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ejabat Daerah sudah beri
notis arahan kosongkan tanah
Hulu Selangor: Pencero-
bohan tanah kerajaan dan
persendirianuntukaktiviti
berkebun sayur di Bukit
Beruntung,memangdalam
pemerhatian untuk tinda-
kanPejabatDaerahdanTa-
nahHulu Selangor.
Pegawai Daerahnya,Mu-

sa Ramli, berkata notis
amaran mengosongkan ta-
nah itu juga sudah dike-
luarkan pihaknya dan pe-
gawai penguat kuasa se-
dang memperhalusi tinda-
kan lanjut bagimenyelesai-
kanmasalah di situ.
“Tanah yang diceroboh

warga Bangladesh seperti
dilaporkan itu terbahagi
kepada dua kategori, iaitu
milik syarikat dan rizabke-
rajaan.
“Kami sedang jalankan

tanggungjawab secara ter-
perinci dan terkawal, ter-
masuk menyemak status
tanahsertamerujukagensi
berkaitan seperti Tenaga
NasionalBerhad(TNB)dan
Jabatan Pengairan dan Sa-
liran (JPS) untuk susulan
lanjut,” katanya ketika di-
temuiBH, di sini semalam.
Beliau berkata, kawasan

seluas 10.12 hektar dari-

padakeseluruhan60hektar
tanahdicerobohadalahmi-
lik kerajaan, yang diwarta-
kan untuk rizab padang
permainan dan kemuda-
han awam lain, manakala
selebihnya milik syarikat
yang mempunyai pemili-
kan sah.
Notis Amaran Pendudu-

kan Secara Tidak Sah itu
sudah dikeluarkan Pejabat
Tanah dan Galian Hulu Se-
langorterhadapsemuapen-
ceroboh terbabit,mengikut
Seksyen 425 dan 426(a),(b)
dan (c) KanunTanahNega-
ra 1963 sejak 29 Julai la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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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oran terkenal di Klang diroboh
Ceroboh tanah
kerajaan hampir
20 tahun
beroperasi

Sebuah restoran beropasi secara haram berhampiran Bulatan Berkeley, Klang dirobohkan malam kelmarin.
(Foto Saddam Yusoff)(Foto Saddam Yusoff)

Oleh Norrasyidah Arshad dan
Ruwaida Md Zain
bhnews@bh.com.my

Klang: Sebuah restoran terkenal
berhampiran Bulatan Bukit Raja,
di sini, dirobohkan dalam satu
operasi penguatkuasaan, malam
kelmarin, selepas hampir 20 ta-
hun berniaga di kawasan itu.
Operasi terhadap Restoran Ber-

keley Corner itu dijalankan Pe-
jabat Tanah dan Daerah (PTD)
Klang bermula kira-kira jam 10.30
malam sebelum restoran berke-
naan dirobohkan sepenuhnya te-
pat jam 12.10 tengah malam.
Operasi itu turut dibantu Ibu

Pejabat Polis Daerah (IPD) Klang
Utara, Majlis Perbandaran Klang
(MPK), Jabatan Bomba dan Pe-
nyelamat Malaysia (JBPM) Zon
Klang, Tenaga Nasional Berhad
(TNB) serta Pengurusan Air Se-
langor Sdn Bhd (Air Selangor).
PTD Klang dalam satu kenya-

taan berkata, tindakan penguat-

kuasaan terhadap struktur res-
toran itu dilaksanakan berikutan
pencerobohan tanah kerajaan
membabitkan sebahagian rizab
jalan dan rizab Lebuh Raya Per-
sekutuan.
“Tindakan diambil selaras pe-

rintah Mahkamah Tinggi Shah
Alam bertarikh 19 Julai lalu yang
memutuskan pihak plaintif perlu
merobohkan struktur bangunan
di atas tapak terbabit dalam tem-
poh satu bulan dan jika gagal,
pihak plaintif perlu menanggung
kos perobohan berkenaan.
“Pihak Pentadbir Tanah Klang

mengeluarkan satu notis peringa-
tan pada 26 Ogos lalu bertempoh
tujuhharikepadapemilikstruktur
untuk mengosongkan tapak itu.
“Susulan kegagalan dan keeng-

ganan pemilik struktur untuk me-
ngosong dan merobohkan struktur
bangunan itu, satu tindakan pe-
nguatkuasaan dijalankan,” katanya.
Menurut kenyataan itu lagi,

pencerobohan tanahkerajaanada-
lah satu kesalahan bawahSeksyen
425 Kanun Tanah Negara (KTN)
1965 dan jika sabit kesalahan, bo-
leh didenda tidak lebih RM500,000
atau penjara tidak lebih lima ta-
hun atau kedua-duanya.
Sementara itu, beberapa video

tular melalui media sosial men-
dakwa berlaku kekecohan dan

pergaduhanbagimenghalangker-
ja perobohan berkenaan.
Bagaimanapun, Ketua Polis

Daerah Klang Utara, Asisten Ko-
misioner Nurulhuda Mohd Sal-
leh, yang turut berada di lokasi
mengesahkan tiada kekecohan
berlaku dan keadaan terkawal.
“Operasi perobohan dilakukan

oleh PTD, manakala polis hanya
membantu. Tiada kekecohan dan
Pasukan Simpanan Persekutuan
(FRU) juga tidak digunakan.
“Kekuatan Polis Diraja Mala-

ysia (PDRM) membabitkan sera-

mai 170 pegawai dan anggota, ter-
masuk Unit Tempur Ringan
(LSF),” katanya.
TinjauanBHdi lokasi pulamen-

dapati operasi berjalan lancar de-
ngan bantuan polis yang mem-
buat kawalan keselamatan di ka-
wasan terbabit.
Prosesperobohanitumenyebab-

kan lalu lintas di Lebuh Raya Per-
sekutuan dari Shah Alam meng-
hala ke pusat bandar Klang agak
sesak, khususnya di kawasan ber-
hampiran restoran terbabit, hing-
ga kira-kira jam 10 malam.

Segelintir orang awam turut di-
lihat memberhentikan kenderaan di
tepi jalan, selainberkumpul di lokasi
untukmenyaksikan operasi itu.
Polis juga menutup jalan di bu-

latan itu bagi membolehkan kerja
perobohan berjalan lancar, terma-
suk memudahkan pergerakan jen-
tolak dan lori mengangkut keluar
struktur restoran yang dirobohkan.
BH difahamkan ketika kerja pe-

robohan dijalankan, tiada pelang-
gan atau peniaga berada di dalam
premis kerana operasi perniaga-
an tamat jam 5 pe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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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s Syiah di sekitar Gombak 
selepas mendapat aduan 
orang awam.

Susulan itu, sebuah por-
tal melaporkan kenyataan 
Mufti Pulau Pinang, Datuk 
Seri Dr Wan Salim Wan 
Mohd Noor yang berkata, 
pengikut Syiah sepatutnya 
diberi kebebasan untuk 
mengamalkan kepercayaan 
mereka selagi pihak berke-
naan tidak menyebarkan 

Sokong tindakan JAIS

M ufti Selangor, Datuk 
Mohd Tamyes Abd 
Wahid menyokong 

tindakan penguatkuasaan 
oleh Jabatan Agama Islam 
Selangor (JAIS) yang me-
nyerbu dan menahan bebe-
rapa pengikut ajaran Syiah 
menerusi operasi dilaksa-
nakan baru-baru ini.

Beliau berkata, JAIS te-
lah diberi mandat oleh Ke-
tua Agama Negeri Selangor 
supaya mengambil tindak-
an secara berhikmah terha-
dap mana-mana ajaran 

MOHD TAMYES 

yang menyeleweng di nege-
ri ini.

Beliau berkata, pihak-
nya juga percaya JAIS dan 
pasukan yang telah dilatih 
mengambil tindakan terse-
but sebaik mungkin tanpa 
menganiaya mana-mana 
pihak.

“Maksud secara hikmah 
di sini ertinya tindakan itu 
bersandarkan kepada bukti-
bukti yang boleh menye-
babkan mereka ini diambil 
tindakan.

“Tindakan JAIS adalah 
bertujuan untuk memberi-
kan pengajaran kepada pi-
hak yang melanggar un-
dang-undang yang 
ditetapkan menerusi Enak-
men Undang-Undang Is-
lam Negeri Selangor,” kata-
nya kepada Sinar Harian 
semalam.

Sebelum ini, JAIS mela-
kukan serbuan ke atas mar-

Ambil tindakan 
terhadap 

pengikut Syiah

ASYRAF MUHAMMAD

SHAH ALAM

ajaran 
itu ke-
p a d a 

umat Islam lain 
yang berpegang kepada ajar-
an Ahli Sunnah Wal Jama-
ah.

Mengulas lanjut, Tam-
yes berkata, ajaran tersebut 
sememangnya menyalahi 
peraturan ditetapkan dalam 
enakmen agama.

“Kita selaku umat Islam 
di Selangor berpegang ke-
pada Ahli Sunnah Wal Ja-
maah, akidah kita pula Maz-
hab Asy’ariyah Maturidiyah, 
syariah kita berpegang ke-
pada mazhab muktabar ia-
itu Mazhab Shafie, Mazhab 
Hanafi, Mazhab Maliki dan 
Mazhab Hambali.

“Kemudian dari segi ta-
sawuf atau akhlak kita pula 
adalah daripada pandangan 
Imam Al Ghazali. Itu semua 
sudah jelas,” katanya.

PENGIKUT

SYIAH DITA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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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MS berkampung di Sabak Bernam
Tengku Amir 
Shah luang 

masa tiga hari 
di daerah itu

MOHD IZZATUL IZUAN 
TAHIR

SABAK BERNAM

R aja Muda Selangor, 
Tengku Amir Shah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dijadualkan berada 
selama tiga hari di daerah ini 
pada Program Jelajah Sabak 
Bernam di sini bermula 
semalam.

Baginda yang tiba di 

Sekinchan kira-kira jam 11.50 
pagi semalam memulakan 
lawatan pertama di Syarikat 
Sin Hiap Huat dan mengikuti 
sesi penerangan dan lawatan 
semaian benih padi.

Baginda kemudiannya ke 
Jeti Nelayan Bagan Nakhoda 
Omar menaiki bot dan 
menyusuri hutan bakau 
sekitar perairan itu. 

Tengku Amir Shah turut 
meredah ombak menaiki bot 
bagi merasai sendiri 
pengalaman menangkap ikan 
di Bagan Nakhoda Omar di 
sini.

Baginda bersama 
rombongan orang-orang 
besar istana tiba di Jeti Nelayan 
Bagan Nakhoda Omar kira-
kira jam 3.40 petang.

Baginda kemudiannya 
mendengar taklimat khas 
daripada Jabatan Perikanan 
mengenai aktiviti 
penangkapan ikan di kawasan 
itu.

Baginda turut menarik 
perhatian tetamu dan agensi 
kerajaan yang hadir apabila 
bersama rombongannya dan 
agensi terlibat turun ke laut 
selepas mendengar taklimat. 

Sebanyak sembilan bot 
termasuk bot fiber dinaiki 
baginda menyusuri 
perjalanan sejauh dua batu 
nautika dari jeti Bagan 
Nakhoda Omar. 

Baginda turut 
menunjukkan kemahiran 
menaikkan hasil laut 
menggunakan pukat hanyut.

Tengku Amir Shah berkenan berangkat ke Syarikat Sin Hiap Huat dan mengikuti sesi penerangan dan 
lawatan semaian benih p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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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rudin (empat dari kiri) bergambar bersama kontraktor G1 dari Gombak yang terpilih mendapat 
tender melalui cabutan undi di JKR Gombak semalam.

RM7.24 juta bantu kontraktor kecil bumiputera

GOMBAK - Kerajaan Se-
langor menyalurkan per-
untukan sebanyak RM7.24 
juta kepada Jabatan Kerja 
Raya (JKR) negeri untuk 
agihan 172 tender projek 
kontraktor kecil (G1) bu-
miputera bagi kerja penye-
lenggaraan infra di bawah 
jalan negeri. 

