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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pital Pakar Wanita dan Kanak-Kanak 
Avisena diiktiraf hospital pakar terbesar 
wanita, kanak-kanak

SULTAN Selangor (tengah) ketika merasmikan pembukaan Hospital 
Pakar Wanita dan Kanak-kanak Avisena di Shah Alam baru-baru ini.

HOSPITAL Pakar Wanita 
dan Kanak-Kanak Avisena 
kini dinobatkan sebagai 
hospital pakar swasta 
terbesar untuk golongan 
wanita dan kanak-kanak di 
Malaysia. 

Pengiktirafan itu 
diperoleh apabila pusat 
kesihatan itu berupaya 
menyediakan kemudahan 
133 katil dan 52 doktor 
pakar.

Presiden dan Ketua 
Pegawai Eksekutif 
Kumpulan Avisena, Datuk 
Dr Omar Abd Hamid 
berkata, hospital itu 
mendapat sambutan yang 
menggalakkan sejak ia 

dibuka pada Mei 2019. 
"Istimewanya, kami 

menyediakan empat buah 
dewan bedah, unit rawatan 
rapi mesra kanak-kanak 
yang lengkap, unit kritikal 
untuk bayi dan unit separa 
kritikal. 

"Pembukaan hospital 
baharu itu juga akan 
membantu meningkatkan 
tahap pemberian rawatan 
untuk wanita dan kanak-
kanak di Selangor. 
Keupayaan kami dibantu 
dengan teknologi dan 
peralatan perubatan 
terkini,” katanya pada 
majlis pembukaan Hospital 
Pakar Wanita dan Kanak-

kanak Avisena di Shah Alam, 
Selangor.

Perasmian pembukaan 
hospital itu telah 
disempurnakan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Turut berangkat Tengku 
Permaisuri Selangor,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kin Abdul 
Rahman dan Raja Muda 
Selangor, Tengku Amir Shah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Hadir sama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din Shaari.

Hospital Pakar Wanita dan 
Kanak-kanak Avisena 
menyediakan kepakaran dalam 
bidang obstetrik, ginekologi, 
kepakaran tambahan seperti 
gineonkologi, ginekologi 
kanak-kanak dan remaja, 
uroginekologi, ubat-ubatan 
fetomaternal (janin dalam 
kandungan ibu), pusat fertiliti 
dan lain-lain lagi.

Pada perkembangan 
berkaitan, Dr Omar berkata, 
Hospital Pakar Wanita dan 
Kanak-kanak Avisena sedang 
dalam peringkat terakhir 
menyiapkan sebuah pusat 
perkembangan kanak-kanak 
termo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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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esn image T< 
fishing village 
Kampung Bagan Hailam in Port Klang, 
once popular for its seafood restaurants 
will be the first area to undergo 
transformation under Selangor's 
Breathe New Life project. >2&3 

Floating in filth: Rubbish such as plastic bottles wash up from Sungai Klang over the years, causing an unsightly pile-up at Kampung Bagan Hailam. - GLENN GUAN/The Star 

Headline Concerted effort to improve Kampung Bagan Hailam
MediaTitle The Star
Date 04 Sep 2019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Metro Circulation 175,986
Page No 1TO3 Readership 527,958
Language English ArticleSize 2566 cm²
Journalist BRENDA CH'NG AdValue RM 129,137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387,411



The Bagan Hailam village, which is partly built on stilts, 
is plagued by rubbish washed up by the tide. 

Concerted effort to improve 
Kampung Bagan Hailam 
State govt reaches out to villagers on importance of cleanliness 
By BRENDA CH'NG 
brenda@thestar.com.my 

KAMPUNG Bagan Hailam in Port 
Klang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e 
Selangor government's revitalisa-
tion and rejuvenation of fishing 
villages project. 

It will be the first fishing village 
to undergo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project. 

The state government under the 
Breathe New Life programme 
aims to raise awareness among 
villagers on the importance of 
cleanliness and to get rid of their 
Uttering habit. 

State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transport and new village develop-
ment committee chairman Ng Sze 
Han said he planned to look into 
improving the condition of fishing 
villages in the state. 

He said the project would be a 
stepping stone towards improving 
the overall image of fishing villag-
es as cleanliness and rubbish were 
their main issues. 

There are more than 10 fishing 
villages excluding Pulau Ketam in 
Selangor. 

The 115-year-old Bagan Hailam 
village, which used to be a popular 
tourist destination for seafood and 
sightseeing, is slowly rotting away 
due to the volume of rubbish 
there. 

Located opposite the South port 
terminal, generations of villagers 
grew up watching Port Klang 
develop over the years. 

Today the village, which is part-
ly built on wooden stilts above 
murky waters, only has two sea-
food restaurants in business. 

Once upon a time, people from 
all over Klang Valley as well as vis-
itors from as far as Singapore 
made a beeline for the more than 
10 seafood restaurants in the vil-
lage. 

Some of the wooden houses now 
look dilapidated while others 
remain abandoned. 

"Rubbish has been a long stand-

KDEB contractors busy clearing tonnes of rubbish at Kampung Bagan 
Hailam. - Photos: GLENN GUAN A N D BRENDA CH'NG/The Star 

ing issue here in Bagan Hailam 
even before I was born. Rubbish 
has since piled up all around the 
village," said village head Loo 
Cheng Boon. 

The 51-year-old added that vil-
lagers were used to seeing rubbish 
below their houses. 

Loo said waste in the village, 

mostly underneath the wooden 
houses was washed up from 
Sungai Klang that rims through 
the village. 

"Villagers and children throw 
small items like sweet wrappers or 
tissue paper. 

"Plastic bottles and bigger rub-
bish underneath our houses are 

washed up by the river," he said. 
To help improve conditions, all 

80 houses are now equipped with 
dustbins so that villagers can prop-
erly dispose rubbish. 

There are also four leach bins in 
the village provided by the state 
government. 

These bins are placed at Jalan 
Tokong*(two bins), Jalan Sekolah 
and one near the fishing area. 

"We have more than 300 resi-
dents living here. 

"Most of the youngsters have left 
to work in the city and return dur-
ing festive seasons like Chinese 
New Year,"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village's population remained the 
same in spite of the rubbish issue. 

He said he was trying to change 
the mindset of the elderly on the 
right way to dispose of rubbish by 
holding monthly gotong-royong 
sessions. 

During a visit, StarMetro noticed 
that many of the popular seafood 
restaurants had shut down as cus-
tomers were likely put off by the 
rubbish and stench. 

Loo hoped the state gov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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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e government plans to revitalise the village through 
the Breath New Life to Bagan Hailam programme. 

No.' 
BAGAN HAILAM 

STARMETRO, WEDNESDAY 4 SEPTEMBER 2019 

with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as 
well as Kumpulan Darul Ehsan 
(KDEB) Waste Management Sdn 
Bhd got together for a gotong-roy-
ong involving Bagan Hailam villag-
ers. 

About 3.85 tonnes of rubbish 
comprising mostly plastic bottles, 
domestic waste and huge chunks 
of wood were cleared out of the 
village. 

A few leach bins were placed in 
the village for villagers to dispose 
of rubbish responsibly. 

"It has been their culture over 
the generations to just throw rub-
bish into the sea and onto the 
ground. 

"So we aim to to educate them 
on the importance of cleanliness 
and proper way to throw rubbish," 
said Ng. 

Ng, together with villagers and 
cleaning contractors, picked up 
rubbish during the gotong-royong. 

Once the village's cleaning exer-
cise was done, Ng wants to set up a 
public space for the community to 
hold activities. 

"I can only say the programme 
to clean up the village is a success 
once villagers stop littering and 

Children playing 
basketball after school. 

learn the importance of cleanli-
ness. 

"We will then replicate this 
model as we want to address the 
•cleanliness issue in all fishing vil-
lages in Selangor," he said. 

In fact, places like Pulau Ketam 
which used to be filled with rub-
bish has also gone through a reju-

Bagan Hailam used to be popular for its seafood restaurants but many have closed down. 

3 News 

ment's project to revitalise the vil-
lage would encourage visitors to 
visit the village. 

The first gotong-royong saw Ng 
helping villagers to clean the area. 

"This is such a beautiful village. 
"I was drawn to its beauty and 

location when I visited in January 
but sadly the entire village is cov-
ered in rubbish," said Ng after 
launching the programme. 

Ng said this prompted him to 
come up with a rejuvenation and 
awareness programme to uplift 
Bagan Hailam's image by improv-
ing on its cleanliness. 

"Before getting to this point, we 
had many discussions with villag-
ers to make sure they want the 
rejuvenation project and it is not 
just what the government wants. 

"We have heard and understood 
their plight. We know what they 
want and it is our hope to fulfil 
them," said Ng, adding that 
because this was the first fishing 
village that would undergo the 
rejuvenation effort,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had yet to find the 
best model for its long-term suc-
cess. 

