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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pa ng

B ekas amil mengaku
tidak bersalah di
Mahkamah Sesyen

di sini, semalam atas dua
tuduhan pecah amanah
wang kutipan zakat ber-
jumlah RM4,750 pada 2018
dan April lalu.

Tertuduh, Muhammad
Raffi Md Rawi, 29, membuat
pengakuan itu selepas ke-
dua-dua tuduhan terhadap-
nya dibacakan di hadapan
Hakim Norhazani Hamzah.

Tertuduh yang duduk da-
lam kandang tertuduh dilihat
tenang sepanjang prosiding.

Bagi tuduhan pertama
dan kedua, dia didakwa se-
bagai pegawai zakat yang
diamanahkan dengan wang
masing-masing berjumlah
RM1,750 dan RM3,000 me-
lakukan pecah amanah je-
nayah dengan mengguna-
kan wang untuk kegunaan
s endiri .

Kedua-dua perbuatan itu

didakwa dilakukan di Kaun-
ter Kutipan Zakat, Lembaga
Zakat Selangor Cawangan
Taman Melawati pada 24 Ju-
lai 2018 dan 12 April lalu.

Bagi kedua-dua tu-
duhan itu, tertu-
duh didakwa
m e ng i kut
Seksyen 408,
Kanun Kesek-
saan yang
memperun -
tukkan huku-
man penjara ti-
dak kurang satu
dan maksimum 14
tahun serta sebatan selain
boleh dikenakan denda.

Terdahulu, Timbalan
Pendakwa Raya, Raihanah
Abd Razak tidak menawar-
kan sebarang jaminan atas
alasan tuduhan dihadapi ti-
dak boleh diikat jamin.

“Tetuduh juga berpotensi

untuk melarikan diri,” ka -
tanya .

Bagaimanapun, Muham-
mad Raffi yang tidak di-
wakili peguam merayu di-
berikan ikat jamin kerana

mempunyai tang-
gungan keluarga

dan berjanji ti-
dak akan me-
larikan diri.

No rh a za n i
ke mu d i a n

memb enarkan
tertuduh diikat

jamin RM8,000
dengan seorang pen-

jamin bagi kedua-dua tudu-
han berserta syarat tambahan
perlu melapor diri di balai
polis berhampiran sebulan
sekali selain pasport diserah-
kan kepada mahkamah.

Mahkamah menetapkan 7
Oktober depan bagi sebutan
semula kes.

Songlap wang
kutipan za kat

Bekas amil mengaku tidak
bersalah pecah amanah

FA KTA
M a h ka m a h

menetapkan 7 Oktober
depan bagi sebutan

semula k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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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kas amil didakwa seleweng RM4,750 

Guna wang zakat 
Oleh NUZULSHAM 

SHAMSUDDIN 

AMPANG JAYA -
Seorang bekas amil 
mengaku tidak ber-

salah di Mahkamah Sesyen 
di sini semalam atas dua 
pertuduhan pecah amanah 
wang kutipan zakat ber-
jumlah RM4,750 tahun 
lalu. 

Tertuduh, Muhammad 
Raffi Md. Rawi, 30, mem-
buat pengakuan itu di ha-
dapan Hakim Norhazani 
Hamzah. 

Muhammad Raffi seba-
gai pegawai zakat (amil 
zakat) yang dimanahkan 
dengan wang kutipan 
zakat berjumlah RM1,750 
dan RM3.000 telah me-
lakukan pecah amanah 
dengan menjadikan wang 
itu untuk kegunaannya 
sendiri. 

Kesalahan itu dilakukan 
di Kaunter Kutipan Zakat, 
Lembaga Zakat Selangor 
cawangan Taman Melawa-
ti di sini pada 24 Julai 2018 
dan 12 April 2019. 

Sabit kesalahan ter-
tuduh boleh dikenakan hu-
kuman penjara sehingga 14 
tahun, sebatan dan denda 
di bawah Seksyen 408 Ka-

MUHAMMAD RAFFI (kanan) didakwa atas pertuduhan pecah 
amanah wang kutipan zakat berjumlah RM4.750 di Mahkamah 
Sesyen Ampang semalam. 

Terdahulu, Timbalan 
Pendakwa Raya, Raihanah 
Abd. Razak memberitahu 
kesalahan itu tidak boleh 
diikat jamin dan tertuduh 
juga berpotensi melarikan 
diri. 

Tertuduh yang tidak di-
wakili peguam merayu dibe-
narkan diikat jamin kerana 
mempunyai tanggungan 
keluarga dan berjanji tidak 

akan melarikan diri. 
Mahkamah membenar-

kan tertuduh diikat jamin 
RM8,000 untuk kedua-dua 
pertuduhan dengan se-
orang penjamin berserta 
syarat perlu melapor diri 
di balai polis berdekatan 
sekali sebulan. 

Sebutan semula kes 
ditetapkan pada 7 Oktober 
de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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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Tanjung Sepat 
farm guilty 
of water theft 
>4 

Nabbed for water theft 
By JADE CHAN 
jade@thestar.com.my 

AN ANIMAL farm in Kampung 
Tumbuk Pantai, Tanjung Sepat, has 
been illegally tapping and using 
treated water for its business, 
resulting in Pengurusan Air 
Selangor Sdn Bhd (Air Selangor) 
suffering millions of ringgit in loss-
es. 

The National Water Services 
Commission (SPAN) conducted a 
joint raid with Air Selangor on the 
farm located outside Tanjung 
Sepat, and found that it had been 
illegally using treated water by 
making an illegal connection to an 
Air Selangor main pipe. 

Based on the estimated start of 
the farm's operations in November 
2013, Air Selangor calculated that 
more than RM4mil was due as 
arrears for water consumption. 

"During investigations by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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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the enforcement team 
found that two channels measur-
ing 25mm each were used for ille-
gal water tapping from the main 
pipe," said SPAN communications 
and consumer affairs unit director 
Mohd Fazil Ismail. 

"The water was channelled into 
the farm for usage by workers and 
for the farm's daily operations. 

"According to Air Selangor's 
records, there were two meters 
installed at the farm. 

"One meter was disconnected in 
May this year as the farm owner 
had not paid his water bills. 

"The farm owner or manage-
ment may have resorted to illegal 
water supply connection since they 
needed a substantial supply to 

manage the farm's operations," 
said Mohd Fazil. 

"Air Selangor had to cut off sup-
ply from one meter in May due to 
the farm's outstanding water bill 
arrears," said Air Selangor custom-
er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department head Abdul Raof 
Ahmad. 

"Based on our records, the 
owner or management had never 
paid the water bill over nearly six 
years of operations. 

"The farm owes Air Selangor 
about RM4mil for the period 
between November 2013 to mid-
2019, as well as about RM110,000 
for the three-month period since 
May 17 when water supply from 
one meter was cut off." 

He added that the raid on the 
0.4ha site was one of the biggest in 
terms of farm size and losses 
incurred. About 20 personnel from 
two agencies were involved in the 
operations. 

Abdul Raof said Air Selangor 
would take action and backdate its 
bill based on the farm owner's 
record of when they started opera-
tions. 

"In additio, SPAN will initiate 
legal action under Section 123(1) of 
the Water Services Industry Act 
2006 (Act 655)," said Mohd Fazil. 

"The Act states that no one 
except the licence holder can make 

SPAN and Air Selangor officers inspecting the farm during the joint raid 
on illegal water tapping. - SAMUEL ONG/The Star 

any water supply connection to a 
main public channel or service 
pipe. 

"If found guilty, the person could 
be fined not more than RM100,000 
or jailed not more than a year, or 
both, under Section 123 (3) of the 

same Act." 
He added that SPAN welcomed 

the public's cooperation to report 
cases of suspected water supply 
theft to its Investigations and 
Enforcement Department via 03-
8317 9333 or aduan@span.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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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K staff and 
volunteer 
students visiting 
homes in Taman 
Berkeley to 
distribute leaflets 
on Aedes 
mosquitoes and 
the danger they 
pose. 

Taman Berkeley residents urged 
to help in fight against dengue 
By EDWARD RAJENDRA 
edward@thestar.com.my 

COUNCILLOR for Zone 45A Bandar 
Baru Klang, Ngian Yoke Mooi, 
urged residents to set aside 10 
minutes daily to clean up potential 
breeding sites in their compound 
to fight the dreaded Aedes mosqui-
to. 

Ngian together with Klang 
Municipal Council's (MPK) Health 
Department organised a got-
ong-royong called Gempur Aedes, 
where 100 students from Kwang 
Hua Private High School Klang and 
Taman Berkeley Residents 
Association got together to search 
and destroy Aedes breeding spots. 

"Our focus is to empower 
Taman Berkeley residents to fight 
dengue. 

"We want them to allocate 10 
minutes daily to check their sur-

roundings for stagnant water and 
remove dry leaves from their gar-
den," she said, adding that it was 
necessary to hold such events in 
all neighbourhoods to create 
awareness of dengue. 

"In Bandar Baru Klang (BBK) 
constituency, there were 702 den-
gue cases from Jan 1 to Aug 17. 

"MPK needs people to help in 
the fight against dengue, as it can 
only do so much with fogging and 
awareness campaigns," she said. 

As of Aug 31 this year, Klang dis-
trict had 9,642 dengue-related 
cases with seven deaths. 

Bandar Baru Klang assembly-
man Datuk Teng Chang Khim, who 
attended the gotong-royong event, 
said Aedes mosquito breeding 
spots were often found inside 
homes, in places such as roof gut-
ters, old containers left outside and 
also curled up dried leaves in the 

garden after rain. 
Teng reminded the people not to 

litter and keep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areas clean at all 
times. 

MPK's Health Department direc-
tor Azmi Muji advised BBK resi-
dents to keep their compound 
clean as the council was concerned 
about the recent dengue cases in 
the vicinity of Jalan Mengkuang off 
Jalan Teluk Pulai. 

"Our men have fogged Jalan 
Turki, Lorong Merlimau, Jalan 
Jambu Bol, Jalan Jambu Bol 1 and 
Jalan Mastika, as a 34-year-old 
woman was down with dengue 
fever at Jalan Jambu Bol 1," he 
said. 