Projek itu melibatkan 
kerja pembaikan jalan, pe-
motongan pokok, pema-
sangan bonggol, penye-
lenggaraan longkang dan 
yang berkaitan dengan 
tender bagi setiap projek di 
bawah RM50,000. 

Menteri Besar Sela-
ngor, Amirudin Shari ber-
kata, program tender ter-
buka itu julung kali 
diadakan selari dengan 
hasrat kerajaan negeri ter-
hadap kelangsungan dan 

pembangunan bumipute-
ra. 

Menurutnya, kerajaan 
negeri menyedari keka-
ngan dan kesukaran 
dihadapi kontraktor 
bumiputera dalam saingan 
kerja industri pembinaan 
yang kompetitif. 

“Penglibatan kontrak-
tor bumiputera dalam pe-
laksanaan kerja berskala 
kecil ini dapat memantap-
kan pengalaman dan kepa-
karan kontraktor. 

“Saya yakin peluang yang 
disediakan kerajaan negeri 
akan dimanfaatkan 
sepenuhnya oleh kontraktor 
bumiputera bagi memajukan 
syarikat dan diri masing-
masing agar mencapai 
prestasi yang setanding 
kontraktor lain,”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

kian pada Majlis Pelancaran 
Program Kerja Undi G1 
JKR Selangor 2019 di JKR 
Gombak di sini semalam.

Amirudin berkata, per-
untukan bagi projek itu 
menggunakan peruntukan 
sedia ada tanpa melibatkan 
peruntukan tambahan. 

“Ia adalah hasil 
penjimatan dilaksanakan JKR 
Selangor dan disokong di 
peringkat daerah. Usaha ini 
selari dengan dasar kerajaan 
dalam mengamalkan 
perbelanjaan berhemah. 

“Kita tak menolak un-
tuk menyediakan peruntu-
kan tambahan pada masa 
akan datang memandang-
kan infra adalah satu keper-
luan namun ia bergantung 
kepada statusnya jika kriti-
kal kita akan beri 
keutamaan,”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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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oran terkenal di Klang diroboh
Selepas hampir 

20 tahun 
beroperasi di 

atas tanah milik 
kerajaan

NUR FARHANA ABDUL 
MANAN

KLANG

S ebuah restoran ter-
kenal berhampiran 
Bulatan Bukit Raja 

di sini dirobohkan malam 
kelmarin selepas hampir 
20 tahun beroperasi di 
tapak berkenaan.

Tindakan perobohan 
struktur bangunan resto-
ran dilaksanakan Pejabat 
Tanah dan Daerah (PTD) 

Klang dibantu anggota 
polis dari Ibu Pejabat Po-
lis Daerah (IPD) Klang 
Utara dan kakitangan 
Majlis Perbandaran Klang 
(MPK).

PTD Klang menerusi 
satu kenyataan berkata, 
operasi bermula jam 8.30 
malam hingga 1 pagi itu 
turut disertai anggota Ja-
batan Bomba dan Penye-
lamat Malaysia (JBPM) 
Zon Klang, Tenaga Nasi-
onal Berhad (TNB) serta 
Pengurusan Air Selangor 
Sdn Bhd (Air Selangor).

Menurutnya, tinda-
kan penguatkuasaan 
diambil di bawah Seksyen 
425 Kanun Tanah Negara 
1965 berikutan berlaku 
pencerobohan tanah ke-
rajaan melibatkan seba-
hagian rizab kawasan la-
pang dan Lebuhraya 

Restoran terkenal berhampiran Bulatan Bukit Raja yang dirobohkan dalam satu operasi kelmarin. 

Persekutuan.
“Tindakan itu selaras 

dengan perintah Mahka-
mah Tinggi Shah Alam 
pada 19 Julai lalu yang 
memutuskan pihak plain-
tif perlu merobohkan 
struktur bangunan di atas 

tapak berkenaan dalam 
tempoh satu bulan atau 
perlu menanggung kos 
perobohan tersebut.

“Pentadbir Tanah 
Klang telah mengeluar-
kan satu notis peringatan 
pada 26 Ogos lalu dan 

memberi tempoh tujuh 
hari kepada pemilik me-
ngosongkan tapak. Akibat 
kegagalan dan keengga-
nan pemilik mematuhi 
notis dikeluarkan, tinda-
kan penguatkuasaan 
dijalankan semalam 

(kelmarin),” katanya.
Menurut kenyataan 

itu, keadaan terkawal ke-
tika kerja perobohan dija-
lankan dan cubaan untuk 
menghalang operasi ber-
jaya dileraikan dengan 
aman oleh pihak polis.

FOTO: IHSAN PTD K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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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e budget meets not for show1 

Ratepayers want their input given weight by MBPJ when drafting upcoming plans 
By SHEILA SRI PRIYA 
sheilasripriya@thestar.com.my 

RATEPAYERS are growing weary 
of the budget meetings called by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for residents to share their views 
on how the city's budget should be 
spent, because it always seems to 
come to naught. 

The stakeholders feel their input 
is "meaningless" and that the 
council had decided the budget 
plan but calls for meetings merely 
to appease taxpayers. 

StarMetro spoke to several 
Petaling Jaya community leaders 
about the budget planning meet-
ings organised by MBPJ. 

MyPJ chairman Jeffrey Phang 
called the meetings for residents a 
"show." 

"I have attended these meetings 
for over seven years and not once 
were we given any feedback about 
the suggestions made," he said. 

Phang noted that MBPJ had not_ 
implemented a budget monitoring 
committee, adding that this com-
mittee would ensure the money 
was well spent according to the cal-
endar year. 

"The information shared during 
these meetings feels incomplete. 

"For example, if a sum has been 
allocated in the previous year's 
budget for development, we want 
to know what was done so that we 
can suggest better plans for the 
upcoming years," said Phang who 
suggested a theme-based budget. 

"The city council can perhaps 
have a theme, such as 'caring socie-
ty' for the chosen year, and chan-
nel more funds based on that. 

"For another year, it can be cen-
tred on traffic management. This 
will enable the council to have a 
better focus for the budget," he 
said. 

Section 6 Rukun Tetangga presi-
dent Rajesh Mansukhlal said he 
was fed up with attending the pre-
budget meetings because there 
were no paramaters set for the ses-
sions. 

"These meetings may be exciting 
for new resident leaders but as an 
old-timer, I am fed up. 

"We want MBPJ to tell us if what 
we suggested can or cannot be 
included in the Budget, and give us 
a reason why it cannot be imple-
mented. 

"Otherwise it is just a waste of 
time as most of us have to set asise 
precious hours to attend these 
meetings," he said. 

Rajesh also queried why the 
council's Engineering Department's 
60 years of experience and exper-
tise were not reflected in the city's 
road planning. 

"The traffic problem in Jalan 
Gasing and Jalan Templer has been 
around for a long time but until 
today the nightmare situation in 
these areas during peak hours does 
not seem to have a long-term 
solution." 

Rajesh said the bottleneck from 
the Templer roundabout to 
Assunta Hospital had existed for 
many decades, even after it had 
been turned into a traffic-light 
junction, and a permanent solution 
was still not in sight. 

"It is hard for Section 6 residents 
to travel from our neighbourhood 
to New Town during rush hour 
and this issue needs to be 
addressed," he added. 

SS20 Rukun Tetangga chairman 
Eileen Thong said information on 
the proposed budget should be dis-
seminated to the attendees a few 

Phang: "A budget monitoring 
committee is needed." 

Syed Mohd: "Only 60% to 65% of 
the budget allocation is used up." 

Rajesh: "If our suggestions cannot 
be implemented, give us a reason." 

Thong: "Pre-budget survey a good 
idea but it should be user-friendly." 

Esham: "PJ mayor should get feed-
back from community leaders." 

days before the meeting. 
"Residents are unable to grasp 

the details all at once and provide 
good suggestions on the spot. 

"We want to be participatory 
and not just sit and watch the slide 
shows filled with a lot of informa-
tion," she said. 

Thong welcomed the online pre-
budget survey - carried out for the 
first time last year by MBPJ - to 
gather public opinion for budget 
planning. 

However, she said the system 
was not user-friendly and many 
residents were unable to use it. 

Section 14 (Jalan 14/1 to 14/15) 
Residents Association chairman 
Selva Sugumaran said the city 
council currently relied on infor-
mation provided by councillors for 
budget planning. 

While some councillors would go 
to the grassroots to gather input, he 
said others did not. 

"I feel that over the years the city 
council has been allocating more 
money for newer areas, compared 
to older ones. 

"But new development approval 
is given for areas surrounding 
older neighbourhoods such as 
ours. 

"As a result, our access roads 
face congestion and the public 
infrastructure is deteriorating. 

"No one from MBPJ has come to 
my neighbourhood to determine if 
our roads can be widened." 

Selva also highlighted the prob-
lem arising from city council 
approvals given to houseowners to 
turn their single-storey houses into 
double storeys. 

"There is nowhere for them to 
park their extra vehicles except on 
the road, so fire engines cannot 
access some of the roads because 
the parked cars are obstructing the 
way. 

"I hope the city council will 
provide sufficient budget alloca-
tions for older neighbourhoods 

Selva: "I feel MBPJ is allocating 
more money to newer areas." 

Danker: "A budget should be 
allocated for maintenance." 

Sayuthi: "Priority will be given to 
committed expend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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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aling Jaya 
residents say 
roads should 
be resurfaced 
regularly as if 

IS ignored, repair 
works will cost 
more. — Filepic 

too," he said. 
Bandar Utama Residents 

Association chairman Syed Mohd 
Taufik said the public budget meet-
ings were meaningless if details 
given to residents were inade-
quate. 

"We are aware that only 60% to 
65% of the budget allocation is 
used up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Who is monitoring MBPJ's pro-
ject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This must be explained to resi-
dents," he said. 

Syed Mohd said the budget 
spending must be monitored as his 
neighbourhood had seen numer-
ous problems when projects were 
carried out. 

"We have eight units of faulty 
air-conditioners in the MBPJ hall in 
our neighbourhood. These new 
air-conditioners became faulty 
within a month after they were 
installed in November 2018," Syed 
Mohd said. 

"We need competent councillors 
who can help monitor and solve 
these issues. 

"This year our assemblyman's 
office has asked for feedback on 

what we would like to see in 
MBPJ's 2020 Budget; we will give 
our views," he said. 

Section 10 Residents Association 
president Ronald Danker said he 
too felt the city council-hosted 
meetings with residents for budget 
planning were a waste of time. 

"There should be a budget allo-
cated for maintenance works. 

"Several years ago, MBPJ built a 
parking lot connected to the Taman 
Jaya park. There are potholes 
appearing on some parts of this 
road, so it is time to resurface it. If 
it is ignored, the facility will not 
last and the repair works will cost 
more," he said. 

Danker hoped MBPJ would do a 
survey and gather input from 
residents before presenting its 
Budget plan. 

Meanwhile, Esham Salam from 
SS7 Lengkuk Golf Residents 
Association is calling for the 
Petaling Jaya mayor to attend such 
meetings. 

"The mayor should get feedback 
directly from community leaders. 

"Without his involvement, this 
exercise is a token gesture which is 

held just to tick a box," he said, 
adding that community leaders got 
tired repeating themselves at every 
MBPJ budget planning meeting. 

Esham also asked for the alloca-
tion to be increased for food court 
and wet market refurbishment 
instead of just cosmetic improve-
ments. 

When contacted, mayor Datuk 
Mohd Sayuthi Bakar said there 
would be a round of meetings held 
by MBPJ with resident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soon. 

When asked about the public's 
unfavourable reaction to the meet-
ings' outcome, Sayuthi said it was 
impossible to please everyone. 

"We must understand that there 
are constraints while preparing the 
Budget. 

"Priority will be given to the 
committed expenditure such as 
maintenance and existing con-
tracts. 