For a start, the state together 

(From fourth left) Ng, Loo and 
Pandamaran assemblyman Tony 
Leong with villagers at the first 
gotong-royong to clean up the 
village with KDEB contractors. 

venation project which was now a 
success. 

"You do not see rubbish being 
dumped in Pulau Ketam anymore 
like before so we hope that 
villagers here will also change 
their mindset and throw rubbish 
in the leach bins provided,"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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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public facilities for Subang Jaya residents 
By OH INGYEEN 
ingyeen@thestar.com.my 

SUBANG Jaya residents can now enjoy 
upgraded facilities at the SS15/6A and USJ 
11/5 fields as well as a new police beat base. 

During site visits to all three projects, 
Subang Jaya assemblyman Michelle Ng said 
higher grade materials were chosen so that 
the facilities would be more durable. 

For the resurfacing of the badminton court 
at the SS15/6A field and the walkway at the 
USJ 11/5 field, grade 25 concrete was used 
instead of the grade 20. 

RM19,990 and RM19,999 were spent 
respectively on upgrading the court and 
walkway. 

"We invested in higher quality materials so 
that the facilities can last longer," she said. 

On the badminton court, Ng said previous-
ly there were cracks on the surface. 

"It was not user-friendly and dangerous 
for senior citizens," she added. 

SS15 Hexagon Kawasan Rukun Tetangga 
(KRT) chairman R. Sivaneswaran thanked Ng 

for approving the funds for the project. 
'This will be a multipurpose court, not just 

for badminton. 
"In the morning it is used for line dancing 

and is a venue for get-togethers during festi-
vals," he said. 

Ng also allocated funds for a new police 
beat base to replace the old one at the SS15 
market. 

"The plywood flooring had been replaced 
with checker plate which is more durable," 
she said. RM19.995 was spent for the project. 

When asked why the state assemblyman's 
funds were used instead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IPD Subang Jaya Crime 
Prevention and Community Safety 
Department head DSP Tan Nam Seng said: 
"Funds allocated by the Home Ministry for 
repairs was used for works with greater pri-
ority like improving the living quarters." 

He added the public can lodge police 
reports at the beat base but they are encour-
aged to go to the SS17 police station. 

DSP Tan said another police beat base is at 
Main Place Mall in USJ 21, Subang Jaya. 

Ng handing over the keys to the new SS15 police beat base to SS17 police station deputy 
Sub-Inspector Roslin Salleh. - LOW LAY PHON/The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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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tor rapped for 
damaging public property 
THE contractor of a telecommunications 
firm is alleged to have damaged road kerbs 
and drain culverts along Jalan Mengkuang in 
Klang. 

Klang Consumer Association president 
Devadass Anjan said the road kerbs and 
drain culverts along Jalan Mengkuang were 
affected when the contractor dug the area to 
lay cables. 

Devadass said the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should supervise works carried out by 
third parties. 

"Public funds were used to construct the 
road kerbs, drain culverts and covers. Public 
property has been damaged," he said. 

Devadass urged MPK to ensure that the 
telecommunications firm is held accounta-
ble for the damage and made to pay for 
repairs. 

"MPK should determine the extent of the 
damage and compile photographic evidence 
for rectification works," he said. 

MPK president Datuk Mohamad Yasid 
Bidin said the telecommunications firm had 
obtained permission for the earthworks. 

"We will assess the damage to the asphalt 
road, concrete kerbs and drainage culverts. 
MPK will forfeit the amount needed for the 
repairs from the deposit given," he said. 
— By EDWARD RAJENDRA 

Road kerbs and drain culverts along Jalan Mengkuang were damaged while cables were 
being l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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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3日讯）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指出，雪州政府通 
过精明雪州传递 
单位（S S D L:)、

雪兰莪资讯科技 
与电子商务理事会 
(SITEC)和各地方 

政府的相辅相成，
将确保雪州在20 2 5 

年达到精明州的目 
标。

“雪州政府将以 
开放的姿态，与不 
同的企业探讨合作 
机会，一起发展雪 
州数字经济。”

他说，雪州通过 
政府、人民和企业 
的紧密合作，鉴定 
12个数字化转型领 

域，以提供人民福 
利辅助、解决民生 
问题和加速经济成 
长

° “以提高生产力、打造宜居城市 
和永续性的生活环境为宗旨，雪州 
政府在确保经济持续成长的同时， 
明年也将专注于安全与保障的项目

■阿米鲁丁（中）、陈志恒（左5)与雪州商务代表团合照。左3起为许来贤及邓章钦t

发展。”
阿米鲁丁与雪州行政议员 

拿督邓章钦日前带领雪州商 
务代表团，拜访腾讯公司 
(Tencent)，为数字经济 

和精明雪州项目进行招商引 
资。

邓章钦说，讀兰莪拥有很 
好的基本建设和人才库，也 
是各国企业们通往东南亚市 
场的绝佳起点，腾讯作为数

字经济企业的先锋，可以雪 
州作为东南亚市场开发的起 
点。

以東南亞市場為起點

腾讯国际业务部港澳及新 
市场商务拓展负责人陈志恒 
指出，中国在数字经济、数 
字政务、数字生活和数字文 
化方面的増速指数是有目共

睹的。
他说，腾讯现在马来西亚 

拥有庞大的用户群，再加上 
腾讯培养的数字经济人才， 
建议可以雪州旅游业为初试 
计划，一起合作开发精明应 
用程序。

该商务代表团也拜访了康 
力优蓝机器人科技，以了解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发 
展和其商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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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美詩提升選區設施

撥6萬進行3工程

-美诗说，SS15区巴

(梳邦市3日讯）行动党梳邦 

市州议员黄美诗为提升选区内设 
施，拨款6万令吉，进行3项小型 
工程，包括重舖USJ 11/5路公园 
步行道、打造SS15区巴刹的警员 
巡逻亭，及重铺SS15/6A路公园羽 

球场的地面。
她说，州议员的常年拨款是80 

万令吉，可花其中的30%作为小型 
工程拨款，每项工程最多可花费2 
万令吉，因此可进行12项工程。

黄美诗今早巡视3个地点的工程 
时说，她分别拨出1万9999令吉重 
铺USJ 11/5路公园的步行道、1万 
9995令吉打造SS15区巴刹的警员 
巡逻亭，以及拨出1万9990令吉重 
铺SS15/6A路公园羽球场的地面。

重鋪羽球場石灰地

“目前已完成3项小型工程，还 
有6项小型工程已经批准，工程正 

在进行中。”
她会视需求及破损程度来优先 

拨款，并会分别在各个地区拨款 
提升，这对其他区的居民才会公 
平。

■黄美诗（右4起）移交警员巡逻亭的锁匙绐首邦市SS17区警局副 

局长罗斯林，右3为陈南生。

她指出，ISJ 11/5路公园，是其 

中一个众多居民使用的草场，尤 
其是气功团体每天都会使用该公 
园。

她说，该公园步行道不平坦及 
有许多坑洞，甚至有居民在晨运 
时跌倒，在在去年接获居民要求 
重铺的步行道的要求，因此拨款 
提升，而重铺步行道的面积为210 
平方公尺，140公尺长及1.5公尺 

宽，所使用的是更好品质的石灰 
材质，已在8月8曰竣工。

她指出，SS15/6A路公园羽球场 

的地面有多处破损及出现裂痕， 
担心居民会因此跌倒。

她说，该区大部分是乐龄人 
士，居民每天早上都会在公园跳 
排舞，该区睦邻计划也经常用这 
个羽球场进行活动，居民可以在 
羽球场上跳排舞，无需担心地面 
不平坦而跌倒受伤。

她拨款重铺羽球场的石灰地 
面，材质更坚固，工程已8月13曰 

竣工。

SS15巴剎警亭年久失修
(Pondol Bit Polis.)， 

早前由前州议员杨巧双拨 
款打，但多年后已经年久 
失修，因此必须更换一个 
全亲斤璺宫。

她说，SS15是主要商业

区，这座警亭在该区非常 
重要，民众的安全将得到 
保障。

她^示警察的存在很重 
要，将有效打击罪案，希 
望警方能善用有关设施，

保障该区的安全。
梳邦再也防范罪案与社 

区安全主任陈南生副警监 
指出，梳邦市设有2个警 
员巡逻亭，另一个在Mam 

Place商业购物中心，警

方将保障民众的安全，让 
民众安心出门。

他指出，这是警员巡逻 
亭，警员在巡逻时可在此 
停留观察环境，再继续巡 
逻，并不是一般的警亭有 
警员长期驻守，但民众可 
在这里进行报案程序。

蠢燕韻：曝11公園人潮多

■黄美诗（站者右9)在巡视SS15/6A路公园羽球场后与居民。

邦再也市 
议员李燕 

韵指出，在USJ 

一带有数个公 
园，LSJ 11的 

公园不只是当 
地居民，也吸 
引周边的居民 
到公园晨运， 
早晨和傍晚的 
人潮有逾100 
人。

她说，在提 
升步行道后， 
居民可以更安 
全运动，让居 
民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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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可敏率代表團訪華

