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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kit Beruntung: Bangunan lot
kedai usang akibat projek pem-
binaan terbengkalai di Taman Pe-
rumahan Widuri dan Kemboja,
Bukit Sentosa, di sini, mengun-
dang banyakmasalahkepada pen-
duduk berhampiran.
Binaanenamblokbangunande-

ngan 300 lot kedai itu bukan se-

kadar kelihatan usang dan dipe-
nuhi semak samun, malah men-
jelikkan pemandangan berikutan
projek ‘gajah putih’ itu didakwa
tertangguh sejak 1995 serta ter-
biar hingga kini.
Penduduk, Mohd Azam Yassin,

46, berkata mereka bimbang ka-
wasan itu mengundang masalah,
termasuk pembiakan nyamuk,
haiwan berbisa dan menjadi lo-
kasi remaja melepak bersama ra-

kan ketika masa terluang.
Katanya, pemaju perumahan

membiarkan projek terbengkalai
itu lebih 20 tahun tanpa sebarang
notis amaran diletakkan di situ.
“Kami berharap Majlis Daerah

Hulu Selangor (MDHS) meman-
tau keadaan ini dan merancang
pembangunan lebih sesuai di ke-
dua-dua tapak projek berkenaan.
“Amat merugikan apabila ada

projek sakit dibiarkan di kawasan
perumahan seperti ini sedangkan
hartanah di Selangor kini melon-
jak nilai tinggi dalam pasaran se-

masa,” katanya.
Tinjauan BH mendapati bangu-

nanterbengkalai ituditumbuhipo-
kok besar dan semak samun, ma-
lah ada lokasi bangunan kosong
digunakan penduduk untuk mem-
buang sampahdomestik tanpame-
mikirkan kesannya terhadap ke-
sihatan penduduk sekitar.
Mohd Azam berkata, lot dica-

dangkan rumah kedai itu kini di-
rosakkan pihak tidak bertang-
gungjawab dengan memecah pin-
tu, tingkap dan cermin sejak be-
berapa tahun lalu.

Katanya, mereka juga bimbang
tempat semak dan sunyi itu men-
jadi sarang penagih dadah me-
lepaskan gian serta melakukan
aktiviti tidak bermoral.
“Kamimahu tindakan segera di-

ambil pihak berwajib untuk mem-
bantu memastikan masalah ber-
kenaan terus ditangani demiman-
faat penduduk di dua taman ini.
“Pembeli lot kedai juga dika-

takan sudah gagal berurusan de-
ngan pemaju bagi menyelesaikan
masalah mereka secara bijaksa-
na,”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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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F tidak luluskan 
pengecualian duti

PUTRAJAYA - Kementerian Ke-
wangan (MOF) tidak pernah mene-
rima permohonan atau memberi 
kelulusan untuk pengecualian duti 
ke atas perolehan kenderaan Toyo-
ta Camry jenis import sepenuhnya 
(CBU) daripada kerajaan Perak.

Dalam kenyataan semalam, 
MOF berkata, dakwaan bahawa 
kerajaan  Perak telah mendapat pe-
ngecualian duti, manakala kerajaan  
Pulau Pinang tidak diberikan kelu-
lusan itu adalah tidak benar.

Menurut MOF, pihaknya me-
nerima permohonan daripada ke-
rajaan Pulau Pinang pada 4 Mac 
2019 untuk pengecualian duti atas 
perolehan Toyota Camry import 
tetapi tidak dipertimbangkan selaras 
dengan dasar semasa yang berkuat 
kuasa. 

Permohonan daripada kerajaan 
Selangor juga telah diterima pada 
28 November 2018 dan keputusan 
yang sama dibuat di mana penge-
cualian duti  tersebut juga tidak di-
pertimbangkan, katanya. 

Kementerian itu menjelaskan, 
perolehan Toyota Camry jenis ken-
deraan pemasangan tempatan 
(CKD) oleh kerajaan Pulau Pinang 
pada 2013 telah mendapat penge-
cualian duti.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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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kamah tolak permohonan Sisters in Islam

KUALA LUMPUR - Mahkamah Tinggi 
Kuala Lumpur semalam menolak permo-
honan semakan kehakiman Sisters in Is-
lam (SIS) untuk mencabar keputusan 
Majlis Agama Islam Selangor (MAIS) 
yang mengisytiharkan pertubuhan itu 
sesat dan menyeleweng.

Hakim Datuk Nordin Hassan memu-
tuskan perkara itu selepas mendapati Ja-
watankuasa Fatwa Selangor telah mema-
tuhi semua prosedur yang ditetapkan 
semasa mengeluarkan fatwa tersebut.

“Perlembagaan Persekutuan menya-
takan hal ehwal berkaitan undang-undang 
syariah berada bawah undang-undang 
negeri,” katanya menerusi laporan sebuah 
portal berita di sini semalam.

Forum SIS (Malaysia) pada 31 Okto-
ber 2014 memfailkan permohonan bagi 

memohon perintah certiorari untuk 
membatalkan keputusan Jawatankuasa 
Fatwa Selangor dan MAIS itu yang me-
nyatakan, organisasi itu dan mana-mana 
individu serta kumpulan yang kononnya 
berpegang dengan fahaman liberalisme 
dan pluralisme agama sebagai sesat dan 
menyeleweng daripada ajaran Islam.

Pihak pemohon juga memohon pe-
risytiharan bahawa keputusan Jawatan-
kuasa Fatwa dan MAIS melalui fatwa 
tersebut yang mengarahkan sekatan di-
buat ke atas laman-laman sosial adalah 
bercanggah dengan Seksyen 3(3) Akta 
Komunikasi dan Multimedia 1998.

Peguam yang mewakili Jawatankuasa 
Fatwa Negeri Selangor ialah Datuk Zainul 
Rijal Abu Bakar sementara SIS diwakili 
oleh, A Surendra.

Page 1 of 2

28 Aug 2019
Sinar Harian,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sional • Audience : 140,000 • Page: 12
Printed Size: 111.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1,243.20 • Item ID: MY003707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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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Malaysia 
dari kaca 

mata orang 
asing

Page 1 of 3

28 Aug 2019
Sinar Harian,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sional • Audience : 140,000 • Page: 3,8
Printed Size: 590.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2,508.00 • Item ID: MY0037069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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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 Dan jatuh cinta pada Malaysia
K emakmuran Malaysia berjaya menarik ramai rakyat dari 

negara luar untuk datang ke sini sama ada untuk beker-
ja, menyambung pelajaran mahupun sekadar melan-

cong. 
Malah, ramai antara mereka jatuh cinta dengan Malaysia 

sehingga memilih untuk menetap di sini. Bagi mereka, Ma-
laysia mempunyai 1,001 keistimewaan. 

Wacana Sinar Harian ke-122 yang berlangsung semalam 
membincangkan topik 'Malaysia Dari Kaca Mata Mereka' 
dengan menampilkan tiga orang panelis yang berasal dari 
luar negara tetapi kini menetap di Malaysia iaitu Dekan 
Pusat Pengajian Siswazah Unisel, Prof Madya Dr Setyawan 
Widyarto; selebriti dan Duta Pelancongan Negeri Tereng-
ganu, Mat Dan dan Pensyarah Kanan USIM, Dr Ibrahim 
Fahad Sulaiman, manakala Fariha Onn bertindak sebagai 
moderator. Ikuti apa kata mereka mengenai Malaysia.

Dari kiri: Fariha, Setyawan Widyarto, Mat Dan dan Ibrahim Fahad pada sesi Wacana Siri ke-122 di Kumpulan Media Karangkraf 
di Shah Alam semalam.

SAYA pertama kali sampai di 
Terengganu menaiki bas. Biasanya 
kalau di Thailand, bila turun bas 
akan ada orang serbu, tarik kita 
dan tawarkan penginapan di be-
berapa lokasi. Tapi bila saya turun 
dari bas di Terengganu, tiada orang 
buat begitu jadi saya tak tahu nak 
pergi mana. Dah biasa orang serbu, 
kita ikut saja nak ke mana tapi kali 
ini tiada orang, jadi tak tahu nak 
ke mana.

Masa itu, saya cari satu kedai 
dan duduk. Saya ada buku tour 
guide dan guna ia untuk cari hotel. 
Saya pesan satu gelas air. Masa nak 
pergi bayar minuman di kaunter, 
dia kata orang meja sebelah bayar-
kan air saya minum. Saya terkejut, 
saya tanya kenapa dia bayar air 
saya sebab saya boleh bayar sen-
diri. 

Saya pergi tanya dia dan cakap 
terima kasih dan dia kata itu 
memang budaya kami di 
sini. "Awak adalah tetamu 
di negeri kita, jadi kita hor-
mat tetamu kita". Walau-
pun nilai air itu kecil saja 
tapi niat mereka hormat dan 
layan kita dengan baik seba-
gai tetamu, itu detik pertama 
yang buat saya nak kaji lebih, 
nak tahu lebih pasal 
budaya ini, kenapa 
mereka ramah 
sangat dengan 
tetamu dan pe-
lancong.

Kalau nega-
ra saya di Uni-
ted Kingdom 
(UK) memang 
tidak akan dapat 
layanan begitu. 

Pandangan selebriti dan 
Duta Pelancongan Negeri 

Terengganu, Mat Dan

Kawan pun tidak akan bayar untuk 
minuman saya, tapi ini orang di 
meja sebelah yang saya tak pernah 
jumpa dalam hidup saya, dia ba-
yarkan air saya. Ia buat saya terke-
jut tapi gembira dan buat saya nak 
tahu lebih tentang Malaysia. Dari 
hari pertama dah jatuh cinta dan 
selepas itu ada lagi banyak perka-
ra buat saya terus jatuh cinta.

Detik pertama saya tergerak 
kepada agama Islam, tahun 2010 
saya ada urusan di Kuala Lumpur 
kemudian balik ke Terengganu. 
Saya sampai ke jeti Pulau Kapas 
dalam jam 4.30 pagi. Kawasan itu 
sunyi tapi nampak satu bangunan 
di situ, bangunannya surau. Saya 
tak tahu surau itu apa tapi saya 
dengan seluar pendek, singlet per-
gi ke surau itu dan nampak ada 
paip air, saya basuh muka dan 
baring di surau itu. 

Selepas itu, ada orang kejut 
saya. Masa itu saya fikir mungkin 
dia nak halau saya sebab saya tidur 
tempat orang tapi bila buka mata, 
saya nampak ada seorang pak cik 
pakai jubah putih dan dia bawa 
satu bantal, dia letak bawah kepa-
la saya dan suruh saya sambung 
tidur. Ia memang menyentuh hati 
sebab dia tak kenal pun saya dan 
saya masuk ke dalam tempat dia 
tanpa kebenaran tapi dia beri ban-
tal untuk buat saya rasa lebih se-
lesa.

Berkaitan Bahasa Melayu, se-
karang semakin baik. Dulu dalam 
dua ke tiga tahun lepas, kalau saya 
jumpa orang, saya minta maaf dulu 
kalau ada tersasul. Tapi kebanyak-
annya faham sebab ini bukan ba-
hasa pertama saya tapi sebenarnya 
antara bahasa Melayu dan bahasa 
Inggeris, sekarang saya rasa baha-
sa Melayu jadi bahasa pertama saya 
pula.

Sampaikan saya telefon nenek 
saya baru-baru ini, dia tak kenal 
suara cucunya sebab Bahasa Ing-
geris saya jadi ‘teruk’ sebab saya 
memang fokus bercakap dalam 
bahasa Melayu.

Tapi bila dah belajar bahasa 
dan menyelami budaya, lidah kita 
pun bertukar. Daripada makanan 
yang tak boleh makan, jadi makan-
an kegemaran pula. Lidah kita 
boleh ajar untuk makan semua 
jenis makanan cuma kita kena 
buka minda. 

Saya duduk sini selama 10 ta-
hun bukan sebab saya suka duduk 
pantai, suka makanan di sini tapi 

saya duduk di sini sebab kera-
mahan orang tempatan. Kalau 
boleh, tanggungjawab saya 
untuk sambung kebaikan yang 

orang buat pada saya. Ini jadi 
tanggungjawab saya untuk beri-
tahu orang luar bahawa inilah 
Malaysia yang sebenar.

Dari hari 
pertama dah 

jatuh cinta dan 
selepas itu ada 

lagi banyak 
perkara buat 
saya terus 
jatuh cinta."

- Mat 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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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ya tersentuh dengan 
kebaikan rakyat Malaysia’

SEBELUM melanjutkan pe-
ngajian di Universiti Teknolo-
gi Malaysia (UTM) lagi, saya 
sudah rasa tersentuh dengan 
kebaikan rakyat Malaysia. Ke-
tika itu saya di United King-
dom menyambung pengajian 
peringkat sarjana. Di sana, is-
teri melahirkan anak kedua 
kami. Apa yang buat saya rasa 
tersentuh apabila rakan dari 
Malaysia bergilir-gilir mema-
sak untuk keluarga kami. Ke-
mudian, saya berjaya mengha-
biskan pengajian tetapi tidak 
dapat sambung ke peringkat 
ijazah kedoktoran. Lalu, saya 
pulang ke Indonesia. Tidak 
lama selepas itu, ada seorang 
rakan dari Malaysia tawarkan 
saya sambung pelajaran di 
UTM. Sehingga kini, saya terus 
menetap di Malaysia. 

Bercakap mengenai perbe-
zaan bahasa, memang ada 
yang membawa kepada salah 
pengertian. Misalnya perkata-
an percuma dan jemput ada 
maksud berbeza di Malaysia 
dan Indonesia. Tetapi perga-
ulan dengan rakan-rakan Ma-
laysia banyak membantu saya. 
Sesekali apabila pulang ke In-
donesia, ada terikut-ikut juga 
cakap dalam bahasa Melayu. 
Tetapi tidak kira bahasa Me-
layu atau bahasa  Indonesia, 

asalkan orang lain boleh fa-
ham. 

Mengenai cuti umum yang 
banyak bagi menghormati se-
tiap perayaan di negara ini, 
saya lihat ia sesuatu yang baik 
bagi kehidupan sosial. Waktu 
cuti umum boleh digunakan 
untuk  meluangkan masa de-
ngan keluarga. Cuma yang 
menyukarkan ialah budaya 
kerja kerana perlu ada orang 
ganti apabila bercuti. 

Bagi saya, Malaysia adalah 
contoh yang baik kerana ramai 
orang boleh berjaya asalkan 
mereka merebut peluang itu 
dan patuh kepada peraturan 
di sini. 

Secara peribadi, saya ber-
pendapat Malaysia boleh men-
jadi negara khalifah kerana 
sistem pendidikannya bukan 
saja meliputi akademik, tetapi 
turut menekankan nilai-nilai 
murni dan adab.

Pandangan Dekan Pusat 
Pengajian Siswazah 
Unisel, Prof Madya 

Dr Setyawan Widya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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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mahu
jadi tuan rumah
Muka 77

Sukan Komanwel 2026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e-
nawarkan diri untuk menja-
di tuan rumah utama kepada 
Sukan Komanwel 2026 sekira-
nya Malaysia berhasrat untuk 
membida bagi penganjuran te-
masya sukan berprestij itu.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wa-
laupun perkara itu masih di 
peringkat idea awal, beliau per-
caya setidak-tidaknya satu ban-
dar raya - kemungkinan Shah 
Alam, mempunyai kekuatan 
dan keupayaan untuk menjadi 
tuan rumah acara itu.

“Selepas Kuala Lumpur men-   
jadi tuan rumah pada 1998, 
Selangor juga mengimpikan 
per    kara yang sama. Ia adalah 
usaha berterusan di pihak 
kami dan beberapa agensi ber-
kaitan, kita akan mula dengan 
SUKMA (Sukan Malaysia) 2022 
terlebih dahulu,” katanya sele-

pas merasmikan acara sulung 
Sidang Kemuncak Sukan An-
tarabangsa Selangor di sini, 
semalam.

Sementara itu, Presiden Ma-
jlis Olimpik Malaysia (MOM), 
Datuk Seri Mohamad Norza Za-
karia menyokong idea Menteri 
Besar itu dan berkata ia adalah 
langkah yang baik di pihak ne-
geri.

“Bagi MOM kita akan lihat 
bagaimana kita dapat memban-
tu Selangor dalam merealisasi-
kan semua impian dan harapan 
ini,” katanya.

Sebagai rekod bekas Pre-

siden MOM, Tan Sri Tunku 
Imran Tuanku Ja’afar pada 
Februari tahun lalu berkata 
Malaysia belum bersedia untuk 
menjadi tuan rumah kepada 
Sukan Komanwel kerana kos-
nya yang tinggi.

