元首苏

丹阿都拉陛下明天起至木月29 

日，在印尼进行为期4天的访 

问。

根据外交部发出的文告， 

元首后东姑阿兹莎阿米娜将陪 

同陛下出访印尼。

“元首伉俪在访问期间， 

将出席由印尼总统佐科在雅加 

达茂物总统府举行的欢迎仪 

式、觐见仪式及国宴。

“元首伉俪也将与旅居印

尼的大马人共进下午茶，及参 

观在雅加达的伊斯蒂克拉尔回 

教堂。”随团者包拈经济事务 

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根据行程，元首伉俪将前 

往日惹，会晤日惹苏丹兼特区 

省长苏丹哈孟古布沃诺十世， 

及参观数个古■迹。

“此行象征大马和印尼双 

边关系紧密及稳固，及深化两 

国自62年前起建立的友好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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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溪龙高球场

更换土地用途被拒
雪州策划委员会（SPC)正式拒绝双溪龙高尔 

矢球场更换土地用途申请。

许来贤表不，双溪龙局尔夫球场地主向加影市 

:义会提出在2035年地方发展蓝图中，更换土地用 

金申请，以在该地段进行商业与住宅综合发展|

“150亩面积的高尔夫球场，一旦更换土地J 

途，仅会保留10%给绿肺。若当地再进行高度】 

展，阻塞问题就会加剧，附近居民也不希望绿肺] 

成商业与住宅区。”

他说，多年前，发展商使用高尔夫球场吸引P 

屋者，面向高尔夫球场景色的产业价格也较高，5 

为购屋者提供会员籍。

他透露，当局经多方面考量，在本月20 R的^ 

议上，拒绝了地主申请3这也是雪州策划委员会〖 

最终抉择，地主并不能上诉。

政府计划明年落实

塑料袋款额用来种树
(加影25日讯）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披通过地方政府收集商家向消费者征收每1 

露，雪州政府计划从明年1月1日开始，塑料袋20仙的收入，用作环保植树用途。

来贤说，商家收取了塑 

料袋的款额，却没有履 

行企业社会责任或环保工作。如 

今州政府决定，统一每个塑料袋 

必须缴付20仙，商家也必须就 

此收费做账并提呈予地方政府。

“商家可向索取普通塑料袋 

的顾客收取20仙，而可分解塑 

料袋的顾客则是30仙。”

“政府希望商家获得的塑料袋 

款项可用作环保用途，但可惜并非 

所有商家都配合。”

他指曾接到各种投诉，包括 

有些商家仍继续提供免费塑料

袋，以避免得失顾客。有些商家 

则向顾客象征式收取20仙，然 

后提供超过1个塑料袋。

他今R出席加影扶轮社与藤 

泽市扶轮社共同美化的“加影扶 

轮社友谊公园”活动时表示，州 

政府与地方政府将根据比例，分 

配管理所收取的塑料袋费用的单 

位，惟至今未有最终定案。

纳入更新执照

许来贤表示，此做法主要针 

对大型商场、超市与连锁店，目 

前也已拟定大概的内容提呈到K

州行政议会，希望能于1月1 I 

落实。

他说，这项要求将纳人商■ 

更新的营业执照，希望借此教1 

商家及提高环保意识。

“我们会使用软性方式教1 

公众，由地方政府劝导，也没; 

开罚单。”

他透露，可分解塑料袋量〈 

成木高，一个35仙；上述政3 

只针对一般普通塑料袋，州政f 

没有控制可分解塑料袋的使用 

市场上也有一些分解出来仍是5 

料成分的有瑕疵可分解塑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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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升大马个唱

提前至中午开场
(吉隆坡25日讯）台湾歌手陈升将于本

周六（8月31 R)国庆R来马在莎阿南 

美拉瓦迪体育馆举行《华人公寓30周年 

巡回演唱会》，由于雪兰莪州政府同R将举 

办Maal Hijrah节日仪式，为示尊重，原订晚 

上7时30分开场的演唱会，提前至同日中 

午12时开场。若不受演出时间调整影响，已购票的歌迷当天可 

凭据原本票券人场，若有意退票，可于即R起至8月29日止接 

受退票退款处理，询问电话为011-3112 1222 (旱上10时至下 

午5时）。详情可浏览 www. bobbychen2019. com. my

陈升演唱会提前至 

同日中午12点开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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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福建会職请梭麵

丨发会笑助学金

雪隆福建会馆获得会员一致通过，向法庭申请让中华女校校 

地归入该会馆。左起为李萍、陈炳锺、戴炳基、林忠强和侯

渊富。 -伍信隆-

吉隆坡25日讯|雪隆福建会

馆会员大会一致通过，授权会馆 

董事会全权处理已故3位信托人的 

吉隆坡中华女校国民型华文小学 

校地割名事项，以让校地归入该 

会馆。

戴炳基说，位于安邦的中华 

女校地段即将4年届满，随著信托 

人黄振秀、陈升祺及刘西蝶离世， 

会由政府收回地段，因此信托人名 

下的校地割名事项刻不容缓。

雪隆福建会馆在第64届董事 

会第2次紧急会议中，已经讨论与 

通过产业割名事项，需要大会会 

员授权该会馆总务陈炳锺或董事 

会，以入稟法庭申请庭令，让校 

地归入该会馆，获大会一致表决 

通过。

该会在本次大会，一致通 

过10个议案，包括吁请政府检 

讨（1996年教育法令》落实多

元文化教育、承认华文独中统考 

文凭、检讨大学预科班和国立大 

学的收生制度、检讨区分土著 

与非土著的政策、检讨及废除《 

1948年煽动法令》、解决国内洋 

垃圾和化学污染问题、呼吁全国 

华小关注政府欲重新推行英文教

数理、呼吁雪州政府保留新村双 

语路牌、推动地方选举、吁请政 

府修改宪法条文以透过国会遴选 

委员会的民主审核，委任如总检 

察长、全国总警长、武装部队首 

长、反贪污委员会主席、选委会 

主席和总稽查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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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思促政府正视 
勿低估国家贫穷率

