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ktiviti pelabuhan
tidak terjejas

Oleh Khairul Azran Hussin
khaiazr@bh.com.my

Shah Alam: Keadaan pantai di Se-
langor dilaporkan terkawal wa-
laupunlimpahanairdilaporberlaku
di beberapa kawasan di negeri itu.

Tinjauan BH di Terminal Pe-
numpang Pelabuhan Utara, Pela-
buhan Klang mendapati aktiviti di
pelabuhan itu berjalan seperti bia-
sa walaupun air laut melimpah se-
hingga ke jalan raya berdekatan.
Jurucakap terminal penum-

pang berkata, jadual perjalanan
perkhidmatan feri tidak terjejas
walaupun berlaku sedikit limpa-
han air laut di kawasan terbabit.
“Limpahan hanya berlaku di

luar perkarangan terminal, bu-
kan dalam terminal. Ia cuma se-
dikit dan cepat surut.
“Bagi masyarakat di Pelabuhan

Klang, ia fenomena biasa yang
berlaku hampir setiap tahun,” ka-
tanya.
Sementara itu, jurucakap Unit

Pengurusan Bencana Negeri Se-
langor berkata, fenomena air laut
pasang besar mencecah ketinggi-
an 5.5 meter di Pelabuhan Klang,
pada jam 8.02 pagi ini.
“Tiada limpahan air dikesan

manakala keadaan ban ataupun
benteng di kawasan pesisir pantai
juga kukuh dan berkeadaan baik.
“Suasana selamat dan terkawal

manakala cuaca baik dan cerah,”
katanya semalam.

Fenomena air pasang

Penduduk
anggap perkara
biasa berlaku
setiap tahun

Kawasan sekitar Jeti Terminal Penumpang South Port, Pelabuhan Klang
dinaiki air ketika kemuncak air pasang besar yang mencecah 5.5 meter pada
jam 8.02 minit pagi semalam. (Foto Faiz Anuar/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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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日讯）房屋及地 
方政府部长袓莱达促请雪州大 
臣阿米鲁丁及雪州政府加速淡 
江高峰塔公寓的徵用土地程 
序，让该公寓区的拆除及重新 
发展工程能尽速进行。

袓莱达说，有关公寓区的事 
宜之前原定于T月完成，即使 
是目前大部分屋主已同意，但 
因还有部分屋主还没有协调， 
以致拆除工程也无法进行。

她说，目前已有14位屋主已 
同意，还有15位由一位律师代

祖萊達促請雪州政府

臓淡江高峰塔公寓徵地
表的屋主迄今还没有见面，之 
前是声称屋主在国外等。

她指出，该部已向该津师提 
出会见15位屋主的要求，但该 

律师迄今也没有予任何的回 
应。

她说，有关通过雪州政府进

行的徵用土地程序已于近月内 
进行，预计是可在两三个月内 
完成，即是在9月，但她是希 

望徵用土地程序至少可在年尾 
完成。

“雪州政府和安邦再也议会 
将使用徵用土地法令，一切都

将会按照程序进行，我们不希 
望有任何人被遗漏。”

袓莱达是于今日下午出席在 
沙叻秀新村的民众会堂举行的 

“雷打岭下的乡城”沙叻秀新 
村国际社区设计工作坊开幕及 
展示活动后，在接受媒体询问 
时发表上述的谈话。

其他出席者计有诗特雅大学 
校长拿督卡立尤索夫、沙叻秀 
新村村管委员会主席曾长兴、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袓达特别 
事务官蔡依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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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毛月2曰讯）

士毛月关爱社区协 
会于9月I5日（星期 
曰）下午T时至凌晨 
12时30分，在士毛 
月大草场举办“中 

秋园游会暨欢庆马 
来西亚日”，欢迎 
公众踊跃参与。

该活动是KELAB 

AKTIF PRIHATIN 

SELANGOR、士毛月 

乡村社区管理事会 
和武来岸新村联 

办，并获得加影市 
议会协办，筹委会

席拿督傅俊麒更 
邀请加影市议员哈 
纳菲莅临参与其 
盛。

该活动也获得新 
纪元大学学院文化 
推广中心主任杨靖耀老师 
担任节目组主任，也得到 
士毛月新民华小王天文校 
长、士毛月新村华小姜丽 
娟校长及加影育华华小 
黄西利校长全力支持与配
合c

小学组、中学组及 
公开组，每组设有 
冠亚季军及1 0份优 

奖

举°办环保灯笼制 
作比赛，是为了提 
升士毛月居民的环 
保意识，应用回收 
资源并亲手与孩子 
一同制作灯笼来欢 
庆这中秋佳节，既 
温馨又深具意义。 
而在制作过程中也 
可以増进亲子关 
系，更能发挥出无 
限创意。

比赛作品只要有 
用到环保素材如废 
弃物即可。谢绝_ 
伪、抄袭，否则一 
律取消资格。评分 
标准为：创意30°。， 

环保材料使用20°。，原创性 
20。。，整体美观30%。

有意参加者请在当天下 
午4时将制作好的灯笼交到 
大会现场。

详情可联系03-8T233562 
、MandyO10-2322882。

环保灯笼制作比赛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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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苑1/2路不能再转人布雅

将获得现金奖，分别是 
800令吉、500令吉及300 
令吉，安慰奖则是50令
士 ”

3°她说，当天，原产业部 
部长郭素沁是开幕嘉宾， 
也是烹饪比赛的评审。

“有意参赛者请到莲花 
苑区州议员服务中心领 
取表格，联络号码为03- 
42976088。 ”

陈瑞雯说，大马棕油理 
事会还会赞助礼袋予首 
300名出席者，安邦再也市 
议会和非政府组织也有展 
览，欢迎民众踊跃出席。

太子園布雅瑪華4路改單向道

8曰踺您来
(安邦2日讯）安邦再也市 

议会建议把太子园布雅玛华 

4路改成单向道，疏解巴刹 

邻近一带的交通阻塞问题， 

邀请居民、商家、社团组织

出席于本月8日下午2时， 

在丽华镇礼堂举办的地方 

政府谱询会议（Town Hall 

Meeting)，提供意见。

雪州莲花苑区州议员黎潍福指 
出，改成单向道的建议，是不能再

从莲花苑1/2路转入布雅玛华4路， 
只能从布雅玛华路转入布雅玛华4 
路，有关路段约500公尺长。

“希望籍此能改善通往巴刹方向 
的塞车情况，尤其是周末或繁忙时 
间，苦扰居民许久的塞车问题。”

改善塞車情況

他今日在其服务中心，作出改道 
宣布时，这么指出。出席者包括市 
议员丁杰隆、蔡耀宗、郭纬界、陈 

瑞雯等人。

黎潍福说，虽然他与市议会已在 
8月22日，与该区的社团，包括居 

民协会、睦邻计划、巴刹公会、商 
家等已率先开会商讨市议会的建 
议，但为了收集更多居民的意见，
会在本月8日，下午2时，在丽华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礼堂举办的地方政府i咨询会议。

“我们希望居民踊跃出席，提供
； f ^ " ^意见，之后会再s紐区领袖出席

会议商讨，之后交到市议会基本设 
施小组会议里寻求通过。”

長屬. ....:::货_他说，一旦通过，单向道计划将
^ ^ , /'J L：v"'"J :> ■ .-!V^ 1 1 月^p3 个月式足包，——'设1 川页利J

■黎潍福（前排左5)呼吁民众踊跃出席9月7日举办的中秋晚会。前排左起为甘秀英、李的话，明年农历新年期k，就不会 
振美、蔡耀宗、丁杰隆、郭纬界、陈瑞雯、罗加及梁顺鑫。 再看到塞车的情况。

蓮花苑州選區週六中秋晚會liglgigg
奏等。

晚会最后将会在黎潍福带领下进行提灯 
笼游街，当天估计将有500至800村民出 

席，因场地限制和桌位有限，有意参与晚 
会的打昔居民，为了方便安排桌位，欢迎 
预先拨打010-262〇365 (张助理）以告知 
出姿文

若有热的居民和商家欲参与或报效食 
物饮料，也欢迎随时联系筹委会负责人丁 
杰隆 011-51138503。

|花苑区州议员黎潍福办公室联合安邦 
再也市议会第19区，将于本月T曰， 

下午5时30分至晚上9时，在安邦打昔村第 
21路举行一年一度的莲花苑州选区中秋共 

餐晚会，欢迎村民罗跃参与，同欢共庆。
负责这次中秋晚会的安邦再也市议员丁 

杰隆指出，今年的中秋系列活动将强调 
“共享”、“共煮”和“共餐”，活动以 

社区为主，鼓励社区里的居民参与，以加 
强人民代议和打昔居民之间的联系。

他说，晚会将移到打昔村内的街头，舞 
台和桌椅都会露天摆满在第21路，当天的 
月饼和主食也会由第19区居民委员会妇女 

组和志工村民一起准备，并以“团圆饭” 
伴桌的形式进行，人民代议士和居民一起 
开餐拿用。”

“第19°区居民委员会妇女组主席甘秀英 
会先在6日，下午1时在打昔居民协会礼堂 

举办制造月饼活动，以在晚会当晚与大家 
享用。”

■安邦再也市议会建议把布雅玛华4路改成单向道， 

玛华4路，只有布雅玛华路可转人布雅玛华4路。
即:

愛我棕油運動烹飪賽

歡迎高手一展廚藝
$州莲花苑区州议员黎 
_潍福服务中心联合原 

产业部于本月8日早上11时 

至下午1时，在茉莉花1路
(Jalan Bunga Melur 1)

举办“爱我棕油运动”， 
其中烹饪比赛冠军将可赢 
走800令吉现金奖，欢迎厨 

艺高手来一较高低！
负责活动的安邦再也市

议员陈瑞雯指出，“爱我 
棕油运动”将有两大活 
动，即烹饪比赛和儿童战 
斗陀螺比赛。

她说，烹饪比赛仅共开 
给20组人参与，一组两 

人，男女不拘，且报名免 
费，陀螺比赛则可现场报 
名。

烹饪比赛的冠亚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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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口免費巴士開跑
來回各4趟試行3個月

(马口 2日讯）马口免费巴士川行服务正式开跑!森州城

市和谐、房屋地方政府及新村行动理事会主席张聒翔今日 

主持开跑礼，这项服务明天正式启动，试 

跑期为3个月，每天来回各4个班次。m
张聒翔今早联同仁保市议会主席拉惹 

诺拉兹利、仁保县土地局局长玛斯米雅 

万及各政府部门代表，市议员、乡村社 
区管理委员会主席以及媒体，在马□公 

共巴士站登上巴士，来返峑都基基，并 

聆听承包这项免费巴士服务的巴士公司 

老板哥比汇报。

一行人也在峑都基基公共巴士站内分 
发传单，并向公众解释。

张聒翔过后在记者会说，这项马口区 

的免费巴士川行服务，是由他使用马口 

州选区拨款推动，希望能惠及马口及峑

都基基区居民，尤其是缺乏交通工具的 

长者，方便他们来往马□及峑都基基。

卫生中心设站点

“我特别要求必须在马口卫生中心大 

门前设下一个站点，以方便前往卫生中 

心看诊领药的老人家，不会面对没有交 

通工具的窘境，而且巴士每到一个站点 

都会■下。”