"Furthermore, based on our pro-
jection, there will not be much of 
an increase in next year's revenue 
due to the current economic situa-
tion,"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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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subletting of lots at 
Klang's Deepavali bazaar 
Immediate forfeiture of space by MPK if traders flout rules 
By EDWARD RAJENDRA 
edward@thestar.com.my 

TRADERS allocated lots at Klang's Little 
India Deepavali bazaar will have the space 
forfeited immediately if they sublet or auc-
tion to others. 

The traders will also be barred from par-
ticipating in future bazaars.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Licensing 
and Hawkers' Department director Azhar 
Samsudin urged successful applicants not 
to sublet their units. 

"Officers in charge of licensing will carry 
out spot checks and if it is found that the 
traders have sublet their lots, we will forfeit 
the space," he said. 

Azhar added that the Deepavali bazaar 
would create job opportunities and give 
small businesses a chance to flourish. 

"We want to see more Indians aged 35 
and below becoming entrepreneurs. 

"MPK has identified 143 lots for trading. 
We have received many applications for 
these lots so far," he said. 

Klang's Little India Deepavali Bazaar will 

n 

, 5S300 KUALA LUMPUR 

be open for two weeks from Oct 13 to 26. 
Azhar said applications would be accept-

ed until Sept 23. Fees for the lots range from 
RM95 to RM720. 

"The drawing of lots will be done on Oct 8 
at 10am at the Pandamaran Sports 
Complex. 

"Those unsuccessful in getting the lots 
will receive their deposit in 11 working 
days," he said. 

Azhar added that the trading lots would 
be along Lorong Tingkat and Lorong 
Rembau and the alleys nearby, which will 
be closed to motorists. 

"No trading will be allowed on Jalan 
Tengku Kelana, Jalan Pulasan and Jalan Yeo 

Azhar says MPK has 
identified 143 lots for 
the Deepavali bazaar. 

Guan Hup as we want to avoid traffic con-
gestion. 

"Shopkeepers facing Jalan Tengku Kelana 
are allowed to display their goods on the 
five-foot way but MPK will charge them 
RM10 per day," he said. 

Meanwhile, Klang Consumer Asscociation 
president Devadass Anjan urged the author-
ities to have one lane of Jalan Tengku 
Kelana on both sides blocked. 

He said they should be turned into a 
pedestrian mall for smooth traffic flow and 
public safety. 

"This will also discourage haphazard 
parking along Jalan Tengku Kelana," added 
Devadass. 

Klang Little India Deepavali trading lots 
J a l a n I s t a n a 

_ _ _ R o a d 
S i f t c l o s u 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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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本为乘客遮风挡雨，让他们安心等候巴 

士德士的巴士候车亭破烂不堪，试问怎 

样吸引更多乘客选择乘搭公交呢？

无论是中央政府、雪州政府、地方政府等各 

单位，都会苦口婆心劝导民众多使用公交，减 

少对轿车的依赖，可是目前的公交系统还不够 

完善，而且很多基本设施也有欠理想，普罗大 

众又怎能放心、安心的使用呢？

就以巴士候车亭为例子，很多地方的巴士候车亭的设 

备真的非常糟糕，乘客原本在候车亭内是无需再受曰晒 

雨淋之苦，可是很多巴士候车亭却是“开天窗”而无法 

遮风挡雨，一些巴士候车亭更缺乏照明设备，导致乘客 

被迫摸黑等巴士，我还亲眼看过一些乘客启动手机的小 

电筒，夜深看到此情景都会被吓到。

在巴士候车亭设备不足的情况下，乘客更成为一些不 

法之徒抢劫掠夺的目标，有时候载朋友去巴士候车亭等 

候巴士时，都会担心他们的安危，偶尔时间允许都会亲 

自载送他们前往目的地或回家。

政府应该全面提升所有巴士候车亭，如果候车亭的设 

备齐全和舒适，乘客们就可安心使用，也可提高众人对 

公交的使用率，何乐而不为呢？

提
升
巴
士
候
車
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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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右7)在特殊奥林匹克保龄球联赛活动 

现场亦移交支票。

V川amas Mtoty集團董事職員

與智障者參與保齡球賽
(吉隆坡11日讯） 

Villamas Metacity集团董 

事及职员，与智能障碍选 
手一起参与了雪兰莪特殊 
奥林匹克保龄球联赛，呈 
现一场别开生面的企业社 
会责任活动。

参与活动者超过1〇〇人参 
与，并以2名智能障碍选手

搭配一名集团代表的组队 
方式，让集团代表能与选 
手有更多交流。

这场联赛于8月23日在布 
城 10 [ Ci ty Mai1的Wangsa 
Bowl举行，出席者有 
Vi 1 lamas Metacity集团总 

执行长颜德祥及雪兰莪特 
殊奥林匹克主席王雪华，

并由妇女、家庭及社会发 
展部副部长杨巧双开幕。

杨巧双在致词时感谢该 
集团，并强调企业在带动 
慈善活动和协助社会上有 
需要人士方面，扮演著重 
要的角色，而此番话让全 
场气氛更是热烈。

活动现场也移交支票给 
Persatuan Kelab Kiwanis 
Uptown、 Pertubuhan 
Kebajikan Rasa Sayang 
Selangor ,以及雪兰莪特殊 

奧林匹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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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示牌，有关道路提升工程原订 
今年5月5日前完工，但记者今早 

巡视该路段时发现，整条道路不 
但未竣工，而且只加宽了爱兰镇 

路口而已，其他路段工程进度彷 
佛不到40。。。

整条道路凹凸不平，而且多处 

破烂，路况极差，居民每天驾车 

进出，相信都十分不便。

现场工地也不见施工，一些机 

械停放在路边，只见有数名员工 

在蕉赖双威花园路口施工。

林雁

(加影11曰讯）爱兰镇路至蕉 

赖双威花园的道路提升工程，严 
重误时，超过4个月仍未竣工, 

使到该路况极差，道路被挖后又 

没有处理，居民开始怨声载道！ 

据本报了解，这条主要道路从 
去年8月开始动工，预计从爱兰 

镇路一直加宽提升至蕉赖双威 
花园路口，工程原定今年5月竣 

工,但承包商却无故拖延工程， 

以致至今都未完工。

爱兰镇居民林女士向《中国 

报》记者指出，该条主要道路提 

升丈程太久，已为居民造成不 

便。

原訂5月前完工

若2週還是老樣子

市議員：
动党加影市议员依凡指出，加影市议 

u会已针对承包商延误工程，多次发出 

通知信给承包商，为此，市议会准备对承 

包商发出最后通知信，给予承包商两周时 

间，若承包商表现依旧，市议会便必须中 

止承包商合约，另委承包商。

他曰前与市议会顾问、承包商代表及雪 

州水供公司代表巡视工地时，承包商代表 
告知工程已完成76%，但根据工程合约应该 

完成93%。

他在面子书贴文指出，根据现场目测， 
整个工程进度不到50%，明显与承包商所汇 

报的不一样。
至于爱兰镇路衔接You dty的道路，他 

说，有关道路已完成，但仍未开放。

他说，有关衔接道路和街灯由当地发展 

商建设，但街灯安置工程有误，需要重新

■承包商在蕉赖双威花园外施工。

调整。 大道的天桥也近完工，发展商与地主正在

“一旦衔接道路开放，爱兰镇十字路口洽谈，预料有关天桥很快可以通车。

预计10月可启用。” 记者尝试联络依凡了解承包商延误工程
此外，他透露，You Clty衔接蕉赖加影的原因，但仍无法取得对方回应。

MAJLIS PERBANDARAN KAJANG
&1III1II

MAJUS PER0ANDARAN KAJANG

L i KTS T 'I Vi

■蕉赖双威的

Iframf ^ ■市议会在爱兰镇路口的工程告示牌显示，爱兰镇

愛蘭鎭路提升工程誤時°

凹凸不遲蹈^ ■爱兰镇路提升 

工程严重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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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

■双溪龙中秋园游会将在13日晚进行，左4起是廖崇泽、官世峰、刘炳首和刘佳 

达。

雙溪龍鎭首辦中秋園遊會

料吸引3000人
歡樂

(加影11日訊）双溪龙镇将于本周 

五（13日）中秋节当晚7时，首办大 

型中秋园游会，预计吸引3000人参 

与。

双溪龙中秋园游会由加影市议会11区青 

年团、双溪龙居协及拉曼大学联办，由当 
地12个社团组织协办。

园游会筹委会主席官世峰说，当天活动 

地点在优大大门口前，主办单位将从今天 
(11曰）早上8时起封锁优大前面的路段， 

直到14日凌晨12时。

他说，当晚节目包括变脸、各族文化表 

演以及在商业中心提灯笼游行，大会准备 
了 24份礼物作为幸运抽奖礼物，现场也有 

1000粒月饼和2000个灯笼，免费让民众品 

尝和使用。

受邀出席嘉宾包括万宜国 

会议员王建民、加影州议员 

许来贤、雪州行政议员黄思 

汉、莲花苑州议员黎潍福， 

及新古毛州议员李继香等。

向民衆灌輸環保意識

他昨日在记者会上，这样

指出。出席者包括加影市议 

员刘佳达、双溪龙居协秘书 

刘炳首、优大学生代表理事 

会生席廖崇泽，及加影州议 

员助理依袓丁。

刘佳达说，今次活动不提 

供塑料袋、塑料吸管以及保 

丽龙，以向民众灌输环保意 

识。

■拉曼大学前面的道路将封锁进行中秋园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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霊

■全体获得奖励金的学生与理事们以及大港国会议员慕斯里敏（后左5)，后右2为 

李亚礼校长。

(适耕庄11日讯）沙白县李 
氏宗亲会日前举行2019年度会 

员大会暨会员子女学业优良奖 

励金颁发典礼，总共10名中小 

学生成功获得此奖励金。

沙白县李氏宗亲会会长李亚 

礼校长在致欢迎词中说，宗亲 
会已步入第3年，会员人数也 

已经超过200名，他希望宗亲 

理事们能更加的交际广招宗亲 

加入李氏宗亲会。

他指出，今年颁发奖励金是 

第1次举行，希望日后更多会 

员子女能加紧努力，把成绩搞 

好以便能够获得此奖励金。
他呼吁年轻的李姓宗亲们能 

够踊跃的加入该宗亲会，这样 

才不会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

大港国会议员慕斯里敏受邀 

出席并主持开幕仪式，他在致 

辞中指出李氏是全世界最大的 

姓氏，同时李姓的杰出人才更

卜卜卜唯爲

他希望k白县李氏宗亲会能 

够继续努力，把会务加强以达 

到壮大宗亲会，最终为宗亲们 

谋求更大的福利。最后他宣布 
拨款2000令吉以作为该会的活 

动基金。

雪州议长兼适耕庄区州议员 

黄瑞林因在国外未克出席，但 

他也通过代表李立鹏宣布拨款 
2000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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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让殿下赞不绝口。

全程陪同在旁的雪州议 

长兼适耕庄州议员黄瑞 

林，对殿下选择适耕庄作 

为考察行程的第一站表示 

感激，并指适耕庄是到沙 

白县旅游时，“走过路 

过，不能错过”的必到景

生態旅遊典範

(适耕庄11日讯）雪州 

王储东姑阿米尔沙殿下今 

曰旋风式到访适耕庄，参 

观稻苗培植场、试驾插秧 

机与品尝独特海鲜美食， 

成为鱼米之乡的最佳代言 

人！

东姑阿米尔沙殿下今早 

展开沙白安南县三天两夜 

考察行程，首站选择适 

耕庄的新协发父子有限公 

司，实地了解稻苗培植场 

的运作模式，与稻饼（插 

满秧苗的培植片）制作过 

程，并驾驶插秧机进入稻 

田，体验一日农夫的工 

作。

°殿下除了赞赏适耕庄一 

望无际的稻田美景，也对 

稻农以自动化设备，提 

升种稻效率的表现感到满 

意，希望稻农再接再厉， 

维护适耕庄作为雪州米仓 
的

殿也到法利达马来蚌 

餐厅，品尝适耕庄独一无 

二的招牌美食，体积比血 
虫甘和啦啦大上一倍的马来 

畔，以烧烤、参巴酱和绿 

咖哩烹调，爽口弹牙的口

■黄瑞林（左）向东姑阿米尔沙殿下（右2)讲解插秧机的操作方 

式，右为林荣坤。

訪適耕莊嚐美食

雪王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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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11曰 
讯）继向国家元首提 
呈英国专家的视频鉴 
证报告后，2个非政府 

