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uala Lumpur: Pertahanan Jo-
hor Darul Ta‘zim (JDT), Aidil
Zafuan Abd Radzak menegas-
kanHarimauSelatan tidak akan
menungguaksi terakhirKumpu-
lan B untuk mengesahkan tiket
ke suku akhir PialaMalaysia.
Sebaliknya, juara Liga Super

enam kali berturut-turut itu
akan cuba memastikan tiket itu
berada dalam genggaman den-
gan menewaskan PJ City pada
aksi di StadiumMajlis Bandara-
ya Petaling Jaya (MBPJ), malam
ini.
Menurutnya, skuad kenda-

lian Benjamin Mora itu berada
pada tahap terbaik untuk men-
curi tiga mata di tempat lawan

sekali gus memastikan keme-
nangan keempat dalam saingan
kumpulan.
“Kami sudah bersedia dari

aspek mental dan fizikal. Kami
cukupbersemangatuntukmeng-
hadapi PJ City FC.
“Walaupun bermain di tem-

pat lawan, kami akan berusaha
memberikan aksi yang terbaik
untuk membawa pulang tiga
mata,” katanya.
Ketika ini, JDT mengungguli

carta kumpulan dengan men-
gumpul10matahasil tigakemen-
angan dan sekali seri dengan
UiTM FC akan menjadi lawan
terakhirmereka Selasa ini.
PJ City FC kendalian K De-

van pula hanya ketinggalan satu
mata dan kemenangan bukan
sahajamenyaksikanmerekame-
langkah ke suku akhir tetapi
merampas kedudukan JDT di
persada kumpulan.
“Semuanya berada dalam ke-

adaan baik tetapi kita tahu siapa
lawan kita. Apa pun kami perlu
manfaatkan peluang beraksi di
laman sendiri.
“Gunakan peluang ini sebaik

mungkin. Saya yakin pemain
tahu yang ini adalah peluang
kita untuk terus mengesahkan
tempat ke pusingan seterusnya,”
kata Devan mengulas perte-
muan menentang Harimau Se-
latan.

Harimau Selatan tak
mahu tunggu aksi terakhir

Syafiq Ahmad menjalani
latihan bersama rakan

sepasukan menjelang aksi
menentang PJ City, malam ini.

(Foto J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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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sekolah di dua negeri tutup
Daerah Klang,
Kuala Langat,
Rompin catat IPU
tidak sihat
Oleh Ruwaida Md Zain
dan Asrol Awang
bhnews@bh.com.my

Kuala Lumpur: Masalah jerebu
yang semakin buruk menyebab-
kan beberapa sekolah di Selangor
dan Pahang ditutup semalam dan
hari ini bagi memastikan kese-
lamatan guru dan murid terpe-
lihara berikutan kualiti udara
yang tidak sihat pada masa ini.
Di Selangor, 29 sekolah di

Klang dan Kuala Langat ditutup
susulan Indeks Pencemaran Uda-
ra (IPU) yang tidak sihat di negeri
itu ketika ini.
Jabatan Pendidikan Selangor

dalamkenyataanmalam tadi, ber-
kata 24 sekolah berkenaan mem-
babitkan 38,217 murid di
Klang dan Kuala Langat
ditutuphari ini,manakala
lima sekolah membabit-
kan 7,048 murid ditutup
semalam.
“Setakat jam 7 petang

ini (semalam), Jabatan
Pendidikan Selangor me-
nerima laporan sekolah ditu-
tup pada hari ini (semalam) ada-
lah lima sekolah dan 25 sekolah
lagi akan ditutup esok (hari ini),”
katanya.
Jumlah itu membabitkan 16 Se-

kolah Kebangsaan (SK), tujuh Se-
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SMK)danmasing-masing tigaSe-
kolah Jenis Kebangsaan Cina (SJ-
KC) dan Sekolah Jenis Kebang-
saanTamil (SJKT) dengan jumlah
keseluruhan 45,265 murid.

Berdasarkan bacaan di-
paparkan pada lamanweb
http://apims.doe.gov.my,
Sistem Pengurusan In-
deks Pencemaran Udara
Malaysia (APIMS), seta-
kat jam 8 malam tadi, pa-
ras IPUdiJohanSetiaada-
lah 189; Kuala Selangor

(132); Shah Alam (125); Pe-
taling Jaya (119); Klang (116) dan
Banting (111).
Sementara itu, di Rompin, Pa-

hang, 15 sekolah rendah dan satu
sekolah menengah ditutup sele-

pas catatan IPU di daerah ber-
kenaan masih merekodkan kua-
liti tidak sihat, walaupun bacaan
IPUdikeluarkanJabatanAlamSe-
kitar (JAS) menunjukkan penu-
runan semalam berbanding kel-
marin.
Jurucakap Pejabat Pendidikan

Daerah (PPD)Rompinberkata, pe-
nutupan sesi persekolahan itu di-
lakukan selepas IPU di Rompin
masih tidak berubah. Persekola-
han di Muadzam Shah dan Bukit
Ibam, berjalan seperti biasa.
“Di Rompin, ada 60 SK dan

SMK, tetapi hanya 16 sekolah ter-
masuk satu sekolah menengah
yang terjejas,” katanya semalam.
Jurucakap itu berkata, pemak-

luman penutupan sekolah dilaku-
kan malam kelmarin, selepas ba-
caan IPU masih dikategorikan ti-

dak sihat.
Katanya, sekiranya bacaan IPU

menurun pada paras sederhana,
pihaknyaakanmemaklumkanke-
pada pelajar sama ada sesi per-
sekolahankembali dibukahari ini
atau sebaliknya.
Setakat jam 11 pagi semalam,

Rompin merekodkan bacaan IPU
sederhana, iaitu 85 berbanding
227, kelmarin.
Bacaan IPU antara 0 hingga 50

dikategorikan paras baik, 51 hing-
ga 100 (sederhana), 101 hingga 200
(tidak sihat), 201 hingga 300 (sa-
ngat tidak sihat), manakala 300 ke
atas berbahaya.
Menteri Besar, Datuk Seri Wan

Rosdy Wan Ismail pula berkata,
beliau menerima laporan PPD
Rompin melalui Jabatan Pendi-
dikan Pahang, kelmarin.

Isu jere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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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luan Tanjong Karang-Sabak Bernam

Jalan sempit, tak rata undang bahaya
Sesetengah
kawasan sering
mendap jejas
projek lebuh raya

Keadaan jalan sempit
dan tidak rata sepanjang
45 kilometer dari dua arah
Tanjong Karang
dan Sabak Bernam.

Oleh Norrasyidah Arshad
norrasyidah@bh.com.my

Sabak Bernam: Jalan yang sem-
pit, tidak rata dan beralun. Itulah
keadaan jalan yang terpaksa di-
lalui pengguna jalan raya sejauh
45 kilometer (km) di kedua-dua
dua arah antara Tanjong Karang
dan Sabak Bernam.
Lebih mendukacitakan, pada

waktu malam, sesetengah kawa-
san jalan berkenaan gelap kerana
tidak mempunyai kemudahan
lampu jalan.
Tinjauan di sepanjang jalan itu

mendapati prosesmenaik taraf ja-
lan terbabit yang beberapa tahun
dilakukan mendatangkan bahaya
kepada pengguna.
Peralatandigunakanpihakkon-

traktor seperti kon, penghadang
jalan plastik, batuan konkrit serta
besi pembinaan pula diletakkan
kurang satu meter di bahu jalan
itu, sekali gus mengundang ba-
haya kepada pengguna.

Pemandu kenderaan persendi-
rian juga terpaksa bersaing de-
ngan lori serta treler yang turut
menggunakan jalan sama wa-
laupun terdapat papan tandanotis
Jabatan Kerja Raya (JKR) yang
mengingatkan pengguna meman-
du pada had laju 60 kilometer
sejam sahaja.
Pekerja swasta, Diyana Mohd

Hassan, 37, berkata masalah ber-
kenaan berlarutan lebih tiga ta-
hun lalu dan mengganggu kese-
lesaan pengguna.
Katanya, hampir setiap bu-

lan, pasti ada kemalangan di

jalan berkenaan.
Diyana berkata, tindakan pihak

kontraktor meletakkan bahan bi-
naan untuk kerja penyelenggara-
an di tepi jalan juga membaha-
yakan pengguna berikutan bebe-
rapa kejadian kemalangan ber-
punca daripada kenderaan ter-
langgar bahan binaan.
Pekerja penyelenggara jalan,

Baharin Kadir, berkata jalan ber-
kenaan dinaik taraf kepada lebuh
raya dan dijangka siap sepenuh-
nya pada tahun hadapan.
“Jalan lama sebelum ini banyak

rosak kerana tapak jalan ini da-

hulu adalah kawasan tanah laut.
Walaupun penurapan dibuat be-
rulang kali, pergerakan bawah ta-
nah tetap berlaku hingga menye-
babkan sesetengah kawasan men-
dap,” katanya.
Sementara itu, kerajaan Selang-

or mengakui projek naik taraf ja-
lan sepanjang 45km antara Tan-
jong Karang dan Sabak Bernam,
mendatangkan ketidakselesaan
kepada penduduk.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perkara itu tidak dapat
dielakkan memandangkan projek
itu untuk keselamatan dan ke-

selesaan pada masa akan datang,
selain berkait dengan projek Le-
buhraya Persisiran Pantai Barat
(WCE).
Katanya, ketika ini, pihaknya

mengambil inisiatif mengumpul
laporan projek itu setiap dua bu-
lan bagi meneliti proses menaik
taraf berkenaan.
“Semua laporan akan dilihat

supaya projek jalan itu dapat di-
siapkan lebih cepat kerana kita
menerima teguran penduduk se-
kitar supaya dapat menangani
masalah yang timbul,” katanya
kepada 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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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hetche tekad bantu TFC1 ulangi kejayaan 
Oleh MOHD. AZLI ADLAN 

TERENGGANU Football Club 
I (TFC I) berikrar untuk tidak 
'memberi muka' kepada Kedah 
yang bakal bertandang ke Sta-
dium Sultan Ismail Nasiruddin 
Shah, Kuala Terengganu untuk 
aksi kelima Kumpulan A, Piala 
Malaysia malam ini. 

Ayam tambatan TFC I, Kipre 
Tchetche berkata, aksi di gel-
anggang sendiri itu merupakan 
medan terbaik untuk dia dan 
rakan-rakan sepasukan melang-
saikan misi mara ke peringkat 
suku akhir Piala Malaysia. 