吉隆坡25日讯|大马职工总会今日呼吁政府应该严正看待联合 

国指大马政府低估国家贫穷率的报告，不要把真相扫入地毯下。

大马职工总会总秘书索罗门 

表示，政府应该严正看待联合国 

人权特别行动小组专员菲利阿尔 

斯通的言论，因为国家的贫穷线 

以每月980令吉收入来计算，是非 

常荒谬的，尤其是在城市地区。

「贫穷与不同的原因有特别 

关联，如果政府不如实地解决这个 

问题，或会产生可怕的后果。」 

他今日发文告表示，菲利阿 

尔斯的调查结果，与大马职工总 

会的立场一致，即政府已远远偏 

离实况，并没有根据实况来评估 

真正的贫穷率。

「如果（联合国的数据）与 

政府提出的0.4%贫穷线，只是相 

差1 %或2%，那他们的立场是可以 

接受的。」

「但联合国的调查结果是 

15%至20%。这意味著至少有500 

万员工的薪资低于贫穷线。根据 

联合国报告，大马人是公然受 

骗〇 J

针对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早前否认大马政府低 

估贫穷率，称大马贫穷率0.4%的 

说法，索罗门直言，阿兹敏显然

不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正如部长所承认的，政府 

是根据联合国2011年出版的第二 

版《坎倍拉家庭收入统计手册》 

之国际标准（得出0.4%贫穷率结 

论），这是不可信的。」

「在过去7年，国家生活成 

本飙升，惟工资依然没有增加。 

阿兹敏也承认，占了国家营运预 

算12%，是为了提供津贴和社会 

援助。j

部长不了解基层实况

索罗门表示，这明确显示了 

薪资不足应付人民生活各个方面的 

物价高涨，而阿兹敏不该再忽略许 

多大马人依然需要借钱维生。

他直言，继续否认只会推迟 

大马成为发达国家的进度，而政 

府依然有机会透过2020年财政预 

算案提局最低新资来作出弥补。

他警告，若政治人物持续忽 

略员工阶级的声音，或导致大马 

政治中出现新的劳工政党。

另外，索罗门对首相敦马哈 

迪保证政府会重新检讨贫穷线表

索罗门®大马职工总会总秘书

示欢迎，并建议政府研究国家最 

低薪资的影响，因为它与贫穷率 

是直接相关的。

「目前每月1100令吉最低薪 

资或是联合国调查结果（发现大马 

贫穷率高）的主因，因为在目前生 

活条件下，1100令吉不足维生。 

为解决这情况’必须大幅度提局最 

低薪资。政府应该停止给予此举会 

导致通货膨胀的借口。」

他指出，联合国调查结果也 

显示大马的政策是不切实际的， 

导致国家收入及财富分配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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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舶顧台
专H清雄爾镰垃圾

巴生25日讯|河上漂浮白色浮台逾两周，网民热议 

「太空船」迫降巴生河？

巴生河河面近日出现不明的 

白色浮台，引发巴生网民在社交 

平台中议论纷纷。其实，外观科 

技感十足的白色不明物体，是一 

个专门清理河流垃圾的浮台。

巴生市议员证实，有关白色 

浮台其实是雪州大臣机构（MBI ) 