组织今日把目标转向 
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 
安华，要求后者就早 
前被指涉及男男性爱 
短片的经济事务部长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表态。
1°民之声秘书处副主席拿督斯里莫哈末 

阿里指出，安华作为候任首相，理应向人 
民展现其说法和诚恳。

“让人民看看和评估安华在秉持公正 
上，有多诚恳。”

他也再次敦促警方展开全面调查，指若 
警方肯这么做，那么人民就会认为警方有 
履行责任，自然也会恢复对这个机构的信 
任。

°莫哈末阿里今日连同Bangkit组织主席 

沙林阿兹兰，前往安华位于武吉加星的办 
事处，提交信函和上述视频鉴证报告后， 
在记者会这么指出。

由于安华人不在，其私人秘书阿都拉曼 
尤索夫代表接收相关报告。

莫哈末阿里恫言，指该组织将会在下周 
将鉴证报告，交到全体内阁部长和国会议 
员手中，强调他们的意愿是要寻求真相。

“我们除了会印制10万份报告给鹅唛选 
民外（阿兹敏选区），还会拿去阿兹敏的 
住家和办公室，也会拿去墓园‘探望’阿 
兹敏已故母亲。”

询及为何选择安华个人办事处，而非公 
正党总部提呈报告，莫哈末阿里指这是因 
为他觉得安华在个人办事处的几率比公正 
党总部高，才选择来到此处提呈报告。

“希望安华透过报告评估这起事件，或 
许他也可以带进党最高理事会或纪律委员 
会讨论。”

沙林挑戰阿茲敏

“是紳士就該辭職”
、>卜林阿兹兰挑战阿兹发传单是没用的行为，其 

敏，若阿兹敏是绅士实他们只是想知道真相。 
的话，就应该自动下台。 “我们不会停止行动，

他说，很多人告诉他派会全方位派发传单到全国

尤其是鹅唛国席。”
他也说，有网民说他们 

的行为过界，但他们从始 
至终只是交（资料）给有 
关管理高层。

“如果你是一个绅士， 
你就必须自动下台。如果 
你是一个人，你就应该懂 
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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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周，

艾代章钦指出，最近一 
卩个月内在永安镇和 n

百家利3座非法建筑被拆 少J
除，纯属巧合，希望坊间 
不要胡乱揣测。 |—I

他说，永安镇的神坛和 
百家利嘛嘛餐馆，是根据 
国家土地法典第425条文 

(非法占用政府地）处理，负责单位是巴 
生土地局，至于永安镇非法食档则是援引 
1974年沟渠、道路与建筑物法令处理，负 

责单位是巴生市议会。
“3座违章建筑的程序也不相同，拆除神 

坛除了必须按照法律程序，还要经过雪州 
政府所额外订制的程序，即执法单位必须 
获得非伊斯兰事务委员会和州行政议会的 
批准，这也是全马唯一増加的条例，避免 
执法当局处理不公。

他说，百家利的嘛嘛餐馆，是土地局按 
照国家土地法典处理，当中因为业者到 
法庭挑战州政府决定，把官司打到联邦法 
院，直到业者最近败诉，才得以采取行 
动，因此才会被迫延迟逾4年时间。

政府執法一視同仁

“至于永安镇食档，市议会按照法律给 
予业者通知，同时通融时间让业者搬迁， 
原本的两档小贩已经搬迁，在市议会采取 
行动前，又有一个小畈搬进去，但是市议 
会在处理这件事的6个月期间，已经给予足 

够通知，因此依法拆除，并准备过后在原 
地画出停车位，解决当地的停车会不足的 
困境。”

他强调，政府执法都是一视同仁，不只 
按照法律条文的规定，甚至还在行政上给 
予时间上通融，这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 
与方便，不能因为一小部分人的个人利益 
与方便，牺牲了广大的人民。

就是非法，拖延再久，最 

终还是得“拆”！

人墙围堵、神手挡驾、议员护航、
罗厘拦路、入禀法庭.............占用政府

嘛嘛餐馆（Berkeley地的“百家利转角
Corner)，经过5年来出尽各种方式阻拦执法 

大队后，最终还是无法力挽狂澜，周二晚（10 
曰）终于难逃拆除命运，这栋约20年的建筑物 

地标，正式消失在巴生版图上。
对此，当地巴生新城区州议员兼雪州行政议 

员拿督邓章钦受询时向《中国报》记者指 
出，政府执法是一视同仁，违例就得拆 j 

除，不能因为一小部分人的个人利益与 
方便，牺牲了广大人民。

由巴生县土地局领队的逾200 A
人执法队伍，于周二晚上8时 ^

许，拉大队到这个位于百^
家利交通圈旁的嘛嘛银^
馆，展开拆除行动。 丨经过3小时的拆除后，餐馆

_______________ A 己经差不多被夷为平地。

卜1

f 丨邓章钦： 

政府一视同仁， 

也绐予涉者时间上 

的通融。

文轉C2呤

p?生北区警区主任努鲁胡 
〇达助理总监，周|晚亲 

自率队协助拆除嘛嘛餐馆，鲜 
少露脸的努鲁胡达，其掌控大 
局的“巾帼英姿”，获得巴生 
市民好评。

她说，由于之前几次拆除行 
动都无法成事，因此今次警方 
出动逾170名人手，成功控制 

场面，让土地局成功展开拆除 
行动，直到凌晨1时许，完成 
任务。

“过程中，并没有发生不愉 
快事件，一切顺利完成，最终 
联邦后备部队也无需出动镇 
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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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170名警员和联邦后备部队，全面戒备，防止有人造乱。

♦文接C1 談判過程一度H
有关嘛嘛餐馆，自20 U年起， 

至少4欠遭执法人员拉队上门， 

准备拆除，惟业者每次都有 

“招数”阻拦，包括围起人肉墙 

和出动神手，人民代议士和议员 

也多次出面调解，最终更入禀 

法庭等，周二晚则出动罗厘挡 

路。

~ °不过，执法大队周二晚在警 
方和联邦后备部队护航下，与 

“挡路者”谈判，场面一度紧 
张，惟最终在晚上约10时30分， 

成功展开拆除行动，过程中并没 

有发生肢体冲突。

根据土地局的文告指出，该嘛 

嘛餐馆占用道路保留地和联邦大

道保留地。

文告指出，业者把案件带上法 
庭，惟法庭已经于今年7月11曰 

下判，业者必须在一个月内，把 
相关建筑物拆除，同时于19曰， 

驳回业者的暂缓令申请。

申請暫緩令被駁回

土地局也于8月26日发出最后 

通牒，下令业者必须在一周内自 

行拆除，否则当局将出动，届时 
由业者承担拆除费用，惟业者却 

对有关通牒，无动于衷。

土地局因此于周三晚，根据 
1965国家土地法典第425条文， 

展开拆除行动；根据该条例，

■执法人员在拆除行动前，协助把工具全部搬到餐馆外。

涉及者可被判罚款不超过50万令 

吉、监禁不超过5年、或两者兼 

施。

联合取缔的单位还有警方、巴 

生市议会、国能、雪州水供管理 

公司、消防与極救局等。

m
非
法
就
要
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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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1曰讯）雪州 

行政议员兼雪州非伊斯兰 

事务理事会联合主席拿督 

邓章钦说，该理事会在昨 
曰会议中，已批准5项非 

伊斯兰教组织的土地申 

请
5也发文告指出，上述5 

项土地申请分别坐落在巴 

生、乌鲁雪兰莪及八打灵 

县，一旦行政议会给予核 

准，就可在宪报正式公布 
生效。

他i兑，巴生县1间华人

非伊斯蘭組織土地申請

鄧章欽：5項獲批
神庙获得约956平方公尺 

的土地，拥有40年历史的 

八打灵县双威镇神庙则获 
得増加446平方公尺的政 

府土地，具有百年历史的 

乌鲁雪兰莪县一所佛教 
古寺，获得约5公顷的农 

业土地更换为宗教场所土 
地，另外2间位于八打灵

县的兴都庙各获得929平 

方公尺及810平方公尺的 

政府土地。
“从2008年至今年9 

月，雪州政府透过非伊斯 
兰事务理事会已批准334 

项非伊斯兰教的土地申 

请，涵盖佛教、道教、兴 

都教、基督教、天主教、

锡克教及义山，涉及土地 
范围超过62万2000平方公

尺。，’

“单是佛教及道教组 
织，至今年9月就获得148 

项土地申请的批准。” 
雪州政府在2008年至 

2019年3月批准的非伊斯 

兰宗教土地当中，八打灵 
县的68项申请占12万1322 

平方公尺、乌鲁冷岳县50 
项申请占8万4409平方公 

尺、鹅麦县的22项申请 

占4万9308平方公尺、巴

生县60项申请占9万239平 

方公尺、雪邦县19项申请 

占4万5697平方公尺、瓜 

拉冷岳县21项申请占9万 

1655平方公尺、瓜拉雪兰 

莪县26项申请占4万2410 

平方公尺、乌鲁雪兰莪县 
28项申请占4万7485平方 

公尺及沙白安南县20项申 
请占4万9473平方公尺。

邓章钦说，长期以来， 

州政府都有土地提供给非 

伊斯兰教组织申请作为宗 

教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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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露麗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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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进行了 

对话。左为邓章钦；右为梁振英。

鄧章欽：中美貿易戰延燒

雪投資額有望破100億
(沙亚南11日讯）雪州政府有信心 

今年全年可以取得超越1〇〇亿令吉的投 

资额。

雪州投资、工商及中小型企业事务行 

政议员拿督邓章钦表示对雪州下半年投 

资前景感到乐观，并有信心全年的投资 

额可以突破100亿令吉。

他说，大马投资发展局的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6月30日为止，雪州的投资额 

为60亿令吉，他相信一旦中美贸易战 

继续延烧，届时更多中资会选择到东南 

亚设厂。"我们预计今年投资额可达到 

100亿令吉，若今年的投资额能超越去 
年的180亿令吉投资额，将会是一个预 

料之外的惊喜。”

他在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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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雪州 

投资促进机构的对话会后，在记者会上 

如此说。"相较去年同期，今年的投资

额属偏低，不过，去年首半年投资额只 
有38亿令吉，惟在去年杪突然飙升至 

180亿令吉，而雪州已做好迎接更多的 

投资额的准备。"他说，让人感到激昂 
的是，去年中资创下39亿令吉的投资 

额，超过其他国家及地区，成为雪州最 
大的投资外资；而香港投资额也高达9 

亿5000万令吉，成为雪州排行第三的 

投资外资，即排在英国后面。

他说，根据他们的考察显示，中国内 

地多间电子厂其实是港资企业，而他们 

正寻找转移阵地拓展业务，而雪州希望 

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吸引他们前来雪 

州投资。“我们成功吸引一港资到瓜拉 
冷岳县设厂，而投资额则高达25亿令 

吉°，，

出席该对话会者包括，雪州大臣阿米 

鲁丁及中国国家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L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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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萊達:政府擬推“擁房屋運動”

吸引中港人來馬買高端屋
(吉隆坡11日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祖莱达说，政府 

计划另行推出“拥有房屋运动” （HOC)，以吸引更多 

中港投资者来马，但她强调，我国只会向中港投资者出 

售高端房产。

她周三主持2019年第5届年度亚洲 

智能城市论坛及展览会的开幕仪式后 

说，我国的高端房产总值为1000亿令 

吉，而政府不会考虑把低端房产卖给 

中港投资者。

“因此，我们想在香港或中国推出 

‘拥有房屋运动’，以吸引当地居民 

到我国投资，并购买我国房产。”