Sebelum ini, beliau dilapor-
kan berkata Malaysia berupaya 
menganjurkan Sukan Koman-
wel 2026, namun segalanya 
bergantung kepada keupayaan 
politik.

Malaysia menjadi tuan ru  -
mah Sukan Komanwel buat 
pertama kali pada tahun 1998. 
 BERNAMA

Sukan Komanwel 2026

Cadangan 
 Menteri Besar 
dapat sokongan 
MOM

Selangor tawar jadi h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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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school 
gets nod for 
relocation to Pandan 
> 4 

Lai (fourth from 
right) presenting 
the planning per-
mission to school 
board of director 
chairman Cheong 
Yew Hon (in yel-
low), while Ng 
(third from right) 
and Leong (right) 
look on. 

By JAROD LIM 
jarodlim@thestar.com.my 

AFTER 10 years of uncertainty, SJK 
(C) Choon Hwa has received 
Amp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s 
(MPAJ) planning approval to build a 
school on 1.2ha of land along Jalan 
Bunga Mawar in Lembah Maju, 
Pandan. 

The school's building committee 
is expected to submit building and 
infrastructure plans to MPAJ soon. 

The school received approval 
from the Education Ministry to relo-
cate in 2008 to the site from its cur-
rent location at Batu 18, Hulu 
Langat. 

However, the building plans were 
rejected twice when MPAJ's techni-
cal committee questioned the use 
for other parts of the land which 
was not made clear in proposed 
plans. The school was to occupy 
1.2ha of the 3.6ha land. 

MPAJ also added several condi-
tions for the school's building com-
mittee to fulfil including widening 
the main road and building a pedes-
trian bridge. 

In a letter dated April 28,2017, to 
Choon Hwa's board, MPAJ said the 
ministry's minimum requirement 
for land to house a school was 
2.023ha. 

Green light for Chinese 
school in Lembah Maju 
Planning permission given after more than a decade 

The ministry received a letter 
from MPAJ on Dec 7,2017, seeking 
an explanation on the use of the 
remaining 2.4ha. 

Teratai assemblyman Bryan Lai 
said he asked the ministry for help 
once again in July 2018. 

"We met with Deputy Education 
Minister Teo Nie Ching to ask for an 
additional 0.6ha so that we would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a prima-
ry school. 

"This will not affect the building 
pla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chool. 

"Should the school seek to build 
anything on the additional land, it 
will have to submit its building 
plans to MPAJ," he said dining a 
press conference at a coffeeshop 
near the site. 

Lai added that the RM25,000 fine 
issued by MPAJ to the school for 
starting works without a permit 
was written off. 

"We met with MPAJ president 
Datuk Abdul Hamid Hussain who 
agreed to write off the amount as 
well as withdraw the condition to 
widen the main road. 

"I will also ask the state govern-
ment for an allocation to upgrade 
the road," he said. 

Selangor local government, pub-
he transport and new village devel-
opment committee chairman Ng 
Sze Han said the government would 
cooperate with all part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chool. 

"There have been delays previ-
ously and the school faced a lot of 
problems in getting the project 

approved but let's put all of that 
behind. 

'This school is needed in Pandan 
and should be built as soon as possi-
ble," he said. 

In the last two years, the school 
was at the centre of a debate 
between Pandan MCA chief Datuk 
Leong Kok Wee and previous 
Teratai assemblyman Tiew Way 
Keng. 

Leong, who is also the school's 
building committee vice-chairman 
hoped the government would 
continue allocating funds for its 
construction. 

"The school received RM4mil in 
funds from the Education Ministry 
last year. We project the building 
will cost RM9.5mil including furni-
ture,"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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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K councillors to get RMlmil allocation each 
KLANG councillors are expected to 
receive RMlmil in the local coun-
cil's Budget 2020 for upgrading of 
recreational fields and to respond to 
local needs. 

"Our pre-budget meeting has 
seen a proposed allocation of 
RM24mil where each councillor 
gets an annual RMlmil," said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president 
Datuk Mohamad Yasid Bidin. 

The councillors' fund must be 
used for activities that encourage 
public participation, working part-
nerships, benefit senior citizens and 
involve youths, he said and added 

that MPK was eager to create more 
sustainable neighbourhoods. 

Mohamad Yasid said it was neces-
sary for councillors to understand 
residents' needs and use the money 
wisely. 

"If the proposal is approved by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then 
councillors must ensure transparen-
cy in spending the money for the 
projects recommended," he said 
after the full board meeting. 

Mohamad Yasid said the council's 
Budget 2020 theme revolved 
around community engagement 
and encouraged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well-being of 
residents. 

"Councillors must be proactive 
and hold discussions with residents 
associations, Rukun Tetangga or 
other associations to find out what 
is needed for each neighbourhood." 

In a closed door budget meeting, 
it was learnt that an estimated 
RM279mil was being proposed 
under MPK's Budget 2020 to 
address various needs. 

The proposed budget will see a 
deficit of an estimated RM32mil 
while revenue was expected to be 
RM246mil. 

Mohamad Yasid added assess-
ment collected by MPK from Jan 1 
to Aug 18 amounted to RM143mil. 

He also said an estimated 
RMlOmil under Budget 2020 was 
proposed to alleviate floods in sev-
eral areas including Pekan Meru, 
Taman Chi Liung and Taman Eng 
Ann where drains under MPK 
would be widened. 

"Under the flood mitigation plan, 
broken council drains will be rede-
signed to cater to the high volume 
of rain. This will be carried out in 
stages," he said. — By EDWARD 
RAJEND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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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ck if maintenance funds for park used properly'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will check if the amount allocate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aman Jaya 
in Petaling Jaya was properly used. 

Councillor Derek Fernandez said 
it was necessary to find out whether 
the money meant for the park's 
maintenance was utilised for that 
purpose. 

"We want to know whether clos-
ing the lake for a year is necessary 
in spite of the money spent each 
year for the park," he said in refer-
ence to a StarMetro report yester-
day on the proposed one-year clo-
sure of the park due to its deplora-

ble condition. 
"Any request to close the lake 

must be approved by the city coun-
cil's full board with justification as 
to why this is necessary. 

"The public should as far as possi-
ble not be inconvenienced from 
using the park as there is a gross 
shortage of public recreational spac-
es in the city. 

"We will also need to explore all 
reasonable solutions first before 
making any decision. 

"In the meantime, the contractors 
paid to maintain the park must do 
the job to required standards and 

relevant departments must ensure 
supervision is done," said 
Fernandez, who is the councillor in 
charge of the area. 

Bukit Gasing assemblyman 
Rajiv Rishyakaran welcomed the 
upgrade of Taman Jaya saying that 
it was one of the focal recreational 
.points for Petaling Jaya residents. 

Rajiv said over the years, most 
upgrading works at the lake were 
done on a patchwork basis. 

"However, when renovations are 
carried out, the quality of work 
must ensure durability. 

"Councillors, through the audit 

subcommitte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check on why some projects dete-
riorate fast and if contractors had 
done substandard work," he said. 

It was reported that park visitors 
want proper supervision when 
renovations are done and that regu-
lar maintenance be carried out to 
ensure facilities are in good order. 

It was reported that an MBPJ 
spokesperson said the lake would 
be deepened and cleaned. 

The extent of the upgrading pro-
ject would largely depend on the 
allocation approved at MBPJ's 2020 
Budget. — By SHEILA SRI PR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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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 support 
continues for 
PJ Half Marathon 
>8 

High energy at half marathon 
10,000 participants take to the streets for 31st edition of popular annual event 
By JADE CHAN 
jade@thestar.com.my 

(From left) 
Amirudin, 
Mohd Sayuthi, 
Petaling Jaya 
deputy mayor 
Johary Anuar 
and Unitar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vice-chancel-
lor Prof Dr 
Noor Raihan 
Ab Hamid get-
ting ready 
to flag off 
participants. 

Families with 
babies in 
strollers and 
children kitted 
out in colour-
ful raincoats 
also took part 
in the event. 
- Photos: 
LOW BOON 
TAT/The Star 

<- DESPITE the non-stop rain, 10,000 runners 
turned up in full force for the PJ Half 
Marathon 2019 held at Dataran Petaling 
Jaya. 

The 31st edition of the annual event, tout-
ed as Malaysia's oldest half marathon, fea-
tured four categories - 30km, 21km, 10km 
and 3km (fun run). 

The fun run category included several dis-
abled participants in wheelchairs as well as 
families with babies in strollers and children 
kitted out in colourful raincoats. 

Petaling Jaya mayor Datuk Mohd Sayuthi 
Bakar flagged off the 30km and 21km catego-
ries while the 10km and 3km categories 
were flagged off by Selangor Mentri Besar 
Amirudin Shari. 

The routes for the 30km and 21km catego-
ries saw runners along parts of Sections 16 
and 17, SS2, Kampung Tunku, Section 51 as 

- well as PJ Old Town. 
PJ Half Marathon 2019 was organised by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and 
Persatuan Olahraga Para Selangor in collab-
oration with Puncak Ventures SRA Sdn Bhd. 

This year's edition saw 259 international 
participants from 42 countries. 

"The 30km category was reintroduced in 
the PJ Half Marathon by popular demand," 
said Mohd Sayuthi. 

"It was removed in previous editions but 
brought back last year due to runners' 
request and the participation has been very 
encouraging." 

He added that the 30km category would 
be maintained for as long as it is well-re-
ceived by runners. 

For this year, Mohd Sayuthi said the 30km 
category recorded 2,600 participants while 
the signature 21km category had 3,500 run-
ners. 

"The PJ Half Marathon is a highly antici-
>, pated annual event. We even had to close 

registration early as the organisers had 

The fun run category included disabled participants in wheelchairs. 

The PJ Half Marathon, touted as Malaysia's oldest half marathon, recorded a total of 10,000 participants this year. 

received 10,000 sign-ups before its original 
deadline. 

'Today's runners were very enthusiastic 
and in high spirits, despite the rain since 
3am," he said. 

Asked if MBPJ would consider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next year, the 
mayor said there were no plans to do so. 

"It is not easy to manage the marathon in 
terms of road closures. 

"With a 10,000-person capacity, we esti-
mated that the run would end at 9am. If we 

- increase participation, the run will have to 
end later and motorists may not be happy 
with that." 

Mohd Sayuthi noted that four MBPJ 
department directors also took part in the 
run, although only in the 3km category, as 
they were part of the organising secretar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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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商家明年起

霣新執應纖
(巴生27日讯）巴生商家请留意， 

巴生市议会将从2020年起，规定所有 

商家在新申请或更新营业执照时，必 

须先繳清之前所拖欠的所有商业罚 

单，否则将无法获得批准，因而无法 

做生意！

巴生市议会主席莫哈末亚希 
今曰在常月会议后说，市议会 
以前没有完整的记录系统，因 
此无法把拖欠罚单更申请者资 
料“绑定”，
术发达，拖欠罚单者将无所遁 
形。

他说，市议会如今不旦可以 
更轻易调取资料，也可以追溯

早年的数据，以便向拖欠者追 
讨回相关的罚款。

“因此，所有商家受促关注 
此事，来年无论是新申请或更

欠的商业罚单。”
他指出，这些罚单范围，包 

括触犯以下法令，包括19T4年 

道路、沟渠及建筑物法令、地

方政府贸易法令、2007年地方政 

府工商业法令、广告法令、小贩 
法令、餐饮业设立法令、食品处 
理法令、运动中心法令、2013年 

巴生市议会酒店法令及美容保健 
法令等。

下月起罰單大折扣

不过，他指出，法律不外乎人 
情，因此在落实这项新措施前， 
市议会将于今年9月1日起至12月 

曰，一连4个月，举办商业罚单 
折扣大优惠，罚款折扣最低为75 
令吉、最尚则不超过400令吉。

“凡是于2000年至今，所拖欠 

的商业罚单，都可在此次优惠

中，取得折扣。”
“市议会的罚单，一般介于250 

令吉至1000令吉之间，不过，今 

次的折扣优惠，不包括涉及以下 
商业活动，包括网咖中心、按摩 
院、脚底按摩中心、娱乐中 
心及工业活动等。”

另外，他也谈到，今 
年有意在登姑格拉纳路 
(印度街）申请屠妖节 

临时市集的商贩，同样 
必须事先缴清市议会 
200T年地方政府小贩法 

令下的一〜 ，—
提出申

M你对巴生地区的环 
境卫生，有什么意

见？”
市议会为了收集民意和 

改善环境卫生，将从9月1 
日起至30日，连续一个月 

内，首推二维码系统，让 
市民直接参与评估巴生的 
清洁度，市民只要扫描有 

关二维码，便可完成有 
关评估。

莫哈末亚希指出， 

市民 可以评

级、给予回馈意见、提出 
建议等，协助市议会收集 
民意，作为改善巴生环境 
卫生的方案。

“随后，市议会将通过 
面子书或橫幅宣传，以鼓 
励市民扫苗相关二维码， 
给予市区清洁卫生评估意 
见。，’

°另外，他指出，在评估 
之前，市议会已从8月21曰 
起至31日，指示垃圾承包 
商达鲁益山（KDEB)展开 

“雷霆橫扫垃圾”工作， 
以便清理市内所有非 
法丟弃垃圾，

“有关行动已推行 
T天，垃圾承包商受 

促每天清理市内非法 
垃圾堆，取得显著改 
善效果，一些地区的 
垃圾明显减少。” 
他补充，在此行动

精明泊車應用程式12月連線
“巴生市议会精明泊车” （Smart Parking 

MPklang)手机应用程式，最迟将于今年12月 
1曰，与州政府的“精明.州泊车” （SSP)系统连 

接，以方便市民同时缴还多个地方政府的泊车费。
莫哈末亚希说，市议会早在201T年12月便推出该 

应用程式，因此，才没有与州政府较后推出的应用 
程式系统连接上。

“随著州政府指示将两个系统连接后，市议会也 
愿意配合，以便提供各种便利给巴生的市民。”

目前，已经采用精明雪州停车系统的地方政府， 
包括莎阿南市政厅、梳邦再也市议会、安邦再也市 
议会、八打灵再也市政厅、_邦市议会等。

1〇

t莫哈末亚 
希：市议会将 
推出二维码， 

让市民直接扫 
苗评估巴生的 
环境卫生。

—巴生市议会 
今早进行8月 

分常月会议， 
谈论巴生地区 

各项民生问 
题。

中，市议会被迫额外开销5 
万400令吉，以便将T天所 
清扫的1400公吨垃圾，载 

送到而榄的垃圾土埋场。

明年預算案現赤字
生市议会将于2020年，提呈赤字财政预 

U算案，2020年总收入预计为2亿4673万 
令吉，总开销则为2亿7911万5000令吉，赤 
字达到3238万令吉。

_莫哈末亚希指出，赤字主要开销，来自解 
决市内多个水灾黑区问题，包括加埔、永安 
镇、池龙花园、中路等，水灾是市议会重视 
的问题之一，因此有逾1〇〇〇万令吉，作为提 
升排水系统和维修破损渠道等。

“我们将视乎需求展开维修排水系统工 
作，不过，一些被提及的水灾黑区，将是首 
要关注的地点。”

掃
描
二
維
碼
評
估
清
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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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修車袞艎誦麵1
楊巧雙：勿太依賴男人

(布城27日讯）妇女、家庭与社 

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认为，女性 
应学习基础的汽车维修技能，别理 
所当然把所有与车相关的问题都抛 
给父亲、丈夫或兄弟处理。

她指出，60名妇女发展 

局职员在今天接受博世 
(BOSCH)长达4小时的培 

训工作坊，以了解汽车的 
基础维修，其中包括电箱 
检查、汽油和雨刷等。

她说，过去当汽车需要 
维修或故障时，女性都 
太过依赖父亲、丈夫或兄 
弟，并视为理所当然，但 
如今需有所改变，而这改 
变就从妇女部开始。

別讓性別局限自己

杨巧双今早在博世举办 
的“女性汽车与道路安 
全运动”工作坊致开幕词 
时，这么指出。

她说，作为起点，妇女 
部将从全国各州的妇女发 
展局开始上述运动，并观 
察其成效性，且在未来开

放为群众提供这培训工作坊。
“我们要传达给女性的信息是， 

别让您的性别局限自己，认为这 
(汽车维修）是男性的工作，我们 

无需学习。”