张聒翔说，提供免费巴士服务是森州 

希盟在大选时的竞选诺言，而芙蓉区的 

免费巴士已在数个月前开跑，而市民

森東停運巴士有望恢復

E 士业者哥比在汇报时说，经过业 

者向交长陆兆福反映后，自去年 

大选后不久就停驶的森州东部一些公共 

巴士服务，或许有望重新恢复川行。

此外，针对马口邮政公司分局已搬到 

马DTESCO霸市里，导致一些缺乏交 

通工具的马□市民面对不便，张聒翔相 
信，马□邮政公司分局搬迁，是该公司 

基于商业考量做出的决定。

不过他承诺，的确有收到一些市民的 

投诉，他也在收集市民意见，过后再反 

映给邮政公司。

对于他个人的看法，邮政公司的确应 

该开始更有策略性的地点，而目前马口 

区，很多银行都有代为缴付水电费，而 

且在嘉乐商业区有间TM POINT也可以 

代为缴付水电费，因此公众仍可以有很 

多选择。

的反应相当不错，因此森州政府正在观 

察，不排除未来日子里，将会把免费巴 

士服务扩大至芙蓉市郊，尤其是安邦岸 
UTC—带。

至于马□区的免费巴士服务，张聒翔 

说，这项计划是动用其马口州议员拨款 
而进行，由9月开始至12月将会是试跑 
期，一旦马□市民的反应良好，使用率 

高，政府不排除将会扩大免费巴士的服 

务，包括来往马口及斯里仁保新市镇 

(斯汀）。

此外，张聒翔表示，森州务大臣阿敏 

努丁多次到访森州东部，亲眼目睹东部 

的发展步伐，_直比西部落后，由于为 

了全州达到平衡发展，过去一年来，森 

州政府不断加强东部各县的基本设备， 

仁及马口是其中一个受惠的地区。

他举例，最近刚到森彭边界的双溪镭 

新村，当地村民告诉他，过去在该新村 

里鲜少能够看到路灯，但是最近一年以 

来，政府已陆续在新里安装不少路灯， 
使夜里大放光明。（BPK)

曰期：每逢周一至周五（工作天）

从马□出发：早上8时、10时30 

分、下午1时30分、4时30分 

从#都基基出发：早上9时、11时 

30分、下午2时30分、5时30分

親善花園雙層商店單位 
租金將由仁保市會收取

个由马口来往都基 

基的免费巴士川行 

服务正式启动，张 

聒翔（左五）联同 

仁保市议会等单 

位官员，主持启动 

礼。

♦仁保市议会主席 

拉惹诺拉兹利（左 

二）正式接收由私 

人企业耗资200万 

令吉兴建，位于马 

口亲善花园路口附 

近的一排6间双层 

商店单位。

站点：马口、万乐镇、益美花园、 

苏南花园、马□卫生中心、潘吉花_ 

园、甘榜武吉拉卡、甘榜武吉可鲁 

鲁、甘榜斯汀依力尔、甘榜罗捏、 

甘榜卡加玛迪、查巴故居、新邦葫 

芦顶及咨都基基路□、軎都基基巴 

士站

4 一保市议会今日正式接收由一家私 

I——人企业耗资200万令吉兴建，位于 

马□亲善花园路□附近的一排6间双层 
商店单位。

仁保市议会主席拉惹诺拉兹利指出， 
这排商店是由私人界由2018年1月开始 

兴建，有关地段是属于政府，今后有关 

商店的租金将会由市议会收取。

“市议会目前正致力增添税收，因此 

随著这排商店建竣启用，将会给市议会 
带来更多租收。”

另一方面，仁保市议会也响应2019 

年世界城市策划日，今早在现场象征式 

种植了数十棵树苗，为绿化环境尽一份 

心意0

013-3971719 環％
\ AUah Sefanw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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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今年的莲花苑 

中秋晚会主打社 
区参与，强调 

共享、共煮与共 
餐，届时黎潍福 

(前排左五）将 

带领出席者提灯 

览游街。前排左 

起是甘秀英、李 

振美、蔡耀宗和 

丁杰隆。右四起 

是梁顺鑫、罗 
加、陈瑞突和郭 

纬界。

週曰展示改道路線圖
歡迎居民提意見

(安邦2曰讯）行动党莲花苑州议员黎潍福披露，为有 

效纾解安邦太子园巴刹一带的交通阻塞问题，安邦再也 

市议会已拟出了一份改道计划书，并会在本月8日（星期 

.日）下午2时许，于丽华镇（Taman Putra )民众礼堂展 

开市民会议（townhall meeting )与展示计划改道的路线 

图，欢迎居民踊跃出席提供反馈与建议。

他今早召开记者会提到，在收集了 

民众的意见后，有关计划书将于10月 

提呈至市议会基本设施的会议上寻求 

通过，预计从今年11月至明年1月展 
开为期3个月的试用期，而期间也会依

据情况改善。

他说，据初步改道计划，拥有两条 
车道、长约500公尺的美华4路（Jalan 
Bunga Mawar 4 )，将从双向道改为 

单向道，车辆须往德拉戴1/2路（Jalan

Teratai 1/2 )方向行驶。

他表示，他早在8月杪便召集商家、 

居民讲解改道的概念，让他们与各自 

的社区进行讨论，希望大家在来临的 

市民会议上提出意见。

盼新春摆脱塞车苦

"我希望居民在明年的华人农历新 

年时，便不会再面对塞车的困扰。”

黎潍褐说，他在509大选后，便与 

市议会积极讨论有关交通问题与寻求 

解决方案，而市议会较后便拟出有关 

的计划书。

出席记者会的尚包括莲花苑州议员 

办公室社会发展与福利事务官梁顺 

鑫、安邦再也市议员蔡耀宗、郭纬 
界、陈瑞雯的助理罗加和第22区居民 

委员会委员李振美。（TKM)

週六圍憾慶中秋 

配
合中秋月圆人团圆，黎潍福办公 

室与安邦再也市议会第19区将于

■黎潍福（中）与市议员们吁请太子园一带的商家 

8日进行的市民会议，对改道计划提出意见。左起为丁杰隆和郭纬界 

起是陈瑞雯和蔡耀宗。

居民与民众出席9月 

右

週日烹飪賽派棕油
$推广马来西亚"爱我棕油”运 

动，莲花苑州议员黎潍福办公室 

与原产业部也订在9月8日（星期日） 

早上9时至下午1时，于安邦太子园茉 

莉花1路（BHP油站对面）举办烹饪比 

赛与儿童战斗陀螺比赛，现场出席者 

皆有机会获派发棕油，采先到先得。

安邦再也市议员陈瑞雯说，上述活 

动欢迎一家大小参与，比赛限制为20 
组，每组2人，有兴趣者，勿错失报名 

机会。她提到，原产业部长郭素沁当

天也将亲临主持开幕仪式，及担任烹 

饪比赛的评审。原产业部也会赞助红 

棕油让参赛者烹饪。

烹饪比赛的冠军得主可获奖金800 

令吉、亚军获500令吉及季军可获300 

令吉，其他参赛组别各可获50令吉。

大马棕油理事会将在现场送出奖 

品，并赞助300份棕油礼品。

另外，安邦再也市议会与非政府组 
织也会在现场设摊举办展览。

有意报名者，可拨电莲花苑州议员 

办公室（03-4297 6688 )，或亲临该 

办公室报名。（TKM )

9月7日；（星期六）傍晚5时30分至晚 

上9时30分，于安邦打昔村柏迈21路 

举办年度莲花苑选区中秋共餐晚会， 

欢迎民众出席共襄盛举。

安邦再也市议员兼中秋晚会筹委会 

负责人丁杰隆披露，此活动是要强调 

社区的共享、共煮与共餐，从而鼓励 

社区居民参与，增进人民代议士与居 

民之间的联系。

他说，晚会将以露天围炉方式进 

行，较后由黎潍褐的带领下进行提灯 

笼游街。当晚的节目还包括由安邦二 
小学生呈献的廿四节令鼓、舞蹈表 

演、乐团演出、魔术表演等。
“晚会的前一天，即9月6日（星期 

五）中午，第19区居民委员会妇女组 

主席甘秀英将带领社区大众一同制作 

月饼，翌日则从早开始共同准备晚会 

的主食。”
丁杰隆解释，过往的中秋节晚会均 

以流水席形式，因此希望今年能加强 

居民参与的机会，感受不_样的筹备 

过程。倘若商家或居民有意报效饮 

食，该会也无任欢迎。

欲了解详情，可致电张助理（010- 
262 0365 )或丁杰隆（01 1-5113 

8503 )。（ TK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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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吉祥：遏止仇恨言論

在野黨應聽統治者勸諭
(新山2日讯）行动党依斯干达公主 

城国会议员林吉祥劝告在野党领袖， 

尤其是过去曾是政府领袖者，听取各 

个统治者的劝谕，在遏止占据社交媒 

体的假新闻和仇恨言论上扮演好他们 

的角色。

他今日发文告表示，他对于一些曾 

是政府领袖的在野党领袖，违逆苏丹 

有关假新闻和仇恨言论的劝谕，破坏 
马来西亚的国民团结，感到震惊。

他举例，霹雳苏丹纳兹林沙殿下日 
前表示，在国家独立62年后，族群和 
宗教间灌输仇恨情绪的举动却愈发增

多。

“殿下提到，国内出现多次本质是 

极端的挑衅举动，包括透过社交媒体 

散播诋毁言论、侮辱伊斯兰和其他宗 

教，而这些行为犹如投下计时炸弹， 

并正等适当的时机引爆。

勿危害国家和平

‘‘殿下表示，这样炽热的政治气候 

必须即时缓和下来，而灌输宗教情绪 

和散布宗教间的敌对情绪的行为必须 

马上被制止。”

林吉祥在文告中表示，雪兰莪苏丹

沙拉弗丁殿下也提醒大马人民，不要 

轻易相信社交媒体上的虚假和诋毁性 

的新闻，它们都可以危害国家和平。
沙拉弗丁殿下在国庆62周年纪念时 

劝谕大马人民，奉行包容并努力理解 

彼此。

林吉祥询问在野党领袖，是否会抱 

持著爱国精神，回应苏丹的呼吁，并 

支持针对社交媒体上的假新闻和仇恨 

言论的严厉行动。

他也透露，他昨日在梳邦机场等候 

班机时，遇见_名前朝政府的重要人 

物，对方也同意他的观点。

他质疑，一些在野党领袖是否能正 
面回应苏丹的劝谕，即使这意味著他 

们要和以前利用假新闻和仇恨言论来 

挑起族群和种族间纷争的政府领袖划 
清界线？（B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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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英国鉴定专家报告

洛曼今受召录供
(吉隆坡2日讯）巫统最高理事 

拿督洛曼将于本周二，针对“男男 

性爱短片”所提供的英国鉴定专家 

报告，受召到全国警察总部录口 

供，协助调查。

全国刑事调查局总监拿督胡兹 

尔总监周一发文告证实，警方接获洛 

曼所提供的英国鉴定专家对有关视 

频的报告，并交予马来西亚网络安全 
机构（CYBERSECURITY MALAYSI- 

A)鉴定。

他指出，“男男性爱短片”是 

在刑事法典第377条文下及1998年 

通讯与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调 

查，有关调查报告如今已呈交总检 

察署，并且已接获数项指示。

“因此，警方传召拿督洛曼于本 

月3曰（周二）到全国警察总部录 

口供，协助警方的调查工作。”
洛曼于上个月16曰，1◦时许

拿督洛曼指阿兹敏阿里的发际线、鬓角、眉毛及下巴，也都与短片中人 

吻合。

在脸书上载一则29分钟41秒的视 

频，并公布厚达55页的“男男性爱 

短片”分析报告，指所提交的4支 

短片，都是没有经过剪辑的短片。

此外，洛曼也强调短片中的另 
一男主角的4大特征-前额发际 

线、右边发际线的鬓角、左边眉毛 

及下巴，都跟阿兹敏阿里面部特征 

高度吻合。

“根据我们从网上获取阿兹敏阿

里在出席活动时的照片对比，阿兹 

敏阿里的发际线、鬓角、眉毛及下 

巴，也都与短片中人吻合。”