馬中立法鼸
(北京3日訊）国会下议院副议长倪可敏受中国政府邀 

请，今日首度率领16人代表团访华，获中国全国人大副委 

员长王晨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待，马中双方立法议会展开 

历史性交流。

该代表团今早拜访全国人大常 

委会，针对马中双方立法机构深 

化改革开放及依法治国的重大方 

针，进行逾^小时的深入讨论与 

交流。

倪可敏也特别推荐我国棕油，

并代表我国感谢中国上周签署了 
新合约，添购我国190万公吨、 

价值45亿令吉的棕油，同时希望 

中国每年向我国购买至少500万 

吨棕油。
他指出，今年是马中建交45周

年纪念，好消息是两国贸易不但 

蓬勃发展，双边贸易额更从1亿 

美元（约4亿225〇1令吉）爆増 
至如今的1086亿美元（约4588亿 

令吉），増幅达一千倍之多，表 

现令人惊叹。

邀清華大學設分校

他说，来马中国游客去年増加 
了 35%，预计今年也将突破300万 

人次；我国放眼明年吸引至少

350万人次到访。

倪氏也邀请王晨访问我国， 

同时代表国会下议院议长拿督 

莫哈末阿里夫问候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长粟战书；陪同者包 

括我国驻中国大使拿督拉惹努 

斯旺，及中国中央对外联络局 

局长孙海燕。

代表团S员包括首相署副部 

长哈尼荅、教育部副部长张念 

群、贸消部副部长张健仁、雪

州议长黄瑞林、霹州议长拿督 

倪可汉、副议长阿米鲁丁、柔 

州副议长颜碧贞、太平国会议 

员郑国霖及雪州行政议员黄思 

'汉氧

'代°表团将于明日拜访北京清 

华大学，张念群将深入探讨马 

中双方的高等教育合作，包括 

邀请清华大学到我国设立分 

校，让我国成为东南亚的大专 

教育枢纽。

后

，笑
容
满
面
地
离
开
会
场
。

■
倪
可
敏
(

右
2

起

)
、
张
念
群
及
张
健
仁
在
人
民
大
会
堂
会
见
王
晨

■倪可敏（左起）与王晨会面 

时，历史性握手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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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3日讯）公 
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 
华今日避谈该党副主 
席袓莱达及总秘书拿 
督斯里赛夫丁纳苏迪 
安之间的争执，并指 
这只是琐碎事，呼吁 
党领袖出席党会议商 
谈。

“这些都是琐碎 
事，我不要在这里讨 
论，出席会议我们就 
能讨论，我们（在这 
里）是讨论文明问 
题，不是这些琐碎 
事。”

安华今早出席大马 

伊斯兰国际大学举办的第6届国际历史 

与文化大会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这 
样指出。

袓莱达昨日指她曾发出3封信函给安 

华，要求后者与党内领袖会谈和解， 
但安华尚未回覆，她也指不接受身为 

“受委”总秘书的赛夫丁纳苏迪安， 
代为回覆的回函。

询及该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 
频频杯葛党会议，党何时将采取纪律 
行动，安华说，他不知道阿兹敏是否 
杯葛，仅知道后者没有出席会议。

“我也已经劝告他（阿兹敏）必须 
fct!席会议〇，，
1根据报°导，阿兹敏及其派系领袖如 
袓莱达及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已多次 
缺席最高理事会及其他党务会议，且 
多以有公务在身为由。

另外，问及有指安华接任首相将 
影响国家经济一事，安华仅简短回 
应说：“别担心，交棒是个稳妥 
(settled)的事，更重要是专注除 

贫、经济成长及维护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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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爱心社会卜20__
Pll小食中心吃晚餐，不远 

处的垃圾堆围绕着一堆 

人，后来从食客中得悉，原 

来有人弃婴在垃圾堆中，幸 
好及时被发现，否则这弱小 

生命不被野狗野猫伤害，也 
会因饥寒交迫而一命鸣呼。

之前也不时在报章上读 
到弃婴新闻，可见弃婴何其 

多。一如妇女、家庭及社会 
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所言， 

i教育女少提高警觉，否 
则，无知的未婚少女与异性 
发生性关系后，怀孕生下胎 

儿不知如何是好，就可能忍 

心将胎儿丢弃，让无辜的小 
生命因此失去生存的权利。

有时候觉得悲哀，一般 
动物生下幼儿，都会出尽办 

法保护。反而只有人类，才 

会做出这种残酷的行为。除 
了弃婴，一些不孝人士还会 

把年老的父母弃之不顾，忘 
了父母的养育之恩，所作所

为，比禽兽还不如。
不管是甫出世的孩子，或 

年迈的父母，都有血有肉， 
我们岂能将他们弃之不顾？ 
如果一个国家有太多这类悲 

剧，肯定是这个国家的教育 

出了问题。弃婴和把年老父 
母弃之不顾，不只是社会问 
题，增加国家负担，从长远 

来看，也对国家发展不利。 

不是吗？这样的国民素质和 
道德品行，肯定是上梁不正 

下梁歪，又怎么可以培养出 
杰出有爱心的领导人？

一个国家的国民如果由 

没有爱心，甚至是残酷的人 

来做领袖’人民必然活在痛 
苦中，国家必然没有未来。 

所以，我们不仅要灌输孩子 
性教育，更要教育他们有爱 

心，唯有爱心的公民，才可 
打造出有爱心的社会和国 

家，人民和国家才会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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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改善健康培訓課

MBNb-

3阳舉行
(吉隆坡3日讯）马来西亚中医药抗衰老协会(联合） 

阳光皮肤美容学院，于9月30日举办“音响改善健康教 

育培训课程”，必须报名及付费。
该课程于中午12时开始，媒介为华语，地址：20b, 

jalan lengkongan brunei off jalan pudu 55100,w- 

p Kuala Lumpur,请在办公时间联络会长李谭保Oil 
39369170询问有关详情。

建民的拨款，先做部分照明

反苔卡湖畔公园的维修受《中 

问时说，该公园湖泊中的荷 

当地发展商栽种，但欠缺管 

奢花全枯萎。

湖水已受污染，虽然湖水由 

，负责维修，但其同僚颜丽丽 

;月水清理工作。

£建民也在寻找湖水受污染的 

昼能尽快找到源头。

■整个公园的灯已失灵，人夜后一片漆黑。

■:施紀

，二

. ；■：

雜變賴校n:

今麵̂
 # »'l«> -** VJ> - Jf:

* ，- "5

_ 
邏

—市议会将先修理 

儿童游乐设施。

TrL

(万宜3日

訊）照明灯全势::必 

失灵，基本设 

施破损，池内荷花也枯 

萎，万宜新镇贞各卡湖畔公园仿如 

野”公园。

据了解，该公园湖畔荷花早前由发展商栽种，曾经盛 

开一时，但因缺乏管理，及湖水受污染等因素而枯萎。

当地居民向《中国报》透露，该湖畔公园许多基本设 

施失修，希望获得加影市议会关注，尽早维修。

居民指出，整个公园的照明灯失灵数月，入夜后一片 

漆黑，担心安全问题。

记者巡视湖畔公园时发现，公园基设如公厕，部分马 

桶损坏，男厕的尿斗也不能冲水，但厕所整体卫生都很 

乾净。

公° 园其中一个靠近湖泊的阶梯开始出现龟裂，一些混 

凝土走道也开始破损，如不及时维修，到公园游玩的小 

孩可能会绊倒。

公廁馬桶損壞

其中一个靠湖边亭子的围栏也脱落，有待维修。
厕所看守员依娜告诉记者，公厕每天清洗3次，因此 

没有卫生问题，只是部分设施如女厕马桶已损坏，男厕 

的尿斗冲水按钮也损坏，她必须锁水，避免尿斗的水冲 

个不停。
她说，整个公园的照明灯都故障，连厕所也没照明 

灯，每到下午5时，厕所内部很暗，民众有时难免埋 

怨。

:: .

