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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Alam: Selangor akanmem-
beri tumpuan terhadap aspek ke-
selamatan dan kesejahteraan ra-
kyat dalam perangkaan Bajet
2020.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faktor berkenaan akan di-
gabungkandenganaplikasiSmart
Selangor sedia adabagimenjamin
keselamatan rakyat Selangor.
Katanya, antara tindakan dila-

kukan adalah dengan menambah
pemasangan kamera litar tertu-
tup (CCTV) di kawasan tertentu.
“Jabatan Perancang Bandar su-

dah mengenal pasti lokasi untuk
menempatkan CCTV ini dan ha-

nya menunggu maklumat dan da-
ta lengkap berhubung lokasi ter-
babit.
“Saya akan menemui pihak Ke-

menterian Dalam Negeri (KDN)
bagi membincangkan isumenam-
bah anggota polis serta balai po-
lis,” katanya ketika ditemui se-
lepas hadir ke majlis Dialog Bajet
2020 Pemberdayaan Ekonomi Ke
Arah ‘SelangorMaju Bersama’, di
sini, semalam.
Majlis berkenaan turut menam-

pilkan Pengerusi Lembaga Pen-
garah Institut Penyelidikan Eko-
nomiMalaysia (MIER), TanSriDr
Kamal Mat Salih dan Penasihat
Ekonomi Perdana Menteri, Dr
MuhammedAbdulKhalid sebagai
ahli panel.

Sementara itu,Muhammed ber-
kata, kerajaan Selangor perlu me-
ngambil peluang memantapkan
industri aeroangkasa dan kese-
lamatan di samping memanfaat-
kan penganjuran program Tahun
Melawat Malaysia pada tahun ha-
dapan.
Beliau berkata, pertumbuhan

ekonomi tahun depan diramal le-
bih sukar berbanding tahun ini
disebabkan faktor politik.
“Selangor perlu ambil peluang

industri aeroangkasa dan kese-

lamatan. Tenaga kerja harus di-
lahirkan di sini.
“Tahun depan adalah Tahun

Melawat Malaysia, duit masuk
dan boleh mengurangkan impak
kelembapan pertumbuhan ekono-
mi,” katanya.
Dalam perkembangan lain,

Amirudinmengarahkanpolisme-
ngambil tindakan tegas terhadap
individu yang melakukan pem-
bakaran terbuka di Johan Setia,
Klang, hingga mengundang pe-
ningkatan Indeks Pencemaran

Udara (IPU) di kawasan itu.
Beliau berkata, pembakaran

terbuka di kawasan tanah gambut
itu didapati dilakukan warga
asing yang menjalankan aktiviti
pertanian.
“Isu pembakaran terbuka di Jo-

han Setia memang di dalam per-
hatian kerajaan negeri.
“Perkara ini sudahbeberapaka-

li dibawa dalam mesyuarat dan
kerajaan Selangor masih mencari
formula berkesan untuk mena-
ngani masalah ini,” katanya.

Amirudin berucap pada Dialog Bajet 2020 Pemberdayaan Ekonomi Ke Arah ‘Selangor Maju Bersama’ di Shah Alam,
semalam. [Foto Faiz Anuar/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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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la Lumpur

19 kawasan catat IPU tidak sihat
Sebanyak 19 kawasan
di seluruh negara
mencatatkan Indeks
Pencemaran Udara (IPU)
tidak sihat setakat jam 6
petang semalam.

Data keseluruhan
menunjukkan kualiti udara
di 47 kawasan berada
dalam keadaan tahap
sederhana manakala satu
lokasi merekodkan bacaan
IPU sihat di Kimanis, Sabah
dengan catatan 47.

Berdasarkan maklumat
dipaparkan Sistem
Pengurusan Indeks
Pencemaran Udara Malaysia
(APIMS), bacaan IPU
tertinggi 197 direkodkan
di Rompin, Pahang diikuti
Sri Aman, Sarawak, 173.

Turut mencatatkan
bacaan IPU tinggi ialah
di Batu Muda dan Cheras,
Kuala Lumpur masing-
masing 161 dan 150.

Kualiti udara di Selangor
juga merekodkan IPU tidak
sihat iaitu Johan Setia Klang
(153), Petaling Jaya (141),
Shah Alam (131), Banting
(120) dan Klang (113).

Manakala bacaan IPU
tidak sihat di Negeri
Sembilan membabitkan
Nilai (147), Seremban (119)
dan Port Dickson (108)
manakala Putrajaya (140)
juga tidak sihat.

Turut terjejas Bukit
Rambai, Alor Gajah dan
bandar raya Melaka yang
menunjukkan bacaan IPU
masing-masing 107, 103
dan 101 manakala Tangkak,
Johor pula 121.

Bacaan IPU di Sabah pula
di tahap sederhana antara
52 hingga 62.

Mengikut Jawatankuasa
Pengurusan Bencana Negeri
Sarawak, berasaskan
laporan Metrologi Malaysia
dan National Disaster Com-
mand Center, kebakaran
hutan di Sumatera dan
Kalimantan, Indonesia
menyebabkan jerebu
merentas sempadan dan
memberi kesan kepada
peningkatan bacaan IPU
di semua kawasan
di sepanjang pantai barat
Semenanjung Malaysia
dan barat Saraw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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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Selangor catat sejarah baharu

Amirudin (enam dari kiri)  bersama Suhaimi (tujuh dari kiri) dan kepimpinan kerajaan negeri merasmikan logo baharu Air 
Selangor pada majlis perasmian Air Selangor sebagai pemegang lesen tunggal perkhidmatan bekalan air di negeri 
Selangor,Kuala Lumpur dan Putrajaya di ibu pejabat Air Selangor, di Kuala Lumpur, semalam. 

Logo baharu Air Selangor. Amirudin (enam dari kiri) mendengar taklimat mengenai Air Selangor di Kuala Lumpur semalam.

Bakal menjadi 
operator tunggal 

perkhidmatan air di 
Selangor, KL dan 

Putrajaya

JANATUL FIRDAUS YAAKOB  
DAN RIDAUDDIN DAUD

KUALA LUMPUR

menaik taraf dan membaik pulih 
pelbagai aset dan infrastruktur 
bekalan air.

“Usaha ini telah membuah-
kan hasil yang jelas dan nyata. 
Insiden paip pecah telah menun-
jukkan penurunan daripada 20 
kes paip pecah per 100 kilometer 
pada 2016 kepada 13 kes paip 
pecah per 100 kilometer pada 
tahun lepas.

“Melangkah ke hadapan, Air 
Selangor juga telah merangka dan 
merancang pelaksanaan kerja 
kapital secara berterusan melalui 
pelan perniagaan 30 tahun de-
ngan perbelanjaan sebanyak 
RM30 bilion,” katanya.

Dalam pada itu, Ketua Pega-
wai Eksekutif Air Selangor, Su-
haimi Kamaralzaman berkata, 
pelbagai usaha telah diambil bagi 
melaksanakan penstrukturan air 

di kawasan berkenaan bermula 
dari tahun 2009.

Begitupun, katanya, segala 
usaha itu menemui kegagalan 
sehinggalah kerajaan Persekutu-
an dan kerajaan negeri bersetuju 
untuk bekerjasama dengan me-
nandatangani Perjanjian Utama 
pada 12 September 2014.

“Hasil usaha dan kerjasama 
semua pihak yang terlibat telah 
dapat merealisasikan pengambil- 
alihan PNSB Water Sdn Bhd 
(PNSB) dan Syarikat Bekalan Air 
Selangor Sdn Bhd (Syabas) pada 
15 Oktober 2015.

“Konsortium ABASS Sdn 
Bhd (ABASS) pula berjaya diam-
bil alih pada 31 Disember 2015 
diikuti dengan pengambilalihan 
Konsortium Air Selangor Sdn 
Bhd (KASB) pada 11 Mac 2016.

“Dengan muktamadnya 
pengambil-alihan Syarikat Pe-
ngeluar Air Sungai Selangor Sdn 
Bhd (Splash) pada 24 April lepas 
maka sempurnalah sudah peng-
ambil alihan semua syarikat kon-
sesi air di Selangor,” katanya.

Dengan perkembangan ter-
baru itu, Suhaimi yakin penye-
rahan lesen kepada Air Selangor 
itu adalah permulaan bagi perja-
lanan ke arah visi syarikat untuk 
menjadi pembekal air terunggul 
di rantau ini.

Air Selangor ialah syarikat 
milik penuh kerajaan Selangor 
dan telah ditubuhkan pada 26 
Februari 2014 di bawah Akta Sya-
rikat Malaysia 1965.

Ia ditubuhkan untuk menye-
diakan perkhidmatan air secara 
holistik di negeri Selangor, Wila-
yah Persekutuan Kuala Lumpur 
dan Putrajaya.

A i di ( d i ki i) d g t kli t g i Ai S l g di K l L l

baharu iaitu Loji Rawatan Air 
Semenyih 2 dan Loji Rawatan Air 
Labohan Dagang dengan kos se-
banyak RM800 juta. Ia bagi me-
ningkatkan rizab margin air tera-
wat di Selangor.

“Kerajaan negeri juga menya-
lurkan bantuan dalam bentuk 
geran dan pinjaman sebanyak 
RM324.3 juta bagi melaksanakan 
kerja-kerja penggantian paip 
lama melebihi 438 kilometer di 
Selangor dan Kuala Lumpur,”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ke-
tika berucap merasmikan Air 
Selangor Sebagai Pemegang Le-
sen Tunggal Perkhidmatan Per-
khidmatan Bekalan Air di Nege-
ri Selangor, Wilayah Persekutuan 
Kuala Lumpur dan Putrajaya di 
ibu pejabat Air Selangor di sini 
semalam.

Amirudin berkata, Air Sela-
ngor juga membelanjakan RM1.1 
bilion dari 2016 hingga 2018 bagi 

P engurusan Air Selangor Sdn 
Bhd (Air Selangor) akan 
menjadi pemegang lesen 

perkhidmatan bekalan air dan 
operator tunggal bagi Selangor, 
Wilayah Persekutuan Kuala 
Lumpur dan Putrajaya bermula 
13 September 2019.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mulai 
Jumaat ini, Air Selangor akan me-
laksanakan aktiviti rawatan dan 
agihan air kepada pengguna-
pengguna di kawasan berkenaan.

Menurutnya, perkembangan 
terbaru itu juga sekaligus bermak-
na semua konsesi air ditamatkan 
dan Air Selangor menjadi opera-
tor tunggal dalam menyediakan 
perkhidmatan bekalan air di Se-
langor, Kuala Lumpur dan Put-
rajaya.

“Walaupun hanya akan mula 
beroperasi secara rasmi sebagai 
pemegang lesen perkhidmatan 
bekalan air bermula Jumaat ini, 
Air Selangor dan kerajaan negeri 
telah melaksanakan pelbagai pe-
rancangan dan inisiatif bagi me-
ningkatkan kecekapan.

“Sebagai contoh, kerajaan ne-
geri telah membina dan menyi-
apkan dua lagi Loji Rawatan Air 

FOTO: ZAHID IZZANI

Kerajaan 
negeri juga 

menyalurkan 
bantuan dalam 
bentuk geran dan 
pinjaman sebanyak 
RM324.3 juta bagi 
melaksanakan kerja-
kerja penggantian 
paip lama melebihi 
438 kilometer 
di Selangor dan 
Kuala Lumpur.” 
- Amirudin Sh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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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fokus aspek keselamatan rakyat
SHAH ALAM - 
Kerajaan Selangor 
akan memberi 
fokus terhadap aspek 
keselamatan dan kesejahteraan 
rakyat dalam Belanjawan Negeri 
2020 yang dijangka dibentangkan 
sebelum penghujung tahun in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faktor 
berkenaan akan digabungkan de-
ngan aplikasi Smart Selangor sedia 
ada bagi menjamin keselamatan 
rakyat di negeri ini.

Menurutnya, antara tindakan 
yang akan dilakukan adalah de-
ngan menambah pemasangan 
kamera litar tertutup (CCTV) dan 
beberapa lokasi utama sudah di-
kenal pasti.

“Jabatan Perancang Bandar 
juga sudah mengenal pasti lokasi 

untuk me-
nempatkan 
CCTV ini 

dan hanya 
tunggu maklumat 
serta data lengkap 
berhubung perkara 
ini.

“Saya juga se-
dang menunggu 
masa untuk berte-
mu Kemente rian 
Dalam Negeri bagi 
membincangkan 
isu menambah anggota polis,” 
katanya selepas Dialog Bajet 2020: 
Pemerdayaan Ekonomi Ke Arah 
Selangor Maju Bersama di sini 
semalam.