洛曼说，这名专家（詹姆斯） 

只用4天的时间（8月12-15 

曰），便完成有关短片的分析，并 

且在报告中署名及签名；此外，詹 

姆斯也愿意前来马来西亚，就这份 

报告出庭作证。

此外，胡兹尔也针对上个月，

在隆芙大道车祸纠纷致命案事件指 

出，警方已传召发表争议性言论的 

亲巫统部落客Papagomo录供。

“警方也扣押Papagomo几个相 

信涉案的物件，并将在分析报告出 

炉后，再提呈调查报告予副检察 
司〇，，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505 (C) 

条文及1998年通讯与多媒体法令第 

233条文调查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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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林：化解宗教种族矛盾

政府应尊重多元文化
(莎阿南2日讯）雪州议长黄

瑞林认为，政府应尊重不同族 

群文化，淡化宗教与种族矛 

盾，携手人民跨族群立场，才 

能建立全新的马来两亚！

他说，我国以多元种族为 

立国之木，惟近年各族间有明 

显隔阂，同一课题却能引发截 

然不同舆论。

“我国自诩是多元种族社 

会，但这些年以种族或宗教为 

根基的政党，长期站在特定族 

群立场，加剧社会各族间分 

化；在相同的课题或言论，人 

民皆习惯以族群身分寻求认 

同，在不同族群引发完全相反 

的舆论，值得政府和各政党深 

思°，’

也是适耕庄州议员的黄瑞 

林指出，如今许多人对国家体

制失去信心，觉得底线一冉被 

挑战是几乎各族皆出现的不安 

全感。

“负责任的政治人物应以 

国家整体利益出发，不再刺激 

各族矛盾，只有尊重和深人了 

解各族文化和想法，才能建立 

真正多元，而不只是纸面上好 

看和谐的马来西亚<3

“实现首次中央政权轮替 

后，新马来两亚的核心精神到 

底是什么，至今没人说得准。 

对我而言，当我们真心为国家 

多元文化自豪而不局限于单一 

族群的表现，我们或许就能成 

功找到国家核心精神。

“扪心自问，若不计人工 

作伙伴，我们有多少个友族朋 

友？这么多年我国各族一起生 

活，但如今仿佛有个透明的隔

阂，我们几乎不了解友族如今 

最热门的话题是什么，以致缺 

乏基本的交流，更别说是讨论 

争议课题。”

他日前出席雪州政府2019 

年国庆R倒数庆典后，发文告 

如是指出。

应踏出舒适圈交流

黄瑞林不讳言，活在自己 

的舒适圈是生存木能，捍卫自 

身族群的利益也无可厚非，但 

希望各族都能鼓起勇气，踏出 

自身的生活圈子，以全民思维 

角度更频密交流，增添彼此信 

心，打造全新且全民的马来西 

亚。

“希盟10年前刚拿下雪州 

政权时，同样面对诸多挑战， 

但始终抱持开明的政策精神与 

包容态度。雪州与我国的人口 

结构相当接近，希望中央政府 

也能参考雪州的成功模式，以 

多元族群的独特国情，重建人 

民对政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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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商业区实施泊车收费 

制，以免加重人民的经济负 

担。

商民今R受访时向《南洋 

商报》记者表示，111前获知3 

个地区将于8月1日实施泊车 

收费制，所以大部分商民已赶 

在7月杪购买泊车月票，店寓 

居民甚至可获得半价优惠，即 

31令吉40仙。

没想到后来计划暂缓，结

果只好白白浪费了 8月份的月 

票，而且为免再浪费，这个月 

也暂时不会购买月票。

市会未发函通知

商民也说，他们都是通过 

报章新闻，获悉市议员声称上 

述3个地区已暂缓泊车收费 

制，但市议会却未发函通知， 

让情况混乱。

他们说，过去一个月来，

抄写人员只在首2天到场视察 

商民泊车是否有买固木，没执 

法也没开罚单。

不过，2日前，已看到工 

作人员把泊车收费的告示牌竖 

立在商业区，相信泊车收费已 

是势在必行。

针对商民的疑惑，木报i己 

者也尝试联络市议员依凡查 

询，惟至截稿为止仍联络不 

果。

(加影2日讯）蕉赖胡姬 

花园、黄金花园和爱兰 

镇商业区原订于8月1 

曰开始落实泊车收费 
制，惟早前市议员声称 

计划已暂缓，但当地商 

家和居民却不清楚有关 

计划是暂缓到何时，感 

到一头雾水。

据了解，加影市议 

会原把上述商业区，和 

另外逾10个商业区，列 

入第3期泊车收费计 

划，并于8月1日起实 

施泊车收费制。

在胡姬花园，受影响 
rff■者以店寓居民为主， 

于是，商民集体向市议会提出 

抗议，过后，市议员依凡声 

称，胡姬花园、黄金花园和爱 

兰镇商业区的泊车收费制已暂 

缓。

误以为取消收费

不过，一些商民却误以为 

这项计划已告取消，而且迄今 

加影市议会也并未发出通告， 

说明上述3个地区的泊车收费 

暂缓到何时，所以商民感到混 

淆。

无论如何，商民都不支持

黄金花园商业区咖啡店业者•苏再顺

收费忧食客却步
这3个商业区并非旺区，没有银行、

巴刹和捷运站，与毗邻的山力花园商业区 

不一样，所以商民反对实施泊车收费制。

光顾咖啡店的以本地居民为主，外客 

少，尤其是乐龄居民，每天都光顾咖啡 

店，他们到咖啡店喝茶、聊天和阅报至少 

3、4个小时。若以4小时计算，每天就得付2令吉泊车费，K 

期来说是一笔数额，食客肯定却步。

此外，居民出来打包食物，一泊车就得付费，淮还敢再光顾 

这里的食店？预算收费后，生意额将下滑30至35%。

一旦实施泊车收费制，在胡姬花园胡乱泊车的民众将接罚单。

胡姬花园迷你市场业者•郑兴煌

对居民欠公平

胡姬花园以店寓为主，店寓居民以中 

下收人者为多，居民向来把轿车泊在店 

前，没有固定的泊车位，实施泊车收费对 

居民欠公平，也加重经济负担。

这地区的泊车位也不够，常出现霸位 

问题，付费后找不到泊车位，居民会不 

满，而且实施泊车收费后，若胡乱泊车，相信也会收到罚单。

8月虽有抄写人员到来，但没执法，因为市议会没通知，所 

以也不清楚这项收费计划是暂缓何时，但人民普遍希望可以停止 

在这地区收费。

蕉赖黄金花园（图左）和胡姬花园（图右）的泊车收费制暂缓 

到何时，令人关注。

蕉赖3花园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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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者包拈安邦再也市议 

员丁杰隆、蔡耀宗、郭纬界、 

陈瑞雯、安邦再也市议会第19 

区居民委员会妇女组主席甘秀 

英、第22区居民委员会委员 

李振美、莲花苑福利部官员梁 

顺鑫等|

改单

袖没有反对意见，就会在10 

月的会议寻求通过改道计划， 

并预测于11月进行3个月的 

改道试跑计划。

“试跑期内也会不断修改 

计划，希望明年农历新年时 

不再出现交通阻塞情况。”

意见，当天我们也会向居民展 

现图册。之后，我们预计将再 

次召集社区领袖开会，修改集 

合的建议。”

他说，这整个计划涉及公 

共工程局（JKR)、服务中 

心、市议会及居民。若各区领

(安邦2日讯）太子园 

布雅玛华4路（Jalan 
Bunga Mawar 4)现 

有双向车道将改为单 

向车道，居民受邀发 

表意见。

4花苑州议员黎潍福披 

露，约500米长的布 

雅玛华4路预计将于11月改 

为单向道路，以改善及解决太 

子园巴刹高峰期严重的交通阻 

塞问题。

他说，基于“一个城市 

的发展需要有社区参与”的 

理念，将于9月8日下午2 

时，在刚华镇 （Taman 

Puto)社区礼堂与居民进行 

会议，丨丨：附近居民提供意见 

以进行更好及更全面的改道 

计划。

周日聆听居民意见

他今日在记者会透露， 

安邦再也市议会已拟出解决 

交通阻塞问题的计划书，并 

于8月22 R召集邻近一带 

的社1才丨到市议会了解改道概 

念。

“我们提供资料丨丨:他们回 

到社区讨论，希望9月8闩获 

得更多太子园与莲花苑居民的

7曰办安邦打昔中秋共餐晚会
莲花苑州选区年度中秋共 

餐晚会将于9月7日（星期六） 

下午5时30分至晚上9时，在 

安邦打昔村第21路举行。

“安邦打昔中秋共餐晚会” 

由莲花苑州议员黎潍褐办公室 

与安邦再也市议会第19区联 

办，欢迎村民踊跃参与，同欢 

共丨火。

安邦再也市议员兼中秋共 

餐晚会负责人r杰隆表示，有

别于以往以流水席或自助餐形 

式进行的中秋晚会，这次在新 

村举办的中秋共餐晚会强调 

“共享”、“共煮”与“共餐” 

及社区参与，让居民有机会筹 

备活动。

他说，在打昔村21路街 

头露天公开摆桌的中秋共餐晚 

会主要以盆菜方式进行，在莲 

花苑州议员黎潍福带领下以团 

圆饭或围炉方式开始用餐。

“爱我棕油运动”

8日太子园巴刹对面举行
原产业部与莲花苑服务中 

心联办的“爱我棕油运动”将 

于9月8 FI (星期日）上午9 

时至下午1时在太子园巴刹对 

面进行。

安邦再也市议员陈瑞雯表 

示，“爱我棕油运动”以烹饪 

比赛为主，也设有儿童战斗陀 

螺比赛，丨丨:一家人可携带小孩 

共襄盛举。

她说，原产业部长郭素沁 

将为活动主持开幕，并担任烹 

饪比赛评审。

“原产业部会赞助烹饪比

赛红棕油，推广红棕油的用途 

与好处。大马棕油理事会也赞 

助300分普通煮食棕油作为伴 

手礼，先到先得。

“安邦再也市议会与非政 

府组织将举办相关展览，活动 

现场设有大马棕油理事会赞助 

的附奖游戏环节，也有午餐供 

应，希望居民踊跃出席。”

她透露，目前正接受报名 

的烹饪比赛免费公开让民众参 

与，参赛队伍由两人组成，但 

限制20组参赛队伍。参赛者 

须自行准备材料，冠军将获

“晚会当天上午，第19区 

居民委员会与妇女组及居民， 

将一起准备晚会食材。晚会前 

天（9月6日，星期五）上

午11时，第19区居民委员会 

妇女组也会带领居民在打昔居 

民协会礼堂，一起制作600个 

月饼，供晚宴享用。”

他指出，由妇女组及居民 

协会提出如大家一'起煮盆采的 

建议，可增进居民与社区领袖 

的关系，也呈现更温馨的筹备 

活动方式。

“安邦二校学生也会参与 

晚会于兴节目表演，包括二十 

四节令鼓、舞蹈与独唱，居民 

也会进行魔术表演，同时有乐 

N1演奏。

“安邦打昔中秋共餐晚会” 