:費，_ ^

V

加影市會將撥40萬維修

万

■公园内的其中一个阶梯出现龟 

裂〇

宜国会议员特别助理丘钦瀚透露， 
加影市议会准备挪用40万令吉的发 

展基金维修万宜新镇贞荅卡湖畔公园， 

包括维修公园厕所、跑道及儿童游乐设

施等。

他说，由于公园照明灯不在市议会园 

艺组负责管理的范围，因此，市议会将 

把公园照明灯维修工程列入明年的计 

划。

“由于情况迫切需要，我们会用国

会议员王 

灯。”

国报》访 

花，是由 

理，导致^ 

他指出， 

水利灌溉/ 

已在安排與

而欖十七支天德宮

籌逾3萬捐華小
(瓜雪3曰讯）而榄十七支 

天德宫日前在列俊学校草场热 

烈庆祝张公圣君宝诞，续而举 
行平安晚宴，筵开80席，热闹 

欢斤欠〇

大i在席间移交一笔由诚心 
善信在2018年认捐及通过标红 

给列俊华小充作教育发展和活 

动基金（又称为教育母钱）为 
数3万3222令吉。

天德宫理事主席兼晚宴大会 

主席周健平说，天德宫庆祝张 

公圣君宝诞及举行平安宴是该

宫每年的一大盛事，希望藉庆 

祝神明诞辰，祈求神明保佑合 

境平安，居民安居乐业，风调 

雨顺各业兴旺。

周健平也是列俊学校家协主 

席，他说，平安宴依惯例广邀 

友庙代表及社区领袖贤达出 

席，大家汇聚交流促进友谊， 

加强团结与合作，尽力为华文

小学的建设发展贡献力量， 

取之社会贡献学校为目的。
大会也在席间为2020年教育 

母钱进行标红，获得热烈支持 

和响应。

列俊华小董事长陈亚来、 

校友会主席庄玉虎及分校理事 

会主席陈世忠等均踊跃出席。

林雁芳

陈
亚
来
董
事
长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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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S工程獲頒361萬合約
(吉隆坡3日讯）HSS工程（HSSKB， 

0185，主要板工业）获颁总值361万10T8 

令吉合约，为雪兰莪河第三期滤水站 
(SSP 3)的相关脱售事宜提供顾问服

°HSS工程向马证交所报备，联营公 

司SMHB私人有限公司获金务大水务 

(Gamuda Water)颁发聘书，将为雪兰 

莪河第三期滤水站的武吉荅东（Bukit 

Badong)和Rasa Water处理厂，以及河 

流监测站脱售事宜提供工程顾问服务。
“是项合约预计贡献公司2019至2022 

财年的营业额、盈利和净资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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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庚于今早出殡，约50名亲友含泪到场送殡。

喝

前的乐观性

陳玉庚出殯驗含藏別
(吉隆坡3日讯）日前在文冬锤 

子瀑布被大树意外砸死的林连玉基 

金会导览团成员陈玉庚今日出殡， 
约50名亲友含泪到归源殡仪馆，陪 

伴死者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死者姐姐在葬礼上致悼念词时泣 

不成声，她代表家人对亲友们致 

谢，感激一直以来对妹妹的陪伴，

之后亲友们也一一瞻仰遗容并给予 

家属拥抱，以7K安慰。

死者灵柩被抬至灵车内，其家属 

缓缓步行紧跟在后，有者过度悲伤 

哭倒在旁人怀里。
死者陈玉庚今早11时出殡，遗体 

送往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公共火化场 

进行火化，出殡仪式大约于今早11

时40分结束。

这宗树倒压死2人的悲剧，是于 
上月31日晚上9时30分，在文冬柏 

汀威力锤子瀑布（Lata Hammer) 

发生。2名死者与多名亲友到上述 

瀑布露营，当晚一棵100尺高的大 
树突然倒下，压中帐篷中的2人， 

另2人则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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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報告指與視頻主角同一人

洛曼促一週内控阿茲敏
(吉隆坡3日讯）巫统最高理 

事拿督洛曼宣称，依据英国鉴 

证顾问公司 “Verden Forensic”
伯明翰鉴荩专家的检验报告，“男男性爱 

短片”视频中被指是阿兹敏的男子与阿兹 

教的照片_完全相符，没有后制的迹象。洛 

曼这番谈话并未获得警方证实。
■洛曼要求总检察长在一星期内提控阿兹敏阿里 
及哈兹阿兹。（洛曼脸书视频截图）

他宣称，鉴定专家依据阿兹敏的照 

片，从他的发际线、下巴、眉毛及鬓 

角部分，与视频中的男子进行分析， 

发现是同一个人。

另一男子与哈兹照片相符

因此，他说，他已嘱咐律师将鉴定 

报告提呈给总检察署，要求总检察长 

他说，验证报告也指出，视频中的 

另一名男子也与哈兹阿兹的照片相 
符，唯独一点不同，即视频中的他没 

有胡子，但是照片中的他是有胡子。

洛曼是今日依据警方指示，于今早 
11时20分抵达武吉阿曼警察总部接受 

录供后，召开记者会。

署，希望律师在把报告交到总检察署 

的那天算起，能够在一星期内将阿兹 

敏及哈兹阿兹逮捕及提控上庭。
他补充，若真的能提控2人上庭， 

他将会撤回有关他要求警方调查被指 

有意包庇视频中人物的全国总警长拿 

督斯里阿都哈密的指控。（LPP)

报告提呈给总检察署，要求总检察长 

在〜星期内把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阿 

里及原产业副部长三苏依斯干达的前 

高级机要秘书哈兹阿兹提控上庭。

他说，他已将一 

份鉴定报告的副本 

给他的律师，并嘱 

咐律师交给总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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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雪3日讯）瓜雪县 

议会今日起开始向管辖下 

的6090个停车格征收停车 

费，商家和驾车人士受促 

周一至周五，逢上午9时 

至下午5时，不要忘记展 

示停车固本，以避免遭到 

取缔，届时可被罚款80令 

吉！

切記繳付免罰80元

商家和居民也可以通过“精明雪 

兰莪泊车手机应用程式” （Smart 
Selangor Parking app )缴付停车费。

社区脸书专页Kuala Selangor 
Officia丨一早就上传一张数名县议会执 

法人员站在车旁的照片，贴文提醒镇 

民不要忘了从今天起缴付停费。

这则贴文获得广大网民回应，网民 

对瓜雪县议会首度征收停车费举措有

赞有弹。认同市议会此举的网民表 

示，执法人员严加取缔，有助减少双 

重停车摩多骑士胡乱霸占车辆停车位 
的现象；但也有网民认为，当局应该 

先把破损的道路修好后，才来谈征收 
停车费，一些网民更揶揄，号召大家 

一起骑脚车来取代开车出门。

根据了解，县议会是从即日起，向 

瓜雪镇、丹绒加弄镇'八丁燕带、本 

查阿南和绍嘉纳乌达玛的的6090个停 

车位征收停车费，这也是县议会征收 

停车位的首阶段。

可用手机应用程式付费

八丁燕带区的瓜雪县议员何润康披 
露，八丁燕带有320多个停车位即曰 

起开始必须缴付停车费，而对市民来 

说，肯定是反对征收停车费的。

不过，他还是提醒民众必须遵循法 

纪，缴付停车费，因为执法人员于今 

早10时许就到来检查和进行取缔。

“年轻一辈可以使用手机应用程式 

缴付停车费，老一辈的若不佘使用手 

机应用程式，可以使用停车固本。”

丹绒加弄镇的瓜雪县议员饶永丰认

■一收停车费，原本车辆满满的丹 

绒加弄大街，变得空荡荡。

为，每种新制度在刚开始实行期间， 

民间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因此 

对停车收费也是好坏参半的评价。

他认为，县议会要民众付钱付得比 

较情愿，首要其实应该也采取同样严 
厉的手法取缔滥用或者霸占车辆停车 

位的摩多骑士。（ L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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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美詩撥款6萬
提升首邦市3小型工程

(首邦市3 □讯）首邦 

市州议员拨款6万令吉进 

行3项小型工程!

这3个工程分别为重 

铺USJ 11/5路公园的步 

行道（费用1万9999令 

吉）、建造SS1 5区巴 

刹的警员巡逻亭（费用 

1万9995令吉）及重铺 

SS15/6A路公园羽球场 

的地面（费用1万9990令 

吉）。

行动党首邦市州议员 

黄美诗今日巡视3个地 

点的工程时表示，州议 

员的常年拨款是80万令 

吉，可花其中的30%作 

为小型工程拨款，每项 

工程最多可花费20万令 

吉，因此可进行12项工 

程。“我目前已经完成3

项小型工程，还有6项小 

型工程已经批准，工程 

正在进行中。”

她表示将会视需求及 

破损程度来处理拨款， 

并且会在各个地区发放 

拨款提升建设，以示公 
平。

她说，USJ 11/5路公 
园是其中一个众多居民 

使用的草场，唯其步行 
道路面不平坦，而且还 

出现许多洞坑。

"我在去年就接获居 

民要求重铺步行道，尤 

其是气功团体每天都会 

使用该公园进行训练， 

也有居民在晨运时跌 

倒。”

她说，重铺的步行 

道，面积为210平方公

尺，140公尺长及1.5公 

尺宽，所使用的是更好 

品质的石灰材质，工程 

已在8月8日完成。.

