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abatan Kesihatan Negeri Se-
langor (JKNS) mengambil mak-
lum mengenai surat pembaca
yang disiarkan akhbar BH ber-
tarikh 14 Ogos 2019, bertajuk
‘Permudahkan Urusan Pesakit
Tunggu Giliran di Hospital.’
Untuk makluman, beberapa

langkah penambahbaikan sudah
diambil bagi tangani kesesakan
dan waktu menunggu seperti ini-
siatif LEAN Healthcare dan Sis-
tem Temujanji Berperingkat.
Inisiatif LEAN Healthcare ada-

lah selaras Transformasi Pe-
nyampaian Perkhidmatan Awam
(PSDT) untuk memacu dan mem-
perkasa penyampaian perkhid-
matan awammenjelang 2020.
Sistem Temujanji Berperingkat

dijalankan bagi mengurangkan
kesesakan di ruangan menunggu
di klinik pakar.
Pesakit hanya diberi nombor

giliran sejam lebih awal sebelum
masa temu janji yang ditetapkan
bagi urusan pendaftaran.
Pengurusan JKNS menghargai

maklum balas diberikan dan se-
tiap maklum balas adalah pe-
luang ke arah penambahbaikan
serta peningkatan profesionalis-
me memberikan perkhidmatan
optimum kepada orang awam.

Datuk Dr Khalid Ibrahim,
Pengarah Kesihatan Negeri Jabatan
Kesihatan Negeri Selangor

JKNS ambil
inisiatif
tangani waktu
menunggu
di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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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會應作長久規劃

0法路邊嫌間題
(士拉央29日訊）士拉央市议会管 

辖区内面对许多非法路边摊问题，士 

拉央市议员希望市议会能长久的规划 

非法路边摊，让该问题获得解决。

士拉央市议会昨日举行常月会 
议，有不少市议会员也在会议中反 
映非法路边摊的问题，希望市议会 
能对此进行规划，从而解决有关问 
题。

他们重申，即使市议会长期展开 
取缔行动，惟摊贩在行动后依然回

到原地做生意，因此市议会有必要 
正视及解决这项问题，即作出长久 
的规划以解决问题。

市议员黄伟强说，位于郊区的路 
边摊尚符合乡情，惟依然需要受到 
安顿及管制；至于发展地区在已有 
规划的前提下，路边摊将对市容造 
成影响。

他说，不少路边摊贩曾向市议会 
申请，但因条件不符包括地点不合 
适而驳回，但相关小贩还是继续在 
原地营业。

他说，小贩必须自我提升，发展 
自己的生意，市议会更不宜通融他 
们继续在路边非法摆摊做生意。

垃圾清理差強人意

“就如在双溪杜亚的一名摊贩， 
以前他带著孩子到市议会下跪求 
情，如今却还是因为非法摆摊而带 
著孙子到市议会求情。”

这场常月会议是代主席拿督祖哈

里因请病假而无法出席会议，由市 
议员党鞭阿米尔代为主持会议。

另一方面，阿米尔也在会议上 
宣布垃圾承包商达鲁益山集团所 
呈交的报告，对区内的分包_ 
(S u b c 〇 n t r a c t 〇 r )的表现评为 A 

级，也被部分市议员的质疑。
他们质疑该公司是依据什么标准 

作出评估，尤其区内的垃圾清理表 
现仍是差强人意，包括有市议员提 
出承包商甚至没有完成工作，如长 
达1〇〇公尺的沟渠却只清理了 10公尺 
等，他们认为市议会有必要正视及 
解决这项问题。

W米尔代表袓哈里致词时说，截至T月31曰为 
J J止，市议会成功收取6565万令吉的税收，在 
1亿300万令吉门牌税当中占63.73%。

他说，被拖欠的门牌税共7〇〇万令吉，当中则成 
功收取的是431万令吉，也就是61.627。。

他指出，任何在接获市议会所发出的警告信 
下，依然无法在T天内缴清门牌税欠款的业者或居

成功收取6565萬稅收
民，将会市议会在取缔行动中，充公与所拖欠的 
税务相等价值的财物。

他说，市议会也会援引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151 

条文，将拖欠门牌税却已不被使用的产业进行拍

卖，以还清所欠下的门牌税。
“市议会已在5月27日发出今年度第二期的门牌 

税通知，缴还门牌税截止日期为本月31日，逾迟 
者将被罚款20令吉。”

他说，市议会大厦的柜台及万挠分局，也会在 
整个8月份的公假或周六日，早上8时至中午12时 

30分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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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佔高壓電纜地段營業20年被諭念

部分業者搬離行動緩慢

一片凌亂
(双溪毛糯29日讯）尽管 

鹅唛县土地局及士拉央市议 

早前已谕令霸占双溪毛糯太 
平村主要道路（Jalan Desa 

Aman L:tama)高压电缆下地 

段的业者撤离该处，但部分 

业者搬离行动进度缓慢，以 

致地段如今还是一片凌乱， 

堆满建筑材料。

据了解，位于高压电下的 
地段遭到1 7位业者非法霸 

占，建立五金店仓库、重型 

机械仓库、罗里维修中心， 

小吃店及理发店；此问题有 
逾10年之久，涉及范围近3英 

亩〇

^ °士拉央市议员黄伟强促 

请相关业者勿要“一拖再 

拖”，并尽快清空及撤离该 
地，并不排除当局或将在9 

月尾前来展开清空及充公行 

动。

黄伟强今日连同士拉央市 

议会工程组官员及国能职员 

巡视该处后向媒体指出，根 

据国能的规范，在高压电缆 

下的土地允许进行园艺活 

动，但并不允许使用该该地

段作为五金店仓库、重型机 

械仓库、罗里维修中心，小 

吃店及理发店等用途。
他说，鹅唛县土地局早在2 

年前已发出清空令，士拉央 
市议会今年2月也连同土地局 

到该处给予业者通知，并展 

开部分拆除及清理工作的行 

动。

擔心業者心存“僥倖”

他指出，在2月至5月期 

间，已有部分业者已清空及 

搬离该区，他今日到来巡视 

时发现还有多个建筑材料尚 

未搬离，撤离行动进度缓 

慢。

~撤离行动至今尚未完 

成，我担心业者心存“侥 

幸”，当局将会持续跟进此 
问题，若在9月尾前撤离行动 

仍没有进展，不排除市议会 

将会或是给予书面及口头通 

知，或前来展开拆除及充公 

的行动。”

我希望市民认真看待此 

事，爱护社区，不把属于政

■虽然部分业者已搬离，但 
还可见到一些材料还是留在 

原地。

府的地段当著私人地来用。

“国能也答应即将尽快在 

该区围起围篱，我希望此举 

可让上述业者感受当局要整 

顿该区的决心，使他们尽快 

撤离该处。”

■黄伟强（右）与市议会官员到场巡视撤离行动的进 

度，并希望有关业者尽快清空该地，否则不排除当局 
会在9月尾展开清空及充公行动，对付有关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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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字丝網之路国际合作会议
International Co叩eration Conference on D丨gital Si丨k Road

数丝合作s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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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庆29日讯）雪 

州工商常务委员会生席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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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的主讲者们一起发 

表演讲，其中包括寮国邮政通讯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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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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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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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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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此机会鼓励两百多名来 
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国家代表和企业代表 
们，到雪兰莪州进行投资活动。

為雪州帶來就業機會

邓章钦说，根据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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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外囯直接投资 
额（FDI)也史无前例的高过本地投资额 
(DDI)，即达10S亿令吉，占會兰莪总投 

资额的57%。

他说，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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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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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数字经济发展局副总裁丘伟宗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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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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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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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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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冠英：金馬崙校車費

5天批准沒拖欠
(吉隆坡29日讯）财政 

部长林冠英否认该部拖欠 
金马仑高原学童巴士费， 
指财政部在原住民发展局 
提交校巴付款申请后，仅 
用5天就批准申请。

他说，原住民发展局是 
在本月22日提交申请，财 
政部是在27日批准付款。

林越英也是行动党秘书 
长。他今日出席亚洲社会 
民主大会后，受询原住民 
发展局总监袓里依多指该 
局已提呈4、5及6月的校车

费用，目前正等待财政部 
的批准一事，这么回应。

有足夠預算

据“当今大马”报导， 
林冠英明显对袓里依多的 
言论不满，强调财政部非 
常有效率，要求记者反问 
原住民发展局，为何会发 
出这种晕无根据的言论。

“拜托，你22日才申 
请，我们27日就批准，只 
用了 5天。”

国阵金马仑高原国会议

员南利莫哈末诺昨 
曰爆料，指原住民 
发展局及首相署在 
过去5个月拖欠学校 

巴士费，导致原住 
民小孩无法上学。

袓里依多较后接 
受讯问时指出，该 

局拥有足够的校巴预算， 
但需要经财政部批准才能 
付款；而该局已提呈4、5 
及6月的校巴费用，目前正 

等待财政部的批准。
另外，林冠英透露，今 

曰的内阁会议并无讨论近 
曰热议的贫穷线课题。

他说，经济事务部长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目前人 
在国外，未有出席内阁会 
议；惟阿兹敏下周预料会 
提呈相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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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炳汉（中）主持常年代表大会，左起为陈国振、陈俊铭、黎水声、蔡惠丰、 
王清华、黄华泳、张松琴、陈东庚及孙丽敏。