"Kemenangan adalah pilihan 
terbaik yang kami ada untuk 
mengesahkan tiket ke suku 
akhir walaupun lawan kami kali 
ini, Kedah bukan calang-calang 
pasukan. 

"Kami telah membuktikan 

TCHETCHE (kanan) percaya aksi di laman sendiri mampu memberi kelebihan 
kepada TFC 1 dalam usaha menjinakkan Kedah malam ini. 

mampu menjinakkan Kedah 
2-0 di gelanggang lawan pada 
pusingan pertama Kumpulan 
A sebelum ini dan mahu men-

gulanginya semula di hadapan 
penyokong sendiri, malam esok 
(ini)," katanya kepada Kosmo! di 
Kuala Terengganu semalam. 

Tchetche yang merupakan 
penyerang yang meledak kedua-
dua gol penting pada pertemuan 
dengan Kedah itu memberitahu, 
tempoh rehat dua minggu telah 
digunakan skuad Penyu untuk 
mengatur taktikal dan strategi 
ampuh bagi menjinakkan skuad 
Lang Merah berkenaan. 

Pemain import kelahiran 
Ivory Coast itu juga berkata, 
mereka juga telah membaiki 
kelemahan selepas mendapat 
pengajaran berguna ketika te : 
was 2-3 dengan Negeri Sembilan 
sebelum ini. 

Setakat empat aksi awal, TFC 
I mengungguli kedudukan tera-
tas Kumpulan A dengan sem-
bilan mata diikuti Kedah (tujuh 
mata), Perbadanan Kemajuan 
Negeri Selangor FC (empat 
mata) dan Negeri Sembilan (tiga 
m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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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but motosikal, wang tunai 
di Karnival MyJeram 
KUALA LUMPUR - Pusat Khid-
mat Masyarakat Dewan Unda-
ngan Negeri (DUN) Jeram akan 
menganjurkan Karnival MyJeram 
2019 selama tiga hari ber-
mula 27 September ini.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Jeram, Shaid Rosli 
(gambar) berkata, karni-
val terbesar di Selangor 
itu akan diadakan di Perka-
rangan Pusat Khidmat 
Masyarakat DUN Jeram, 
Bandar Puncak Alam. 

Katanya, karnival an-
juran bersama Universiti Teknolo-
gi Mara Puncak Alam itu dijangka 
dirasmikan oleh Menteri Pemba-
ngunan Kemajuan Luar Bandar, 
Datuk Seri Rina Harun. 

"Karnival itu bertujuan mera-
patkan hubungan penduduk pel-
bagai kaum di sekitar Jeram sekali 
gus dapat mengukuhkan perpadu-
an. 

"Selain itu, ia juga bertujuan meny-
emai keharmonian sempena Ulang 
Tahun Hari Kemerdekaan ke-62 dan 
Hari Malaysia melibatkan agensi 

kerajaan,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dan komuniti se-
tempat,"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di sini semalam. 

Tambahnya, pelbagai 
acara menarik disediakan 
sempena karnival terse-
b u t seper t i wacana intelek, 
memanjat dinding, bazar 
peniaga dan pertandingan 
sepak penalti. 

Menurut Shaid, karnival itu 
menyasarkan 150,000 pengunjung 
turut menawarkan hadiah, wang 
tunai dan motosikal menerusi ca-
butan nombor bertuah. 

Orang ramai yang ingin menda-
patkan maklumat lanjut diminta 
menghubungi Pusat Khidmat 
Masyarakat DUN Jeram di talian 
03-3396 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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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J STREET ART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is 
organising the Street Stage & Art 
PJ 2019 on Sunday at the Taman 
Tasik Bandaran in Kelana Jaya. 
The event will begin at 8am with a 
zumba session followed by various 
activities throughout the day, 
including a Beyblade competition 
at 3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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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STAR, FRIDAY 13 SEPTEMBER 2 0 1 9 

#abidinideas 
Tunku Zain AI-'Abidin 

Time to get 
serious in 
clearing the air 
The haze leaves Malaysians with a certain 
resignation as they are engulfed by 
helplessness and powerless to stop it. 

"THE haze is so bad this year!" 
It is easy to agree with this exclamation 

that has become ubiquitous in the last few 
days, confirmed by Air Pollutant Index (API) 
readings. 

Views of the Kuala Lumpur skyline have 
been shrouded by a thick white sheet, win-
dows have acquired dirty patinas, and the 
acrid air deposits particulates on one's clothes, 
hair and mouth. 

I have stopped playing tennis, and produc-
tivity has decreased. 

As my co-columnist Dr Helmy Haja Mydin 
has written, fine particles (PM2.5) "have been 
linked to numerous conditions including 
heart failure and lung cancer", while "the 
economic cost is significant, with billions 
being lost in short-term health 
costs, work suspension, absen-
teeism, grounding of flights 
and low tourist arrivals". 

The reference to "this year" 
assumes a certain resignation 
of the situation. We expect the 

u 
We accept man-made 
regulations regarding 
the movement of 

haze"to'return,'and"we"feel people, whereas 
powerless to stop it. 

A meme circulating on 
WhatsApp depicts the "four 
seasons" of Malaysia: mon-
soon, dengue, haze and durian, 
affirming the Malaysian ability 
to derive humour out of a bad 
situation: 

But the lackadaisical attitude 
has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diplomats who are 
surprised that we aren't taking this more seri-
ously. 

However, with suffocating conditions lin-
gering, demands for solutions are growing. 

Since my ancestors came from Sumatra, 
friends have cheekily suggested that I should 
"return" to sort out the mess. 

Alas, ever since the Anglo-Dutch Treaty of 
1824 and subsequent creation of Malaysia 
and Indonesia with their own immigration 
and citizenship policies, that's an unlikely 
scenario. 

Still, the flippant suggestion highlights how 
readily we accept man-made regulations 
regarding the movement of people, whereas 
man-made pollution crosses the Straits of 
Malacca or the border on Borneo with impu-
nity. 

Referring to satellite evidence of the loca-
tion of the majority of hotspots, the Deputy 
Chief Minister of Sarawak has called o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penalise 
Indonesia for the forest fires. 

Suggesting that Putrajaya bill the Indone-
sian government for half a million face masks, 
he said "until they suffer economically, they 
will not take our complaints seriously with 
their year after year of blanketing the region". 

Indeed, while an Asean Agreement on 
Transboundary Haze Pollution does exist -
first ratified by Malaysia in 2002 and finally 
by Indonesia in 2014 - it has been criticised as 
being far too weak to change governments' 
behaviour. 

The text is lofty in its objectives but there 
are no incentives for achieving - and no pen-

man-made pollution 
crosses the Strait 
of Malacca or the 
border on Borneo 
with impunity. ^ ^ 

alties for failing - any targets. 
The absence of such targets is of course 

unsurprising given the unwillingness for the 
regional bloc to deviate from the Asean Way 
which avoids any incursion into each other's 
sovereignty. Unfortunately, carbon particu-
lates and wind directions will go whichever 
way they feel like. 

Singapore's Transboundary Haze Pollution 
Act 2014 was innovative in enabling action to 
be taken against companies - wherever then-
activities - who contribute to haze pollution 
in the city state, but there have since been 
complaints about its effectiveness, too. 

Thus, we are left with the usual diplomatic 
channels and offers to help Indonesia put out 
the fires. 

Ultimately, while environ-
mental arguments and eco-
nomic incentives must be 
made, it is up to citizens to 
convince their governments to 
change their behaviour too. 
And if there is hope in the 
spreading of knowledge and 
awareness that will accelerate 
and widen the advocacy, I saw 
it in three events this past 
week. 

First was a Sunway Project 
for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orum in which a 
superb panel discussion com-
bined academic, governmental 

and entrepreneurial perspectives towards 
sustainability. 

In my speech, I admitted to not being the 
most natural champion of the sustainability 
agenda. 

My interest in public policy began with a 
focus on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the role 
of the state vis-a-vis the market, but now I 
recognise that there is no point fighting for 
liberty and justice if there is no planet left. 

The next day in Port Dickson, at the 
Malaysia FIRST Global Robotics challenge 
themed "Ocean Opportunities", teams of teen-
agers competed to build robots that simulated 
picking up trash: a direct application of STEM 
to an escalating problem. 

And earlier this week, I joined the 
Minister for Energy, Science, Technology,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Yeo Bee 
Yin and royal environmental advocate 
Tengku Zatashah of Selangor to welcome 
the extremely knowledgable Prince Edward, 
Earl of Wessex, as he attended the reception 
and screening of Blue Planet II, the excellent 
BBC series that will be shown on RTM in the 
coming months. 

Each of these events succeeded in engaging 
different target audiences on the issues of 
sustainability, and it is this sort of awareness 
- across racial and religious lines and across 
national borders - that will ensure that hope-
fully one day, we will not refer to the haze 
"this year". 

Tunku Zain AI-'Abidin is founding president of 
Ideas. The views expressed here are entirely 
the writer's 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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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Selangor increases 
monitoring with 
DOE amid haze 
>4 

Vigilance stepped up to control haze 
Selangor authorities monitoring factories and open burning with focus on Johan Setia 
By GRACE CHEN and 
SQISTYNA IZZAATIE ZAMARI 
metro@thestar.com.my 

SELANGOR government is working closely 
with the stat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DOE) to monitor factories and prevent 
open burning by the public. 

Assuring the public that the state govern-
ment was taking proactive measures to 
counter the worsening haze situation, 
state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transport 
and new village development committee 
chairman Ng Sze Han said a meeting was 
held with Selangor DOE to discuss the 
most effective ways to monitor the situa-
tion. 

The meeting, he added, involved all exco 
members and was chaired by Selangor 
Mentri Besar Amirudin Shari. 

"We need to work together with DOE to 
conduct regular checks on these factories," 
he said. 

Ng added that while there was little the 
authorities could do about transboundary 
haze, it was important that the public and 
local factories do not compound the prob-
lem by conducting open burning and 
releasing harmful emissions into the air. 

He was speaking to the media after pre-
senting some 2,000 face masks to students 
of SMK Seksyen 1 in Bandar Kinrara 
Puchong. 

He announced that the monitoring sta-
tion in Johan Setia, Klang - one of 11 in 
Selangor - recorded an Air Pollutant Index 
(API) reading of 200. 