Majlis Dialog Bajet 2020 turut 
menampilkan Lembaga Pengarah 
Institut Penyelidikan Ekonomi 

Malaysia (MIER), 
Tan Sri Dr Kamal 
Mat Salih dan Pe-
nasihat Ekonomi 
Perdana Menteri, 
Dr Muhammed 
Abdul Khalid.

Dalam pada 
itu, Muhammed 
berkata, Selangor 
perlu mengambil 
peluang untuk me-
mantapkan indus-
tri aeroangkasa 

dan keselamatan di samping me-
manfaatkan Tahun Melawat Ma-
laysia 2020.

Beliau berkata, pertumbuhan 
ekonomi tahun hadapan dijangka 
lebih sukar berbanding tahun ini 
disebabkan oleh beberapa faktor 
antaranya politik.

BELANJAWAN
NEGERI 2020

AMIRUDIN

Headline Selangor fokus aspek keselamatan rakyat
MediaTitle Sinar Harian
Date 11 Sep 2019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Nasional Circulation 140,000
Page No 29 Readership 420,000
Language Malay ArticleSize 160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3,392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10,176



MDKS nafi caj parkir lebih mahal
Masih mengekalkan 
kadar munasabah 
paling rendah iaitu 
50 sen sejam tidak 

termasuk SST

MOHD IZZATUL IZUAN TAHIR

KUALA SELANGOR

M ajlis Daerah Kuala Selangor 
(MDKS) menafikan caj parkir 
berbayar yang dikenakan le-

bih mahal berbanding caj dikenakan 
Majlis Bandaraya Shah Alam 
(MBSA). 

Yang Dipertuanya, Rahilah Rah-
mat berkata, perbandingan caj baya-
ran parkir yang tular di Facebook itu 
tidak tepat kerana mengguna pakai 
kupon MBSA pada harga lama.

Hasil semakan MDKS, katanya, 
kadar caj letak kereta MBSA ber-
harga 60 sen tidak termasuk Cukai 
Jualan dan Perkhidmatan (SST) 

bermula 1 April 2019. 
“Caj parkir berbayar dikenakan 

MDKS masih pada kadar munasabah 
iaitu 50 sen sejam tidak termasuk SST. 

“Malah kadar ini juga masih lagi 
pada tahap yang rendah di antara pi-
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lain di 
negeri dan negara ini,” katanya di sini 
semalam. 

Sebelum itu, tular gambar kupon 
di laman sosial Facebook mendakwa 
caj dikenakan MBSA lebih murah 
berbanding MDKS. 

Mengulas kenyataan Ahli Parli-
men Tanjong Karang, Tan Sri Noh 
Omar yang mendakwa beberapa ka-
wasan di daerah itu dikecua likan da-
ripada pelaksanaan caj parkir, Rahilah 
berkata, pelaksanaan zon parkir dila-
kukan secara berperingkat. 

Beliau berkata, untuk permulaan 
fasa pertama, sebanyak 6,090 atau 18 
peratus daripada jumlah keseluruhan 
tapak diwartakan sebagai zon parkir 
berbayar.

Menurutnya, sebanyak 33,858 
jumlah tapak parkir di bawah penye-
lenggaraan MDKS berdasarkan pem-
bangunan sedia ada di daerah itu. 

“Fasa pertama kawasan yang di-
kenakan caj adalah kawasan-kawasan 
strata berkepadatan tinggi jumlah 
kenderaan yang menggunakan ruang 
parkir. 

“Penambahan kawasan pewar-
taan zon parkir berbayar akan dilak-
sanakan untuk fasa seterusnya secara 
berperingkat dan sebarang peruba-
han atau penambahan akan dimak-
lumkan kepada penduduk daripada 
masa ke semasa,” katanya.

Orang ramai boleh mendapatkan 
info terkini mengenai zon kawasan 
parkir berbayar melalui laman rasmi 
Facebook MDKS atau di laman sesa-
wang www.mdks.gov.my.

Sinar Harian sebelum ini mela-
porkan kenyataan Noh yang memin-
ta MDKS memberi penjelasan kepa-
da rakyat berhubung dakwaan 
beberapa kawasan di daerah itu dike-
cualikan daripada pelaksa naan caj 
parkir berbayar yang mula dilaksana-
kan sejak 3 September lalu.

Noh berkata, beliau hairan me-
ngapa tempat tertentu seperti di Pasir 
Penambang tidak dikenakan caj par-
kir terbabit.

Tular di Facebook perbandingan caj kupon parkir berbayar antara 
MDKS dan MBSA se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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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TING - 
Hadiah wang 
t u n a i 
R M 1 5 , 1 0 0 
menanti pe-
serta dalam 
Cabaran Me-
mancing Pan-
tai Morib sem-
pena Pesta 
Morib pada 15 
September ini.

P e r t a n -
dingan anju-
ran bersama Majlis Daerah 
Kuala Langat (MDKL), Peja-
bat ADUN Morib, Pejabat 
Ahli Parlimen Kuala langat 
dan Wakjali Event Manage-
ment itu menawarkan hadiah 
wang tunai RM7,000 untuk 
juara, kedua RM3,000 dan 
ketiga RM1,000.

Pemenang keempat hing-
ga ke-10 menerima RM300, 
ke-11 hingga ke-30 menerima 
RM100 manakala ke-31 hing-
ga ke-50 menerima hadiah 
saguhati.

Pertandingan cetusan 
idea ADUN Morib, Hasnul 
Baharuddin itu bakal bermu-
la jam 4.30 petang hingga 8.40 
malam.

Hasnul berkata, bagi 
membolehkan peserta menu-
naikan solat Maghrib, pertan-
dingan itu akan dihentikan 

selama 25 mi-
nit bermula 
jam 7.15 hing-
ga 7.40 malam.

“Masa 25 
minit ini boleh 
digunakan un-
tuk peserta 
menunaikan 
solat Maghrib. 
Pantai Morib 
ada kemuda-
han surau 
yang luas dan 

selesa, masa diberikan untuk 
peserta menunaikan solat 
Maghrib adalah mencukupi.

“Acara ini dilangsungkan 
pada sebelah petang hingga 
malam berikutan faktor air 
pasang surut di mana air laut 
pasang pada lewat petang 
pada hari berkenaan,’’ 
katanya.

Yuran penyertaan RM40 
untuk satu joran dan peserta 
dibenarkan mendaftar lebih 
daripada dua joran. 

Penyertaan berkeluarga 
juga digalakkan. Kaunter 
pendaftaran akan dibuka di 
lokasi pertandingan bermula 
jam 10 pagi pada Ahad ini.

Pertanyaan mengenai 
acara ini boleh berhubung 
dengan penganjur di talian 
012-2141401 dan 019-
6203040.

RM15,100 menanti pemancing
di pantai Morib

HASN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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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w o a u 

The haze is getting worse around Klang Valley, 
Negri Sembilan and Melaka with the Air Pollutant Index 

reaching unhealthy levels at multiple locations. >4 

Poor visibility: Motorists had to be extra cautious along the North-South Expressway, "near the Sungai Buloh RnR, which was shrouded in haze yesterday. — FAIHAN GHANI/The Star 

Headline `Unhealthy` levels of haze
MediaTitle The Star
Date 11 Sep 2019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Metro Circulation 175,986
Page No 1,4 Readership 527,958
Language English ArticleSize 1145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57,845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173,535



'Unhealthy' 
levels of haze 
Public urged to minimise outdoor 
activities and wear face masks 
PEOPLE living in most parts of 
Selangor, the Federal Territory, 
Negri Sembilan and Melaka are 
urged to take precautions as air 
quality has reached unhealthy lev-
els because of the transboundary 
haze blanketing parts of Peninsular 
Malaysia. 

Air Pollutant Index (API) readings 
taken from the API of Malaysia 
website at 7pm yesterday showed 
Batu Muda, which is located in 
northern Kuala Lumpur near Batu 
Caves, was at 157. 

API for this area at 3pm had been 
the worst in the Klang Valley at 170. 

The other areas that recorded 
unhealthy API readings in the after-
noon were Cheras (159), Putrajaya 
(144), Petaling Jaya (149), Shah Alam 

(140), Klang (118), Banting (121), 
Nilai (152), Seremban (121), Port 
Dickson (105) and Alor Gajah, 
Melaka (102). 

However, Perak recorded moder-
ate API readings in areas such as 
Taiping (67), Ipoh (84) and Serf 
Manjung (79). 

According to th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an API of 0 to 50 indi-
cates good air quality, 51 to 100 
moderate, 101 to 200 unhealthy, 201 
to 300 very unhealthy, while 300 
and above is hazardous. 

Readings for yesterday afternoon 
were higher compared to the previ-
ous day, with only Kuala Lumpur,. 
Putrajaya and Nilai recording 
unhealthy readings then. 

The Selangor Health Department 

Kuaia Lumpur's Petronas Twin Towers is shrouded in haze as seen from 
DUKE highway. - FAIHAN GHANI/The Star 

has advised people to take preven-
tive steps to reduce the health 
effects caused by the haze. 

Selangor Health director Datuk 
Dr Khalid Ibrahim, in a statement, 
said: "We are still monitoring the 
situation and if it worsens, and the 
API reading exceeds 200, the depart-
ment will open state and district 
operations rooms." 

Among the preventive measures 
recommended by the department to 
reduce the effects of the haze is to 
ensure the air indoors is always 

clean by avoiding contamination of 
cigarette smoke, and to close the 
windows to prevent the haze from 
entering. 

Also recommended is the use of 
air-conditioners while driving, and 
choosing the internal cycle of air; 
drink at least eight glasses of water 
a day; reduce physical activity out-
side the home; wash hands and face 
with soap and water after conduct-
ing activities outside; stay indoors; 
postponing outdoor activities if API 
reading exceeds 100, and use appro-

priate face masks when outdoors. 
Dr Khalid said the Health 

Department was also monitoring 
haze-related diseases such as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asthma, 
and red eyes at five Health Ministry 
sentinel clinics - Kota Damansara 
Health Clinic (KK), the Section 7 KK 
in Shah Alam for the Petaling dis-
trict, KK Pandamaran, Klang, KK 
Teluk Datok Kuala Langat and KK 
Kuala Selangor. 

He said the public can also learn 
about the preventive steps by surf-
ing the ministry website at www. 
infosihat.gov.my/infosihat/isusema-
sa/Jerebu.php. 

On its Facebook page,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advised the public 
to exercise caution when carrying 
out work or activities outdoors. 

It also advised the public to wear 
face masks of the N95 type, drink 
more water as well as increase the 
intake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to 
boost the immune system. 

The N95 masks are more effec-
tive in filtering out fine haze parti-
cles compared to surgical masks. 

According to the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 the haze is expected to 
continue until the southwest mon-
soon period ends in late September. 

The department is also studying 
the feasibility of cloud seeding to 
induce rain in highly affected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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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ANG LJSEN TUNGGAL PERKHIDMATAN BEKALAN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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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RUDIN SHARI (lima dari kiri) menyempurnakan perasmian logo baharu Air Selangor dalam Majlis Perasmian Air 
Selangor sebagai Pemegang Lesen Tunggal Perkhidmatan Bekalan Air di Selangor. Wilayah Persekutuan Kuala Lumpur dan 
Putrajaya. semalam. - BERN AM A 

Pengurusan Air Selangor 
pemegang lesen tunggal 
• KUALA LUMPUR 10 SEPT. 

BERMULA Jumaat ini Pe-
ngurusan Air Selangor Sdn 
Bhd (Air Selangor) men-

jadi pemegang lesen tunggal 
perkhidmatan bekalan air yang 
melaksanakan aktiviti rawatan 
dan agihan air kepada pengguna 
di Selangor, Wilayah Persekutu-
an Kuala Lumpur dan Putrajaya.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Air Se-
langor telah berjaya menyem-
purnakan pengambilalihan 
kesemua lima syarikat konsesi 
milik swasta pada April. 

Lima syarikat tersebut ialah 
Puncak Niaga Sdn. Bhd. (PNSB 
Water), Syarikat Bekalan Air 
Selangor Sdn. Bhd. (Syabas), 
Konsortium ABASS Sdn. Bhd. 
(ABASS), Konsortium Air Sela-
ngor Sdn. Bhd. (KASB) serta 
Syarikat Pengeluar Air Sungai 
Selangor Sdn. Bhd. (Splash). 