预计有500至800村民出席， 

由于场地与桌位限制，有意参 

与者可先联系张助理010-262 

0365告知出席人数以方便安排 

桌位：欲报效食物与饮料者则 

欢迎联系丁杰隆011 -5113 

8503。

“爱我棕油运动”将于9月8日在太子园巴刹对面地段进行。前 

排左起李振美、甘秀英、丁杰隆、蔡耀宗、黎潍福、陈瑞雯 

郭结界与梁顺鑫。

800令吉现金、亚军500令吉 

与季军300令吉，其余队伍则 

会获得50令吉安慰奖。

有意参与烹饪比赛的民众 

须在这周内到莲花苑服务中心

办公室索取报名表格，儿童战 

斗陀螺比赛则可当场报名。办 

公室电话：03-4297 6688，地 

址：No. 27 Jalan Bunga Tanjung 

18，Taman Seraya ◦

安邦太子园布雅玛华4路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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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市会龍力木推广低碳
(加影2日讯）朝低碳城

市目标迈进，加影市议会 

将在5个地区栽种580棵 

铁力木，吸纳碳排放量。

5个地区包拈被列为 

低碳城市计划的万宜新镇 

第9区，加影市议会从 

2017年开始，把万宜新镇 

第9区列为低碳城市研究 

区，以在2035年达到低 

碳城市目标。

选择5地区种植

另外，会栽种铁力木 

的地区是蕉赖双溪龙、皇 

冠城、美嘉花园和首都

镇。

加影市议员刘佳达受 

询时说，在双溪龙会栽种 

100棵铁力木，即高尔夫 

球场、第7区和第8区前 

面。

他说，旱前，栽种在 

上述地区，但具破坏性的 

树木已被砍掉，树木被砍 

后，须栽种新的树木。

“根据园艺组的报 

告，铁力木的树木美观， 

最多10公尺高，但生tc： 

期慢，需要30年才长到 

10公尺。”

他说，铁力木的维修

费低，树干不会过度伸 

长，避免狂风暴雨袭击 

时，树干被吹倒，得出动 

砍树队伍到场清理。

他指出，园艺组只有 

4队砍树队伍，每队有14 

人，但丁作涵盖整个市议 

会辖区，范围大。

他说，树木的另一功 

能是吸纳碳的排放量，避 

免发生树倒压及无辜的事 

件。

他说，市议会希望在 

2035年达到低碳城市目 

标，因此在有需要的地区 

栽种大量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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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先报警我投谁
道听途说一
罗汉洲■时事评论员

教育部匕马智礼博士说，他会探讨土 

I才丨党最高理事达哈依斯迈所提落实单一 

源流学校的建议。

今年6月初，马智礼说单^源流学校 

是最理想情况，改变多源流也不是不可 

能，但需要一点时间…

原来实施单源流学校是马智礼的夙 

愿，达哈依斯迈所言正中马部K：下怀， 

所以他没有立刻回拒这个已违宪乂触犯 

煽动法令的建议。

希盟的一'些领袖专爱向国家法律挑 

战。比如最高法院已裁定18岁以下孩子 

改教，必须获得父母双方同意，但公正 

党的雪兰莪州务大臣阿米鲁丁偏要修改 

州法律，允许父或母单方面为孩子改 

教°

土I才丨党则索性挑战国家宪法，打算消 

灭华文与淡米尔文小学，希盟政府日思 

夜想的就是这些事，这是一个什么政 

府？

华巫印三族领袖和社团代表在筹划向 

英国争取独立之前，先后在1947、1953 

举行圆桌会议，以及无数次私下折冲樽 

俎，终于取得一些共识，也就是社会契 

约，包括马来语为唯一国语，但华印人 

继续拥有母语教育权利（这是交换条件，

也是华印两族在国语课题上的让步）、 

马来人在独立后15年内享有特权（后来修 

宪删除了期限）、各州统治者继续拥特 

殊地位，因为有这样的契约，英殖民地 

政府认为马来半岛独立后可避免种族冲 

突，马共无机可趁，于是允许马来半岛 

独立，这种无需流血战斗就取得独立， 

在当时是罕见的例子，国人要珍惜|

不可忘恩负义

以上这些资料很容易在40、50年代 

旧报纸找到，当今的政客、“学者”、 

宗教头头必须时常温习这些独立史，尤 

其华印人在争持不下的国语课题上大让 

步，终于让大马和平独立，这点更须鼓 

吹单元学校者牢记，不可忘恩负义。

多源流学校既属三族先贤的契约，又 

是和平独立的必要条件，如果现在要检 

讨就必须全盘检讨，不能单挑其中一项 

来检讨。因此请问马智礼部氏和其他主 

张实施单一源流学校的人，有谁愿检讨 

马来文和巫裔特权呢？

如果没有，就别再提单一源流学校。 

如果种族不[才丨结或不够团结，那是60年 

的种族政治和种族政策造成，却一直赖 

在华淡文小学头上。

敦苏菲安以联邦法院院K:身分，针对 

宪法第152条在独大判决同说，没有人 

可以被禁止或阻止教授华文、没有人可 

被禁止或阻止学习华文、没有人可被禁 

止或阻止使用华文作非官方用途、1948 

年煽动法令规定人民不可质疑或挑战宪 

法第152条（语文），（11 -1 -87《通 

报》，陈松生律师），马智礼却以教育 

部长身分一再挑战宪法。

如此看来，马智礼和达哈依斯迈都已 

触犯了宪法和煽动法令，这是有例可援 

的事，那是1978年，沙巴亚庇区沙统国 

会议员麦可丁在国会建议修改宪法152 

条，以便关闭华淡小学，结果在煽动法 

令下被高庭判罪名成立，惟判罚过轻， 

总检察K提出上诉，后来总检察司阿布 

达立疑受巫统压力，撤回上诉。由于轻 

判起不了杀一儆百作用，以致常有人提 

议实施单源流学校，挑拨种族关系，然 

后乂赖华淡小破坏种族I才丨结。

为了杜绝挑战先贤契约与宪法事件一 

再发生，行动党或马华，乂或民政党请 

尽快向警方投报，请警方调查马部K：和 

达哈依斯迈涉嫌触犯煽动法令的行为， 

谁最先去报警，我在下届大选一定投它 

的候选人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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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假新闻治仇恨论

林吉祥：听统治着话
(振林山2日讯）民主行动党

依斯干达公主城国会议员林吉 

祥促曾是政府领袖的在野党领 

袖听取各统治者的劝偷’在遏 

止占据社交媒体的假新闻和仇 

恨言论上，扮演好他们的角 

色。

霹及雪苏丹分别劝谕

他发文告举例，霹雳苏丹 

纳兹灵莎就表示国家独立62 

年后，族群和宗教间灌输仇恨 

情绪的举动却愈发增多。殿下 

表达他对国家政治气候在第14

届大选后W政治领袖举动而变 

得炙热的关切。

“苏丹纳兹灵莎表示，这样 

炽热的政治气候需即时缓和下 

来，而灌输宗教情绪和散布宗 

教间敌对情绪的行为必须马上 

被制止。”

林吉祥指雪兰莪州苏丹沙 

拉夫丁殿下也提醒国人，別轻 

易相信社交媒体上的虚假和诋 

毁性的新闻，它们都可危害国 

家和平和治安。

“试问在野党领袖，尤其是 

先如还是政府领袖（者），是

林吉祥：散布宗教间敌对情 

绪的行为必须马上被制止。

否会抱持着爱国精神回应这些 

苏丹的呼吁，并支持针对社交 

媒体上的假新闻和仇恨言论的 

严厉行动？”

Page 1 of 2

03 Sep 2019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al • Audience : 27,667 • Page: A17
Printed Size: 257.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3,232.70 • Item ID: MY003713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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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钰支：盼宗东加入联宗会

巴生苏氏联宗会会K拿督 

苏钰支指出，宗亲会不仅注重 

凝聚宗亲之间的情谊，也积极 

与世界各地苏氏宗亲会组织联 

系，增进彼此间的交流，如今 

更与各地宗亲取得联系，建立 

密切的义系。

“今年4月初，木会将派 

代表到中国西安市，出席由苏 

氏世界总会所举办的苏氏祭祖 

大典，让宗亲有机会与各地宗 

亲共同緬怀祖宗的丰功伟

绩。”

他说，该会成立至今12 

年，旨在凝聚巴生苏氏宗亲， 

发挥团结的精神，与极力争取 

宗亲的福利，为此，希望未成 

为会员的宗亲，欢迎加人此大 

家庭。

“我们希望可培养更多年 

轻一辈的优秀人才为木会接班 

人，以延续本会的创会宗旨， 

避免日后陷人青黄不接不健康 

的局面。”

苏清棋：苏氏宗东人才辈出
第十届世界苏氏总会理事 

t(：兼马来西亚苏氏联总会会长 

拿督苏清棋表示，苏氏宗亲可 

谓人才辈出，如今在各个领域 

皆有所发展，其中该会会务顾 

问苏学民，不久前才获选为巴 

生福建会馆会氏，值得宗亲学

习效仿。

晚宴筵开69席，出席者 

者尚有巴生苏氏联宗会会务顾 

问兼巴生福建会馆会〖(：苏学 

民、署理会氏苏永秋、巴生乡 

I才丨联谊会会长兼巴生广东会馆 

会长拿督陈治年等。

陈如坚：跟上时代发展

华团应时刻有“危机感”
(巴生2日讯）巴生市议员陈

如坚呼叮华团，务必时刻拥有 

“危机感”与“创新感”意 

识，以便跟上瞬息万变的时代 

发展。

他说，近年巴生华I才1成长 

速度加快，也代表着华闭力量 

逐渐壮大，惟有关成K：仍需与 

时代接轨，才能获得认可。

他代表雪州行政议员拿督 

邓章钦出席雪兰莪巴生苏氏联

宗会成立12周年、青年团8 

周年暨妇女组6周年纪念联欢 

晚宴时指出，中国崛起发展， 

让中文在市场上占优势，而我 

国人民能掌握好二语，也让大 

家在与其他国家社团组织交 

流，占有更强优势。

“尽管巴生苏氏联宗会属 

于‘年轻’社团，惟在成立短短 

12年，就将会务整顿得井井有 

条，值得其他社团学习。”

麖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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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厂持续运作仁嘉隆人不排除提告