“至于SS15/6A路公园 

羽球场，则地面多处破 

损及出现裂痕，可以危 

及居民，尤其是到该羽 

毛球馆活动的多数是乐 

龄人士，他们每天早上 

都会在公园跳排舞，而 

且睦邻计划也经常用这 

个羽球场进行活动，所 

以有必要重新铺设。” 

她说，羽毛球场的工 
程已8月13日竣工，铺设 

的是石灰地面，材质更 
坚固。

"SS15区巴刹内的警 

员巡逻亭（Pondol Bit 
Polis )，早前由前州议 

员杨巧双拨款打，但多 

年后已经年久失修，因 

此必须更换一个全新警 

亭，以确保民众的安全 
受到保障。” （LPP)

■黄美诗（中）拨款重建警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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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吊销巫统注册

林吉祥：让它自我毁灭
(吉隆坡3日讯）“别吊销巫统的注册一让 

它自我毁灭！”

民主行动党依斯干达公主城国会议员林吉祥 

赞成甲洞区国会议员林立迎，即虽然政党的肮脏 

政治必须受到控制，但政府不应该撤销巫统的注 

册，尽管有一些领袖的行为不当。

“让希望联盟政府抱持宽宏大量的态度，给予 

巫统足够的时间来纠正其不法行径。”

他今日在文告中回顾从2013年到2018年的 

5年内，民主行动党在前首相纳吉政权下也曾面 

对类似的境况。

不希望巫统领袖和党员 

像民主行动党领袖和党 

员一样，在第14届全国 

大选前遭受5年‘死刑 

判决’的煎熬。”

他认为，在一个民主 

国家，应让选民决定是 

否应该将一个政党倾倒入垃圾桶内。

“这就是我同意立迎的原因——别吊销巫统的 

注册，让它自我毁灭，何况巫统正在寻求通过伊 

斯兰党发起盗贼神权政治运动，而处于自我毁灭

林吉祥

他揭露，纳吉的“核心集团”甚至提出一个 的高级阶段。

建议，即要取消吊销民主行动党注册的代价，是 

让他退出政坛。

“复仇和宿怨在政治中没有立足之地，而且我

林吉祥质疑，巫统最近出售其在几家媒体公 

司的股份，并获得20亿令吉的收入后，是否与过 

去两个月异常繁忙的社交媒体活动有关，以制造

马来西亚正面临种族和宗教关系紧张的假象，其 

中包括呼吁抵制非土著产品？

他引述报道说，巫统在获得20亿令吉的收入 

并再次变得富有后，首相马哈迪医生也对巫统的 

财务状况提出了质疑。

他指出，“抵制非土著产品运动的人”正在 

社交媒体上制造种族和宗教间的敌意、不信任、 

恐惧和仇恨的假象。

他指这些曾是政府领导人的巫统领袖无视王 

室关于假新闻和仇恨言论的劝告，不顾一切地危 

害马来西亚的国民团结，包括一位伪装成二十几 

岁年轻人的六旬前大臣。

“他和他在巫统及伊斯兰党的同伴应该明白国 

家元首、霹雳州苏丹及雪兰莪州苏丹最近对国民 

团结、假新闻和仇恨言论的发言。”

林吉祥表示，抵制非土著产品以及社交媒体 

上的大量假新闻和仇恨言论，是跟推广马来西亚 

宽容、合作和国民团结精神的高层次迁徙形式完 

全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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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可敏：建交45年蓬勃发展

马中贸易额破千亿美元

倪可敏（左）率国会代表团首次访 

华，获得王晨接待，双方亲切交流。

(北京3日讯）国会下议

院副议氏倪可敏表示，今 

年为马中建交45周年，

两国之间的贸易日益蓬勃 

发展，双边贸易额从1亿 

增至1086亿美元，增幅 

达1000倍。

他说，来马的中国游 

客去年增加35%，预计 

今年也会突破300万人，

随着中国国力增强，我国 

放眼明年吸引至少350万 

名中国游客到访|

倪可敏今日起率领 

16人代表团访华，获得 

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 

晨在人民大会堂接待，马中双 

方立法议会展开历史性交流。

随1才丨者包括首相署副部长 

哈尼巴迈丁、教育部副部长张 

念群、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 

部副部长张健仁、雪州立法议 

会议长黄瑞林、霹雳州立法议 

会议长拿督倪可汉、副议K：阿 

米鲁丁、柔佛州立法议会副议 

长颜碧贞、太平国会议员郑国 

霖、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及其 

他国州议员

代表团到北京拜汸全国人 

大常委会，针对马中双方立法 

机构深化改革开放及依法治国 

的重大方针展开深人的讨论与 

交流。

倪氏也邀请王晨访问我 

国，同时代表下议院议K：拿督 

阿里夫问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长粟战书；在场陪同倪氏一 

行人的包括我国驻中国大使拉 

惹拿督努两尔万、中国中央对 

外联络局局长孙海燕等。

中国增购45亿元棕油
倪可敏特别向中国全国人 

大推荐素有大马国宝之称的棕 

油，倪氏也代表我国感谢中国 

上周签署新合同，中国决定增 

加购买我国190万公吨棕油， 

价值达45亿令吉。

倪氏在会上向王晨讲述棕 

油丰富的营养价值，也表达希

望中国能每年向我国购买至少 

500万吨棕油。

一行人明日将拜访北京清 

华大学，张念群将与中国深人 

探讨马中双方的高等教育合 

作，包括邀请清华大学到我国 

设立分校，让我国成为东南亚 

的大专教育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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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3日讯|今年截至7月， 

柔州骨痛热症病例已达6057宗， 

全马同期的骨痛热症病症宗数达 

7万2356宗，使柔佛成为继雪州及 

吉隆坡联邦直辖区之后，病例第

三高的州属或地区。

新山市长安然拉曼透露，今 

年截至8月17日，新山共有2778 

宗骨痛热症病例，其中一个骨痛 

热症热点区是拉庆警察局。

他透露，为了提升民众醒 

觉，新山市政局将联合柔佛卫生 

局，在艺达园民众会堂举办东盟 

骨痛热症曰。

安然拉曼呼吁居民，自发维 

护环境清洁，每天花5分钟检查家 

中积水处，避免成为黑斑蚊滋生 

的温床。

柔6千宗蚊症全马第三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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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可敏率团访华探讨立法机构改革开放

倪可敏（左）率囯会代表团首次访问 

中囯，获得全囯人大副委员长王晨在 

人民大会堂亲自接待，双方会面亲切 

交流。

北京3日讯|受到中国政府邀请，大马 

国会下议院副议长倪可敏今日首度率领16 

人代表团访华，并于今日获得中国全国人 

大副委员长王晨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待， 

马中双方立法议会展开历史性交流。由于 

会谈愉快，双方会面深切交流了逾一小 

时，比原定的30分钟超时一倍。

倪可敏今曰率领首相署副部长哈尼巴 

迈丁、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国内贸易及 

消费人事务部副部长张健仁、雪州立法议 

会议长黄瑞林、霹雳州立法议会议长拿督 

倪可汉、副议长阿米鲁丁、柔佛州立法议 

会副议长颜碧贞、太平国会议员郑国霖、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及其他国州议员亲自 

前来北京拜访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马中 

双方立法机构深化改革开放及依法治国的

重大方针进行深入的讨论与交流。

倪可敏在双方会面时特别向中国全 

国人大推荐素有大马国宝之称的棕油，倪 

氏也代表大马感谢中国于上周签署了新合 

同，中国决定增加购买大马190万公吨的棕 

油，价值45亿令吉。

邀清华来马设分校

倪可敏在文告中表示，他在会上向王 

晨副委员长讲述了棕油丰富的营养价值， 

也表达了希望中国能够每年向我国购买至 

少500万吨棕油的愿景。

倪可敏说，今年是马中建交45周年纪 

念的重要年份，好消息是两国之间的贸易 

不但在这45年期间蓬勃发展，双边贸易额

更从1亿美元爆增至如今的1086亿美金，增 

幅达一千倍，令人惊叹。

他说，来马中国游客去年增加了35%， 

预计今年也将突破300万人，随著中国国力 

增强，大马将放眼在明年吸引至少350万名 

中国游客到访，让中国人民亲身体验马来 

西亚多元文化美食魅力。

他也邀请王晨副委员长访问大马，同 

时代表下议院议长拿督阿里夫亲切问候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粟战书；在场陪同倪 

氏一行人的包括大马驻中国大使拉惹拿督 

努西尔万、中国中央对外联络局局长孙海 

S等。

倪可敏一行人明天将拜访中国首屈一 

指的北京清华大学，教育 

部副部长张念群将于中国东 

沫入抹讨马中双方的局等方 

教育合作，包括邀请清华@

大学到大马设立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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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吉和妻兒申請 