"Kejayaan penstrukturan ini 
sekali gus memberi erti bahawa 
semua konsesi akan ditamat-
kan," katanya ketika berucap 
pada Majlis Perasmian Air Sela-
ngor sebagai Pemegang Lesen 

Tunggal Perkhidmatan Bekalan 
Air di Selangor, Wilayah Perse-
kutuan Kuala Lumpur dan Pu-
trajaya di sini, hari ini. 

Ketika ditanya pemberita 
sama ada tarif akan dinaik-
kan selepas Air Selangor men-
jadi pemegang lesen tunggal 
perkhidmatan bekalan air, be-
liau berkata, kadar air semasa 
perlu disemak semula. 

"Seperti yang saya janjikan 
saya tidak menafikan tentang 
kenaikan tarif, tetapi kita perlu 
mendapatkan formula (sema-
kan tarif)," jelasnya. 

Selain itu katanya, kerajaan 
negeri dan Air Selangor telah me-
laksanakan pelbagai perancangan 
dan inisiatif bagi meningkatkan 
kecekapan perkhidmatan selepas 
mengambil alih dua syarikat 
konsesi pada Okt 2015. 

"Sebagai contoh kerajaan 
negeri telah menyiapkan dua 
logi rawatan air baharu iaitu Loji 
Rawatan Air Semenyih 2 dan 
Loji Rawatan Air Labohan Da-
gang dengan jumlah kos seba-
nyak RM800 juta bagi mening-
katkan rizab margin air terawat 
di Selangor " katanya. 

Amirudin berkata, Air Sela-
ngor telah membelanjakan se-
banyak RMl.i bilion sepanjang 
tempoh 2016 hingga 2018 bagi 
naik taraf dan membaik pulih 
infrastruktur bekalan air ter-
masuk loji rawatan air, kolam 
air dan kerja-kerja penggantian 
paip serta program pengura-
ngan air tidak berhasil (NRW). 

"...nisbah kekerapan insiden 
paip pecah berdasarkan kepada 
jumlah paip pecah setiap 100 
kilometer telah menunjukkan 
penurunan daripada 20 kes 
pada tahun 2016 kepada 13 kes 
pada tahun 2018," katanya. 

Pada 15 Oktober 2015, Air Se-
langor telah berjaya mengam-
bil alih PNSB Water dan Syabas 
dengan kos pengambilalihan 
berjumlah RM1.5 bilion. 

Proses penstrukturan ini 
diteruskan dengan pengam-
bilalihan ABASS pada 31 Di-
sember 2015 melibatkan kos 
pengambialihan RM86 juta 
diikuti KASB pada 11 Mac 
2016 (RM6.4 juta ) sebelum 
mengambil alih Splash pada 24 
April 2019 lalu (RM2.55 bilion).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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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tangani isu 
pembakaran terbuka 

SHAH ALAM 10 Sept. - K e r a -
jaan Selangor mengambil pen-
dekatan untuk bekerjasama 
dengan Polis Diraja Malaysia 
(PDRM) supaya mana-mana 
individu yang mencetuskan 
pembakaran terbuka di ka-
wasan Johan Setia, 
Klang dikenakan 
tindakan tegas.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
din Shari berkata, 
ini kerana individu 
yang disyaki mem-
buat pembakaran 
terbuka di kawasan 
tanah gambut 
berkenaan adalah 
golongan petani 
haram serta war-
ga asing dan kerajaan negeri 
menghadapi kesukaran dalam 
mengawal situasi berkenaan. 

"Isu pembakaran terbuka di 
Johan Setia memang dalam per-
hatian kerajaan negeri. Malah 
isu ini beberapa kali dibawa 
dalam mesyuarat. (Bagaimana-
pun) Kerajaan negeri masih lagi 
mencari formula berkesan un-
tuk tangani perkara tersebut," 
katanya selepas menghadiri 
Dialog Pemberdayaan Ekonomi 
Ke Arah Selangor Maju Bersa-
ma di sini hari ini. 

Turut menjadi pena-
lis dialog berkenaan adalah 
Pengerusi Lembaga Pengarah 
Institut Penyelidikan Ekonomi 
Malaysia (MIER), Tan Sri Dr. 
Kamal Mat Salih dan Penasihat 
Ekonomi Perdana Menteri, Dr. 

Muhammed Abdul Khalid.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bagi mengulas kenyataan Pen-
garah Jabatan Alam Sekitar 
(JAS) Selangor, Shafee Yasin 
sebelum ini yang memak-
lumkan bahawa pembakaran 

dilakukan petani 
di kawasan Johan 
Setia untuk aktiviti 
pertanian itu turut 
menyumbang ke-
pada peningkatan 
Indeks Pencema-
ran Udara (IPU) di 
lokasi berkenaan. 

Mengulas men-
genai keadaan jere-
bu yang melanda 

AMIRUDIN SHARI ! ™ a kawasan di 
Selangor sejak dua 

hari lepas, Amirudin berka-
ta, Unit Pengurusan Ben-
cana Negeri Selangor akan 
mengambil tindakan sewa-
jarnya sekiranya IPU melebihi 
bacaan tahap tidak sihat. 

"Sebarang pengumuman 
untuk penutupan sekolah 
bergantung kepada keadaan 
semasa. Buat masa ini, saya 
menasihati orang ramai untuk 
elakkan diri daripada melaku-
kan aktiviti luar jika tidak per-
lu," katanya. 

Sementara itu ketika ditan-
ya mengenai perancangan kera-
jaan negeri dalam menyediakan 
belanjawan tahun depan, Amir-
udin berkata, Selangor akan 
memfokuskan kepada aspek 
keselamatan dan kesejahteraan 
rakyat.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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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鲁丁（左6)主持雪州水供管理私人有限公司成为雪州独立水供执照持有者仪式。左6起为苏海 

米和国家水务委员会主席查尔斯。

MAjUS PERASMIAN AIR SELANGOR SEBAGAI^ ^
PEMECANC LESEN TUNCCAL PERKHIDMATAN BEKALAN AIR

13曰起成獨立執照持有者

罾水供

(吉隆坡10日 

訊）雪州大臣 

阿米鲁丁宣布，

雪州水供管理 

私人有限公司 

(Air Selangor 
)将从本月I3日 

起，成为雪州独 

立水供执照持有 

者，终止持续10年的重组 

水供计划拉锯战，同时不 

排除重新检讨水费。

他说，随著雪州水供管理私 
人有限公司在今年收购雪河公 
司（Splash)，终于为这进行 

了 10年的重组雪州水供计划画 
上完美的句号。

他S出，收°购雪州水河的最 
后价格是25亿5000万令吉， 

说暂时无法确定。
“但我们做了很多，花了很 

高的资金，根据现在的水价， 
真的需要重新检讨，我不否认 
会起价，但需要一个方程式去 
计算。”

水管破裂投訴減50%

他说，州政府也会参考其他 
州，以便在这个课题上“不感 

取得水供执照，但过去已经做 
了很多提升水供素质的事。

“包括减少无效水，从36% 
减少至317。，随著这次完成了 

重组雪州水供计划，将进一步 
提高更好的服务给雪州、吉隆 
坡和布城用户，包括鉴定低 
水压的地区、水管破裂的地 
区。”

他说，根据投诉数据，去年

截至T月，水管破裂的投诉达 
5000多宗，但今年截至T月， 
只有2600多宗，减少约50°。。

“这都是我们的努力，但需 
要30年去完成长远的计划。” 

出席者包括雪州水供管理私 
人有限公司总执行长苏海米、 
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雪州秘 
书拿督莫哈末阿敏、雪州财政 
司拿督诺阿兹米等人。

展開多項計劃提高服務
米鲁丁说，虽然雪州水供 
管理私人有限公司从本月 

13曰起，才成为雪州独立水供 
执照持有者，但自2015年起已 

经展开多项计划，提高水供服

°他说，当中包括耗资8亿 

令吉兴建瓜冷拉柏汉达岗 
(Labohan Dagang )和士毛月 

滤水站，以提高霄州滤水的储 
存量。

“州政府也以借贷和抵押方 
式提供3亿2430万令吉实行更 

换旧水管的工程，涉及雪州和 
吉隆坡438公里的水管。”

他说，雪州水供管理私人有 
限公司也在2016年至2018年期 

间，耗资11亿令吉提升水供资 
产和基本设施，包括维修滤水 
站、蓄水池等。

“我们的努力有目共睹，过 
去在2016年，每100公里的水 
管破裂问题是20宗，在2018年 
减少至13宗。”

阿米鲁丁说，针对长远的 
计划，雪州水供管理私人有 
限公司拟定一套30年耗资 
300亿令吉的资本开销计划 
(CAPEX)。

結束10年拉鋸戰
米鲁丁指出，说，雪州政 
府自2008年开始展开重 

组雪州水供计划，一路走来， 
面对了许多的挑战，花费了很 
多时间，迟迟未能达成最终协 
议。

‘"一直到2014年，中央政府 

和雪州政府正式签署协议书， 
合作完成重组雪州水供计划， 
并在9月12日，共同与水务资 
产公司（PAAB)签注合约。” 

阿米鲁丁说，随后，雪州政 
府在2015年陆续收购商业高峰 
私人有限公司（PNSB)、霄州

水供有限公司（Syabas)、奮 
州水供财团（ABASS)，以及 

2016年Kon s 〇 r tiu m Air 

Selangor 公司〇

“随著我们献议收购最后一 
家特许经营公司，即雪河公司 
在今年达成协议，这意味著， 
整个重组雪州水供计划已圆满 

结束〇，’
n^k，雪州水供管理私人有 

限公司将从本月13日起，成为 

雪州独立的水供执照持有者， 
掀开历史新页面。

后价格是25亿5000万令吉， 

有关收购价是获得雪州水河、 
中央政府以及独立估价师核准 
的。

“之前是20亿令吉，25亿 
5000令吉是最后价格。”

阿米鲁丁今日主持着州水供 
管理私人有限公司成为雪州独 
立水供执照持有者仪式后受询 
及会否调涨水费时，阿米鲁丁

压力。”
询及整体收购5家特许经营 

公司的价格，他说因为没有 
Consortium Air数据，暂时无 

法公布整体价格。
“但其中商业高峰和雪州水 

供有限公司是16亿令吉，雪州 
财团是7800万令吉。”

他强调，虽然雪州水供管理 
有限公司是在9月13曰才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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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嫌酋首嫌金磚獎

林福成榮膺卓越企業領導人物獎
UitSM魏驗

林
木生集团（LBS)执 

‘行董事，也是双溪威 

福建会馆会长的拿督斯里 

林福成少校太平局绅荣膺 

首届金砖奖的福建卓越企 

业领导人物奖。

曰前，他在最高元首苏 

丹阿都拉陛下莅临的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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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左3)颁发卓越企业领导 

人物奖予林福成（右3)。左起为中国驻马特命全杈大 

使白天、林福山；右起为福联会署理总会长陈康益及 

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阿里。

办了这项金砖奖。

福联会会长丹斯里林福 

山局绅感谢全国乡亲的信 

任与支持。自成为该会第 
27届总会长，他全力以赴 

带领福联会及乡亲们持续

向上发展，创出新格局。

他指出，举办福建卓越 

企业领导的金砖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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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进入 

父亲创立的林木生公司工 
作，2002年起担任集团执 

行董事至今。

他说，身为福建人，能 

受到同乡的爱戴与肯定， 

他感到高兴和荣幸，希望 

这项金砖奖可以一届接一 

届举办下去，发扬光大， 

成为令福建同乡引以为豪 

的一项实力大奖。

福联会未来仍秉持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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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目标一路迈 

进。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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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0日讯）截至今日中午I2时， 
雪州有5个空气素质观察站的空气污染指数 
(IPU)都突破100，都达到不健康水平。

雪5觀察站_謙職画

 

5个观察站的指数分别是八打灵再 
也144、莎阿南134、巴生118、万 
宜123及约翰斯迪亚161。

至上述时间为止，虽然只有瓜雪 
的污染指数为95，即中等水平，但 

当地的指数也在呈上升趋势。
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发文告指 

出，上述现象肇因来自于印尼的跨

境烟霾。
“除此，在约翰斯迪亚农业地进 

行的公开焚烧，也导致当地的指数 
居高 ”
ik，根据国家烟霾行动方案， 

目前情况属于初步警戒状态，所有 
公开焚烧的活动都必须被禁止。

“公众可以下载Mylpu应用程

序，得悉最新的空气污染指数，或 
环境局官网查看。”

他说，若公众打算提供公开焚烧 
的情报，也可以联络环境局热线 
1800-88-2727投报 „

许来贤说，雪州环境局目前已经 
采取国家公开焚烧行动方案，以著 
手杜绝公开焚烧活动。

他指出，当局会在这期间増加在 
高风险地区巡逻，也会与巴生市议 
会特别小组在约翰斯迪亚的咼危地 
区加紧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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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10日 