Johan Setia, he said, was being closely 
monitored because it had a history of open 
burning and that daily observation by DOE 
and the Smart Selangor Command Centre 

A student of SMK Seksyen 1 Bandar Kinrara 
making sure his face mask is put on properly. 

found no such case this year. 
"This shows that the monitoring system 

works," he said. 
Ng also said that the state was preparing 

for cloud seeding in the area, the details of 
which would be outlined by environment, 
green technology and consumer affairs 
committee chairman Hee Loy Sian. 

Ng, who is Kinrara assemblyman, also 
called for more API monitoring stations in 
Selangor. 

"Puchong could do with one," he added. 
Based on guidelines from DOE, API is 

classified into good (0-50), moderate (51-
100), unhealthy (101-200), very unhealthy 
(201-300), and hazardous (301 and above) 
levels. 

At the mask presentation ceremony, Ng 
told teachers and parents that he hoped 

Ng presenting face masks to SMK Seksyen 1 
- Photos: AZHAR MAHFOF/The Star 

the situation today would remind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caring and preserving the environment.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secretary 
and English teacher Thiagaraj Sivanandam 
said the school was an active participant in 
recycling campaigns. 

Bandar Kinrara principal Normah Hashim. 

"There is a recycling box in every class. 
"Among the other projects by students is 

composting orange peel collected from 
nearby restaurants to produce detergent 
and fertiliser, while the student innovation 
centre created rat repehent from durian 
skin,"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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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BOX Malaysia 2019: Assemble 

WHERE? 
Sunway City Kuala Lumpur Open Air Carpark 

 
WHEN? 
Sept 13-15 @ 3pm-11pm 

 
Be a part of this annual lifestyle event, and 
check out and discover the works of creative 
entrepreneurs in the fields of retail, F&B, 
music and the arts. There will be 
performances, photo ops, games, food and 
cool installations to make your Instagram 
feed pop.

� BY PPAUL NGOut & About

Prakash Daniel’s Beautiful 

WHERE? 
PJ Live Arts 

 
WHEN? 
Sept 14 @ 8pm-10pm 

 
Everything around us can be ‘Beautiful’, and 
Prakash Daniel will show you just that in this 
energetic one-hour comedy special. With 
material covering the beautiful things in his life 
from his family, career, relationships and his 
beard ... it is going to be a beautifully hilarious 
evening for those in attendance.

Hachi Hachi Bon Odori 

WHERE? 
The Square, Publika Shopping Gallery 

 
WHEN? 
Sept 21 @ 4pm-10pm 

 
Daruma Doll is the theme for Publika’s Hachi 
Hachi Bon Odori festival this year. The fair will 
feature cultural dance performances all the 
way from Japan, a cultural parade, and the 
Bon Odori bazaar.  

Stay till the end for the fireworks, which 
will end the night with a bang.

Raiders of the Lost Ark in Concert 

WHERE? 
Malaysian Philharmonic Orchestra 

 
WHEN? 
Sept 21 @ 8.30pm & Sept 22 @ 3pm 

 
Relive the adrenaline rushing moments 
from the adventure-packed film in this 
concert conducted by PMO Resident 
Conductor, Gerard Salonga. The famously 
catchy tune Raider’s March is recognisable to 
many, but hearing it live is a whole other 
experience.

Moon

 THE BUZZ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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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 LOSING SUPPORT IN 
SELANGOR: THINK TANK 
POPULAR support for PAS in Selangor has 
fallen to a mere 8%, almost half of the 15% 
popular vote it received in the 14th general 
elections (GE14) in May 2018. 

Selangor government-linked think tank 
Institut Darul Ehsan (IDE) however noted 
that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voters have 
decided to shift their support to the ruling 
Pakatan Harapan coalition or PAS ally Umno, 
as the latter two had stable support levels. 

Malay Mail said the survey was carried 
out on July 12 and July 14, with IDE 
contrasting this with its previous findings of 
support of 12% for PAS in Selangor 
pre-GE14, and the subsequent increase to 
15% on voting day.

ALISHA NUR MOHD NOOR

RAJVINDER SINGH

IAN MCINTY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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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ln Mall前面的垃圾清不完，叫人头痛。
■隐藏在私人地里面的垃圾山数量十分惊 
人，左起是王诗棋、神建华和沈伟康。

(无拉港12日讯）垃 

圾承包商闯私人地偷偷 

倒垃圾，两周内丢弃 

了近100个集裝箱的垃 

圾，还露天焚烧垃圾， 

地主料破财3万令吉清 

理空地！

有关私人地位于无拉港路 
路边，原本是一间陈列室， 
但一年前开始空置，地主把 
陈列室上锁，也聘请保安员 
巡逻，不料遭垃圾承包商觊 
觎，撬开锁头私闯入内倒垃 
j；r. pn

由于该私人k有围墙，而 
且门也关著，从大路望进 
去，看不见被人倒垃圾，因 
此垃圾被倒了两周和被焚烧 
后，才引起民众注意。

无拉港州议员王诗棋与加 
影市议员神建华今日与市议 
会官员到现场巡视情况。

神建华说，他是在前天 
(1〇曰）接获民众投报有人 

露天焚烧，到场了解后才发 
现这块私人地被滥用，他随

后找上地主，地主告知有关 
土地有上锁，但围墙的铁花 
已被人偷走，没想到被人潜 
入倒垃圾。

約有百個集裝箱

据现场观察，空地靠近大 
路的主要都是装修废料，里 
面则是一包包的住家垃圾， 
整齐的堆积在一旁，现场垃 
圾数量目测有约100个集装 
箱。

神建华估计，若一个集 
装箱垃圾需要300令吉清理 
费，地主需要花费3万令吉 

清理。
H 议会可以发传票给地
主，但地主对于土地被滥用 
并不知情，相信地主也是受 
害者。，’
0他¥是醒所有地主或厂家， 
若有空地空置著，务必不时 
留意，以免遭人滥用后，自 
己破财清理垃圾。

■人拯 
私放员 
人火| 
地焚拯 
的烧f 
垃后# 
圾，。 
被消

神建華：政府地也成垃圾場

随坂

建华说，除了有关私人地遭滥用，Amerin 
Mall前面的政府地又遭人倒垃圾！

他说，市议会上周发现该政府地遭人倒垃圾 
后，在9月4日已清掉5个集裝箱垃圾，不料过去 

的周末又被人倒垃圾，市议会周三（11日）又清 
掉9个集装箱垃圾。

他说，之前市议会已挖断有关空地的入口处， 
但发现被挖的地段下面有电缆，因此用混凝土石 
板阻挡著入口，不料还是无法阻止垃圾虫。

“我会要求市议会避开地下电缆，再挖断入口 
处，接下来考虑出租或善用有关政府地。” 

他强调，他非常关注非法垃圾问题，是因为乌 
冷地区今年至今已发生15宗骨痛热癥死亡病例。

“其中无拉港在9月1日至7日不短短一周内传 
出17宗骨痛热癥病例，目前无拉港有3个骨痛热 

癥黑区，包括两个在蕉赖再也花园，一个在锡米 
山。”

他希望垃圾虫也能明白，他们的家人也可能因 
为他们的行为而患骨痛热癥。 ■无拉港路边的一块私人地遭滥用，被人偷偷倒垃圾。

■被人放火烧后，这个隐藏在私人地内的非法垃圾堆才引起民众注意。

王詩棋：視種類及安置方式

疑是承包商UMi
拉港州议员王诗棋说， 

1根据现场的垃圾种类及 
安置方式，相信是垃圾承包商 
或垃圾集裝箱公司所为。

她说，空地里头的住家垃圾 
一包包整整齐齐的堆叠，相信 
是承包商员工才会那么做。

“以往空地无人打理才被人 
滥用，现在这个是私人产业， 
地主有上锁、有围起来，也有 
保安员不时巡逻，垃圾承包

商也敢剪锁头私闯入内倒垃 
圾。”

她认为，州政府应与非法垃 
圾宣战，否则雪州这个人口密 
集的州属可能沦为垃圾州。

執法不嚴

她建议州政府以强硬手法对 
付垃圾虫，若证实是垃圾集装 
箱公司所为，应该撤销涉及公

司的执照。
“市议会曾发现有垃圾集装 

箱公司乱倒垃圾，但提供情报 
的居民是从公寓高处拍下有 
关罗厘倒垃圾，拍不清楚车 
牌。”

她认为，市议会执法不严和 
人力不足，也是非法垃圾卷土
gTkrfi/hrs'm

“雪i/tkk国骨痛热症病例 
榜首，与非法垃圾绝对有关 
系，虽然我们做了很多宣导和 
大扫除活动，但若非法垃圾 
场问题不解决，情况不会改 
善。，’

她形容，制造非法垃圾场 
者，有如间接谋杀他人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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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种1 2 

日讯）雪丨 

行政议员黄思汉 

指出，州政府探测证 
实佐汉斯迪亚（Johan 

Setia)没进行露天焚 

烧活动，惟今日空气污 
染指数突破200点非常 

不健康水平，相信烟霾 

是从他处飘来，雪州大 

E今午将与全体行政议 

员及雪州环境局官员，

开会商讨处理方案。

他说，大臣将亲自主 

持有关会议，米取彳了动 

处理雪州烟霾课题，这 

也是今年雪州政府首次 

与环境局谈论处理烟霾 

课题。

他指出，佐汉斯迪亚 

过去是露天焚烧活动的 

黑区，不过雪州政府探 

测发现，佐汉斯迪亚并 

没有公开焚烧的迹象，
今曰突破200点非常不健康水平指数的烟 

霾，相信是从他处飘来。

“雪州大臣、行政议员、雪州消拯局 
和环境局官员已开设WhatsAjjp群组，24小 

时更新雪州空气污染指数，公布最新资 

讯，

派學生2000□罩

黄思汉也是金銮区州议员，他今早在金 
銮镇第一区国中派发2000张口罩给该校学 

生，这么指出。

■汉师
诺手，
玛中左
哈接2

欣领起
^口叶
前罩圉
排，$
右派
3送慢
起给瞭
〜学纳

从生胃
黄与°
思教

他指出，根据精明雪州指挥中心（SSCC) 