索回〇byu遭充公麵
吉隆坡3日讯I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 

和3名妻儿，在政府申请充公Obyu控股有 
限公司与一马公司（1MDB)相关的资金 

及财产案中，申请成为第三方以索回资 
产和财产。

另外3造是纳吉夫人拿汀斯里罗斯玛 

和他们的女儿诺雅娜及儿子诺阿斯曼（ 
季平）、黎巴嫩珠宝商世皇贸易SAL公司 

及巫统。
政府于去年5月17日充公Obyu控股 

有限公司1万1990件首饰、401只手表及 
16件手表配件、234副眼镜及306个手提 
袋，以及今年1月31日充公共1亿1416万 
4393令吉44仙各国货币。政府也于去年 

11月1曰充公该公司位于吉隆坡一套房地 

产
°来自反贪污委员会的亚伦副检察 

司在案件过堂时告诉高庭法官柯林劳伦 
斯，今天有数名第三方出庭，要求索回 
Obyu控股有限公司遭充公的资产和款 

项。 「我们（申请人）已于8月23曰通 
过宪报程序发出第三方通告，有数方已
全圣 lJ-j 0 J

政°府在2001年反洗黑钱和反恐怖主 
义融资法令第61 (2)条文下，发出上述 
通告〇

° 纳吉代表律师丹斯里莫哈末沙菲宜 
说，其当事人希望索回一些外币、手表 
和笔，罗斯玛和两名孩子通过代表律师 

阿兹鲁要求索回遭充公的财产。
巫统的代表律师诺法立赞说，该党 

要求索回1亿1416万4393令吉44仙。
世皇贸易SAL公司的代表律师拿督大 

卫古鲁帕南说，该公司希望获得珠宝鉴 
定专家检查遭充公的饰品。

法庭择订10月31曰审理第三方的申 
请，并谕令他们在10月31日或之前，入 
禀宣誓书。

一 S方。申请充公Obyu控股有限公司的 

资产及现金，并列该公司为答辩人，该公 
司的代表律师是拿督卡马鲁及郑宝德。世 
皇贸易SAL公司去年6月入禀高庭，向罗丝 
玛追讨44件价值高达近6000万令吉的珠宝 

首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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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曼錄供阿茲敏案視頻分析將呈總撿署
吉隆坡3日讯|巫统最高理事拿 

督洛曼指出已嘱咐律师将英国鉴证顾 

问公司的视频分析报告，提呈予总检 

察署，并呼吁警方逮捕公正党署理主 

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及公正党前 

山都望区部青年团团长哈兹阿兹！ 

他於周二早上1 1时30分左 

右，前往武吉安曼警察总部，针 

对男男性爱短片风波录供。

他在录供前向媒体召开记者 

会表示，他将把英国鉴证顾问公司 

「Verden Forensics」所准备的55页 

视频分析原版报告交给警方。「我 

早前已将该短片分析报告通过手机 
应用程式WhatsApp传给警官。」

他表示，依据上述分析报 

告，专家根据阿兹敏阿里的照 

片，从他的发际线、下巴、眉毛

及鬓角部分，与视频中的男子进 

行分析，发现是同一个人。

「至於哈兹阿兹方面，专家 

发现视频中的男子与他的照片相 

符，唯一不同点即视频中的他没 

有胡子，但是照片中的他是有胡 

子的。」他说，他已交了一份鉴 

定报告的副本给律师，并嘱咐後 

者提呈予总检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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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吉和妻兒申請 

索回〇byu遭充公麵
吉隆坡3日讯I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 

和3名妻儿，在政府申请充公Obyu控股有 
限公司与一马公司（1MDB)相关的资金 

及财产案中，申请成为第三方以索回资 
产和财产。

另外3造是纳吉夫人拿汀斯里罗斯玛 

和他们的女儿诺雅娜及儿子诺阿斯曼（ 
季平）、黎巴嫩珠宝商世皇贸易SAL公司 

及巫统。
政府于去年5月17日充公Obyu控股 

有限公司1万1990件首饰、401只手表及 
16件手表配件、234副眼镜及306个手提 
袋，以及今年1月31日充公共1亿1416万 
4393令吉44仙各国货币。政府也于去年 

11月1曰充公该公司位于吉隆坡一套房地 

产
°来自反贪污委员会的亚伦副检察 

司在案件过堂时告诉高庭法官柯林劳伦 
斯，今天有数名第三方出庭，要求索回 
Obyu控股有限公司遭充公的资产和款 

项。 「我们（申请人）已于8月23曰通 
过宪报程序发出第三方通告，有数方已
全圣 lJ-j 0 J

政°府在2001年反洗黑钱和反恐怖主 
义融资法令第61 (2)条文下，发出上述 
通告〇

° 纳吉代表律师丹斯里莫哈末沙菲宜 
说，其当事人希望索回一些外币、手表 
和笔，罗斯玛和两名孩子通过代表律师 

阿兹鲁要求索回遭充公的财产。
巫统的代表律师诺法立赞说，该党 

要求索回1亿1416万4393令吉44仙。
世皇贸易SAL公司的代表律师拿督大 

卫古鲁帕南说，该公司希望获得珠宝鉴 
定专家检查遭充公的饰品。

法庭择订10月31曰审理第三方的申 
请，并谕令他们在10月31日或之前，入 
禀宣誓书。

一 S方。申请充公Obyu控股有限公司的 

资产及现金，并列该公司为答辩人，该公 
司的代表律师是拿督卡马鲁及郑宝德。世 
皇贸易SAL公司去年6月入禀高庭，向罗丝 
玛追讨44件价值高达近6000万令吉的珠宝 

首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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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生集团（LBS)执行董事，也是双 

溪威福建会馆会长的章督斯里林福成荣膺 

首届金砖奖-福建卓越企业领导人物奖。 

日前，他在我国最高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 

夜临的颁奖礼上接过了此项殊荣。

马来西亚福建联合会为表扬福建籍企 

业家在国家发展及经济领域作出的贡献， 

以及认可福建人在我国的创业精神和永续 

经营的领导人和企业，特别举办了这项金 

砖奖。

福联会会长丹斯里林福山感谢全国

mimm

人物奖。左起为中国驻马;

?颁丨

_ ________________

ril^；背命罗寂大试又使白天、福联 

会总会长丹斯里林福山，右起为福联会署理总会长陈康 
益以及我国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阿里。

乡亲的信任与支持。自成为该会第27届总 

会长，他承诺肩负重任，全力以赴带领福 

联会以及乡亲们持续向上发展，创出新格 

局。他表示，福联会因此义不容辞扛起责 

任，举办福建卓越企业领导-金砖奖，激 

励福建企业继续扩展实力，开通全球无限 

商机，展现正面榜样供其他企业自我检测 

并蜕变成为卓越企业，并鼓励福建籍新生 

代以自创品牌为目标。

首届金砖奖领导人物得奖人林福成于 
1989年从美国学成归来，1992年即进人父 

亲创立的林木生公司丁作， 

2002年起担任集团执行董事 

至今。他说：“身为福建 

人，能够受到同乡的爱戴与 

肯定，我确实感到很高兴与 

荣幸希望这项金砖奖可 

以一届接一届地持续举办下 

去，并且发扬光大，成为能 

够令福建同乡引以为豪的-- 

项实力大奖。”

福联会未来仍秉持着 

团结福建同乡的宗旨，积极 

推动政经文教活动,与乡亲 

们同心协力，向‘团结和谐 

发展’的共同目标•路迈 
进。（ML)

林
福
成
膺
卓
越
企
業
領
導
人
獎

福
聯
會
首
辦
金
磚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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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鲁丁（右五）、陈志恒（左五）与雪州商务代表团合照。右三起为
许来贤及邓章钦。

(中国深圳3日讯）雪州 

州务大臣阿米鲁丁与雪州行 
政议员拿督邓章钦日前带领雪 

州商务代表团拜访了腾讯公司 

(Tencent)，为数字经济和精明 

雪州项目进行招商引资。

雪州州务大臣阿米鲁丁表 

示，雪州政府通过精明雪州传递 

单位（SSDU )、雪兰莪资讯科技 

与电子商务理事会（SITEC )和 

各个地方政府的相辅相成，将确 

保雪州在2025年达到精明州的目 

标。因此，雪州政府将以开放的 

姿态，与不同的企业探讨合作机

阿
米

Jg 为数字经济企业的先锋，可以雪

魯

鄧
■zsjzi.