逾50名仁嘉隆村民，包括马来甘榜和仁嘉隆新村的居民，到电池厂前面拉布条和平请愿，要求 

雪州政府正视当地环境污染问题。

仁嘉隆2日讯|仁嘉隆电池

厂「铅」污染风波持续延烧， 

瓜拉冷岳环保协会发动最后一次 

拉布条和平请愿行动，呼吁州政 

府勿让危险工业在仁嘉隆继续运 

作，否则将采取法律行动！

瓜冷环保协会主席陈贞兴表 

示，「铅污染」威胁仁嘉隆村民 

健康的问题已延续多时，州政府 

和各部门共6个单位对当地村民 

健康和工业污染的化验报告一直 

未对外公布，让村民感到非常不 

安。

他认为，既然厂方已严重抵 

触重工业法令，就应该停止厂方 

-切活动，而不是又发出临时执 

照，让对方持续运作。

陈贞兴是于今早在电池工厂 

前拉布条和平请愿，呼吁州政府 

重视村民的心声后，向记者作出 

上述发言。他透露，村民目前质 

疑检测报告为何迟迟未公布，更 

担心州政府批准让电池厂过关。

他透露，雪州行政议员许来 

贤于4月带队到工厂视察后，已经

指示政府部门对工厂周遭的环境 

和村民进行抽样检测报告，以确 

认电池厂的「铅毒」是否真的外 

泄，对周遭环境造成污染。

他强调，虽然当地的土地规 

划属于中小企业（轻工业区）， 

唯，这家工厂耸立在马来甘榜和 

学校之间，甚至被怀疑作出违规 

的运作，所以，地方政府应该严 

厉执法。

威胁村民健康

针对瓜冷环保协会被指只是 

反对，从来不展开对话；陈贞兴 

解释，环保协会和村民希望双方 

会议进行时，能有人民代议士在 

旁见证。是故，第二次召开会议 

时，环保协会也有代表出席。

据观察，周日一早有逾50名 

村民到电池厂前，拉布条进行和 

平请愿，并呼吁雪州大臣阿米鲁 

丁和州政府正视仁嘉隆新村，尤 

其是马来甘榜的环境污染，村民 

健康受到威胁的课题。

昔江港州议员拿督尤努斯强 

调，作为地方人民代议士，州议 

员的立场是反对违规工业在甘榜 

区运作。「本身在上一季州议会 

质询过州政府，而州政府当时只 

是要求村民耐性地等待调查报告 

出炉。」

尤努斯透露，村民是直接面 

对污染的一群，甚至有村民发现 

该工厂在暗地里运作。州政府在

取缔行动后，已经查封了厂方的 

厂房，只发出临时执照允许厂方 

进行清理和文书作业。

他表示，既然厂方违背地 

方政府暗地里运作，政府就应该 

采取行动，不能允许厂方继续违 

规。如果有关课题一再拖延毫无 

进展，他将会被课题带上下一季 

的州议会，以向州政府反映村民 

的心声。

针对仁嘉隆电池厂风波问 

题，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受询时 

坦言，6个政府单位针对电池厂环 

境污染的检验报告已经出炉，电 

池厂的命运也会在下一个州行政 

议会议中作出决定。

对于瓜冷环保协会保留法律 

行动的言论，许来贤则表示不愿 

置评，他说，所有的争议有待州 

行政会议过后才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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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高峰塔危楼再展延拆除
吉隆坡2日讯|原定在今

年6月欲拆除并改建为休闲公园 

的淡江高峰塔危楼（Highland 

丁ower )，因政府依然无法和部分 

户主达成协议，被迫再次展延拆 

除！

房屋和地方政府部长祖莱达 

表示，已经接获来自各方单位的 

资料，其中最棘手是住户。

她说，原定于6月能开始的 

拆除工作，由于依然有15名户主 

避而不见，导致政府无法获得他 

们的协议。

「在29户要重新追讨赔偿的 

淡江高峰塔户主中，其中14位已 

经同意，而15名则是通过1个代 

表律师进行追讨。」

15业主无法会面

「我要求和这15名业主见 

面，可是他们部分因种种因素如 

身在国外等而无法会面，而代表 

律师方面目前也尚未得到回应， 

所以暂时无法进行拆除工程。」

不过她表示，将动用政府 

权力，援引《 1960年土地征用法 

令》来征收该地段’以让该地段 

的重新发展工程能尽早开始。

「这个（征收地段）程序将 

由雪州政府处理，我促请雪州大

臣（阿米鲁丁）可以尽快完成这 

个程序。」

她强调，政府在拆除工程进 

行前，确保得到每位业主同意。

祖莱达今日出席沙叻秀新村 

国际社区设计工作坊成果展后， 

接受媒体询问时，如是表示。

她指出，希望能在今年年尾 

完成淡江高峰塔的拆除工程。

拥有3栋公寓建筑的淡江高 

峰塔在1993年12月11日，因倾 

盆大雨导致高峰塔A栋公寓当场坍 

塌，致48人摧难。

事发后另外2栋公寓，也被 

判定为危楼，最终超过70户居民 

被迫无偿搬迁，荒废多年。祖莱 

达于去年月宣布，由于当地不再 

适合兴建房屋建筑，因此改建为 

休闲公园，预定同年12月动工。

在今天的活动上，沙叻新村 

管理委员会联同国内外4家大学举 

办社区设计工作坊。共有46名来 

自UCSI大学、台湾淡江大学、日 

本女子大学和日本佐贺大学的学 

生与老师于8月26日至9月2日，在 

沙叻秀新村进行探访、绘图及进 

行研究。通过这批学生的观点提 

出多项对沙叻秀新村在未来社区 

发展的各项建议，为沙叻秀新村 

发展部设计出一套改善现有不足 

到规划永续发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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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X党思秘爷璘2.&决裂

rR兹敏臟和解J

人民公正党总秘书赛夫丁纳苏申表 

明，公正党没必要另行召开和解会议，以 

解决两大巨头安华与阿茲敏之间的分歧。 

只要阿兹敏愿意出席公正党常月会议，一 

切问题皆可解决。但他认为，阿茲敏多次

缺席会议，显然无诚意和解。

同时，属于阿兹敏派系的副主席袓菜 

达表明，本身向安华发出的3 
封信函，应该由安华回应，不I _ 

需要赛夫丁代答。»报导A4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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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来开会怎格和解
吉隆坡2日讯人民公正党两巨头关系决裂 

以来，迟迟无法和解，该党总秘书拿督斯里赛夫 

丁纳苏申今日说：「完全没有和解这回事。」

他说，公正党署理主席拿 

督斯里阿兹敏多次缺席公正党会 

议，显示并无诚意与党主席拿督 

斯里安华和解。

他指出，如果有意与安华和 

解，最低限度应该出席公正党的 

常月会议。

「任何有意与党主席拿督斯 

里安华和解的党员，应该出席该 

党常月中央理事会会议，而不是 

在其他地方讲和。」

赛夫丁也是国内贸易及消费 

人事务部长，他今日在班底达南 

主持1-Ke印销售嘉年华闭幕仪式 

后，受询及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派系要求与安华 

和解一事’如是说。

他说，本身在2月就已通知所

有党中央理事会成员出席会议。

「今年初，我就已通知那些 

在党内拥有职务的人士，确保他们 

在曰程表挪出时间，以出席每月最 

后一个周日所召开的会议。」

自从去年11月公正党党选 

后，安华与阿兹敏的关系开始陷 

入冷战，阿兹敏派系多名领袖更 

缺席公正党会议。

「无须开和解会议」

今年6月疑似阿兹敏的性爱 

短片曝光后，安华表示若证实阿 

兹敏是短片主角，就须辞职，令 

两派关系进一步恶化。

7月21日的公正党干训营 

上，安华向阿兹敏伸出橄榄枝，

表明愿意与阿兹敏和解。尽管如 

此，双方并没因此冰释前嫌。

公正党副主席祖莱达上周说， 

虽然他们已向主席办公室寄出三封 

信释出和解请求，但未受理会。

她声称，安华以「正往麦加 

朝圣」回应第一封信，而他们随 

后再度寄出第二封和第三封信， 

请求党主席及党选中胜出的党中 

委开会，但都没回应。

赛夫丁证实，安华确实有收到 

一封信，而他也在7天内回函。「那 

封信随后被送至寄函人的手中。」 

对于祖莱达建议召开和解会 

议，以解决两派的分裂，赛夫丁 

表明，不需要召开和解会议。「只 

要出席政治局会议和最高理事会会 

议，一切问题皆可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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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园B剿路段 
拟改道解决塞车

安邦2日讯为舒缓逢假日必塞车的问题，太子园巴刹旁的布 

亚玛华4号路（Jin Bunga Mawar 4)拟改道。

黎潍福（左3)呼吁受影响的居民，积极出席来临的市民对话 

会，以了解太子园巴刹路段的改道事宜。左起为丁杰隆、郭 

纬界、蔡耀宗以及陈瑞雯。

莲花苑州议员黎潍福表示， 

太子园巴刹一带的民众经常面对 

塞车问题，特别是在局峰时段更 

是挤得水泄不通。

他指出，目前计划把布亚玛 

华4号路改为单向道，涉及长度为 

500公尺，主要是用于减低来往车 

流量过于拥挤的情况。

他说，届时来自莲花苑1/2 

路方向的车辆，不可直接转入布 

亚玛华4号路；民众需透过布亚玛 

华路的路口，方能进入布亚玛华4 

号路。

8日与民对话

他续说，安邦市议会已在 

上个月22日与当地的社区领袖会 

面，商议有关改道事宜，并将会 

在来临的周曰（8曰）下午2时 

正！在华镇礼堂举彳"T市民对话 

会（Town Hall Meeting )。

「我们会向出席者展示改道 

图测，并加以说明，到时候也会 

在场收集民意。」

他补充，未来依旧会与社 

区领袖会面，以展开更进一步商 

讨。与此同时，他预测若有关计 

划顺利通过，则有望赶在今年11 

月开跑，并能在来年的农历新年 

看到成果。

此外，黎潍猖今日在安邦市 

议员蔡耀宗、郭纬界和陈瑞雯陪

同下召开记者会时，也宣布响应 

原产业部的「爱我棕油」运动。

他和原产业部长郭素沁也会 

出席在本月8日早上9时正，在位 

于太子园的BHP油站前方路段，举 

办的烹饪比赛与儿童战斗陀螺比 

赛，且奖金礼品丰富，故呼吁大 

众积极参赛。

周六安邦打昔中秋晚会
外，为配合中秋节的到来， 

莲花苑州议员服务中心与社 

区居民联办，于本月7日（周六） 

傍晚5时30分，在柏迈21路举行的 

「安邦打昔中秋共餐晚会」。

安邦市议员丁杰隆表示，今 

年的佳节活动有别于过去，此次 

更著重于社区居民的参与，促进 

社区发展。

「以前的形式较像流水席，

这次是以围炉方式聚餐，感觉大 

家一起吃『团圆饭」。」

他说，当晚的饭菜也会由第 

19区居民委员会妇女组以及村民 

亲自下厨，同时亦欢迎外界洽谈 

报销食物事宜。

第19区居民委员会妇女组主 

席甘秀英也说，本月6日上午11 

时左右，将会与当地居民一同制 

作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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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萊達：要求雪大臣加速處理

将援引徵地娜高峰塔

(吉隆坡2曰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兼 ， gtUv j> m \ J、 £

巾国会议员的祖莱达表示，雪州政府将援^^/安邦国会议员的祖莱达表示，

引征用土地法令，以便能在淡江高峰塔进行 

拆除工作，她也将要求雪州大臣加速处理有 

关程序，希望今年内能够完成拆除工作。

她说，该部门早于6月杪通知所有涉及单位与 

人士，不过其中15名居民未亲自现身，只委托律师 

代表出来，因此政府还不能展开拆除丁作。

“有29个居民是交由律师代表处理，我们已会 

晤其中14个人，另15人则是由一名律师代表表态， 

有的身在外国，我要求会见他们，但不成功，律师 

代表至今都尚未回复。”

“虽然居民原则上同意（拆除高峰塔），不过 

我们要确保事前必须完成正确的程序。”

祖莱达今日下午出席在吉隆坡沙叻秀新村举办 

的国际社区设计工作坊后，如是指出。
沙叻秀新村国际社区设计工作坊主办单位、全体参与者与嘉宾合照。前排 

左三起是卡立尤索、祖莱达、蔡依霖及曾长兴。

*打岭下的乡城： 

预见未来村落一 

沙叻秀新村》国际社区设计工 

作坊是由沙叻秀新村管理委员 

会主办，新村发展部为支持单 
位，UCSI大学建筑与环境设 

计学院、台湾淡江大学建筑学 

系、日本女子大学建筑学系及 

曰本佐贺大学建筑学科共同参 

与。.

学生们日前进驻沙叻秀新 
村，在8天内进行实地勘察、访 

问、绘图，并在今日举办成果 

展。

祖莱达表示，全马有613个 

华人新村，现阶段先从沙叻秀

國際社區設計工作坊

學生勘察沙叻秀新村
新村开始展开国际社区设计项 

目，日后不排除扩大至其他新

村〇.