子公司Landasan Lumayan私人有 

限公司（LLSB )和非政府组织携 

手合作，耗资千万令吉从荷兰引 

进的清理河流垃圾技术。

有关白色浮台，是由雪州子 

公司达鲁益山集团（KDEB )子公 

司Hebat Abadi负责运作，将在巴 

生河流域一带，即从八打灵到巴 

生地区，进行为期3年的河流清理 

工程。

清理巴生河的工作，乃属 

于LLSB雪州子公司推动雪州海洋 

关口计划（Selangor Maritime 

Gateway，SMG )的一环，并自 

2016年以来，从巴生河成功清理 

出逾5万吨重的垃圾。

巴生市议员严玉梅指出，有 

关浮台其实是由一家荷兰公司所 

设计，其功能主要是清理河流垃 

圾，船上平时由两位技术人员在 

操作。

试跑阶段

她透露，有关白色浮台目测 

约30公尺长，所使用拦截垃圾的 

拖网约100到150公尺长。在阻断

垃圾漂流后，再通过机器吸收和 

处理网内的垃圾。

严玉梅是于今早，跟随媒体 

记者到巴生河边暨彭加兰荅都公 

园一带视察时，针对媒体记者的 

询问作出上述发言。

她说，以往清理河流的工 

程，都是使用拖网横跨河流来阻断 

河内的垃圾往下漂流，然后再一个 

个慢慢清理网内的垃圾，非常耗 

时。有关白色浮台的功能和技术较 

为先进，浮台本身不仅具备拖网和 

放置栅栏阻拦垃圾的功能，同时还 

有吸收拦截垃圾的设备。

她透露，白色浮台来到巴生 

已有两个星期，其平台上的机器 

设备，可以一边吸垃圾一边包装

雪州海洋关口计划之一

清理巴生河的工作，乃属于LLSB雪州子公司推动雪 

州海洋关口计划的一环，并放眼在15年内进行巴生河复 

兴和发展工程。

LLSB公司主要负责巴生河流区域全长56公里，即从八 

打灵再也至巴生一带的河流清理和提升工作，在经过3年 

努力后，不仅成功改善巴生河水质，也让河内重现生机。

该公司每年耗资450万令吉展开河流清理工作，如今 

巴生河的水质也从原本的第5級提升至第3級。目前，该公 

司也为巴生河畔石头公园（Pangkalan Batu)进行改造工 

作，以及推动河口打造红树林区（Mangrove Point)。

为了有效监督和遇止雪州巴生河水质遭受污染的非 

法活动，该公司甚至成立河流水上巡逻队伍，以便让河 

流的清理工作更趋完善。

好垃圾，包装好的垃圾将运往而 

榄土埋场处理。

她表不*有关)字台目如尚在

试跑阶段，当操作运作成熟后， 

有关单位才会对外公布详情和所 

清理垃圾的正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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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政党
沙登25日讯|大马福联会总 

会长丹斯里林福山强调，福联会 

是一个超越政党，但关心政治的 

团体。

关心政治」
时提倡各族和谐共处的理念，因 

此在政治上，该会一直扮演监督 

和建议的角色，让我国这个多元 

社会能蓬勃发展，共同努力建设 

扮演监督角色

林福山今日在大马福建社团 

联合会第27届第1次常年会员代 

表大会上说，福联会在今年和不 

同的政府组织聚餐交流，传达他 

们从各地方属会收集而来的人民 

之声，让政府组织认识到人民要 

些什么。

他表示，在与国家元首的交 

流中，福联会就传达了该会创会

国家。

「年初，我们就和经济事 

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聚餐 

时，传达了国人希望拼经济的愿 
望0 j

他指出，在和财政邰长林冠 

英的交流中，他们也传达了经济 

和税务上的一些意见，并在和民 

主行动党的聚餐中，传达了许多 

民生课题和华社的心声。

此外，林福山也表示，福联 

会举办了多场振兴经济的讲座，

推动政府提供的免抵押贷款， 

让一些有需要的中小企业得到融 

资。

他说，根据统计，已有1000 

万令吉的融资获得批准，受益企 

业多达40家。

他指出，在文化上，福联会 

也用了一年的时间筹备马中文化 

2000年史料展，目的是希望国人 

能了解闽籍华人在大马的贡献， 

促进各组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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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市SS2 3333榴楗摊位周日下午6时举办水果优惠大会，全场榴楗、红毛丹、山竹等享有80% 

折扣，吸引大批人潮光顿，场面热爆。 -徐慧美_

SS2榴楗水果80%折扣优惠引人潮
八打灵再也25日讯|灵市SS2

今曰迎来一场水果优惠大会，全 

场榴犍、红毛丹及山竹等水果皆享 

有80 %折扣，吸引逾千人潮排队购 

买，场面热爆！

上述活动是由灵市SS2 3333 

Durian King摊位联合Touch N Go 电 

子钱包特别举办，凡是使用TNG电 

子钱包付款者，并出示80 %折扣 

券，即享有这项水果购买优惠， 

优惠期是于周日下午6时至晚上10 

时0

据观察，该摊位从下午5时 

开始出现排队长龙，踏正下午6时 

起，摊位开放排队人潮进入，逐一

选购合意的本地水果，而截至傍晚 

7时为止，摊位的排队人潮不减。

棍健摊位业者柯俊辉表示， 

他们今日共准备13吨榴犍、逾1 

吨的红毛丹和山竹，以及5000粒 

椰子等，开放销售，同时也准备 

了 1500张80 %折扣券，派发给公 

众0

「不仅是榴犍享有80 %折 

扣，红毛丹、山竹和龙贡等也享有 

每公斤1令吉的优惠，椰子也是每 

每粒一令吉〇」

活动嘉宾张菲倩表示，这场 

活动的举办，旨为响应中央政府 

所提倡的多吃本地水果，以及响应

雪州政府今年初所推广的无现金付 

费。

「这活动的举办可说是一举 

三得，除了人们可以低价购买水果 

之外，使用无现金付费也可以减低 

遇劫的风险，另外也是在响应政府 

所推广的政策。」

「业者这种取之社会，用之 

社会的社企精神，非常值得鼓励， 

也希望借此起抛砖引玉的效果，鼓 

励其他企业也一同响应政府所提倡 

的政策，推广本地水果。」

由于活动反应热烈，业者随 

后也宣布将优惠时间延长到午夜 

12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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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上雪州庆伊历新年陈升提前中午开唱
吉隆坡25日讯I由Soul9s Production主办的陈 