Azmi also said the health depart-
ment will be conducting regular 
checks on eateries in Taman 
Berkeley for hygiene and cleanli-
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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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沒看到視頻 
交當局處理

(八打灵再也5曰讯）男男 

性爱短片新视频流出，公正 

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指出， 

他还未看到相关视频，并认 

为此事应交由有关当局处 

理。

“第一，我还没看到（性 

爱）视频；第二，我就让当 

局处理。”

他今曰为大马反贪论坛开 

幕后，受询及男男性爱新视 

频时，如是简短回应。

安华较早前在开幕仪式 

后，准备前往享用午餐，却 

被媒体追问男男性爱新视频 

时，指他不愿卷入其中。
媒体今晨被加入3个不同名 

字的WhatsApp群组，但有关 

人士只是在“阿兹敏最新视 
频”群组内，发出6段各3分 

钟的视频，共计18分钟多的 

视频，相比此前流出的相对 

完整。

针°对公正党副主席袓莱达 

致函党主席办公室，安华 

说，党总秘书回覆袓莱达来 

函是正常的，而后者不愿接 

受有关回函则是不正常的。

“事实上我们每周会面， 

政治局成员都受邀。我们每 

个月都有会面。我们说过， 

若他们需要两三小时的特别 

时段谈论（党内事务），我 

都可以。我经常都在办公室 

与党领袖会面。”

公正党总秘书拿督斯里赛 

夫丁纳苏迪安日前称，袓莱 

达只曾1次致函该党，而党随 
后在少于7天内回函，但祖莱 

达称曾3次致函给党主席办 

公室要求与安华会面，以商 

讨解决党内纠纷，却不获受 

理。

询及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经常没有出 

席党政治局会议所带来的负 

面影响，安华则指阿兹敏阿 

里昨晚是因身在国外，无法 

出席会议，其他党领袖如副 

主席蔡添强、巴鲁比安和阿 

里比袓等都有出席。

另外，针对安华政治秘书 

法哈兹涉嫌纠众持武器伤人 

一事，安华认为，法哈兹应 

该前往警局协助调查，且后 

者已被劝告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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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夫丁：依情況勘酌處理

不對付阿茲敏法哈兹
才进行。

“我们就交由当局处 

理。我们不会（对两名党 

领袖）采取任何行动。” 

赛夫丁纳苏迪安今曰出 

席大马反贪论坛闭幕礼

后，如是指出。

他补充，该党的立场明 

确，即拒绝龌龊政治，并 

指还未注意到今晨流传的 

男男性爱新视频。
媒体今晨再从WhatsApp

群组收到6段各3分钟的男 

男性爱短片，比此前流出 

的相对完整。

(吉隆坡5日讯）公正 

党总秘书拿督斯里赛夫丁 

纳苏迪安指出，公正党不 
会对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和党主席政治 

秘书法哈兹，采取纪律行 

动。

“当今大马”报导，他 

说，该党在党员涉及不当 

行为的案件中，会依据情 

况斟酌处理，而党内部的 

行动则会在警方调查和检 

控过程，包括上诉完成后

■
賽
夫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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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吉隆坡5日訊）妇女、家 

庭与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 

双指出，社会每次谈及新马 

来西亚时，总是关注基础设 

备的建设、囯家经济的成长 

等，却忽略了软体方面的发 

展，如一些少数族群的需求

等等。

她认为，国家在发展中不应该 
只关注经济，而忽略了弱势群体 
的服务和需求

“我们必须关注软体方面的发 
展，为少数和弱势群体提供他们 
需要的服务。”

杨巧双今日为残障人士发展局 
和大马残障自立协会，联合举办

的“残障人士个人肋理培训和残 
障自立中心经营工作坊”开幕 
时，这么指出。

要求修改殘障人士法令

她说，我国目前共有54万9000 
名（人口 l.T°。）注册的残障人 

士，唯根据估计残障人士的总人 
数应该占总人口的15?。，意味有逾

■杨巧双（前排中黑衣者）颁发奖状绐参与培训的个人助理。前排坐轮椅者左起为林明娟和谢秀贞£

杨
巧双指出，有需要协肋的残障 
人士可以向残障人士发展局和 

大马残障自立协会提出申请，当局 
就会安排个人助理到家中服务，残 
障人士届时只需付5令吉的行政费 

用。
°她说，除了残障人士自立中心提

可申請要求助理上門服務
供的个人助理服务，旗下福利局也 
提供住家援助服务，全国共有2000 

名志愿人士参与其中。
她解释，残障自立中心的任务分

为5个部分，包括训练残障人士自主 

生活、培训残障人士个人助理、辅 
导服务、推广运动，及谘询中心。 

她补充，完成受训的个人助理将

13%还未注册。

她指出，该部正在推行各项活 
动，以提高残障人士注册人数。

另外，杨巧双指出，该部也收 
到一些残障人士的要求，期许政 
府能进一步修改残障人士法令， 
以便整体社会对残障人士更友 
善。

她补充，残障人士发展局目前 
正积极讨论相关修改内容，包括 
与各界残障人士举行对谈和讨 
论。

°出席者包括残障人，士发展局主 
任拿督玛丽亚、大马残障自立协 
会主席林明娟，及总秘书谢秀 
贞。

杨巧双也说，该部今年获得90 

万令吉拨款，在巴生谷地区建设 
两所残障自立中心（ILC)，并将 

在近期内投入运作。
她补充，为应付国内残障人士 

所需，该部当初向财政部申请7所 
残障自立中心的拨款，最终只得 
到2所的拨款，期许未来在这方面 

能得到更多。

提供残障人士协助和服务，政府将 
给予个人助理每小时20令吉津贴。

据了解，这两所残障自立中心建 
设在八打灵再也和万宜，并分别由 
残障人士发展局和大马残障自立协 
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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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周四（5 
日）出席在吉隆坡举行的“残障人士个人助理培训工 
作坊”日t在培训员指导下，亲自示范如何将残障人 
士抱上床的标准动作，蠃得现场☆人的掌声。

这也是杨巧双的初体验。她在开始前也一直惴惴不 
安，担心自己办不到，但依然勇于尝试；最终在培训 
员指导和协助下，成功把大马残障自立协会总秘书谢 
秀贞抱上床，并协助她翻身侧躺。

♦報導：A12 ♦攝影：覃福榮

5/9/2019
富馬隆綜指1599.75( 1 0.14) 

總成交量18億5424萬5980股 

1美元兌4.1950令吉 

紐約原油價56.03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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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巧雙：運動就是運動
(吉隆坡5日讯）妇女、家庭与社会发 

展部副部长杨巧双期许，登嘉楼州政府可 

以让运动回归运动，以此回应登州禁止女 

子参与体操和韵律体操运动项目一事。

“我的立场就是，运动就是运动，并没 

有其他目的。

“就让运动女将和运动男将，做他们该 

做的事情。”

杨巧双今天出席残障人士发展 
局（JP0KU)和大马残障自立协会 

(MILAD)，联合举办“残障人士个人助 

理培训和残障自立中心经营工作坊”时， 

受访此事发表立场时，如是简短回应。

她补充，青年及体育部已经就此事发文 

告，并会进一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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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哎;气

t市议会当场充 
公一辆客货车， 
该客货车相信是 

被业者充当存放 

巴士零件的用 

途。

—业者霸占公共 

空间之时，也造 

成黑油也流到地 
面上，没有良好 

的照顾。

非法巴士維修廠霸公共空間

市會取締國霞_
(吉隆坡5日讯）士拉央市议会前 

往取缔双威答都喼，霸占公共空间的 

非法巴士维修厂，业者一度与执法人 

员发生口角，惟执法队伍最终控制场 

面和平息纠纷。

士拉央市议会于今早上午10时展开 
取缔行动，共有13位执法人员参与， 

分别来自鹅唛第一区和第二区执法 

队，及吊拖组等。
市议会根据1974年道路、沟渠及建 

筑法物法令，因该巴士维修厂没有执 

照营业下，充公一辆客货车。
业者也被发现违反1974年道路、 

沟渠及建筑法物法令第47 (1) d条 

文，即是在造成液体（黑油）流在公 

共区域。

^在ik行动之时，尤其是当执法人 

员要吊走被充公的客货车时，该客 

货车相信是被当成储存维修零件的 

用途，业者也一度和执法人员发生争 

执，但执法队伍最后成功控制场面及 

平息口角纠纷，也让取缔行动顺利完 

成。

■
在
执
法
人
员
展
开
取
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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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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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6曰星期五C10 tMM

■蔡伟杰

(万挠5曰 

讯）万挠双溪朱 

(Sungai Choh ) 
非法垃圾场，疑工 

厂垃圾、轮胎等起 

火燃烧，冒出滚滚 

浓烟，塑料烧焦味飘散。
据悉，来自万挠区的消拯局接到投诉后， 

派出12位消拯员到场进行灭火工作。

该起火灾于昨午5时发生，火势曾在晚上9 

时一度蔓延，最后成功在今日凌晨1时30分 

被扑灭。

居民投訴聞燒焦味

万烧区州议员蔡伟杰受询时说，事发地点 

一度被误以为是在鹅唛县，最后确认是在乌 

雪县，属于边界范围。

他说，相信因为塑料或轮胎类的垃圾焚 

烧，除了引发滚滚浓烟，他也接到居民投诉 

昨晚闻到浓浓烧焦味。

他指出，他接到的投诉主要来自武吉万挠 
再也（bukit rawang Jaya )和翠岭花园， 

昨晚的烧焦味相当严重，但今日已改善。

“该地点是非法垃圾场，目前消拯局还在 

调查事发原因，但不排除有人公开焚烧所引

〇

地點：萬撓雙溪朱

在火灾发生时，现 

场也发出滚滚的浓 

烟。

t非法垃圾场发生火灾，附近一 

带居民投诉在夜间闻到浓浓的塑 

料烧焦味道。

偉傑：頻展開取締

非法垃圾場問題m毅
#伟杰说，士拉央市议会管 

#辖区一带确实是有许多非 

法垃圾场，尽管市议会已频展 

开取缔行动，但仍无法一劳永 

逸解决非法垃圾场的问题，非 

法倒垃圾的问题也一再死灰复 

燃。

^他说，除了位于森林附近和 

偏僻的地点常因有人土非法倒 

垃圾而成为非法垃圾场，一些 

路段和河流附近也常出现非法

垃圾场。

他指出，随著市议会在一些 

非法丢弃垃圾的地点装置闭路 

电视之后，他希望能更有效遏 

止非法倒垃圾的行为。
“执法人员也无法24小时驻 

守在非法垃圾场，我希望民众 

及居民能充当耳目，向市议会 

投诉非法倒垃圾的问题，让市 
议会采取行动对付涉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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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里肯邦安州議員辦公室