讯）巴生地区 

再新增2条免费精明巴士 

路线，主要穿梭圣淘沙 

花园和中路一带，如今 

全巴生一共有4路线和14 

巴士、合共126站，巴生 

市议会每年将耗资约120 

万令吉，维持这项免费 

巴士计划。

巴生市议会主席拿督莫哈 
末亚希今曰在推介仪式上指 
出，新増的KLG3路线，衔接 

斯里安达拉斯、巴生市区、 
布特拉镇及双溪加迪路，至 
于KLG4则衔接巴生中路仙待 

拉巴士总站、中路镇及加埔 
镇。

也说，随著新路线启动 
后，巴生南区和北区，如今 
各有2路线，北区有6辆巴 
士、南区8辆巴士，合各16辆

巴;i:。
“°同时，我们每年需要花 

费约120万令吉，来维持这项 

计划。”
他指出，巴生交通拥堵， 

因此市议会希望通过免费巴 
士，成为市民的替代选择， 
减少私人轿车上路，舒缓区

■免费新巴士启动后，将为市民带来更多便利；左2起为 

古纳拉茲、莫哈末亚希、黄思汉、梁德志及阿茲米占。

■巴生地区再新增2条精明巴 

▲ . 士路线，现在合共有4条路
线，即南区和北区各2条。

内交通。
他说，市议会是经过研究 

及实地考察后，才决定相关 
的巴士路线，希望可以让更 
多市民受惠。

他也否认，精明巴士的主 
要使用者是外劳，根据分 
析，主要使用者还是以本地 
人居多，其中学生最多乘搭 

来上、下课，市民也爱乘搭 

前往巴刹和医院等地。

“外劳使用比较多的地 
点，a要是靠近工厂，导致 
上、下班时间，比较多外劳 
使用。”

每年花費120萬

他指出，目前，所有路线 
一共经过26间学校，还有医 

院、巴刹等，方便市民出入 
这些地点。

他指出，截至今年8月，

巴生区精明巴士一共累积乘 
搭人数521万9564人次，其中 
394万4337人次来自南区和 
127万5227人次来自北区。

被询及未来是否还会新増 
巴士路线时，他表示，这需 
胥视巴生市议会的收入和雪 
州政府的拨款而定，不过目 
前巴生还有许多地区有这个 
需求，市议会：
状况才做决定。

黃思漢：截至今年7月

搭客逾3859萬人次

■巴生市议会体恤市民需求，今日再推介多2条精明巴士路线；左7起为莫哈末亚希和黄思汉。

+席推介礼的雪州行政议员黄 
P思汉指出，雪州各地的精明 

巴士搭客人数，截至今年7月为 
止，一共是3859万4302人次。

他说，州政府希望通过精明巴 
士，慢慢把雪州的公共网络联接 
起来，以便达到州政府定下的目 
标，即2035年时，使用公交和私 
家车的人数比例达到60: 40，即 
每10人当中，便有6人使用公交。

“截至目前，州政府一共拨出

7860万令吉，推行这项计划，其 
中巴生市议会获得818万821 8令

吉 ”
也指出，这项计划备受雪州子 

民好评，许多地区都要求精明巴 
士入驻，州政府也会胥视财力和 
预算案，做出新増路线的决定。

其他出席者，还有班达马兰区 
州议员梁德志、巴生港口区州议 
员阿兹米占、圣淘沙区州议员古 
纳拉兹等。

Page 1 of 1

11 Sep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8
Printed Size: 1302.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5,682.68 • Item ID: MY003721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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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

m
事

後巷酺房

加影市會計劃嚴厲執法

■小世
垃蠢峰
圾，。
车左
进起
不是
了廖
后崇
巷泽

i刘
家佳
的达
垃、
圾依
只祖
能丁
丟及
在官 ■刘佳达（右）巡视其中一间户外厨房。

(加影10日訊）加影市议 

会区内多个商业中心后巷沧 

为“户外厨房”，而且情况 

越来越严重，市议会计划严 

房执法，扫除所有非法占用 

后巷的户外厨房。

行动党加影市议员刘佳达指 
出，双溪龙第1区商业中心是其中 
一个情况失控的商业中心，许多 
杂饭店和餐馆都占据后巷，把后 
巷充作厨房，洗菜、准备食材以 
及烹煮统统都在后巷进行，引起 
环境卫生和食物安全问题。

他说，这些食肆在后巷烹煮， 
食物残渣和食用油也随之排到后 
巷沟渠，导致沟渠积满油渍和严

重阻塞，最后引发鼠患。
“餐馆在后巷放了多桶液化天 

然气也不安全，万一发生火灾， 
情况会很严重。”

他今日率领记者到双溪龙商业 
中心后巷视察时，这样指出。

影響垃圾車進入

加影市议会11区青年推动委员 
会主席官世峰、拉曼大学学生代 
表理事会主席廖崇泽以及加影州 
议员助理依袓丁也随同。

据现场观察，该商业中心后巷 
大部分空间都成了户外厨房，火 
气四飘，乌烟瘴气，有如“办 
桌”现场，后巷除了堆满厨具， 
还少不了垃圾。

刘佳达说，后巷被占据后，也 
影响垃圾车进入清收垃圾，承包 
商的垃圾车只能驶入可以通行的 
小巷，要求商家把垃圾放在小巷* 
芳边。

为了避免情况继续失控，他将 
在市议会执照组会议上要求市议 
会严禁所有户外厨房。

他指出，市议会将给予业者3至 
6个月时间清空后巷，若业者仍 
然不配合，市议会将采取强硬措 
施。

双溪龙居协秘书刘炳首说，不 
止后巷，一些商家也占据商店前 
的泊车位，包括摆放桌椅。

刘佳达回应说，商家若没有申 
请执照，市议会将采执法行动。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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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10日讯）加影市议员 
刘佳达今日分发30盒口罩给拉 

曼大学学生，协助学生抗霾， 
有关口罩由该大学学生代表理 
事会主席廖崇泽接领。

刘佳达说，根据气象局数 
据，今早整个蕉赖地区空气污 
染指数已破1〇2点，情况也持

续恶化，因此有必要分发口罩 
给学生。

他说，每盒口罩内有50个口 

罩，会先派给学生，之后才发 
给民众，以老人与小孩优先。

在移交口罩给廖崇泽时，刘 
佳达也为路过的老人带上口 
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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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溪龍後巷廚房失控

業者下月起須還原衛生
(加影10日讯）双溪龙镇商 

业区食肆霸占后巷当户外厨房 

情况逐渐失控，为了重新整顿 

环境，加影市议会已经发出指 

令’偷令涉及霸占后巷的业者 

在下个月起，必须清空后巷，

还原公共用途。

不过，当局将会给予相关业 

者3至6个月的“清空期”，让 

业者有足够时间将后巷厨房移 

进店内，如果业者拒绝或不配 
合，当局将在清空期限结束后

进行“清场”。

除了双溪龙外，这项谕令据 

悉概括整个加影辖区内，因此 

估计其他商业区也会陆续接收 

到这项指令。

若拒配合将清场

加影市议员刘佳达披露，他 
是基于双溪龙是其领养区，因 

此他非常关注这一区的环境情 

况，并认同是时候严厉管制后

巷，还原后巷卫生的时候了。

他说，双溪龙商业区一些 

食肆根本无视市议会的条规， 

不只把厨房"扩建”到后巷， 

随手把食物残余及污油倒入沟 

渠，还在后巷脏乱、卫生情况 

恶劣的环境下洗涤和烹煮，根 

本无视食材和食物卫生可能受 

到污染。

‘‘另外，扩建的厨房也堵住 

了后巷，导致垃圾车难以进

入，一旦发生火灾，消防车也 

根本无法进入后巷进行灌救， 

引发安全隐忧。”

他是今早与双溪龙镇居协秘 

书刘炳首等人视察该区的后巷 

后表示，当局不能再容忍业者 
肆无忌惮地持续占用后巷。

他表示，他会要求市议会执 

照组严厉执法行，不能任由业 

者霸占后巷变成厨房。‘‘我也 

希望商家与市议会配合，照顾

商区安全与卫生环境。”

他说，后巷是公共空间，不 
是业者的私人地方，不能够如 

此不受控制，所以当局必须严 

格执法。

他表示，雪州行政议员黄思 
汉早前已提醒涉及霸占后巷的 

商家必须进行清空，加影市议 

会亦会配合州政府的措施，不 

能让商区后巷的空间持续被业 

者滥用。（L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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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入口关税，是一个自由贸易的地区。

“香港从中得以发展蓬勃的经济，拥 

有全球最高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一，我 

呼吁他国向香港看齐，汲取自由贸易的好 
处0，，

另一方面，邓章钦则表示，去年来自 

中国到雪州的投资首次占据榜首，达近40 

亿令吉，而来自香港的投资也达到近10 

亿令吉，令人惊讶，因此都是不容忽视的 

经济体。#

(莎阿南10日讯）虽然香港目前面对示 

威冲突不断的影响，但香港前特首梁振英 

对香港的投资环境仍充满信心，认为目前 

的乱局不会冲击香港的经济。

他指出，香港不仅是国际金融中心，也 

是贸易与物流中心，拥有全球十大最繁忙 

的港口之一；目前也积极发展海事相关服 

务，加上提供其他拥有附加价值与专业服 

务，这些经济底蕴让他对香港经济有信心。

“香港的经济体系充满动力及势头。”

梁振英今午连同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 

代表拜访雪兰莪州政府后，受本地媒体询 

及时，如是指出。雪州州务大臣阿米努丁及 

高级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亲自接待到访代 

表团0

梁振英认为，香港是法治国家，任何人 

犯法都应该受到对付，并强调香港拥有独 

立的司法。香港数个月来的示威冲突也包 

括暴力事件。

在谈到中美贸易战所衍生的关税问 

题，梁振英则自豪地表示，香港从不对贸易

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访雪政府

梁振英:对投资环境有信心

乱局不会冲击香港经济
得
邓
章
钦
的
热
情
接
待
。

梁
振
英
率
团
到
雪
州
谈
经
济
，
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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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乐观看待乱局

港经贸地位不轻易遭击垮
(莎阿南10日讯）中国同家政

协副主席梁振英乐观看待香港 

0前乱局，认为香港多元化的 

同际经贸地位不会轻易遭击 

垮，包括其投资和经贸业务。

他表示，本身对香港经贸 

增氏有信心，特别足其拥有多 

元化的国际发展元素，比如所 

建立的国际金融服务中心、同 

际贸易中心、同际运输中心地 

位等，都足以支撑其商贸经济 

活动的发展。

“香港是全球10大繁忙商 

贸中心之一，经贸发展也不局 

限于单一领域。”

梁振英今午带领香港中华 

出人口商会的33名商家及香 

港媒体拜访雪州政府及雪州投 

资促进局后，向媒体如是指 

出。出席者包括雪州大臣阿米 

鲁丁及掌管雪州投资、丁商及 

中小型工业事务的行政议员拿 

督邓章钦。

梁振英举例，香港作为自

由贸易港，也积极发展其为海 

事服务中心，不仅以进出口转 

运业务为基础，同时，也提供 

海运服务，包括保险、融资、 

船舶维护等，以开拓高价值的 

增值业务。

多元化领域支持发展

“换言之，香港经济是获得 

多元化领域的支持发展的，W 

此不认为现在发生的示威行 

动，会对整个经济带来影响。”

他指出，香港是一个法制 

之区，凡抵触法令者，都会受 

到法律制裁。

“为此，不论任何人在什 

么动机之下违反法令，他们最 

终将会被绳之以法。”

询及中同和美同贸易战所 

带来的影响时，梁振英更强 

调，香港氏期作为自由贸易港 

口，从来就没有征收任何的进 

口税务，为此，有信心能够刺 

激其经济发展。

“我们一向取得不俗的国 

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有关数据 

不仅傲视亚洲地区，也足世界 

之最，为此，我们呼吁其他国 

家能尾随采用自由贸易经济的 

体制。”

梁振英（坐者左五）带领香 

港中华出入口商会的33名商 

家及香港媒体拜访雪州政 

府*左八为邓章钦。

邓章钦（左）与抵达现场的梁振英握手寒暄

邓章钦：雪全年投资可破100亿
邓章钦指出，据大马投资 

发展局的数据显示，雪州截至 

今年6月为止，所得投资额总 

为60亿令吉，并放眼全年投 

资额或可达致甚至突破100亿 

令吉0标。

他坦承，相对去年同期投 

资额，今年录得投资额确实较 

低。

“不过，去年上半年投资 

额原本也只得38亿令吉， 

惟，年底突然飙升至180亿令 

吉。”