她认为，这项计划还可以 

扩大至人民组屋等地，甚至与 

乡村发展部合作。

“来自地方政府部、吉隆 
坡市政局、新村与UCSI大学的 

联合预算，都有助完成美化工 

作、打造更清洁的环境。”

沙叻秀新村管委会主席曾

长兴指出，他感谢参与师生们 

为沙叻秀新村设计出可改善规 

戈IJ、永续发展的模式

“我们希望在发展新村 

时.本村可以得到有关当局的 

积极关注，让新村的资源保留 

下来、有规划地发展。”

各国4大学学生参与

大学校长兼主席拿督卡立 
尤索夫表示，这项丁作坊共有

来自不同国家的4所大学学生参 

与，他们不仅发挥所长，还能 

互相交流。

出席者包括房屋及地方 

政府部长特别事务官蔡依霖、 
UCSI大学建筑与环境设计系助 

理教授张集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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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溪毛糯2日讯）为回馈社会 
及发挥孝亲敬老扶贫精神，宋溪毛 

糯新村盂兰胜会派发150份慈善爱心 

福袋给年长者及有需要人士。

宋溪毛糯新村盂兰胜会主席拿督梁 
家伟表示，宋溪毛糯新村盂兰胜会今年 

在宋溪毛糯观音庙举办第六届盂兰胜会 

及第一届平安晚宴，并在晚宴上竞标福 
品，筹得逾30万令吉a.

他说，该会将所筹款项捐献公益， 

回馈村民，并从年长者的福利，教育及 

医疗着手；今年也是该会第•次派发福 

袋给长者，并定下每年至少派发3次的目 

标。

拟为长者提供医药津贴

他透露，该会将与该村的私人诊 
所配合，只要60岁以上的村民，不分种 

族及大马卡地址是双溪毛糯新村者，将 

享有该会提供的每次就医50令吉医药津 

贴。

他表示，该会暂时没有限制受惠 

人数及就医的次数，只要符合资格的村 
民去相关诊所看医生，该会就会承担50 

令吉的医药费，之后会考虑扩大受惠群 

体。

他也说，该会将与双溪毛糯医院配 

合，进行施棺活动，并不分种族协助施 

棺予无人认领的尸体。

他指出，该会也会捐献给该村的华 

小、淡小及国小，并将会领养学生。

“我们得知霹雳州太平大直弄益华 

小学有12名学生是来自双溪毛糯及甲洞 

区的孤儿院。该华小因缺乏学生而面临

宋溪毛糯新村盂蘭勝會

派150慈善愛心福袋

宋溪毛糯新村盂兰胜会派发慈善爱心福袋后与受惠长者聚餐。

关闭命运，但这群学生在去年被送到该 

华小就读。”
他说，该会将领养这12名学生，每 

个月给所需款项，学杂费等，延续保卫 
华小的使命；该会也将另外捐5000令吉 

给该校。

黃秀霞：提倡敬老尊賢美德

宋溪毛糯新村盂兰胜会名誉顾问黄 

秀霞表示，盂兰胜会不只是祭祀，也举 

办慈善活动，派发心慈善爱心福袋给年 

长者，福袋内有逾10样物品，其中部分 

是供品，如平安米、油、盐，另外也有 

干粮、罐头等。

她说，现场备有自由餐招待，这也 

是个难得的机会，让村内的年长者共同 

聚餐，提倡敬老尊贤的美德，同时也让 

理事齐心合力献出爱心。

该会名誉主席兼士拉央市议员黄国

梁家伟（前排左）移交慈善爱心福 

袋给受惠者。右为刘建尨。

全表示，虽然此次是第…次举办，但办 

得很成功，希望继续做到更好。其他出 

席者包括名誉主席拿督刘建尨等人。

Page 1 of 2

03 Sep 2019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11
Printed Size: 275.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8,333.33 • Item ID: MY003712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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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冠城居民

鄰居植物越過界投訴無門
“卞卜▲的邻居

‘在屋后 

|种了许多树和植物， 

甚至已经占用我的房 

屋范围，同时屋前的椰树枝 

桠也已近乎触及电线.

我曾多次尝试向加影市

议会投诉，惟官员要我用对 

‘投诉’字眼，否则当局不 

-定会采取行动，让我有些 

茫然《我究竟该用什 

么方法，才能让当局_ 

或对方采取行动，砍1 

傭木？” ^

可撥市會熱線投訴
都会》社区报提醒，遇到类似问题 

\的读者除了可致电加影市议会热 

线（1800-88-6755 )投报，也可浏览市议会网页 

(http://www.mpkj.gov.my )查找领养相关地区的市议 

员联络电话，以直接做出投诉和反映。

V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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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太子園巴剎

改道路線圖8日展示
居民受促呈建議

行的市民会议，对改道计划提供意见。左起是丁杰隆和郭纬界。右起是陈瑞雯和 

蔡耀宗。

7曰邀民赴中秋共餐晚會

(安邦2日讯）为了有效 

纾解安邦太子园巴刹-•带的 

交通拥堵问题，安邦再也市 

议会已拟定改道计划，并于 
9i|8日（星期日）下午2时， 

在丽华镇（Taman Putra )民众 

礼堂进行市民会议（townhall 

meeting)，以及展7K计划改 

道的路线图，居民受促踊跃 

出席给予反馈与建议。

10月呈市会寻求通过

根据初步改道计划，拥 

有两条车道、长约500公尺的 

美华4路（Jalan Bunga Mawar 

4)将从双向道改为单向道， 

车辆须往德拉戴1/2路（Jalan 

Teratai 1/2 )方向行驶。

行动党莲花苑州议员黎 
潍福指出，他早在8月杪已召 

集商家、居民讲解改道的概 

念，让他们与各自的社区进 

行讨论，希望大家在来临的

市民会议上提出意见。

黎潍福今日召开新闻发 

布会时表示，收集民众意见 

后，有关计划书将于10月提 

呈至市议会基本设施的会议 

上寻求通过，预计从今年11 
月至明年1月展开为期3个月 

的试用期，而期间也会根据 

情况进行改善。

他表示希望居民在明年 

的华人农历新年开始，不再 

面对饱受塞车的困扰^
黎潍福表示，他在509大 

选后，他便与市议会积极讨 

论有关交通问题与寻求解决 

方案，而市议会较后拟出有 

关计划书〇

出席者包括莲花苑州议 

员办公室社会发展与福利事 

务官梁顺鑫、安邦再也市议 

员蔡耀宗、郭纬界、陈瑞雯 
的助理罗加和第22区居民委 

员会委员李振美。

花苑州议员黎潍 

福办公室与安邦 
再也市议会第19区将于9 

月7日（星期六）傍晚5时 

30分至晚上9时30分，在 

安邦打昔村柏迈21路举办 

年度莲花苑选区中秋共餐 

晚会，欢迎民众踊跃出席 

共襄盛举：

安邦再也市议员兼中 

秋晚会筹委会负责人丁杰 

隆指出，中秋系列活动强 

调社区的共享、共煮与共 

餐为主，从而鼓励社区居

民参与，增进人民代议士 

与居民之间的联系。

他表示，晚会将以露 

天围炉的形式进行，较后 

由黎潍福的带领下进行提 

灯笼游街活动。

当晚的节目丰富，包 

括由安邦二小学生呈献的 

廿四节令鼓、舞蹈表演、 

乐团演出和魔术表演等。

他说，晚会的前-- 

天，SP9月6日（星期五） 

中午，第19区居民委员会 

妇女组主席甘秀英将带领

社区大众'同制作月饼， 

翌日则从早开始共同准备 

晚会的主食。倘若商家或 

居民有意报效饮食，该会 

也无任欢迎。

丁杰隆表示，以往的 

中秋节晚会均以流水席形 

式进行，因此希望今年能 

够加强居民的参与感，感 

受不一样的筹备过程

黎潍福说，安邦打 

昔村是混合区，他希望届 

时各族踊跃参与，同欢共 

庆。欲知详情，可致电 
张助理（ 010-262 0365 ) 

或丁杰隆（〇 1 1 -5 1 13 

8503 ) 〇

推廣“愛我棕油”運動8曰辦烹飪賽
4推广马来西亚“爱 

我棕油”运动，莲 

花苑州议员黎潍福办公室与 
原产业部将于9月8日（星期 

R .)早上9时至下午1时，在 

安邦太子园茉莉花1路（BHP 

油站对面）举办烹饪比赛与 

儿童战斗陀螺比赛，现场出 

席者将获分派棕油，先到先 

得。

安邦再也市议员陈瑞雯 

指出，这项活动欢迎-•家大 

小参与，比赛限制为20组，每 

组2人，有兴趣者可抓紧机会 

金800令吉，亚军得奖者获500 

令吉，季军可获300令吉，其 

它参赛组别各可获50令吉。

大马棕油理事会将在现 

场送出奖品，赞助300份棕油 

礼品，先到先得。另外，安 

邦再也市议会与非政府组织 

也会设摊办展览。

有意报名的人士，可联 
络莲花苑州议员办公室（03- 

4297 6688 ),或亲临该办公 

室报名。

赶紧报名。

她表示，原 

产业部长郭素沁 

当天将亲临主持 

开幕仪式，以及 

担任烹饪比赛的 

评审。

她说，原产 

业部会赞助红棕 

@让参赛者进行 

黑饪。

烹饪比赛的 

冠军得主可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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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李景志

(加影2日讯）蕉赖9英里数个 

花园居民早前针对加影市议会打 

算在多个花园征收停车费而进行 

集体签名抗议行动后，尽管获加 

影市议员依凡协助下“获”暂缓 

停车收费，可该区近日又出现多 

个停车收费制告示牌，再一次引 

起大部分居民及商家关注，并促 

请当局收回成命，勿向人民钱包 

开刀#

据了解，市议会原订从8月1日起展 

开第3期停车收费制，涉及范围包括蕉 
赖9英里主要店寓地区，惟其中3个花园 

包括胡姬花园、爱兰镇及黄金花园的居 
民曾在7月底进行集体签名抗议活动； 

依凡接获投诉后，向当局反映要求暂缓 

收费，因此整个8月是不见抄牌执法。

近日设置征收泊车费告示牌引起商民关注，并担心当局随时重新启动收费制。

©0©#——商民：勿向人民錢包開刀
蕉賴9英里

由于3个花园店寓范围已划好的泊车位不多，很多民众迫于无奈把汽车泊在路

负担。

胡姬花园的店寓底层超过九成是住家住户，征收泊车费只会加剧居民的生活

商不

民屬
:商

業
旺

□ □ □

收
曹

芣

I!