升《华人公寓30周年巡回演唱会》大马站将于8月 

31日正式开唱，不过因为当日碰巧遇到雪兰莪州政 

府举办伊斯兰历新年仪式，主办单位宣布将当晚的 

演唱会，提前至同曰中午12时开场。

陈升《华人公寓30周年巡回演唱会》原定于8 

月31日，晚上7时30分开场，但是当日刚好碰上雪 

州政府庆祝伊斯兰历新年，主办单位宣布演唱会改 

时间不改期，将开场时间提前至同日中午12时， 

以表尊重。主办单位了解调整演出时间将为众多歌 

迷带来不便，因此即日起至8月29日接受歌迷退票 

退款处理，「对于时间调整给观众朋友造成的不便 

之处，主办单位表达最诚挚的歉意。」若有任何疑 

问，歌迷可致电至01 1-31 12 1222 (办公时间为 

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10时至下午5时）或电邮至 

ask@macpiepro.com °

陈升在三十年间的创作生涯中，足迹遍及全 

世界，名气在华人圈无人不晓，他擅用独具一格 

的人生视角，把看见的每处风景、每个人物的生 

命力，用锥心的深情文句，道出人们心中的告白， 

他的作品因此亦得到大批歌迷的拥戴。这次「华 

人公寓4 •世界巡演是陈升欢庆入行30年之作，去年 

在台湾局雄起跑后’陆续至台东、曰本札幌、东M 
和香港等地开唱。这次「华人公寓」终于要搬到来 

大马舞台，必定能勾起大马歌迷们满满的回忆。而 

Astro《经典倶乐部》两位唱将张淑凤及张燕凌也

以特别嘉宾身份担任演唱会的开场嘉宾。

陈升《华人公寓30周年巡回演唱会》大马站 

将于8月31日（周六），中午12时在莎阿南美拉 

华蒂室内体育馆（Melawatl Indoor Stadium )隆 

重引爆。票价为588令吉、488令吉、388令吉及 

188令吉的演唱会门票已所剩无几，歌迷可要把握 

这个最后机会赶紧抢票。想要购票的歌迷可透过

陈升演唱会 

因碰巧遇到 

雪州政府举 

办伊斯兰历 

新年仪式， 

而将8月31 

日晚上的演 

唱会，提前 

至中午12时 

开场，以表 

尊重。

www.bobbychen2019.com.my购买，以及浏览官方面 

子书 www.facebook.com/soul9sproducti_on 以 了解更 

多详情。

人公寓滅no年巡糴澶4會•大慝站

8/31 H2:0〇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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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症諷升83%敲警鐘
阿茲莎籲民清潔環境滅蚊

(吉隆坡25日讯）国内骨痛热症 

病例与去年同比飙升达八成，副首相 

拿督斯里旺阿兹莎促请民众维护环境 

清洁，不时进行大扫除防患未然。

旺阿兹莎也是妇女及家庭发展部 

长，她说，民众要了解，若不加以控 

制，则会加剧骨痛热症疫情。

1至8月蚊症8.5万宗

她指出，今年1月截至8月17日， 

我国骨痛热症累积病例高达8万5270 

宗，与去年同比飙升3万8726宗或 

83.2%〇

旺阿兹莎今天在安邦组屋 

610 “大扫除防范骨痛热症”活动上 

说，通常骨痛热症病例上升趋势与个 

人不注重清洁有关。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关注维护环 

境清洁？无需走太远，请关注我们的 

住家。”

须查清讯息真伪才转发

另-•方面，旺阿兹莎提醒人民在 

面对可能会破坏国民团结的威胁时， 

必须要更加成熟的作出评估和判断。

她今日为“#Perpaduan Dihati

2019”国庆嘉年华会主持开幕礼致词 

时说，社交媒体的影响是甭质疑的， 

因此，人民应以负责任的态度使用社 

媒，以免危害国家的和谐。

“今天，每个人都有手机，- 

个人同时拥有多个群组，如果滥用的 

话，可能会带来破坏种族关系的风 

险，所以，在收到任何讯息后，必须 

查清楚真伪才转发，否则发出虚假的 

消息，要回头是难的〇 ”

致力保护贫困妇孺

被询及联合国赤贫与人权问题特 

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指大马官方 

对贫困率统计数据与现实不符的问题 

时，旺阿兹莎说，若真的如此，政府 

将会采取行动；无论如何，政府致力 

保护生活在贫困线的妇女和儿童t

她指出，建立社会保护线（Social 

Protection Floor，SPF )是在我国消除 

各种形式的贫困，以及实现…系列其 

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先决条件。

出席者包括首相署部长瓦达姆 

迪、国民团结及融合局副总监（行 

动）拿督阿都卡林、安邦再也市议会 

主席拿督阿都哈密、国民团结及融合 

局雪兰莪州总监法洛吉芭努。

旺阿兹莎（右二起)和瓦达姆迪边挥动国旗，边唱爱国歌 

曲《Jalur Gemilang》。

瓦達:杜絕社媒煽動性言論

■^相署部长（国家 

冃团结及社会和 

谐）瓦达姆迪呼吁人民杜绝 

所有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的， 

有关威胁国民团结及侵蚀人 

民福祉的煽动性言论，这股 

趋势有日益恶化的迹象。

他指出，从我国的人口 

结构而言，政府要管治和确 

保国家保持和谐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但在各种族和宗教 

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下，使

我国得以继续进步与繁荣。

他说，根据统计，2019 

年的土著人口达到2040万 

人、华人有670万人、印裔 

203万人，其他种族有29万 

4000人〇

他强调，每个大马人应 

该把多元种族视为我国的独 

特之处和优势。

他说，不同种族之间的 

和谐关系，是衡量…个国家 

稳定性的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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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巧雙：讓孩子懂尊重