(吉隆坡5日訊）史里肯邦安州议员办公室将于9月7 

日晚上6时，在沙登商业城举办沙登中秋亲子园游会， 

欢迎民众扶老携幼踊跃出席。

史里肯邦安州议员欧阳捍华 
指出，当晚将让参与者凭固 
本，免费索取6000粒月饼，及 
超过3000个灯笼和腊烛。

主办单位还准备1〇〇份幸运抽 
奖品，包括16份价格为300至上 

千令吉的脚踏车，让出席的民 
众赢取。

他透露，他们已经连续11年 
举办中秋园游会，预计出席人 
数将超过万人。

今年的联办团体包括妇女动

力中心，梳邦再也市议会21-24 
区，PeBT 21-24区主办，沙登 

新村村委会与沙登佛教会。

免費入場

他说，所有民众皆免费入 
场，以观赏12个表演单位所呈 

现的节目，他们分别是沙登一 
校的乌克丽丽与吉他表演团、 
沙登二校的武术班、沙戥新村 
学校校友会族风舞蹈团、沙 
戥新村学校校友会幼儿园、

铃舞间、JS舞蹈团、中元艺术舞蹈团、 
沙登佛教会儿童佛学班、Black Angels 
韵律操表演团、中元龙狮艺团、UCEC 

Taekwondo与即将代表大马去韩国比赛的 
P.M.A.S的韩风舞蹈团体。

“当晚筹委会也准备猜灯谜，提灯游 
行与多个美食摊位，让大人与孩童可度 
过个快乐中秋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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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女商會隆分會

助障友義賣月餅
(吉隆坡5日讯）世界女 

商会吉隆坡分会趁著中秋 
佳节来临，协助残障人士 
义卖中秋月饼。

这些月饼由张丽燕和 
张丽华老师，亲自教导 
残障人士手工制作，由 
Harold's Pastry Academy

提供场地。
雪州行政议员达罗雅主 

持开幕，也试吃由残障人 
士亲手制作的月饼，她感 
到很欣慰看到他们能够克

服自身障碍，努力学习制 
作月饼，勇敢地接触新事 
物。富有爱心的她以捐款 
方式来支持鼓励现场的残 
障人dt。

总会长拿督洪桂花希望 
吉隆坡分会在未来，能继 
续带领他们的团队做更多 
的慈善活动，为社会上有 
需要的弱势社群送上关怀 
与爱心，让他们在精神 
上、心理上得到同等关 
怀，能更好地融入社会大

家庭。
吉隆坡分会会长拿督刘 

秀萍感谢大马残障自立协 
会、马来西亚华人残障协 
会、美门残障中心与及双 
福残障自强发展协会的40 

位参与制作月饼的残障人 
士。

她希望能借此活动鼓励 
其他障友重拾信心，使其 
对生活充满向往，并通过 
努力积极追求自己的人生 
理想，而不是以自身残缺 
为由逃避。

她说，所卖出的的月饼 
款项扣除原料费后，将平 
分给在场的40位残障人 

士。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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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沙登中秋亲子园游会又要来咯，欢迎民众出席共庆佳节。

明沙登中秋園遊會

吉份幸運獎等你贏取
(沙登5日讯） 

沙登商业城在本 

月7日（周六）晚 

上6时，将会有一 

场沙登中秋亲子 

园游会，欢迎民 

众踊跃出席，届 

时会派出6000粒 

月饼及3000个灯 

笼和蜡烛。

这项园游会是 

由史里肯邦安州 

议员办公室主办 

的年度活动。州 

议员欧阳捍华表 

示，当晚参与者 

可凭固本，免费

索取月饼和灯 

笼。“我们还准 

备了 100份幸运抽 

奖品，当中包括 
1 6份价格为300 

至千令吉的脚踏 

车，让出席的民 

众赢取。”

他披露，这已 

经是其服务中 
连续1 1年举办中 

秋园游会，预 

出席人数将超过 

万人。

他说，今年的 

联办团体包括妇 

女动力中心，梳

邦再也市议会 
21-24K，PeBT 
21 -24区主办， 

沙登新村村委会 

与沙登佛教会。

他说，届时也 

有1 2个表演单 

位会呈现节目， 

他们分别是沙登

计

心一校的乌克卵rara 
与吉他表演团， 

沙登二校的武术 

班，沙戥新村学 

校校友会族风舞 

蹈团，沙戥新村 

学校校友会幼儿 

园.，铃舞间，

j s舞蹈团，中 

元艺术舞蹈团， 

沙登佛教会儿童 
佛学班，Black 
Angels韵律操 

表演团，中元龙 
狮艺团，UCEC 
Taekwondo 与即 

将代表大马去韩 

国比赛的P.M.A.S 
的韩风舞蹈.团 

体，将为沙登的 
居民呈现了超过3 

个小时的精彩节 
目°

“当晚筹委会 
也将会在准备猜 
灯谜，提灯游行 

与多个美食摊位 
以便大人与孩童 

可以度过个快乐 
的中秋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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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華重申 
無意入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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吁各造給敦馬時間

安華重申無意入閭

■安华（右二）为反贪论坛开幕，主办单位也为他送上生日蛋糕，左为 

国家施政、廉政和反贪中心（GIACC )总监丹斯里阿布卡欣，右是国际 
策略研究院（ISI)主席谢泉勇。

(八打灵再也5曰讯）人 

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 

重申，他没有意愿入阁，并 

强调各造应该给予首相敦马 

哈迪支持与空间，让他去领 

导现有的内阁。

安华今日为马来西亚反贪论坛主持 

开幕后，被询及有指首相马哈迪在这 

之前，包括在他出狱后，曾献议他加 

入内阁的传闻时，这么回应。

“我之前已清楚说过，我们的共识 

很清楚，我们应该支持及给予马哈迪 

空间领导（内阁），我只会在之后接 

任首相职。”当被问到为何不现在加 

入内阁时，安华反问记者“为何要现 

在加入他强调，只要有需要他帮 

忙，他非常乐意协助。

尽管有传内阁或会有职务更动，但 

首相马哈迪日前却说，内阁目前没有 

空缺给安华入阁；随后副首相拿督斯 

里旺阿兹莎则回应说，只要马哈迪退 

位，内阁便有空缺让给安华入阁。

替缺席党会议的阿兹敏解围

另一方面，被问到公正党署理主席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咋晚又缺席党政 

治局会议，这会否对党有负面影响 

时，安华反替阿兹敏阿里解围，指对

方昨天身在国外，所以才会缺席党政 

治局会议。

他透露，昨晚的会议进行很顺利， 

大部分的党领袖都有出席会议，包括 

副主席蔡添强等人。

针对人民公正党副主席祖莱达指安 

华不接受党领袖和解一事，安华回应 

说，党总秘书已经回应了，这是很正 

常的事，可是祖莱达不接受总秘书的 

回应，这是很不寻常的。

他表示，他与党领袖每月，甚至每 

周都见面，即使是需要2至3小时来讨

论事宜，他都没有问题，况且他还时 

常在他的办公室会见党领袖。

他强调自己是很民主的人，欢迎任 

何人来跟他协商和讨论事宜。

祖莱达日前揭露，早前已三度致函 

公正党主席安华寻求和解，但未获对 

方回应。有关前首相纳吉特别官员拿 

督安哈里在一马发展公司案件审讯供 

证时，指东海岸铁路计划是拯救一马 

发展公司的部分项目，安华回应说， 

政府目前已经有了证据，应该重新审 

核计划的协商部分。（LMY)

吁
法

哈
斯
晤
警

助
查

傷

人
案

[■政治秘书法哈斯涉嫌纠众持武器伤人而被警 

方传召协助调查，人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 

安华表示，他已要求法哈斯会晤警方协助调查。

他认为，不论报案书是否撤回，法哈斯应该去 

见警方。

法哈斯也是公正党霹雳州兼瓜拉江沙区部主 

席，他被指日前在体育中心外，纠众9人持刀 

子、头盔及椅子，攻击一名男子。

据悉，被攻击的男子是拳击教练，曾涉嫌非礼 

法哈斯的妻子，但最终没有被提控上庭，相信此 

事让法哈斯不忿，因而在体育中心外碰见对方 

时，纠众攻击他。这起殴打事件，发生在雪兰莪 

州安邦区一个体育中心外。

雪兰莪州刑事调查主任法迪尔早前说，警方目 

前已经锁定一名嫌犯身份，即法哈斯，并促请对 

方尽早现身，以协助警方调查。（LMY)

退休高官突發達應受查

人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 

A安华认为，政治领袖或 

高官退休后，如果他们被发 

现突然拥有大笔财富，也必 

须受到调查。

他今日为马来西亚反贪论 

坛开幕礼上致词时说：“不 

论是5年后’还是10年后’不 

能让他们感到安逸，反贪会 

应该追查他们。”

他披露，过去担任代首 

相时，他曾与现在的国家 

施政、廉政与反贪中心 
(GIACC )总监丹斯里阿布

卡欣一起推动反贪法案，可 

是当时内阁有一半人并不赞 

成如此做。

他认为，其实没有贪污的 

人，无需感到担心，只有贪 

污的人，才需要担心。

安华指出，虽然希盟政府 

大力肃贪，但还有待加强， 

以终结贪污问题。因此，他 

认为，希盟政府现在不应该 

只是专注在一马发展公司 

(1MDB )和前朝政府的贪 

污问题，也应该关注现有的 

希盟政府。（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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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回内褲浴袍入鏡

完整版男男性片流出
乃 Video Terkini Azmin

■自称为“阿兹敏阿里”的群组管理员在凌晨3时36分 

向媒体发出6支性爱短片。

(吉隆坡5日 

讯）虽然经济事 
务部长拿督斯里 

阿兹敏被指涉及 

的"同性性爱视 

频”风波在警方宣 

称无法鉴定视频中 

人物身份后而告一 

段落，不过，昨晚 

又有媒体被加入名 

为"阿兹敏最新视 

频"的新群组，接 

获被指为阿兹敏和 

原产业部副部长前 

机要秘书哈兹阿兹 

的完整版性爱视 

频。

这个发布视频 

的群组管理人名 

为“阿兹敏阿 

里”，而卫生部长 

拿督斯里祖基菲 

里、阿兹敏胞弟阿 
兹万和巫统最高理 

事拿督洛曼都是群 

组成员。

群组发布了 6支 

各3分钟的视频，
但内容与早前疯 

传的视频大同小 

异，只是较为完 
整。

之前视频没有的画面包括：穿著白色 

内裤的“哈兹阿兹”，在视频开始时先 

是坐在床上，过后走到电视机前一段时 

间，跟著与视频中身穿浴袍的“阿兹 

敏” 在床上，是之前爆出的短片所没 

有的画面。

还有亲嘴画面

_此外，视频中还出现两名男子亲嘴的 
画面。

'‘同性性爱视频”于6月中爆发后， 

哈兹阿兹随即在脸书上传自录视频，承 

认自己就是性爱视频中的其中一名男主 

角，并指控另一人就是阿兹敏。

不过，阿兹敏全盘否认，并指这是已 

经策划数个月的政治阴谋，旨在破坏他 

的个人声誉，摧毁他的政治前途。

他表示已指示律师向对他作出种种恶 

意指责的人士采取法律行动，并将通过

正当的法律途径揭发涉及这阴谋的人 

士0

阿兹敏目前陪同首相敦马哈迪出访俄 

罗斯海参崴，以及出席东方经济论坛。

媒体此次被加入3个不同的 

WhatsApp群组，分别是‘‘土团党” 