沙登華團聯總抨政府

3課題施政不當
(沙登29日讯）沙登华团联合总会枰击 

政府在爪夷文课题、莱纳斯稀土废料问 
题、印度通缉犯扎基尔事件及一些施政不 
当，使当前国家社会处在弥漫著争议而呈 
现动荡，令使国人担忧。

该总会也对一些政客不断提出种族宗教 
极端论调，加剧紧张不安局面，对多元社 
会产生不利影响极为关注。

沙登华团联合总会会长拿督叶炳汉在主 
持该华团2019年度常年代表大会上致词时 

说，梳邦再也市议会采取不平衡发展与偏 
差，只注重梳邦再也，USJ—带社会基设 

发展，却忽略沙登，史里肯邦安地区基设 
问题，使城乡区发展带来巨大差距。

他说，这项不公平施政应给予纠正，确 
保沙登，史里肯邦安地区的基本设备能按

期作出提升及改善，以提高居民生 
活素质水平。

该区共有35个注册华团组织属会 

代表出席会议，出席者包括该会副 
会长王清华、黎水声、陈东庚、张 
松琴、朱木生、赖剑雄、余宝芳、 

总秘书蔡惠丰、副总秘书陈俊铭律师及财 
政黄华泳等均出席会议。

会议一致接纳及通过华团秘书蔡惠丰所 
提呈的会务活动报告及财政黄华泳的财务 
报告。

在会上，华团代表也针对沙登一带的社 
会民生问题作出评论，所提出的问题包括

公共交通系统，市议会与警方应关注及研 
讨重组整个社区的交通系统，避免任何交 
通意外发生，为社区提供更佳及更便利的 
公共交通系统的操作。

过后，会议一致通过在年底举行沙登社 
区歌唱比赛，以提升及鼓励，吸引区内更 
多优秀歌手的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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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四日讯）

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 

及一个马来西亚发展 
公司（1MDB)前总执 

行长阿鲁甘达被控修 
改1MDB最终审计报告 

案件，控方团队受促 

加速提呈文件及准备 

书面证词给辩方，以 

便律师有时间做准备 

及案件能如期展开审 

讯。

高庭法官莫哈末再 

尼也促请控方准备辩 

方所需的所有文件，
并择定此案在10月7曰 

进行案件管理。

较早前，主控官罗 

扎丽娜在庭上说，控 

方仍在为审讯准备证 
人名单及书面证词。

“控方要求一个曰 

期过堂，因为控方尚 

未敲定及提交数份 

与书面证词有关的文 

件。”

°高庭早前择定从11 
月18日至29日，以及明年1月13日至17 

曰审理此案。
地庭在1月4日批准控方的申请，以联 

审纳吉及阿鲁甘达的案件。

纳吉和阿鲁甘达的代表律师分别是丹 

斯里莫哈末沙菲宜及拿督西华纳丹。
纳吉在去年12月12日被控滥用职权， 

指示在1MDB最终审计报告提呈国会公共 

账目委员会之前进行修改，以避免本身 

受到对付，惟他否认有罪。

阿鲁甘达则在同一天被控与纳吉串谋 
修改1MDB最终审计报告，惟他不认罪。

警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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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麗麗：許來賢撥2萬供申請
动党加影市议员颜丽 

1丁丽说，加影市议会获 
得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2万 

令吉拨款，进行这次的社 
区菜园计划，目前市议会 
仍未接到居协或公寓联合

管理机构提出的申请。
她说，这项菜园计划没 

有申请截止日期，但会采 
取先申请先得的制度审批 
申请，她呼吁居协或联合 
管理机构尽快提出申请。

她透露，加影市议会目 
前已在部分社区进行菜园 
计划，包括无拉港夏莫尼 
花园、皇冠城第3区、斯里 

双溪龙花园、万年花园、 
绍佳娜英比安忠诚花园、 
国花园或新加影花园、士 
毛月丽景湖镇第T区、万宜 
新镇第8区及第2区。

住宅區欲打造菜圜 

速向加影市會申請
林雁芳

(加影29日讯）有兴趣在住 
宅区空地打造社区菜园吗？赶 
快向加影市议会申请！

加影市议会即日起开放社区 
菜园计划，让区内居民协会或 
公寓联合管理机构提出申请， 
市议会仅批两项计划，有兴趣 
的居协或联合管理机构要把握 
机会。

加影市议会透过面子书发布 
社区菜园计划申请，并提出申 
请条例，希望居民一起来打造 
社区菜园，让社区居民受惠， 
免费享有有机疏果。

根据市议会列出的申请条 
例，居协可以自行在住宅区寻

找空地，有关空地必须非私人 
地，社区菜园必须由居协或联 
合管理机构理事打理，居民只 
能栽种特定疏果和草药，植物 
高度不可超过3公尺。

另外，所有菜园的疏果，只 
能让居民共享，不能转售；市 
议会也有权随时取消违反条例 
的社区菜园计划。

所有获得批准的申请，可免 
费获得市议会提供菜园工具， 
包括锄头、疏果种子、肥料、 
施水工具、泥土以及专人谘询 
服务等。

根据本报了解，新加影花园 
的社区菜园是其中一个社区菜 
园成功例子，该社区成功栽种 
多种疏果，让居民受惠。

特
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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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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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丹29日讯）一 
对于1995年出世的孪 

生兄弟，各别取名为 
马哈迪及纳吉，原来 
这是当年的首相及国 
防部长名字。

孪生兄弟的父亲诺 
卡菲里阿末（56岁，退休军人）， 

当年为甫出世的孪生儿子取名时， 
虽遭一些人揶揄，但孪生兄弟从来

马哈$诺°卡菲里（24岁）说，他 
与弟弟纳吉诺卡菲里在吉隆坡中央

不介意父親如此取名

納吉及馬哈迪是兄弟
医院出世，当年父亲仍在新街场军 
营服务。

他说，父亲鉴于当年的敦马哈迪 
为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为国防部 
长，因而为兄弟俩如此取名。

“我们虽是孪生兄弟，但样貌不 
是十分相似，因此，很多同事都不

第4葳

各族應互信包容 ♦吴慧旖（25岁，议员特别助理）

知我们是孪生。”
马哈迪诺卡菲里来自淡马鲁，他 

说，他与弟弟共享一间宿舍。两人 
两周前在砂拉越州民都鲁一间石油 
及天燃气公司工作。

“我们拥有很多共同嗜好，偶尔 
会争吵，但不影响兄弟情。”Pi

許凌
辉

田％

#望大马能迈向先进国目标，无及建国，希望各种族互相学习和包 
$论在科技、交通、旅游等都可容，大家融洽生活。
以更进步。 祝愿马来西亚62周年快乐，期许

我们应珍惜先辈争取回来的独立迈向更美好及进步！

別玩弄敏感課題 ♦哈达（54岁，保安员）

#实我们都是马来西亚子民，不应区分种族，希 
A望大家别再玩弄种族敏感课题，分裂各族。 

盼望新政府能专注搞好国家的经济，带动国家的

祝°福马来西亚独立62周年快乐，也希望马来西亚 

扬名世界！

，

晋律

更一 g国仍处于发展
各族

必须包容、和睦相 
处，只有大家和谐 

共处，一起推动国家发展，大 
马才会更繁荣进步。

虽然我国各族有著不同的肤 
色、文化、宗教等不同背景， 
但最重要是我们都是马来西亚 
人。

期许马来西亚明天会更 
好，也祝愿马来西亚Happy 
Merdeka!

配合國慶唱愛國歌曲

首相率內圃
(吉隆坡29日訊）配合国庆 

日，加上执政满一周年，首相 

敦马哈迪首次为国献“声”， 

和内阁成员合唱爱国歌曲 

《Setia》，预料将在国庆曰当 

天播出。

马哈迪昨日和今日在面子书上， 
分别上载了 37秒的预告视频，写道 

该视频是国家元首及内阁成员一起 
录制，而视频中可见一众内阁成员

在马哈迪带领下，站在大马国旗背 
景板前合唱《Setia》。

目前1萬8QQQ次觀看

该视频截至目前已录得1万8000次 

观看，并获得至少1000以上个赞。
另外，其他内阁成员如副首相拿 

督斯里旺阿兹莎、经济事务部长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及工程部长巴鲁 
比安，也在个别社交网站上分享了 
该预告视频。

冀搞好政經文教
♦嘉雅（25岁，行政执行人员）

@们从小开始接 
触及了解各种 

族、文化、宗教，
大家互相了解、尊 
重，这是大马人的 
啼傲

我i人为各族应熟 
读大马历史，了解 
国家独立得来不 
易，这样大家才更 
珍惜国家的和平及繁荣。

希望政府能搞好政经文教，让国家未来 
更繁荣、进步。

我

潔
大
馬

献
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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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林29日讯）妇女、家庭 

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 

说，该部配合教育部落实“零 
拒绝政策”，於今年3月将残疾 

人士卡的学习障碍类别分成6个 
组别後，至今已协助1万948名 

残疾人士入校就学。
她说，6个组别是全面性发育 

迟缓（GDD)、唐氏综合症、 

过动儿（ADHD)、自闭症、智 

能障碍及学习障碍。截至T月 
17曰，已有4T96名残疾人士登 

记。

方便學校分班

生配对适合的学习方式。” 
杨巧双今日在居林慈善机构 

出席“残疾人士登记活动”， 

在记者会上受询时如是指出。

她也说，有关残疾人士卡的 

申请，每州属只有1台打印机， 

若打印机损坏，申请将被拖 

延。该部将做出检讨，以加速 

申请过程。

她补充，我国残疾人士已从 
40万人提高至54万9000人。

另外，她说，该部将积极协 

助残疾人士觅职，并在公共服 

务局配合下，将聘请残疾公务 

员条件，列入各部门秘书长的 
关键绩效指标UP1 )。

“私人领域方面，只要公司 

聘请残疾人士担任员工，有关 
公司则可获得扣除所得税4万令
士 ”

^ °出席者包括掌管吉打州妇女 

发展、家庭社会委员会主席哈 

丽玛顿、巴东色海国会议员卡 

鲁拜雅，及居林州议员杨庆传 

等人。

已助逾萬人入學
學習障礙分6組別

■杨巧双（左4)在众嘉宾陪同下，移交新残疾人士卡给患有 

唐氏综合症的莫哈末法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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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水管破裂