杨巧双还说，过去大 
家常认为汽车维修这工 
作以男性为主，但如今 
希盟政府要积极推广给 
女个生。

为此，她鼓励对汽车 
感兴趣的女性报读相关 
课程及投入这领域。

出席者包括妇女部秘书长拿督袓 
乃达、妇女发展局总监拿督赛达 
杜、大马博世汽车售后市场经理潘 
垠光、行销经理吴迪隆（音译）。

■杨巧双（中）在大马博世汽车售后市场经理潘垠光（右起）和妇女发展局总监拿督 
赛达杜陪同下，亲自动手检查汽车零件，以示宣导。

58%兒童車禍死可避免
巧双指出，国内每53个婴儿与孩童死 

M亡案例中，就有31人是死于交通意外 

和不完善的儿童安全系统。
“58%的儿童交通意外死亡案例原可被避 

免。”

° 对此，她促请拥车的父母安装儿童汽车 
安全座椅，以保障儿童安全。

她说，如今父母可以逾100令吉价格，网 
购儿童汽车安全座椅，虽一些家庭面对经 
济困难，但父母还是可存下这笔钱购买， 
毕竟儿童安全优先。

另外，杨巧双指出，孩子锁在车内被父 
母遗忘的事故时有所闻，博世对此提出4方 

案，避免类似事件重演。
她说，其中包括把孩子玩具放在前座、 

把重要的物品如手提袋放在后座、启用导 
航软件Waze的“儿童提醒器”功能，以及 

养成锁车前检查后座的习惯。
■杨巧双（右2)也巡视儿童汽车安全座椅产品展示区，藉由说明了 

解不同设计的儿童汽车安全座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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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城27日讯）财政部澄 
清，槟州官车之所以无法豁 
免税务，是因为槟州政府采 
购的是整装进口车（CBU)， 
而非本地组装车（CKD)。

财政部今曰发文告指出， 
中央政府和州政府各机关 
部门只有在采购本地组装车 
时，能依据201T年货物税 

(豁免）法及2〇lS年销售税 
(豁免人士）法获得豁免， 

至于整装进口车均不符合相 
关法例，故不获免税资格。

“这符合政府采购法的规 
定；除非是因特殊需求， 
如大马财政部宪报7.3所阐 

明。”
该部指出，槟州政府于 

2013年购入本地组装的丰田 

冠丽获得免税，那是因为当 
时所购入的官车乃本地组装 
版本；有鉴于该款式轿车已 
经不再于国内组装，因此槟 
州政府今年所购入的新一批 
官车无法获得免税优惠。

文告补充，财政部是在今年3月4日接获槟州 

政府要求豁免官车税务的申请。
财政部也说，雪州政府曾于2018年11月28曰 

作出相关申请，但也因为相同的法例无法获得

另外，针对有部分人士指财政部只豁免霹州 
官车税务却不批准槟州官车税务一说，对此财 
政部澄清，该部不曾接获霹州的豁免官车税务 
申请，也不曾批准任何相关的税务豁免予霹州 
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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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福建会馆副会长李雪凤（坐者左4起为）、副会长林云南、副会长陈庆地、署理会长林忠强、戴炳基、 

副会长李萍、总务陈炳锺等三机构董事与理事、双福文学作品人选者及奖助学金得奖者。

(吉隆坡27日讯）雪隆 
福建会馆会长戴炳基指 
出，华、淡小的存在，是 
华印族群的权益（a s 〇 f 
right),不是别人的“恩 

赐”，这也是我国独立时 
兰，大民族共同创立的结 
果。
1也也恳请一些政客或领 

导，尊重历史，也尊重华 
印族群应有的基本权益， 
不应该把印尼、泰国、菲 
律宾和緬甸等国来与我国 
比较，这不只是不尊重、 
更是恶意歪曲我国的历

°他曰前在雪兰莪暨吉隆 
坡福建会馆召开2019年度 

常年会员大会暨颁发会员 
子女学业优异奖励金、独

戴炳基盱政治人物 
尊敬華印族群權益
中学生助学金及貪布2〇 18 

年度双福文学作品入选获 
奖者仪式上致词时，如是 
指出。

三大民族組成國家

他说，大家回头看看大 
马的历史，马来西亚是 
由三大民族组成的国家， 
华族与其他友族曾为这个 
国家的独立，做了伟大的 
牺牲和付出不可磨灭的代 
价。

° “在历史不同阶段和时

期，在马来亚的抗曰战 
争、在马来亚的独立斗 
争、在马来亚和马来西亚 
的建国时期，三大民族积 
极参与者和利益攸关者（a 

stakeholder),大马的独 

立建国是由三大民族合力 
向英殖民政府争取回来， 
因此三大民族在国家独立 
前夕，已定下所谓的‘社 
会契约’。”

戴炳基也说，希盟执政 
虽然为我国打开了“扫 
除贪污”的积极一面，而

这将是一条坎坷漫长的道 
路，因为贪污滥权的局面 
几乎遍布整个行政和执法 
机构，触及政商勾结，成 
为体制结构上的大问题。

戴炳基提到目前福建会 
馆正涉及一场一位曾经是 
马来西亚海南社团领袖， 
要安葬在吉隆坡福建义山 
的官司。这项官司将在今 
年10月在吉隆坡高等法庭 
开审，他呼吁会员和福建 
同乡关注。

今年的会员子女学业优 
异奖励金及独中学生助学 
金共颁发101份，总额约1 
万1600令吉，分别是颁发 
给小学组30位及中学组64 

位，其中独中学生助学金 
共有7位学生受惠。

雪蘭莪曁吉隆坡福建會館大會通過提案

1. 吁请政府检讨《1996年教育法令》，依据多元

化原则制定新教育法令，落实多元文化教育，发 
展母语教育，公平对待各源流学校，在建校、拨 
款和师资等方面的发展拟出一套高度透明完善的 
制度；

2. 呼吁全国华小董家教三机构密切关注政府欲重新

推行英文教数理的政策，并坚守母语教育的原则 
与立场，拒绝接受英化数理，确保华小永不变 
质；

3. 吁请政府承认华文独中统考文凭以兑现大选宣
里的承诺；

4. 吁请政府以公平、透明的原则，重新检讨和纠
大学预科班和国立大学的收生制度；

5. 吁请政府应在各领域重新检讨区分土著与非土
的政策，以让各民族分享公平合理的待遇，塑造 
一个共存共荣的马来西亚；

6. 吁请雪州政府保留新村双语路牌，以维持华人
村的特色，推动社区经济发展；

7. 吁请政府尽速恢复地方县、市及直辖区地方政

选举；

8. 吁请政府落实大选承诺，修改宪法条文以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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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贪会主席、选委会 
主席和总稽查司等；

9. 吁请政府兑现其承诺，应尽速检讨及废除《19

年煽动法令》，及其他违反人身自由的不合理法 
令条文；

10.支持政府采取严厉的行动尽速解决国内洋垃圾和 
化学污染问题，以确保我国的环境不被进一步的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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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
反
條
例
廟
宇
將
被
拆

‘州大臣阿米鲁 

丁重申，任何 

违反雪州政府条例 

庙宇，将面对被拆 

除的后果。

他说，巴生永安 

镇的“新莲坛”拆 

庙行动曾带入雪州 

行政议讨论，有关 

行动也是获得通 

过，该庙宇并不是 

位于政府土地。

他指出，雪州在 

之前也曾有兴都庙 

遭拆除，如果违例 

的话，神庙也是一 

样将会面对被拆除 

的后果。

“如果违反条 

例，即使是建筑物 

都将会被拆除，一切还是要 

根据法律条文进行。”

位于巴生永安镇的“新莲 

坛”是于日前遭土地局拆 

除，引发风波，包括雪州政 

府及雪州非伊斯兰事务委员 
会拿督邓章钦也遭指责，并

被要求还“神明” 

代。

个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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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后，也将当中的物件 
全数搬出来，随后才断电 
和出动神手，将违建部分 
拆除。

市议会建筑物组高级助 
理主任沙菲宜在沙登再也

(沙登27日讯）违例扩 路拆除违建餐馆i场，
祿穿由外巷傲斗音味味召开记■者会■日寸指出’当局it匕次 ^又由外力f文生心无的拆除行动是因为接获违建的

拆！

梳邦再也市议会今日与警 
员、雪州水供公司和国能展开 
联合行动，到5个违例扩建的 

单位进行拆除工作。
参与拆除行动的市议会小组 

包括执法组、工程组、建筑物 
组、环境管理组执照组、城市 
规划组等，共87人分头行事， 

到5个地点采取行动。
这5个单位有些是在商店扩 

建，有些是民宅扩建，包括餐 
馆、杂货店和理发店，皆是由 
夕卜营牛音

今曰G拆卩¥行动过程虽然曾 
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不过经过 
官员一番解释，最终也顺利进 
行。

执法人员抵达被拆除的违建

商店是由外劳做生意。

限30天清空土地

他说，当局早在7月2日发出 

通知信，指示限定涉及的人士 
在30天内清空土地。

“通知信的期限是8月1曰， 
故市议会今日援引1974年道 
路、沟渠及建筑物法令（133 
法令）第T2条前来拆除违建建
A*A* ”

巩。

他说，遭拆除违建的业主是 
本地人，而做生意的却是外 
劳，业主曾向市议会作出求 
情，但是不被市议会接受。

“市议会已经依据程序发出 
清空土地通知，也给予30天期 

限。”
■市议会展开联合行动，到5个违建单位进行拆除行动。

菲宜坦言，沙登再也大部分扩 
建都是违建，虽然市议会有 

权采取行动，不过鉴于该区是老社 
区，没有全面采取行动。

他直言，若是要全数违建都拆除 
的话，需要很多人力、机器、金钱 
和时间。

他受询及沙登再也有 
许多违建个案时说，市〜
议会会优先处理由外劳 
做生意和居住的扩建单

沙菲宜：屬老社區
位。

“这不仅是涉及违建，也涉及非 
法营运，故市议会会优先处理这些 
个案。”

fii°也提醒公众，1974年道路、沟 
渠及建筑物法令（133法令） 

第70条，任何

建筑工程都必须书面通知市议

~°他说，遗憾的是，许多人都 
是先斩后奏，没有通知市议

会，甚至吸引其他人跟风效 
仿。

“为了避免被市议会采取行 
动，我奉劝大家在开始任何建 
筑工作之前，请通知市议会， 
得到批准才动工。”

■沙菲宜（右）在沙登再也5/2路监督拆除工作过程。

■
违
建
单
位
被
上
锁
，
执
法
人
员
必
须
破
门
而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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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ES
( 沙登2 7 日讯} 违例扩
建交山外劳做生意， 统统
拆！
掩邦再也市议会今曰与》
员、1州水供公司和頃能展汗
联合行动,到s个递例扩雄的
中位迸行拆除I:作。
參勻拆除行动的〖〖I•议会小泔
也括执法组、工程组、組筑物
组、环境赞ft!绀执照俎、城市
规划組等,并87人分头行讲，
到3个地点釆取行动-
这3个笮位有吟足仅商店扩
纽， f / e 足K 宅扩逑,mn
馆、获货店和理发店, 腿由
外労经营卞乜。
今丨丨的拆除行动过稅迅然w
fj •苎反对的贞荇,不过经过
xoA-mm,谅终也颐利进
行。
执法人W抵达被拆除的iiiii!
中位后，也将当屮的物汴
全数搬出来,随后才断电
ffl出动沖手,将违迪部分
拆除。
市议会II!筑物泔rt级助
PB主任沙菲宜在沙《树也
3/2路拆除违让饯馆现场，
召汗记荇会时衍出,当帰此次
的拆除丨f动记闪为接获违让的
商店记山外艿做卞尨。
限30天漘空土地
他说,当W华在7月2曰发
迎知佶,指示限定涉及的人士
在30天内济空上地。
“通知焓的期限足8月1E1,
故市议会今丨3拔引1974年进
路、沟拟及迚筑物法令(133
法令）笫72条前來拆除违組让
筑0 ••
他说，遒拆除违迹的业.主足
本地人, 而做生总的却适外
劳, 业主符向市议会作出求
愤,似逛不被市议会接受丨
“市议会已经依据程序发出
沾空丨：地迪知，也绐予30人期
限。”
权采取行动,不过鉴于该区足老社
K.没打全面采取行动•
他lU,泞记处全数违让邡拆除
的话, 箱迪很多人力、机器、m
和时叫。
他受洵及沙登再也有
许多违雄个案吋说,市
议会会优先处卯山外労丄
做卞总和活丨丨：的扩組肀
市议会展开联合行动，到5个违逑单位进行拆除行动
沙登w也大部分# 沙澀^ i s 滥丨； 沙菲宜： 屬老社區I 胜至吸引其他人跟风效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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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羼繼謙
(班丹27日讯）经过三届大 

选，班丹福全山庄中华华小校 

地终获安邦再也市议会批准发 

展准证！

惟建校工委会仍须提呈建筑图测 
及基设图测予市议会，并在审核后 
确认符合所以条件，才可正式动 
工。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和莲花苑区 
州议员黎潍福今早巡视校地及移交 
发展准证给建委会时，作出宣布。

建委会署理书席拿督梁国伟则 
说，该会将在一个月，提呈相关图 
测。

黎潍福指出，有关问题迟迟未解

决的原因，是校方未能符合加宽校 
园前道路的条件，同时，建委会在 
没获得发展准证前前就动工，遭市 
议会发出2万5000令吉的罚单。

他说，学校因为没有足够的经 
费，所以问题一直卡著，直至他上 
任后，前后与校方和州政府接洽， 
解决了问题。

爭取多1.5英畝校牠

“通过接洽，市议会已发函要求 
州政府协助加宽道路，并取消罚 
单，同时，在8月初正式发出发展 
准证。”

他1兑，虽然如此，建委会仍需要

提呈建筑图测及基设图测，让市议 
会审核批准后，才能正式动工。

“而有关中华华小只有3英亩面 

积，不符合雪州城乡发展规划中， 
学校面积至少要有5英亩的问题， 

我也在T月向教育部副部长反映， 
争取多1.5英亩，该成4.5英亩，目 

前在处理中。”
黎潍福说，至于建委会要求教育 

部每年拨款1〇〇万令吉一事，他将 
协助建委会通过黑字白纸，正式向 
教育部提出申请。

“因为前朝政府提供的每年1〇〇 
万令吉拨款，只是口头承诺，没有 
黑字白纸。”

'蝙. ，I
- :

.公.. m$：一 ■ ..
養、：

■人‘二..-.