從小灌輸熱軸旗鞴神

(吉隆坡25日讯）妇女、家庭 

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认为， 

热爱国旗的精神须从小灌输，让孩 

子们将尊重国旗的意识，深埋在心 

中。

杨巧双今午接待抵达泗岩沫区的辉 

煌条纹独立巡回车队（KMJG)后，接受 

媒体采访时，针对近来的国旗倒转一事 

N应道，马来西亚国旗是马来西亚人民 

的象征，若有任何的失误事件出现，则 

需让犯错者意识到国旗的重要性。

也是泗岩沫区国会议员的杨巧双 

说，若不同种族及宗教的人民团结无法 

受到关注，-个国家的独立将有可能受 

到内部因素的危害。

她表示，所有国民都是确保马来西 

亚持续独立的关键支柱；事实上，我国 

所取得的独立都是来自各种族的团结， 

并且确保马来西亚•直安全地，不受到 

任何对于国家主权的威胁。

此外，她也表示，尽管接待辉煌条 

纹独立巡回车队的仪式非常简单，但参 

与活动的居民都感到十分开心，同时还 

有童子军参与，希望可藉此让年轻一代 

了解爱国讯息。

辉煌条纹车队游行长达6200公里

为了欢庆马来西亚独立迈人第62 

年，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车队队长哈欣带 
领132名参与者展开长达6200公里的国 

庆游行活动，沿途穿梭各地传播爱国讯 

息。

杨巧双（右三）完成挥旗礼后，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车队浩浩荡荡地往大城堡 

出发。

杨巧双 

(坐者）在艾 

文凯鲁（前排 
站者左起）、 

哈欣及各拉 
巴卡兰的见证 

下，在辉煌条 
纹独立巡回车 

队2019年签名 

簿上签名。

该车队今午抵达游行地区的第58 会议员答拉巴卡兰及吉隆坡新闻局局长 

站，即洒岩沫占布哥乐路（Jalan Jambu 艾文凯鲁负责接待。

Golok)休闲公园，由杨巧双、答都区国

Page 1 of 2

26 Aug 2019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5
Printed Size: 334.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0,121.21 • Item ID: MY0037049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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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欣（次排左起）、陈仪乔、沙鲁丁、艾文凯鲁与在场者高 

唱《辉煌条纹》，欢庆国庆日。

(吉隆坡25日讯）I33名辉煌条纹独 
立巡回车队（KMJG)参与者今早抵达甘 

榜崙鲁苏丹苏莱曼俱乐部，传播爱国讯 

息，与当地逾百名市民共庆国庆日。

沁迎接。

哈欣：

提升国民爱国情操

各地游行至9月16日

该车队由队长哈欣率领，并在今早 

10时抵达俱乐部时，由联邦直辖区副部 
长拿督沙鲁丁，公正党旺沙马朱区国会 

议员陈仪乔和吉隆坡新闻局局长艾文凯 

鲁接f寺。

这项活动由国家新闻局于2002年起 

主办，每年从8月1日开始在各个地方展 

开游行，-直持续到9月16日。吉隆坡新 

闻局也在今日的迎接车队活动上，举行 

吉隆坡区“辉煌条纹”飘扬运动的推介 

仪式；会上有马来武术表演，以及高唱 

《辉煌条纹》等环节，让现场弥漫浓浓 

的爱国氛围。

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车队今午也将继 

续在吉隆坡两个地区穿梭，传播爱国讯 
息，包括中午12时前往泗岩沫，由妇女 

及家庭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迎接，并于 

下午4时前往大城堡，由原产业部长郭素

哈欣在活动开幕礼上指出，辉煌 

条纹独立巡回车队的运动是为配合国庆 

月庆典而展开，旨在提升国人爱国的情 

操。
他指出，此车队共有62辆轿车，包 

括来自各政府机构的17辆轿车、J17摩哆 

车俱乐部的30辆摩哆及15辆马来西亚皇 

家警察（PDRM)摩哆，共133人参与游 

行。

沙鲁丁 ：從小灌输多元精神

沙鲁丁说，国民团结对国家而言非 

常重要，这能使国家继续兴旺发展。因 

此，国人必须开明地接受我国多元民族 

及宗教的文化习俗，此精神应该在孩子 

年幼时期开始灌输。

他提及，国家领袖的信誉非常重 

要，如今政府也致力成为零贪污的政 

府，因此国人也要保持廉洁，杜绝贪污 

等的不好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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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给力“吉胆慢行，在星期天（25日）上午8时便 