i
訪
IS
訊

^ 州作为东南亚市场开发的起点6

陈志恒：

胬 与雪合作开发精明App
= 腾讯国际业务部港澳及新市

肢场商务拓展负责人陈志恒表示， 

i=f=i中国在数字经济、数字政务、数

字生活和数字文化方面的增速指

數 数是有目共睹的。他分享了腾讯

会，•起发展雪州数字经济。

他说，雪州通过政府、人 

民和企业的紧密合作，鉴定了 12 

个数字化转型领域，以提供人民福利辅 

助、解决民生问题和加速经济成长。

“以提高生产力、打造宜居城市和 

永续性的生活环境为宗旨，雪州政府在 

确保经济持续成长的同时，明年也将专 

注于安全与保障的项目发展。”

雪州工商常务委员会主席兼行政议 
员拿督邓章钦表示，雪兰莪拥有很好的 

基本建设和人才库，也是各国企业通往 

东南亚市场的绝佳起点。因此，腾讯作

与广东省政府和电讯公司一起开 

S发的“粤省事”迷你应用程式， 

和其如何达致精明广东的目标和 
£<<< 成;果；。

S 3 “通过结合微信户头、微信

支付、腾讯云和腾讯社交广告的 

作用，广东人民可以迅速解决账 

单付费、更新驾驶执照、公共交通、保 

险和签证等生活事务。”

他说，腾讯现在马来西亚拥有庞 

大的用户群，再加上腾讯培养的数字经 

济人才，建议可以雪州旅游业为初试计 

戈ij，-起合作开发精明应用程式。

此外，该商务代表团也拜访了康力 

优蓝机器人科技，以了解人丁智能和机 

器人技术的发展和其商业生态^

出席者包括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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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曼向媒体展示“男 
男性爱短片”的鉴定报 

告，并要求总检察长在一 
星期内提控阿兹敏阿里及 
哈兹阿兹。（洛曼脸书视 

频的截图）

If
X速

定控

|阿 
茲

产敏m tz

署冬
哈

總

(吉隆坡3日讯）巫统 0
最高理事拿督洛曼指出， m

他已嘱咐其律师将英国鉴证顾问公司 
“Verden Forensic”有关“男男性爱短 

片”的鉴定报告提呈予总检察署，并要 

求总检察长在一星期内提控经济事务部 

长阿兹敏阿里及原产业部副部长三苏依 

斯干达的前高级机要秘书哈兹阿兹
洛曼于今早11时20分抵达武吉阿曼 

警察总部接受有关该鉴定报告的录供； 
录供过程只花了40分钟，他较后于下午 

12时42分步出。

指视频男子是阿兹敏

他录供前在外召开新闻发布会说， 

依据来自英国伯明翰鉴定专家的检验报 

告，显示视频中被指是阿兹敏的男子与 

阿兹敏真人的照片完全相符，没有后制 

的迹象。

“鉴定专家依据阿兹敏的照片，从 

他的发际线、下巴、眉毛及鬓角部分， 

与视频屮的男子进行分析，发现是同一 

个人。”

他说，至于哈兹阿兹的方面，专 

家发现视频中的男子与他的照片相符， 

唯独一点不同，即视频中的男子没有胡 

子，但是照片中的哈兹阿兹是有胡子 

的。

洛曼录供后向媒体表示，早前他已 
经透过WhatsaApp发送了长达55页的鉴定 

报告给查案官，警方已经有了完整的报 

告内容，今日传召是为了向他了解有关 
“Verrlen Forensic”的-•些背景，他也依 

警方询问如实相告该公司是其友人部落 

客拉惹柏特拉推荐的。

另••方面，洛曼指出，他已交了一 

份鉴定报告的副本给他的律师，并嘱咐 

后者交至总检察署；他希望律师把报告 

交到检察长手上的那天算起，在-•星期 

内阿兹敏及哈兹阿兹将被逮捕及提控上 

庭。

“若真的能将该2人提控上庭，我将 

会撤销有关要求警方调查涉嫌包庇视频 

屮人物的全国总警长拿督斯里阿都哈密 

的指控£ ”

盼總檢察長勿偏袒
曼录供后指出，好消 

M息是警方已开档调 

查，并已把调查报告呈给总检察 

署，这显示警方已经完成有关视 

频中人物及流传视频者的调查； 

此外，他希望总检察长在不要对 

任何一方偏私。

“我很满意警方能够客观地采 

取行动，并且希望总检察长能提控 

相关人物；从我针对该视频报案至 

今，已差不多3个月了，现在应该要 

提控（涉案人物）了。”

全国刑事调查部总监拿督胡 
兹尔昨天指出，警方已将“Verrlen 

Forensic”有关“男男性爱短片”的鉴 

定报告提呈大马网络安全机构进行评 

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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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ES
 洛曼向媒体展示“男
男性爱短片”的鉴定报告，并要求总检察长在一星期内提控阿兹敏阿里及哈兹阿兹。（洛曼脸书视频的截图）IfX速定控|阿
茲m产 敏tz署冬哈總(吉隆坡3日讯）巫统 0最高理事拿督洛曼指出， m他已嘱咐其律师将英国鉴证顾问公司“Verden
Forensic”有关“男男性爱短片”的鉴定报告提呈予总检察署，并要求总检察长在一星期内提控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阿里及原
产业部副部长三苏依斯干达的前

Page 2 of 2

04 Sep 2019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10
Printed Size: 212.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4,721.82 • Item ID: MY003714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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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诗指出，USJ 

11/5路公园是其 

中一个众多居民使用的草 

场，她在去年接获居民要求 

重铺的步行道，尤其是气功 
团体每天都会使用该公园: 

她表示，此前的步行道 

不平坦及有许多坑洞，甚至 

有居民在晨运时跌倒。

她说，重铺步行道的面 
积为210平方公尺，140公尺 

长及1.5公尺宽，所使用的 

是更好品质的石灰材质，已 
在8月8日竣工。.

她指出，SS15/6A路公 

园羽球场的地面有多处破损 

及出现裂痕，担心居民会因 

此跌倒。

她表示，该区大部分是 

乐龄人士，居民每天早上都会在公 

园跳排舞，该区睦邻计划也经常用 

这个羽球场进行活动，居民可以在 

羽球场上跳排舞，无需担心地面不 

平坦而跌倒受伤。

她说，她拨款重铺羽球场的石 

灰地面，材质更坚同，工程已8月 

13日竣工〇.

黃美詩：警亭年久失修
美诗表示，SS15区巴刹内 

^•的警员巡逻亭（Pondol Bit 

Polis)，早前由前州议员杨巧双拨 

款打造，但多年后已经年久失修，

因此必须更换一个全新警亭。

她说，SS15是主要商业区，这 

座警亭在该区非常重要，民众的安 

全将得到保障。

她表示，警察的存在很重要，

将有效打击罪案，希望警方能善用 

有关设施，保障该区的安全。

陈南生：

警亭供警员逗留观察环境

梳邦再也防范罪案与社区安全 

主任陈南生副警监指出，首邦市设 
有2个警员巡逻亭，另•个在Main 

Place商业购物中心，警方将保障民 

众的安全，让民众安心出门。

他表示，这是警员巡逻亭，警 

员在巡逻时可在此停留观察环境， 

再继续巡逻，并不是一般的警亭有 

警员长期驻守，但民众可在这里进 

行报案程序：

黄美诗（站者右九）在巡视SS15/6A路公园羽球场后与居民合影。

李燕韵：居民可安心运动

梳邦再也市议员李燕韵指出， 

在USJ—带有数个公园，USJ 11的公 

园不只是当地居民，也吸引周边的 

居民到公园晨运，早晨和傍晚的人 

潮有逾100人。

她说，在提升步行道后，居民 

可以更安全运动，让居民受惠6

黃美詩撥6萬

2公園修設施
(首邦市3日讯）行动党首邦市州议员黄 

美诗拨款6万令吉进行3项小型工程，提升选 

区内的基本设施。

黄美诗今早巡视3个地点的工程时表示，她分 

别拨出1万9999令吉重铺USJ 11/5路公园的步行道、

1万9995令吉打造SS15区巴刹的警员巡逻亭，以及拨 

出1万9990令吉重铺SSI 5/6A路公园羽球场的地面。

她指出，州议员的常年拨款是80万令吉，可花 

其中的30%作为小型工程拨款，毎项工程最多可花 

费20万令吉，因此可进行12项工程c

她说，目前已完成3项小型工程，还有6项小型 

Ti程已经批准，T.程正在进行中。

她表示，她会视需求及破损程度来优先拨款， 

并会分别在各个地区拨款提升，这对其他区的居民 

才会公平。

黄美诗（右四起）移交警员巡 
逻亭的锁匙给首邦市SS17区警局副局 
长罗斯林，右三为陈南生。

步
行
道
羽
球
場
路
面
不
平
坦

行报案程序： 可以更安全运动，让居民受惠6

►黄美诗拨款重铺USJ 11/5路公园的步行道，让居民更 

安全舒适进行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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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3日讯）曱洞大街 