梁國偉促州政府解決2問邏

梁
国伟要求州政府协助 
两大冋题，即争取校 

地至少有5英亩及延续每 

年100万令吉的拨款。
他说，当初雪州政府以 

校地须有至少5英亩地段 
为由，拒绝只有3英亩校 
地的中华华小兴建发展， 
如今既然已发出发展准 
证，他要求校地可获批准 
至5英亩。

“多出来的地，我们可 
以兴建礼堂、泊车场， 
虽然州议员指已申请至 
4.5英亩，但我们要根据 
教育部指南里阐明的5英
—^ 99

田。

此外，梁国伟说，当年

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张盛闻 
曾答应教育部每年拨款 
100万令吉给福全山庄中 
华华小，以协助解决学校 
问题。

“201T年我们有拿到 
100万令吉，但自从2018 

年改朝换代后，就没有 
了，希望这项拨款可以延 
续。”

他说，目前建校基金有 
400万令吉，其中300万令 

吉是来自教育部第一批的 
拨款，100万令吉则是张 
盛闻答应的拨款。

“整个建校基金需要 
950万令吉，尚欠欠550万 

令吉。”

■班丹福全山庄中华华小 

校地目前杂草丛生。

:過:

向黄思汉（左3起）和黎潍福,

遽

了解进一步的程序。左2

呀吃華小45學生

僅1名華人
吃18中华华小董事长张耀汉指 
出，学校目前有45名学生，仅一 

名华人。

他说I 44名学生都是友族，包括了 

明年的新生报名，都是友族。
另一方面，黄思汉也感恩所有州议 

员、市议员，建委会放下成见，只为 
了维护华教的发展。

“很开心看到一个正面的进度和发 
展。”

k希望有关华小可尽快建起来，州 
政府也会从旁协助。

班丹福全山莊中華華小建校背景

2008年大選獲准搬遷
兰莪呀吃十八哩中华华小是2008 

3年大选前，获得批准搬迁的微型 
华小之一，惟多年来动工无期。

首先是校地多年来被非法占用，停 
放许多重型建筑工具，乌鲁冷岳县土 
地局申请清理土地的通令后，却遭教 
育部喊停，以致拖延至近年才成功清 
理Hi校地〇

随后，°建校委员会署理主席拿督梁 
国伟批评雪州政府故意刁难，因2008 

年大选后，雪州政权落在希盟（当时 
称民联）手上，才与安邦再也市议会 
加以刁难。

当中包括拖延6年才发出缴付地价的 

批准信，并要求提升校地前的道路、 
兴建行人天桥和交通灯等，提高建校 
经费和拖延工程，还有校地占地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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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开为 
大仪成江 
会式、世 
开。林荣 
幕左金。 
嘉4辉 

宾起及 
为为吴 
喊吴金 
宴忠汕 
进明；
行、右 
开黄5

(莎阿南27日讯）武吉 
哥文宁福安宫理事会食席 
拿督吴金汕认为，近来教 
育部将认识爪夷字单元植 
入华、淡小明年四年马来 
文课本一事，闹得满城风 

雨，乃是希盟政府转移视 
线做法，把大选竞选宣善

抛诸脑后。
他日前在福安宫张宫圣 

君千秋宝诞暨创宫59周年

纪念晚宴上致词时指出， 
希盟政府在执政一年后， 
并没有兑现竞选承诺，如 
马上承认统考、取消收费 
站、关闭莱纳斯稀土厂、 
油价降价等问题。

“为了我国的教育维护 
华文，确保华教不会变 
质，我们坚决反对爪夷文 
字纳入华小课本。”

福安宫理事会在晚宴上

吳金汕：爪夷字轉移視線

希盟競選宣言纖驪屢

华

捐献5000令吉给巴生启明 

华小，作为教育基金。
大会开幕嘉宾雪州行政 

议员兼哥打哥文宁州议员

甘纳巴迪劳未克出席，由 
助理江世荣代表出席。

江世荣也是巴生行动党 
社青团团长，他说，他个

人已参与联署，要求把爪 
夷文字撤掉，不赞成将纳 
入爪夷文字纳入华小及淡 
小的国文课。

他指出，他早前也与甘 
纳巴迪劳前往关丹，反对 
莱纳斯执照获得更新，他 
们将在政府、政治的会议

中，尽力表态反对，反映 
民声。

其°f也出席者包括福安宫 
顾问拿督吴忠明、拿督林 
金辉、署理主席兼启明华 
小副董事长主席黄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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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邦再也27日讯）梳邦工商 
联谊会庆赞中元盂兰胜会第17届 

平安晚宴，今晚在布兰U5/168路 

(Jalan Bulan U5/168)草场盛大 

举行，大家共聚一堂，广结善缘。

筹委会主席谢明福指出，每年农 

历七月，梳邦工商联谊会都会举行 

孟兰胜会，这也成为当地年度活 

动，吸引四方八面的善信前来进香 

结缘。

他说，由于获得各界善男信女的 

支持，理事会每年都不辞劳苦筹备 

盂兰胜会，规模也越来越大。
他说，拜祭仪式在26日举行，平

安晚宴于27日举行，承蒙大家踊跃 

购买餐券，让晚宴顺利举行。

17樣福品競標

“受邀出席晚宴的嘉宾，包括乡 

村与区域发展部副部长兼梳邦国会 

议员西华拉沙、哥打白沙罗州议员 

沙迪里、莎阿南市议员黄皓汶、莫 

哈末沙里扎和梳邦新村村长曾正 

文。”

k日前在梳邦工商联谊会会所召 

开记者会时，这么指出。

平安晚宴的人少不了竞标福品环，丨、 

节，大会安排17样福品，并冠上各

梳邦工商聯誼會慶讀中元

平安宴

第17屆籌委會
筹委会主席 谢明福

副主席 庄小薇

总务 陈燊坤

副总务 植贵清

秘书 谢声家

财政 刘添来

查账 谢永祥

场务 黄顺勤

节目主任 江静宜

招待主任 张家俊

委员 全体理事

个有祝福含义的名堂，为得标 
者送卜祝福。

同时，梳邦工商联谊会行善 
为乐，准备将其中2样福品列 

为慈善用途，所得款项会悉数 

捐给梳邦慈航老人院和梳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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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大臣：慶伊曆元旦

以州政府活動優先
(莎阿南27日讯）雪州 

大臣阿米鲁丁指出，州政 
府举办伊历元旦（Awal 

Muharram)庆祝仪式，是 

列常活动，州政府没有阻 

止当天任何活动举行，不 

过若有关活动与伊历元旦 

庆祝活动同一地方举行， 

一切以州政府的活动为优 

先。 ■阿米鲁丁

其他出席者包括雪州行 

政议员黄思汉、许来贤、 

多位州议员、各机构官员 

和代表等。

阿米鲁丁抨击雪马华在 

“国阵”时代，未曾针对 

政府举办的伊历元旦活动 

做出回应，反之如今却把 

矛头指向雪州希盟政府。

阿米鲁丁被询及有关雪

他说，举办伊历元旦庆典，不是 

如今才有，早在国阵政府执政期 

间，包括从首任相东姑阿都拉曼 

时代已是每一年都举行。
他指出，今年伊历元旦是落在9 

月1曰，而州政府于8月31日晚举行 

迎伊历元旦活动，而州政府也没有 

阻止私人活动，只要主办单位遵守 

地方政府的条规。
他今日下午出席由雪州政府举办 

的2020年财政预算案“城市安全， 

州属进步，社区和谐”对话会后， 

如是指出。

州马华日针对台湾歌星陈升于8月 

31曰的演唱会因遇上迎伊历元旦活 

动，以致提前至中午举办，并抨击 

雪州政府步向伊斯兰化一事，做出 

回应。

阿米鲁丁说，他对于雪州马华的 

言论，只有以“笑”作出回应。

“我们有条规和法令，如果有关 

演唱会活动遵守条规，还是会允许 

私人活动的与行，作为地方政府的 

莎阿南市政厅也规定*办单位要遵 

守相关件，但我并不是很了解此演 

唱会，还需要再调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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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官方活動撞期

雪大臣：演唱會須讓路
(沙亚南2 7日讯）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声 

称，一旦任何活动同州 

政府的官方活动“撞到 

正"，始终还是要以州 

级官方活动为先，包括 
将在本周六举行的台湾 

歌手陈升的演唱会。

他在沙亚南出席雪州 

政府制定明年度财政预 

算案“安全城市”对话 

会后，受询及有关歌手 

陈昇在国庆日当天于沙 

亚南美拉华蒂室内体育 
馆举行的演唱会，因迁 

就及尊重州政府于同一 

时段在沙亚南举办，迎 

接次日回历元旦的Maa丨 

Hijrah诵经仪式，而将开 

唱时间从原定的晚上7时

30分挪前至中午12时一 

事，如是回应。

他对雪州马华发表文 

告，抨击雪州政府此举 

是逐步走向伊斯兰化的 

指责一笑置之，并反讥 

国阵政府从国父东姑阿 

都拉曼开始，每年都举 

办回历元旦庆典和游行 

活动，又不见得马华有 

提出反对？

他强调，雪州有本身 
的法律和条规需遵循， 

且需顾及敏感度，既然 

州政府要办迎接伊历元 

旦庆典，肯定有本身的 

权力，_切都以州级活 

动为优先。

"这只是一场演唱 

会，只要依据所有条

规，同时没与州政府的 

活动出现冲突，我们允 

许演唱会的进行。但他 

们（演唱会）现在同州 

政府的官方活动‘撞 

正’，所以我们以州活 

动为先。”
询及2场活动的地点虽 

都是同样在沙亚南，但 

却相隔了 5公里的距离 

时，大臣表示，他不清 

楚举办Maal Hijrah的活 

动场合是否就在沙亚南 

体育馆，但负责发出演 

唱会批文的沙亚南市政 

厅可自行定夺。

他不讳言，之前就是 

有一些活动或演出因不 

遵循条规准则，结果引 
发反对声浪。（T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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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樂齡親善基金

下月推100元購物禮券
(沙亚南27日讯） 

雪兰莪子民基金会 
(YAWAS )总经 

理颜贝倪披露，由 

雪州乐龄亲善基金 

(SMUE )推出的 

100令吉“走，去购

物”礼券计划，将于 

9月起正式落实。

她指出，这个100 

令吉的"走，去购 

物”礼券的计划，会 

根据申请者的出生月 
份分发，而且该购物

券仅能在该名会员的 

出生月份内使用，因 

此她呼吁符合申请 

雪州乐龄亲善基金资 

格，但未登记的长者 

或残障人士，可以到 

邻近的雪州议员服务

中心去登记。

她表示，若有意了 

解更多有关“走，去 

购物”礼券的计划， 

也可向州议员服务中 

心查询。

雪州大臣阿米鲁 
丁是于今年4月份宣 

布，把旧有的2500令 

吉去世抚恤金，改为 
发放每年100令吉佳 

节购物券予州内60岁

以上的登记会员；经 

过改善和调整，雪州 

乐龄亲善基金让年长 

者旱有更多福利。

民众若有疑问， 

可浏览雪州乐龄亲 
善基金官网（WWW. 

smue.yawas.my)， 

或致电雪兰莪子民 
基金会热线（03- 

5481 8800 )查询。

(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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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清罰單才可更新執照
(巴生27日讯）巴生市议 

会主席莫哈末亚希披露’ 

任何小贩欲向巴生市议会 

申请或更新营业执照，都 

必须还清之前拖欠的商业 

罚单，否则将无法继续营 

业，因如今已将绑定措施 

扩大至2020商业营业执照 

的申请与工作更新。

为此，他指出，小贩凡在以下法 

令，即1974年道路、沟渠及建筑物法 
令、地方政府贸易法令、2007年地方 

政府的工商业法令、广告法令、小贩 

法令、餐营业设立法令、食品处理法 
令、运动中心法令、2013年巴生市议 

会酒店法令及美容保健法令等，接获

有关罚单，都必须缴清罚单欠款。

莫哈末亚希是于今日召开八月份常 

月会议时说，凡是要在屠妖节期间申 

请临时营业执照，在登姑格拉那路 
(Jalan Tengku Kelana )摆档的小 

贩，也必须事先缴清交通罚款后，才 
能申请或取得营业执照。

他指出，所有欲申请营业执照的小 
贩，可在9月3日至9月23日期间，向 

市议会提出申请，成功申请的小贩’ 
便可在10月13日至10月26日营业，共 

有163摊位供申请。

下月起缴罚有优惠

“不过，为了避免小贩因没有偿还 

欠款，而无法申请执照，市议会将在 
9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举办罚单折 
扣的活动，惟罚款只限低于75令吉至 

400令吉者。只要是从2000年拖欠市 

议会罚单的人，都可在此次的优惠中 

享有折扣。”
莫哈末亚希说，这项优惠不涉及以 

下商业活动，即网吧中心、按摩院、 

脚底按摩院、娱乐中心等等。

若没有遵守的小贩，市议会将援引 
2007年地方条规（巴生市议会）及

■莫哈末亚希在常月会议后 

说，民众只需通过脸书（Saluran 

Komunikasi MPKlang)搜索链接， 

并扫描当中的二维码即可为巴生 

环境做评估。

1974年环境素质法令之下 

动。（TSI )

采取行

幾天已撿1400噸

配合國慶撿垃圾

E生市议会主席拿督莫哈末亚希 

说，巴生市议会配合马来西亚 
独立62周年国庆日庆典，从8月21日 

起至8月31日展开了大规模的“捡垃 
圾”活动，在过去几天共捡了 1400吨 

的垃圾，目的是为了 "净化”巴生环 

境，让巴生形象得以焕然一新。 

他指出，这也是市议会首次在国庆

日期间举行的大扫除活动。这项活动 

将由市议会底下的垃圾承包商达鲁益 

山集团（KDEB )执行，他们将会每曰 

抵达各个社区进行检垃圾的活动。
他说，过去垃圾承包商都会相隔2至 

3天到每一个地方载垃圾或是清理垃 

圾，这段期间他们会每一天前往各自 

负责的社区，并在无需任何指示的情 

况下清理环境，即看到'有垃圾或是肮 

脏的地方就马上清理。
“在这段期间，市议会拨出5万400 

4吉的开销进行捡垃圾活动，一些社

区已有明显的改变，特别是在环境卫 

生方面。”

有鉴于巴生的环境卫生问题，莫 

哈末亚希表示，将邀请所有巴生人 

民对巴生环境进行评估，民众可从 
市议会的脸书（Saluran Komunikasi 
MPKlang )搜索链接，并扫描当中的 

二维码即可。这行活动的执行，主要 

是让市议会掌握巴生公共卫生情况的 

一项数据调查，以便日后能进行分析 
的工作。（TSI)

預
算
案
開
銷
解
決
水
災
問
題

■哈末亚希说，巴生市议会将提呈财政预 

算案，主要开销用来解决市内多个水灾 

问题，其中包括加埔、永安镇、池龙花园、中 

路等。
他预计2020年财政预算案总收入为2亿4673 

万令吉，总开销为2亿7911万5000令吉，赤字 

达3238万令吉。

"每名市议员都将提呈自己领养区域的发 

展，同时也将他们提出的发展计划纳入预算案 

中，以便在2020年逐步推行，惟这财政预算 

案仍在商讨中，仍未通过。”

莫哈末亚希强调，水灾是地方政府必须重 

视的课题之一，为此，将拨出超过1000万令 

吉，作为提升排水道系统及维修破损渠道费用 
等。（TSI )

12月加入精明雪__消車
■g■哈末亚希透露，过去巴生市议会的泊车应用程式，并未 

与州政府的精明雪兰莪泊车（Smart Selangor Parking ) 

合并，因此巴生市议会最迟将在12月1日加入“精明雪兰莪泊 

车”手机应用程式，进行系统链接，让民众能更快捷、简易 
缴付泊车费。

他说，之后市议会原有的巴生精明泊车（Smart Parking 
MPKlang )将与州政府的精明雪兰莪泊车"综合”使用，届 

时所有数据都会进行过滤，一旦完成后就会开放予民众使 

用0
“目前雪州已有6个地方政府加入精明雪兰莪泊车手机应用 

程式，即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沙亚南市政厅、安邦再也市议 
会、加影市议会、士拉央市议会及雪邦市议会。” （TSI )

巴生市會擴大綁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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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汽車須裝兒童椅
楊巧雙：助避免58%兒童車禍喪亡

(布城27日讯）妇女及 

家庭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 

声称，明年强制性落实的 

安装汽车儿童安全座椅措 

施，预料可助避免58%涉 

及儿童的交通意外死亡事

她今早在部门为博世集团 

(BOSCH )举办的“女性汽车与道路 

安全运动”工作坊主持开幕后提到， 

根据大马道路安全研究院数据显示， 
国内每53宗婴儿与孩童死亡案例中， 

就有31宗或58%死于交通意外和儿童 

约束系统（CRS )的欠缺。

她表示，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和儿童 

约束系统，可降低高达70%儿童死伤 

风险。因此，她促请为人父母者应安 

装汽车安全座椅，保障儿童的安全。

她说，汽车安全座椅应是优先考 

量，因为这关系到儿童的安全，希望

■杨巧双（右二）在聆听和学习如何简单的维修车子。右为妇女发展部

总监赛达杜。

父母能存钱购买安装，同时不要把 

孩子安顿在前座，此举不安全且风险 

大〇

未确定是否补贴B40群体

针对政府会否补贴B40低收入群体 

安装儿童安全椅的提问，杨巧双指目 

前尚无法说明，需进一步处理后方才

得知。

她声称，为免女性过于依赖男性， 
该部在博世集团的配合下，为部门60 

名妇女提供简单汽车维修培训，包括 

检查水扫、电箱和润滑油等技能。

她补充，妇女发展局将在各州推展 

工作坊，若效果理想，也将会向民众 

推广。（TKM)

‘數學天才”是否列欒童罪犯

*女部未有決定
巧双表示，妇女部还没决定是否将目前正在国立大学 

修读博士课程的诺菲特里纳入娈童癖罪犯的名单中。 
她是被询及因私藏3万份儿童色情影片和相片，遭判监禁

杨

的“数学天才”诺菲特里，目前返马在该校修读博士课程 
的问题，如是回应。

诺菲特里曾获玛拉奖学金前往伦敦帝国学院深造，随 

后在2014年11月被揭发涉及私藏3万份儿童色情及虐待影 

片，最终在当地被判处5年监禁，其奖学金也被冻结。

他在服刑了 9个月后被引渡回国。

据知，诺菲特里在2016年到国大报读硕士课程，修读期 

间无可疑行为。（T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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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部:只有本地组装可豁免