逐步放晴，让参与者可在阴凉天气中，发觉吉胆岛的美。左 

二起为刚登岛的黄思汉、阿都拉昔、蔡全智和洪丽瑛。

有外地参与者把握良机，以村子为背景让自己留念。

阿都拉昔: 或納雪旅遊局活動

管雪州文化、旅 

游、马来习俗及遗 

产事务的行政议员兼巴生海 

峡区州议员拿督阿都拉昔建 

议，主办单位明年可续办吉 

胆慢行，并披露或纳人雪州 

旅游局的旅游年历活动中， 

向国内外推广。

他欢迎更多吉胆岛以外 

的公众参与吉胆慢行， '同 

打造身心健康的社会。黄思 

汉和阿都拉昔今早乘船登岛 

时，获主办单位安排的巴生 

天和宫醒狮团的-对醒狮迎

接。

出席嘉宾有吉胆岛村 

长兼筹委会主席蔡全智和夫 

人洪丽瑛、巴生中华总商会 

会长丹斯里林宽城代表王永 

胜、负责吉胆岛的巴生市议 

员卡玛鲁查曼安南、八打灵 

县及巴生县华人新村事务协 

调官张绍栋、吉胆岛乡管会 

副主席麦发兴、副秘书李彩 

云和财政周源钧、吉胆岛艺 

术协会副会长陈峋吉和秘书 

陈卿隆及吉胆岛国中校长黄 

木德等。

林寬城：

吉膽清垃圾需長期治理
■yfr自吉胆岛的巴生中 

f华总商会会长丹斯 

里林宽城不克出席盛会，其 

特别助理王永胜代读讲稿时 

指出，吉胆岛的垃圾清理是 

-项长期治理的丁.作，需有 

始有终，拟出-套事半功倍 

的方式来处理。

他认为，垃圾影响岛 

民的居住环境与生活品质， 

也是岛上发展旅游的…大障 

碍，所以需获得每个人重 

视，并在日常生活中妥善处 

理。

他欣慰的是，经过岛民 

多年来的清理，吉胆岛的垃 

圾问题确实改善许多，但处 

理在海上漂流的垃圾则面对 

更大困难，因相当多的垃圾 

飘到吉胆岛后，就滞留在当 

地了。

“许多垃圾要等涨潮浮

起时，才能以人力搜起，尤 

其要捡拾在松软沼泽地的塑 

料袋难上加难，更糟是每天 

都有新垃圾随海水飘来，增 

加清理的难度。”

林宽城指出，欣喜看到 

吉胆岛旅游业在这几年有很 

好的发展，但仍有很大改善 

空间，如解决垃圾与旅游设 

施不足问题，除了有赖于岛 

民及村民配合，还有政府机 

构的支持，因吉胆岛的广大 

沼泽地，不像其他渔村可转 

型成工业与种植业。

他认为，现阶段旅游业 

是吉胆岛唯-•的转型方向， 

基于捕鱼和养殖业出现-些 

状况，影响了部分村民生 

计，使得人口外流，拖缓了 

发展步伐，盼当局能拿出更 

好的指导方针，来改善困扰 

村民已久的老问题。

黃思漢：近期批24萬撥款 日

宙膽島民索會童將k升
(巴生25日讯）拥有近半世 

纪历史的巴生吉胆岛民众会堂， 

有望在今年内进行翻新整修残旧 

设备的工程，让木质结构的民众 

会堂继续以有历史风味的外观示 

人，里头设施却获得全面提升s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及 

华人新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 

今日宣布，州政府近期完成提升吉胆 

岛民众会堂设备与进行翻修的项估 

价约24万令吉后，近期内将会批下这 

笔拨款，届时由巴生县土地局负责招 

标和委任承包商进行维修。

他今日出席“吉胆慢行”活动 

IfT，受询项目施丁及竣.丁期指出，基 

于维修丁程的招标程序还没进行，因 

此要等到招标后，才能估算到确实的 

时间。

嘉宾与400名参与者在吉胆岛国中礼堂启动”吉胆慢行“活动。前排左一起是陈卿隆、陈峋吉、周源 

钓、麦发兴、李彩云、王永胜、黄思汉、阿都拉昔、卡玛鲁查曼、蔡全智、张绍栋和黄木德。

內部設備年久失修 "吉膽慢行”反應佳

400人漫步木橋

8月是爱国 

月，穿着 
红衣的400人，- 

早在吉胆岛石桥 

与木桥上慢行4公 

里，拥有不…样 

_ ^ ^的星期天体验。
蔡明爵：打算 筹委会秘 

再办吉f慢行；策书蔡明爵表示， 
划新的慢跑形式。 “吉胆慢行”

(Ketam Walk ) 

活动反应让他满意，虽然定下500人的 

目标，但•开始只招收到200人，没料 

到最后关头却有400人参与，让他吾出 

望外，也给了极大鼓励与肯定。

他坦言，基于首次主办不知反应 

如何，因此花许多心力进行推广宣传， 

参与者有90%是吉胆岛以外的公众，都 

是基于兴趣和好奇心，趁星期天休假日 

来欣赏吉胆岛。

他不讳言，基于最后关头有许多 

人加人，反而带动一开始比较被动的村 

民参与其屮他明年打算再办，并策划 

新的慢跑形式。

虽然今早从八打灵至巴生区都下 

雨，但雨势在早上卯寸告停，“给力” 

主办单位。参与者不只能避开被淋湿的 

困窘，还能在阴凉的天气中漫步，体会 

吉胆岛的悠闲与写意。

思汉形容，该民 

众会堂是间历史 

悠久的漂亮礼堂，也代表 

着吉胆岛文化，因此外观 

需获保留及维护，但里头 

年久失修的设备，如屋顶 

漏水、电线老旧、陈旧的 

厕所和舞台等，都应尽快 

进行维修，尤其更换残旧 

的电线，避免电线短路酿 

成火灾。

黄思汉透露，早在几 

个月前接获村长蔡全智要 

求提升民众会堂的申请， 

基于礼堂对岛民的重要意 

义，往后当地乡村社区管 
理理事会（MPKK _)办活动 

也有个舒适场地，进而凝 

聚人潮和吸引游客，因此 

他便马上探讨落实。

他矢言，其掌管的 
雪州华人新村事务部，会 

尽量协助提升当地的基础 

设施，加速批准和发放拨 

款，在•些拨款方面并和 

联邦政府同配合。

環境衛生

改善遊客留好印象
10年对比，黄思汉盛 

赞吉胆岛的垃圾少了，卫 

生环境改善了许多！

他致词时形容，每次 

来吉胆岛都有不同感受， 
10年前当地的卫生状况不 

理想，充斥着垃圾，村民 

习惯把垃圾丢进海里。

议员后来到，吉胆岛干净 

许多，成为海鲜馆遍布和 
有许多壁画的旅游区，吸 

引许多游客到来。最近- 

次来到是今年端午节，刚 

好遇上福龙宫神诞，让我 

感受到吉胆岛的文化与习 
俗〇

黄思汉赞赏村民对卫 

生醒觉意识的提升，令游 

客留下好印象，今天的- 

番成就，有赖于村民、商 

家与州政府的配合，感谢 

乡管会的努力，以及非政 

府组织趁周末协助村民清 

理垃圾。

盼“吉胆慢跑” 