都会》社区报今早再走访上述 

地区时，受访的商民异口同声 

坚持反对征收停车费；他们也认为当地不属 

于商业旺区，并批评市议会的做法不公平和 

不合理。_

他们表示，在这几个花园的店寓中，大 

部分底层店舖已充作货仓坩途，只有少数商 

店是茶室、汽车摩哆维修店或杂货店等，住 

在店寓的住户都是收人不高的本地人，如果 
当局坚持收停车费，只会加剧居民的生活负 

担。

他们说，不过山力花园商业区因设有银 

行、食肆及其他商舖而情况不一样，所以收 

取停车费的做法没有引起太大异议，而上述 

3个花园大部分是住家，少数是商店，以住家 

居多的地区是不适合征收停车费。

“住在这里的居民是本地人为主，收人 

又不高，市议会必须了解及体谅该地区生活 

民情；他们向居民的钱包开刀的做法只会引 

起强大的反弹。”

他们表示，他们从报章获悉市议会暂缓收取停车费的 

消息后，确是不见抄牌执法，但他们不知道有关措施将暂 

援到何时，亦没有再听到进一步的消息。

此外，也有部分居民也反映，市议会当初公布收停车 

费后，他们购买优惠价月票，之后传出暂缓收费，又不见 

执法人员抄牌执法，令他们觉得白白浪费月票费用。

-些商家受询时透露，这3个花园店寓范围已划好的 

停车位不多，很多民众迫于无奈把汽车停在路旁，如果实 

施征收停车费后，食客也会为了不违泊车辆而没来光顾， 

直接影响食肆生意。

商家说，他们接触的客户多数是住在当地的居民，大 

部分人都反对有关措施，希望当局收回成命。

住户收入不高
鄭興煌（雜貨店東主）

“可能是暂缓收费，整个8月份 

是不见抄牌执法。

我希望市议会了解民情，这 

里的住户收人不高，收费是不合 

理。”

生意受影響
蘇再順（茶室東主）

“来光顾的食客以当地人为 

主，如果来吃个饭或喝杯茶都需付 

停车费，只会赶走食客，直接影响 

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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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2日讯）蕉赖皇冠城盂兰盛 

会日前举办庆赞中元平安福宴，现场的 
竞标福品共获得逾20万令吉，所有款项 

将充作该会活动及购买新会所基金: 

盂兰盛会理事会主席詹庆强指出， 

该盂兰盛会成立至今已进人第11年，感 

谢大家的努力与付出，每年都尽心尽 

力，参与活动的筹备和策划。

他表示，盂兰盛会是华裔传统的 

民族节日，而举办盂兰盛会可让善信大 

众追念缅怀祖辈先贤、提倡孝道、敬老 

尊贤，以及推广和传承中华优良传统文 

化，同时能聚集各阶层的商业人士和居 

民，-起为活动作出贡献。

“盂兰盛会是富有重要意义的节 

庆，我们不能将其忘记。随着时代的进 

步和发展，盂兰盛会逐渐被年轻人忘 

记，因此我们有责任将此传统文化传承 

给下一代，继续发扬光大。”

拨款捐学校慈善

理事会当晚也捐款移交模拟支票 
予4所学校。其中，双溪龙华小、蕉赖 
十一哩华小和吉隆坡蕉赖康乐二校各获 

3000令吉；加影育华国民型华文中学二 

校则获捐5万令吉（分5期支付）；当晚 

的平安宴现场也为康乐二校募捐a

此外，温馨老人之家、乐善儿童残 

障福利中心及聚汇儿童成长院也获得蕉

蕉賴皇冠城盂蘭盛會

籌獲20萬充購會所基金
赖皇冠城孟兰盛会捐款各1 〇〇〇令吉。

当晚出席嘉宾包括加影区州议员许 

来贤、加影市议员林金瑛、丘钦瀚、苏 

仁强、登姑俭镱飒、拿督何启利、拿督

斯理江德发、拿督斯里陈雅崙、拿督傅 
添祥、拿督陈汶福、拿督傅泰荣、梁昭 

胜、傅添加、刘佩君及各团体和学校代
蕉赖皇冠城盂兰盛会理事庆中元不忘行善，特别捐款给4所中小学，并由詹庆强 

(右四）移交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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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這樣

盔登
目 U |

flii pD

裴局
入

境舊
重虛
5目

(八打灵再也2日 

讯）国民登记局（JPN)

声明，社交媒体流传指甲 

洞区行动党正在计划为非 

法人境的中国人申请身分 

证的影片不属实。

国民登记局发文告表 

示，该影片是…段信息错 

误的旧视频，当时造成许 

多非公民、持有临时身分 

证及身分证的人纷纷前往 

吉隆坡市政局（DBKL )改 

变他们的国民身分。

文告指出，甲洞行动 

党办公室2018年底推动的 

计划仅是针对公民身分及 

身分证申请程序进行说明 

和简报会。当天并没有办 

理任何申请手续，国民登 

记局当时也劝请出席者前往邻近的国民 

登记局办公室申请及办理身分证。

国民登记局呼吁民众停止分享该影 

片，避免引起混淆及扰乱公共秩序同 

时也提醒，当局有权采取法律行动对付 

任何散播假消息的人。

欲知更多详情，民众可前往国民登 
记局办公室、浏览官方网站www.jpn.gov. 

my、拨电03-8880 7077/7067/7069/8206， 

或电由P 至 pro@jpn.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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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應

假禁
新統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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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2日讯）行动党依斯干达公主 

城国会议员林吉祥劝告在野党领袖，尤其 

是过去曾是政府领袖者，应听取统治者的 

劝谕，在遏止占据社交媒体的假新闻和仇 

恨言论上扮演好他们的角色。

他今日发表文告，对一些曾是政府 

领袖的在野党领袖违逆苏丹有关假新闻和 

仇恨言论的劝谕，破坏马来西亚的国民团 

结，表示震惊。

族群间仇恨情绪增多
他举例，霹雳苏丹纳兹林殿下日前 

表示，在国家独立62年后，在族群和宗教 

间灌输仇恨情绪的举动却愈发增多；雪兰 

莪苏丹沙拉弗丁殿下也提醒大马人民，不 

要轻易相信社交媒体上的虚假和诋毁性新 

闻，它们都可以危害国家和平。

他询问在野党领袖是否会抱持着爱国 

精神回应苏丹的呼吁，并支持对社交媒体 

上的假新闻和仇恨内'论采取严厉行动？

他也透露，他昨日在梳邦机场等候班 

机时，遇见一名前朝政府的重要人物，对 

方也同意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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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能源委员会及贸丁部对使用液化石 

油气都有一套规格，包括石油气管的安装必须符 

合规格，不能使用有津贴的家用液化石油气，但 

这些并不在地方政府的管辖权限范围。

须合格技术员安装

黄思汉说，只要牵涉到石油气管都有一定的 

风险，必须要有合格的技术人员，依据规格进行 

安装，但目前地方政府并没有相关指南，只是将 

洗衣店当成…门普通的生意来处理。

他指出，雪隆区是最多洗衣店的地区，据估 
计有3000间，大部分是自助洗衣店，州政府目前 

在收集资料，包括收集业者的意见，以打造亲商 

的环境。

自助洗衣店因方便操作和使用及价格不高而 
深受时下学生族、T.作族，或高楼居民的青睐， 

但许多人却不晓得其中的风险及隐忧。

、管雪州地方政府、公 

‘共交通及新村发展事 

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向《大都 

会》社区报透露，早在数个月前，能源委员会派 

代表团拜访其办公室，其中-项主要讨论的课题 

是洗衣店问题。

他指出，该委员会要求地方政府研究，把该 

委员会的相关条件纳人开设洗衣店营业执照的条 

件之~-〇

“这也就是说，在业者取得营业执照前，必 

须经过能源委员会的审核，以确保符合安全的规 

格，地方政府方能批出营业执照。”

考量公众安全

“这项建议尚在研究中，我将与各地方政府 

讨论，我们最主要的考量是公众人士的安全，这 

是不容妥协的。”

他表示，能源委员会已正式向州政府反映他 

们的担忧，因此州政府将会探讨拟定…项指南。

他将会在近期召集业者，或通过洗衣公会进 

行一项交流会，来了解他们的运作方式，以便拟 

定一个合适的方案，在申请程序方面，不让业者 

带来太大的麻烦，同时能保证公众的安全。

据悉，符合规格的液化;由气 
设有一个集中管理系统，通■要 雪擬執照新指

如石油气管接驳到每架烘干机J

洗細麵

石油气桶置放在安全的储藏 

室，并设有防火墙。

魯批遒
(八打灵再也2日讯）时代改变，雪隆区自助洗衣店如雨 

后春笋林立，虽提供民众便利，却在近年陆续发生爆炸；为保 

障公众的安全，雪州政府将拟定洗衣店执照新指南，并考虑把 

国家能源委员会的条件纳入申请营业执照的指南。

国家能源委员会早前指出，大马半岛和沙巴约有2000间 

自助洗衣店违规营运，既没有获得该委员会核准营运，也没有 

申请装置石油气管执照，随时有爆炸的风险隐忧，其中在去年 

10月及今年4月，巴生及增江南区分别发生2宗自助洗衣店爆 

炸案，造成人命伤亡。

根据1993年天然气供应法令和1997年石油气供应条例规 

定，任何采用天然气系统的店铺，尤其是液化石油气，须获得 

能源委会批准和申请执照才能投入运作。

当民众在烘干机投放零钱时，机器开始启动 

时会喷发火焰，若出现液化石油气泄漏，可能会 
有引爆风险。

公会会长谭亚华表示，该会鼓 

励会员根据当局要求的程序去 

做，但希望当局不要太过严厉执 

法，如让业者必须重新装修来符 

合规格。

他希望当局能给予业者时 

间，若不符合规格，可不批准 

新的执照，并让业者有时间装 

原有的洗衣店。
“据估计，雪隆区有2500间 

的自助式洗衣店，业者必须先申请能 

源委员会的相关执照才能开店，但有些业者没有严 

格遵循，为了减低危险性，业者就要重新去申请， 

但又面对许多难题。”
他表示，洗衣店在每2年必须更新执照，有专 

用（panel)承包商会去检查，并发出支持信，这条 

例已经存在，但向来没有执法，因此许多业者也没 

有申请。

应统一指南避免灰色地带

他认为，当局应要有统一的指南，否则会有灰 

色地带，而且业者要申请多个程序也相当繁琐。

他说，能源委员会要求业者跟着步骤来申请 
批准安装（Approval To Install，ATI )，包括要画图

勿強制業者重新裝修
测，安装气体探测仪（gas detector )，在石油气泄 

漏时可自动关闭，安装警示器，必须使用符合规格 

的石油气管，石油气桶置放在安全处等。

“能源委员会在去年杪及今年初与业者开了数 

次研讨会，但每次都给予不同的指示和要求，当局 

都不知道要如何执行，商家又如何晓得？”

他表示，自助洗衣店全自助化，无人员操作， 

但传统洗衣店的石油气桶则在后方，有人员操作， 

-0发现漏气，业者会先知道，可立即拔掉石油气 

炉头，以策安全。他说，液化石油气桶必须要置放 

在店后方，设有安全的防火墙，但当局没有强制去 

做，因此这是有争论性的。

指规定用商用石油气欠公

针对家用及商用液化石油气问题，谭亚华认为 

政府向来规定洗衣业只能只使用商用液化石油气， 

但餐饮业却可以使用有津贴的液化石油气，唯洗衣 

业却不丨7,这有欠公平。

“家用及商用液化石油气之间有一半的差价， 
即有津贴的家用液化石油气每公斤1令吉90仙，无 

津贴的商用液化石油气则是每公斤4令吉。”

他表示，其实洗衣业有使用液化石油气的需 

求，如果只能用商用液化石油气，业者的成本高 

涨，也可能转嫁消费者。基于太多条规等因素，目 

前已有40%的洗衣店关闭；这是低利润行业，希望 

政府考虑合法化洗衣业使用有津贴的液化石油气。

洗衣店必须安装警示 洗衣店也必须安装消

器，作为紧急求救用途.:， 防警锋，作为消防安全措
施。

洗衣业者必须使用符合规格的石 

油气管。，

增江南区一家
自助式洗衣店于2018 

年4月发生爆炸案， 
发生人命伤亡意外。 

(档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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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根据该委员会提供的资料显示，全 