他相信中美贸易战延续， 

或让更多中资选择到东南亚设 

厂，W此乐观看待雪州下半年 

投资前景，为此，预计今年投 

资额料可达至100亿令吉，若 

能一举超过去年180亿令吉目

标，那或许是一大惊喜

“根据过去10年的记录， 

中资在去年创下39亿令吉的 

投资额，进而超越其他国家和 

区域，成为雪州最大的外来直 

接投资来源；相对，香港投资 

也高达9亿5000万令吉，排在 

英同后面，成为雪州排行第二 

位的投资外资。”

他说，按考察发现，中国 

内地多家电子厂实为港资企 

业，有关企业0前正寻找转移 

阵地拓展业务，为此，雪州盼 

通过招商引资，吸引他们到雪 

州投资。

“其中，我们成功吸引一家 

著名港资到雪州瓜拉冷岳县设 

厂，其投资额高达25亿令 

吉。”

梁振英（左）汇报香港的最新局势；左二起为黄振威、陈志远与魏家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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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赖双溪龙后日办中秋园游会
(加影10日讯）蕉赖双溪龙开

埠以来最大型的中秋园游会将 

在9月13 R (星期五）晚上7 

时，在优大校园前的柏西亚兰 

双溪龙1路进行，该路段从9 

月11 R早上8时起关闭至14 

日凌晨。

中秋园游会由加影市议会 

第11区办公室主催，联办丨才丨 

体有12个，包括官方和地缘 

性团体，赞助的商家是30 

个，预料有3000人出席。

筹委会主席官世峰说，当 

天分派1000粒月饼和2000个 

灯笼，提灯笼游商业区一圈。

他说，近5年，双溪龙都 

没举办中秋园游会，今年，举

办大型的中秋园游会为双溪龙 

开埠25年首次。

加影市议员刘佳达说，柏 

两亚兰双溪龙1路从9月11

日旱上8时起关闭，是要搭舞 

台和进行布置工作。

他指出，民众在上述时段 

不要使用该路段进出。

将在9月13日进行的双溪龙中秋园游会，左四起官世峰、双溪 

龙居协秘书刘炳首、刘佳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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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市民需求

巴生增酬巴士路线
(巴生10日讯）雪州精明巴士需求量高，巴生市区再增2条新路线，让巴生市 

议会在每年耗资120万令吉下，全面提供4条路线及14辆巴士的营运，来满足 

市民的需求。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和新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今日与市 

议会主席莫哈末雅昔联合主持推介第3和4路线仪式。

增路线KLG3，主要 

衔接斯里安达拉斯至 

巴生市区、布特拉花园及双溪 

加迪路；KLG4路线则衔接巴 

生中路中环巴士总站、中路镇 

及加埔镇，换言之，巴生在新 

旧路线营运中，丨丨:南区拥有2 

条路线及8辆巴士营运，而北 

区也拥有2路线及6辆巴十营 

运。

黄思汉较后在E者会上指 

出，配合雪州公共交通系统规 

划大蓝图，放眼在2035年达 

到60%公共交通使用率及私家 

车使用率减少至40%的目标， 

州政府目前在州内9个县的

12个地方政府里，开通了 41 

条免费精明巴十路线，并有 

130辆巴士在运作。

“这项福利政策于2015年 

推介后，一直取得热烈反应及 

不俗回响，为此，州政府在规 

划路线中，主要希望达至人口 

密集、需求S高、衔接其他公 

共交通系统等要求”

他也透露，免费巴士最受 

学生欢迎，为此，以巴生区所 

规划的路线当中，就途经26 

所中、小学；除此，中央医 

院，政府部门等路线的规划， 

也符合搭客的需求。

“精明巴士确实惠及本地

市民需求，尽管有人常常指责 

该福利多被外劳占用，但是， 

这只是少数情况，比如只有工 

厂区路线的巴十，才会在上下 

班时间吸引外劳搭乘而已。”

他说，精明巴士能取得如 

此良好反应，不仅是免费搭 

乘，更重要是设施完善，路线 

属于繁忙地段等。

出席者包拈巴生港口州议 

员阿兹米占、班达马兰州议员 

梁德志、圣淘沙州议员古纳拉 

嘉、巴生市议会代秘书阿末凯 

利、市议员黄智荣、严玉梅、 

伍醒罱、塞巴斯丁及普丝芭 

等。

嘉宾为巴生雪州精明巴士第3和4路线，主持推介仪式，左二起古纳拉嘉、莫哈末雅昔、黄思 

汉、梁德志、阿兹米占、严玉梅（右三起）及塞巴斯丁。

推行精明巴士 

鼓励减用私家车
莫哈末雅昔指出，精明巴士有助于市议会 

提供免费公共交通工具，以鼓励市民减少使用 

私人轿车上路，从而纾缓区内交通拥挤现象。

他说，有关巴十路线皆经研究和实地考察 

后才决定开通的，有助丨丨:更多市民受惠。

“由于目前所开通的路线才4条，为此，尚 

无法显著看到巴生市内开车率降低情况，或许

假以时日，有关情况料逐渐改善，特別是当巴 

士路线能与轻快铁、电动火车及公共交通巴士 

路线等衔接之后。”

他指出，截至今年8月，巴生区精明巴士 

一共累积乘搭人数521万9564人次，其中394 

万4337人次来自南区和127万5227人次来自 

北区…

询及未来会否再增设新巴士路线时，他指 

出，一切胥视巴生市议会的收人和雪州政府的 

拨款而定，然而，不得不承认巴生还有许多地 

区有此服务的需求。

顾问们与新届理事在晚宴上拍摄大合照留念；前排左起黄明山、蔡志权、岑育池、余树芳、曾永 

森、林金宋、谭亚华、宋兆雄、刘磐石、高星吉、黄俊龙及曾秀红。

雪隆洗衣公会

拟设洗衣培训中心
(八打灵再也10日讯）雪隆洗

衣公会拥有概念欲成立“雪隆 

洗衣培训中心”，通过转型， 

建立健全洗衣业培训和考评体 

系，开展洗衣业基本理论、专 

业技术、经营管理、职业资格 

等方面的培训。

雪隆洗衣公会会K谭亚华有 

信心，这有助促进企业科技创新 

和研发能力的提高，透过搭建信

息交流平台，开展全方位的服务 

及开展教育培训，提高专业技 

能，为公会会员及潜能的洗衣伙 

伴提供一个全新服务。

雪隆洗衣公会庆92周年

他昨晚出席雪隆洗衣公会 

92周年庆晚宴暨第81届理事 

会寅誓就职典礼时指出，公会 

会员主要是以中小型门市洗衣

店为主，从他上任4年多以 

来，配合以秘书K:为首的组织 

丨才丨队，很快的招纳了 2000多名 

会员。

他说，洗衣行业从早期劳 

动的一族，到现在科技发达的 

时代，洗衣行业真正是要转型 

的时候。

“我们将推介国内外先进的 

技术和设备，以各种技术以及 

相关产品的展示会、博览会、 

制作期刊、技术简报和举办网 

站等发布和推广新技术，使其 

在最短的时间内促进行业的交 

流与合作。”

将向财政部提诉求建议

盼销售税门槛提高至150万
雪隆洗衣公会将向财政部 

提出了会员的诉求及建议， 

希望将销售和服务税门槛提 

高至150万令吉；以及自助 

洗衣业者能豁免销售服务 

税，减低业者的困境。

另外，针对政府从今年起

至2021年禁止洗衣店雇佣外 

劳一事，谭亚华指此举将瘫 

痪国内洗衣店行业，继而影 

响国家的经济与声誉，引起 

同业强烈反弹，。

他说，单单在巴生谷，洗 

衣店每天清洗的衣物达1000

吨，服务来源遍布各行各 

业，一旦缺乏人手，洗衣店 

行业将无法继续经营，而其 

他行业也将受到影响。

“雪隆洗衣公会在上周率 

先与马来统一协会（MULA) 

携手向政府喊话，促政府撤 

销这项禁令，并且与洗衣店 

团体及企业会晤，以更了解 

国内洗衣店企业所面对的问 

题。”

谭亚华：考察外国洗衣业

解决会员难题促进发展
谭亚华承诺，该会除了与政府部门紧密联系，也 

积极与外国洗衣行业接轨交流和考察，共同为会员解 

决难题及促进我国洗衣行业的发展。

他说，该会已在7月组团到雅加达参访印尼国际 

洗衣展览会，并参观当地洗衣店和进行会务交流与合 

作。

“这=■次考察团给了雪隆洗衣公会很大构思及思考 

空间，鞭策着会员如何去推动会务，并把公会的组织 

转型，以符合现代化的一个大型的商务洗衣公会。”

他说，通过环保包装袋、衣架、上门送洗服务和 

如何提升会员知识的洗衣训练中心，使该会获益良 

多，为双方会务联谊垫下基础。

他也提及，该会去年与香港洗衣服务业联会结盟 

为兄弟会后，他们每3个月出版“爱洗衣”刊号，有 

刊登我国洗衣行业的点点滴滴，与海内外的普罗大众 

分享。

雪隆洗衣公会理事会名单

永久名誉顾问 余树芳、岑育池

永久法律顾问 敦曾永森

名誉顾问 拿督斯里蔡志权、林金宋

会务顾问
丹斯里宋兆雄、拿督刘盘 

石、高星吉

法律顾问 拿督黄明山

技术顾问 黄俊龙、曾秀红

会长 谭亚华

第一副会长 黄娇

第二副会长 韦坤

秘书长 刘俊发、副：陈赐忠

财政 林黎辉、副：许亚燕

公关主任 郭致梁、副；袁慧山

文教主任 刘永鑫、副：马雅兰

福利主任 郭婉芬、副：杨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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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特区 

蕉赖双溪龙商区 屯放石油气桶阻消防车驶入

后巷麵房居民惊心

后巷是露天厨房外，也是石;由气桶的屯放处

垃圾车无法进入后巷后，业者把垃圾包裹丢在角落头，左起廖崇 

泽、刘佳达、依苏丁及官世峰。

刘佳达：要求市会采行动

给业者缓冲期觅煮炊处

(加影10日讯）蕉赖双 

溪龙店屋后巷变成露天 

厨房，杂饭店和餐馆业 

者霸占后巷煮炒，屯放 

在该处的石油气桶对具 

有忧患意识的居民来说 

触目惊心，担心衍生卫 

生和安全问题。

溪龙食肆业者霸占后 

巷作为露天厨房的问 

题有日趋严重迹象，后巷被霸 

占后，包拈垃圾车和消防车都 

无法驶人，垃圾车无法驶入后 

巷清理垃圾后，业者就把垃圾 

包裹丢在角落头，以致衍生垃 

圾问题。

更严重的是，这导致后巷 

通道被堵后，万一发生火警， 

消防车也无法进人灭火，尤其 

是屯放在后接的石油气桶更是 

危险万分。

加影市议员刘佳达今日 

说，双溪龙店屋后巷成为露天 

厨房有失控的现象，尤其是杂 

饭店和餐馆业者公然霸占后

巷.。

他说’业者除在后:巷架起 

棚架，也把厨具和石油气放在 

该处，包括在后接洗菜、切菜 

和煮炒，极不卫生。

他指出，后#满地汕渍

外，沟渠也被油渍和食物残渣 

堵塞。

“除此，石油气桶也屯放 

在后巷，万一发生意外事故，

担心祸及住在店屋楼上单位的 

学生。”

他说，相信市议会执法不 

严和指南欠明确，以致业者公

然使用后巷为露天厨房，其 

实，业者更新营业执照时，执 

照上都有阐明业者不能在外煮 

炊。

刘佳达说，会在市议会执 

照小组会议上提出问题，并要 

求市议会采取行动，包括给予 

3至6个月的缓冲期，让业者 

另觅煮炊地点

他说，缓冲期从10月开 

始，3至6个月后，若业者还 

霸占后巷作为露天厨房，市议 

会将米取执法行动。

他指出，上述问题在加影 

市议会辖区的商业区都有发

生，不过，双溪龙商业区的情 

况最严重。

他说，之前，市议会曾开 

罚单给违例营业的食肆业者， 

但问题并没改善，为此，市议 

会须严厉执法。

出席者包括加影市议会第 

11区居民委员会主席官世 

峰、优大双溪龙分校学生会主 

席瘳崇泽及刘佳达助理依苏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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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10日讯I雪州大臣阿