在州内11个观察区取得的空气污染数据，佐 
汉斯迪亚区处于超过200点不健康水平、另 

有9个地区处于不健康水平，剩下丹绒马林 

区处于中等水平。

“事实上，11个观察区不足予涵盖雪州的 

空气污染指数，就如蒲种区并不在观察区 

内，无法得知空气污染指数，州政府需要设 

立更多观察区。”

黄思汉指出，教育部已拟定指南予学校， 

若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点可以停止课外活 
动，超过200点则可以关闭学校，在这段期 

间，学校师生必须留意减少户外活动。

他指出，金銮区其他学校的师生，烟霾期 

间若需要口罩，可以联络其服务中心领取。

出席者包括梳邦再也市议员梅哈纳登和叶 
国荣、金銮镇第一区国中校长诺玛哈欣、家 

协成员及教师。
丨黄思汉（左）教导学生如何正确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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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民服務中心

派雙溪龍華/Mann罢

■丘钦瀚（后排左6)分发口罩绐双溪龙华小，后排左5起是李国魂和刘佳达。

(加影I2日讯）万宜国会议 
员王建民服务中心向双溪龙华 
小分发2500个口罩，鼓励师生 

们在烟霾笼罩期间戴口罩。
万宜国会议员助理丘钦瀚今 

早与加影市议员刘佳达一起到 
校分发口罩，由该校副董事长

兼家协主席李国魂接收，并分 
发给学生使用，该校副校长吴 
淑娟也在场。

丘钦瀚说，该校学生人数 
2000人，教职员近100人，由 
于今天是小六检定考试最后一 
天，学校只有四年级学生在上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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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曰赛程（13曰）

A组雪兰莪发展机构对森美兰 

(9:00PM，莎阿南体育场）

A组登嘉楼 对吉打

(瓜登苏丹依斯迈体育场）

B组霹雳经济发展局对玛拉工艺学院 

(9:00PM，曼绒市议会体育场）

B组八打灵再也市球会对柔佛达鲁塔克欣 

(9:00PM,格拉那再也灵市议会体育场）

明日赛程（14日）

C组沙巴 对槟城

(8:15PM,亚庇利卡斯体育场）

C组霹雳 对彭亨

(9:00PM,怡保霹雳体育场）

D组土地发展局联对警察 

(9:00PM,增卡敦阿都拉萨体育场）

D组雪兰莪 对马六甲

(9:00PM,莎阿南体育场）

小組賽第5輪

馬來西亞杯足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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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
威
新
村
28
曰
慶
中
秋

未:人:

2019年9月28日（星期六)_b純2〇19说^

a
沙罗国会议员潘俭伟、甘榜东 

姑州议员林怡威、八打灵再也 
市议员王友泰联合双溪威新村管理 

委员会，订于本月28日（星期六） 
晚上7时，在双溪威华小活动中心举 

行庆祝中秋节联欢晚会。

陈有才村长指出，举办中秋节晚

会，旨在发扬中秋传统文化，晚会 

节目有：提供制作灯笼比赛、提灯 
笼游行、舞狮舞龙、幸运抽奖，尚 

有娱乐歌唱等节目呈献。
日前出席新闻发布会有刘志坤 

(左起）、陈有才、高润财、黄进 
财及陈亚苟（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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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有創意 
勿被思維限制

(吉隆坡〗2曰讯）妇女、家庭和社会发展部 

副部长杨巧双鼓励年轻人要有创意，不要被思 

维所限制。
杨巧双在亚洲区域青年节活动上分享自己从 

政经验和给予劝告，包括持续坚持找出自己想 

要的、选择志同道合的夥伴、携手与其他非政 

府组织合作，以及鼓励年轻人跳出常规。

“如果短时间看不到结果，不要失望。要坚 
持自己的理念。若有其他非政府组织（NG0)和 

我们做著同一件事，不一定要消灭他们。我们 

可以选择一起合作达到目标。”

一同出席活动的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指出， 
亚洲地区是最多年龄介于12至24岁年轻人的家 

园，人数大约有T亿人。

她也说，今年开始，所有无国籍和没有证件 

的儿童都能够上学。教育部意识到教育是发展 

和成长的基础，因此将会简化非大马公民入学 

的儿童登记程序，让他们能就读本地政府学

■杨巧双（左6起）、张念群和亚太地区妇女资源中心执行主任希华南蒂，在亚洲区域青年节 

活动和与会者父流。

校。 与，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做出贡献。
“每个孩子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ARROW (亚 “大马最近完成了在2018年第11届大马计划

太地区妇女资源中心）努力塑造下一代青年，的中期评估。新政府致力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通过有意义的活动，例如青年节让年轻人参标一2030议程。”

楊
巧
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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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I2日讯）教 
育部副部长张念群强 
调，该部已授权各校校 
长，让他们自行视烟霾 
情况去决定是否要停 
课，他们只需通知县教 
育局和州教育局，由后者通报教育部。

她说，若空气污染指数达到200点以上 

的非常不健康水平，各校校长有权宣布马 
上停课，无需获得教育部或教育局的批 
准。
1 ° 她说，该部已经发出指示，各学校的 
校长可以做出决定，若空气污染指数超 
过100点，学校应该即刻取消所有户外活 
动，至于空气污染指数达到200点以上， 

可以宣布停课。

授權校長宣布停課
只需照會教育局

她今曰出席2019年亚洲地区青年节推介 

礼后，受询及烟霾课题时，这么回应。
另一方面，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 

部长杨巧双指出，来临周未国内的社区都 
会有中秋节的活动，因此希望各方都会观 
察烟霾的情况，对活动安排出调整。

“例如，缩短在户外的活动时间，或转 
移到室内的礼堂。”

杨巧双也是泗岩沫国会议员，她说，她 
已经在其选区做出这样的安排，以便出席 
的老年人或小孩能够感到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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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腳紛紛歸隊

塔克欣八打靈再也

(吉隆坡I2日讯）经过 
2轮世界杯入选赛后，马 
来西亚足坛的焦点将回到 
马来西亚杯足球赛，明 
曰打响的小组赛第5轮比 
拚，B组的马超冠军 

“南虎”柔佛
鲁塔克欣作 

客只需打平就彻底锁定8 

强资格。
本届马杯小组赛结束了 

前4轮较量，只有C组4战 

全胜的彭亨提前出线拿下 
8强资格，同时也锁定小 
组第1名。

登嘉樓力爭反彈

明日的B组焦点战，八 

打灵再也市球会主场挑战 
柔佛达鲁塔克欣，两队将 
继续为晋级8强而战。南 

虎前4轮3胜1平，在还 
乘IJ2轮下，领先小组 

第3名霹雳经济

发展局多达6分，从数学 
上看8强资格无忧。

但作为马超冠军，南虎 
放眼本轮双杀对手彻底 
锁定8强门票，沙菲克阿 

末、沙法威、法里萨等国 
脚回到倶乐部，将全力助 
队提前达标。

八打灵队仅落后柔佛1 
分，本战也想取胜反超 
对手。首循环交锋，柔 
佛:主场4比2胜出。同 

组另一仗，霹雳经济 
发展局希望拿下4战 

全败的玛拉工艺学 
院，保持微弱出线 
希望。

A组明日也可能产生出 

线球队，上届亚军“海 
龟”登嘉楼上轮大热倒灶 
输给森美兰，不仅全胜金 
身被破，也错失提前出线 
良机，本轮主场出战强敌 

“红鹰”吉打，将力争重 
返胜轨出线。

拉惹戈巴的“红蚂蚁” 
雪兰莪发展机构坐镇莎 

阿南体育场迎战“敏 
鹿”森美兰， 

两队都必须取 
胜才能把晋 
级悬念拖到 
最后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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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再为人民奋斗，而是为 

了自己的财富斗争。

“他们开始发现，如果当上领

庆成立3周年，但3周年也没有很 

老，94岁才是老。

“虽然（土团党）还很年轻，但 

我们依然打败了马来西亚最老的政 

党。，，

(莎阿南I2日讯）首相兼土 

团党主席敦马哈迪医生呼吁， 

该党党员勿忘创党初衷，要以 

在第14届大选中败选的政党作 

为告诫，不要步入这些政党后 

尘。
他强调，该党之所以可以在第14 

届大选中胜出，并非因为本身的强 

大，而是人民拒绝了另一个政党。

“虽然那个政党是值得被尊重的 

政党，它曾经为我国争取独立，但 

最终还是被人民拒绝了。”
马哈迪今晚出席土团党成立3周 

年晚宴时，如是指出。

尽管他在整个演讲中都未提及敌 

对政党的名字，但明眼人都知道马 

哈迪就是在讲述巫统。

“我很高兴，我们可以在这里欢

約2000人共襄盛舉
著团结党周四（12日）举行创党3周年庆典，约 

=1=2000名党员齐聚莎阿南独立广场共襄盛举。

以首相兼土团党主席敦马哈迪、土团党总裁丹斯 

里慕尤丁和署理总裁拿督斯里慕克里兹为首的领导 
层，是於周四傍晚7时莅临苏丹阿都阿兹沙清真寺祈 

祷，并於晚上9时移师独立广场。

马哈迪与夫人敦西蒂哈丝玛一行人甫进入会场 

时，获得党员热烈欢迎，纷纷站起来争相拿手机拍 

照。

^慕克里兹、慕尤丁和马哈迪在晚宴进行时也轮流 

上台向党员发言。

其他友党领袖如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 

阿里、副主席蔡添强、行动党政治教育局主任刘镇 

东、沙民兴党大会议长拿督刘伟强及诚信党总秘书 

安努亚达希也有出席盛典。

敦馬吁黨員莫忘初衷

袖，就可以获得酬劳。从一开始的 
100至200令吉，到後来的1000至 

2000令吉，甚至最後10亿、20亿令

吉 ”

补充，人民因此而感到厌倦、 

愤怒有关政党，因为领袖只是利用 

党作为工具，为自己和家庭谋财。

马哈迪还批评，有关政党以为人 

民像他们那样贪婪，在上届大选给 

人民钱财，人民就会投选他们，最 

後却在上届大选中被推翻。

“我们现在或许还没忘记我们的 

奋斗精神，但如果没有提醒，我们 

可能就会成为那个被我们打败的政 

党。

° “我知道这个信息可能不甜蜜， 

但我还是要提醒，以避免我们做错 

事情，这样我们才可能欢庆党庆至 

100周年。”