马各地大部分的洗衣店都没有经过该委员会的审 

核，也没有获得该会的准证

疑用液化石油气致爆炸

黄思汉指出，之所以发生洗衣店爆炸案，相 

信是因为使用液化石油气来操作烘干机而引起； 

如果烘干机使用电源，电费将会昂贵，因此大部 

分洗衣店都是使用液化石油气，但能源委员会需 

介人监管。

另一项令人感到担忧的是，时下流行的洗衣 

店都是自助式，平时没有工作人员在店内看管， 

气发生紧急状况时，公众不知该如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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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十

苏钰支（左）赠送牌匾给苏学民（右），恭贺他成 
为巴生福建会馆会长。左二起为苏永秋及苏清棋D

(巴生2日讯）巴生市议员陈如坚 

指出，近年来巴生华团成长迅速，这也 

代表华团力量逐渐壮大，惟华团也要时 

刻保有“危机感”与“创新感”，如此 

才能跟随时代步伐前进。

他代表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出 

席雪兰莪巴生苏氏联宗会成立12周年、 

青年团8周年暨妇女组6周年纪念联欢晚 

宴时指出，随着中国蓬勃发展，华语也 

在市场上占优势，特别是我国人民拥有 

语言上的天赋，基本上每个人都能掌握 

好三语，因此在与其他国家社团组织交 

流时，占尽优势。

他说，巴生苏氏联宗会论资历，尚 
属“年轻”社团，才成立短短12年就将 

会务整顿得井井有条，值得其他社团学 

习。

办f玉支吁加入办氏宗会
巴生苏氏联宗会会长拿督苏钰支指 

出，该会在12年前创立，创会宗旨是凝 

聚巴生苏氏宗亲发挥团结精神，与极力 

争取宗亲福利。

“我们除了注重凝聚苏氏 

宗亲之间情谊，也积极地与世 

界各地苏氏宗亲会组织联系，

增进彼此间交流，如今我们也 

成功与各地宗亲取得联系，并 

建立密切关系。”
“今年4月初，本会亦派代 

表出席在中国西安市进行的活 

动，这是由苏氏世界宗会所举 

办的苏氏祭祖大典，让我们有 

机会和各地宗亲共同缅怀祖宗 

的丰功伟绩。”

陳華

SB
寄須
跟j
上危
時機

後創
新
感

他希望仍未加人 

该会或苏氏宗会的宗 

亲，可加人大家庭，

成为会员，以期培养 

更多年轻一辈优秀人 

才为接班人，以延续 

创会宗旨。

苏清棋：苏氏宗亲人才辈出
第十届世界苏氏总会理事长兼马来 

西亚苏氏联宗会会长拿督苏清棋表示， 

苏氏宗亲可谓人才辈出，如今已在各个 

领域有所发展，其中宗亲苏学民不久前 

才成为巴生福建会馆会长，希望大家可 

以再接再厉。
另外，活动筵开69席，主办方也邀 

请巴生港口班达马兰新韵音乐社演奏古 

典乐器助兴。

出席者尚有巴生苏氏联宗会会务顾 

问兼巴生福建会馆会长苏学民、署理会 

长苏永秋及巴生乡团联谊会会长兼巴生 

广东会馆会长拿督陈治年等。

u
苏钰支（中）颁发水果礼篮给陈如坚，右 

为苏永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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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aj Mohd Zaini
s ir aj @ hmet r o . co m. my

Shah Alam

F enomena air pasang
besar di beberapa
kawasan di negeri ini

masih dalam keadaan
terkawal meskipun berlaku
limpahan air namun tidak
menjejaskan kegiatan
p endu du k.

Tinjauan Harian Metro
di sekitar Terminal
Penumpang Pelabuhan
Selatan, Pelabuhan Klang
di sini, semalam mendapati
kegiatan seharian tidak
terganggu meskipun air laut
melimpah sehingga ke jalan
raya berdekatan.

Difahamkan, jadual
perkhidmatan feri tidak
terjejas berikutan limpahan
air akan surut dalam waktu
s ingkat .

Ketua Unit Pengurusan
Bencana Selangor Ahmad
Fairuz Mohd Yusof berkata,

Op era si
p elabuhan
tak jejas

FENOMENA AIR PASANG BESAR

Air laut melimpah
cecah ketinggian 5.5 meter

SEORANG lelaki menolak troli melalui
limpahan air laut di hadapan Terminal
Penumpang Selatan, Pelabuhan K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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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omena air laut pasang
besar mencecah ketinggian
5.5 meter di Pelabuhan Klang
pada jam 8.02 pagi.

“Namun tiada limpahan
air serius dikesan.
Keadaan ban atau benteng
di kawasan pesisir pantai
juga kukuh dan berada

dalam keadaan baik.
“Keadaan adalah selamat

dan terkawal, manakala
cuaca baik dan cerah,”
kat any a.

Ahmad Fairuz turut
menasihatkan orang ramai
supaya mengelakkan
sebarang aktiviti di kawasan

pantai bagi mengelak
kejadian tidak diingini.

Fenomena air pasang
besar diramal berlaku pada
1 hingga 2 September, 29
September hingga 2 Oktober
dan 27 hingga 30 Oktober ini
di persisiran pantai Selangor.

Fenomena itu
membabitkan daerah Klang,
Kuala Langat, Sepang, Kuala
Selangor dan Sabak Bernam.

Bagaimanapun, situasi
akan bertukar buruk
sekiranya hujan lebat
dan angin kencang berlaku,
selain menyebabkan risiko
banjir meningkat.

“Namun tiada limpahan
air serius dikesan.
Keadaan ban atau
benteng di kawasan
pesisir pantai juga kukuh
dan berada dalam
keadaan baik”
Ahmad Fairuz

AIR melimpah ke laluan masuk Terminal Penumpang Pelabuhan Selatan,
Pelabuhan Klang, se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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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han tapak terus dipertikai
Peniaga Pasar Pagi 
Selayang Baru yang 
tidak berpuas hati 
persoal ketelusan 

MPS  

NORAFIZA JAAFAR

SELAYANG

M ajlis Perbandaran Sela-
yang (MPS) diminta lebih 
telus dalam agihan tapak 

dan pemindahan peniaga Pasar 
Pagi Selayang Baru ke bangunan 
pasar baharu apabila hampir se-
paruh permohonan peniaga dito-
lak.

Difahamkan, Pasar Pagi Sela-
yang Baru boleh menempatkan 
400 peniaga pasar ikan dan sayur, 
medan selera dan penjaja berpa-
yung. namun bangunan berting-
kat pasar baharu hanya menyedi-
akan 200 tapak.

Wakil peniaga, Fadzir Mat Isa 
berkata, timbul ketidakpuasan 
hati apabila nama peniaga lama 
tercicir  tetapi ada individu yang 
tidak pernah berniaga di situ 
mendapat tapak. 

“Ada seorang kawan datang 
kepada saya beritahu terkejut na-
manya diketepikan sedangkan 
sudah berniaga lebih 15 tahun. 
Saya sendiri pernah bekerja di 
bawahnya sebelum berniaga sen-
diri. 

“Permohonan saya juga dito-
lak atas alasan saya tidak selalu 
berada di pasar sedangkan saya 
selalu keluar untuk menghantar 
stok. Nak harapkan hasil pasar 
berapa sangat saya dapat, yang 
ramai datang pun hanya hujung 
minggu,” katanya ketika ditemui 
pada sesi pertemuan peniaga Pa-
sar Pagi Selayang Baru bersama 
Ahli Parlimen Selayang, William 
Leong di sini semalam.

Dia yang juga penolong seti-
ausaha satu persatuan peniaga di 
pasar itu turut terkilan apabila 
MPS enggan berunding dengan 

William (kiri) bertemu dengan peniaga Pasar Pagi Selayang Baru semalam.

persatuan, sebaliknya lebih se-
nang bersemuka dengan peniaga 
sendiri.

“Kami juga terhimpit apabila 
kebanyakan peniaga merujuk ke-
pada kami tentang isu tapak. Ada 
antaranya mempersoalkan susun-
an tapak yang bercampur, ada 
peniaga sayur ditempatkan di 
sebelah peniaga ikan dan ayam. 

“Bagi yang tidak mendapat 
petak pula mempersoalkan nasib 
mereka kerana selepas pemindah-
an dilakukan yang dijangka Ok-
tober ini. Pasar sedia ada akan 
ditutup sepenuhnya,” katanya. 

Sementara itu, William ber-
kata, beliau meminta kerajaan 
negeri campur tangan berhubung 
isu penempatan peniaga dan ma-

salah infrastruktur bangunan 
baharu yang perlu ditambah baik 
sebelum diduduki.

“Isu pasar ini berlarutan lebih 
10 tahun. Bantahan sebelum ini 
disebabkan isu teknikal, saiz petak 
dan kedudukan rumah sampah 
yang mengadap sekolah agama 
serta perumahan, menyebabkan 
kerajaan negeri di bawah Tan Sri 
Abdul Khalid Ibrahim memba-
talkan kontrak pemaju. 

“Pembatalan itu menyebab-
kan pemaju membawa isu terse-
but ke mahkamah sebelum kepu-
tusan memihak kepadanya 
baru-baru ini. Peniaga perlu ber-
pindah bagi membolehkan tapak 
pasar pagi itu dibangunkan untuk 
projek pangsapuri,” katanya. 

Beliau berkata, pihaknya men-
cadangkan supaya peniaga meng-
hantar memorandum kepada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
din Shari untuk meminta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Sungai Tua itu  campur 
tangan bagi menyelesaikan ma-
salah peniaga terbabit.

Headline Agihan tapak terus dipertikai
MediaTitle Sinar Harian
Date 03 Sep 2019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Nasional Circulation 140,000
Page No 29 Readership 420,000
Language Malay ArticleSize 400 cm²
Journalist NORAFIZA JAAFAR AdValue RM 8,480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25,440



Pesisir pantai dipantau
Setakat ini tiada 
kawasan banjir 

akibat fenomena air 
pasang besar

MUHAMMAD AMINURALIF 
MOHD ZOKI

KLANG

U nit Bencana Selangor sen-
tiasa memantau perkem-
bangan di sekitar kawasan 

pesisiran pantai di negeri ini.
Bagaimanapun, setakat ini 

tiada kawasan yang dilaporkan 
mengalami banjir akibat feno-
mena air pasang besar.

Ketua Unit Pengurusan Ben-
cana Negeri Selangor, Ahmad 
Fairuz Mohd Yusof berkata, ha-
sil pemantauan dan maklumat 
yang diterima oleh agensi kese-
lamatan berkaitan fenomena air 

Pemantauan giat dijalankan agensi keselamatan terlibat di 
sekitar pesisir pantai di Selangor.

pasang besar mendapati keada-
an setakat ini amat baik dan ter-
kawal.

“Bacaan jadual air pasang 
besar untuk Pelabuhan Klang 
menunjukkan ketinggian paras 
air laut dicatatkan pada 5.5 me-
ter dan setakat ini tiada limpah-
an dikesan melepasi ban atau 
benteng. 

“Ban dan benteng di pesisir 
pantai kukuh dan dalam keada-
an baik,” katanya semalam.

Terdahulu, daerah Klang, 
Kuala Langat, Sepang, Kuala Se-
langor dan Sabak Bernam dile-
takkan dalam persediaan pering-
kat tinggi bagi menghadapi 
fenomena air pasang besar kera-
na berisiko tinggi mengalami 

banjir jika berlaku angin kencang 
dan hujan lebat.

Fenomena air laut pasang 
besar diramal berlaku pada 1 
hingga 2 September, 29 Septem-
ber sehingga 2 Oktober dan 27 
sehingga 30 Oktober di pesisir 
pantai Selangor dengan keting-
gian paras air laut dijangka men-
cecah 5.7 meter.

Keadaan di beberapa lokasi pesisir pantai di Selangor 
masih terka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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