(Bersatu)、“阿兹敏最新视频”以 

及“阿兹敏阿里最新视频”。

除了“阿兹敏最新视频”群组的媒体 

于今日凌晨3时36分收到性爱视频，其 

他群组都没有发放任何视频。

“阿兹敏最新视频”群组内的反对党 

人士洛曼，自性爱视频爆发以来便咬著 

这个课题不放，早前还曾前往英国邀请 

专家鉴定视频真伪。

洛曼还在群组内与媒体聊天，顺便宣 

传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将于本周末出席 

在柔佛礼让举行的“我的老板”巡回活 
动。（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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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候车亭造价13万令吉，同时具备7大功能，能够为巴生市民提供新 
的候车体验。（

雪政府介入協調

巴生精明候車亭復工
(巴生5日讯）因为没 

获电供而迟迟无法启用 
的巴生首座精明候车亭 

(Smart Bus Stop )，

在州政府介入协调后复 

工，预计本月10日就可 
竣工并投入服务，为巴 

生市民提供一个崭新候 

车体验。
这座配合雪州迈向精 

明州政策的候车亭是在 
去年中动工，但工程在 

半途搁置。拖延至今，
候车亭外部"躯壳”虽 

然还在，里头的部分地 

砖已遭破坏，上方电线 

等也脱落而垂下来，不 

只影响市容，也有安全 

隐忧。

料本月10日完工

雪州地方政府、公共 

交通及华人新村发展事 

务行政议员黄思汉说，

国能日前已为精明候车 

亭接驳电供。精明候车 
亭造价13万令吉，迟迟 

不能启用的原因应.是各

I" f 一 ^人.邊辦

■位于巴生市区新邮局路的巴生首座精明候车亭 

已复工，预料本月10日就能竣工。

单位协调工作没做好， 

因此不会惩罚承包商。

早前有报导指，巴生 
市议会工程组机电单位 

需等待来自电气承包商 

的允准，以及国能的准 

许才能衔接电供，造成 
这座位于巴生北区新邮 

局路的精明候车亭工程 

延误多时。
掌管巴生市区的巴生 

市议员严玉梅表示，国 
能已经在上个月20日完

成电供的接驳，即从候 

车亭后方的巴生市议会 

广场（Plaza MPK )获 

得电源，目前承包商加 

紧完成其他工程，预料 
可于下周二（10日）完 

工。

她说，精明候车亭项 
目由雪州大臣机构旗下 

的精明雪兰莪传递单位 
(SSDU )负责工程招 

标，而非巴生市议会的 
项目。（L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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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設7殘障自立中心
楊巧雙盼獲更多撥款

■杨巧双（前排左）在障友个人助理协助下，亲自示 

范将行动不便的谢秀贞从轮椅移至床上。

(吉隆坡5日讯）妇女、 

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 

巧双表示，该部希望财政部 

明年可以给予更高的拨款， 

以便该部可以设立更多残障 

自立中心（ILC )，让障友 

群体受惠。

“部门向财政部申请设立 
7所残障自立中心，惟今年 

仅获批准90万令吉拨款来成 

立2所残障自立中心。’’

她说，这2所残障自立 

中心分别为将设立于雪州 

八打灵再也的残障自立协 

会与万宜训练与康复中心 

(PLPP )，残障自立中心 

主要提供5大服务，包括培 

训障友生活自理能力、障友 

的个人助理照护能力、辅导 

服务、推广项目及支持小组 

兼咨询服务。

她说，社会往往注重建筑 

项目的发展，但却缺乏关

注有需要人士所需的软体设 

施。如果获得更多拨款，该 
部希望可以在其它州属成立 

残障自立中心。

杨巧双今日出席弱势人 

士发展局（JPOKU )与 

马来西亚残障自立协会 

(MILAD )联办的‘‘障友 

的个人助理培训工作坊" 

后，在记者会上如此说。

共有25人参与‘‘障友的个 

人助理培训工作坊”，参与 

者接受培训后，可根据残障 

自立协会的需求，到访有关 

障友的住户提供辅助服务。

助理每小时津贴20元

政府会为每个障友的个人 

助理提供每小时20令吉津 

贴，而障友只需缴付每小时 
5令吉给马来西亚残障自立 

协会，作为该会行政费。

杨巧双说，根据世界卫生

组织，全球有15%的人□是 

障友，不过我国目前仅有54 

万9000名注册障友，相等 

于占全国人□的1.7%。

“我希望还没注册的障友 

尽快向当局注册，以便可以 

给予他们适当的协助。"

她说，为了提高残障人士 

友善设施，弱势人士发展局 

与障友群体早前探究有关法 

令条文，残障人士理事会也 

已开会决定成立小组。

杨巧双表示，障友需要个

人助理，同时她希望更多义 

工加入此行列，有兴趣者可 

联络残障自立协会或社会福 

利局。

“社会福利局设有家庭援 

助服务，目前有大约2000 

名义工，他们帮助有需要人 

士打扫住家、提供照护服务 

等等。”

出席者包括弱势人士发展 

局主任拿督玛丽亚、马来西 

亚残障自立协会主席林明娟 
等。（L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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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水供用尸缴费

吉推出_A手机应用程序
(亚罗士打5 

曰讯）达鲁阿曼 
水供公司（SA- 

DA)与吉打州政 

府合作从9月起 

推出 “mySADA”

手机应用程序，
以方便水供用户 

作出投诉及缴付 
水费。

吉打州公共 
工程、水供及能 

源事务委员会主 
席拿督占比里行 

政议员说，州内 
有逾60万个水供 

用户，水管分布 
有逾13万公里，

他们可通过 
“mySADA” 获取 

有关水供问题最 

新资讯及可以进 

行投诉事项，比 
如水管爆裂问 

题，水供用户可 

拍下照片，并把 
有关照片、地区和联络人号码 
通过“mySADA”以作出投 

报0
他说，不仅如此水供用户 

也可通过“mySADA”缴付水 

费，也提供方便给予“达鲁阿 
曼之友”与SADA公司进行有 

关水源课题沟通交流。

他是于周四上午为 
“mySADA”手机应用程序及 

“达鲁阿曼之友” （Rakan Air 
Darul Aman)主持推介后，在 

记者会上如此表示。

此外，占比里说，州内有 
1050名乡村社区管理理事会 
(MPKK)受委“达鲁阿曼之 

友”，成为州政府的代理人，

以便将水供资讯传达到各社区 
里。

他说，这些MPKK不一定 

是主席受委，也可以是秘书或 

委员受委，首要必须要有智能 
手机以方便联系，并活跃使用 
“mySADA” 〇

另一方面，针对媒体询问 
有关吉州无收益水（NRW)事 

项，占比里回应表示，通过 
NRW计划下，在合适的地点会 

装有水表及测量，从该处可读 
取正确数据，以确定流失水原 

因是水管爆裂或水表损坏所 

致。
出席者包括SADA代执行 

长莫哈末苏海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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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流出gg择
(吉隆坡5日讯）“男男 

性爱短片”风波才刚刚沉 

寂_阵子，周四凌晨便再 

流出新版本的性爱短片， 

这_次共出现6则个别时 

长约3分钟的短片，片中2 

名主角的样貌也比之前 

流传的版本更清晰。

主角样貌清晰还有特与镜头
多家媒体的记者今曰（5曰）凌晨 

分别被加入3个WhatsApp群组，分别 

是“土团党” （Bersatu)、“阿兹敏 

最新短片”及“阿兹敏阿里最新短 

片”；不过，仅是“阿兹敏最新短片” 

在凌晨3时36分收到6则性爱短片，

i‘ Liked， 公 Following，

4
Pre-Council Meeting with YAB Tun Dr Mahathir bin Mohamad before the 
start of a full day at the 5th Eastern Economic Forum in Vladivostok 
Together in attendance are YB Dato' Saifuddin Abdullah and YB Datuk 
Oarell Leiking. #MEA

Azmin Ali 〇
@MohamedAzminAli

Photos

Videos

Iconosquare

Community

其他两个群组则没有。

6个3分钟的短片，加起来时 

长达18分钟，其中大部分的画面 

也曾出现在前几次流传的短片中； 

这一次，有更多的特写镜头，其中 

身穿白色内裤的原产业部副部长的 

前高级机要秘书哈兹阿兹，其样貌 

也更为清晰。在其中一个短片的镜 

头里，哈兹阿兹手握着电视机遥控 

器，在调整电视频道后便一度靠近 

镜头，把遥控器摆放在电视机上，

似乎就放在镜头旁。随后，身穿浴 

袍的男子躺在床上，哈兹阿兹则开 

始靠近并吻对方及开始爱抚和拥抱。

根据观察，虽然加起来长达18分 

钟的短片，但影片中的两人仅是在接 

吻、拥抱及爱抚，此外，哈兹阿兹也为 

另一男主角口交及按摩，看似哈兹阿兹 

在为另一个主角“服务”。似乎，还有 

更多“进一步”的画面，仍未流传出 

来0

賴
阿兹敏随同首相赴俄

另一方面，阿兹敏身在俄罗斯符拉 

迪沃斯托克，随同首相敦马哈迪出席第 
5届东方经济论坛。同行者包括外交部 

长拿督赛夫丁阿都拉及国际贸易及工业 

部长拿督达雷尔雷京等。阿兹敏在大马 

时间周四上午9时许，在脸书上载一张 

他与首相及其他阁员和随团成员开会的 

照片。#

阿兹敏在大马时间周四上午9时许，在脸书张贴与首相开会的照片。右起为达 

雷尔、阿兹敏及马哈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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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a
重启马俄合作联委会

阿兹敏:探索新领域
(吉隆坡5日讯）重启后的大马-俄罗 

斯经济、科学、技术及文化合作联合委员 

会（ESTC)将在俄罗斯举行的第5届东方 

经济论坛场边活动召开首次会议，进一步 

加强两国的投资及贸易往来。

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周 

四发推文说，政府在上述合作方面已鉴定 

相关工作组织及领域。

“我们期待加强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 

资。随着我们探索新领域及深化合作，工 

作组织之间出现的更大合作将创造新的协 

同效应，解放经济潜力。”