(Jalan Kepong )近2年来平均每月发 

生至少2次的地下输水管破裂，频频 

制水及挖路维修水管的情况，不仅 

影响曱洞多个地区的商家生意及居 

民生活作息，也让商民感到担心。

据悉，甲洞大街自美娜园（Metro 

Prima)的肯德基分行建筑物至甲洞花园 

加德士油站（Caltex)，约1.5公里长的 

路段，平均每月发生至少2次水管破裂事 

故，而当局每次维修水管都需花上半天至 

-天的时间，直至深夜才竣工，造成当地 

商民的困扰。

甲洞社区服务中心主任余保凭也带 

领《大都会》社区报记者前去甲洞大街， 

巡视本月1日地下输水管破裂的现场，只 

见本月1日与上个月发生地下输水管破裂 

的地点，前后相距不到500公尺0

©©©if甲洞大街

頻破裂制水/
^^保凭表示，美娜园肯德 

$基分行建筑物前的路

管

段，本月1日凌晨5时许再次发生 

地下输水管破裂的状况，而该路 

段在上个月才发生相同问题并已 

修复，没想到会再次发生:

他说，每逢甲洞大街的水 

管破裂，都会造成美娜园、鸿图 

园、卫星市、美嘉花园等多个地 

区都面临制水，同时在雪州水供 

管理公司派员抢修期间，也造成 

美娜园肯德基分行建筑物前的路 

段塞车，影响甚大。

据他了解，本月1日的地下输 

7^ 水管破裂，导致甲洞卫星市安对 
社区（Jalan Antoi )全面制水，而 

甲洞八打灵花园则有一半的居民 

面临制水d

余保凭透露，他已发送手机讯息给 

雪州水供管理公司鹅唛分行经理那吉阿兹 

占，要求当局关注该问题并采取行动，更 

换甲洞大街已陈旧的地下输水管。

“这里的地下输水管逾10年未曾更 

换，早已陈旧不堪，是时候展开替换T 

程。”

建议安装大蓄水槽

他指出，其中在甲洞横街路口的地 

下输水管，由于水管埋得不深，其位置 

很靠近地面，在捷运第二路线工程开始 

后，长期后大型罗里经过该处，让水管不 

断造成压力，更容易发生破裂的情况。

由于制水的次数太频密，余保凭也 

建议受影响的居民，若家中经济状况允 

许，可自行安装较大的蓄水槽，来应付制 

水的问题。

甲洞大街于本月1日再次发生地下输水管破裂的状况，而雪州水供管理公司也立即派员前去抢修。

黃富裕：上週制水4天

甲
洞卫星市安对社区居协秘书 

兼睦邻计划主席黄富裕透 
露，该社区于1日凌晨5时许断水后，他 

就不断接获居民的投诉，而雪州水供管 
理公司在早上6时12分开始，才陆续发 

送制水的信息给居民，有部分居民至今 

都没收到信息。

他表示，该社区在近两年来，平均 

每月都会面临至少2次的制水，只是上 

个星期就遇上了 4天制水，分别是8月28 

日、29日、31日及9月1日。

水槽车难应付需求

“如今我只要看到甲洞大街开始有 

塞车的迹象，就开始担心会制水。” 

他说，安对社区共有544户居民，

由于该社区在上个星期面临4天制水， 

雪州水供管理公司也在本月1 R当天早 

上11时许，安排1辆水槽车到该社区， 

但却不足以应付所有居民。

“雪州水供管理公司每•次的抢 
修丁作都要花上.•天的时间，曾经也试 

过花了 •天半的时间来抢修，而这次的 

4天制水，就连我也深受影响，家人完 

全无法洗衣，幸好水供已在当晚8时恢 

复，且9月2日也是假日，我们才可抓紧 

时间用水。”

雪水供鵝陵分行經理允反映

►州水供管理公司鹅唛分行行动经 

I那吉阿兹占冋复余保凭讯息时 

指出，他会向该公司直辖区主任反映上述 

问题，而该公司也将会商讨解决甲洞大街 

水管爆裂的课题。

靠8大蓄水槽應急
楊偉泉（32歲，美娜園熟食小販）

“甲洞大街的地下水管破裂暂时并 

未对我们产生任何影响，加上美食中心 

也备有8个大蓄水槽，即使面临制水，蓄 

水槽里的水量也可使用2天。

但甲洞大街的地下输水管破裂次数 

太多，我也不禁感到担心。”

沒收到制水逋知
黃春梅（甲洞衛星市商家兼安對社區居民）

“我在安对社区住了那么多年，- 

直都相安无事，即使面临制水，也不会 

有太大问题，但最近面临制水的次数太 

频密，且时间太长。
就以本月1日为例，从清早6时开始 

至晚上10时才恢复水供，而我根本没有 

收到雪州水供管理公司的简讯通知，我 

是在安对社区的聊天室里，看见其他居 

民的投诉才知道这里又制水了。
安对社区在8月份也遇上数次制水，

其中…次还是连续3天制水，让我无法营业，影响太大。

碗碟隔天才洗
鄭春輝（49歲，甲洞衛星市商家）

“甲洞卫星市在近年来，平均每星 

期都会发生至少2次的制水，有时候甚至 

会发生很多次制水，譬如上个星期就有3 

天制水，让我只能省着用水，但还是不 

足以应付，有些碗碟只能留到第二天恢 

复水供的时候才清洗。

我以前居住在槟城，从来不曾遇过 

这种问题，但自从来到甲洞后，却-i 

面对地下输水管破裂及制水的状况，让 

我感到很困扰。”

►由于甲洞大街频频发生地下输水管破裂的 

状况，甲洞卫星市的商民也大受影响。

報道►伍思薇攝影M東世偉

4

雪州水供管理公司在本月1日当天早上11时许，安排一辆水槽车到安对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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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2金蘭福利協會等慶中秋

13曰約你來賞月
(八打灵再也3日讯）八打灵 

再也SS2金兰福利协会与甘榜东 

姑区州议员服务中心，将会在中 

秋节当天联办一场中秋节活动， 

邀请当地社区踊跃参加，一同传 

承中华传统节日及文化。

这项主题为“花好月圆齐欢庆， 

金兰情浓义更浓”的中秋活动将于本 

月13日（农历八月十五）傍晚6时30 

分开始，在SS2/21路（Station 8茶室对 

面）的大草场展开，届时备有•系列 

精彩节目，以及月饼及自助餐供参与 

者享用。

活动筹委会主席萧福春表示， 

这是该会首次举办中秋节活动，也是 
他们自5月成立以来所举办的首个活 

动，希望借此发扬及保留华人传统节 
日，让年轻…辈不会将传统节日忘 

记。

“我们成立福利协会，是希望能 

帮助我们的社区，同时也协助推广华 

人的传统，也让区内的华人团结。”

他说，该会为非政府组织，因此 

也希望能获得当地社区、各界人士以 

及商家的支持，包括给予配合一起举 

办活动。

中秋书： 叫
二％贴®责欢庆，金兰谙浓义更浓^ ^匕

八打灵再也SS2金兰福利协会呼吁居民踊跃参加中秋节活动。坐者左起 

为刘存建、林怡威、王友泰、尤德仙及洪俊豪；站者左起潘大雄、冯汉明、 

黄振国、张祖曜、吴采秋及萧福春。

免费赠送灯笼

另•方面，该会总务洪大雄及副总 

务张祖曜则说，当天准备了多项精彩节 

目，包括有LED舞龙、舞狮跳桩、电音 

乏太子、魔术及小丑表演等，同时也会 

免费赠送出席者灯笼。

与此同时，当晚也会举行•项提灯

笼游行活动，让参与活动者提着灯笼绕 

社区走■圈，借此回味小时候庆祝中秋 

节的传统，也让孩子们了解提灯笼的传 

统及中秋节的意义。

此外，朝阳中医馆也会在活动开始 

前，既下午2至5时期间举行义诊活动， 

免费为民众进行身体检查、把脉或针 

灸。

林怡威：中秋活動保留華人文化

甘
-榜东姑区州议员林

“花好月圆齐欢庆，金兰情浓义更來”中秋活动将于 
中秋节当晚，在SS2/21路的大草场举行。

怡威表示，虽然她 

本身受英文教育，但认为这 

项活动极具意乂，能够保留 

华人的传统文化。

“我们在八打灵再也区 

内很少看到小孩子提灯笼、 

点蜡烛，而整个社区一起庆 

祝及参与活动也是一件很快 

乐的事情。”

任何有关活动的疑 

问，可致电该会主席洪俊豪 
(016-410 U32)查询。

出席者包括八打灵再也 
SS2金兰福利协会顾问尤德 

仙、主席洪俊豪、副主席黄 

振国、财政刘存建、理事冯 

汉明、吴采秋及八打灵再也 

市议员卫友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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