甲洞大街路面積水
(吉隆坡29日讯）地底的 

400毫米水管破裂，导致甲 

洞大街的路面积水，民众也 
难以涉水而过，当局已展开 
修复工程，料在今晚T时完 
工！

士拉央市议员黄伟强向 
《中国报》指出，甲洞大街 

的路面今早积水，经过调查 
后确认是在靠近工地的一 
条400毫米的输水管破裂所 

致。
i也说，即使事发地点有工

程正在施工中，根据他向工 
程的承包商了解，施工地点 
的地面已没工程在进行，因 
此水管破裂并非工程所致。

“基于涉及的输水管是 
400毫米的水管，而雪州水 
供管理私人有限公司（Air 

Selangor)也已赶往事发地 

点展开修复工作。”
据Air Selangor的推特推 

文指出，甲洞大街发生水管 
破裂，维修工程料在今晚T 

时40分完工。

而
过
。
(

市
议
员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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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最高水位達5.7公尺

| 5縣攏大臟K
%

吉隆坡29日訊）在来临的9月和10月，雪 

州的巴生、瓜冷、雪邦、；^雪和沙白安南县 

将有大涨潮，海潮最高水位可高达5.7公尺， 

沿海一带的居民受促提高警惕和做出防范工 

作！

根据国家水文地理中心（Pusat 

Hddrografi Nasional)的预测，迎 
来海潮的日期包括有9月1、2、29和 
30日、10月 1 日、2 曰、27、28、29 
和30日，其中的9月30日、10月1、

着州政府秘书办公室发表文告 
指出，根据数据显示，巴生港口 
(Pelabuhan klang)的海潮是处于 

最尚的水位，雪州政府因此也指不 
涉及的各县做好准备应对，涉及的 
县属则包括巴生、瓜冷、雪邦、瓜

文告指出，一且大涨潮;t 

狂风暴雨，将会导致沿海- 
发生水灾的风险更局，因li 

影响的居民做好准备，并;i： 
单位的指示和安排。

設行動室疏散中/

此外，当局也在各县设] 
和-散中心，详情可致_ 
生行动室03-33716700、/ 
室03-31822565、―邦行 
87〇64613、瓜雪行动室03- 

'安南行动室03-32228和29曰的海潮高达5 • 7公尺。 雪和沙白安南。

發生大漲潮時會發生水災的高風險地區
县 地点

P邦 Pesisir Pantai BaganLalang、 Kampung Tanjung Rhu、 Kampung Bagan Lalang、 

Kampung Orang Asli Bagan Lalang

瓜冷 Pantai Kelanang、 Pesisir Kawasan Tanjung Sepat、 Jalan Harmoni、 Kwee Kee 

Fishery、 Istana Pantai Bahagia 、 Rumah Penginapan Persekutuan、 Jalan 

Kundang 6、 Pekan Tanjung Sepat Tanjung Sepat

巴生 Jalan Pandamaran、 Pelabuhan Klang、 • Northport (Pelabuhan Klang)、 

Pengkalan Tok Muda、 Ban Sementa、 Ban Sg. Keramat Batu 5 Kapar、 Taman Selat 

Damai、 Kampung Perepat — JetiNelayan Kampong Perepat、 Pulau Ketam Telok 

Gong

瓜着 Pantai Remis Jeram、 Kg. Lembah Pantai、 Kg. Tok Adam、 Kg. Bagan Pasir、 Kg. 

Bagan Sg. Kajang、Kg. Bagan Pasir Penambang、Taman Bayu，MukimPermatang、 

Bandar Baru、 Pusat E—Pengisytiharan Lembaga Kemajuan、Kg. Sg. Semilang — 

MedanSelera Pantai Remis 一 Pantailndah Seaview Resort、 Bagan Tengkorak 

Jalan Bomba Tanjung Karang

沙白

安南

Ban Tebuk Mendeling、 Pantai Bagan Sg. Besar、Pantai Bagan Nakhoda、Pantai 

Batu 23 Sg. Nibong、Ban Pantai Sg. Lang、Kg. Sg. Air Tawar、Par it Barn、 

Kampung Sungai Gatal、 ILDAS — Kampong Datuk Rahman Shafiee、 Kampung Parit 

Baroh — Institut Perakaunan Negara Politeknik Sultan Idris Shah —Sekolah 

Berasrama Penuhlntegrasi Sabak Bernam、 Persisiran Pantai Bedena、 SMA Pasir 

Panjang 一 Kg. Pasir Panjang、 Bagan Sekinchan、 Bagan Sungai Besar、 Bagan 

Sungai Burong、 Jalan Seri Sentosa 2Kampung Sekendi

县 疏散中心 行动室联络号码
雪邦 Maahad Intergrasi Tahfiz Selangor 雪邦县土地局 

03-87064613

瓜冷 Dewan Orang Ramai Kg Kelanang、 

Dewan Orang Ramai Sri Kundang， Kg 

Kundang

瓜冷县土地局 
03-31822565

巴生 Dewan Serbaguna Kg Sg Serdang、 

SRA Kg Batu 4 Jalan Kapai\ Dewan 

Kompleks Sukan Pandamaran、 Dewan 

Serbaguna MPK PelabuhanKlang

巴生县土地局 
03-33716700

瓜雪1 Institut Peng ur usan Pela dang 

Tg Karang、 Dewan SRJK(C) Pasir 

Penambang、 SMK Seri Tanjong、 

SK Pasangan、 Sekolah Kebangsaan 

As am Jawa、Balairaya JKKK Kg Pasir 

Tuntong、 Dewan Orang Ramai Jeram、 

Balai JKKK Kg Sg Sembilang、Dewan 

Orang Ramai Sg Buloh、 Sekolah 

Kebangsaan Tambak Jawa

瓜雪县土地局 
03-32897632/

03-32896225 (APM)

沙白

安南

Dewan Sri Sekinchan、 Dewan Seri 

Bernam、 Dewan Parit Baru、 Dewan 

Sri Nakhoda, BNO

沙白安南县土地局 
03-32247058/ 

03-32241794 (APM)

§逢遇到

:匕呼吁受 
I守相关

i联络巴 
R冷行动 
动室〇3-

雪州於9月和10月發生大漲潮 

的曰期、地點和海潮高點
日期 时间 海潮高点

9月1日（日） 7•23AM 5.5公尺

9月2日（一） 8.02AM 5.5公尺

9月29日（日） 6.02AM 5.6公尺

9月30日（一） 7.00AM 5.7公尺

10月1日（二） 7•36AM 5.7公尺

10月2日Ik) 8.09AM 5.5公尺

10月27曰（曰） 5.10AM 5.5公尺

10月 28日（一） 5.53AM 5.7公尺

10月29日〇 6•33AM 5.7公尺

10月30曰（三） 7.08AM 5.6公尺

各縣行動室和疏散中心詳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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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登民汉俱乐部主席张汉明（前排右8)联合嘉宾及理事庆祝成立82周年纪念 

切生日蛋糕。

沙登民漢俱樂部晚宴

撥7500捐5團體
(沙登29日讯）沙登民汉倶乐部日前配 

合举行创会82周年纪念千人宴，捐款T500 

令吉给沙登地区的华小和校友会，即沙登 

新村华小一校、沙登新村华小二校、沙登 

埠公民华小、沙登岭华小和沙登新村华小 
校友会各1500令吉。

该会副总务兼大会主席曾繁道致词感谢 
创立82年来获得华人社团支持，今后继续 

扮演团结华社角色，以及宣扬推广5000年 

优秀中华文化持续在我国发扬光大永远和 

传承下去。

他宣布I民汉倶乐部和筹委会决定从主 
办这项周年晚宴活动的盈余拨出6000令吉 

捐献给华文教育用途，另外，兴发肥料有 
限公司东主李金明也通过此活动捐款1500 

令吉作为华小教育基金。

对于最近发生爪夷字单元明年列入华小 
4年级课程演变成争议性事情，他呼吁政 

府今后推行新的华文教育改革政策措施， 

能多听华社意见和先向华人社团咨询或预 

先调查其看法。

该会的此项活动获得多媒体与通讯部长 
哥宾星国会议员拨款3000令吉、史里肯邦 

安区州议员兼该会会务顾问欧阳捍华拨款 
5000令吉、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拨款2000 

令吉；拿督张玉兴、喜来登饮食集团、戴 

祯兴市议员和叶国荣市议员，皆捐款1〇〇〇 

令吉作为活动经费。
晚宴筵开90席，获得沙登地区许多华团 

及其友会雪兰莪侨安俱乐部、双溪兰民安 

文娱体育倶乐部。加影民生倶乐部踊跃派 

领导参与全盛。

出席嘉宾包括马华沙登区会主席拿督廖 

润强、拿督张玉兴、拿督袁韵彩、该会主 
席兼大会顾问张汉明、永久名誉主席杨汉 

新、名誉顾问朱关谛、副主席陈润兴、总 

务李金明、财政赖运财、妇女组主席陈淑 

慧、筹委会主席叶春年及全体理事。

史里肯邦安州议员兼巴生港务局主席欧 

阳捍华致词时说，愿意安排和邀请沙登地 

区商会组织与华团申请派代表团访问巴生 

港口以便进一步了解该港口运作，包括关 

税局、海关及货运等。
他呼吁小型企业业者和小贩申请政府今 

年1月拨款通过国家储蓄银行让贩商申请 
5000至5万令吉的微型企业扩充营业贷款 

计划。

■沙登民汉俱乐部主席张汉明移交捐款支票绐沙登华小二校董事梁继昌，左起为 
袁韵彩、曽繁道、陈淑慧、李金兴、梁继昌、杨汉新、张汉明、欧阳捍华、张玉 

兴及廖润强。

Page 1 of 2

30 Aug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5
Printed Size: 466.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9,192.00 • Item ID: MY0037095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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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精明巴士计划深受民众欢迎 
P Xj，不时提出増设路线的要求，惟1 