首相敦马哈迪医生率领大马代表团出席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举 

行的东方经济论坛，阿兹敏是随团成员之一。

阿兹敏已与俄罗斯工业与贸易部长兼ESTC联合主席曼图罗 

夫在东方经济论坛场边活动，进行一项富有成果的会面。

ESTC已成立近5年，惟没任何动静。#

阿兹敏：进一步加 

强马俄两国的投资 

及贸易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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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双:满足逾50万残障人士

关鸟需7自立—丨舍中心
(吉隆坡5日讯）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 

部副部长杨巧双指出，大马需要至少7间自 

立生活中心（ILC)，以满足国内逾50万名已 

登记残障人士的需要。

她说，自立生活中心的作用是满足残障 

人士所需，如私人看护服务、自立生活服务、

辅导、维权和支援服务。

她今曰颁发证书给残障人士私人看护 

培训工作坊的参与者后，对记者这么说。

“现有的两间自立生活中心是在万宜和 

八打灵再也，它们是在本月初投入运作，所 

获拨款为90万令吉，我们希望，明年可在全 

国设立更多的自立生活中心，以协助54万90◦◦名已登记的残障人 

士0

“通过自立生活中心，我们将开始培训私人看护和残障人士，以 

让他们更自立，并能够去到外面跟其他的社会大众同处。”

询及私人看护服务，杨巧双说，这是一项由大马残障自立协会 

和残障人士发展局(JP0KU)合作展开的试跑计划。

她说，首批是由25名私人看护组成，并以此作为指标检视是否 

需要扩大服务至所需群体，同时要让公众意识到这方面服务的重要 

性。

“他们（私人看护）将获得每小时20令吉的补贴，而寻求这项私 

人看护服务的残障人士，他们只需支付每小时5令吉。”

另外，大马残障自立协会会长林明娟指出，获选的私人看护将 

接受20小时由该协会所提供的培训，过后再分配给需要他们服务的 

残障人士。

“在培训后，我们会根据性别和残障类型，将私人看护分配给适 

合的残障人士，因为这项服务需要的体力不少，比如，将残障人士由 

床移至轮椅。”#

杨巧双：大马需至 

少7间自立生活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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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

八打灵市政厅会客日

日期：9月7日（星期六）

时间：；上10时至下午4时 

地，点：Gianl Hypermarkel Kota Damansai'a ' No. 

16 jalan PJU 5/1 Kola Damansara Pelaling Jaya, 

Selangor

联络：03-7956 3544，分线 203/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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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总妇女部征文赛颁奖礼

黄玉珠：参赛作品水准高
(吉隆坡5日讯）华总妇女部

日前举办第三届《她的故事》 

征文比赛总决赛颁奖仪式，众 

人围者都踊跃出席。

华总妇女部主席黄玉珠 

说，相比过去两届的文章，今 

届很多参赛作品水准相当高， 

描述的对象范围更广泛，众作

者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妇女对 

家庭、社会的付出与贡献，令 

人感动。

推广女性创作风气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 

动，不只揭示、彰显了女性的 

优良特质，也推广我国女性作 

家的文学创作风气，希望大家

珍惜这个平台，继续参与未来 

的征文活动，为我国創作更多 

更精采的篇章。”

受邀颁奖嘉宾为雪州行政 

议员黄思汉。

当日出席者包拈华总妇女 

部委员暨筹委会主席黄明芳、 

华总妇副主席蔡宛亲、华总妇 

理事蔡春娇、拿汀练美兰、李 

简桂婵及陆美兰。

第三届《她的故事》激励文 

章征选赛全国总决赛成绩

奖项 姓名 作品题目 州属

寇军 刘瑞珍 折翼 彭亨

亚军 林盈盈 乐乐 雪隆

季军 林亿芳
她的梦想 

与传奇
雪隆

黄绣平 吴娣婶 森美兰

陈莲萍 香蕉娘 柔佛

优秀
陈梘敏

蜡烛的生

叩
森美兰

李晓婷
慈善铁娘 

子
彭亨

陈晴 师•食 森美兰

华总妇女部理事和嘉宾出席颁奖礼，左起为颜桂珠、蔡春娇、蔡宛亲、李简桂婵、黄玉珠及黄思 

汉；右起陆美兰、练美兰及黄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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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部积极支持

清华来马办分校
(北京5日讯）马来西亚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与中国 

教育部副部长郑富芝举行双边会谈成果丰硕，中国教 

育部表示积极支持北京清华大学来马开办分校，也原 

则上支持考获大马教育文凭（SPM)华文科资格的我

国学生赴华深造时，豁免汉语考试。

由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副议长倪可敏率领的国会 

代表团，今日抵达中国教育部与郑富芝举行会谈，随 

行者包括首相署副部长哈尼巴等人。

倪可敏（右二）赠送怡保白咖啡及国会木雕工艺品予郑福芝，右为张念群。左起雪州行政议员黄 

思汉、柔佛副议长颜碧贞、雪州议长黄瑞林及首相署副部长哈尼巴迈丁。

谈中，张念群提出五 

大课题，包括向中国 

政府争取增加我国留华生的奖 

学金名额、豁免我国留学生汉 

语考试、两国大学学位的相互 

承认、探讨北京清华大学来马 

开办分校、以及中国政府如何 

支持马来西亚厦门大学。

中国政府对张念群提出的 

五项课题皆表达了政策上、法 

律上的积极支持。

赠送怡保白咖啡

郑福芝会谈中表示，中国 

政府今年决定在开办的4间孔 

子学院为符合资格的大马留华 

生提供44份奖学金，协助留 

华生培训汉语专业，也为我国 

独中培养优秀师资。中国政府 

原则上也支持为我国留华生增

加奖学金名额。

陪同⑴席会谈的中方教育 

部官员包括孔子学院副院长趙

国诚、教育部国际司副司K：李 

海及国际汉语考试总经理李佩 

哲等人。

会谈结束后，倪可敏特嶒 

送国会官方饮料，著名的怡保 

泽合白咖啡予中国副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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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訂：猶綱纖法哈斯
(吉隆坡5日讯）公正党总

秘书拿督斯里赛弗丁指出， 

该党不会对署理主席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和主席拿督斯 

里安华政治秘书法哈斯采取 

纪律行动。

他说，这交由当局处

理，但该党会酌情处理，不 

会对两人采取行动。

赛弗丁安今日出席大马 

反贪论坛闭幕礼后，如是指

I丨丨1 °

“我们会以个案方式处 

理涉及不当行为的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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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双：只需5元行政费

残疾人可申请看护
(吉隆坡5日讯）妇女、家庭

及社会发展部副部K：杨巧双表 

示，需要私人看护的残疾人士 

可向残疾人士发展局及大马残 

疾自立协会提出申请，当局会 

安排个人助理到家中服务，残 

疾人士只需付5令吉行政费 

用。

(JPOKU)合作展开的试跑计 

划…

她说，首批是由25名私人 

看护组成，并以此作为指标检 

视是否需要扩大服务至所需群 

体，同时要让公众意识到这方 

面服务的重要性。

2千人志愿援助
每小时20元补贴

将获得

她说，除了残疾人士自立 

中心提供的私人看护服务，旗 

下福利局也提供住家援助服 

务，全国共有2000名志愿人 

士参与。

杨巧双今日出席残疾人十 

发展局及大马残疾自立协会， 

“他们（私人看护）

每小时20令吉的补贴”

大马残疾自立协会会长林 

明娟指出，获选的私人看护将 

接受20小时由该协会所提供 

的培训，过后再分配给需要他 

们服务的残疾人士。

“在培训后，我们会根据性 杨巧双示范如何将残疾人士抱上床的标准动作

联办的“残疾人士个人助理培 

训和残疾自立中心经营工作 

坊”时，这么指出。

她说，这是一项由大马残

別和残疾类型，将私人看护分 

配给适合的残疾人士，因为这 

项服务需要的体力不少，比 

如，将残疾人士由床移至轮

疾自立协会和残疾人士发展局 椅

出席者尚包括残疾人士发 

展局主任拿督玛丽亚及大马 

残疾自立协会总秘书谢秀 

贞。

逾50万残疾人需7所自立中心容纳

杨巧双指出，大马需要至 

少7所残疾人士自立中心，以 

满足国内逾50万名已登丨己残 

疾人士的需要。

她说，自立中心的作用是 

满足残疾人十所需，如私人看 

护服务、自立生活服务、辅

导、维权和支援服务。

“现有的两间自立生活中 

心是在万宜和八打灵再也，它 

们是在本月初投人运作，所获 

拨款为90万令吉，我们希 

望，明年可在全国设立更多的 

自立生活中心，以协助54万

9000名已登记的残疾人士。

“通过自立生活中心，我 

们将开始培训私人看护和残 

疾人士，以让他们更自立， 

并能够去到外面跟其他的社 

会大众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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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运动服装指南未拍板
赛沙迪：下月与各州委商议

(蒲种5日讯）青年及体育部

长赛沙迪说，中央政府将让登 

州政府考虑是否不再派代表参 

与体操及韵律体操项目，因为 

选手的运动装被认为不符合回 

教教义，有伤风化。

他说，国家体育理事会登 

嘉楼分会有联络青体部想要得 

到更多资料，但目前为止还没 

有拍板决定。

“我们每个季度都有与各 

州的运动事务委员会的州行政 

议员开会，下一个会议将在下 

月召开，因此，此课题将被讨 

论。，’

他今天在蒲种出席一项活 

动后，记者会上这么说。他

说，运动理应是闭结全民的活 

动，当中不应该存有差异。

他也说，青体部要努力把 

运动项目推广出去，让每个人 

都有机会接触体育。

发扬体育精神为前提

“选手在比赛时候是否要 

戴头巾？我的立场很简单， 

就是发扬体育精神为前提。

“我们要确保所有男女选 

手都有平台发挥自己，因为他 

们能为国家体坛作出贡献，就 

要好好引导他们。”

上周二，登嘉楼青年、运 

动及非政府组织发展委员会主 

席万沙凯里说，州政府考虑发

出符合回教教义的运动装及行 

为指南。

据了解，上述指南涵盖回 

教运动员的服装，还有他们在 

竞赛时所须遵守的行为准绳。

他也说，基于艺术体操及 

女子体操项0的运动服饰有暴 

露身体，而且选手的动作被认 

为不雅。

与此同时，妇女、家庭及 

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今日 

出席一项残障人十活动上指 

出，她期许，登嘉楼州政府可 

让运动回归运动。

赛沙迪

“运动就是运动，并无其 

他目的，就丨丨:男女运动健将做 

他们该做的事情。”

她补充，青年及体育部已 

就此事发文告，并会处理。

杨巧双盼让运动回归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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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纵横
NANYANG SIANG PAU

https: / /twitter. com / nanyangpress 

www. f acebook. com / nanyang. nysp

黑手再散播男男性爱片

(赛城5日讯）神秘黑手今天凌晨3时许再度出手， 

把部长、记i加入一个称为“Video Terkini Azmin” 