她说，我国的房产价格比香港便 

宜，香港面积达250平方公尺的公寓

的售价为300万令吉，“即使是身为 

部长的我都买不起。’’

她披露，相关计划将被带到内阁， 

并将与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共同商 

议，因该部目前是推广马来西亚第二 

家园计划的单位。
"事实上，本地发展商已到那边 

(香港）售卖房产了。”

槟城消费人协会周二发文告指出， 

香港反政府示威运动不断，若我国继 

续推动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虽能 

缓解本地产业滞销问题，但房产的需 

求量增加，反而会加剧现有的土地短 

缺的情况，造成生活费上涨。

人民組屋改爲自租自住租戶多年後可成屋主
4_[_对有关人民租屋采用新名称一 

事，祖莱达说，房屋及地方政府 

部只是把原本的人民组屋计划改为自 

租自住（rent-to-own )的计划，但 

她不愿透露有关详情，并指将于9月中 

旬启动相关计划，且届时将会公布更 

多细节。

“在自租自住的计划下，房屋的面 

积较大，设备更为齐全，且主要坐落 

在战略地点，不同于以前的人民租屋

计划，同时，这也意味着，租户在多 

年后可拥有这套房子，而银行则会查 

看他们的付款记录来批准贷款。” 

此外，她披露，该部有意推出智能 

街灯计划，而安邦将在10月成为首个 

试跑地区。

"在第12大马计划下，政府将落实 

发展更多智能城市计划，并认为我国 

未来5年可至少达到70%至75%的智 

能城市指数。”

根据今年IESE商学院公布的"智能 

城市指数”，伦敦位居第一，指数达 

100%，而吉隆坡则排在第100位，指 

数仅达52.83 %。

不过，祖莱达并没有回应将在财政 

预算案中获得多少拨款。
针对早前3次致函给公正党主席拿督 

斯里安华的事宜，祖莱达则称，其党 

主席已承诺与她面谈，而她也在等候 

安华的接见。

赛城建伊斯兰住宅区
祖莱达指无损种族团结

p屋与地方部长祖莱达说，专为穆 

■斯林打造的Raudhah Ville住宅计 

划无损种族团结。

“虽然该项房屋计划属于信奉伊斯 

兰的人民，但它却重视普世价值，比 
如卫生和群体的生活方式。”

询及Raudhah Ville的存在会否促进 

国民团结时，她则大表赞同，并指因 

伊斯兰价值是普世价值观念，加上该 
计划让非穆斯林与穆斯林共同生活在

同一社区，以及这是自由市场，不强 

制各族群的比例平衡。

“虽然相关计划是以伊斯兰为主的 

社区，但非穆斯林也可住在里面，以 

便一同讨论有关清洁、堆肥等生活话 

题，我认为这是很好的。”

雪兰莪州发展局推出的劳达城市 

(Raudhah Ville )概念是打造以伊斯 

兰价值为主的社区，让穆斯林及非穆 

斯林同住在一个社区内。

Raudhah Ville城市占地 12.10公 

顷，是雪州发展局（PKNS)与 

RaudhahCity国际私人有限公司在雪 

州赛城合作打造的伊斯兰城（Bandar 
Raudhah )的一部分。

该项从2015年启动的计划耗资123 

亿令吉，号称为全球首座现代伊斯兰 

城。

根据报导，RaudhahCity国际私人有 

限公司执行长欢迎民众乃至非穆斯林 
入住该区。

报导也称，该计划已售出300个单 

位，其中有些买家是非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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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巴生11日讯）雪州政府本月 

再批准5项非伊斯兰组织的土地申

奪请。
jJ 雪州行政议员兼非伊斯兰教事 

:it务理事会联合主席拿督邓章钦表 

r 示，该会是在本月10日的会议中 

批准这些申请。这致使雪州政府 
Jb自2008年以来，已经透过非伊斯 

兰事务理事会批准334项非伊斯 

P兰土地申请，涉及土地范围超过 

“ 62万2000平方公尺，其中单是佛 

教及道教组织，截至今年9月就获 
148项土地申请批准。

他通过文告说，这5片宗教场所 

$ 土地分别坐落于巴生、乌鲁雪兰 

莪及八打灵县。一旦行政议会会 

议给予核准，就能在宪报上正式 

颁布生效。他指出，位于巴生县 

的一间华人神庙获约956平方公尺的土 

地；另一所拥有40年历史的八打灵县双 

威镇神庙，则获增加446平方公尺的政 

府土地。至于具有百年历史的乌鲁雪兰 

莪县一所佛教古寺，亦获将约5公顷农 

业地用途更换作宗教场所土地。

"另外两间位于八打灵县的兴都教庙 

各获929平方公尺及810平方公尺的政府 

土地。”他说，长期以来，州政府都有 

土地提供于非伊斯兰组织申请作为宗教 

场所。（LPP )

地
串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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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演意外身亡少校家属

获霹政府捐助2.5万
(怡保11曰讯）上周沙巴洛高宜军营演习意外身亡的特种 

部队莫哈末查希少校的家属，将获得霹雳州政府捐助2万 

5000令吉抚恤金。

霹雳大臣办公室周三下午发表文告说，大臣拿督斯里阿末 

法依沙今日批准发出上述特别拨款，以感谢少校在保家卫国所 

付出的贡献。
此外，霹雳苏丹后莎拉周三中午12时30分也前往乌鲁近 

打团结花园死者住家，慰问其遗孀诺沙菲娜，并给予她精神上 

杓支持。苏丹后逗留了大约25分钟。

诺沙菲娜过后接受媒体访问时说，这起意外的发生，她不 

会怪罪任何人。

她表示，丈夫莫哈末查希发生意外身亡后的两天，她被医 

生诊断已经怀孕。

她感谢苏丹后的到来，给予她精神上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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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经营数年的嘛嘛食肆，终于被“正法”拆除。

嘛嘛食肆霸地经营逾10年

警区主任率队拆违建物
(吉隆坡11日讯）霸用政 

府保留地经营嘛嘛食肆逾十 

年，警区主任率镇暴部队 

“亲征”，拆除违建 

物。

劳师动众拆除违建 

嘛嘛食肆事件于周二，

晚上约1◦时许，在雪 

兰莪州的巴生百家利上 

演，违法营业的 

Berkeley Corner 嘛嘛食肆 

在该处营业已有10余年历 

史，虽然执法人员曾多次采 

取行动对付，惟徒劳无功。

据了解，巴生县土地局 

原本计划于周三（11曰）凌晨 

突击拆除该食肆，相信是走漏 

风声，致使嘛嘛食肆先发制 

人，以罗里封堵入口，企图阻 

挠拆除队伍进入。

巴生北区警区主任努鲁胡 

达助理总监于周二晚上，亲率 

200名镇暴部队人贝到场镇 

压，先断电供及疏散人群后， 

2辆铲泥机受召到场进行拆除 
工程。

虽然是霸占及擅用政府保 

留地非法经营食肆，该嘛嘛食 

肆业主却因不满执法人员屡次 

发动拆除行动，曾于2014年 

将事件带上法庭。

据了解，嘛嘛食肆是于 

2006年开始营业，当时获得执 

法单位发出临时地契与营业执

镇暴部队受召到现场戒备

照，合法营业，不过，业主于 

较后数度申请规划准证都被 

拒，上诉也被驳回，甚至连临 

时地契和营业执照都不被更

新0
2017年8月，巴生县土地 

局、巴生市议会及巴生北区警 

区，曾因为拆除该嘛嘛食肆， 

而遭约200名大汉阻拦，对方 

出动铲泥机及罗里，封堵食肆 

的出入口，阻止拆除大队进 

入0

当时的加埔国会议员马尼 

瓦南、巴生国会议员查尔斯、 

斯里安达拉斯州议员西维尔也 

出面与执法人员周旋，双方较 

后达致协议，拆除行动暂缓2 

周，以待雪州政府介入召集业 

者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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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嘛餐馆渐渐被夷 

为平地。

◄约170名警员和警官在现场 

待命，维持秩序。

邓章钦也说，最近一个月 

内在永安镇及百家利三座非法 

建筑拆除事件，纯属巧合。

他说，永安镇神庙及百家 

利的违章建筑，是根据同家土 

地法典第425条非法占用政府 

地的条文处理，负责单位足巴 

生土地局，而永安镇非法食档 

则是按1974年沟渠、道路与 

建筑法令处理，负责单位是巴 

生市议会。

他说，三座违章建筑的程 

序也不同，拆除神庙除了必须 

按照法律程序外，还要经过雪 

兰莪州政府所额外订制的程 

序，即执法单位须获得非回教 

事务委员会及州行政议会的批 

准。

“这是为免执法当局处理 

不公，也是全马唯一增加的条 

例0，，

他说，百家利的违章建筑 

档口，是土地局按照同家土地 

法典处理，由于业者到法庭挑 

战州政府的决定，把官司打到 

联邦法院，直到业者最近败 

诉，所以被迫延迟4年多才得 

以米取_fT动。

另外，他说，市议会按法 

律通知永安镇的小贩，同时通 

融让业者搬迁，原本两档小贩 

已经搬迁，在市议会采取行动 

前，又有一个小贩搬进去，无 

论如何市议会处理此事的6个 

月期间，已经给予违例业者足 

够通知-

他说，因此当局依法拆 

除，并预算过后在原地画川停 

车格，解决当地的停车位不足 

的闲境。

防特别人士介入

警方派轻型镇暴队驻守
巴生北区警区主任努鲁胡 

达表示，警方今次支援这项嘛 

嘛档拆除行动，现场没有联邦 

后备队驻守（FRU)，只有安 

排轻型镇暴队（LSF)驻守， 

0的足维持秩序而已。

她说，有义嘛嘛档建在违

规地段，虽然已多次要拆迁， 

惟每次拆除行动都有特別人士 

介人，造成当局无法执法。

“警方派丨丨丨170名警员和 

警官在现场待命，确保没有发 

生任何不愉快事件。”

邓章钦:依不同条文处理

3非法建筑拆除属巧合
新闻特区：巴生百家利 占用政府地20年

违法餐馆迟早拆
(巴生11日讯）违例经营没情讲，时机到了终得拆！

巴生土地局、巴生北区警方、巴生市议会、消防及拯救局、雪州土地及矿物局、国家能源公司以及雪州 

水务管理有限公司人员组成的约200人执法大队，咋晚拆除占用政府地段违例营业约20年的Berkeley 

Corner嘛嘛餐馆。

根
据巴生土地局的文 

告，该嘛嘛餐馆是因 

为占用道路保留地和联邦大道 

保留地，W此当局依1965国 

家土地法典第425条文，展开 

拆除行动。

根据这项条例，涉及者可 

被判罚款不超过50万令吉、 

监禁不超过5年、或两者兼 

施°

拉大队拆除

据了解，该嘛嘛餐馆营业 

已10余年，但一直通过各种 

方式逃过执法行动，这包括人 

体围堵、神手挡驾、议员护 

航、罗里拦路、入禀法庭等。

文告指川，业者把案件带 

上法庭，惟法庭于今年7月11 

日下判，业者必须在一个月内 

拆除相关建筑物，并于19 R 

驳回业者的暂缓令申请。

土地局于8刀26 R发出 

最后通牒，下令业者必须在一 

周内自行拆除，否则当局将出

动，届时由业者承担拆除费 

用，惟业者却冥顽不灵。

不过，违例始终足违例， 

雪州行政议员兼巴生新镇州议

员拿督邓章钦受询时向《南洋 

商报》说，政府执法一视同 

仁，不只按照法律条文规定， 

也在行政方面给予时间通融，

因此该拆除就得拆除。

他说，当局绝不为了小部 

分人士利益，而牺牲广大人民 

的利益。

当局出动两台神手展开拆除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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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王储访适耕庄 雪州王储东姑阿米尔 

沙殿下旋风式到访适耕 

庄，参观稻苗培植场、试驾插秧机与品尝独特海鲜美食，成为 

鱼米之乡的最佳代言人！

雪州议长兼适耕庄州议员黄瑞林陪同殿下考察行程。

图为黄瑞林（左）向东姑阿米尔沙殿下（右二）讲解插秧 

机的操作方式，右为新协发父子有限公司负责人林荣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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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广东会馆后日办华乐赛
(巴生11日讯）莎阿南广东会