P各地方议会必须视需求和预算，才能决定是否1 

f増加臟。 1

P 根据了解，每辆雪州精明巴士一天的运作成本至少1 
『为800令吉，因此未有足够乘客人数的郊区，川行趟次少 

于城市。

雪州精明巴士一般川行于人潮聚集的公共场所，如购物 

区、学校等，同时也与现有铁路公共交通系统，包括电动火 

车、轻快铁及捷运站衔接，从而打造出一个更大的公共交 

通网络。

因此，目前各地方议会接获有关精明巴士的回馈，都 

k是増设路线，其它方面的投诉不多，因此暂时还未正J 

k式讨论以小型巴士取代大型巴士的事宜。 J

I 而市议会每个月都有根据乘搭量、巴士班j 

k次、巴士抵达时间等作出检讨。 M

林淑慧

(吉隆坡29日訊）雪州政府将 

于明年，配合雪州精明巴士计划， 

市议会试验性推出小型巴士，取於

据《中国报》了解，Rapid 黄思 

KL有限公司的巴士从9月1日是州政 

起，将以迷你巴士试跑T300属其中 

路线，也将蓝色迷你巴士将要是提 

会重新出现在道路上。 乘，减彳

该迷你巴士川行的路线是 “目 

从武吉英达总站，途径拉斯府都已 
米路（Jalan Rasmi)至安邦而今年 

坊，以3辆迷巴士试跑3个月万令吉 

至11月29日。 自的拨}

随著蓝色迷你巴士将重 另一 

现，雪州政府日前也曾传出员雷健 

将在一些雪州免费精明巴士出小型 I 

川行的路线中，以小型巴士中，包 

取代大型巴士。 用小型丨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告诉 “但 

《中国报》，有关小型巴士变，小 

并非是迷你巴士的概念，而线实行t 

是使用不同类型的巴士，如 他说 

在载客量低的路线，采用比来，逐 

较小辆的巴士。 且路线

川行載客量低路線

他说，如此一来，可以节 

省成本，同时，小型巴士也j车货 

可以比较方便地川行乡村和胃 

新村的小路。 上

“现阶段，我们会在明年 
实验性地在雪邦市议会开始$， 

推行小型巴士，取代目前的 

大巴士。”

■黄思汉：雪邦市 
议会试验性推出小 
型巴士，取代目前 

的大巴士。

V-

”

■雷健强：试验性 
推出小型巴士计划 

仍在探讨中

♦巴生市议员黄智荣

们暂时没有讨论推出小型巴士取代目前的大巴士，这也是州政府的 

计划，若有指示我们才正式讨论。

目前我们接获最多的回馈，都是増设巴士川行的 

— 路线，但我们必须考量预算的问题。

♦士拉央市议员黄伟强

4们目前有3条路线，10辆巴士，其中由州政府资助的有8辆，市议 

私会麵2辆。

目前没有探讨采用小型巴士，也没有接获相关的要求。

我们一般接获的投诉是不满与外劳共用巴士，其 —

它方面隨IAM。

目前只有辆条路线，从一开始的一条，至今増设了第二

我都有检讨路线的需求量及其它方面的投诉，暂时没 

有探讨采用小型巴士取代目前的大巴±的需求。

■迷你巴士共有27个车位。

#■哈末亚袓林说，迷你巴士 

A营运开销估计会比较低， 
也容易在小路川行，继而减少 

因过不到拥挤路段所造成的班 

次延误〇

他希°望在这3个月内，能收集 

更多数据，比如营运开销、乘 

客人数、班次等，才规划是否

在其他路线改用迷你巴士。
“迷你巴士拥有27个座位，

目前有数家巴士公司免费让吉 

隆坡快捷通试用迷你巴士，我 

们会探讨哪种巴士最适合。

他欢迎公众在试跑期间乘搭 

迷你巴士，并向吉隆坡快捷通 

反映意见。

99

^7+于雪隆区的许多 
义il公众而言，相信不都都有 
在小小巴士之中挤“沙了鱼’’的日 

子，尤其是粉红色迷你巴士在繁忙 

的路段“横冲直撞”，也让不少人 

留下“惊吓”的回忆。
粉红迷你巴士是于1975年至1998 

年之间在雪隆一带川行，主要都是 
川行在城市地区的路段，当时迷你 

巴士的车身都是使用粉红色，除了 
司机之外，也有一位剪票员。

但随著当时因公共交通的整合， 
也让粉红迷你巴士也于1998年完全 

的停驶，并由其他公共巴士取代。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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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地方藍圖最高規劃為8

常月會議 調整地匾容積率
(梳邦再也29日讯）梳邦再也市议会主席 

语莱妮说，梳邦再也2035地方蓝图虽然把部 

分地区的容积率规划为8，然而这并不意味 

著未来的发展一定会根据此容积率进行，还 

是要根据当时的状况，而做出调整。

她说，规划委员会把大部分中央 
商业区（CBD)或公交导向发展计划 

(T0D)的容积率设定得较高，而这 

些地区也会根据未来的发展，而分 
不同等级，最高等级的可以获得8的

容积率、随之而下的是6、4等等。

“我们要规划的是未来15至20年 

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必须根据未来 

的需求，评估未来会増加的人口， 

其住所、是否有足够土地等，而若 
土地不够，就必须向高楼发展，给

予更高的容积率。”

她主持常月会议后，针对会上讨 

论地方蓝图一事时，有市议员担忧 

部分地区容积率若高，恐怕会在未 

来造成人口拥挤一事，作出解释。

藍圖已接近尾聲

她说，目前2035蓝图已经接近尾 

声，一般上已经不会再修改已经定 

好的内容。

“但这不意味著，我们如此规 
划，未来就必须按照这规划发展，

到了那时候，也还是要根据现况作 

出考量，是否要批准高密度的发 
展。”

k指出，申请发展计划需要满足 

许多条件，如当时的基设、交通、 

道路等，是否能够负荷新发展计划 

带来的冲击，发展商是否能够按 

照市议会要求，提升基设等。

她说，若届时的环境条件不 

允许发展高密度的计划，当局 

也会进行调整，而并非一定 

使用所规划的容积率。 ■诺莱妮

擬申請附加預算

提升USJ8排水系統
彳$：莱妮指出，市议会将申请 
$附加预算，以提升USJ 8 

的排水系统。
她说，早前的大雨造成USJ 8 

及格华芝班（Kewajipan)路出 

现水灾，这是鉴于雨量过大， 

排水系统无法及时排水而形成 

沟。，’

她指出，他们已经规划好提 

升工程，不过这工程是在今年 

预算以外，因此他们需要申请 

附加预算。

她说，得到预算后，市议会 

还要进行招标，估计会到明年 

21曰：史里肯邦安 
28曰：梳邦再也

莱妮说，市议会将在9月21 

$日及28日，分别在史里肯 

邦安与梳邦再也，进行2020预算 

案对话会，让民众提出要求与意 

见。

°她指出，市议会已拟定好预算 

案的框架，许多预算大致上已经 
分配好，不过当局也保留了 300 

万令吉的预算，用在各区居民身

預算案對話會
上，如进行小型修复工程等。

她说，对话会只有2场，因此她 

希望各区的市议员，可以号召居 

民代表们出席这两场对话会，把 

要求提出来。
9月21曰的对话会将在史里肯邦 

安3K民众会堂举办；28日则在USJ 

7的梳邦再也民众会堂举办，时间 

皆为早上8时至中午1时。

另外，诺莱妮指出，市议会升 
格为市一事，将会在9月的内阁会 

i义i寸i仑。

'“若届°时内阁通过，就可以进 

行宪报，在获得元首的御准后， 

就能升格。”

她说，如果一切顺利，梳邦再 

也或能够在明年升格。

倒流所致的水灾。

“唯一的方法就是加宽排水

完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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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溪毛糯29日讯） 

位于双溪毛糯太平村 
主干大路（Jalan Desa 
Arnan Utama )旁，在4 

排高压电缆下的地段遭 
到17个业者非法霸占， 

建立五金店仓库、重型 

机械仓库、罗里维修中 

心，小吃店及理发店； 

此问题有逾10年之久， 

涉及范围近3英亩。尽 

管业者在接获当局发出 

清空令后，已展开搬 

离行动，惟至今进度缓 

慢，该地段依旧是建筑 

材料处处，现场一片凌 

乱0

为此，士拉央市议员 

黄伟强今日连同士拉央 

市议会工程组官员及国 

能职员巡视该处后，促 

请相关业者勿要"一拖 

再拖”，并尽快清空及 

撤离该地，并不排除当 
局或将在9月杪前来展 

开清空及充公行动。

他指出，根据国能的 

规范，在高压电缆下的 

土地允许进行园艺活 

动，惟使用该地段为五 

金店仓库、重型机械仓 
库、罗里维修中心，小 

吃店及理发店，则是不 
被允许。他说，在2年 

前，鹅唛县土地局已发 

出清空令，士拉央市议 
会今年2月也连同土地 

局到该处给予相关业者 

通知，并展开部分拆除 

及清理工作的行动；有 

关业者从2月至5月期 

间，也陆续展开搬离工 

作。目前已有部分业者

■搬离行动进度缓慢，现场仍见有不少建筑材 

料，国能将会尽快在该地段围起围篱。

已清空及搬离该区。
不过，黄伟强说，今 

曰在巡视该区，依然可 
见尚有多个建筑材料尚 

未搬离，撤离行动进度 
缓慢。

“有关人士自愿清除 

及搬离的行动，确定令 
他感到鼓舞，惟撤离行 

动至今尚未完成’这令 
他担心业者心存‘侥 

幸’，见当局仍未前来 

采取行动，以致一拖再 
拖进行搬离工作。”