慕尤丁慕克里茲促黨員團結
胃尤丁和慕克里兹异 

# 口同声提醒党员， 

要时刻牢记党团结，不要 

作出破坏党团结的事情。

慕尤丁说，党员必须 

避免产生分歧，同时必须 

远离任何有可能让党分裂 

的事情。

他在致词时也说，虽然 

希盟成员党理念有些许不 

同，但为了国家的福祉， 

各党领袖还是携手制定和 

落实政策。

他说，接下来希盟会进

行一个会议，以进一步商 

讨希盟可以落实的政策。

“我相信还有时间，虽 

然（我党）不长只有3年 

多，但我们可以制定更有 

效的目标。”

另外，慕克里兹指出， 
该党将在2020年迎来党 

选，但期许党员勿在党选 

中做出任何破坏党团结的 

事情。

他说，党选是每个政党 

都必须经历的民主过程。

“我期许这个民主过程

可以和平进行。党员必须 

要保持团结，千万不要导 

致党的名声有任何受损。
“明年（2〇2〇年）的党 

庆，或许我们会有新的领 

导层。我相信这个新领导 

层将带领党走向更加强壮 

的地步。”

他也一再强调，土团党 
成立至今已经3年，而他 

们也面对种种挑战，但该 

党一致强调团结，并为人 

民献上最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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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雪
突布

許來賢
(吉隆坡I2日讯）雪州行政议员 

许来贤说，雪州经济行动理事会 
(MTES)今日议决，州政府将依据 

中央政府拟定的露天焚烧与应对烟 
霾行动指南应对来袭的涵霾问题， 
包括在空气污染指数突破200点时布 
云造雨。

许来贤发文告指出，委员会也议 
决，一旦州内空气污染指数突破151 
至200点不健康水平，州政府和各县 
天灾管理委员会则必须启动应对机 
制，若空气污染指数超过200点危险 

水平，州内所有学校、幼稚园和托 
儿所则需立即停课。

他也提醒，民众可透过下载手机 
应用程式“MylPU”或环境局官网 
(apims.doe.gov.my)，以查询全 

国各地空气污染指数。国各地空气污染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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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钦瀚（后排右五起）在双溪龙华小移交2500个口罩予副校长吴淑娟 

后排左四起梁昭胜及李国魂。

萬宜議員服務中心

2500 口罩派雙溪龍華小
(加影1 2曰 

讯）万宜国会议 

员王建民特别助 

理丘钦瀚，今早 

代表万宜国会议 

员服务中心移交 

2500个□罩予双 

溪龙华小后说， 

若民众发现任何 

人涉及露天焚 

烧，可向市议会 

作出投报，并对

涉及者采取严厉 

对付。

也是加影市议 

员的丘钦瀚说， 

如果市议会接获 

相关投诉就会采 

取行动，因此民 

众受促配合。

他也提醒民众 

务必配合环境局 

严禁露天焚烧的 

指示，勿以身试

法0

出席移交□罩 

仪式包括双溪龙 

华小董事长兼家 

协主席李国魂、 

董事梁昭胜、副 

校长吴淑娟、市 

议员刘佳达及行 

动党万宜区社青 

团团长李文彬 
等。

另一方面，双

溪龙华小今年首 

批共235名小六学 

生应考小六评估 

考试（UPSR )， 

双溪龙华小董事 

长兼家协主席李 

国魂期盼学生能 

够考到理想成 

绩0

他也说，该校 

目前尚有多名代 

课老师空缺待 

填，呼吁有意者 
联络该校（03- 

90807788 ) 〇 

(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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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汉（前排右二）在叶国荣（前排左二起）及梅哈纳登移交2000个口 

罩予诺玛哈欣（右）。

雪多區空污不健康

黄思漢2千口罩派師生
(蒲种12日讯）掌管 

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及 

新村发展事务的雪州行 

政议员黄思汉披露，巴 
生佐汉斯迪亚的空气污 

染指数已达非常不健康 

水平，惟根据雪州精明 

指挥中心全天候监督， 

发现该区并没有任何公 

开焚烧活动，证明空气 
污染非本地公开焚烧所 

致，而是受到其他因素 

影响。

他说，雪州共有11个 

雪州精明指挥中心，除 

了佐汉斯迪亚的空污指 

数达非常不健康水平及

丹绒马林空污指数位于 
中等水平外，其余9个指 

挥中心的空污指数皆属 

于不健康水平。

由于空气污染情况严 

重，且让人担心，雪州 

政府已要求雪州环境 

局会面，向雪州大臣阿 

米鲁丁及雪州行政议员 

汇报烟霾及空气污染的 

最新情况及商讨解决方 

案。

也是行动党金銮区州 

议员的黄思汉，今日到 

访金銮镇第_区国中派 
发2000个口罩给师生， 

出席记者会者包括，梳

■黄思汉派口罩给学生时，也当场示范如何戴口 

罩。

邦再也市议员梅哈纳 

登、叶国荣、金銮镇第 

_区国中校长诺玛哈欣 

及家协秘书帝拉卡拉。

另外，黄思汉说，雪 

州政府及雪州环境局一 
定会采用最适合的方式 

来解决空气污染问题。 

同时，雪州政府也也有 

成立一个群组，由不同 

的官员全天候监督雪州 

的空气污染情况，并在 

第一时间给予汇报。

他指出，地方政府也 

会与能源科艺环境部合 

作，并全面配合他们的 

行动。

同时，雪州政府也会 
确保工厂根据能源科艺 

环境部的指南运作，并 

定时检查工厂避免影响 

空气污染素质。

“我个人认为，雪州 

政府应在更多地方设立 

雪州精明指挥中心，以 

更准确监督雪州每个地 

区的空气污染指数。为 

此，我建议可在蒲种设 

立新的雪州精明指挥中 
心°，，

此外，黄思汉补充， 

在烟霾来袭期间，任何 
蒲种区的学校如需要□ 

罩的话，可与他联系安 

排派送□罩。（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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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人侵佔失火揭發

空置地變非法垃圾場
(加影12曰讯）无拉港区加影 

外环大道旁一家陈列室已空置超 

过一年，周二的一场大火，揭发
■^=5------------------------- 1------------------------------

失火地点竟是非法垃圾场，而现 

场是一片商业地段，虽然有围墙 

铁门，又有保安人员定时巡逻， 

最终还是防不胜防，被垃圾虫 

侵占”了。根据估计，垃圾量 

需要100辆罗里车次载走。

m-—...................-..............-------------------

■王诗棋（右二）及神建华（左二）展示陈列室商业地段被垃圾 

虫侵占丢垃圾，估计需10辆罗里才能载走这些垃圾。

加影市议员神建华根据一宗失火的 

投诉进行了解，发现失火地点竟是非 

法垃圾场，感叹垃圾虫为了丢弃垃 

圾，连空置商业地也“沦陷”为非法 

垃圾场。
神建华形容华裔地主来到现场一 

看，被当场情景吓一跳，其中三分之 

一的地段已变成垃圾场，堆放大量建 

筑废料和食物残余等，发出阵阵臭 
味，苍绳满天飞，初步估计，这堆垃 

圾在两星期前起陆续被弃置现场。

据知，地主的保安人员只是巡逻外

面，没有认真查看里面，地点又在加 

影外环大道旁边，若非发生大火，无 

人会知道里面有大量垃圾。

保安巡逻没发现

他说，虽然加影市议会可向地主发 

出罚单，但是地主在此事是受害者，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有关地段被垃圾 

虫“征用"，地主承诺会自费委任承 

包商将垃圾清理，预计费用至少3万令 

吉。

为此，神建华呼吁无拉港区拥有空

地的地主务必加以监察，垃圾虫神出 

鬼没，以防变成非法垃圾场，同时也 

促请公众，一旦发现可疑人士将大量 

垃圾弃在某处，立即向市议员或市议 

会投报。

另外，他透露，在这之前，加影外 

环大道与英比安依山花园路□交界处 

附近的一片保留地，在上星期也被垃 

圾虫丢弃大量垃圾，市议会清理垃圾 

后，日前又再出现另一堆垃圾，无拉 
港区的非法垃圾问题太多。（TSI )

王詩棋••應嚴懲垃圾蟲
•p拉港区州议§王诗棋说，雪州发展高速，人□也多，但 

蚊症也高居全国首位，其中一个主因绝对与非法垃圾场 

有关，因此认为雪州政府必须采取强硬执法手段对付垃圾虫。 

她强调，如果再不阻止垃圾虫，雪州将会变成垃圾州。 

她认为，现有的执法制度不能有效地对付冥顽不灵的垃圾 

虫，必须采取更强硬的执法。

针对上述事件，王诗棋说，这也反映垃圾虫向私人空置商 

业地打注意，不得不关逢，而且非法垃圾场太多，导致蚊症 
案例增加，乌冷区蚊症死亡率不断上升，也是垃圾虫丨旬接谋 

杀。（TSI )

■消拯员因非法垃圾失火而到场扑灭火势，继而揭 

发私人商业地被垃圾虫“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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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不少学校派发口罩给学生，学生们也乖乖戴上