米鲁丁透露，原订今年7月展开的 

雪河第一期滤水站提升工程将会 

展延至明年。

他说，雪州水务管理公司原 

订今年底将展开一项提升工程， 

惟当局将会再另觅一个适当的时 

间°

阿米鲁丁是于今日出席雪 

州政府2020年财政预算案对话会 

后，接受媒体询问时这么表示。

拟30年发展蓝图

雪河第一期滤水站提升工程 

原订于7月23日进行，因滤水站发 

生污染事件而宣布展延。根据雪

州水务管理公司的说法，雪州第 

一期滤水站提升工程将会导致雪 

隆7个县市的水供暂时中断，超过 

300万名用户将受到影响。

另外，阿米鲁丁也说，雪 

州水供公司已拟出30年的发展蓝 

图，包括每年更换150公里长的水 

管、提升滤水站、减少无收益水

等。他说，水务业是一项具有潜 

能的投资，惟必须投入许多的资 

金。

「正因如此，雪州政府必须 

致力确保雪州水务管理公司获得 

妥善管理，逐步推动30年发展计 

划，同时偿还拖欠联邦政府水务 

资产管理公司（PAAB )的债务， 

确保水资源获得发展及永续。」

雪河滤水站工程延至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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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撮英访3表乐观 
骚齓不会击_番灌

巴生10日讯I中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对香港局势表示乐观，并 

深信香港多元的国际经贸地位与经济表现，包括内外投资和经贸业 

务的发展，不会被一系列的示威骚乱事件击垮！

他指出，本身对香港经贸成 

长抱持信心，特别是其拥有多元 

化的国际发展元素，比如设有国 

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以及 

国际运输中心等地位，都足以支 

撑其商贸活动和经济继续发展。

梁振英今午率领香港中华出 

入口商会和香港媒体，拜访雪州 

政府及雪州投资促进机构后，向 

媒体如是指出。他强调，香港作 

为全球10大繁忙商贸中心之一， 

其业务发展不局限单一领域。

针对香港目前的局势，他指 

出，香港是一个法制之区，凡抵 

触法令者都会受到法律制裁。为 

此，无论任何人在什么动机之下 

违反法令，他们最终将会被绳之

以法。

他说，香港作为自由贸易 

港，也积极发展其海事服务中 

心，不仅以港口业务为基础， 

同时，也提供海运服务，包括保 

险、融资、加油等支撑服务，以 

扩展高价值的增值业务。

「有鉴于此，香港经济是受 

到多元化领域的支持发展的，因 

此不认为现在发生的示威行动， 

会对整个经济带来影响。」

针对中美贸易战对香港的影 

响，梁振英则指出，香港长期作 

为自由贸易港口，从来就没有征 

收任何的进口税务，为此，有信 

心能够刺激其经济发展。

他强调，香港一向能取得

不俗的国内生产总值成长率，有 

关数据不仅傲视亚洲，甚至全世 

界，为此，其他国家也应该采用 

自由贸易经济体制。

雪州投资额达60亿

此外，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 

章钦披露，根据大马投资发展局 

(MIDA )的数据显示，今年截至 

6月为止，雪州所获得的投资总 

额达到60亿令吉，预计到年底为 

止，雪州今年的投资额可突破100 

亿令吉。

他说’中美贸易战的关系1 

很多中资选择到东南亚设厂，并 

深信雪州投资前景会较乐观。故

梁振英（左）在邓章钦的陪同下，接受本地媒体的采访。

一徐意美-

此，雪州把今年的投资额目标订 

在100亿令吉，如果超过180亿令 

吉肯定是意外惊喜。

「中国内地有很多的电子厂 

其实都是港资企业，并做好准备 

到海外拓展业务。因此，雪州在 

招商引资方面，也会关注和接洽

香港企业。」

他表示，其中一个著名港资 

到雪州设厂已获批准，其投资额 

局达25亿令吉。大马投资发展机 

构和瓜拉冷岳县土地局都给予良 

好的配合，因此会给予外资留下 

良好的利商印象。

Page 1 of 1

11 Sep 2019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85,616 • Page: A9
Printed Size: 594.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6,945.00 • Item ID: MY003721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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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生鞲明E士
増2路线衔接3区

黄思汉（中）周一为巴生区雪州精明巴士服务2条新路线主持 

推介礼，并和莫哈末雅希（左）坐上新巴士。

巴生10日讯I巴生区再

新增两条精明巴士路线， 

目前整个巴生区计有14辆 

巴士穿梭共4条巴士路线。

巴生市议会于2015年落实 

第一条巴士路线穿越巴生南区； 

2017年推出第二条路线，主要穿 

行巴生北区。今年下半年，巴生 

区再增添两条新路线，主要加强 

圣淘沙区、中路区和加埔区3地与 

巴生市中心的衔接。

巴生市议会主席拿督莫哈末 

雅希今日在推介仪式上宣布，新 

增的KLG3路线，衔接斯里安达拉 

斯、巴生市区、布特拉镇及双溪 

加迪路；至于KLG4则衔接巴生中 

路巴士总站、中路镇及加埔镇。

他指出，随著新路线的启 

用，共有14辆精明巴士穿梭在巴 

生南区和北区，即北区有6辆巴士 

和南区有8辆巴士。市议会平均每 

年需花费约120万令吉维持这项 

计划。同时，精明巴士候车亭将 

增至126个，涵盖巴生南北区， 

以让巴生公交系统趋向完善。

途经医院学校巴刹

他透露，市议会是经过研究 

及实地考察后'才决定相关的巴 

士路线。由于巴生交通拥堵，因 

此市议会希望免费巴士能成为市 

民的替代选择，减少私人轿车上

路，舒缓区内交通。

他指出，目前，所有路线一 

共经过26间学校，还有医院、巴 

刹等，方便市民出入这些地点。 

而外劳使用比较多的地点，主要 

是靠近工业区。

「截至今年8月，巴生区精 

明巴士累积的乘搭人数达到521 

万9564人次，其中394万4337人次 

来自南区和127万5227人次来自 

北区。」

询及是否还会再增加新的巴 

士路线时，莫哈末雅希表示，这 

需视巴生市议会的收入和雪州政 

府的拨款而定，不过目前巴生还 

有许多地区有这个需求，市议会 

必须胥视财务状况才能决定。

此外，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 

表示，州政府迄今共拨出7860万 

令吉来推行雪州精明巴士计划， 

共有130辆精明巴士或41条路线 

投入服务。截至今年7月为止，累 

积的乘客高达3859万4302人次。

他指出，州政府希望通过精 

明巴士，逐渐把雪州的公交网络 

联接起来，以便让雪州在2035年 

时，使用公交和私家车的人数比 

例达到60 : 40，即每10人当中， 

有6人使用公交。

其他出席推介礼的嘉宾，还 

包括班达马兰州议员梁德志、圣 

淘沙州议员古纳拉加、巴生港口 

州议员阿兹米占、市议会代秘书 

阿末卡迪，以及巴生市议员等。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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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米鲁丁（左6)主持雪州水务管理公司（Air Selangor)成为雪州、吉隆

坡及布城水供服务唯一营运商的仪式。左7起为苏海米及查尔斯。

MAJLIS PERASMIAN AIR SELANGOR SEBACAI 
PEMECANC LESEN TUNCCAL PERKHIDMATAN BEKALAN AIR > 
一 W!|AYA| P^tSPfUT^N[iNpEI^EL

吉隆坡10日讯纷扰近10年的雪州水供重组计划正式落幕！雪州大 

臣阿米鲁丁宣布，雪州水务管理公司（Air Sleangor)将从本周五（13 

日）起，正式成为雪州、吉隆坡及布城水供服务唯一营运商。

阿米鲁丁表示，随著雪州政 

府成功于今年4月收购雪河公司 

(SPLASH )，雪州水供重组计划 

也正式宣告完成。他说，雪州政 

府另外收购的3间特许经营公司， 

分别是商业高峰（PNSB )、雪州 

水务集团（ABASS)、及雪州水供 

公司（SYABAS )。

「雪州政府成功收购4家特 

许经营水务公司，也宣告这些特 

许合约正式结束。」

阿米鲁丁是于今日主持雪 

州水务管理公司，成为雪州、吉 

隆坡及布城水供服务唯一营运商 

的仪式时，这么表示。出席者 

包括雪州水务管理有限公司首席

执行员苏海米、国家水务委员会 

(SPAN )主席查尔斯及雪州众行 

政议员等。

不排除调整水费

雪州水供重组计划过去纷扰 

多年，雪州政府成功于2015年耗 

资16亿8000万令吉收购分别是商 

业高峰、雪州水务集团及雪州水 

供公司，唯独收购雪河公司却遇 

到阻力，更掀起当时民联政府与 

国阵联邦政府的政治角力。

直到509大选希盟上台执政 

后，雪州政府才成功以25亿5000 

万令吉完成对雪河公司的收购工

作，宣告雪州水供重组计划完成。

另外，阿米鲁丁表示，雪 

州政府不排除将会调整现有的水 

费，不过当局仍在寻找一个合适 

的方程式来检讨现有的水费。

他也说，自2015年完成对2 

家特许公司的收购工作后，雪州 

政府及雪州水务管理公司就已采 

取多个步骤提升服务效率，例如 

雪州政府耗资8亿令吉兴建士毛月 

河第二滤水站及拉波汉达岗滤水 

站，以提高州内的净水储备量。
此外，雪州水务管理公司从 

2016年至2018年期间，也斥资11 

亿令吉提升及改善水供设施，包 

括滤水站、蓄水池及更换水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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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空气污染指数从周日起突然节 

节上升，并突破100点不健康水平， 

并持续到周一上午，导致巴生市议 

会对面的市区，陷入朦胧一片。

■CS

囯内马拉松赛举办方强调，是否取消今年9月中至9月尾的马 

拉松赛事还言之过早，一切胥视赛事当天的空污情况而定。

空涝日渐思flg m

玛拉松赛班展越
吉隆坡10日讯若国内的空气污染指数持续 

恶化处於不健康水平，原定于9月举办的马拉松 

赛将不排除会延期举办。

活动举办方接受《东方曰 

报》记者访问时声称，马拉松赛 

事取消与否还言之过早，一切胥 

视赛事当天的空污情况，若空污 

指数维持在1 30点或以上的不健 

康水平，就很可能需临时取消10 

公里或以上的马拉松赛。

国内近年举办的体育活动赛 

事不仅参赛者有增无减，相似的 

马拉松活动场次也非常频密，雪 

隆地区甚至每周便至少有两场的 

马拉松赛活动，更吸引不少远道 

而来的游客参与其中。

2015年曾取消活动

其实，早在2015年，国内也 

曾有过因烟霾问题，而使马拉松 

赛被迫取消的前例，当年因为空 

气污染处于不健康水平，而取消 

该年于10月4日，在吉隆坡独立 

广场举办的「2015年渣打吉隆坡 

马拉松」。

该赛事算是国内最大型的马

拉松赛事之一，当年共吸引3万 

5000人报名参与。

随著近曰雪隆区的烟霾情 

况日渐恶化，是否将导致在本月 

29曰举办的「2019年渣打吉隆坡 

马拉松」再次受到影响，备受关 

注0

谈取消言之过早

主办方Din'go活动公司受本 

报询访时强调，今年的赛事距离 

目前尚有3周的时间，一切尚言之 

过早，不过2015年是当局惟一 

次因烟霾恶化而取消活动，而今 

届的活动登记报名人数共计有4万 

人0

而其他即将在本月，于雪隆 

区举办的马拉松活动，还包括本 

月15日举行的「赛城马来西亚日 

半程马拉松」、本月21日「安邦 

再也市议会夜跑活动」以及本月 

21曰的「团结一心」武吉加里尔 

竞跑活动等等°

烟霾期间需注意的事项

从户外返家时，要洗净双手和 

：脸部

由減少户外活动

尽量逗留在室内，如果被迫出 

：夕卜，必须戴上口罩及随身携带

雨伞和帽子

0关闭窗户，避免烟霾进入屋内

避免会加剧空气污染的活动，

；不抽烟及经常保持室内整洁

d开启空凋，以及驾驶时选择内 

'部空气循环模式

Q多喝水

多洗澡降温，避免身穿厚重深 

：色衣物，以助身体排热

0有能力者可以安装冷气或空气 

|过滤器，过滤污染空气

l/ij若感到不舒服，到邻近的诊所 

;求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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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0日 

讯）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宣布，雪州水务管理公司（Air 

Selangor )将会在本月13日正式成为 

雪州水供服务持牌人及唯一营运商， 

为雪州、吉隆坡及布城地区提供生产 

及运输水供的服务。

他指出，随着该公司成功收购及接管4家 

水供特许经营公司，让雪州水供重组计划正 

式圆满落幕。
州水务管理公司早前已成功收 

购最后-•间特许经营公司，即是于今 
年4月雪河公司（Splash),随即正 

式管理水供服务，作为雪州唯 

-的持牌水供营运商。”

阿米鲁丁（左六起）在苏海米及查尔斯圣地亚哥等人的陪同下，主持雪州水供管理公司成为雪 
州水供唯一持牌营运商的推介礼。

雪大臣：管理雪隆布城水供

雪水務01■持驊罾運商
重組水供計劃耗時10年

阿
米鲁丁也表示，雪州政府花 

了不少时间进行水供重组 

T.作，当中面对种种挑战及困难，包 

括必须将•间间特许经营公司进行收 
购，以致长达10年时间才完成T作。

阿米鲁丁是于今日出席雪州水务 

管理公司成为雪州唯-营运商的推介 

礼上，作出上述宣布。.