他强调，当局将会持 
续跟进此问题，若在9 

月杪前撤离行动仍没有 
进展，他不排除市议员

将会或是给予书面及口 
头通知，或前来展开拆 
除及充公的行动。

黄伟强促请相关业 
者，勿要掉以轻心，希 

望他们可以明白，当局 
展开的执法行动并非只 
是一次性，以及没有后 

续行动。他说，当局整 

顿及维护社区秩序的决 

心非常坚决，因此希望 

市民可认真看待此事， 
不当把属于政府的地段 
当著私人地来用。

他指出，国能目前 
也答应即将尽快在该 
区的范围围起围篱。
(TSI )

17業者非法霸佔地段
市議員促速清空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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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收購4大道 
期限延至10月杪

(吉隆坡29日讯）政 

府向金务大、雪州柏朗 
桑、MMC机构和环城太 

道（LITRAK )签约收购 

4条收费大道经营权的期 

限，延长至10月31日。

金务大等3家公司发文 

告表示，财长机构和金 

务大持股70%的Kesas控 

股公司，同意将谈判和

落实最终协议条款的截 

止日期，从8月30日延长 

至10月31日。

雪州柏朗桑持有西部 

疏散大道（SPRINT ) 

20%股权，MMC机构持 

有精明隧道（SMART) 

50%股权，环城大道是 

白蒲大道（LDP)和西部 

疏散大道股东，是金务

大旗下公司。

财长机构也和金务大 

的联号公司及联营公司 

延长期限至10月31日。

政府是于6月宣布将 

以62亿令吉收购金务大 

旗下4条收费大道的特许 

经营权，即白蒲大道、 

西部疏散大道、沙亚南 

大道（KESAS )及精明 

隧道，金务大在4条大 

道股权分别为43.6%、 

51.8%、70%及50%， 

使有效股权价值为23亿 

6000万令吉。（T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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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修报队件辩 
吉改告，及方 
及#案受准。 
阿i性促备 
鲁to =加书 
甘最2速面 
达终学提证 
被审方呈词 
控计团文给

控

方

受

促

速
CZ3

文

件

予

辩

方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及一个马来西 

RU亚发展公司（1MDB)前总执行 

长阿鲁甘达，被控修改1MDB最终审 

计报告案件的控方团队受促加速提呈 

文件及准备书面证词给辩方，以便律 

师有时间做准备及案件能如期展开审 

讯0

高庭法官莫哈末再尼也促请控方 

准备辩方所需的所有文件，并择定此 

案在1◦月7曰进行案件管理。

较早前，主控官罗扎丽娜在庭上 

说，控方仍在为审讯准备证人名单及 

书面证词。

“控方要求一个曰期进行案件管 

理，因为控方尚未敲定及提交数份与 

书面证词有关的文件。”

高庭早前择定从11月18日至29 

日，以及明年1月13日至17日审理 

此案0

地庭在1月4曰批准控方的申 

请，以联审纳吉及阿鲁甘达。

纳吉和阿鲁甘达的代表律师分别 
是丹斯里莫哈末沙菲宜及拿督西华纳丹。

纳吉在去年12月12日被控滥用职权，指示在 

1MDB最终审计报告提呈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之前进行 

修改，以避免本身受到对付，惟他否认有罪。

他被控身为公职人员即大马首相，指示在上述报告 

完成及提呈公账会之前进行修改，保护本身免于受到与 

1MDB事件有关的纪律、民事或刑事行动对付，以在和 

本身有直接利益的1MDB事件中得益。

他被控于2016年2月22日至26日期间，在首相 

署犯下上述罪行，因而抵触《2009年大马反贪污委员会 

法令》第23 (1)条文（滥用职权收受贿赂罪行），一 

旦罪成，可在相同法令第24 (1)条文下监禁不超过20 

年，以及罚款不少于贿金5倍或1万令吉，视何者为

局〇

阿鲁甘达则在同一天被控与纳吉串谋修改1MDB最 

终审计报告，惟他不认罪。

根据控状，阿鲁甘达被控与纳吉串谋，纳吉被控身 

为公职人员即大马首相，指示在上述报告完成及提呈公 

账会之前进行修改，保护本身免于受到与1MDB事件有 

关的纪律、民事或刑事行动对付，以在和本身有直接利 

益的1MDB事件中得益。

阿都甘达被控于2016年2月22日至26日期间， 

在首相署犯下上述罪行，因此抵触《2009年大马反贪污 

委员会法令》第28 (1) (C)条文（串谋），并与相同 

法令第23 (1)条文及第24 (1)条文同读，一旦罪

成，可判最高20年刑罚 

万令吉，视何者为高。#

以及罚款不超过贿金5倍或1

通过林國
聘写手_■
王乃志:纳吉没亲自签发支票

/

V、

(吉隆坡29日讯）前首相纳吉的_马公司（1MDB)案 

今天进入第2天审讯，第5证人即纳吉前政治秘书王乃志 

出庭供证，并披露纳吉办公室曾通过著名商人丹斯里林 

顺平，聘用中文写手为纳吉打造宣传优势。

王乃志接受主控官哥巴斯里 

南提问时供称，纳吉办公室曾通 

过林顺平，聘用中文写手打造宣 

传优势，不过纳吉没直接发支票 

给两个单位，以防在脸书上流 

传0

他说，有关支票先发给了林 

顺平，再由对方转发给大马新闻 
资讯学院 （Akademi Ke- 

wartawanan and Informasi 
Taima，简称 Akit)和 AD Net- 

work 〇

他说，如果纳吉亲自签发支 

票，担心它可能会在脸书上流 

传0

“我们宁愿付给我们信任的

某个人士，以便他（林顺平）可 

以付款（给上述两个机构）。” 

纳吉在2013年8月7日发 

出的其中一张支票，数额为24 

万6000令吉。

Akit负责出版《大马华人周 

干丨J〉〉，AD Network则受聘管理 

“阿Jib哥，，专页。

林顺平是马来西亚林氏总商 

会执行顾问，兼世界林氏总商会 

总会长，也是帝亿置地（Titi- 

jaya Land)集团董事经理。

王乃志则是前马华中委，从 
2011年上任为纳吉政治秘书， 

直至去年5月为止。#

巫统苔都加湾区部

曾收到纳吉10万献金
第;

•6名证人，即巫统荅 

1都加湾区部主席莫哈 

末诺阿末供证时指出，他 
于2013年8月6日在首相 

办事处，从时任巫统主席 

纳吉收到给予该区部的10 

万令吉支票。

他是今曰出庭接受副检 

察司纳瓦诘问时，如此表
不。

纳吉发给该区部的支票 

日期为2013年8月7日， 

纳吉在一马公司（1MDB) 

案中面对21条洗钱罪的其 

中一条控罪，就关系到了 

这张支票。

莫哈末诺阿末继称，巫 
统答都加湾区部在2013年 

从时任党主席纳吉收到的 

1 ◦万令吉献金，被用在选 

区推动协助有需求者的活 
动。

他认同纳吉首席辩护律 

师沙菲宜的说法，即相对 

于其它州属，槟城的马来 

人是国内最不幸的一群， 

并同意槟城的马来人需要 

类似的援助来维持生计。

莫哈末诺也说，当时收 

到纳吉的款项时，槟城政 

府是由国阵执政，而他用 

这笔献金来帮忙答都加湾

莫哈末诺阿末：巫统峑 

都加湾区部的银行账户 

因1MDB案，遭冻结了 

约1年。

的人民。他表示，巫统答 

都加湾区部的银行账户因 

为此案，遭当局冻结了约1 

年。#

哈山马力1◦万元1MDB资金

遭冻结成大马政府资产
前:

哈山马力遭冻结的 
10万令吉1MD巳相 

关资金，已成为大马 

政府资产。

-瓜拉庇劳国会议员拿督斯 

里哈山马力银行户头中， 

遭冻结的10万令吉一个马来西 

亚发展公司（1MDB)相关资 

金，如今成为大马政府资产。

A庭法官吴哈末再尼在来自 

大马反贪污委员会的马哈蒂副检 

察司指出，答辩人（哈山马力） 

已提呈陈情书以归还有关款项 

后，作出上述裁决。

马哈蒂在案件过堂时说： 

“答辩人没有回应申请人（主控 

官）的宣誓书，今天没有第三方 

出庭（索回有关款项）。”

“我们申请所充公的款项成 

为大马政府资产。”

哈山马力的代表律师莫哈末 

依克巴证实此事，并说明答辩方 

不反对上述资金遭充公。
另一方面，法庭择订12月

4曰及5曰，审理巫统、马华妇 

女组及巫统沙巴州联委会3造在 

资金充公案的书面陈词。
马哈蒂说，申请人已于8月 

23曰入禀宣誓书，并告诉法庭 

没有第三方索回上述3造被冻结 

的相关资金。
他说，申请人已于7月24 

曰完成宪报程序，没有第三方出 

庭索回相关资金。

政府申请充公的资金是巫统 
2亿1296万5413令吉61仙、 

马华妇女组30万令吉及沙巴巫 

统125万4112令吉24仙。

莫哈末再尼择订9月27曰

让申请人入禀书面陈词，10月 

18曰让答辩人入稟书面陈词。

巫统的代表律师是艾莎、马 

华妇女组的律师是刘海量，沙巴 

巫统的律师是哈查兰吉星。

控方是援引《2001年反洗 

黑钱、反恐怖主义融资及非法活 
动收益法令》第56 (1)条文， 

提出充公申请。

根据6月21曰的新闻报 

道，大马反贪污委员会已向41 

名个人和单位提出民事充公诉 

讼，以追讨与1MDB有关的约2 

亿7000万令吉。#

_马发展公司案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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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双（左四）在众嘉宾陪同下 