会促已观看者，截屏投报。

该委员会主席毅史延说，那些发现本身被加入 

毅史延出席国家光纤化与连接计划媒体汇报会时，被记者包 

围。

(阿兹敏最新视频）的WhatsApp群组，再散播新版 

本露骨男男短片，引起哗然。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

该委员会主席毅史延说，那些发现本身被加入 

“阿兹敏最新视频”群组的人士，截屏及发送至通讯 

及多媒体委员会WhatsApp投诉服务。

“土 m他们加人该群组的 
电话号码应该有显 

示。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将与 

警方合作调查此事，我们根据 

投诉采取行动。”

他今天在国家光纤化与连 

接计划（NFCP)媒体汇报会， 

视频”的群组是于今R凌晨约 

3时35分发出上述短片到有 

关群组。

群组内有逾80受众，分 

别为新闻丁作者及政治人物。

防长农长等也在群组

党” （Bersatu)、“阿兹敏最 

新视频”及“阿兹敏阿里最新 

短片”的不同WhalsApp群 

组。

不过，只有在“阿兹敏最 

新视频”群组的媒体工作者收 

到性爱短片，其他群组都没有 

任何短片。

“严正处理每宗案”
受询及一个名为“阿兹敏最新 

视频”的WhalsApp聊天群组 

在今天凌晨创建一事，这么 

说。

社交媒体今日再流传6则 

各3分钟长的“男男性爱短 

片”。

与罕前一样，这些短片都 

是通过WhatsApp群组发给媒 

体。此次，名为“阿兹敏最新

据知，群组内更有国防部 

长莫哈末沙布、农业及农基工 

业部长拿督沙拉胡丁、卫生部 

长拿督斯里祖基菲里博士、阿 

兹敏胞弟阿兹万及巫统最高理 

事拿督洛曼。

群组内的6则短片。

据了解，媒体丁作者在这 

一波的“男男性爱短片”中， 

被加人3个分别名为“土团

询及该WhatsApp聊天组 

群是否牵涉一名高知名度人 

士？毅史延说：“我们严正处 

理每宗案件。”

针对马来两亚电脑紧急应 

变小组（MyCERT)日前发出 

安全通告，有关多个大马网站 

自8月28日遭攻击。他说， 

若有需要，通讯及多媒体委员

才会发出文告。

“男男性爱短片”最初是 

在今年6月爆发，哈兹克阿兹 

随后承认本身为短片的其中 

“男主角”，更指事件是发生 

今年5月11 R，山打根补选 

期间。

警察总长拿督斯里阿都哈 

密今年7只接受媒体访问时透

露，马来西亚网络安全机构 

已核实“男男性爱短片”的真 

伪，但该机构也无法鉴定短片 

中的两名男主角身分。

随后，洛曼把短片送往英 

国鉴证顾问公司Verden 

Forensics分析，证实有关视频 

“未动过一刀”，有关分析报

告已被警方送往大马网络安全 

机构研究。

警方至今是援引刑事法典 

377B条文（违反自然性行为） 

和292条文（贩卖或传播淫 

秽物品），以及1998年通讯 

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调查 

“男男性爱短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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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段长18分钟荛蠆性片SS
吉隆坡5日讯|沉寂了一段时间后，「男男性 

爱短片」再有新短片流传，这次更连续传出6段、 

全长18分钟，这也是迄今最完整的视频！

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 

兹敏阿里卷入的男男性爱短片风 

波，在今曰凌晨再有新的片段流 

出°

各媒体记者今日凌晨3时 

许，被不知名人士加入名为「阿 

兹敏最新影片」的WhatsApp群 

组，该人不久后便发布6段视频。

影片公开完整互动

根据记者观察，6段视频分 

别长3分钟，共计18分钟多，而 

且所有的视频互相连贯，与此前 

流出仅1分钟多的视频相比，这 

是目肖|」以来最完整的短片。

此前所流出的影片约长1分 

钟多，而今日所发布的影片，公 

开了两人的完整互动。

其中一段视频显示，其中一 

名貌似公正党山都望区部青年团 

团长哈兹阿兹的男主角，先穿白 

色内裤入镜，随后另一名男子入 

镜，两人躺在床上开始互动。

最后一段的视频则显不！两 

人在床上相拥和亲吻的S面0 

性爱短片风波是在6月中旬 

爆发，使用的手段同出一辙，多 

家媒体代表的手机被不知名人士 

加入一个WhatsApp群组，并在群 

组中散发视频。

不久，哈兹阿兹随后在个 

人面子书上载自录短片承认，自 

己是性爱短片中的其中一名男主 

角，并指控另一人就是阿兹敏。

不过，阿兹敏全盘否认，表 

示这是已经策划了数个月的政治 

阴谋，旨在破坏他的个人声誉，

男男_片

摧毁他的政治前途。

他当时也说，他已经指示律 

师向对他作出种种恶意指责的人 

士采取法律行动，他将通过正当 

的法律途径揭发涉及这阴谋的人 

士0

目前，阿兹敏身在俄罗斯符 

拉迪沃斯托克，随同首相敦马哈 

迪出席第5届东方经济论坛。同行 

者包括外交部长拿督赛夫丁阿都 

拉、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拿督达 

乐雷M等。

阿兹敏显然不受性短片影 

响，他在大马时间周四上午9时 

许，在面子书上载一张他与首相 

及其他阁员和随团成员开会的照 

片。 男男性片其中一名主角哈兹阿兹，之前已被警方传召录供。

性短片风波爆发近3个月

有人透过创立WhatsApp群组，在凌晨向多名记者和公正党 

领袖散播3支男男性短片和一些文件，指控阿兹敏涉及贪 

污和同性性行为。

f 时任山都望公青团团长哈兹阿兹自爆本身是该同性性爱短
I片主角之_，并点名另_主角就是阿兹敏。当天傍晚，再 

有第二波性短片和图片流传。

阿兹敏阿里打破缄默，否认这项具恶意的指控，并强调将 

采取一切法律途径，把诬衊者揪出来。

武吉安曼刑事调查部成立一支专案小组，连同通讯及多媒 
体委员会、警方科学鉴证组及一些专业人士，鉴定男男性 

爱短片的真伪。

第三波性短片再度流传；原产业部革除哈兹阿兹的高级机 

要秘书职位。

人民公正党政治局议决开除哈兹阿兹党籍。

警方证实，哈兹阿兹和5名雪州公正党党员被捕。

警方再展开逮捕行动，被捕嫌犯包括霹雳州公正党主席法 
哈么么〇

安华指阿兹敏若被证实是男男性爱短片主角，应当辞职后， 
阿兹敏不甘示弱回呛安华照镜子。此事也引起安华和阿兹敏 
两派阵营互呛。

全国警察总长拿督斯里阿都哈密透露，「男男性爱短片」 

真实性极高，惟无法确定影片中人物身份。调查发现，事 

件是由一名政党领袖及其怀有恶意的组织，为羞辱及破坏 
特定人士的声誉所引起。

哈兹阿兹和法哈兹获释。

巫统最高理事拿督洛曼远赴英国，寻求专家验证「男男性

收到英国伯明翰Verden Forensics公司针对该片的鉴定报 

告。

物加入新Wh at sApp群组，散播6支性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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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50万障友大马需7间自立生活中心
吉隆坡5日讯I妇女、家庭

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指 

出，大马需要至少7间自立生活中 

心（ILC )，以满足国内逾50万名 

已登记残障人士的需要。

她说，自立生活中心的作用 

是满足残障人士所需，如私人看 

护服务、自立生活服务、辅导、 

维权和支援服务。

她今日颁发证书给残障人 

士私人看护培训工作坊的参与者

后’对记者这么说。

「现有的两间自立生活中心 

是在万宜和八打灵再也*它们是 

在本月初投入运作，所获拨款为 

90万令吉，我们希望，明年可在 

全国设立更多的自立生活中心， 

以协助54万9000名已登记的残障 

人士。

「通过自立生活中心，我 

们将开始培训私人看护和残障人 

士，以让他们更自立，并能去到 

外面跟其他的社会大众同处。」 

询及私人看护服务，杨巧双 

说，这是一项由大马残障自立协 

会和残障人士发展局（JP0KU )合 

作展开的试跑计划。

她说’首批是由25名私人看 

护组成，并以此作为指标检视是 

否需要扩大服务至所需群体，同 

时要让公众意识到这方面服务的 

重要性。

「他们（私人看护）将获得 

每小时20令吉的补贴，而寻求这 

项私人看护服务的残障人士，他

们只需支付每小时5令吉。」

另外，大马残障自立协会会 

长林明娟指出，获选的私人看护 

将接受20小时由该协会所提供的 

培训，过后再分配给需要他们服 

务的残障人士。

「在培训后，我们会根据性 

别和残障类型，将私人看护分配 

给适合的残障人士，因为这项服 

务需要的体力不少，比如，将残 

障人士由床移至轮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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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5日讯|国内贸

易及消费人事务部长拿督斯里赛 

夫丁纳苏申表示，只有首相敦马 

哈迪内阁改组一事，自己目前专 

注处理贸消部事务。

昨曰传出赛夫丁纳苏申将 

在这次内阁改组中，取代丹斯 

里慕尤丁出任内政部长，今日受 

询时一笑置之。

「只有敦马知道，首相没 

有告诉我，他人在国外，而我在 

这里。我目前专注贸消部分内事 

和购买国货运动。」

他今日出席「大马反贪论 

坛」主持闭幕后，受访时如是指 

出°

另一方面，他提到，杯葛 

非穆斯林清真食品一事有违伊兰 

兰教义。

他说，内阁已对杯葛一事 

做出讨论，副首相旺阿兹莎也已 

发出文告，专注购买国货运动。

不清楚内阁改组

另外，疑似公正党署理主 

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的男男性 

爱短片今日再次流出片段，作为 

公正党总秘书的赛夫丁纳苏申表 

示，目前不会展开党内部调查， 

一切交由执法当局进行调查。

「公正党的立场非常清 

楚，我们拒绝任何的政治元素的 

说法，交给有关当局调查。」 

询及对近日涉及刑事案的 

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的政治 

秘书法哈斯，采取任何党纪律行 

动；赛夫丁首先做出否认，并说 

交个调查当局全权处理。

询及公正党是在何时对涉 

及刑事案件的党员采取纪律行 

动，他表示，这根据个案处理，

通常是执法当局完成调查、提 

控、定罪、被告完成上诉后，党 

内才会对该党员的纪律行动作出 

定夺。

他早前在论坛上致闭幕词 

时引述大马反贪会的最新数据， 

在2014年至2019年6月期间， 

因受贿被扣的4860人当中，有 

46.3%是公务员。

他说，大多数的贪污案 

件涉及采购人员，4860人中有 

53.4%是年龄低于40岁。

「反贪会的研究显示， 

22.1 %的受访公务员’愿意在担 

任要职或掌权时受贿，因此政府 

肃贪是一个刻不容缓和势必进行 

的行动。」

赛夫丁专注贸消部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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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女商會隆分會獻暖