另一方面，阿米鲁丁指出，虽然 
雪州水务管理公司于本月13日氺正式 

获得水供服务的执照，但州政府联同

爆水管投訴減少

阿
米鲁丁也透露，每100公里 
的水管破裂问题于2016年 

有20宗，但在2018年则减少至13宗。

“我们接下来也会针对面对低水 

压的地区，或是根据所接获的投报展 

开水管更新工作。”

他也说，雪州水务管理公司也 
花费11亿令吉，在2016至2018年期间 

提升及维修各项水供资产及设备，包

该公司早在2015年收购了2间特许经营 

公司后，即展开了多项计划以提升州 

内的水供服务。

他说，其中包括州政府耗资8亿令 

吉承建2座滤水站，分别是士毛月2滤 

水站（Semenyih 2 )及拉波汉达岗滤水 

站（LabohanDagang)，同时也以援助 

及借贷方式拨出共3亿2430万令吉，为 

雪隆区内长达43 8公里的水管进行更新 

工作。

括维修滤水站、蓄水池、水泵、更换 

水管工作，甚至是推行减少“无收益 

水”（NRW)计划。

他希望在全面管理水供服务后能 

达到更好的控制，而实际上水供服务 

相关的投诉也比往年有所减少，即今 
年截至7月-共接获2000多宗投诉， 

然而去年同期却有5000多宗投诉。

此外，他透露，针对日后的 

运作，该公司也拟出…项长达30 

年，耗资300亿令吉的资本开销计划 

(CAPEX)以进行各项计划。

阿米鲁丁（右）在雪州水供管理公司的安排下了，通过视频 
了解该公司的管理及运作。

蘇海米：重組計劃挑戰大

►州水务管理公司首席 

执行员苏海米指出， 

重组水供计划是在2008年开始展 

开，在2015年开始陆续收购商业 

高峰（Puncak Niaga)、雪州水 

供财团（ABASS)及雪州水供公 

司，…直到今年收购雪河公司： 

他说，在重组计划上面对 

很多挑战，其中包括需要逐- 
收购4间不同的水供特许经营公 

司，而当中也涉及不少资金。

无论如何，他说，该公司 

在日后也会应用户的需求，无论 

是在生产净水或是运输水供上， 

提供更好的服务。

出席者包括国家水务服务 
委员会（SPAN )主席查尔斯圣 

地亚哥、雪州秘书拿督莫哈末阿 

敏、雪州财政司拿督诺阿兹米、 

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及依兹汉 

等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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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溪龍鎮13日首辦園遊會

纽燈飾遂你打卡
(加影1 0日讯）双溪龙 

镇25年来首个大型中秋园游 

会，将于9月13日（农历八月 

十五，星期五）隆重登场，

当晚除了免费派发千粒月饼及 

2000个灯笼以缔造千人灯笼人 

龙，现场更有巨型发光月亮月 

兔灯饰为园游会打卡。

这项由万宜国会议员王建民服 

务中心及加影市议会主催的中秋园 

游会，联合12个社团组织及学校， 

包括双溪龙镇居协、优大学生理事 

会、双溪龙华小、慈济、双溪龙镇 

小商公会、乌冷小贩小商公会及双 

溪龙镇盂兰胜会等主办和协办。

该中秋园游会是在傍晚7时举 

f/，地点是在优大校园两栋建筑物 
中间路段，主办单位将在明早8时 

封路进行布置，直至活动结束后至 
14日凌晨零时重新开放。出席园游 

会的民众，可把车辆停放在早市巴 

刹旁边的露天停车场。

筹委会主席管世峰指出，双溪 

龙镇在过去多年里未曾举办过大型 

中秋活动，随着人口增长，是时候 

举办更多的社区活动，让各族之间 

透过同欢共庆佳节保持联系，这次

双溪龙镇首个大型中秋园游会即将引爆，预计数以千计民众出席同欢共庆。右四起 
为刘佳达、刘炳首、官世峰及廖崇泽；左一是何其隆

首度主办中秋园游会，虽然 

用了两个月时间筹备，可是 

获得当地商家鼎力支持。

他表示，当晚受邀出席 

的嘉宾包括国际贸易及丁业 

部副部长兼万宜国会议员王 

建民、雪州行政议员兼加影

州议员许来贤、莲花苑州议 

员黎潍福及新古毛区州议员 

李继香，他们将与预计出席 
的3000名民众在商业区进行 

千人灯笼行

他说，这个中秋园游会 

活动将会非常精彩，节目丰

富，还有幸运抽奖，他呼吁 

民众踊跃出席，同欢共庆。

加影市议员刘佳达也 
说，为了提倡环保，当晚6 

辆餐车服务不主动提供塑料 

吸管、塑料袋及保丽龙，盼 

出席的民众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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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錫米山村委晋

15日中秋晚會邀同歡
(加影10日讯）加影锡米山新村管 

理委员会将于9月15日晚上7时，在锡米 

山新村篮球场举行“大马情缘耀新村 

"中秋晚会，欢迎村民携眷出席同欢共 

庆。

当晚将有提灯笼绕新村游行，另外 

还有舞狮表演、二大民族舞蹈表演、著 

名歌手演唱及知名扯铃队精彩演出，同 

时欢迎村民的孩子携带自制灯笼出席。

新村管理委员会已邀请国际贸易及 
丁业部副部长兼万宜国会议员王建民、 

无拉港区州议员王诗棋、加影市议员颜 

丽丽出席，与村民共庆中秋佳节。

中秋晚会当天将有自由餐和棕油制 

作的月饼招待，中秋节是华人风俗优良 

传统节日，新村管理委员会也欢迎村民 

及友族参与，-起庆祝中秋佳节。

贤
。

中
秋
晚
会
。
左
二
起
为
魏
子
权
及
谢
伟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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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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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大臣：擬定30年計劃

每年換150公里舊水管
(沙亚南10日讯）雪州 

大臣阿米鲁丁指出，随着雪 

州完成水供收购重组计划， 
雪兰莪水务管理公司（Air 

Selangor)成为雪隆和布城唯 

-的水供营运商后，该公司 

制定30年计划，打算每年更 

换150公里旧水管和提升滤水 

厂等水供设施，好让雪州水 

供能迎头赶上。

他今日出席雪州明年度 

财政预算案“赋能经济迈向 

雪州共同进步”对话会后向 

媒体表示，雪州现阶段只替 
换了438公里旧水管，就算今 

年再更换百多公里水管，也

只是五六百公里的水管。

每年10亿维修维护设施

阿米鲁丁披露，雪州水 

务公司打算每年动用1 〇亿令 

吉维修水管和维护水供设施 
等，好让雪州丁商业无后顾 

之忧a

他说，雪州有2万2000公 

里的旧水管需被检查是否要 

更换，也要检查滤水厂的设 

施维护。他有信心，配合科 
技配备，雪州能减少大约3至 

4%的无收益水

至于按照时间表执行维 

护水供设施，而导致的计划

阿米鲁丁（左二起）、卡玛 
和阿都卡立商谈雪州经济展望。 

左一主持人希达雅。

性制水，他证实，原定在今年底 

的一场制水会挪去明年才进行， 

至于下次滤水厂设施维修的最接 

近日期，他表示会再议。

李租國：雪水供儲備3至5%危險

大
马厂商联合会

積極開拓高教航空集群
米鲁丁指出，謂■州在维持制造业与 

服务业成长的势头之际，随着有多 
所高教机构、研究中心和航空业零件丁厂设 

于州内，州政府也积极开拓高教和航空集群 

(duster)新领域，有信心能掌握全国70%的航 

空零件制造份额。
“随着空中巴士有意在雪州投资2亿2000万 

令吉，雪州预料于今年底在全马航空零件制造 

的份额将增至70%。”

他透露，州政府成立了 “集群事务”

(hal-ehwalkluster)，以推动特定领域的成 

长，制定全面计划与行动蓝图，以推动航空与 

高教领域的发展。

他披露，掌管雪州投资、工商及中小型工 

业事务的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正同相关单位 

进行洽谈，以期能引人国外•家在航空领域有卓 

空零件制造。
阿米鲁丁在对话会上表示，雪州从2015年 

起制定了精明州（Smart State)方略，成立精明 

雪兰莪传递单位（SSDU )和雪州资讯科技与电 

子商务理事会（SITEC)等，以在2025年达致精 

明州目标。

“我们成立了精明州谘询理事会，透过收 

集业界和议员的看法，为迈向精明州制定了法 

规条文等细节。”

不忽略福利惠民政策

无论如何，他说，在朝向经济发展同时， 

雪州不能忽略福利惠民政策。州政府需在两者 

之间取得平衡点，否则过度注重后者，会导致 

成为过于福利性质的社会。

参与对话会的另两名专家为马来西亚经济 
研究院（MIER )主席丹斯里卡玛末沙礼和首相 

经济顾问莫哈末阿都卡立，主持人为大臣首席

FMM )雪州

分会主席李祖国在会上提 

问，雪州的水供安全储备 
只有3至5%，对T.商业是 

相当危险的，因用水量庞 

大的制造业丁厂，需要稳 

定和充足水供。

他坦言，尽管政府大 
力推动工业4.0,但高度依 

赖外劳和劳动密集的本地 

制造业，还是停留在丁业 

2.0时代，-些还跟不上工 

业3.0,所以希望政府能检 

讨外劳政策和推动技职教 

育，而非要拔苗助长迫使业界全迈向自动化， 

否则形同在扼杀业界。
他表示，本地制造业有95%以上是中小企 

业，要转型成全自动化可谓知易行难，希望政 

府能有一套符合业界需求的外劳政策，官商携 

手迈进:

伊党昔江港区州议员拿督阿末尤努斯提 
出，其选区内有许多非法T.厂，这些工厂的存 

在典当了环境素质，州政府从这些投资中又取 

得了多少实际回报。

李祖国要求 
政府检讨外劳政 
策，因国内制造 

业仍重度依赖外 

劳。

越地位的机构在雪州立足，进一步推动雪州的航机要秘书莫哈末希达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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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市政局城市交通及 
公共工程组最后一次发出的通 

知信，上面注明排水系统提升 

工程将于今年8月16日竣工。

0€>©喔孟沙路
(吉隆坡10日讯）50公 

尺的排水系统提升工程，用 

超过2年的时间都无法完工！ 

吉隆坡孟沙路与冷格阿都拉 

路（Jalan Lengko.k Abdullah )交 

界处自2017年2月开始展开排水 

系统提升T程，借此改善逢雨必 

淹的问题。可是短短不到50公尺 

的排水系统提升T程，竣工的日

承包商承诺9月15日竣工

不过，《大都会》社区报记 

者电访班底谷国会议员法米时， 

他表示已在8月31 R当天前去该 

区巡视，现场一名承包商向他承 
诺，上述工程将于今年9月15日 

竣工：

顧客轉去其他修車店
莫瑟斯丹尼爾（24歲，摩哆修車店店主）

“排水系统提升TJ呈就在我的店门口展开，并 

花了2年半的时间仍未竣工^孟沙路一带有好多家摩 

哆修车店，因此顾客无法顺利进人店里后，都会转 

向附近的修车店去维修，导致我的生意一落千丈。

不止是我的生意受到影响，隔壁店家，甚至转 

角处的餐厅，因无法支撑下去而在3个月前搬迁。

我收到数次来自吉隆坡市政局城市交通及公共 

T.程组的通知信，最后一次的通知信上注明有关丁 

程将在今年8月16日竣丁，然而3个星期过去了，都 

不见他们完工：

班底谷的国会议员也曾前来巡视数次，也告诉 

我们会尽快竣工，但至今并无任何改变。”