棚府新官车无免供

财政部宣布，槟城州政府今年所购入的新一批官车，无法获得享有免税的优惠。

(吉隆坡27日讯）财政部 

周二强调，按照我国法例规 

定，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各机关 

部门只有在采购于本地组装的 

轿车（CKD)时，才有资格依 

据两项法例获得税务豁免；因 

此，槟城州政府今年所购入的 

新一批官车，无法获得享有免 

税的优惠。

有关法例条文，分别为（一） 
《2017年货物税（豁免）法》第7 

及第8条文；以及（二）《2018年 

销售税（豁免人士）法》第3、4及 

5条文。

财政部今曰（27曰）发文告指 

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采购的任何 
进口型轿车（CBU)，均不符合上 

述法例，故不获免税资格。

文告指，这符合政府采购法的 

规定，该法例规定公家部门车辆的 

采购，只能是通过本地制造商或在 
本地组装的车辆（CKD)，除非是 

因特殊需求，如马来西亚财政部宪 
报7.3所阐明。

“因此，槟城州政府2013年购 

入的本地组装（CKD)丰田嘉美获

得免税，那是因为当时所购入的官 

车乃本地组装版本。”

文告强调，无论如何，有鉴于该 

款式轿车已经不再于国内组装，因 

此碍于上述法例，槟城州政府今年 

所购入的新一批官车才无法获得享 

有免税的优惠。
财政部于2019年3月4曰接获

槟城州政府要求，豁免上述丰田嘉 

美进口版税务的申请，然而基于上 

述法例，该申请无法获得考量。同 
样的，雪兰莪州政府曾于2018年11 

月28曰作出上述申请，但也基于同 

样的法例无法获得考量。

文告指，至于霹雳州政府所采购 
的官车，财政部不曾收到霹雳州政

府要求豁免丰田嘉美进口版税务的 

申请，也不曾批准任何相关的税务 

豁免予霹雳州政府。

谨此重申，财政部不曾批准豁免 

各州政府进口轿车的税务。因此， 

对于有只豁免霹雳州政府税务却不 

批给槟城州政府之说，乃是不实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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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波拖了数十年

中华华小终准建校

黎潍福（左7)移交发展准证予张耀汉（左6)。左3起为刘瑞梅、蔡耀宗、黄思汉和萧志光等

(班丹27日讯）班丹中华华小建校风波历 

经数十年，终于成功获得发展准证。

黎潍福：

增校地不影响规划
民主行动党莲花苑州 

议员黎潍福指出，中华小 

学迁校至班丹事宜已经拖 

了将近20年，全国大选 

结束后，他和校方就一直 

针对校地问题致力与教育 

部交涉，包括向教育部争 

取将校地面积从原有的3 

英亩增至4.5英亩。

“教育部对增加多1.5 

英亩校地的要求，也没有 

什么问题。另外，由于现 

有的建校计划是根据原有 

的3英亩校地地规划，所 

以即使校地增加也不会影 

响规划。”

他是在本周二巡视班 
丹中华华小校地，以及移 

交发展准证予学校董事部 

后，如是披露。出席者包 

括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 

呀吃18哩中华小学董事 

长张耀汉、校长刘瑞梅、 

建校委员会署理主席兼马 

华班丹区会主席拿督梁国

伟、安邦再也市议员蔡耀 

宗和建筑师萧志光。

黎潍福指出，大选 

前，由于一些悬而未决的 

问题，导致建校计划拖延 

许久，当中包括学校在还 

没有获得批准前就动工， 

所以被安邦市议会罚款2 

万50◦◦令吉，以及校方无 

法承担校前道路加宽的提 

升工程。

“不过，在我和市议员 

的努力下，安邦再也市议 

会已承诺豁免罚单，包括 

会致函州政府，即通过要 

求州政府拨款来进行道路 

提升工作。”

他说，随着有关问题 

的解决，现在仅需等待建 

委会提呈建筑图测，如在1 

个月内获得批准后，就可 

以动工。

他说，此事也证实早 

前传言称全国大选结束 
后，班丹中华华小建校胎 

死腹中的事情并不属实。

另一方面，梁国伟也

披露，建委会会在1个 

月内提交图测。

梁国伟：

冀中央履行承诺
梁国伟希望中央政府 

可以批准将班丹中华华小 

的校地增至5英亩，包 

括继续履行教育部早前的 
承诺，每年拨款10◦万 

令吉予班丹中华华小。

他指出，建委会在 
2017年预计建校成本需 

要950万令吉，前朝政 

府曾经在2016年拨款 

300万令吉。

他说，前教育部副部 

长张盛闻过去承诺每年拨 

款100万令吉予班丹中 

华华小，但校方在2017 

年获得100万令吉拨款 

后，接下来的数年就再也 

没有获得拨款。

为此，他也希望现任 

的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可 

以继续履行之前的承诺， 
每年拨款1〇〇万令吉给 

该校。

他也指出，由于目前 

还欠55◦万令吉的建校 

基金，所以建校工程可能

会延后进行。

他说，过去市议会规 

定校地必须至少要有5英 

亩才能建校，但班丹华小 

仅获批3英亩的校地，所 

以市议会不批准建校。

他说，其他建校条件 

还包括加宽校前道路、建 

设行人天桥、提升临近的 

排水系统和交通影响报 

告。

黄思汉：
5英亩是教部指南

黄思汉澄清，校地必 

须至少有5英亩的规定并 

非源自州政府，而是教育 

部指南。

他也强调，任何发 

展，甚至是政府工程都受 

到条例限制，确保不会对 

临近的住宅和商业区带来 

影响，所以不存在习难的 

说法。

“身为负责任的地方政 

府需要考量一切，不存在 

任何习难或者为难，因为 

根据过往的经验，虽然经 

过协调后，豁免了某些条 

件，但往往所担心的事情 

都会发生，而且大多数都 

是市政府去解决。”

梁国伟：希望教育部 

兑现承诺，每年捐款 

100万令吉给班丹中 
华华小。

黄思汉澄清，5英 

亩校地的规定是源 

自教育部指南。

他认为，既然现有 

的问题都已经解决，就 

应该继续往前看，无需 

针对过去的纠纷再去追

究0

“接下来，我们也 

会致力协助雪州其他校 

地仅有大约3英亩的学 

校，争取增加校地面积 

的机会。

此外，张耀汉也感 

谢大家的帮助，为学校 

带来曙光，并希望大家 
可以为了华小和华教， 

不分政治一起完成建校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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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本地组装可豁免

各州进口官车须缴税
(布城27日讯）财政部今R强

调，该部不曾批准豁免各州政 

府进口轿车的税务，所以仅豁 

免霹雳州政府官车税务却不批 

给槟城州政府豁免官车税务一 

事，乃不实之说|

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按照法例规定，中央政府和州 

政府各机关部门只有采购在本 

地组装的轿车时，才有资格在 

2017年货物税（豁免）法第7 

及第8条文，以及2018年销 

售税（豁免人士）法第3、4 

及5条文下获得免税。

该部说，中央政府和州政 

府采购的任何进口轿车，均不 

符合上述法例，故不获免税资 

格0

“这符合政府采购法的规 

定，该法例规定公家部门车辆 

的米购，只能是迪过本地制造 

商或在木地组装的车辆，除非 

是因特殊需求，如马来西亚财 

政部宪报7.3所阐明。

“因此，槟城州政府2013 

年购人的本地组装丰田冠美丽 

获得免税，那是W为当时所购

人的官车乃木地组装。”

该部续指出，有鉴于该车 

款已不再于国内组装，W此碍 

于上述法例，槟城州政府今年 

所购入的新一批官车无法享有 

免税的优惠。

该部透露，在3月4 R接 

获槟城州政府要求豁免上述丰 

田嘉美进口版税务的申请，然 

而基于上述法例，该申请不获 

考虑。

“雪兰莪州政府曾于2018 

年11月28 R作出上述申请， 

但也基于同样的法例不获考 

虑。”

否认收霹要求免税申请

财政部也强调，该部不曾 

收到霹虏州政府要求豁免宁•田 

冠美丽进口税务的申请，也不 

曾批准任何相关的税务豁免予 

霹雳州政府。

“谨此重申，财政部不曾 

批准豁免各州政府进口轿车的 

税务。因此，对于有只豁免霹 

雳州政府税务却不批给槟城州 

政府之说，乃是不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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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市会扩大绑定措施

帽商业麵须讎罚
(巴生27日讯）巴生市议会扩大措施， 

凡欲申请或更新商业营业执照的业主， 

必须先还清之前未缴的商业罚单，否则 

休想在巴生做生意。

巴生市议会从今年斋戒月市集临时 

执照申请方面，先将市议会交通罚单与 

系统连接起来，指示申请者务必缴清交 

通罚款后，才可申请及取得营业执照。

如
今，该绑定措施扩大至2020年商 

业营业执照的申请和更新工作。

此外，今年有意在登姑格拉纳路申请屠 

妖节市集的商贩，也必须事先缴清巴生市 

议会2007年地方政府小贩法令下的所有罚 

款，才可提出申请。

巴生市议会主席莫哈末雅昔表示，过 

去，市议会没有完整的丨己录系统，N此无 

法推行此绑定措施。然而，随着科技发 

达，地方政府不仅可轻易调取资料，也可 

追溯旱年数据，以便向拖欠者追讨有关的 

罚款。

“为此，希望人们能关注此事，凡是要 

申请或更新执照，都必须事先缴清旱前拖 

欠的商业罚单。”

当中，凡在以下法令，即1974年道 

路、沟渠及建筑物法令、地方政府贸易法 

令、2007年地方政府的工商业法令、广告 

法令、小贩法令、餐饮业设立法令、食品 

处理法令、运动中心法令、2013年巴生市 

议会店法令及美容保健法令等之下接获 

罚单者，都必须事先缴清罚款。

莫哈末雅昔表示，市民只需要扫描海报上的二维 

码，就可进入评估平台评分。

9月起首推二维码系统 

市民评估巴生市清洁度
巴生市议会将于9月1闩 

起至30 R，连续一个月首推 

二维码系统，供市民评估巴生 

市清洁度，借此收集民意及寻 

策改善巴生的环境卫生问题。

莫哈末雅昔指出，评估之 

前，市议会已从8月21日起 

至31日指示垃圾承包商达鲁 

益山（KDEB)展开“雷霆横

扫垃圾”工作，以便清理市内 

所有非法丢弃垃圾。

“有关行动已推行7天， 

垃圾承包商受促每天都得清理 

市内所见的非法垃圾堆，并且 

也有显著改善效果，一些地区 

的垃圾问题明显减少。”

他补充，此行动中，市议 

会也被迫额外花费5万400令

吉的费用，以便将7天所清扫 

的1400公吨垃圾，载送到而 

榄的垃圾土埋场。

收集回馈意见

“随后，市议会将通过面 

子书或横幅宣传，鼓励市民用 

二维码系统，给予市区清洁卫 

生评估意见。”

他说，市民只要扫描有关 

二维码便可完成有关评估，包 

括评级、给予回馈意见、提出 

建议等，以让市议会收集民 

意，借此作为改善巴生环境卫 

生问题的方案。

巴生市议会提呈2020年财政预算案后，再进行常月会议

精明泊车最迟12月起连接州政府系统
“巴生市议会精明泊车” 

(Smart Parking MPklang)手机 

应用程式，最迟今年12月1 

日，将与州政府的“精明雪州 

泊车” （SSP)系统连接，方 

便市民同时缴还多个地方政府 

的泊车费…

莫哈末雅昔说，市议会早 

在2017年12月推出有关设 

施，为此，才没与州政府较后 

推出的新系统连接。

Kajian Kebersihan dan 
Keceriaan Klang

Jantina *

〇 Lelaki 

〇 Perempuan

Umur *

〇 20 tshun dan ke bawah

〇 21-30

〇 31-40

〇 41 -50

〇 51 dan ke alas

> 企 〇P

市民受促积极参与市区卫生评 

估工作，以便给予市议会回馈 

和意见。

“随着州政府指示将两个 

系统连接，地方政府也愿意配 

合，以便提供各种便利予巴生 

市民。”

他指出，如今正展开系统 

和数据输人丁作，一旦完成， 

就能开放让市民通用，在相关 

连接的地方政府上，缴付泊车

费〇

“目前，采用‘精明雪州 

泊车’系统的地方政府，包拈 

莎阿南市政厅、梳邦再也市议 

会、安邦再也市议会、八打灵 

再也市政厅、雪邦市议会等， 

巴生市议会随后也将成为其中 

一份子。”

市会呈赤字预算案重I存解决水患
巴生市议会将提呈赤字财 

政预算案，预计2020年财政 

预算案总收人为2亿4673万 

令吉，总开销为2亿7911万 

5000令吉，赤字达3238万令 

吉，主要开销来自解决市内多 

个水灾黑区，当中包拈加埔、 

永安镇、池龙花园及中路等。

莫哈末雅昔指出，水灾乃 

是地方政府重视的问题之一， 

为此，将超过1000万令吉，

作为提升排水道系统及维修破 

损渠道费用等。

“将视需求展开维修排水 

道工作，不过一些被提及的水 

灾黑区，将是首要关注地

占0 ”

他说，此次提呈财政预算 

案会议，特別邀请市议员参与 

其中，同时也将他们提出的发 

展计划纳人预算案中，以便在 

2020年逐步推行。

9月起商业罚单大优惠 

罚款折扣最低为75元
法律不外乎人情，巴生市 

议会在推行商业营业执照绑定 

措施之际，也将于9月1日起 

至12月31 R，提供商业罚单 

大优惠，罚款折扣最低为75 

令吉，最高则不超过400令 

吉。

莫哈末雅昔表示，凡在 

2000年至今拖欠巴生市议会的

商业罚单，都可在此次优惠中 

取得折扣价。

“巴生市议会的罚单，一 

般介于250令吉至1000令吉 

之间，然而，此次折扣优惠却 

不包括涉及以下商业活动者， 

即网咖中心、按摩院、脚底按 

摩中心、娱乐中心及工业活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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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钦：华裔多会说中文

雪是投资者进攻东盟首选
(中国重庆27日讯）雪州工商

常务委员会主席拿督邓章钦行政 

议员说，马来西亚的法律和商业 

语言是英语，占人口 23%的华 

裔大多数会说中文，马来西亚和 

雪兰莪州可成为想进攻东盟市场 

的投资者的首要选择。

他昨日受邀出席在中国重 

庆悦来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 

“数丝合作，共创未来”数字 

丝绸之路国际合作会议，主讲 

“马来西亚，雪兰莪州：一带 

一路的东盟之门”，与其他8 

个国家主讲者一起发表演讲， 

包括寮国邮政通讯部长、乌拉 

圭工业、能源、矿业部长和土 

耳其交通和基础设施部副部长 

等。

邓章钦表不，马来西亚和 

雪兰莪州拥有地理位置上的优 

势。从吉隆坡国际机场起飞， 

8个小时内可以飞到中国、东 

北亚、东南亚、东亚和中东等

地区，该些国家总人口约达43 

亿人。

他说，海上交通方面，雪 

兰莪巴生港口也是全世界第12 

大货柜箱港口，2018年的吞吐 

量达1232万货柜单位。

“以成为国际贸易枢纽为 

最终目标，雪兰莪正迈向精明 

城市的里程碑，为人民提供免 

费无线上网和免费巴士等设施 

服务，并通过各种精明应用程 

序（APP)来推广州政府的福 

利政策、解决民生问题和进行

社区发展计划咨询活动。”

此外，马来西亚数字经济 

发展局（MDEC)在会议上， 

和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国际合作中心签署了合作谅解 

备忘录，加强双方在数字经济 

领域的合作与经验交流。

出席者有中国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主任 

黄勇、马来西亚数字经济发展 

局副总裁丘伟宗、亚洲区域经 

理何雪玲、金融科技项目经理 

伍俊文、雪州投资促进机构贸 

易与投资总监杰米、经贸投资 

主管克文达、雪兰莪资讯科技 

与商务理事会总经理卢传文、 

雪州行政议员邓章钦及办事处 

政策研究与通讯主任陈欣瀛。

马来西亚代表团合照。左起为伍俊文、克文达、卢传文、丘伟 

宗、邓章钦、杰米、陈欣瀛及何雪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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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须呈市会审核