7千学生受影响
州教育局副局长莫哈末拉两 

I■向本报记者表示，0前为 

局接获投报有3所学校闪烟 

而停课，包括肯文路国中、 

国小及佐汉瑟迪亚国小，共 

学生受影响。

^ 3所停课的学校会视空气污 

:是否好转来决定何时重新上 

指数下跌200点以下，就会

lii提醒校方，需依据教育部 

月发给所有学校的通令，即 

气污染指数超过200点，学 

停课，直到空气素质好转为止。

强调，学校的停课不会影响到所有类型的学校考试

莫哈末拉西：空污指 

数超过200点，学校 

必须彳#■课。

B费
报道：黄安琪】

(巴生12日讯）雪隆区空， 

见趋严重，其中巴生佐汉瑟 

数更是破200点，一度飙至 

校停课！

巴生区共有3所学校受 

宣布关闭，包括肯文路I 
Kebun)、肯文路国小（SK 
汉瑟迪亚国小（SK Johan Si

据
了解，该区的空气污染 

非常不健康水平，截至 

已冲破200点，达到213点。

虽然有学校因此停课，不过S 

育fej及多校抽样查询，上述国小 

考完所有小六检定考试试卷，学书 

至于华小方面，巴生区各华/J 

停课，而今早是最后一天的小六

行<3

据记者观察，雪州多区的空A 

有回跌，不过肉眼所见，巴生周 

灵区包拈吉隆坡市中心、蕉赖地 

气素质也不佳，不少民众为了安

出门。

此外，一些售卖凉茶的中药足 

不少顾客前往光顾。

朦胧不是美，布 

城一带烟霾笼罩， 

市民快步走过。

雪隆区空污严董

学校傳课
聂影：黄志强

:污染情况持续甚至 

迪亚的空气污染指 

:213点，巴生区3

到影响，今日上午 

国中（SMK Jalan 
Jalan Kebun)及佐 

3tia)。

指数昨天傍晚起就进人 

今早9时空气污染指数

《南洋商报》向雪州教 

已经于星期三（11日） 

之停课不影响考生。

、并没有受到烟霾影响而 

检定考试，考试如常进

C污染指数至下午时段虽 

遭地区仍然朦胧，而隆 

区、布城一带等地，空 

全起见，纷纷戴上口罩

1和摊子’水果摊也吸引

相关新闻见► B2

SEKOLA 

DITUTUP
tMIS: 12(9/2019

莎阿南

上午9时 

133

下午5时

§； 空气质量一览表
巴生 136 123 0至50点 优良

万津 124 110 51 至 100 良好
八打灵再也 126

119 101 至 *200 不健康 

非常不健康

严重污染，危害人民健康

瓜拉雪兰莪

资料来源：

环境局网站（hi

140

ttp://apims.doe

1QQ
201 至 300 

_ m a 突破300点，.gov.my)

烟霾恶

受询的 

止，当

霾影响

7046 名

“矣

课，若 

如常上 

他

今年1

校必须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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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霾

“佐汉瑟迪亚没焚烧活动”

黄思汉:烟霾从他处飘来
(蒲种12日讯）雪州行政议员

黄思汉说，雪州政府探测证 

实，佐汉瑟迪亚没进行露天焚 

烧活动，惟今日空气污染指数 

突破200点非常不健康水平， 

相信烟霾是从他处飘来。

他说，雪州大臣今午将亲 

自主持会议，和全体行政议员 

及雪州环境局官员开会商讨处 

理3州烟霾课题的方案。

“这也是今年雪州政府首 

次与环境局谈论处理烟霾课 

题。”

“雪州大臣、行政议员、 

雪州消拯局和环境局官员已开

设WhalsApp群组，24小时更

新雪州空气污染指数，公布最 

新资讯。”

黄思汉也是金銮区州议 

员，他今早在金銮镇第一区国 

中派发2000张口罩给学生后 

这么说。

他指出，根据精明雪州指 

挥中心（SSCC)在州内11个 

观察区取得的空气污染数据， 

佐汉瑟迪亚区处于超过200点 

不健康水平、另有9个地区处 

于不健康水平，剩下丹绒马林 

区处于中等水平。

他说，11个观察区不足以

诺玛哈欣（前排右三起）从黄思汉手中接领口罩后派发给师 

生，左二起叶国荣和梅哈纳登。

涵盖雪州的空气污染指数，就 

如蒲种区并不在观察区内，无 

法得知空气污染指数，州政府 

需要设立更多观察区。”

另外，他也说，教育部已 

拟定指南予学校，若空气污染 

指数超过100点可以停止课外 

活动，超过200点则可以关闭 

学校，在这段期间，学校师生

必须留意减少户外活动。

他也说，这段期间，若金 

銮区其他学校的师生需要口 

罩，可以联络其服务中心领 

取。

出席者包括梳邦再也市议 

员梅哈纳登和叶国荣、金銮镇 

第一区国中校长诺玛哈欣、家 

协成员及教师。

雪隆学校启动防霾措施

班A煮凉茶给学生喝

郑明发（左三）表示如烟霾情况恶化，会考虑再煲凉茶给学生 

喝。左起何萸琪、林牡丹；左四起为蔡火祥、张玉婷、蔡俭强。

雪隆区多间学校开始进行 

防护烟霾措施，包招派发凉 

茶、口罩及减少学生的户外活 

动时间等，以保护学生的健 

康，其中班达马兰A校学校二: 

机构就于今天煮凉茶给学生 

喝。

其中，巴生班达马兰A校 

校方除了派发凉茶给师生解 

暑，也减少学生的户外活动时 

段，以免学生受烟霾影响。

今日是六年级学生考最后 

一张小六检定考试试卷，该校 

只有三年级和五年级的学生到

校上课，学校二机构眼见最近 

空z-C污染问题越趋严重，决定 

煲凉茶给学生喝，学生们均有 

秩序地到食堂领取免费凉茶。

校方也劝告学生们在酷热 

天气时必须多注意体温的升 

降，务必多喝水和多吃蔬菜水 

果，以补充水分。

大部分校方都表示会遵从 

教育部的指示，根据空气污染 

指数来决定学校是否继续上课 

和进行户外活动，因此校方会 

定时到环境局网站追踪最新的 

指数。

出席班A派发凉茶活动的 

包括班A华小董事长拿督斯里 

郑明发、董事会财政蔡火祥、

家协财政张玉婷、董事会查账 

蔡俭强、校K：林牡丹和副校K： 

何萸琪。

班A华小董事长拿督斯里郑明发

教导学生照顾身体
这并非校方首次提供免费自制凉茶，过去每当有烟霾或空气 

素质变差时，校方都会提供免费凉茶给师生们，主要是教导学生 

如何在这段非常时期照顾自己的身体，包拈戴口罩及喝凉茶来降 

低体温。

希望教育部能关注气象，如果烟霾情况恶化，最好提早于星 

期一傍晚之前宣布星期二为假R，让家长有心理准备不用载送孩 

子到校。

虽然待在家里不代表没有烟霾，但是学生能在这段期间减少 

户外活动，在家里休息

(班B华小校长廖德胜

购逾千□罩派学生
家教协会为了避免学生受烟霾影响，已买了超过下个口罩， 

以备提供给有需要的学生。

0前并没有学生因烟霾问题造成严重不适，校方将会依据教 

育部指示，一旦该区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点，将会停止学生的 

户外活动，改为室内的课外活动。

校方也鼓励学生在这段期间多喝水，多吃水果及减少到户外 

活动。

务德华小家教协会副主席伍醒罱

学生减少户外活动
务德虽然靠近佐汉瑟迪亚，但可能是风向又系，今日校园的 

烟霾情况并不严重，学生也如常上课，考试不受影响。

今天只有小六考生和五年级学生上课，我们安排学生减少户 

外活动，并劝告他们多喝水。

班八华小校长林牡丹

未有学生身体不适
最近天气干燥及烟霾问题，特意煲凉茶让学生们消暑。

目前没有收到学生W空气变质而不适的的消息，但学校会减 

少学生们户外活动的时间，直到空气素质变好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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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拉港12日讯）垃圾 

承包商闯私人地非法倾 

倒垃圾，两周内居然丢 

弃多达近100个集装箱 

的垃圾，此外还露天焚 

烧垃圾，地主料得破财 

3万令吉以清理空地。

有关私人地位于无 

拉港路路边，原本是一 

间陈列室，一年前开始 

空置后地主把陈列室上 

锁并聘保安员巡逻，不 

料却遭垃圾承包商觊 

觎，撬开锁头私闯入内 

倒垃圾，再关上门。

基
于私人地有围墙，门 

也关着，闪此从大路

望进去看不到有人闯人倒垃 

圾，垃圾倒了两周及被焚烧后 

才引起民众注意及投诉。

里面堆住家垃圾

无拉港州议员王诗棋与加 

影市议员神建华今R和市议会 

官员到现场巡视。

据现场观察，空地靠近大 

路的主要都是装修废料，里面 

则是一包包的住家垃圾，整齐 

的堆积在一旁，现场垃圾数fi 

目测有约100个集装箱。

垃圾承包商擅闯私人地

酬近百集装雛圾

王诗棋:垃圾整齐堆迭

疑承包商或集装箱公司所为
无拉港州议员王诗棋查看 

现场的垃圾，发现空地里头的 

住家垃圾一包包整整齐齐堆 

迭，根据现场的垃圾种类及安 

置方式推断，相信是垃圾承包 

商或垃圾集装箱公司所为。

“以往空地无人打理才被 

人滥用，现在这个是私人产 

业，地主有上锁、有围起来， 

也有保安员不时巡逻，垃圾承 

包商也敢剪锁头私闯入内倒垃 

圾。”

她说，州政府应向垃圾虫 

宣战，建议以强硬手法对付， 

若证实是垃圾集装箱公司所 

为，应该撤销涉及公司的执 

照，否则雪州这个人口密集的 

州属可能沦为垃圾州。

“市议会曾发现有垃圾集 

装箱公R]乱倒垃圾，但提供情 

报的居民是从公寓高处拍下有 

又罗里倒垃圾，拍不清楚车 

牌。，’

王诗棋也认为，市议会执 

法不严和人力不足，是非法垃 

圾卷土重来的原N。

“雪州冠全国骨痛热症病 

例榜首，与非法垃圾绝对有关 

系，虽然我们做了很多宣导和 

大扫除活动，但若非法垃圾场 

问题不解决，情况不会改
善〇，，

她形容，制造非法垃圾场 

者，有如间接谋杀他人性命。

接露天焚烧投报始揭发
神建华说，他前天（10 

日）接获民众投报有人露天焚 

烧后到场了解时才赫然发现有 

关私人地被滥用，于是找上地 

主，后者表示有关土地有上 

锁，但围墙的铁花已被人偷 

走，没想到有人潜人倒垃圾。

他估计，若一个集装箱垃

圾需要300令吉清理费，地主 

需要花费3万令吉清理。

他说，市议会可以发传票 

给地主，但相信地主是受害 

者，对土地被滥用不知情，并 

提醒所有地主或厂家，务必留 

意本身的空地丁厂，以免被人 

滥用后还得破费清理垃圾。

刚清5箱又来9箱

政府地非法垃圾清不完
神建华也披露，除了有关 

私人地遭滥用，Amerin Mall前 

面的政府地段也有人非法倒垃 

圾，市议会上周发现后，已于 

9月4日清掉5个集装箱垃 

圾，不料过去的周末又被人倒 

垃圾，市议会周二（11日）乂 

清掉9个集装箱垃圾

他说，之前市议会已挖断 

有关空地的人口处，但闪被挖 

的地段下面有电缆，W此用混 

凝土石板阻挡入口，没想到仍 

无法阻止垃圾虫。

“我会要求市议会避开地 

下电缆，再挖断人口处，下来 

考虑出租或善用有关地段。”

乌冷今年至今15蚊症死亡病例
今年至今乌冷地区已发生 

15宗骨痛热症死亡病例，神建 

华大表关注。

“其中无拉港在9月1 R 

至7日不短短一周内传出17 

宗骨痛热症病例，0前无拉港

有3个骨痛热症黑区，包拈两 

个在蕉赖再也花园，一个在锡 

米山。”

他希望垃圾虫也能明白， 

他们的家人也可能因为他们的 

行为而患骨痛热症。

隐藏在私人地里面的垃圾山数量十分惊人，左起是王诗棋、神 

建华和沈伟康。

Page 1 of 1

13 Sep 2019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KL/Selangor • Audience : 27,667 • Page: B2
Printed Size: 1110.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3,962.00 • Item ID: MY0037235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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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lw 飞_¥
及伊斯兰党合作在即，两党掌握的马来票基本盘在下届•衣p 
沖击雪!Jj、L政局，特别是土团党更^可能全军覆没。

LSb：

州国州议席

公正党彳〇席

SPB^lSfl 攔 _3iii (jj)行动党k 16席|0>巫统 >5席

0!诚信党t> 8席 伊斯兰党t> 1席

j>l 议席:56 席）....