# 都会》社区报记 

\者走访孟沙路 

时，发现在排水系统提升工程附 

近并未设置告示牌，因此无法得 

知与工程相关的资料，包括提升 

工程的内容与竣工日期等。

据记者向商家询问后得知， 

商家都是接获吉隆坡市政局城市 

交通及公共工程组所发出的通知 

信，才得知该处将展开排水系统 

提升工程。惟竣工R期一改再 

改，而商家最后…次接获当局的 

通知信，上面注明有关工程将于 
今年8月16日竣工。

此外，该T.程也导致周遭 

环境尘土飞扬，且T.程阻挡了部

分商店的门口，导致商家生意惨 

淡，其中位于转角处的餐厅，甚 

至在3个月前已迁离原地。

孟沙路部分地势较低的商店，为了解决逢雨必灾的问题, 
而自行在店门口设置了“围墙”。

r 曇1HHUK網麵■!. 占用部分车道导致塞车

记者也发现，由于T程占 

用了部分车道，让工程附近的孟 
沙路从原有的4条车道，只剩下 

右边2条车道可使用，导致孟沙 

路在交通高峰时段出现塞车的情 

况。

负责该工程的工人也设置路 

障，封起孟沙路转人冷格阿都拉 

路的路口，但却没有设置告示牌 

说明，导致许多轿车无法驶人该 

路。

11

逢雨必淹問題已20年
張先生（30歲，鑰匙店少東）

“我认为孟沙路的排水系统提升工程即使竣丁 

后，也无法改善逢雨必淹的问题，毕竟在这20年来 

也已进行了数次类似的工程，-直都不见效果：

多年来，只要这里下起大雨，在半小时至1小时 

内，就会出现淹水的迹象。水深起来时，就连轿车 

都无法顺利通过孟沙路。

因此，我们都在店门口设置了‘围墙’，阻挡 

雨水侵人:”对上述工程，法米表 

卞丨示，他曰前前去该区 

巡视，并将有关内容上载到其 
脸书，当时他也发现顶管（Pipe 

Jacking)已安装完毕。.

他透露，该工程迟迟未能竣

T的原因，是因为承包商欲展开 

排水系统提升工程时，发现该处 

还有雪州水供公司的地下水管、 

国能电缆等东西，阻挡了他们扩 

建排水沟，因此需要更多的时间 

去完成〇

陳明禮（82歲，體育用品店店主）

“孟沙路的排水系统提升工程涉及的范围并不 
大，我很好奇当局为什么花了2年多的时间，都未能 

完成。

尽管该工程并非在我的店门口展开，但那些T 

程的材料不时都会摆放到我们的店门口，阻挡顾客 

的道路，对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些影响。

我并不看好该工程可改善孟沙路的淹水问题， 

毕竟这么多年来，孟沙路逢雨必淹，先从马路上出 

现积水，再慢慢人侵店里，若是晚上开始下大雨， 

我也会感到十分担心，并且下楼查看。”

商家：工程阻擋顧客上門11?

/^访商家表示，排水系统 

jC提升x程的竣工日不断 

延期，尽管当地国会议员曾前去 

巡视数次，却也无法让有关工程 

尽快完工。_

他们表示，由于该工程就

在商店前展开，导致商家的生意 

大受影响，阻挡了顾客走人商店 

里。

附近商家也表示，尽管该工 

程将排水沟扩大，但淹水的情况 

仍时常发生，并未有改善。

生意大跌商家苦惱/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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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肆业者霸占后巷公共空简改为厨房/洗涤、烹煮‘▲巷进行，卫生问题引关注。

後巷變廚房失控
市會限3至6個月内清空
焦點社區：雙溪龍鎮商業區

(加影10曰讯）双溪龙镇商业区部份食肆业者霸 

占后巷变为户外厨房的情况渐失控，为了重新整顿 

环境，涉及霸占后巷的业者在下个月起，必须清空 

后巷，还原公共用途。

为了让相关业者有足够时间将后巷厨房移进店内，当局 

会给予3至6个月时间的清空期，如果业者拒绝或不配合，当 

局将在清空期限结束后进行“清场” 〇

加影市议员刘佳达今早与双溪龙镇居协秘书刘炳首等人 

视察后巷时披露，清空后巷并非只局限在双溪龙镇，而是整 

个加影辖区，双溪龙镇是他的领养区，因此也是时候严厉管 

制后巷，重新提升该区形象。

他表示，该商业区.些食肆业者无视市议会条规，把厨 

房“扩建”到后巷，堵住后巷令垃圾车无法进人，后巷被堵 

住也是引发安全隐忧问题：

“如果发生火灾，消拯车无法在后巷进行抢救丁作，所 

以不能再容忍业者肆无忌惮地持续占用后巷。”

双溪龙镇因学生人口多，食肆越开越多，部分业者无视市 

议会条规占用后巷空间。

商家应照顾商区安全卫生

刘佳达指出，他将会要求市议会执照组严厉执行，不能 

任由业者霸占后巷变成厨房，将食物残余及污油倒人沟渠， 

无视后巷脏乱状况卫生环境下洗涤和烹煮，食材卫生受到质 

疑。

他表示，商家必须与市议会配合，照顾商区安全与卫生 

环境，后巷是公共空间，不是业者的私人地方，不能够如此 

不受控制，所以当局必须严格执法。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早前已提醒涉及霸占后巷的商家 

必须进行清空，加影市议会亦会配合州政府的措施，不能让 

商区后巷的空间持续被I者滥用c ”

他不否认，市议会过去缺乏鲜明执法，没有显著的执法 

立场，使业者在霸占后巷的用途更大：

刘佳达表示后巷被堵住，垃圾车无法进入，商家被迫将垃圾
堆在巷与巷之间的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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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陳淑君板大都會社區報I—^

瓜冷林氏宗親會聯歡宴

星期三09

林伯才：林氏超過80代

(瓜拉冷岳10日讯）瓜拉冷 

岳林氏宗亲会日前庆祝成立22 

周年、青年团及妇女组19周年纪 

念，暨孝亲敬老联欢晚宴，筵开 

逾110席，场面特别热闹及温馨。

马来西亚林氏宗亲总会、青年 

团总团、美山林氏家族会、陈甲礼让 

宗亲会、芙蓉林氏宗亲会、麻属西河 

堂、九州联谊会、永春埔头家族会、 

丹绒士拔林氏宗祠、梳邦再也林氏宗 

亲会、森美兰林氏宗亲会、崙株巴辖 

林氏宗亲会、沙亚南林氏宗亲会、永 

春大班头家族会、怡保近打林氏宗亲 

会、巴生滨海林氏宗亲会、海南林氏 

宗亲会、吉兰丹林氏宗亲会、林家万 

家族会、浦种林氏宗亲会、越野车队 

等团体或公会均受邀参与其盛，以同 
欢共庆〇

~马°来西亚林氏宗亲总会总会长丹 

斯里林福山受邀致词时表示，经济乃 

-门循环的学问，好的经济政策可以 

使到国家经济有良好的循环，并得以 

发展，反之政策的失误亦会令经济停 

顿。

他认为，日前某部分有心人士发 

动杯葛非穆斯林和非土著产品的举动 

是在开倒车；他也说，在生产非穆斯 
林产品和非土著的T厂里，亦有许多 

穆斯林在工作，此种杯葛行为亦将影 

响他们的生计；他亦对内阁发文谴责 

此类行为的举动深感赞赏，并希望政 

府能够监督，且严厉对付破坏社会和 

谐的有心人.士:。

明年10月办世林恳亲大会

林福山宣布总会将于2020年10月3 

及4日举办世界林氏恳亲大会。

另外，由马来西亚林总主催，雪 

隆林氏宗祠承办的2020年全国林氏宗 

亲大团拜将于2020年2月15日举行。

林福山亦宣布捐献2000令吉予瓜 

拉冷岳林氏宗亲会。

["pC冷林氏宗亲会会长林伯才致 
欢迎词时表示，全世界林氏 

都是一家亲，并有3000多年的历史， 

至今超过80多代。

大会也在会上移交6000令吉教 

育援助金予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攻读国际政治系求学，并于8月底刚 

以校际交流交换生前往荷兰莱顿大学 
(LEIDEN UNIVERSITY )留学半年的 

高材生林纪一。

此外，万津区州议员刘永山受邀 

致词时表示，瓜拉冷岳的发展在最近 

四、五年内肯定-•日千里，并希望手 

上有土地者肯定日后会炒高价。

他亦宣布拨2000令吉予林氏宗亲 

会，以推行更多有意义的活动。

林顺安：

感谢宗长报效长者恩物

至于筹委会主席林顺安则感谢大 

家踊跃出席盛会，同时感谢林文安宗 

长报效全场70岁以上长辈的孝亲敬老 

恩物，并在全体筹委精心策划下，又 

有大荧幕介绍瓜拉冷岳林氏宗亲会的 

活动精彩图文，受到与会者的赞赏。

出席者包括马来西亚林氏宗亲总 

会署理总会长拿督林钦荣、副总会长 

林松浩和林金发、总秘书林纪钟、妇 

女组会务顾问拿督林梅珠及青年团团 

长林伟雄、瓜拉冷岳林氏宗亲会妇女 

组林美珠及仁嘉隆新村管委会主席洪 

平进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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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如何，

《大都 

会》社区报记者走 

访哥打哥文宁湖滨 

公园时，沙亚南市 

政厅园艺组副主任 

佐哈里扎则澄清，

市政厅已得知该投 

诉，并强调公共厕 

所的开放时间是早 

上7时至晚上7时，

事发当日提早关闭 

是属于特别状况。

“该名厕所管 

理员在事发当日下 

午遇到醉汉闹事，

为了确保自身安 

全，她在通知负责 

人后，决定提早在下午4时关闭厕所。” 

他说，为了避免出现任何误会，他 

们已向领养该区的市议员卡马鲁扎曼及 

相关负责人讲解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同时，我们也在公共厕所范围内 
增加告示牌，注明开放时间是从早上7时 

至晚上7时，作为提醒。”

据了解，该公共厕所分为男女厕， 
分别有4个厕格及洗手盆，免费开放让民 

众使用。

愛莎：洗廁所會暫關

佐哈里扎： 

沙亚南市政厅已 

提升哥打哥文宁 

湖滨公园公共厕 
所的设备，希望 

民众爱惜公物， 
不要加以破坏。

滨公园公 

共厕所管 

理员负责人爱莎表 

示，看管员经常都 

会遇到醉汉或外劳 

骚扰事件，加上看 

管员都是女性，因 

此她们也非常担心 

及害怕。

“作为负责 

人，我们每天都会 

前往巡视两次，并提醒员工遇到紧急事 

件时，必须保护自己。”

她说，看管员在洗厕所时，会暂时 

关闭厕所•会儿，待清洗完毕后再重新 

开放给民众使用。

公廁沒大問題
黎女士（晨運客）

“我每天早 

上都会到哥打哥文 

宁湖滨公园晨运，

我认为这里的公共 

厕所没有太大的问 

题。

同时，我对 

这里的公厕干净及 

卫生程度感到满

民衆：滿意廁所衛生程度
访民众表示，她们每天都会到 

哥打哥文宁湖滨公园晨运，基 

本上都会使用该公共厕所，她们对厕所 

的干净及卫生程度感到满意。

她们说，她们对该脸书贴文有所印 

象，但她们认为不代表全部。

貼文不代表全部
陳女士（晨運客）

“我在脸 

书看到该男子的 

投诉贴文，但我 

认为不能代表全 

部。我每天早上 

都会前来哥打哥 

文宁湖滨公园，

公园内的公共厕 

所在早上的时段 

都会开放让民众 

使用。

不过，我并不清楚下午的情 

况。，’

_____________

哥打哥文寧湖濱公園報道►鍾可婷攝影►黃志漢

遇醉漢鬧事提早關閉

公廁沒大門深鎖
(沙亚南10日讯）哥打哥文宁湖滨 

公园公共厕所大门深锁不开放给民众使 

用？

-名男子于早前在脸书发贴，指哥 

打哥文宁湖滨公园厕所虽然重新粉刷及

提升，但却大门深锁，没开放给民众使 

用，并质问是否只等到人民代议士前来 

跑步才开放使用，引起媒体及地方政府 

关注。

沙亚南市政厅澄清，哥打哥文宁湖滨公园公共厕所并无关闭不让民众使用 

而是事发当日出现少许问题，被逼提早关闭厕所

佐哈里扎：增開放時間告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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