馆妇女组与青年团将于周六 

(14日）上午11时，假巴生百 

利广场联办第二届“把根留 

住”华乐比赛。

该活动或皇城华乐1才丨协 

办，巴生百利广场赞助场地。

该会馆青年团团长李展荣 

说，此活动也是该会馆品牌活 

动之一，本着“取诸社会，用 

诸社会”的方式来发扬华乐文 

化，丨丨:学员们能有一个发挥的

平台，希望更多年轻人学习华 

乐，向广大市民介绍华乐，也 

借此发扬和推广中华文化。

比赛时间是上午11时报 

到，中午12时比赛，开幕嘉 

宾为3州行政议员兼巴生新镇 

州议员拿督邓章钦，闭幕嘉宾 

则为1州议氏兼适耕庄州议员 

黄瑞林。

出席者莎阿南广东会馆副 

会氏陈秀溪、会tC：特别助理梁 

瑞荣、总务徐艾莎、署理I才丨长

莎阿南广东会馆妇女组与青年团将联办“把根留住”华乐比 

赛。左起李纬鳞、梁瑞荣、党进峰、麦哓媚、陈秀溪、李展 

荣、徐艾莎、杨丽珠及符俊珍。

李纬鳞、妇女组会务顾问杨丽 

珠、主席麦晓媚、署理主席符

俊珍及巴生百利广场促销与宣 

传部执行员党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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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摄影：林海霞

(加影11日讯）蕉赖爱兰 

镇至双威蕉赖花园的道路 

加宽为来回2条车道后， 

路中将筑起分界堤，以策 

公路使用者安全，惟爱兰 

镇居民却因进出不便而提 

出异议。

当
地居民声称，路中 

筑起分界堤后，公 

路使用者无法在岔口左右转， 

他们须到U转路口才能掉头。 

换言之，从爱兰镇组屋无法右 

转到爱兰镇大路方向，而从双 

威蕉赖也无法右转往爱兰镇组 

屋方向。

之前，爱兰镇有3个岔口 

可左右转，岔口多和交通流量 

大，以致该路段在繁忙时段都 

会塞车。

杜顺大州议员艾德里接获 

居民的投诉后，将在本周五安 

排居民与市议会讨论有关问 

题。

道路加宽增安全措施

筑分界堤居民怨不便
II

15'?:.
ili:

新闻特区

蕉赖爱兰镇至 

双威蕉赖花园

I」

ggi

爱兰镇大路位于交通灯处的加宽工程已完成

IL ^
l'.itS*-'

路中筑起分界堤后，从爱兰镇组屋无法右转到大路，而从双威 

蕉赖也无法右转往爱兰镇方向。

数因素致延迟竣工
据《南洋商报》记者了 

解，爱兰镇至蕉赖双威花园的 

路段交通繁忙，进出口多，为 

改善交通系统，加影市议会去 

年开始加宽该路段；而该路段 

未加宽前，路旁有不少非法小 

贩在摆卖。

艾德里说，道路加宽工程 

去年8月28日开始至今年5

月28 R，但无法如期完成。

“工程延迟后，获准再延 

LC 120天，即到9月28日。 

根据市议会和承包商的汇报， 

工程延迟有多个因素造成，包 

括承包商没依照时间表进行、 

移置地下电缆问题、在双威蕉 

赖的地下排污管工程未完成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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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实施停车收费

廳居_臟
独家报道/摄影

林海霞

(加影11日讯）蕉赖胡姬花园及爱兰镇等地居民将 

于9月15日再度展开抗议行动，反对加影市议会在 

店寓范围实施停车收费制。

胡姬花园、爱兰镇和黄金花园与其他商业区，

于8月1日开始实施停车收费制，不过基于市议会9月2日才开始执法，整个8 

月份即使民众停车没买固本，也不会接到罚单。

n是，如今免费停车的r子不再，民众

/、一停车就得买固本，即使到咖啡店打 

包饭或是到迷你市场买一条面包，都得付50仙 

停车费，否则一转身或就会接到罚单，因此怨 

声四起。

商民今日向《南洋商报》记者说，胡姬花 

园、爱兰镇和黄金花园以住家单位为主，并非 

商业旺区。

如胡姬花园，楼下是店面，但楼上却是公 

寓单位，闪为实施停车收费制，住在楼上单位 

的店寓居民也得付车费，这对他们欠公平。

“虽然享有每月31令吉40仙的半价停车优 

惠，但长期下去是一笔负担，而且在上述地区 

活动和消费的民众，以当地居民为主，少有外 

客。，’

他们说，居民曾在7月展开抗议行动，要 

求市议会取消上述3个地区的停车收费，但却 

不见市议会有任何行动《因此，居民决定于9 

月15日下午5时，再度在胡姬花园3路展开抗 

议行动，多幅抗议停车收费的横幅也高挂在上 

述地区。

接两次罚单罚60元
——迷你市场业者鲁呂小姐

9月2日开始执法以来，已接到两次罚 

单，共还了 60令吉罚款。

执法人员^来就抄罚雄，完全不迪融，也 

不理会车主是否在刮着停车固木。

居民把反对停车收费的横幅，挂在加影市议会停车收费的横幅 

旁，形成强烈对比。

市会不曾会居民代表
业主•巴尼斯瓦

7月27 R展开首次抗议行动后，市议会、市议员或州议员不 

曾召见居民代表，我们不知道进展如何？至今，我们已收集了 

1800个反对停车收费的签名，会再展开抗议行动是要表达居民 

的心声，希望市议会正视民意|

停车收费实施首月，市议会没执法，居民停车也没买固木， 

但9月2日开始执法后，居民纷纷接罚单。

实施收费不合理
一马华蕉赖9里支会主席♦许德根

停车收费地点不是全部都是商业 

区，胡姬花园楼下是店面，楼上是住 

家，在店寓范围实施停车收费制不合 

理〇

上述地区也不是旺区，很多店屋是 

做货仓，有些还空置，每个月增加多一 

笔停车费，加重人民的负担，希望市议 

会检讨和取消停车收费。

每月增额外负担
-------山力花园居民•陈运霞

停车费是每小时50仙，如今一停车就得买固木，即使到咖 

啡店打包饭不到5分钟，也要付50仙停车费-

以每天花1令吉的停车费来计算，每月岂不增加30令吉开 

销，这是一笔额外的负担！

在这地区消费的民众以本地居民为主，少有外客，这里不是 

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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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星建议7招扶房市
放宽贷款条件最首要

202謂政预算案
(吉隆坡11日讯）购屋者贷款能力不足乃本地房市面临的最大挑战，马星集团 

(MAHSING，8583，主板产业股）希望政府在来临的财政预算案，放宽房贷借贷指 

南，帮助首购族与低收入家庭拥屋。

创办人兼董事经理丹斯里梁海金对于政府继续提高人民尤其首购族拥屋能力的 

政策表示欢迎，并期待房政部下月中推出市场的6项新房屋贷款措施能够奏效。

说：“我们欢迎任何有助鼓励拥屋的
TDi新倡议，比起其他领域，产业领域有 

更大的溢出效应，所以激励产业领域将对经济 

有更深远的影响。”

政府将会在下月11日，公布2020年财政预 

算案。

他建议，政府应探讨放宽房屋贷款指南， 

毕竟购屋者贷款能力不足，困扰房市多年。

拒贷率攀高

“无法获得最高比例的贷款，仍是潜在购屋 

者最大的梦魇，从而也导致贷款拒绝率攀高。”

梁海金补充：“我们明白，政府正积极与 

国家银行合作，通过与其他金融机构策略合 

作，设法为首购族及低收人家庭提供解决方

案，提高拥屋能力。”

为更有效应对这个问题，他也建议7大关键 

策略，包括：

1. 将偿债率从现有70%提高至80% ;目前低收入 

家庭的偿债率为60%。

2. 首间房屋的贷款比例提高至110%、第二间房 

屋则为9U% ;第三间70%这

3. 减低雇员在公积金的缴交率。

4. 将兼职收入纳入贷款申请考量。

5. 将房贷最长期限延长至45年。

6. 为首购族提款低息贷款。

7. 重启发展商利息承担计划（DIBS)，让买家 

在房屋建设期间无需支付利息。

梁海金

盼拥屋优惠延长 检讨降低合规成本
政府在“ 2019年拥屋计 

划” （HOC 2019)为价值介于 

30万以上至100万令吉的住宅 

产业，豁免印花税的举措，有 

助刺激房市并解决产业滞销的 

课题。

梁海金期望，这项倡议可 

获得延长，尤其可帮助首购族 

减轻购屋负担。

“我们感谢政府能推动拥 

屋计划，这对发展商及购屋者 

而言绝对是好事，期望政府能 

将其打造成全方位活动，尽可 

能与其他单位达成合作，为购 

屋者提供灵活贷款政策。”

他认为，这是个相当成功

的催化剂，更曾在过去带动房 

屋成交fi。

另一方面，梁海金披露， 

若想有效减少产业滞销的情 

况，建议适时释放土著住宅单 

位，以及降低外国人购屋的底 

价门槛。

“我们希望，政府能考虑 

在释放土著单位时的等待期 

限，从1年缩减至半年，同时 

减少释放机制的审核程序。”

他也建议，将外国人购屋 

的底价门槛，从原先的100万 

令吉，下调至60万令吉，相 

信将有助减少现有库存。

鉴于政府致力要调降房 

价，马星集团建议检讨并减少 

发展商的合规成木。

梁海金引述马来两亚房地 

产发展商会（REHDA);前的 

调查，点出合规成本仍是影响 

发展商现金流的主要原因；约 

占发展成本的约20%。

“除了土地转换成木及发 

展收费，支付给国家能源 

(TENAGA，5347，主板公用事 

业股）、雪州水供公司 

(SYABAS)、马电讯（TM， 

4863，主板电信与媒体股）及 

英达丽水公司（1WK)等公用 

事业公司的缴纳金也不低。”

他希望，能与个別单位分 

摊相关开销。

吁撤销盈利税

“减少合规成本省下资金 

的好处，可转嫁购屋者，丨丨:他 

们能以更易负担价格拥屋。”

此外，梁海金也建议政府 

考虑中止产业盈利税 

(RPGT)，除了可刺激二手房 

屋市场，也能带动购屋需求。

“政府针对5年后脱售的 

房产征收RPGT，已影响高价 

住宅产业，同时也让有意升级 

的买家暂缓买房决定，希望政 

府能考虑中止这项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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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钦：相继拆非法建筑纯属巧合
莎阿南11日讯I雪州行政议

员拿督邓章钦表示，最近一个月 

内永安镇和百家利二座非法建筑 

相继被拆除纯属巧合。惟永安镇 

神庙及百家利的违章建筑，负责 

单位是巴生土地局。永安镇非法 

食档则是按1974年沟渠、道路与 

建筑法令处理，负责单位是巴生 

市议会。

他强调，二座违章建筑的程 

序也是不同，拆除神庙除了必须 

按照法律程序，还要经过雪州政 

府所额外订制的程序，这是全马 

唯一增加的条例，以免执法当局

处理不公，即执法单位必须获得 

非回教事务委员会及州行政议会 

的批准。

已绐予通知

他指出，百家利交通圈的嘛 

嘛档，土地局是按照国家土地法 

典处理，因为业者到法庭挑战州 

政府的决定，把官司打到联邦法 

院，直到业者最近败诉才得以采 

取行动，所以被迫延迟4年多。

针对拆除中路和北干荅鲁 

路的小贩档口，他指出市议会按

照法律给予业者通知，同时通融 

时间让业者搬迁，原本的两档小 

贩已经搬迁，在市议会采取行动 

前，又有一个小贩搬进去。

他说，市议会已给予足够的 

通知时间，所以依法拆除，并准 

备过后在原地闽出彳孕车位！解决 

当地的停车会不足的困境。

他表示，政府执法都是- 

视同仁，不只按照法律条文的规 

定，甚至给予时间上通融。这全 

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及方便， 

不能因为一小部分人的个人利益 

与方便，而牺牲了广大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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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素？心起诉嘉玛10月案件管理
吉隆坡11日讯I高庭把原产业部长郭 