打造常年活动
他认为，首次主办的 

“吉胆慢跑”活动让吉胆 
岛充满活力，获得400名参 

与者仔细欣赏吉胆岛的美 

丽，建议可打造成一项常 

年活动，让游客以慢走形 

式发掘吉胆岛。

他矢言，要把吉胆岛 

的旅游层次进•步提升至 

国际水平，毕竟吉胆岛在 

国内旅游已是家喻户晓。

他透露，今天遇见- 

名来自北京清华大学的教 

授，带了一批中国大学生 
来吉胆岛住上14天考察， 

协助吉胆岛做•些艺术品 

和参与慢走活动，可见吉 

胆岛逐渐获推广被外国人

1 wj

MM_灣

1.建于1970年 

的吉胆岛大街民众 

会堂设备年久失 
修，雪州政府近期 

内将批出24万令吉 

拨款，由巴生县土 

地局执行招标承包 

商进行提升。

2. 400名参与者 

鱼贯走过吉胆岛上 

的木桥，让吉胆岛 
充满活力与热闹。

3.这名小女孩 

伴随”尊巴“舞动 

身躯，全情投入， 

神情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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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麗琴

(八打灵再也25日讯） 

陈昇《华人公寓30周年巡回演 

唱会》大马站负责媒体宣传发 

言人说，演唱会的筹备工作大 

致上已经完成，而陈昇也会在 

演唱会前几天抵达大马进行彩 

排。因此，将演唱会提前至同 

日中午12时开唱，相信不会对 

演唱造成太大的影响。

發言人：提前12pm開唱影響不大

暫無太多人退票退款
她对《星洲日报》指出， 

主办单位于昨天公布将演唱会 

提前至同日开唱的声明，截至 

目前，他们并没有接获太多观 

众反映要求退票退款。

“我们在声明内清楚阐 

明，由于雪兰莪州政府同日

举办Maal Hijrah仪式，为7K尊 

重，原订晚上7时30分开唱的 

演唱会，提前至同日中午12时 

开唱。

“若观众有意退票，我 

们也接受退款处理，办公时间 

是在星期一至五（早上10时至

下午5时）。如果要询问退票 

的情况，那应该是在星期-之 

后 ”

她说，演唱会提前可能会 

对部分观众造成不便和影响， 

有些可能是从外州来看演唱 

会，时间调整的关系而导致他 

们无法赴会。

她指出，主办单位也会 

从明天开始联系已经购票的观 

众，提醒他们有关演唱会已经 

提前至同日中午的事宜。

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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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针对有网民声称，-场在国油 
双峰塔举行的印度歌手演唱会，需提 

前到下午进行一事，她表示不知情。

r不存在“誰被壓迫”

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 
通及华人新村发展事务的 

黄思汉强调，演唱会时间提前是经过 

大家互相谅解和协调后达致的双赢方 

案，不存在“谁被压迫的说法”。

他说，对穆斯林的祈祷，非穆 

斯林给予尊重，更不需要在穆斯林祈 
祷环节时屮断演唱会，使得整个演唱 

会的流程能顺利进行。

黄思汉促请各界以马来西亚人 

的角度来看待整件事，演唱会没说办 

不成，何况主办单位事先已知道问题 

的存在，即演唱会将跟州政府的祈祷 

仪式“撞正”，但可能需配合陈昇的 

演出档期，而须敲定在8月31日国庆 

日晚上举行:

询及主办单位在距离演唱会- 

周的时间前，公布提前开唱会否显得 

仓促，他认为，这是主办单位可以冋 

答的范畴，毕竟主办单位在申请办

説法
演唱会之前，已知道9月1日为回历元 

旦，而在元旦前通常会有一系列的穆 

斯林祈祷活动。

“主办单位早在一个月前，便 

开始和我们（州政府）接洽，但基于 

演出日期不能更改，把时间提前也是 

主办单位给出的建议，以便演出能在 

当天成功举办。”