冊华小获发雕证
(班丹27日讯）班丹福全山庄中华华小 

校地在经过三届大选后，如今终于获安 

邦再也市议会批准发展准证，惟建校工 

委会仍须提呈建筑图测及基建图测予市 

议会，并在审核后确认符合所有条件，

才能正式动工。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和莲花苑区州 

议员黎潍福今早巡视校地及移交发展准 

证给建委会时，作出这宣布。

委会署理主席拿督梁 

国伟则说，该会将在 

一个月，提呈相关图测。

黎潍福提及，有关问题迟 

迟未解决，是W为校方未能符 

合加宽校园前道路的条件，而 

建委会在没获得发展准证前就 

动工，遭市议会发出2万5000 

令吉罚单。

他指学校因经费不足，所 

以问题一直无法解决，直至他 

上任后，前后与校方和州政府

接洽，解决了这问题：“市议 

会已发函要求州政府协助加宽 

道路并取消罚单，同时在8月 

初正式发出发展准证

虽然如此，他直言建委会 

仍需提呈建筑图测及基设图 

测，丨丨:市议会审核批准后才能 

正式动丁。

提到有关中华华小只有3 

亩面积，不符合雪州城乡发展 

规划中，学校面积至少要有5 

亩一事，黎潍福已在7月向教

育部副部长反映，争取多1.5 

亩，改成4.5亩，目前在处理 

阶段。

黎潍娼说，至于建委会要 

求教育部每年拨款100万令 

吉，他将协助建委会通过黑字 

白纸，正式向教育部申请。

黄思汉则感恩所有州议 

员、市议员，建委会放下成 

见，共同维护华教发展。他希 

望有关华小尽快建起来，州政 

府也会从旁协助。

黎潍福（左七）移交发展准证予张耀汉（左 

六）。左五起为安邦再也市议员蔡耀宗及黄思 

汉；右三为梁国伟。

梁国伟促州政府

助解决两大问题
梁国伟要求州政府协助两大问题，即争取 

校地至少有5亩及延续每年100万令吉的拨 

款。

他指当初雪州政府以校地须有至少5亩地 

段为由，拒绝只有3亩校地的中华华小兴建发 

展，如今既然已发出发展准证，他要求校地可 

获批准至5亩。

他认为多出来的地段可兴建礼堂、泊车

场。

“虽然州议员指已申请至4.5亩，但我们要 

根据教育部指南里阐明的5亩。”

梁国伟提及，当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张盛 

闻曾答应，该部每年拨款100万令吉给福全山

班丹福全山庄中华华小校地目前杂草丛生。

庄中华华小，协助解决学校问题。

“ 2017年我们有拿到100万令吉，但自从 

2018年改朝换代后，就没有了，希望这拨款可 

延续。”

他说，目前建校基金有400万令吉，其中 

300万来自教育部首批拨款，100万令吉则是张 

盛闻答应的拨款：“整个建校基金需950万令 

吉，尚欠550万令吉。”

呀吃18里华小45学生仅1华裔
雪兰莪呀吃18里中华华 

小董事长张耀汉说，该校0前 

有45名学生，仅有一名华 

人。

他指44名学生都是友

族，包括明年的新生报名，都 

是友族。

呀吃18里中华华小是 

2008年大选前，获批搬迁的微 

型华小之一，惟多年来动工无

期。

先是该校地多年来被非法 

占用，停放许多重型建筑工 

具，乌鲁冷岳县土地局申请清 

理土地的通令后，却遭教育部 

喊停，以致拖延至近年才成功 

清理出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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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登27日讯）梳邦再 

也市议会指出，违例扩 

建并交由外劳营运的商 

店，统统必须拆除。

市议会今日与警 

员、雪州水供公司和国 

能展开联合行动，到5 

个违例扩建的单位展开 

拆除工作。

#
与行动的市议会小 

组包括执法组、丁 

程组、建筑物组、环境管理 

组执照组、城市规划组等， 

共87人分头行事，到5个 

地点米取行动。

这5个单位有些是在商 

店扩建，有些是民宅扩建， 

包括餐馆、杂货店和理发 

店，皆是由外劳经营生意。

今FI的拆除行动过程虽 

然曾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不 

过经官员一番解释，最终顺 

利进行。

执法人员抵达违建单位 

后，将当中的物件全数搬出 

来，随后才断电和出动神 

手，将违建部分拆除。

市议会建筑物组高级助 

理主任沙菲宜在沙登再也5/ 

2路拆除违建餐馆现场召开 

记者会指出，当局此次的拆 

除行动，是因为接获违建的 

商店是由外劳做生意。

他说，当局旱在7月2 

日发出通知信，指示涉及的 

人士在30天内，清空土 

地.。

“通知信的期限是8月1 

R，因此市议会今日援引

梳邦市会：交外劳做生意

市议会展开联合行动，到5 

个违建的单位展开拆除行 

动。

1974年道路、沟渠及建筑物 

法令（133法令）第72条文 

前来拆除违建的建筑。”

他说，违建的业主是木 

地人，而做生意的却是外 

劳，业主曾向市议会求情， 

但是不被市议会接受。

“市议会已依据程序发出 

清空土地的通知，并给予30 

天期限。”

执建
法房
人间
员的
在物
拆件
除先
工移

作出
展来
开。
前

将
违

来自印尼的外劳眼见房间即将被 

拆，忙将细软搬出屋外。

沙菲宜：属老社区未全面行动
沙菲宜坦言，沙登再也大部分扩建都 

是违建，虽然市议会有权采取行动，不过 

鉴于该区是老社区，没有全面采取行动。

他直言，若是要全数违建都拆除的 

话，需要很多人力、机器、金钱和时间。

他受询及沙登再也有许多违建个案时 

说，市议会会优先对付由外劳做生意和居 

住的扩建单位。

“这不仅是涉及违建，也涉及非法营 

运，故市议会会优先处理这些个案。”

他也提醒公众，1974年道路、沟渠 

及建筑物法令（133法令）第70条，任 

何建筑工程都必须书面通知市议会。

他说，遗憾的是，许多人都是先斩后 

奏，没有通知市议会，甚至吸引其他人跟

沙菲宜（右）在沙登再也5/2路监督拆 

除工作过程。

风效仿。

“为了避免被市议会采取行动，我奉 

劝大家在开始任何建筑工作之前，请通知 

市议会，得到批准才来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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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宗教局标签乖离回教

回教姐妹组织诉讼被驳
(吉隆坡27日讯）高庭今天驳

回回教姐妹组织（SIS )挑战 

雪州宗教局标签它为“乖离回 

教组织”的诉讼，同时宣判该 

组织需缴付1万令吉堂费。

I旨j庭法官诺丁哈山在下判 

时说，民事法庭没有司法权聆 

听这项诉讼，反之应交由回教 

法庭屯理。

他说，雪州宗教fej的决定 

符合程序，并是在联邦宪法第 

74条文及条11 (4 )条文的 

权限下，以2003年雪州宪法 

第46条文，作出决定。

2014年，雪州宗教局以回

教姐妹组织奉持自由主义和多 

元主义意识形态，而裁决该组 

织为“乖离回教组织” _雪州 

政府在同年7月宪报这项裁 

决0

回教姐妹组织于2014年 

10月31 R人禀司法审核申 

请，主张民间组织不应该受到 

回教法规的约束，进而要求判 

定上述的“乖离回教组织”宗 

教裁决违宪。

2016年，高庭一度驳回回 

教姐妹组织的司法屯核。去年 

9月，联邦法庭裁决，此案须 

交回高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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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雪―

须正视领袖缺席会议
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阵营频频 

缺席党会议引起关注。对此，公正党雪 

州州委罗兹雅促纪律委员会严正看待领 

袖的会议出席率。

她说，即便国家行政职务重要， 

不过公正党领袖也需关注党务，况且党 

领袖早已知道必须遵循党章条款，包括 

出席会议和政党活动。「这是非常清楚 

的，党主席在波德申的中央领导活动已 

经对领袖的会议出席率表达关注。j

罗兹雅也是雪州行政议员。她以本 

身为例，即便在雪州政府担任要职，还 

是会以党务为重出席会议。

罗兹雅并没点名任何人，惟她要求 

相关的「领导」出席会议，这些领导也 

是经由党选由党员推举的重要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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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ICNS致力栽培学生企此家
雪州发展机构（简称PKNS)日前于莎阿 

南发展机构大厦举办为期4天的「PROTUNe中 

学生企业」及「企业家创业计划」（Program 

Perlntls Usahawan)，邀请该机构首席执行员 

拿督莫哈末阿兹兹出席担任开幕嘉宾。

哈兹珊苏巴哈瑞（左起）、赛达都、阿兹兹、哈嘉西蒂及哈吉苏哈米，为「PROTUNe中学生企 

业」及「企业家创业计划」主持开幕仅式。

该计划是与雪州教育局携手 

推广，旨在培养及发掘学生的管 

理与经营企业的潜力。

莫哈末阿兹兹指出，该活动 

自1998年开始举办至今，透过计 

划已成就约2万3000名土著企业 

家，被视为是与社会链接的途径 

之一 °

PROTUNe计划让学生在就学 

期间亲身学习与体验企业管理、 

参与各项与企业课题有关的活 

动，包括参与培训及研讨会，亲 

自展示销售自家产品及亲身管理 
牛音。
_I_

「雪州发展机构希望先从小 

学开始发掘学生的潜力，再一步 

步进阶到中学至大学，借此计划 

帮助提高学生的潜在经营企业能

力，为他们的未来铺路」。

他说，今年的活动获得来自 

雪州一共9所小学及50所中学参 

与，各校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 

透过这个平台学习经营生意，学 

习如何创业、管理公司及财务状 

况、推销产品及学习汇报。

「活动没有设定销售总额， 

因为主要宗旨是希望让学生从中 

获得实践经验。然而根据以往的 

回响，我们相信可以达到约6万令 

吉或更高的销售额」。

他透露，该活动可以乘机发 

掘学生的潜力，从现场摊位可以 

看到各组分别由3位学生及1位老 

师组成小团队，老师从旁指导， 

而学生售卖的产品种类繁多， 

包括饮食、服装、蔬菜及手艺品

等，从招揽顾客至结账，每个过 

程都让学生获益良多，体验到经 

营生意的乐趣与实践操作。

同时，对于即将来临的马来

西亚国庆日，阿兹兹也在出席活 

动时，祝福并希望马来西亚得以 

更加繁荣昌盛、和平及和谐。 

当天出席者包括雪州发展机

构首席营运员哈嘉西、战略发展 

总经理哈吉苏哈米、企业家发展 

部经理哈兹珊苏巴哈瑞及雪兰莪 

州教育厅课程主管赛达都。

ODN 3076119 0827LJ

学生发挥各自所长，而龙邦中学出奇招贩卖新鲜及实惠蔬菜，赢得大多民众 

喜爱。

阿兹兹（左3)现场与学生进行交流。

诺玛阿杜拉：

与顾客互动积经验
来自龙邦中学（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Kalumpang )的老师诺玛阿杜拉 

指出，雪州发展机构所举办的活动对社会而 

言意义重大，为学生提供一个学习的平台， 

让他们获得经营企业的基本知识，为未来奠 

定基础。

「我不要求及限定学生必须赚取多少利 

润，对我而言，我更希望他们可以透过这个 

活动，累积生意经营的经验，包括跟买家互 

动、思考如何吸引客户购买等。」

莫哈玛尤索夫： 

体会父母赚钱不易

来自阿都拉迪夫医生国民小学的11岁学 

生莫哈玛尤索夫表示，参与活动的期间，过程 

有趣，从中也学习到非常多的经营企业模式， 

同时也让他深深体会到父母赚钱非常不容易。

「在活动一开始时，我对于招揽顾客的举 

动感到非常害羞，然而上手后觉得其实过程并 

不难，我很开心有机会参与这样的活动，也希 

望将来自己可以有机会成为一名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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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潍猖（右6起）移交发展准证给张耀汉，

由黄思汉（右5)见证=至4起为刘瑞梅_祖蔡, 

>耀宗I右起f藥畐

班丹i华国民型#校
cMP^ilw1SLEiBA^ M ^ D>.

音聪柳年获繼霪 

班丹华小有望建校
班登27日讯|盼了逾10年，班丹中华小学（乌冷18哩中华小学）如 

今获得安邦再也市议会，批出发展准证，迁校工程终见曙光！

接下来，建委会将于9月内 

提呈建筑图测和基设图测。一旦 

获批，有望立即动工。

莲花苑州议员黎潍猖说，去 

年大选后，他与校方就积极处理 

班丹中华小学的建校工作，包括 

解决所面对的加宽道路和罚款问 

题，终于本月初获批发展准证。

「班丹中华小学之前主要是 

面对2项问题*即是之iu因在未获 

批的情况下动工，而遭到市议会 

罚款2万5000令吉，另外则是必须 

加宽校地前的道路。」

「无论如何，校方认为，学 

校乃属政府所拥有，非一项赚钱 

的发展项目，同时校方也面对经 

费有限的问题，因此要求市议会 

取消罚款和加宽道路的条件。」

「经过我们向市议会的反 

映，最终市议会主席批准取消罚 

款，并且也得到2名行政议员，即 

黄思汉和依兹汉的点头，撤出校 

方需加宽道路的条件，由市议会 

发函向州政府要求拨款，以在2年 

内提升有关道路。」

呈图测后可动工

他说，随著上述2项关卡解 

决后，建委会便可申请发展准 

证，并且在本月初获得市议会一 

站式中心的批准通过。

「接下来建委会则需提呈基 

设和建筑图测，一旦这2项图测提 

呈后，即可开始动工。」

黎潍福是于今日移交发展准

证给乌冷18哩中华小学董事长张 

耀汉后5如此表7F。出席者包括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建委会署 

理主席拿督梁国伟、建筑师萧志 

光、校长刘瑞梅及安邦再也市议 

员蔡耀宗等。

雪兰莪乌冷18哩中华小学是 

2008年大选前，获准迁校至安邦 

福全山庄，如今该校易名为班丹 

中华小学。

黄思汉也表示，很开心看到 

州市议员与建委会放下歧见，互 

相配合，一起为华教贡献。

他说，班登迫切需要一间华 

小，因此希望在多方配合之下， 

中华小学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建 

成，而州政府也会给予协助。

「此外，我们如今也正在向

校地被占用
乌冷18哩中华小学 

是2008年全囯大选前，

获得批准搬迁的微型华 

小之一，惟多年来动工 

无期，其他批准迁校的 

华小早已开课。

首先是校地多年来 

被非法占用，停放许多 

重型建筑工具，乌鲁冷 

岳县土地局申请清理土 

地的通令后，却遭教育 

部喊停，以致拖延许久 

才成功清理校地。

过去多年来，建校 

委员会抨击市议会与雪 

州政府有意刁难，开出 

各种条件，驳回建校申 

请；惟时任莲花苑州议 

员张菲倩则驳斥有关指 

控，称是建委会拖延呈 

交文件，导致市议会无 

从处理建校申请。

教育部争取，增加州内2至3间华 

小的校园面积，其中一间是班丹 

中华小学，希望从3英亩增加至 

4.5英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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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立沙末（左）在阿米鲁丁见证下，在雪州大臣办公处签署 

探访录。

直区部长晤雪大臣

重启边界土地项目
莎阿南27日讯|雪州大臣阿

米鲁丁今迎接联邦直辖区部长卡 

立沙末莅临州行政会议大厦，重 

启21年如彳孕留在文件记录阶段的 

雪隆边界土地事项。

「我们要解决多个事项， 

包括最后一次的雪隆边界土地文 

件，自1999年之后一直没有完整 

的解决方案。」

联邦直辖区部长卡立沙末上 

午8时50分抵达雪州行政会议大厦 

受到阿米鲁丁接待，随后联邦直 

辖区部以卡立法末为首的代表出 

席由阿米鲁丁主持历时两小时的 

会议。

阿米鲁丁指出，他们双方 

也探讨日后将为相关事项频繁开 

会，或每3个月或每个月进行会议 

探讨。

他也指出，雪州与隆直辖 

区之间有许多重要事项需相互 

探讨，尤其是行政与管理方面事 

宜。「我们希望，这些最终涉及 

雪隆两地社会生活的相关事宜能 

获得解决。」

本次会议是两造首次会面， 

并于州行动室为雪州与隆直辖区 

边界事务，探讨搁置已久的乌鲁 

士毛月、乌鲁冷岳以及甘榜荅鲁 

土地状况。

卡立沙末在阿米鲁丁见证 

下，在雪州大臣办公处签署探访 

录，为两造首次就边界行政与管 

理事务相互会面留下记录。

出席者有联邦直辖区部秘 

书长拿督斯里沙利布丁、副秘书 

长（策略与发展）拿督西蒂法蒂 

玛、吉隆坡市政局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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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屋主扩建前须申请