素沁起诉巫统大港区部主席拿督斯里嘉玛 

诽镑她滥用雪州子民后裔基金会（Yawas ) 

资金的案件，定在10月10日进行案件管 

理。

法官拿督阿末巴仄今天在内庭为此案 

进行案件管理后，嘉玛的代表律师莫哈末 

纳瑟尔将上述事项告诉记者。

郭素)'心也是士布爹国会议员，她在 

201 7年4月6日起诉嘉玛，指他在同年3月 

8曰召开记者会提到雪州子民基金会课题

时，发表对她具诽镑意味的言论。

她在诉状中说，有关言论获印刷和 

电子媒体刊登，也上载至嘉玛的面子书帐 

户。

此外，她也宣称，该言论让人觉得她 

已滥用州政府基金为己用及一名没操守的 

人。

有鉴于此，她要求索取100万令吉一 

般损害、严重损害及惩罚性赔偿，及申请 

禁令禁止被告或任何其代表重复刊登有关 

诽镑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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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鱼米之乡雪王储驾插秧机

黃瑞林（前排左）向雪州王儲东姑 

阿米尔沙殿下（右），讲解插秧机 

的操作方式。

适耕庄11日讯I雪州王储东姑阿米 

尔沙殿下旋风式到访适耕庄，参观稻苗培 

植场、试驾插秧机与品尝独特海鲜美食， 

成为鱼米之乡的最佳代言人

东姑阿米尔沙殿下今早展开沙白安 

南县三天两夜考察行程，首站选择适耕 

庄的新协发父子有限公司，实地了解稻苗 

培植场的运作模式，与稻饼（插满秧苗的 

培植片）制作过程，并驾驶插秧机进入稻 

田，体验一日农夫的工作。

殿下除了赞赏适耕庄一望无际的稻 

田美景，也对稻农以自动化设备，提升种 

稻效率的表现感到满意，希望稻农再接再 

厉，维护适耕庄作为雪州米仓的美誉。

品尝马来蛘

另外，殿下也到法利达马来蚌餐 

厅，品尝适耕庄独一无二的招牌美食，体 

积比血蚶和啦啦大上一倍的马来蚌，以烧

烤、参巴酱和绿咖哩烹调，爽口弹牙的口 

感让殿下赞不绝口。

全程陪同在旁的雪州议长兼适耕庄 

州议员黄瑞林，也对殿下选择适耕庄作为 

考察行程的第一站表示感激，并指适耕庄 

是到沙白县旅游时，「走过路过，不能错 

过」的必到景点。

「适耕庄旅游业过去10年蓬勃发 

展，是我国生态旅游的典范，但我们并未 

松懈，持续开发新景点和保持讨论热度， 

雪州苏丹数年前亲自到访，加上苏丹后和 

王储殿下轮番考察，也是对我们的一大肯 

定，更是我们开发马来旅游市场的重要代 

言人。」

出席者包括大港国会议员慕斯利 

敏、沙白安南国会议员拿督莫哈末法西 

亚、雪州反对党领袖利詹依斯迈、沙白州 

议员慕斯达因、双溪班让州议员英然、沙 

白县各政府部门代表，与新协发父子有限 

公司负责人林荣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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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11日讯I巴

生区再新增两条精 n- 0 明巴士路线，目前

二t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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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路线的启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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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车亭将増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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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冃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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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1万 

9564人次，其中394万4337人次 

来自南区和12 7万52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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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路线投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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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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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11日讯I巴

生区再新增两条精 n- 0 明巴士路线，目前

二t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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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路线的启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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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车亭将増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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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冃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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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1万 

9564人次，其中394万4337人次 

来自南区和12 7万52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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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路线投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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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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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11日讯）

雪州行政议员兼非 

伊斯兰教事务理事会 

联合主席拿督邓章钦 

说，该会于本月10日 
会议中批准5项非伊 

斯兰组织的土地申 

请。

其行政议员秘书 

处今日发文告表示，
这5片宗教场所土地 

分别坐落于巴生、乌 

鲁雪兰莪及八打灵 

县；-旦行政议会会 

议给予核准，就能在 

宪报上正式颁布生 

效〇.

他指出，位于巴 

生县的一间华人神庙 
获约956平方公尺的 

土地；另一所拥有40 

年历史的八打灵县双 

威镇神庙，则获增加 
446平方公尺的政府土地a至 
于具有百年历史的乌鲁雪兰 

莪县•所佛教古寺，亦获将 
约5公顷农业地用途更换作宗 

教场所土地。

“另外，两间位于八打 

灵县的兴都教庙各获929平方 

公尺及810平方公尺的政府土 

地。”

他表示，从2008年至今 

年9月，雪州政府透过非伊斯 

兰事务理事会已批准334项非

項

|

5 伊斯兰土地申请，涵盖

佛教、道教、兴都教、 

基督教、天主教、锡克 

教及义山的土地项H, 

dt涉及土地范围超过62万 

7*1 2000平方公尺。

“单单只是佛教及 

道教组织，截至今年9 

月就获148项土地申请 

批准。”

他补充，州政府于

± 2008至2019年3月批准

的非伊斯兰宗教土地当 

Uh 中，八打灵县的68项土 

地申请面积占12万1322 

由平方公尺、乌鲁冷岳县 
50项土地申请面积占8 

=g万4409平方公尺、鹅麦 

县22项土地申请面积占 

4万9308平方公尺、巴 

+LU生县6〇项土地申请面积 
占9万239平方公尺、雪 

邦县19项土地申请面积 

占4万5697平方公尺、瓜拉冷 

岳县21项土地申请面积占9万 

1655平方公尺、瓜拉雪兰莪 

县26项土地申请面积占4万 

2410平方公尺、乌鲁雪兰莪 

县28项土地申请面积占4万 

7485平方公尺及沙白安南县 

20项土地申请面积占4万9473 

平方公尺。

他说，长期以来，州政 

府都有土地提供予非伊斯兰 

组织申请作为宗教场所。

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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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法打撃煙霾禍首

城鄕大桌I

丁傑隆
雪州安邦再也市议员

t
白

1990年代，跨境烟霾 

污染问题一丑困扰着 

东南亚国家，又以印尼、马来西 

亚、新加坡和汶莱首当其冲，几 
乎每年皆须面对相同窘境，差别 

只是有无进人“烟霾紧急状态” 

而已。

跨境烟霾不仅对大众的健康 

与呼吸系统造成严重危害，特别 

是小孩和长者，也会给国家带来 

高额的社会成本，如医疗费。

跨境烟霾屡屡发生，除了 

自然因素，主要源自印尼苏门答 

腊和婆罗洲加里曼丹活跃的种植 

活动，以及当地小农传统惯用的 

“烧芭”垦荒方式。尽管印尼气 

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今年一度 

否认大马的烟霾源自印尼，但设 

在新加坡的东盟气象中心已驳网 

了上述说法，显示马来西亚的烟 

霾正是来自印尼苏门答腊和加里 
曼丹。

为什么以前没有烟霾？晚近 

才严重？追根究底，乃是因为全 

球经济的迅速扩张，对森林资源 

开采的过度需求，以及油棕的经 

济价值高，再伴随印尼郊区道路 

网络的完善和印尼地方政府的默 

许，无疑皆助长了在印尼内陆或 

森林边缘地区大肆开垦的趋势。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Anna 

Tsing在其以印尼加里曼丹热带 

雨林和原住民为背景的研究专书 

《Friction》（2005 )中提到，印 

尼是世界上森林砍伐速率最快、 

也是森林面积消失最快的国家之 

-，而多数的空间都给了油棕种 

植。
Tsing进而指出，森林面积

的大幅消失，以及油棕种植地的 

无限扩张，不但造成“连锁的环 

境灾难”，也因其背后代表着的 

丰厚利润，因而引起了众多单位 

的虎视眈眈，成为实实在在“资 
本主义的最前沿”（the frontiers 

of capitalism ),牵涉者包括政治 

人物、跨国财团等
Tsing无疑说道了重点一 

政治人物和跨国财团。这也是大 

家过去常跨不过去的关卡。事实 

上，大家或许都知道这一点。甚 

至，大家也非常清楚知道，每- 

年林火热点的位置，是源自哪- 

座种植园或土地，谁在烧芭。

只是，正如砂拉越环境学 

者黄孟祚在《乡土情，全球意》
(2012 )所言——“我们虽然已 

有了更好的气象科技告知大家问 

题之所在，但缺少政治意愿和 

尚未开发的民智，只能继续任 

由权力拥有者与财团的摆布和宰 

割。”

除了向印尼表达外交抗议， 

以及施压履行《东盟跨境烟霾污 

染协议》，马来西亚是否真的什 

么也不能做，任由摆布与宰割？
也许不是：新加坡在2014 

年就史无前例通过《跨境烟霾污 

染法令》（Transbounrlary Haze 

Pollution Art，THPA)，尝试对 

造成新加坡排放空气污染物、使 

空气素质降至不健康水平的国内 

或外国企业施以巨额罚款。

此外，新加坡当地职总平价 

合作社也曾响应新加坡环境理事 

会和消费人协会的号召，下架涉 

嫌烧芭的印尼亚洲浆纸公司生产 

的纸质产品。

同样的，我们是否也可揪出 

那些在印尼涉嫌环境犯罪的大马 

企业，或在印尼涉嫌烧芭但有事 

业在马来西亚的跨国财团，进行 

法律制裁？若马来西亚缺乏法源 

根据，至少应该点名羞辱，以让 

消费者看清这些财团的真面目、 

并自行判断是否购买其旗下产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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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違建神廟小販中心到嘛嘛店 ^

厂*；

(巴生11日讯）巴生土地 

局、警方等单位昨晚到百家利 

拆除靠近交通圈的嘛嘛店，引 

起广大巴生市民的哗然，有者 

赞赏执法当局一视同仁，拆除 

违规建筑物，以起杀一儆百的 

作用；有者则继续批评政府不 

近人情，更挑战执法当局拆除 

更多的违规建筑。

执法当局从8月21日至今，在 

约20天的时间内，竟然一1度在巴生 

永安镇和百家利拆除三座建筑物， 

从-•间神庙到小贩中心，到最新 

的则是昨晚的嘛嘛店，令到一些人 

把当地州议员拿督邓章钦当作“箭 

靶”，并在社交媒体宣泄不满^

经营约15年的嘛嘛店在11日晚上被执法当局推倒了.