对于雪州在8月31日当晚，是否 

还有其他演出活动必须提前举行，黄 

思汉重申，雪州所有娱乐活动都可以 

-如既往地举行，问题不在于州内当 

晚的娱乐演出，而是主办单位选择的 

场地，是在州立清真寺的毗邻。

歌迷调侃首次中午看演唱会

有歌迷形容，演唱会时间提前 

为“晴天霹雳”，并自我调侃有了第 

-次中午看演唱会的经历。

單敬茵：市局沒指示須提早辦演唱會

謝仲洋、陳詩蕙

(巴生、八打灵再也25日综合讯）雪州行 

政议员黄思汉指出，台湾歌手陈昇原定8月31 

曰（下周六）晚上7时30分，在沙亚南美拉华蒂 

室内体育馆开唱的《华人公寓30周年巡回演唱 

会》，为迁就雪州政府同日举办，为庆祝次日 

回历元旦的Maal Hijrah仪式，而需提前到中午12 

时开唱的做法，为一项方便歌迷和祈祷穆斯林 

群众的双赢方案！

他今日出席巴生吉胆岛“吉胆慢行”活动后，接 

受《星洲日报》记者询问时强调，陈昇演唱会时间挪 

前开唱，但依然在同日演出，也没有被取消或展延， 

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要求各方勿以狭隘角度看待此 

事。

若晚上开唱须中断示尊重

黄思汉表示，若演唱会根据原定时间在晚上开 
唱，基于需对下午4时开始的穆斯林祈祷仪式表示尊 

重，故主办单位需在晚间的演唱会中段，中断个三五 

分钟以示尊重，导致整个演唱会的热潮都会冷下来。

“我觉得这些事情应冷静去看，不是什么课题都 

要从种族或宗教角度切人。演唱会提前从中午12时开 

始到下午3时结束，结束后，观赏演唱会人潮的车子陆 

续离开，交通会舒缓〇

他^出，基于举5办演唱会的室内体育馆距离办祈 

祷活动的沙亚南苏丹沙拉胡丁州立清真寺非常靠近， 

当祈祷人潮从下午4时开始陆续涌人，雪州苏丹和王储 

也会到州立清真寺进行祈祷。

在沙亚南美拉华 

蒂室内体育馆举办的 
陈昇831演唱会，因同 

州政府在附近州立清| 
真寺办的回历新年祈| 

祷仪式“撞正"，基 

于尊重前提而需提前| 
在+午12时开场，引 

发议论。（档案照）

黃思漢：遷就MaalHij「ah儀式提早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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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仲洋、陳詩蕙

(巴生、八打灵再也25日综合 

讯）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指出，台 

湾歌手陈昇原定8月31日（下周六） 

晚上7时30分，在沙亚南美拉华蒂 

室内体育馆开唱的《华人公寓30周 

年巡回演唱会》，为迁就雪州政府 

同日举办，为庆祝次日回历元旦的 

Maal Hijrah仪式，而需提前到中午 

以狭隘角度看待此事。

若晚上开唱须中断示尊重

黄思汉表示，若演唱会根据原定时 
间在晚上开唱，基于需对下午4时开始的 

穆斯林祈祷仪式表示尊重，故主办单位 

需在晚间的演唱会中段，中断个=五分 

钟以示尊重，导致整个演唱会的热潮都 
会冷下来。

“我觉得这些事情应冷静去看， 

不是什么课题都要从种族或宗教角度切 
人。演唱会提前从中午12时开始到下午3 

黃思漢：遷就Maal Hijrah儀式提早舉行

置12pmMH雙贏
在沙亚南美拉华蒂室内体育馆 

举办的陈昇831演唱会，因同州政 

府在附近州立清真寺办的回历新年 

祈祷仪式“撞正”，基于尊重前提 
而需提前在中午12时开场，引发议 

论。（档案照）

報道

r單敬茵：市局沒指示須提早辦演唱會

+隆坡市政局谘询 

〇理事会成员单敬 

茵受询时表示，市政局没 

有发出任何在国庆日当晚 

举行的演唱会，必须提早

进行的指示或通知，并表 

示本身没有接获相关指示 

通知^

针对有网民声称，- 

场在国油双峰塔举行的印

度歌手演唱会，需提前到 

下午进行一事，她表示不 

知情。

12时开唱的做法，为一项方便歌迷 

和祈祷穆斯林群众的双赢方案！

他今日出席巴生吉胆岛“吉胆慢 

行”活动后，接受《星洲日报》记者询 

问时强调，陈昇演唱会时间挪前开唱， 

但依然在同日演出、也没有被取消或展 

延，根本不是什么大问题，要求各方勿

时结束，结束后，观赏演唱会人潮的车 

子陆续离开，交通会舒缓。”

他指出，基于举办演唱会的室内体 

育馆距离办祈祷活动的沙亚南苏丹沙拉 

胡丁州立清真寺非常靠近，当祈祷人潮 
从下午4时开始陆续涌人，雪州苏丹和王 

储也会到州立清真寺进行祈祷。

不存在“誰被壓迫”說法

、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及 
-华人新村发展事务的黄思汉 

强调，演唱会时间提前是经过大家互相 

谅解和协调后达致的双赢方案，不存在 

“谁被压迫的说法” d
他说，对穆斯林的祈祷，非穆斯林 

给予尊重，更不需要在穆斯林祈祷环节 

时中断演唱会，使得整个演唱会的流程 

能顺利进行0

黄思汉促请各界以马来西亚人的角 

度来看待整件事，演唱会没说办不成， 

何况主办单位事先已知道问题的存在， 

即演唱会将跟州政府的祈祷仪式“撞 

正”，但可能需配合陈昇的演出档期， 

而须敲定在8月31日国庆日晚上举行。

询及主办单位在距离演唱会--周 

的时间前，公布提前开唱会否显得仓 

促，他认为，这是主办单位可以回答的 

范畴，毕竟主办单位在申请办演唱会之

前，已知道9月1日为回历元旦，而在元 

0前通常会有一系列的穆斯林祈祷活 

动。

“主办单位早在一个月前，便开始 

和我们（州政府）接洽，但基于演出日 

期不能更改，把时间提前也是主办单位 

给出的建议，以便演出能在当天成功举 

办。”
对于雪州在8月31日当晚，是否还有 

其他演出活动必须提前举行，黄思汉重 

申，雪州所有娱乐活动都可以一如既往 

地举行，问题不在于州内当晚的娱乐演 

出，而是主办单位选择的场地，是在州 

立清真寺的峨邻。

歌迷调侃首次中午看演唱会

有歌迷形容，演唱会时间提前为 

“晴天霹雳”，并自我调侃有了第-次 
中午看演唱会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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