助殘障者義賣月餅

达罗雅(站者左四)在众人陪同下，参观月饼制作过程

(吉隆坡5日讯）世界 

女商会吉隆坡分会做慈善不 

遗余力，趁着中秋佳节来临 

之际，协助残障人士义卖 
中秋月饼。由Harold’s Pastry 

Academy提供场地。这些月‘ 

全是由^长丽燕和张丽华老师 

亲自教导残障人士手工制作 

的。

雪州行政议员达罗雅莅 

临现场主持开幕，她在现场 

也试吃由残障人士亲手制作 

的月饼，她感到很欣慰看到 

他们能够克服自身障碍，努 

力学习制作月饼，勇敢地接 

触新事物。她以捐款方式来 

支持鼓励现场的残障人士：

总会长拿督洪桂花希望 

吉隆坡分会在未来能够继续 

带领他们的团队做更多的慈 

善活动，为社会上有需要的 

弱势社群送上关怀与爱心， 

让他们在精神上、心理上得 

到同等关怀，能更好地融人 

社会大家庭。

刘秀萍：

盼鼓励障友重拾信心

吉隆坡分会会长拿督 

刘秀萍感谢大马残障自立协 

会，马来西亚华人残障协 

会，美门残障中心与及双福 
残障自强发展协会的40人参

与制作月饼的残障人士。她 

很感动他们能够勇敢地踏人 

第一步，愿意尝试靠自己的 

双手挣钱养活自己。她希望 

能借此活动鼓励其他障友重 

拾信心，使其对生活充满向

往，并通过努力积极追求自 

己的人生理想，而不是以自 

身残缺为由逃避。

她表示，所卖的的月饼 

款项扣除原料费后，将平分 

给予在场的40名残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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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連3天在隆雪華堂舉行

全國水墨畫展15日開幕
(吉隆坡5日讯）由隆雪 

华堂文教委员会主办，南洋 

美专（马）校友会、马来西 

亚美术家协会、草堂门金石 

书両会、马来西亚国际现代 

书両联盟、马来西亚女书両 

家协会、马来西亚水墨両协 

会、巴生艺术协会、吉中艺 

术协会、雪隆水墨両会、马 

来西亚岭南両会协办的全国 

水墨両公开展，将在本月14

至16日（周六至周…）于隆 

雪华堂光前大礼堂举行。开 
幕仪式定于15日上午11时， 

由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 

主持。
这场水墨両展于6月开放 

报名，获得了来自全国各地 

両家的踊跃参与，最终征得 
作品高达146件。由锺正川、 

叶逢仪、谢忝宋、朱绍瑛、 

骆孝源、吴文正、黄章励、

隆雪华堂文教委员会与协办单位于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 

余斯福8名资深両家组成的遴 100余幅的両作，欢迎社会大

选委员，共遴选出95幅的佳 

作。

本次両展人场免费，无 

需报名，开放时间为上午9EJ寸 

至下午5时；届时将展出高达

众前来参观。若有其他询问， 

可联络隆雪华堂秘书处丘先生 

(03-2274 6645/info@klscah. 

org.my )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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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西亚残障 

自立协会主 

席林明娟指出，马来西 

亚残障自立协会这个月 

会成立残障自立中心， 

目前依然正在招募更 

多员工、义工与个人助 

理。

残障自立协会总秘 

书谢秀贞指出，该会将 

安排适合的个人助理人 

选，负责照护哪一个障 

友。

“接受培训的个人 
助理必须进行20个小时 

的培训课程，我们也可 

以教导家庭成员如何照 

护家里的障友亲人。”

D -方面，杨巧双说，根据世界
3卫生组织，全球有15%的人口 

是障友，不过全马目前仅有54万9000名 

注册障友，相等于占全国人口的1.7%, 

她呼吁还没有注册的障友尽快向当局注 

册。

她说，为了提高残障人士的友善设 

施，弱势人士发展局与障友群体早前探 

究有关法令条文，残障人士理事会也已 

开会决定成立小组。

杨巧双表示，障友需要个人助理， 

同时她也希望更多义工加人这个行列， 

有兴趣者可以联络残障自立协会或社会 

福利局。

“社会福利局设有家庭援助服务 
(Home Help Services ) , H 前有大约 

2000名义工，他们帮助有需要人士打扫 

住家、提供照护服务等等。”

杨巧双（_前排左）在障友个人助理的协助下，亲自示范照护行动不便 

的谢秀贞从轮椅移至床上。

楊巧雙：90萬設2間不夠

盼獲更多撥款設殘障中心
(吉隆坡5日讯）妇女及家庭发展部 

长杨巧双指出，该部门向财政部申请设 

立7所残障自立中心，惟今年仅获批准90 

万令吉拨款来成立2所残障自立中心，因 

此希望明年可以获得更高的拨款，以便 

设立更多残障自立中心（ILC)，让障友 

群体受惠。
她说，这2所残障自立中心分别将设 

立于雪州八打灵再也的残障自立协会与 
万宜训练与康复中心（PLPP )，残障自 

立中心主要提供5大服务，包括培训障友 

生活自理能力、障友的个人助理照护能 

力、辅导服务、推广项目、支持小组兼 

咨询服务。

“我们往往注重建筑项目的发展， 

却缺乏关注有需要人士所需的软体设

施。如果获得更多拨款，我们希望可以 

在其他州属成立残障自立中心。”

办障友个人助理培训工作坊

杨巧双今日出席弱势人士发展局 

(JPOKU)与马来西亚残障自立协会 

(MILAD)联办的“障友的个人助理培 

i川丁作坊”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这么表 

示c “障友的个人助理培训工作坊”共 

有25人参与，参与者接受培训后可根据 

残障自立协会的需求，到访有关障友的 

住户提供辅助服务：

政府会为每个障友的个人助理提供 
每小时20令吉的津贴，而障友只需缴付 

每小时5令吉给马来西亚残障自立协会， 

作为该会的行政费。

殘
障
自
立
協
會
招
募
義
工

僅
55
萬
人
註
冊
障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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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巴生市区新邮局路的 '巴-生三 

首座精明巴士亭在停工多_时后:，终1 

于在州政府介入协调后臭 
亭-肉 >卜_都设有:让籴客舒服「義坐:的_候〜 

车石凳_，_盼能成为巴生旧._区座.. 

现代化新地标。

I #管雪州地方政

g 府、公共交通

§及华人新村发展事务的行 

政议员黄思汉，日前接受 
；《大都会》社区报记者询 
I问时解释，这座造价13万 

&令吉，巴生唯■的精明巴 

胃士亭迟迟不能启用，是因 

13没有电源供应，在州政府 

$介人协调后，已顺利获得 

@国能供应电源a 

g 询及当局会否因工程

M疏失造成延误，而对负责 

的承包商施予赔偿惩罚， 

他表;^；，不觉得此事是任 

何单位的过失，而是协调 

工作没做好。

根据早前报道，鉴于 

承包商在获得电供后，赶紧把上方垂吊的电线全安上电灯，并 
设起3行石凳，呈现煥然一新的面貌。

\m

# 据记者观察，承包

g 商已把巴士亭上方

$的电线全安装了电灯，也在 

#巴士亭内外安置了几排仿大 

g理石长発，并把此前破损的 

地砖全面更换，呈现焕然一 
新之咸

一，忘k今年4月27曰雪州大 

fjf臣阿米鲁丁在沙亚南14区苏 

丹道，正式推介启用的两座 

精明巴±亭功能，设有乘客 

查询巴士抵达时间的电子资

兰莪精明巴士的服务按钮、 

闭路电视、免费网络、USB充 

电器及空气素质检测器…共7 

项服务。

英文《星报》此前报 

與國能協調料10日竣工

从去年中动工的精明巴士亭，早前因电供问题而“半途 

而废”，落得只有外观躯壳的地步，加上一些顽劣市民的破 

坏行为，令巴士亭的存在反而有碍市容。

部能市 
宽若民 

造敞能带 
价舒全參 
13适数f 

万，启^
令所用
吉赋

，候

的予则;^ 
巴的将4 
士 7为。 
亭大巴 
内功生

承包商正如火如荼恢复巴生首座精明巴士亭的施工，以 
赶在9月1()日竣工。

報道►謝仲洋

(巴生5日讯）延误多时的巴生首座精明巴士 

亭（Smart Bus Stop )，随着州政府在接获媒体 

投报而介入协调后，巴士亭已于8月20日获得国 

能电供，复工维修工作正如火如荼进行中，预计 

在本月10日竣工并投入运作后，可赋予巴生市民 

候车的薪新体验！候车的崭新体验！

B生精明巴士事 1

巴生市议会工程组机电单 

位须等待来自电气承包商 

的允准，以及国能的准许 

以衔接电供，造成这座位 

于巴生北区新邮局路的精 

明巴士亭工程延误多时。
在丁程停顿期间，- 

些顽劣市民的破坏行为， 

造成巴士亭设施损坏，影 

响市容。

嚴玉梅：SSDU負責工程招標

A责巴生市区的巴生市议员严玉梅受询时透露，精明巴士亭项 
目由雪州大臣机构旗下的精明雪兰莪传递单位（SSDU)负责 

工程招标，而非巴生市议会的项H。

她表示，在询问了相关人员后获悉，巴士亭从后方的巴生市议会 
广场（Plaza MPK)获得电供衔接，电供设施已于上月20日完成，承包 

商正加紧恢复施丁，只要没有意料之外的状况发生，预料可于下周二 

(10 日）完 T.。

道，巴生消费人协会主席迪 

瓦达斯申诉，巴生精明巴士 

亭从去年中动工，以配合雪 

州迈向精明州的政策，唯工 

程半途搁置，只留下巴士亭 

的外部“躯壳”，里头的部 

分地砖却已毁坏，上方的电 

线并垂吊而下，大大影响市 

容和市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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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5日讯） 

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 

敏阿里所陷人的“同性性爱 

短片”风波虽然在警方宣布 

无法鉴定短片中的人物身分 

后告一段落，但媒体昨晚又 

被加人一个名为“阿兹敏最 

新短片”的新群组，并接到 

指阿兹敏及原产业部副部长 

前机要秘书哈兹阿兹为主角 

的完整版性爱短片。

这一次传出影片的群组 

管理人以“阿兹敏阿里”为 

名，群组成员还有卫生部长 

拿督斯里祖基菲里、阿兹敏 

胞弟阿兹万及巫统最高理事 

拿督洛曼d

新增6短片
群组内共有6支各3分钟长的短 

片，与之前爆出的短片大同小异， 

不过较为完整。短片开始第…秒是 

穿著白色底裤的“哈兹”坐在床 

上，较后走到电视机前一段时间， 

接着与短片中身穿浴袍的男人躺在 

床这是之前传出的短片所没有 

的両面。..