另外，莫哈末沙菲益说，沙登 

-带有许多违例扩建的建筑物，市 

议会理应采取取缔行动，但基于该 

区是旧区，需要更多时间去处理， 

加上有外籍人士违例扩建的问题， 

市议会就率先对付违例扩建的外籍 

A：f：：〇

“我提醒欲进行扩建的屋主， 

必须向市议会提呈蓝图及在批准后 

才展开扩建工程。”

他也说，市议会下一步将对付 

在政府土地上违例兴建建筑物的民 

众。

(沙登27日讯）梳邦再也市议 

会今日展开取缔行动，拆除沙登再也 

5间商店违例扩建的建筑物。

其中一间受对付的商店，1个月 

前才上演店铺被查封，外籍妇女与 
官员对峙晕眩的风波。

外籍夫妇忙收拾物品

该位于沙登再也5/2路的店铺 

明显违例扩建，其中包括扩建店面 

后方或增建楼上单位出租作为外劳 

宿舍，建筑结构也不太安全。不 

过，今天的拆除违例建筑物行动顺 

利进行，现场并未出现任何对峙的 

场面，其中…对居住在该违例扩建 

建筑物的外籍夫妇在拆除行动开始

前，赶紧收拾房间内的物品。

今日的联合取缔行动由梳邦 

再也市议会建筑物组副主任莫哈末 
沙菲益负责领队，有约87名官员参 

与，并有警方、国能公司及雪州水 

供公司代表一同参与；而市议会则 

有派出建筑物组、城市规划组、工 

程组、执法组、环境组卫生组及执 

照组官员参与今日的取缔行动。

莫哈末沙菲益表示，取缔队伍 

兵分两路，前往沙登再也几个地点 
拆除5间违例扩建的建筑物，包括两 

间违例扩建住家及3间违例扩建商 

店，这些违例扩建的单位都是由外 

籍人士负责经营餐馆、杂货店及理 

发店。

梳邦再也市议会出动神手拆除违例妒建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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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巧雙：明年強制汽車安裝

兒童安全椅降70%風險
(布城27日讯）妇女及家庭发 

展部副部长杨巧双今日说，明年强制 

性落实的安装汽车儿童安全座椅的措 
施，预料有助于避免58%涉及儿童的 

交通意外死亡事故。

她说，根据大马道路安全研究 

院的数据显示，国内每53宗婴儿与孩 

童死亡案例中，就有31宗或58%死于 

交通意外和儿童约束系统（CRS )的 

欠缺。

她说，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和儿 

童约束系统，可以降低高达70%儿童 

死伤的风险，因此，她促请为人父母 

安装汽车安全座椅，来保障儿童的安 

全。

培训妇女简单汽车维修
她是今日在部门为博世集团 

(BOSCH)举办的“女性汽车与道

路安全运动”工作坊主持开幕后，发 

表谈话。

“汽车安全座椅应该是优先事 

项，因为关系到儿童性命安全，希望 

父母能够存钱安装，同时不能把孩子 

安顿在前座，不安全且风险大。” 
针对政府会否补贴B40低收人群 

体安装儿童安全座椅问题，她表示目 

前无从说明，需要进一步处理后才得 

知。.

她也说，为了避免女性过于依 

赖男性，因此，该部在博世集团的配 

合下，为部门60名妇女提供简单汽车 

维修的培训，包括检查水扫、电箱和 

润滑油等技能。

“妇女发展局将会在各州推展 

工作坊，如果效果良好，将会向民众 

推广。“

諾菲特里列戀童罪犯名單？

婦女部仍未定奪
杨

巧双说，妇女 

部还未决定是 

否将目前正在国立大学 
修读博士课程的诺菲特 

里纳人恋童癖罪犯名单 

内。

她说，该部还在商 

讨此事，尚未有决定， 

她无从透露详情。

她是被询及因私藏 

3万份儿童色情影片与 

相片，被判监禁的“数 

学天才”诺菲特里，目 

前在该校修读博士课程 

的问题，如是回应。

诺菲特里曾获得玛 

拉奖学金前往伦敦帝国 
学院深造，随后在2014

年11月被揭发涉及私藏 

3万份儿童色情及虐待 

影片，最终被判处5年 

监禁，其奖学金也被冻

结。

他在服刑9个月后 

被引渡回国。

据了解，诺菲特里 
在2016年到国大报读硕 

士课程，在修读期间也 

无可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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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27日讯）雪州大 

臣阿米鲁丁指出，一旦任何活 

动同州政府的官方活动“撞 

正”，始终以州级官方活动为 

先，包括将于来临周六举行的 

陈昇演唱会。

他今日在沙亚南出席雪州政 

府制定明年度财政预算案“安全城 

市”对话会后，受询台湾歌手陈升 

于8月31日国庆R，在沙亚南美拉 

华蒂室内体育馆举行的演唱会，为 

了迁就及尊重州政府于同个时间在 
沙亚南举办，为迎接次日回历元旦 

的MaalHijrah诵经仪式，演唱会主 

办单位决定把开唱时间，从原定的

晚上7时30分挪前至中午12时，如 

是回应。

对雪伊化指责一笑置之

对于雪州马华昨日发文告抨 

击雪州政府此举是逐步走向伊斯兰 

化，阿米鲁丁受询时表明，他对该 

指责一笑置之，并反讥国阵政府从 

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开始，每年都有 

举办回历元旦庆典和游行活动，又 
不见得马华有所反对？

他强调，雪州有本身的法律 

和条规需获得遵循，且需顾及敏感 

度，既然州政府要办迎接回历元旦 

的庆典，肯定有本身的权力，-切

雪大臣：陳昇演唱會“撞正

阿米鲁丁 
讲解打造雪州 

安全城市的建 

议及概念。右 

为雪州行政议 
员黄思汉。

以州级活动为优先

“这只是•场演唱会，只要 

依据所有条规，同时没有与州政府 

的活动出现冲突，我们允许演唱会 

的进行但他们（演唱会）现在同 

州政府的官方活动‘撞正’，所以 

我们以州活动为先:”

询及2场活动的地点虽在沙亚 

南，相隔了5公里距离，阿米鲁 

丁表示，他不清楚举办MaalHijrah 

的活动场合是否就在沙亚南_育 

馆，但负责发出演唱会批文的沙亚 

南市政厅可自行作出定夺。

他不讳言，先前就是有…些 

活动或演出因不遵循条规准则，结 

果出现反对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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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非國內組裝^

植新官車無法男嫌
(槟城27日讯）槟州政府今年购 

入的新一批官车丰田佳美由于非国 

内组装，在受限于2017年货物税（豁 

免）和2018年销售税（格免人士）法 

令下，无法获得享有免税的优惠。

财政部今日发表文告说，按照法例规 

定，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各机关部门只有在 
采购于本地组装的轿车（CKD)时，才有 

资格依下列条文获得豁免。

“第一是20H年货物税（豁免）法第 

7及第8条文，二是2018年销售税（豁免人 

士）法令第3、4及5条文。联邦政府和州 

政府采购的任何进口型轿车（CBU),均 

不符合上述法例，故不获免税资格。”

符合政府采购法例

文告说，槟州政府于2013年购人本地 

组装（CKD )丰田佳美，因此获得免税， 

而今年采购的官车已不再在国内组装。

“这符合政府采购法的规定，该法例 

规定公家部门车辆的采购，只能是通过本 

地制造商或在本地组装的车辆，除非是因 

特殊需求，如财政部宪报7.3所阐明：

“财政部今年3月4日接获槟州政府要 

求豁免上述丰田佳美进口版税务的申请， 

然而基于上述法例，申请无法获得考量c 

“同样的，雪州政府曾于2018年11月 

28日作出同样申请，也基于同样的法例无 

法获得考量。”

霹政府没申请免税

文告说，至于霹雳州政府所采购的官 

车，财政部不曾收到霹雳州政府要求豁免 

丰田佳美进口版税务的申请，也不曾批准 

任何相关的税务豁免给霹雳州政府。

文告说，财政部不曾批准豁免各州政 
府进口轿车的税务，对于只豁免霹雳州政 

府税务却不批给槟城州政府之说，乃是不 

实的。

Page 1 of 2

28 Aug 2019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6
Printed Size: 265.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7,982.00 • Item ID: MY0037071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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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項報案針對4火箭領袖

伊黨促警方交代進展
(吉隆坡27日讯）伊斯兰 

党署理主席拿督端依布拉欣今 

日促请希盟政府和警方，针对 
涉及4名行动党领袖的报案行 

动，交待最新的查案进展。

据他所了解，已经有多 

项报案是针对上述领袖们，不 

过，大家至今却不知道下文如 

何，而人民有权利知道更多详 

情，并希望一切透明及公正。

也是丹州古邦阁亮区国会 

议员的端依布拉欣在文告中表 

示，第一位是拉玛沙米被指与 

斯里兰卡恐怖组织与“淡米尔 

之虎”有关联，以及出现他崇 

拜枪枝的照片。

“第二位是人力资源部 

长古拉被指批评马来人是外来 

者，以及他在森州汝来出席一 

项活动时作状要敲几位历史老

师的头；第鍾位是雪州行政议 

员甘纳巴迪劳指袭击雪州首邦 

市USJ25区施菲尔斯里马哈马廉 

曼兴都庙的是穆斯林组织；以 

及崙都交湾国会议员卡斯杜丽 

指吉兰丹州政府不批准娱乐执 

照是要将儿童当成娱乐工具的 

言论。”

他说，上述领袖都发表了 

触及大马人敏感神经的言论， 

并会造成种族关系紧张，所以 

不容忽视。

有鉴于此，他促请政府和 

警方…定要作出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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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售資產港□業務貢獻增

MMC次季淨利增2.35倍
(吉隆坡27日讯）港口业务贡献增加，以及脱售资 

产盈余，推动MMC机构（MMCCORP,2194,主板交通物 

流组）截至2019年6月30日第二季净利大增234.87%至 

6722万5000令吉，连带上半年净利也走扬96.58 %至1亿 

2074万令吉。

次季营业额增长2.44%至12亿3015万2000令吉，但 

6个月营业额受捷运二线合约修改影响，按年跌4.32%

至23亿7338万6000令吉。

MMC机构透过文告表示，集团继续投资港口基础 

建设和吞吐能力，以及营运计划执行有望带来正面效 

益，同时集团推动的营运与成本协同效益措施也有助改 

善港口与物流臂膀表现。

能源与公用事业臂膀则有望获得马拉科夫 

(MALAKOF，5264,主板公用事业组）和大马气体 

(GASMSIA,5209,主板公用事业组）等联号公司正面推 

动；T程臂膀在捷运二线显著订单，以及冷岳2滤水站 

和冷岳中央排水系统工程扶持下，盈利能见度依旧很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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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絲綢之路國際合作會議

鄧童欽:佔地理優勢掌握多語D可成攻東盟市場之円
(中国重庆27曰讯）雪州工商 

常务委员会主席兼行政议员拿督邓 

章钦日前受邀出席在中国重庆悦来 

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数丝合作， 

共创未来”数字丝绸之路国际合作 

会议，并与其他8个国家的主讲者 

一起发表演讲，其中包括察国邮政 

通讯部部长、乌拉圭工业、能源、 

矿业部部长和土耳其交通和基础设 

施部副部长等。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 

作中心主任黄勇在致词中表示，通过举 

办国际合作会议和论坛，希望能加强国 

际合作，为企业们提供务实对接，并展 

示丝绸之路沿线各国数字经济建设的成 

果。

去年中投资马39亿

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在会议中 

发表了“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带-- 

路的东盟之门”主题演讲，分享了雪兰 
莪作为马来西亚经济火车头的经济成长 

优势和智慧雪兰莪的表现，借此机会鼓 
励200多名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国家 

代表和企业代表到雪兰莪州进行投资活 

动。

邓章钦在演讲中表示，根据201 8 

年的数据，中国在雪兰莪的投资创下新 

高，并名列雪州外资榜首，即投资额达 
39亿马币，其13项投资计划可为雪州带 

来2776个就业机会。在制造业方面，雪 

兰莪州2018年的外国直接投资额（FDI) 

也史无前例的高过本地投资额（DDI)， 

即达108亿马币，占雪兰莪总投资额的 

57%。

邓章钦表示，马来西亚和雪兰莪拥 

有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从吉隆坡国际机 

场起飞，在飞行航程的8个小时内，可 

以飞到中国、东北亚、东南亚、东亚和 

中东等地区，而这些地区国家的总人口 

约达43亿人，超过全世界人口（76亿） 

的一半。在海上交通方面，雪兰莪巴生 

港口也是全世界第十二大货柜箱港口， 
2018年的吞吐量达1232万货柜单位。

雪目标成为精明城市

他说，尽管国语是马来语，但是 

马来西亚的法律和商业语言是英语，而 

且占人口 23%的华人，大部分都会说中 

文，而且这里有近7%的印裔人口 :、因为 

人民通晓多种语言的优势，马来西亚和 

雪兰莪可以成为想要进攻东盟市场的投 

资者的首要选择。

“以成为国际贸易枢纽为最终目

标，雪兰莪正迈向精明城市的里程碑， 

为人民提供免费无线上网和免费巴士 

等设施服务，并通过各种精明应用程序 
(APP)来推广州政府的福利政策、解 

决民生问题和进行社区发展计划谘询活 

动。”

此外，马来西亚数字经济发展局 

(MDEC)在会议上，也和中国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签署了合 

作谅解备忘录。

签备忘录加强双方合作

马来西亚数字经济发展局副总裁 

丘伟宗表东，此备忘录旨在加强双方在 

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与经验交流，共同 

应对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变化，迎接数 

字融合加速发展的挑战与机遇，并促 
进中国与马来西亚政府及企业的投资与 

合作，而其合作的重点领域包括人工智 

能、物联网、大数据、网络安全、云计 

算应用和智慧城市。

随团人员包括雪州投资促进机构贸 

易与投资总监杰米、经贸投资主管克文 

达和雪兰莪资讯科技与商务理事会总经 

理卢传文和雪州行政议员邓章钦办事处 

政策研究与通讯主任陈欣瀛。马来西亚 

数字经济发展局的代表有亚洲区域经理 
何雪玲和金融科技项目经理伍俊文。

数丝合作g创未来
Ciin|inrhl Iiiq a ij|

马来西亚代表团合照。左起为伍俊文、克文达、卢传文、丘伟宗、邓章钦、 

杰米、陈欣瀛与何雪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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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丹中華華小
苦等逾10年終獲建校准證

黄思汉（右五起）及黎潍福移交发展准证给张耀汉。左四起为刘瑞梅及蔡耀宗；右三起为梁国伟及萧志光:3

(安邦27日讯）苦等逾10年，班丹中华华小终于获 

得安邦再也市议会发出发展准证，有望在近期动工！

下月建筑基设图测呈市会

从乌冷十八哩迁校至班登的中华小学经过诸多纷扰后，建 

校工程终于看见曙光；预料建委会在下个月提呈建筑图测及基 

设图测给市议会后，并将在近期获批。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及莲花苑州议员黎潍福今早联同建委 

会及董事部巡视校地，并移交发展准证给建委会。

黎潍福否认“消失”说法

同时，黎潍福也在会上否认坊间盛传大选后这所华小将消 

失的说法，并强调他与校方一直在后面推动，互相配合，希望 

尽快进行动土仪式。

出席者包括董事长张耀汉、安邦再也市议员蔡耀宗、中华 

华小校长刘瑞梅、建筑师萧志光及建委会署理主席兼马华班登 

区会主席拿督梁国伟等人。

等待額外批1.5英畝校地

潍福指出，他在去 

年大选后与该校董 

亨长、校长会见副教育部长张 

念群汇报建校进展，当时所批 

准的校地是3英亩，惟他们要 

求教育部重新检讨校地，即把 
校地面积从3英亩扩增至4.5英 

亩。

他表示，在副教育部长与 

教育部长商讨后，原则上没有 

问题，并须获得国会议员的信 

函支持，因此目前正等待教育 
部批准这额外的1.5英亩校地； 

这1.5英亩地段不会影响建校工 

程。

经协调取消市会罚单

他透露，在去年大选前， 

由于当时建委会在没有批准下 

就动工等两个因素“卡着”无

法解决，因此被市议会开出2 

万5000令吉的罚单，惟校方认 

为学校是属于政府部门，要求 

取消这项罚单；经过黎潍福 

与市议员会见市议会主席商讨 

后，后者答应取消有关罚单。

“当时的其中-项条件是 

加宽校前的路段，但已获得两 

位行政议员，即黄思汉及依兹 

汉的同意，可豁免这项加宽道 

路的条件，由市议会致函州政 

府，要求州政府在这两年内拨 

款加宽道路。”