氏会示合症的慕哈末法米。

(居林29日讯）妇女、家庭及

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说， 

该部配合教育部的“零拒绝政 

策”，于今年3月将残疾人士 

卡学习障碍类别，详细分成6 

个组別后，至今已助1万948 

名残疾人士进人学校就学。

她说，该政策意指不拒绝 

残疾人士人学措施，1万948 

人中，包拈小学9545人，中 

学1403人。

她说，这6个组別包括： 

全面发育迟缓、唐氏综合症、 

过动儿、自闭症、智能障碍， 

以及学习障碍，在这项措施推 

出后，截至7月17 R已有 

4796名残疾人士登记。

杨巧双今R在吉打居林慈 

善机构出席“残疾人十登记活 

动”，在记者会受询时这么表 

7K °

检讨申请程序时间

“以往学校将此类残疾学 

生归纳为学习障碍，该政策的 

落实方便学校将残疾学生依照 

缺陷分班，为学生配对适合的 

学习方式。”

，移交新残疾人士卡给患有唐

她说，该部也将检讨残疾 

人十苷申请程序及时间。“每 

州只有一台打印机，一旦损坏 

将造成拖延。因此，将检讨以 

加速申请和批审过程■。”

她说，我国残疾人士从40 

万人增至54万9000人，和全 

国人口 3200万人比较，仍算 

少，

另外，该部也助残疾人十 

觅职。“其实公共服务14通令 

中已列有需聘1 %残疾人十担 

任公务员的条件，惟残疾人士 

仍未获优先考量，仅有妇女、 

家庭及社会发展部有达到1% 

目标，因此，本部将在该局配 

合下将聘请残疾公务员条件列 

人各部门秘书K：的关键绩效指 

标（KPI)。

“至于私人领域，只要公 

司聘请残疾人士任职，可获扣 

除所得税。”

出席者包括掌管吉打州妇 

女发展、家庭社会、消除贫穷 

及福利委员会的行政议员哈丽 

玛顿、巴东色海国会议员卡鲁 

拜雅，以及居林州议员杨庆传 

等人。

杨巧双：残疾人士卡

学习障碍分6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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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4大道截止日展延
(吉隆坡29日讯）财政部以

62亿令吉，向金务大 

(GAMUDA，5398，主板建筑 

股）和其他上市公司收购4条 

大道特许经营权献议截止日 

期，已从明日展延至10月31 

曰°

金务大向交易所报备，为 

了谈判和敲定最终协议条款， 

因此将截止日展延。

金务大是4条大道，即内 

蒲大道（LDP)、吉隆坡西部 

疏散大道（Sprint )、莎阿南

大道（Kesas)及精明防洪隧道 

(SMART)的持有者。

除了金务大，金务大持股 

43.57%的LDP大道经营者环城 

控股（LITRAK，6645，主板基 

建股），以及在Sprint大道持 

股20%的柏朗桑集闭（KPS， 

5843，主板工业股），今日也 

分别向交易所作出相应报备。

财政部是在今年6月时， 

向金务大正式报价，献议以总 

共62亿令吉收购4条大道特 

许经营权的全部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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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伟强：免遭充公拆除

高馳缆下营业者臟
(双溪毛糯29日讯）士拉央市议员黄伟强促霸占高压电缆下方空间进行商业活动的业 

者，尽快搬迁，否则市议会不排除将进行充公或拆除行动。

他指出，双溪毛懦太平村主干大路（Jalan Desa Aman Utama)旁约200至300 

米长，涉地约2.5亩至3亩的四排高压电缆下方的空间范围，吸引不少人在没申请准证 

的情况下自行开发空间。

黄伟强促请霸占高压 

电缆下方空间进行活 

动的业者尽快搬迁， 

否则市议会将执法。

“本上，这些属于人 

#侵与霸占的行为已 

出现超过10年。这里有一间 

重型机械仓库，一间罗里维修 

中心，2间五金店仓库与其他 

零散的理发店及小吃店等；17 

个单位业者也于2年前接获鹅 

麦县土地局发出的清空令通 

知。”

他说，土地局发出清空令 

后并没采取后续行动，于是相 

又业者浑水摸鱼，得过且过， 

并一直扩大活动范围，问题日 

渐严重；直到今年2月，市议 

会再次发出通知要求业者搬 

迁，并于4月派出机械神手， 

协助土地局进行正式拆除行动 

与清空工作。

“政府和执法单位执行任 

务时并没偏袒。市议会的拆除 

行动是经过详细讨论与计划， 

也尽量减少业者损失，因此希 

望相关人士认真看待此问题， 

收到政府单位的通知后，在土 

地局限制的14天内自行完成 

搬迁，不要再抱有侥幸心态， 

以为没有后续执法行动就置之 

不理D ”

他今R与首次到来巡视进 

展的国能人员讨论围篱工作事 

宜后向媒体透露，今年7月，

市议会也再次发出搬迁通知予 

业者，他对自愿搬迁的业者之 

举感到鼓舞，但认为搬迁步伐 

有点过K。

整顿社区秩序整洁

他透露，国能也答应在清 

空工作后，将这个范围围起， 

并相信国能在进行围篱丁作 

时，业者能感受当局要整顿的

决心，加快搬迁速度。

“国能已在一些部分进行 

围篱丁作，一些业主已搬迁到 

对面合法经营。新政府期望能 

整顿社区的秩序与整洁，民众 

要爱护生存空间，不把政府空 

间当成私人空间应用，应与其 

他人共享社区|

“国能手册允许在电缆下 

的范围进行能协助日常清理工

作的园艺活动，但有规定树木 

高度，也不能建任何建筑

黄伟强表來，若至9月 

中，业者依然没有搬迁或搬迁 

进度不理想，市议会或会再发 

出口头与书面通知，也不排除 

进行充公或拆除行动，因此希 

望业者配合。

一同巡视的包括士拉央市 

议会工程组官员阿兹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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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议员纷要求市会

重新规划解决路边非法摊
(士拉央29日讯）士拉央市议

会管辖范围内常有非法路边摊 

问题，不少市议员要求市议会 

正视及重新规划，解决问题。

他们昨日出席常月会议 

时，有者针对此事提及即使氏 

期展开取缔行动，惟摊贩在行 

动后依然回到原地做生意；市 

议会有必要正视问题，作出长 

久规划。

市议员黄伟强说，位于郊 

区路边摊尚符合乡情，惟依然 

需要受到安顿及管制：至于发 

展地区在已有规划前提下，路 

边摊将对市容造成影响。

他说，不少路边摊贩是因 

为曾向市议会提出申请，惟当 

局在条件不符，包括有关地点

不合适等原W下驳回，但小贩 

不理会，依然在有关地点摆 

摊。

此外，他认同小贩必须自 

我提升，发展自己的生意，市 

议会更不宜通融他们继续在路 

边非法摆摊做生意。

“例如双溪杜亚^名摊 

贩，以前他带着孩子到市议会 

下跪求情，如今却还是因为非 

法摆摊而带着孙子到市议会求 

情。”

成功征收63.73%门牌税
士拉央市议会截至7月31 

日为止，在占共1亿300万令 

吉门牌税，成功征收63.73% 

或6565万令吉税收，至于被 

拖欠门牌税方面，共700万令 

吉中则成功征收431万令吉或

61.62% 〇

士拉央市议会代主席拿督

议，由市议员党鞭阿米尔代为 

主持会议及致词时指出，任何 

接获警告信，仍无法在7天内

缴清门牌税欠款的业者或居 

民，将被取缔，包括充公与所 

拖欠税务相等价值的财物。

他说，当局可援引1976 

年地方政府法令151条文，拍 

卖相关产业，以还清所欠下门 

牌税。

此外，他透露，市议会已

期的门牌税通知，缴还门牌税 

截止R期为本月31 R，逾迟 

者将被罚款20令吉《

质疑垃圾分包商评分
阿米尔在会议上宣布垃 

圾承包商达鲁益山集1才丨所呈 

交的报告，对区内分包商的 

表现评为A级，获得部分市 

议员的质疑。

他们质疑该公司是依据

什么标准作出评估，尤其区 

内垃圾清理表现仍差强人 

意，包拈有市议员指承包商 

没有完成工作，如K达100 

公尺的沟渠却只清理了 10公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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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1MDB报告案控方受促速呈文 
吉隆坡29日讯|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 

及一马发展公司（1MDB)前首席执行员阿鲁 

甘达被控修改1MDB最终审计报告案件，控方 

团队受促加速提呈文件及准备书面证词给辩 

方，让律师有时间准备及案件能如期开审。

高庭法官莫哈末再尼也促请控方准备 

辩方所需的文件，并择定此案在10月7日进 

行案件管理。

较早前，主控官罗扎丽娜在庭上说， 

控方仍在为审讯准备证人名单及书面证 

词。她说：「控方要求一个日期进行案件 

管理，因为控方尚未敲定及提交数份与书 

面证词有关的文件。」

高庭早前择定从11月18日至29日，以 

及明年1月13日至17日审理此案。地庭在1 

月4日批准控方申请，以联审纳吉及阿鲁甘 

达。

纳吉和阿鲁甘达的代表律师分别是丹 

斯里莫哈末沙菲宜及拿督西华纳丹。

纳吉在去年12月12日被控滥用职权， 

指示在1MDB最终审计报告提呈国会公共账 

目委员会之前进行修改，以避免本身受到 

对付，惟他否认有罪。

他被控身为公职人员即大马首相，指 

示在上述报告完成及提呈公账会之前进行

修改，保护本身免于受到与1MDB事件有关 

的纪律、民事或刑事行动对付，以在和本 

身有直接利益的1MDB事件中得益。

他被控于2016年2月22日至26日期间， 

在首相署犯下上述罪行，因而抵触2009年大 

马反贪污委员会法令第23 ( 1 )条文（滥用 

职权收受贿赂罪行），一旦罪成，可在相 

同法令第24 ( 1 )条文下监禁不超过20年， 

以及罚款不少于贿金5倍或1万令吉，视何 

者为高。

阿鲁甘达则在同一天被控与纳吉串谋 

修改1MDB最终审计报告，惟他不认罪。

根据控状，阿鲁甘达被控与纳吉串 

谋，纳吉被控身为公职人员即大马首相， 

指示在上述报告完成及提呈公账会之前进 

行修改，保护本身免于受到与1MDB事件有 

关的纪律、民事或刑事彳T动对付1以在和 

本身有直接利益的1MDB事件中得益。

阿鲁甘达被控于2016年2月22日至26 

日期间，在首相署犯下上述罪行，因此抵 

触2009年大马反贪污委员会法令第28 ( 1 )