政府執法一視同仁

鄧章欽：已給通融

A
邓章钦：政 

府执法都是一■视同 

仁，不只按照法律 

条文的规定，甚至 

还在行政上给予时 

间上通融,i

生新城区州议员拿督邓章 

钦指出，最近…个月内在 

永安镇、北干崙鲁路及百家利三座 

非法建筑被拆除，纯属巧合。

他接受《大都会》社区报访问 

时强调，政府执法都是一视同t， 

不只按照法律条文的规定，甚至还 

在行政上给予时间上通融。

“这全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 

及方便，不能因为一小部分人的个 

人利益与方便，而牺牲了广大的人 

民。

“永安镇神庙及百家利的违章 
建筑，是根据国家土地法典第425 

条非法占用政府地的条文处理，负 

责单位是巴生土地局。北丨'崙鲁路 
非法食档则是按1974年沟渠、道路 

与建筑法令处理，负责单位是巴生 

市议会〇 ”

左图：当局给予 

足够时间让业者将店 

内的物品给搬空才动 

手拆店。

右图：当局出动 

神手，将嘛嘛店的建 

筑一一拆除

3拆按條例程序
#是雪州行政议员的邓章钦指 

出，二座违章建筑的程序也是 

不同拆除神庙除了必须按照法律程序 

外，还要经过雪州政府所额外订制的程 

序，这是全马唯一增加的条例，以免执 

法当局处理不公，即执法单位必须获得 

非伊斯兰事务委员会及州行政议会的批 

准。

嘛嘛店拆除行动拖延逾4年

“百家利的违章建筑档口，是土地

局按照国家土地法典处理，当中因为业 

者到法庭挑战州政府的决定，把官司打 

到联邦法院，直到业者最近败诉才得以 

采取行动，所以才会被迫延迟4年多。” 

至于北干崙鲁路的小贩档口，他则 

说，市议会按照法律给予业者通知，同 

时通融时间让业者搬迁，原本的两档小 

贩已经搬迁，在市议会采取行动前，又 

有一个小贩搬进去。
“市议会在处理这件事的6个月期 

间，已经给予违章建筑主人足够的通 

知，所以依法拆除，并准备过后在原地 

両出停车位，解决当地的停车会不足的 

困境6 ”

動員200人拆除15年嘛嘛店

巴;
生县土地局是于昨晚8时左右，联同警方、消拯 

【局、市议会等单位，动员约200人到百家利嘛嘛 

店进行拆除，不过执法当局先给予时间业者搬空店内的物 

品后，才开始拆除霸占政府地的嘛嘛店q-

在这之前，执法当局曾多次到该嘛嘛店，准备推倒 

该建筑物，惟多次都有人民代议士陈请，导致拆除行动受 

阻。不过，昨晚的拆除行动'切顺利，警方驳斥现场有骚 

乱说法S
当局使用约2小时的时间拆除有关建筑物，让这座经 

营了 15年的嘛嘛店走人历史。

巴
生
土
地
局

E生县土地局发文告阐明，由于 

百家利毗邻交通圈的嘛嘛店已 

占用到道路保留地及联邦政府保留地， 
已抵触1965年国家土地法典第425条文， 

有关当局才会采取行动：
文告指出，沙亚南高庭于今年7月17 

日就指令嘛嘛店业主需拆除有关违例建 

筑，并给予1个月的限期，否则届时执法 

当局拆除时，业者需承担有关费用。

业主未在期限内清空建筑

由于法院给予的限期已过，业主仍 
无动于衷，巴生县土地局于8月26日出- 

口口

厫

玉

梅

保
留
地

巴:
生市议 

I员严玉 

梅指出，为了克服 

巴生百家利一带淹 

水问题，巴生市议 

会早在2017年就有 

意在那 '块保留地 

兴建防洪池，惟当 

时欲进行嘛嘛店拆 

除行动时，却遭到 

阻扰，以致于计划 

搁置至今。

她说，防洪池 严玉梅：市 
嘛嘛店夷为平地之后，市议会预料将兴建防洪池。

无动于衷，巴生县土地局于8月26日出- 

封信函给业主，以提醒业主需在7天内清 

空建筑。

不过，业主未能在期限内清空建 

筑，所以巴生县土地局联合巴生北区警 

区警员、巴生市议会、雪州消防与拯救 

局、雪州土地与矿务局、国能及雪州水 

务管理公司于10日晚展开拆除行动:

巴生县土地局重申，非法占用政府 

保留地是违例彳了为，在1965年国家土地 

法典第425条文下被控，违例者可面对不 

超过50万令吉罚款或监禁不超过5年或两 

者兼施，同时串谋者也一样能在条文下 

被对付。

擬
建
防
洪
池

她说，防洪池 

的建筑图早在两年 

前就设计好，惟目 

前可能还需要详细 

研究，才来呈现完 

整图〇

“市议会兴建 

防洪池之余，也会 

美化周边环境。”

对于有民众在社交网络上揭露班达 

马兰可能有另间庙宇将遭拆除-事， 

严玉梅直言未听到有关传言，不过她声 

明，拆除非法神庙是县土地局权限，市 

议会只是负责配合出动工具。

严玉梅：市 

议会早在2017年就 

提出兴建防洪池计 

划，不过当时候因 

无法顺利拆除占用 

保留地的嘛嘛店， 

以致计划搁置至 

今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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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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展开对话会做出商讨。左一为邓章钦；右一为梁振英。

鄧章欽：貿易戰致中資移東南亞mg^ng
(沙亚南11日讯）掌管雪州投惊喜。”

资、工商及中小型企业事务的行政 

议员拿督邓章钦对雪州下半年投资 

前景感到乐观，并放眼全年投资额 

或可突破100亿令吉的目标。

他昨日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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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投资促进机构的对话会后，召开新闻 

发布会时如此表示。

他说，根据大马投资发展局的数据 
显示，截至今年6月30日为止，雪州的投 

资额为60亿令吉，他相信•旦中美贸易 

战继续延烧，届时更多中资会选择到东 

南亚设厂。

去年中资39亿投资居冠

“我们预计今年投资额可达到100亿 

令吉，若今年的投资额能超越去年的180 

亿令吉投资额，将会是一个预料之外的

邓章钦也坦承，与去年同期的投资 

额相较下，今年的投资额属偏低；去年 
首半年投资额只有38亿令吉，惟在去年 

杪突然飙升至180亿令吉。

他说，雪州已做好准备迎接更多的 

投资额。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中资创下 

39亿令吉的投资额，超过其他国家及地 

区，成为雪州最大的投资外资；而香港 
投资额也高达9亿5000万令吉，成为雪 

州排行第1的投资外资，即排在英国后 

面。”

盼吸引港企雪州投资

他说，根据他们的考察显示，屮国 

内地多间电子厂其实是港资企业，而他 

们正寻找转移阵地拓展业务，而雪州希 

望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吸引他们前来 

雪州投资

梁振英（左）移交纪念品给邓章 
钦，以示纪念。

“我们成功吸引一港资到瓜拉冷岳 

县设厂，而投资额则高达25亿令吉0 ” 

出席该对话会者包括雪州大臣阿米 

鲁丁及中国国家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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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黄瑞林（中）和慕斯里敏（右三）与适耕庄妇女增值中心成员，在花圃栽种 

各式草药。

(适耕庄11日讯）雪州议长兼适耕庄区 

州议员黄瑞林强调，拥有诸多功效的草药除了 

能救治生命，也能为乡区人民带来额外收人， 

因此呼吁人民学习如何栽种，除了达到保健效 

果，也能开拓第二收入。

“我国的热带气候催生丰富多样的草药， 

加上各族间拥有不同的传统草药知识，为草药 

种植扎下很好的根基，因此我希望政府持续宣 

传草药的好处，除了强身健体的效果，也应看

到草药种植业的前途发展。”

他指出，许多乡区居民为了增加收人， 

选择种植各式农作物，却没想到许多草药不但 

容易种植，收成率高，而且拥有稳定的收购价 

格。因此，未来将联合各单位，持续推广草药 

种植的好处。

他日前出席适耕庄妇女增值中心主办的 

“草药种植讲座”时，如此表示。出席者包括 

大港区国会议员慕斯里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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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获得奖 
励金的学生与理 
事，与慕斯里敏 

(后排左五）合 
照。后排右二为 

李亚礼。

沙白縣李氏宗親會

10學子獲獎勵金
(适耕庄11日讯）沙白县李氏宗亲会于日 

前举行2019年会员大会暨会员子女学业优良奖励 

金颁发典礼，总共10名中小学生成功获得此奖励 

金。

吁年轻李姓宗亲加入

沙白县李氏宗亲会会长李亚礼校长在致欢迎 

词时表示，宗亲会已经步人第一1年，会员人数也 
已经超过200名，他希望宗亲理事能够更加的积 

极广招宗亲加人李氏宗亲会。

他指出，今年颁发奖励金是第一次举行，希 

望日后更多的会员子女能够加紧努力，把成绩搞 

好以便能够获得此奖励金。最后他呼吁年轻的李 

姓宗亲能够踊跃的加入该宗亲会，这样才不会出 

现青黄不接的局面a

大港国会议员慕斯里敏受邀出席并主持开幕 

仪式，他在致词中指出，李氏是全世界最大的姓 

氏，同时李姓的杰出人才更比比皆是。

他希望沙白县李氏宗亲会能够继续努力，把 

会务加强以达到壮大宗亲会，最终为宗亲谋求更 

大的福利。最后，他宣布拨款2000令吉以作为该 

会的活动基金。

雪州议长兼适耕庄区州议员黄瑞林因在国外 

未克出席，但他通过代表李立鹏宣布拨款2000令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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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雳州苏丹后端姑莎拉（左）探访莫哈末扎希 

的遗孀诺沙菲娜，给予深切慰问。

遺孀甫發現懷孕

“堅強迎接新生命”
(怡保11日讯）意外遭 

同袍开枪击中而毙命的陆军 

特种部队少校莫哈末扎希阿 

马雅的遗孀诺沙菲娜，甫发 

现自己怀孕。

今天诺沙菲娜获霹雳苏 

丹后端姑莎拉拜访后，对媒 

体透露以上消息。诺沙菲娜 

说，她怀孕了也不自觉，直 

到她的密友和医生询问她是 

否怀孕，她做了验孕后才确 

认。

“我会坚强地迎接这个 

新生命，虽然我很伤心莫哈 

末扎希他无法亲眼见证这名

孩子的到来。苏丹后告诉我 

必须要为自己、为孩子坚强 

起来。我很感谢苏丹后的到 

访。”

诺沙菲娜表示，在这 

起事件中，她不会责怪任何 

人，因为这是一起训练时发 

生的意外，参与者都是经过 

训练，所以我们也无法得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s

莫哈末扎希遗下的5名孩 

子屮，包括一名6个月大的儿 

子，其中两名孩子是上一段 

婚姻生下的。

霹撥2.5萬撫恤金

另
-方面，霹雳州政 

'府今日发出2万5000 

令吉抚恤金给已故陆军特 

种部队少校莫哈末扎希的家 

属，感恩后者过去对国家作 

出的贡献。

莫哈末扎希于7月5日在 

沙巴亚庇进行庆典演出时， 

意外遭同袍开枪击中而毙 

命。

霹雳州务大臣办公室今 

天发文告宣布以上消息。霹 

雳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末法 

依沙表示，该笔抚恤金的数 

额和莫哈末扎希家属正面对 

的伤痛比起来不算什么，但 

或多或少能帮助到其家人， 

尤其是要继续抚养孩子的费 

用。

文告表示，霹雳州政府 

愿意提供援助，减轻莫哈末 

扎希孀妻的负担。

少
校
慶
典
演
出
意
外
中
槍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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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資35億

TADMAX英達島SC麻放行
(吉隆坡11日讯）TADMAX资源(TADMAX,4022,主板产业 

组)终于获政府批准，以在英达岛进行1000至1200兆瓦联合循环 

燃气轮发电厂项目。

根据早前报道，该发电厂将耗资35亿令吉t

该公司发文告指出，其子公司Tadmax英达电力私人有限公司今日收 

到能源委员会（EC )的通知，政府于8月29日同意该公司继续该项目建 

设。

根据之前报道，当时基于新政府刚接手前朝留下的1兆令吉债务，选 
择重审基建项目，而该项原定在2023年初运作的发电厂项目也被政府喊 

停。
希盟政府在去年中检讨合约后，已经取消4项独立发电生产（IPP) 

合约，TADMAX的发电厂传言是第五项被取消的合约。

不过TADMAX资源过后否认其合约作废，表示该项鬥仍按照相关政 

府机构的所有要求进行，尚未接获政府任何终止通知。

今复牌

TADMAX资源于今日在下午4时36分后暂停交易，停牌前上涨3仙或 

10.71%在31仙，该股将在明日复牌。

TADMAX资源是在2018年7月和雪州政府旗下全球控股（Worldwide ) 

签约，以发展该发电厂。

该公司是在2016年获能源委员会颁发上述发电厂。然而，鉴于 

TADMAX不曾涉足电力业务，没有相关经验和技术，市值和财力也都只 

是小公司级别，引起市场此计划最终能否成行。
TADMAX的前身新威再也（WUAYA)政治色彩浓厚，也就是十多年 

前因参与巴生港口自贸区而闻名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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