他表7K,基于这两项因 

素都获得解决，建委会便向市 

议会提呈发展准证申请，在本 

月初获得批准，下-步工作是 

建筑图测和基设图测，-旦提 

呈，相信会在一个月内获批， 

之后就可以开始动工。

張耀漢：政教分開讓學生受益
&耀汉指出，该校创校于1958年，政府早在1993年就 

tTPC通知要搬迁，随着呀吃18哩新村迁村后人口流失，

目前仅剩45名学生，只有其中1名华裔，其余皆是友族同胞。

他说，经过…步一脚印后，终于看见曙光，给该区的 

孩子受华文教育，希望大家为了学校及华教，不要有政治纷 

争，让学生受益。

黃思漢： 放下歧見獻力華教

遭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如交通或排水系统。

“身为负责任的地方政府，这些考量 

都必须纳人准证的条件，这不是要为难或刁 

难，而是工程的规定，根据以往的经验，这 

些所开出的条例往往会发生，因此需要有单 

位负责，惟很多时候都是地方政府解决有关 

问题。”

他披露，校地必须至少5英亩不是州政 

府的规定，而是教育部的指南，但不解为何 

以前教育部只批出3英亩校地，但随着已向 

教育部申请更大的校地后，也解决了上述问 

题。
他指出，除了中华华小，之前批准3英 

亩校地的两一 1所学校也在处理中，希望教育 

部可拨出校地给原有华小，毕竟3英亩的校 
地不够使用a

#思汉表示，经过逾10年的拖拉， 

M欣慰这所华小在今天终于有正面 

发展；州议员、市议员及建委会也坐在-- 

起，放下以往的歧见和纠纷，一起为华教作 

出贡献，造福班登华社《

他说，这是一所迫切需要在班登增建的 

华小，希望能得到各方面的配合，让教育归 

教育，政治归政治a

将全面协调配合
他也希望建委会能在最短时间建好学 

校，并指政府方面将给予全面的协调及协 

助。

也是掌管地方政府事务的黄思汉指出， 

不管任何发展，包括建校或政府T.程，都会 

受到条例的限制，以避免学校建好后，给周

^ 梁
麗爭
4取

口丨）
口年
零100
承苗

諾愚 
撥
款

国伟希望争取延 

续教育部之前的 

口头承诺，即每年100万令 

吉的拨款，并扩增校地至5 
英亩。

他表示，该华小在 
2008年正式批准迁校，在 

雪州由民联执政后，学校 

方面对种种挫折和阻扰， 

包括在接手后，发现校地 

内被中小型非法工厂占 

满，经过多次努力，都无 

法清除工厂。

非法中小型工厂 

已清空

“在张盛闻担任副 

教育部长期间，经过教育 

部、土地局、安邦再也市 

议会及警方的合作，终于把丁厂清空。”

他说，之后在2017年初，建委会及董 

事部呈上图测给市议会批准，然而在2017 
年中，市议会基于5大理由拒绝申请，其 

中包括校地必须有5英亩地、加宽校前道 

路，从2个车道到4个车道、提升附近一带 

的排水系统、兴建行人天桥及提呈全面的 

交通评估报告。

他表示，当时市议会以校地必须有5 
英亩为理由拒绝后，惟当时一起获批，只 

有3英亩校地的竞智华小及沙登岭华小都 

已启用，只有班登中华华小不能动工。
因此，他要求联邦政府将3英亩校地 

增加至5英亩，增加的土地可作为草场或 

其他用途。
他指出，2017年时，估计班丹中华华 

小需要950万令吉建校基金；在宣布校地 

时，教育部也拨出300万拨款，当时张盛 

闻也与校方达成共识，口头承诺教育部每 

年拨款100万令吉给建委会，后来2016年 

获得300万、2017年获得100万，直到2018 
年后就停止了。

盼尽早落实建第2间华小

他希望张念群继续教育部当初的承 

诺，拨出每年100万令吉的拨款；他也希 

望班登尽早落实兴建第二间华小。

他也说，早前预计建委会班丹中华华 
小可在2021年建竣，但基于资金问题，即 

目前的建校基金有400万令吉，还欠500多 
万令吉一事，相信会延长整个建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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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奕翔（第二排右九起）、袁伟源、王伟鉴与优胜队及赛会工作人员合照D

愛沙登杯團體乒乓賽

雪 INTEIEGENT 奪冠
(沙登27日讯）“爱沙登杯团体（3单打） 

乒乓公开赛2019”日前在史里肯邦安民众大会堂 

举行，圆满成功。
该赛吸引33队来自柔森雪隆区乒乓队参赛。 

经过•整天60多场精采又紧张的竞技后，来自雪 

兰莪州安邦的INTELEGENT乒乓队，技压群雄， 

夺得冠军。

此项比赛是由沙登社区服务中心主催，梳邦 
再也区，22区及23区联合主办，沙登新村体育会 

协办的年度活动，至今已来到第五届，广受乒乓

爱好者的热烈支持：

赛会开幕人，史里肯邦安州ij 

局主席欧阳捍华致词时表示，虽矣 

球热门，但体育会有乒乓室供大X 

他希望明年继续与体育会合作主办 

市议员戴祯兴致词说，今届I 

马柔森及中马雪隆，老少球员同I 

进联系与团结。乒乓是健康运动， 

身体〇

市议员王奕翔为球赛主持闭I 

队伍。

当天出席的嘉宾尚有市议员J! 

主席袁伟源、副主席王伟鉴、体1 

人。

戴祯兴（右二起）、唐竟发、欧阳 

捍华、袁伟源与参赛队伍合照D

X员兼巴生港务 

矣乒乓比不上羽 

k作乒乓练习。 

、赛会。

_赛队伍来自南 

&切磋球艺，增 

可以锻炼敏捷

“愛沙登杯團體(3單打)乒乓公開賽2019” 

成績表

I及颁奖予优胜

I竟发、体育会 

F主任张金达等

冠军
INTELEGENT,
获得奖金1000令吉及奖牌

亚军
ICITY LEGASI 
获得奖金700令吉及奖牌

季军 

(2名）

PUCHONG PERMATA及 

SERDANG UNITED,
分别获得250令吉及奖牌

安慰奖 

(4名）

GEMA MARKETING-A;
BATU 9 CHERAS-A PUTRA HEIGHTS; 
WAI SHIN-A,
分别获得礼篮及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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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种十二英里工业区盂兰胜会拨出7000令吉捐献给7所学校。 

站者左四起为赵志刚、叶添福、黄金福及黄金靖。

蒲
种十二英里工业区盂 

兰胜会大会主席赵志 

刚表示，希望在蒲种区兴建一所 

独中，以及增建华小„

他指出，根据估计，每年从 
蒲种区华小毕业到其他地区独中 

就读的学生人数超过800人，因 

此希望蒲种区设立独中，让蒲种 

区学生在蒲种就读独中》
他表示，虽然蒲种区设有5 

所华小，但仍然不够应付当地的

需求，以致每个班级的学生人数 

50人，这是不良好的现象。

他希望一些大型学校可以设 

立二校，以提升学校的设备及学 

生的学术，避免•名老师难以照 

顾50位学生，并希望能把每所华 

小的每班学生人数降低至35人。

他也说，如今有许多课题炒 

至沸沸扬扬，希望把人民的心声 

传达给政府，不希望爪夷文字纳 
人华小及淡小的国文课。

(蒲种27日讯）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指出，雪州大部分 

的地方政府都设有火化场，并由有关地方政府管辖及津贴， 

提供低廉的火化服务，帮助贫困家庭处理身后事。

也是金銮州议员的黄思汉昨晚出席蒲种灵法宫十二英里工业区盂 

兰胜会平安晚宴时表示，目前已设有政府火化场的地方政府包括八打 

灵再也市政厅、沙亚南市政厅、梳邦再也市议会及巴生市议会；雪邦 

市议会正在兴建新火化场，预计明年9月竣工。

他透露，梳邦再也市议会所管辖的火化场，处理一具尸体的费用 

是180令吉，沙亚南市政厅则是200令吉，雪邦市议会的新火化场则预 

计不超过200令吉。

提供贫户免费骨灰位
他说，在穆斯林占大多数的沙亚南市政厅，还提供免费的骨灰位 

服务给贫困家庭，并由富贵山庄负责打理，但许多人都不晓得，甚至 

怀疑地方政府怎会有如此好的服务。

此外，他也指出，州政府秉承敬老尊贤的理念，在近期修改雪州 
乐龄亲善基金（SMUE)，听取乐龄人士的意见，让他们在有生之年 

自己做主，进行事先规划，决定手中的钱如何运用。

他解释，这些向州政府注册雪州乐龄亲善基金的乐龄人士，可在 

每年生日月份领取100令吉礼券，自己决定如何去花这笔钱。

他表示，随着时代的转变，思想的进步，在观念上已有所改变， 

许多乐龄人士都希望可以自己做主，包括他们是身后事，现今已非常 

普遍，不再对生死有所避忌。
黄思汉宣布拨款2000令吉作为晚宴活动基金。他赞扬我国的盂兰 

胜会及庆赞中元组织，对社会公益作出不少贡献，庆赞中元之际不忘 

拨款捐献公益。

大会进行百人敬酒仪式后，将 
筹获的1万令吉平分捐给蒲种新明 
华小及蒲种山庄国中B校。黃思漢：助貧戶處理身後事

雪火化場收費低廉

为尊孔独中 

筹款建校基金竞标 
的福品洋酒，共筹 

得3万3333令吉。 

左起为黄福安、赵 

启兴、梁国华及赵 
志刚；左六起为王 

发及黄思汉；右五 

起为叶添福及黄金 

福。

西蒂瑪麗亞：

瞭解爪夷文是優勢
#州行政议员西蒂玛丽亚指出，许多人对爪夷文单

胃元纳人华小国文课有所误解，惟这是希盟执政之 

前就有，在国阵时代定下，该课题在没有经过讨论直接公 

布，导致出现很多担忧，但如今在讨论及考量华社及淡米尔 

社会的意见后，政府决定由家协决定是否学习：

她不讳言，许多华印裔感到担忧，担心下…步是伊斯兰 
化华印裔，其实若华裔了解爪夷文字后，则是-项优势，因 

为在大马能认识其他种族的文化是一种优势。

其他出席者包括蒲种十二英里工业区盂兰胜会筹委会主 

席黄金福、总务叶添福、秘书黄金靖、梳邦再血市议员叶国 

荣、刘耀璇、梳邦国会议员助理梁国华、马华梳邦区会主席 

赵启兴、名誉主席拿督斯里黄福安及尊孔独中副董事长拿督 

卫发等人。

竞标13福品筹逾17万
大会在现场竞标13样福品，获善信踊跃参与竞标，共筹 

得17万1324令吉，包括其中一瓶为尊孔独中筹款的洋酒。

大会积极为尊孔独中筹募“万千爱心献尊孔2.0”建校基 

金，分别通过竞标福品筹获3万3333令吉，以及现场乐捐的1 

万2000令吉，为该校筹得4万5333令吉。

大会也进行慈善敬酒仪式，以100令吉或以上认购1杯洋 

酒，获得百人支持，筹获1万令吉；有关款项将平分捐给蒲 
种新明华小及蒲种山庄国中B校。

此外，该会在现场分别移交各1000令吉款项给受惠学 

校，包括深静（哈古乐）华小、竞智华小、益智华小、汉民 
华小、新明华小、蒲种Castlefield淡米尔小学及蒲种山庄国中 

B校后，再获善心人士分别捐献1000令吉给这7所学校。

-名善心人士李杰山也乐捐各5000令吉给6个慈善团 

体，由该会代为移交捐献，包括菩提之家、雪兰莪自力精彩 

发展协会、马来西g华人残障协会、恩惠之家、得胜之家及 
雪州Kristian Aman福利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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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市議會常月會議

巴生市议会召开8月份常月会议，商讨各个大小事务D

泊車系統與精明雪州泊車“結合”
哈末亚希指出，市 

议会原有的巴生 

精明泊车系统（SmartParking 

MPKlang)将与州政府精明雪 

兰莪泊车“结合”使用。

他表示，目前雪州已有 

8个地方政府加人“精明雪兰

莪泊车手机”应用程式，即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沙亚南 

市政厅、安邦再也市议会、 

加影市议会、士拉央市议 
会、雪邦市议会、梳邦再也 

市议会和雪州以外的吉隆坡 

市政局。。

巴生市會預算案料赤字3238萬

吳i
'哈末亚希表示，市 

:议会将提呈财政预 
算案，预计2020年财政预算 

案总收人为2亿4673万令吉， 

总开销则是2亿7911万5000令 

吉，赤字达3238万令吉，主 

要开销用来解决市内多个水

灾问题，其中包括加埔、永 

安镇、池龙花园及中路等。

“水灾是地方政府必 

须重视的课题之一，为此， 

市议会将拨款超过1000万令 

吉，作为提升排水系统和维 

修破损沟渠费用。”

巴生市會系統一查便知

更新執照先繳商業罰單
(巴生27日讯）巴生市议会主席莫哈末 

亚希指出，欲申请或更新营业执照的小贩，都 

须先缴清之前拖欠的商业罚单，否则申请将受 
阻，因为如今市议会系统已与2020商业营业执 

照申请与更新连结，-查便知。

印度街营业执照9月3起申请

他说，凡是要在屠妖节期间申请临时营 
业执照者，尤其登姑格拉那路（Jalan Tengku 

Kelana,又称印度街）摆档的小贩，也须先缴清 

交通罚款，才能申请或取得营业执照。
“凡在以下法令，即1974年道路、沟渠及 

建筑物法令、地方政府贸易法令、2007年地方 

政府工商业法令、广告法令、小贩法令、餐营 

业法令、食品处理法令、运动中心法令、2013 

年巴生市议会酒店法令及美容保健法令等接获 

罚单者，必须还清罚单欠款。”

莫哈末亚希今日上午主持市议会常月会议 

时指出，另外，所有要在印度街申请营业执照 
的小贩，受促于9月3至23日期间，向市议会提 

出申请；成功申请者，便可于10月13至26日营 

业，共有163摊位供申请

9月至年杪缴罚单有折扣

为免小贩因没偿还欠款而无法申请执照， 

他说，市议会将于9月1至12月31日期间，举办罚 

单折扣活动，惟罚款只限低于75至400令吉者：_

“只要是从2000年拖欠市议会罚单的人 

士，都可在这次的优惠中享有折扣，惟优惠 

不涉及网咖、按摩院、脚底按摩院及娱乐中心 

等。”

他补充，若没遵守规则的小贩，市议会将 
援引2007年地方条规（巴生市议会）及1974年 

环境素质法令采取对付行动s

莫哈末亚希：民众只需通过市议会 

脸书（Saluran Komunikasi MPKlang )搜 

索链接，就能扫描二维码，为巴生环境 
卫生做评估。

1週清i4〇on頓垃圾迎國慶

K合马来西亚独立62周年国庆日庆典，巴 

生市议会展开大规模“捡垃圾”活动， 

而在短短一■周内共清理了 1400吨垃圾，目的是为 

了“净化”巴生环境，让巴生变得焕然一新。

莫哈末亚希指出，这项活动将由市议会底下 

的垃圾承包商达鲁益山集团（KDEB )负责执行。

他说，在这次行动中，市议会拨出5万零400 

令吉作为开销，经过一段期间的捡垃圾活动，- 

些社区的卫生已有明显改变。

谈论巴生环境卫生问题，莫哈末亚希表示， 

将邀所有巴生人对巴生环境进行评估，民众可从 

市议会脸书（Saluran Komunikasi MPKlang )搜索链 

接，并扫描当中二维码即可。

“这项活动的执行，主要是让市议会掌握巴 

生公共卫生情况•项数据调查，以便日后能进行 

分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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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崙株巴辖27日讯）崙株巴辖警方 

配合8月31日早上6时至下午1时举行的 

“答县国庆日庆典及游行活动”，将封 

闭帆加兰广场及安邦体育场一带的多条 

道路，民众受促绕道而行。

崙株巴辖警区主任阿兹汉助理总 

监今日发表文告表示，受影响的道路包 

括大马路、崙株市议会前的办公室路、 

安邦体育场•带的道路及三角埔交通圈 
等.〇

他说，民众可以将车子停放在崙县 

县署、惹美拉路环球购物中心、高峰广 

场、苏丹钻禧纪念堂、拿督文达拉鲁哇 
清真寺、欣荣大厦、苏丹娜路及莲花湖 

-带的停车场。

他建议出席庆典的民众提早到场， 

将车子停在上述地点，切勿随意将车子 

停在路旁阻碍交通，否则将遭到警方取 

缔及拖走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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