(c )条文（串谋），并与相同法令第23 

(1 )条文及第24 ( 1 )条文同读，一旦罪 

成，可判最高20年监禁，以及罚款不超过 

贿金5倍或1万令吉，视何者为高。

Page 1 of 2

30 Aug 2019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85,616 • Page: A11
Printed Size: 304.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3,554.46 • Item ID: MY003709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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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吉隆坡29日讯|为了做好准备，雪

州政府宣布在雪州5大县区，针对所需 

设立疏散中心。

•Sr 其中，雪邦共有4个地点被列为水灾

|\^ 局风险区’将开设t'疏散中w以备不 

时之需；瓜冷县则有8个水灾风险区，将 

设立2个疏散中心；而巴生县则有10个高 

风险区，将会有4个疏散中心。

\/ 同时，瓜雪县至少有12个水灾黑

区，将会设立10个临时疏散中心，也是 

fy\l 雪州滨海区设立最多疏散中心的县市。 

而沙白安南县则有17个黑区，临时疏散 

中心将设立4个。

H~l 雪邦和瓜拉冷岳新村协调官林立选

受询时指出，雪州滨海南区一带渔民， 

已根据州政府的指示做足防灾措施，但 

u 其实雪州滨海南区基本受大海潮的影响 

和威胁不大。

他透露，渔民只需遵照气象局所列出的几天 

避免出海即可，丹绒士拔的地势相对安全，整个 

滨海区只有吉胆岛和五条港比较需要注意。

五条港村长陈水清受询时指出，每一年大海 

潮来临时，各大报章都把吉胆岛和五条港的情况 

描述得很严重，其实这个时段刚好是观看海岛奇 

景的最佳机会’别有一番风味。

他说，五条港背靠一片红树林，即便面对大 

风大雨也是有一片自然屏障。有些热爱大自然的游 

客，都会在这个时候到岛上留宿，隔天早上体验涨 

潮的奇观。没有沟渠的五条港，涨潮时，游客的房 

子床下就是海水，惟，不到半小时就会褪去。

针对吉胆岛五条港是否有灾害风险，陈水清 

说，马六甲海峡的风浪与东海岸不一样，西海岸 

最大的风)良也就在模城北边’来到马7\甲海峡中 

段风势已不强。涨潮最危险的那几天，渔民一般 

都不出海，每年的情况几乎一样，已是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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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分别是丹斯里莫哈末沙菲宜 
及拿督西华纳丹。纳吉在去年 

12月12日被控滥用职权，指示在 

1MDB最终审计报告提呈国会公共 

账目委员会之前进行修改，以避 

免本身受到对付，惟他否认有 

罪。

修改1MDB報告案控方受促速呈文件
少于贿金5倍或1万令吉，视何者 

为高。

阿鲁甘达则在同一天被控与纳 
吉串谋修改1MDB最终审计报告，惟 

他不认罪。根据控状，阿鲁甘达被 
控与纳吉串谋，纳吉被控身为公职 

人员即大马首相，指示在上述报告 

完成及提呈公账会之前进行修改， 
保护本身免于受到与1MDB事件有关 

的纪律、民事或刑事行动对付，以 
在和本身有直接利益的1MDB事件中 

得益。
阿鲁甘达被控于2016年2月22日 

至26日期间，在首相署犯下上述罪 

行，因此抵触2009年大马反贪污委 

员会法令第28 (1〉（c)条文（串 

谋），并与相同法令第23 (1)条文 
及第24 (1)条文同读，一旦罪成， 

可判最高20年监禁，以及罚款不超 

过贿金5倍或1万令吉，视何者为

尚0

吉隆坡29日讯|前首相拿督 

斯里纳吉及一马发展公司（1MDB) 

前首席执行员阿鲁甘达被控修改 
1MDB最终审计报告案件，控方团队 

受促加速提呈文件及准备书面证词 

给辩方，让律师有时间准备及案件 

能如期开审。高庭法官莫哈末再尼 

也促请控方准备辩方所需的文件， 
并择定此案在10月7日进行案件管 

理。

°较早前，主控官罗扎丽娜在 

庭上说，控方仍在为审讯准备证人 

名单及书面证词。她说：「控方要 

求一个日期进行案件管理，因为控 

方尚未敲定及提交数份与书面证 

词有关的文件。」高庭早前择定 
从11月18日至29日，以及明年1月 

13日至17日审理此案。地庭在1月 

4日批准控方申请，以联审纳吉及 

阿鲁甘达。
纳吉和阿鲁甘达的代表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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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愛國太沉重

这:
■个国庆月，国内太多令 
i小市民心痛的事情发 

生，再来一单联合国贫穷调查结 

果跟马来西亚官方的数据不符， 

指马来西亚“报小数”，我国已 

几乎消除贫困的说法并不正确， 

不过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阿里很 

快就跳出来驳斥这个说法。

政府是不是“报小数”选民 

心中自然有谱。撇开这个复杂的 
贫穷率计算方程式不谈，升斗小

民最明显的切身感受就是生活成 

本持续高涨、市道不景气，赚钱 

是越来越难a国庆日，是官方每 

年标准热烈庆祝的大日子，但对 

很多人而言，这只是另•个公共 

假期。今年的国庆主题是什么、 

官方庆典会在哪里举行相信不会 

有几个人可以说得出口：

我们都知道，国家跟政府要 

分开，对于政府的失望不能和国 

家混为一谈，可是人民最直接的 

%餐温饱和衣食住行的压力，是 

绝大部分马来西亚人的忧虑，加 

上这些日子以来各种龌龊的政治 

阴谋论、政府没有以民为本的各 

种政策出台，种族关系的R益紧

张，在这样纷乱的时局，很多人 

无心感受国庆日的欢腾，没有庆 

祝国庆的喜悦，解决三餐温饱平 

静过日子是心中最大的盼望。

这个国庆月，该挂国旗的地 

方依然旗海飘扬；官方机构还是 

热烈庆祝这个大日子；学校仍然 

叫学生做国旗灌输孩子们爱国的 

心、国庆日的爱国短片和广告依 

然准时出台，但是小市民的心热 

不起来

爱国的人很多，满怀希望 

改朝换代以后可以改善人民的生 

活，这样的期许在新政府执政-- 

年后渐渐失望，甚至对于这片生 

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开始看不

是到未来了。换了政府又怎样？

很多人的困惑。

政治人物告诉我们，希盟执 

政才 '年多，还有三年多的时间 

可以努力，给人民看到改变与曙 

光，这样的话确实有基础。选政府 

是一届5年，以希盟15个月的表现 

来判“死刑”，这话对于大声打着 

要改革口号的希盟有欠公道。

但是生活太压力、政治太丑 

陋，叫爱国，太沉重。我们还是爱 

国的，只是今年，在这样纷乱、没 

有看到振奋人心政策的时局里， 

-年前国庆激动迎来新政府、盼 

望新气象的心不再，冷却的心，就 

允许我对国庆无感一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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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拉央29日讯）2名女生及一名75岁老妇 

在短短2个星期时间内，共同完成一幅长达百呎 

的壁画，为62年国庆增添色彩！

位于士拉央乌达玛广场

这幅位于士拉央乌达玛广场的壁画是于星期四顺利 

完成，也成功赶上星期六的国庆日。

3名艺术爱好者是在士拉央市议会第12区居民委员 

会的邀请下，于两周前开始挥笔。壁画主题为“Sayangi 

Makysiaku”，両中包含了各州州旗、舞狮及马来膜等 

元素，体现了多元种族，共存共荣的一面。
来自黄龙工作室的丁雯文（30岁）与林慧敏（31 

岁），在家庭主妇黄仁妹（75岁）的协助下，欣然地接 

下此挑战。3人决定将此両送给国家，作为62年国庆的 

礼物，希望新马来西亚继续繁荣、国泰民安:

丁雯文（左）与黄仁妹对于即将完成的壁画深感欣慰。

、拉央市议 

.会第12区

邓普勒州议员桑尼（举旗者）前来打气支持，同时 
也在壁上划下一笔:3

市议员余深恩表示，
此项绘彩壁両是第12 ^ 

区局委会迎接国庆的If 

其中个项目，原本 

邀请区内的中学参与 

其盛，但由于学校假$ 

期及考试周，未能派 

出代表参加，唯有改；(；％ 
变方式，邀请3名艺^ 

术爱好者完成这项任胃

除了绘彩壁両之外， 

士拉央市议会第12区局委 

会也于8月份每个周末主办 

各项活动，其中包括5人足 

球赛，现代陀螺及9人足球 

赛，配合62年国庆。

白沙罗国会议员潘俭伟

两名女生努力地完成杰作。

将于本月31日（星期六）上午8时 

正在壁両上签名留念，为壁両主持 

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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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秘葉

(八打灵再也29日讯）据 

星洲日报探悉，雪州大臣阿米 

鲁丁在昨晚的公正党政治局会 

议上透露，雪州苏丹沙拉弗丁 

已指示州政府搁置“18岁以下 

非穆斯林改教法案”。

据消息人士告诉本报，昨晚 
由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主持的 
政治局会议，主要是听取大臣的解 