0公正党> 21席 ©土团党>5席

雪州第14届大选成绩 

巫伊选票与希盟选票接近的国州议席

有望重夺12州應
吉隆坡12日讯|巫统及伊斯兰党结盟在即，两党正式合作势 

让大马国内政治版图重新洗牌。在雪州方面，一旦巫统及伊斯 

兰党达成共识一对一单挑希盟，有望重夺雪州12个州席，土团党恐将全军覆没！

席甸
W m

/~\ 大港 1 万 7350 1 万 6636 7220 714

国
席

乌雪 4 万 0783 2 万 7392 1 万 6620 1 万 3391

瓜拉雪兰莪 2 万9842 2万 1344 8535 8498

加埔 4 万7731 2 万 6412 3万 1425 1 万6306
V_y

瓜拉冷岳 4 万3239 2 万 6127 1 万 8731 1 万 7112

fwl
沙白 6981 6851 6183 130

适耕庄 7863 5019 2351 2844

议 答冬加里 2万 1536 1 万 3221 7408 8315

席 伯马登 9208 8050 2746 1158
V_/ 武吉美拉华帝 1 万 1050 8355 3261 2695

依约 8914 6800 3942 2114

而揽 7087 5896 4326 1191

轰捍 9845 6985 5672 2860

邓普勒花园 1 万 8362 7580 1 万 0459 7903

鹅唛斯迪亚 2 万 4157 1 万 1113 1 万 1758 1 万2399

杜顺大 2 万2325 1 万 1903 7771 1 万 0422

双溪拉马 2 万4591 9372 1 万3961 1 万0630

中路 1 万 7665 8057 7804 9608

士文达 1 万 7867 1 万 2497 7696 5370

巴生海峽 1 万2266 9949 1 万 1766 500

摩立 1 万 1000 8883 7329 2117

丹绒士拔 9828 7124 4273 2704

龙溪 2 万 1172 1 万4238 8422 6934

双溪比力 1 万 3484 6898 5200 6586

巫统及伊斯兰党为国内两大 

马来穆斯林政党，因此两党结盟 

合作，目标就是争取更多的马来选 

票。巫伊两党的策略也非常明确， 

即由巫统挑战土著团结党的议席， 

而伊斯兰党则瞄准诚信党的议席。

倘若巫伊两党的如意算盘打 

得响，势必会对希盟造成冲击。 

尽管距离下届大选尚有大约3年的 

时间，选情会因为各种因素存在 

变数，不过雪州巫统及伊党已磨刀 

霍霍，早前率先合作成立协调委员 

会，放眼重夺雪州政权。

合起来，足以从希盟手中夺回12个 

州议席，其中土团党将全军覆没。

12个州议席包括土团党掌控 

的荅冬加里、而揽、轰埠、巴生海 

峡及龙溪，诚信党的沙白及摩立， 

公正党的武吉美拉华帝、依约、士 

文达、丹绒士拔及伯马登。

希盟优势不明显

上述12个议席在第14届大选 

中都上演三角战，希盟得益于马来 

选票分裂才得以险胜。以巴生海峡 

别6851票及6183票，多数票仅130 

票。因此，巫伊结盟的势力将会威 

胁诚信党的选情。

另外，希盟还有7个州议席的 

优势也不明显，恐会受到巫伊两党 

结盟的威胁。7个州议席包括行动 

党的适耕庄、杜顺大及双溪比力、 

诚信党的邓普勒公园、双溪拉马及 

中路及公正党的鹅唛斯迪亚。

杜顺大是行动党首次拿下的 

议席，尽管行动党候选人艾德里的 

多数票为1万422票，不过巫伊两党 

票数结合后，多数票将锐减至2651 

希盟得票国阵/巫统得票伊党得票多数票

蔡念耀

.〔国席:22席

雪州目前共有56个州议席， 

公正党手握21席，行动党16席， 

诚信党8席及土团党5席，希盟共掌 

控50个议席。至于反对党方面，则 

巫统有5个议席及伊党1个议席。

不过，若根据第14届全国大选 

的成绩推算，巫统及伊党的票数结

州议席为例，土团党雪州主席拿督 

阿都拉昔取得1万2266张票，巫统 

及伊斯兰党分别取得9949票及1万 

1766票，多数票仅有500张，巫伊 

两党的票数总和已超过土团党。

沙白州议席情况也相同，诚 

信党获得6981票，巫统及伊党分

票，因此行动党的优势并不明显。

至于适耕庄及双溪比力州议 

席，国阵是由马华代表上阵，不 

过结合国阵及伊党的票数，行动党 

在适耕庄及双溪比力州议席的多数 

票优势将大幅下降至493票及1386 

票，同样非常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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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团党3周年党庆上千党员共襄盛举
莎阿南12日讯| 土著团结

党今晚庆祝创党3周年，上千名 

党员聚集于此共襄盛举，声势 

浩大。

土团党今晚9时在莎阿南 

独立广场举行创党3周年党庆， 

全国各地党员身穿红色党服共

聚一堂庆祝一番。

有别以往，今年的党庆以 

自助餐晚宴的方式进行，宴开 

200席。土团党在莎阿南独立广

场搭起大型帐篷，配有冷气， 

杜绝笼罩在室外的烟霾。

在活动开始前，一众土团 

党领袖先前往苏丹沙拉胡丁阿 

都阿兹沙清真寺祈祷，数百名 

党员和民众一同祈祷。

首相兼土团党会长敦马哈 

迪在傍晚7时抵达清真寺，在场 

者包括党主席丹斯里慕尤丁、 

最高理事兼企业发展部长拿督 

斯里礼端等。

阿兹敏现身清真寺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该祈 

祷仪式属于土团党党庆活动之 

-，惟因久未出席公正党会议 

而备受争议的公正党署理主席 

兼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 

敏阿里则现身该清真寺，与土 

团党领袖一同进行祈祷。
另外，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也出席这场祈祷活动。

土团党于2016年9月9日成 

立，当时是由退出巫统的敦马 

哈迪、慕尤丁和慕克里兹等人 

一同创立，另起炉灶抗衡国阵 

和巫统。

马哈迪在2016年2月29日 

退出巫统，慕尤丁和慕克里兹 

则在同年6月24日被巫统开除党 

籍，三人皆不满时任首相兼巫 

统主席拿督斯里纳吉在处理一 

马公司丑闻的做法，与纳吉产 

生意见分歧，在同年9月9日成 

立土团党。

在2017年3月20日，土团 

党获得希盟3个成员党的同意， 

加入成为希望联盟的一分子， 

之后在同年4月5日遭到社团注 

册局暂时撤销注册。

但是，土团党在成立不到 

两周年，就成功与希盟成员党 

在509大选拿下我国政权，实现 

大马独立61年以来的首次政权 

轮替。

配合土团党3周年党庆，敦马哈迪（左起）和慕尤丁等土 

团党领袖身穿红色党服到清真寺祈祷，而阿兹敏（左3) 

也现身一同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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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要向垃圾虽S
加影12日讯|无拉港州议员王诗棋大 

叹其服务选区垃圾虫越发猖獗，下手目标 

不再仅限于无人看管的空地或森林区，如 

今连私人地段也被破门闯入堆弃垃圾，她 

直言州政府要向垃圾虫「宣战」，以免雪 

州成为大马首个垃圾州。

王诗棋是于今早，在加影市议员神 

建华、消拯人员及加影市议会执法组陪同 

下，到达加影外环大道（SILK )旁，一个被 

人恶意丢弃垃圾的私人空地巡视。

她表示，有别于以往发生在荒废空 

地，或森林等没人照料的地方，此次案例 

相当特别，因为这回是发生在有围墙和上 

锁铁n的私人地段’不法之徒把n攝开再 

入内丢弃垃圾，再把门掩上佯装得若无其 

事离去。

经过多番对无拉港非法垃圾场检举， 

她直呼事态正以「卷土重来」之势再次出 

现，她觉得，要彻底解决这样恶劣情况一 

再发生，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有必要向垃圾 

虫正式「宣战」！

她指州政府需以更为强硬手段对付不 

法之徒，如发现任何垃圾槽处理公司涉及 

类似乱丢弃垃圾，就不该只是罚款，还得 

吊销执照。

提及蚊症情况，她坦言雪州蚊症病例 

高居不下，甚至达全国榜首，雪州各家庭 

虽都有配合市议会进行预防措施和大扫除 

高发地区，但仍不见其效，其中主因与非 

法垃圾场有直接关系。

神建华则表示，周二傍晚5时许，接获 

该空地垃圾起火投报，于是便联系无拉港

由于地主疏于看顾，导致其私人地段竟 

被有心人士盯上，闯入堆弃垃圾，久而 

久之形成一座非法垃圾场。 -陈启新_

州议员办公室、消拯局和市议会，众人赶 

往现场一探究竟起火原因为何，发现了大 

量被烧的垃圾，随后就联络上地主。

无独有偶，加影市议会也于上周四在 

临近Amerin Mall旁的加影外环大道天桥处 

发现为数5个垃圾槽的垃圾，并著手处理了 

一遍，但周末过去后，该区再次出现多出 

近一倍的垃圾，于是市议会再次清理，共9 

个垃圾槽的垃圾。

神建华促请所有地主，尤其是无拉港 

一带的，一定要以此为鉴，小心谨慎地照 

顾好名下的全部地段，以免案例重演，而 

发觉类似情况发生的民众，也请踊跃投报 

给相关单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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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水荒争取100万紧急拨款
新山12日讯|柔佛国际贸