媒体被加入3群组

这一波的短片，也有两名男子 

接吻的両面。

男
男

愛

|

媒体被加人3个不同的 

WhatsApp群组，分别名为 

“土团党” （Bersatu)、“阿 

兹敏最新短片”及“阿兹敏阿 

里最新短片”。

H 不过，只有在“阿兹敏

最新短片”群组的媒体，于凌 

. 晨3时36分收到性爱短片，其

^■他群组都没有任何短片。

9-3 群组内还出现反对党领

袖，也就是对性爱短片课题咬 

着不放，甚至远赴英国请专家 

鉴定短片真伪的洛曼。洛曼还 

|_L在群组内与媒体聊天，顺道宣 

传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本周末 

将在柔佛礼让举行的“我的老 

板”巡回活动。

阿兹敏被人扯进的性爱短片风 

波是在6月中爆发，哈兹阿兹随后在 

个人脸书上载自录短片自认是性爱 

短片其中一名男主角，并指控另- 

人就是阿兹敏。

不过，阿兹敏全盘否认，他表 

示这是策划数个月的政治阴谋，旨 

在破坏他的个人声誉，摧毁他的政 

治前途。他当时也说已经指示律师 

向对他作出种种恶意指责的人士采 

取法律行动。

目前.阿兹敏人在俄罗斯海参 

崴，与首相敦马哈迪出席东部经济 

论坛。

被
指
是
完
整
版

Page 1 of 2

06 Sep 2019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4
Printed Size: 148.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3,296.36 • Item ID: MY0037165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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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燒逾8小時毀1萬平方尺面積

面对熊熊烈火，消挺人员只能极力灌救

報道►林淑敏

(万挠5日讯）又见非法垃圾场 

失火，此次连烧8.5小时！

位于鹅唛县万挠与乌鲁雪兰莪边界的 

双溪珠，于昨午因一场大火而被揭发一片 

原本绿油油的山林，已沧为非法垃圾场，

丢满各种工厂废料、建材和塑胶，使山头 

变得光秃秃之余，更遭火劫和烧成焦土，

让人深感心痛。

蔡伟杰：大量树木被烧焦

万挠州议员蔡伟杰指出，根据精明雪 

州指挥中心（SSCC)所提呈的初步报告，

大火是于星期三下午约5时，是附近一个 

屋业发展工地的员工为清理垃圾而放火所 

引起的d

“万挠消拯局先派出12人，在全力灌救之下，于当晚9 

时控制火势。但由于火势已经蔓延，烧毁了约1万平方尺的面 

积，所以最后是在警员的支援下，方成功于周四凌晨1时30分 

完全灭火。”

“尽管没有人在这场大火中受伤，火势也未蔓延至附近工 
地，但经过逾8小时的大火，大量树木被烧焦，大自然受到严 

重破坏，实在让人感到遗憾。”

他说，大火引起的浓烟，随风飘送至万挠岭、翠岭花园住 

宅区和万挠大街，引起多地烟雾迷蒙，居民亦申诉空气中含有 

塑胶异味，被迫紧闭门户。

“精明雪州指挥中心承诺会采取善后行动和监督，减少类

蔡伟杰对非
法垃圾场的不断 

冒现和对环境所 

造成的破坏深感 

痛心。

大火虽然灭了，可是原本绿油油山林也烧成了焦土.B

似破坏的发生。

要求州政府采严厉措施

蔡伟杰表示，他已在州议会中数度提及非法垃圾场在本 

区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冒现的状况，要求州政府采取更严厉的措 

施，打击非法垃圾承包商。

“为了及时行动和对付这类活动，我被告知士拉央市议会 

已添购10套闭路电视，准备装在经常沦为非法垃圾场的黑区，包 

括万挠绍嘉娜花园。”

“现有的刑罚包括充公垃圾车、神手和罗里，本足以遏阻 

非法承包商，无奈政府的执法人手不足，万挠与乌雪地区的山 
林太宽广，难以24小时进行管制。我将在州议会中再度提呈此 

事，以盼增加人手或更进一步提高刑罚，以减少非法垃圾场的 

-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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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伙伴

板
(加影5日讯）士毛月关爱社区协 

会订于9月15日（星期R )晚上7时至次 

日凌晨零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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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活动是雪州活跃关注俱乐部、 

士毛月新村乡村及治安委员会和武来岸 

新村联办，并获加影市议会大力支持协 

办；星洲日报《大都会》也是这项活动 

的媒体伙伴。

筹委会主席拿督傅俊麒也邀请加影 

市议员哈纳菲莅临参与其盛。

此活动由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化推广 

中心主任杨靖耀老师担任节H组主任. 

也得到士毛月新民华小王天文校长、士

碰切〇板大都會社區

士毛月關愛社區協會

15日辦中秋園遊會
毛月新村华小姜丽娟校长及加影育华华 

小黄西利校长的支持与配合，当晚的节 

目备受期待。

吁居民参与环保灯笼制作赛

另-方面，主办单位也呼吁当地居 

民和孩子-起参与环保灯笼制作比赛； 

比赛分为小学组，中学组及公开组，每 

组设有冠亚季军及10份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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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制作灯笼来欢庆这

中秋佳节，既温馨又深具意义；制作过 

程中也可以增进亲子关系，更能发挥出 

无限创意。

主办单位补充，比赛作品只要有 

用到环保素材如废弃物即可，惟谢绝冒 

伪和抄袭，否则•律取消资格。而评审 

的评分标准为创意30%、环保材料使用 

20%、原创性20%及整体美观30%。

有意参加者，可在当天下午4时将 

制作好的灯笼交到大会现场。

欲知详情，可致电03-8723 3562或 

向Mandy ( 010-232 2882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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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利（右三）参与水供公司柜位时，了解生水、过滤水及自来水的区别。

達魯阿曼公司加強與用戶互動

推“mySADA”供投訴繳費
(亚罗士打5日讯）达鲁阿曼水务 

公司（SADA)为加强与水供用户的互 

动，特别推出集投诉、缴费、最新资 

讯于…体的多功能“mySADA”手机应 

用程式（APPs )。

设达鲁阿曼水源之友

SADA也特别邀请州内1050名乡村 

社区管理理事会（MPKK)代表，成 

为“达鲁阿曼水源之友”（Rakan Air 

Darulaman ) 〇

吉打州公共工程、能源、水务及 

水供委员会主席拿督占利尤索夫说， 

只要手中的智能手机下载了本月刚推 

出的“mySADA”手机应用程式，不论 

身处江州内任何一个地方，皆能迅速 

针对水供反映问题。

他说，民众可使用手机拍照后， 
通过App应用程式反映问题，不过需要 

提供清楚地点和讯息，因为知道亨发 

地点才能根治问题。
“至于MPKK代表成为SADA的水 

源之友方面，只要愿意参与付出及拥

占利（右 
二）在SADA 

代首席执行员 

莫哈末苏海米 

(右一）陪同 

下，颁发外套 

予达鲁阿曼水 
源之友，后左 
起SAD A董事祖 

基菲里、吉州 
副秘书（经济 

策划/发展） 

诺利占。

有一架智能手机，不一定是主席，秘 

书或任何一名活跃理事都可以参加， 
都可协助SADA传达讯息以确保下情上 

达，加强SADA与社区民众的联系。”

占利：

NRW减少计划助掌握数据

占利也说，吉州已通过实施国家 
f均无效益水（NRW )减少计划，在 

州内5个区域更换新的水表后，逐步改 

善自来水流失问题。

他说，之前无效益水流失问题， 

未有正确的分区数据的资料，•旦各 

个策略地区的新水表安装后，就能掌 

握详细情况如水管破裂、偷水、水表 

跳动不正确等，也唯有如此才能对症 

下药解决问题。
他说，据统计，去年12月的无 

效益水比率是49%，今年8月则减至 

44%,而州政府希望能够不断改善及 

进步，最新的目标是减至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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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 5 日讯）“男男性爱短片＂风波才刚刚沉
寂一阵子，周四凌晨便再流出新版本的性爱短片，这一
次共出现 6 则个别时长约 3 分钟的短片，片中 2 名主角
的样貌也比之前流传的版本更清晰。

主角樣貌清晰
還有特寫鏡頭

再流出 6 短片

多 家 媒 体 的 记 者 今 日 身穿浴袍的男子躺在床上，哈兹

阿兹敏在大马时间周四上午9时许，在脸书张贴与首相开会的照片。

右起为达雷尔、阿兹敏及马哈迪。

多 家 媒 体 的 记 者 今 日
（ 5 日 ） 凌 晨 分 别 被 加 入 3 个
WhatsApp群组，分别是“土团
党＂（Bersatu）、“阿兹敏最
新短片＂及“阿兹敏阿里最新短
片＂；不过，仅是“阿兹敏最新
短片＂在凌晨3时36分收到6则性
爱短片，其他两个群组则没有。

6个3分钟的短片，加起来时
长达18分钟，其中大部分的画面也
曾出现在前几次流传的短片中；这
一次，有更多的特写镜头，其中身
穿白色内裤的原产业部副部长的
前高级机要秘书哈兹阿兹，其样貌
也更为清晰。在其中一个短片的
镜头里，哈兹阿兹手握着电视机遥
控器，在调整电视频道后便一度
靠近镜头，把遥控器摆放在电视
机上，似乎就放在镜头旁。随后，

身穿浴袍的男子躺在床上，哈兹
阿兹则开始靠近并吻对方及开始
爱抚和拥抱。

根据观察，虽然加起来长达
18分钟的短片，但影片中的两人仅
是在接吻、拥抱及爱抚，此外，哈
兹阿兹也为另一男主角口交及按
摩，看似哈兹阿兹在为另一个主角
“服务＂。似乎，还有更多“进一
步＂的画面，仍未流传出来。

另一方面，阿兹敏身在俄罗
斯符拉迪沃斯托克，随同首相
敦马哈迪出席第5届东方经济论
坛。同行者包括外交部长拿督赛
夫丁阿都拉及国际贸易及工业部
长拿督达雷尔雷京等。阿兹敏在
大马时间周四上午9时许，在脸
书上载一张他与首相及其他阁员
和随团成员开会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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