释，没有针对此课题做出议决。

“昨天我们只是听大臣的解 

释，没有议决。因为苏丹已经决定 
暂时搁置（法案）。”

他表示，虽然会议没有做出议 

决案，但是从党员发言的角度，没 

有人倾向支持提呈这项议案。
他也说，根据大臣说法，雪 

州行政议会也讨论了这项课题，但 

无法达成共识。不只是行动党行政 
议员反对，甚至穆斯林议员也不同 
意。

°公正党政治局昨晚议决指示雪 
州大臣阿米鲁丁明天召开的希盟党 

主席理事会会议上，进一步解释有 
关雪州“18岁以下非穆斯林改教法 

案”课题。

曾传出换议长风波

阿米鲁丁早前证实，州政府原 

计划在本次州议会上提呈“18岁以

下非穆斯林改教法案”，即将当中 
须获父“和”母的同意的条件，修 
成父“或”母，即是只要父母其中 

一人同意就可以改教，但因来不及 

提呈而被搁置；不过，此项法案会 
否在下次州议会上提呈，目前仍在 
商讨中。

当°时，有消息指雪州议长黄瑞 
林因不配合签署修改“18岁以下非 

穆斯林改教法案”动议，触怒一众 
穆斯林议员，以致阿米鲁丁为主的 
议员团队，准备提呈投议长不信任 

票动议，要撤换黄瑞林。
不过，雪州希盟4党随后发出联 

合声明，澄清雪州希盟并没有要撤 
换雪州大臣或议长，相反如今的雪 

州希盟更团结，一切以人民福祉为 

优先。

有指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图）透露，苏丹已经决定暂时搁置18岁 
以下非穆斯林改教法案。~

雪18歳以下非穆改教法案
_________  _________ ■ m "

傳蘿丹指示明置
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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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巧雙：讓障友都能受教育-

推6不同學習類別OKU卡
(居林29日讯）妇 

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 

部长杨巧双说，该部已 

推出6种不同学习次类别 

的残疾人士识别证（OKU 

卡），并与教育部合作 
推行零拒绝政策（Zero 

Reject Policy )，让残疾 

人士都有受教育的机会。

她说，这项于4月8 

日开始推行的政策，已让 
1万零948名登记OKU卡的

学生，当中9545名进人小 

学、1403名升上中学。

她解释，0 K U卡 

上注明次类别（s u b 

category)旨在让学校能 

够更容易识别有关持证 

者，然后更准确地将有关 

学生分类到不同的学习组 

别，以便教学的进行。

杨巧双今日到居林 

特殊儿中心，主持配合残 

疾人士登记运动主办的乐

助障友（Santuni OKU ) 

计划开幕仪式后的新闻发 

布会上，这么说。

她说，H前最大的 

问题是障友的家长在羞耻 

心作祟下不正视家里残疾 

孩子的问题，进而把孩子 

藏在家里。她认为有关家 

长应为患残疾的孩子登记 

OKU卡，让持卡者享有福 

利的同时，也让持卡者有 

学习的机会。只要家长认 

为孩子已不需要OKU卡， 

随时能取消。

Page 1 of 2

30 Aug 2019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24
Printed Size: 91.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2,026.82 • Item ID: MY0037097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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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大道經營權期限

延長至10月31日
(吉隆坡29日讯）大马政府向金务 

大（GAMUDA，5398,主板建筑组)、雪州柏 

朗桑（KPS，5843,主板丁I产品服务组)、 

MMC机构（MMCCORP，2194,主板交通物 

流组）和环城大道(LITRAIC6645,主板交通 

物流组）签约收购4条收费大道经营权的期 

限，进一步延长至10月31日。

金务大等3家公司发文告表7K,财长 
机构(MOF Inc)和金务大持股70%的Kesas 

控股公司，同意将谈判和落实最终协议条

款的截止日期，从8月30R延长至10月31 

R。

雪州柏朗桑持有西部疏散大道 
(SPRINT )2〇%股权，MMC机构持有精 

明隧道（SMART) 50%股权，环城大道是 

白蒲大道(LDP)和西部疏散大道股东，是金 

务大旗下公司。

财长机构也同样和金务大的联号公司 

及联营公司延长期限至10月31日。

政府是在6月宣布将以62亿令吉收购 

金务大旗下4条收费大道的特许经营权， 

即白蒲大道、西部疏散大道、沙亚南大道 
(KESAS)及精明隧道，金务大在4条大道 

股权分别为43.6%、51.8%、70%及50%， 

使其有效股权价值为23亿6000万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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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村主要道路旁的高压电缆下地段，遭17个业者非法霸占，把该处充当五金店仓库，重型机械仓库及罗里维修中心-

(双溪毛糯29日讯）尽管鹅唛县土地局及士拉央市议早前已谕令 

霸占双溪毛儒太平村主要道路（Jalan Desa Aman Utama )高压电缆 

下地段的17名业者撤离该处，惟部分业者的清空进度缓慢，导致该地 

段至今仍堆积建筑材料，现场一片凌乱。

有鉴于此，士拉央市议员黄伟强促相关业者勿“一拖再拖”，尽 

快清空及撤离该地；他不排除当局或将在9月杪前来展开清空及充公 

行动。

黄伟强 

(右）与市议 

会官员到场巡 

视撤离行动的 

进度，并希望 

有关业者尽快 

清空该地，否 

则不排除当局 

会在9月杪展 

开清空及充公 

行动，对付有 

关业者。

倉
庫
商
店

据
了解，双溪毛糯太平村主要道路 
的4排高压电缆下的地段遭17个业 

者非法霸占，分别搭建五金店仓库、重型机 
械仓库、罗里维修中心，小吃店及理发店； 

此问题有逾10年之久，涉及范围近3英亩。

黄伟强今日连同士拉央市议会工程组官 

员及国能职员巡视该处后向媒体指出，根据 

国能的规范，在高压电缆下的土地允许进行 

园艺活动，惟在该地段搭建五金店仓库、重 

型机械仓库、罗里维修中心，小吃店及理发 

店，则是不被允许。

法
佔
地
10 早在2年前发清空令

凌乱。

业者们的清空行动进度缓慢，现场仍见有不少建筑材料，非常

^ 他说，鹅唛县土地局早在2年前发出清

空令，士拉央市议会今年2月也连同土地局 

到该处给予相关业者通知，并展开部分拆除 

及清理工作的行动。

他指出，从2月至5月期间，有部分业者已清空 

及搬离该区，惟今日在巡视该处后，依然可见尚有 

多个建筑材料尚未搬离，撤离行动进度缓慢。

忧业者存侥幸心理

他说，业者自愿清空及搬离的行动让他感到鼓 

舞，惟撤离行动至今尚未完成，令他担心业者心存 
“侥幸”，见当局仍未前来采取行动，以致一拖再 

拖进行搬离工作。

他说，市议会将持续跟进此问题，若撤离行动 

在9月杪前仍没有进展，他不排除市议会或将给予 

书面及口头通知，或前来展开拆除及充公的行动。

“相关业者勿要掉以轻心，我希望他们可以明 

白，当局展开的执法行动并非只是一次性，以及没 

有后续行动。”

“当局整顿及维护社区秩序的决心非常坚决， 

我希望市民借此可认真看待此事，去除旧的思维， 

爱护社区，不要把政府地段当着私人地来用。”

黄伟强指出，国能目前也答应尽快在该区的范 

围围起围篱，他希望此举可让上述业者感受当局要 

整顿该区的决心，使他们尽快撤离该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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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深圳29日讯）雪州 

T商常务委员会主席兼行政议 

员拿督邓章钦日前出席了由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电子信 

息行业分会在深圳会展中心主 

办的“放眼亚洲”电子业投资 

高峰论坛，分享了雪兰莪州的 

投资状况和马来西亚的税务奖 

掖，希望在中国对外开放的政 

策下，可以有更多屮国企业到 

马来西亚和雪州设厂投资。

邓章钦表示，电子业是雪 

州圈定的五大核心领域之一， 

通过雪州政府的招商策略和其 

雪兰莪投资促进局积极提供企 

业各种谘询和协助，雪州在 
2018年通过制造业获得189亿 

4700万令吉投资额。

“根据马来西亚对外贸 

易发展局的数据，马来西亚的 

电子业主要出口到新加坡、香 

港和中国，共占了出口市场的 
46.6%。|fn其中54.8%的电子 

元器件进口主要来H中国、台 

目，即国际商展会、东盟商务 

大会、精明城市及数位经济峰 

会和研发与创新博览会，以深 

入了解雪州潜在的各种投资机 

会。

出席中國電子業投資高峰論壇

鄧章欽盼更多中企投資大馬
电子业者应积极参展

此外，邓章钦也把握机 

会参观同期举行的“亚洲电子 
生产设备暨微电子丁业展览 

会”，通过来自38个国家和地 

区的800个参展企业来了解亚 

洲电子业的发展趋势

他呼吁，我国的电子业 

者应该积极参加类似的展览 

会，通过会议论坛和展览企 

业交流活动，了解亚州和国 

际电子制造业的核心需求， 

协助雪州完善电子业的生态 

系统，共同打造智慧雪州的 

精明城市目标。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电子信息行业分会副处长秦垒 

在致词中表示，亚洲是中国投 

if

湾和新加坡。”

他也在演讲中推广即将在 

10月10日至13日举行的雪兰莪 

国际商务峰会（SIBS)，并欢 

迎与会者参加该峰会的四大项

资的其中•个重要基地，该会 

将积极吸引更多国内外企业， 

通过人才培养和研发工作，共 

同推动电子制造业的高质量发 

展。

邓章钦在“放 
眼亚洲”电子业 

投资高峰论坛 
中，分享雪兰莪 

州的投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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