易、投资与公用事业行政议员潘 

伟斯透露，今年州政府将动用紧 

急拨款，进行五次人工造雨活 

动，而其本身也建议在柔州的明 

年财政预算案，纳入一笔100万令 

吉的紧急拨款，以应对未来的柔 

佛州水荒情况。

他指出，每一次的人工造 

雨，需耗资3万5000令吉，加上需 

要视当时的天气及云层情况，因 

此成功率仅有20 %。

潘伟斯周四在第十四届第

二季第二期柔州立法议会的口头 

问答环节，针对行动党北干那那 

州议员杨敦祥提问，州政府有无 

计划进行人工造雨，以纾解州内 

水源短缺及烟霾问题时，如是回 

应。

「有关人造雨的费用今年将 

从紧急拨款中提取，我们明年将 

申请一笔100万令吉款项。」

与此同时，潘伟斯也表示，

除了人工造雨外，州政府也进行 

了一系列解决水供短缺问题的措 

施，包括从水坝相互输水，或是 

从河流引水至水坝或滤水站等。

他说，从今年7月起至目 

前，当局每日从东顺水坝输6亿公 

升原水前往乐班水坝；另外，也 

每曰从东顺水坝输1亿3000万公升 

原水前往拉央水坝。

东顺水±贝属于国油公司，虽

然不需买水，但输水需要电泵， 

需要负担每立方尺50仙的泵水费 

用，这个成本是由州政府及柔州 

水务联熹私人有限公司分担。

潘伟斯也提到，从冷岳河输 

水至章莪水坝的工程也已在2017 

年完成，当局如今每日输送1600 

万公升原水至章莪水坝，以确保 

丰盛港水供不受影响。

另外，他说，从加享水坝 

输水至森布隆东滤水站工程也已 

经于2019年初完成，一旦森布隆 

河的水位下降导致滤水站无法运

作，就会有3300万公升原水输往 

滤水站。

他表7F !在洛兴滤水站兴建 

地下水井的工程也已于2019年6 

月完成，并可提供900万公升的生 

水。

「今年初，州政府也向中央 

政府申请，包括兴建乌鲁大素里 

里水坝、大素里里河拦河坝、柔 

佛河及埔莱河的沿海水库、吗什 

水坝输水之新邦令金滤水站，及 

从大素里里河输水至肯埔滤水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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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种12日讯|雪州行政议员 

黄思汉表示，佐汉斯迪亚一带目 

前的空污指数，是由外在因素所 

引起，并非是因为内在出现露天 

焚烧而引起。

他说，佐汉斯迪亚每年都会 

有空污问题，因此雪州政府的监 

督小组会24小时对佐汉斯迪亚进 

行监督。惟他们却发现，此次佐 

汉斯迪亚并没有出现露天焚烧，

换言之现有的空污情况，是来自 

外围地区。

他直言，截至今早，雪州共 

11个监测站中，其中一个，即佐 

汉斯迪亚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 

另外9个处于不健康水平，只有一 

个地区出现中等水平。

黄思汉也是金銮州议员，他 

在今早到金銮第一区国中，分派 

2000张口罩给该校师生后，在记

者会上，如是表示。

雪州政府也将根据实际情 

况，继续监控雪州境内的空污情 

况，并会采取适当措施来应对烟 

霾的影响。

此外，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今日也在面子书社交平台上呼吁 

雪州民众，采取防范措施减少运 

动或户外活动，以降低霾害的影 

响。

佐汉斯迪亚空污外在因素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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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伊党支持率下降
莎阿南12日讯|巫统及伊斯

兰党签署合作协议前夕，一份民调 

显示伊党在雪州的支持率已从第 

14届全国大选时的15%骤降至8%。

雪州政府智库达鲁益山研究 

机构高级经理凯鲁阿里芬今日发表 

文告说，该机构于今年7月12日至 

14日，在雪州56个州选区展开的 

民调显示，伊党在雪州的支持率相 

较第14届全国大选，共下降7%。

不过，凯鲁阿里芬表示，伊 

党在雪州的支持率下降不意味选民 

会流向希盟或巫统。「这些选民更 

倾向于观察接下来的时事发展， 

以决定投票支持哪一个政党。达鲁 

益山研究机构的民调也显示，希盟

及国阵的支持率稳定，依然维持第 

14届全国大选享有的支持。」

他也说，该机构在第14届 

全国大选前预测伊党的支持率为 

12%，不过伊党在大选时获得的支 

持率却微增至15%。如今伊党的支 

持率下降，则显示伊党支持者及投 

票支持伊党的选民已开始转态。

「伊党上届大选获得的选票可 

分为三大类型，首先是伊党党员、 

他们在无论任何情况下都会继续支 

持伊党。第二则是伊党支持者，他 

们非党员，却支持伊党的意识形态 

及斗争。第三是投票支持伊党的选 

民，他们是基于个人理由，或被伊 

党提供的代替方案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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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漢斯迪亞空污外在因素引起
蒲种12日讯|雪州行政议 

员黄思汉表示，佐汉斯迪亚一 

带目前的空污指数，是由外在 

因素所引起，并非是因为内在 

出现露天焚烧而引起。

他说，佐汉斯迪亚每年都会 

有空污问题，因此雪州政府的监督 
小组会24小时对佐汉斯迪亚进行监 

督。惟他们却发现，此次佐汉斯迪 

亚并没有出现露天焚烧，换言之现 

有的空污情况，是来自外围地区。

他直言，截至今早，雪州 

共11个监测站中，其中一个， 

即佐汉斯迪亚处于非常不健康 

水平，另外9个处于不健康水 

平，只有一个地区出现中等水 

平。黄思汉也是金銮州议员， 

他在今早到金銮第••区国中， 
分派2000张口罩给该校师生 

后，在记者会上，如是表示。

雪州政府也将根据实际 

情况，继续监控雪州境内的空 

污情况，并会采取适当措施来 

应对烟霾的影响。此外，雪州 

大臣阿米鲁丁今日也在面子书 

社交平台上呼吁雪州民众，采 

取防范措施减少运动或户外活 

动，以降低霾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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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在2个星期内进行清理。

“12块地段，其中7块的 

地主已展开清理工作，另有1 

名地主则宣称有关地段并非 

他拥有，而其他的则找不到 

地主。”

市局将向地主索清理费

她说，任何没有在限期 

内进行清理的地段，市政局 
将会先展开清理丁作，并将 

会向地主索回清理T.作的所 

需花费，又或带上法庭。

动，而这些清理费用也将会 

向涉及地主索取。所以，如 

果你们（有关地主）没有给 

予回应，没有前来检查，在 

接获数额庞大的账单时，不 

要感到惊讶。”

杨巧双强调，地主不能 

以没有接获通知为借口，因 

为清理地段是身为地主所应 

负起的责任，即使市政局没 

有发出通知。

她也说，地主在将所拥 

有的地段清理后，也必须定 

时进行维护及清理。

市政局与居民在大扫除时， 

联手将水塘路一带清理干净。

I 1月至今27蚊症病例
巧双也说，该区的 

骨痛热症问题严 

重，自今年1月至今已发生多 
达27宗病例，其中有10宗是 

发生在排屋区，另外17宗则

是发生在当地的•座公寓， 
最近的•宗病例是在8月27 

曰。

此外，她指出，这些 

荒废的地段除了杂草丛生之

外，更是长了不少茂盛大 

树，甚至在早前发生风灾时 

倒下，有些老树更是被吹至 

连根拔起》

她说，市政局清理--棵 

大树就耗费了 1万3000令吉， 

包括必须动用很多辆罗里清

走倒下的树枝。

她表东，上述种种问 

题都是当地所面对的挑战， 

因此她与市政局也通过这次 

的大扫除活动，巡视及向居 

民了解情况，以鉴定问题所 

在。

聯合多單位居民清理

楊巧雙率衆隆大掃除
(吉隆坡12日讯）泗 

岩沫国会议员杨巧双服务 

中心联合吉隆坡市政局及 

土地局在吉隆坡水塘路 

(Jalan Kolam Air )展开大 

扫除活动，将当地多处荒 

废地段进行清理工作，协 

助解决当地所面对的环境 

卫生及骨痛热症问题。

据了解，这项活动也获 

得市政局及阿南弗拉派员， 
联同当地居民分成4组，于今 

早展开清理工作。

市政局也于昨日开始在 

当地展开修剪大树，以及清 

理野草等各项工作。

杨巧双（中）出席水塘路的大扫除活动，联同市政局 

官员并向居民了解当地所面对的问题。

■楊巧雙：12私人地雜草叢生7已清理

水塘路一带有多达12个私人 

土地段野草丛生及长有茂盛大 

树，引发骨痛热症或树倒问题。

“今天所展开的大扫除 

活动也是市政局其中…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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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业地，，垃k虫.fe-不胜

陈列室商业地段被垃圾 

虫侵占丢垃圾，王诗棋（右 

二）认为当局必须采取强硬 

执法对付，左二为神建华。

“垃圾蟲”無孔不入

(:这:

鑾麵:篇
(加影12日讯）“垃 

圾虫”泛滥，只要是空 

地就有可能会变成非法 

垃圾场，除了露天空 

地，如今连空置商业地 

也“沦陷” &

无拉港区加影外环大 

道旁•家陈列室空置超过- 

年，铁门深锁也挡不住垃圾 

虫“人侵”，日前一场大火 

揭发空置地段变成非法垃圾 

场，估计垃圾量需100辆罗里 

车次载走。

围墙铁门也挡不住

加影市议员神建华于周 

二根据•宗失火的投诉进行

了解，发现失火地点竟是非 

法垃圾场，而现场是一片商 

业地段，虽然有围墙铁门， 

又有保安人员定时巡逻，最 

终还是防不胜防，被垃圾虫 
“侵占了。

神建华说，华裔地主来 

到现场一看，被当场情景吓 

了一跳，其中=1分之一的地 

段已变成垃圾场，堆放大量 

建筑废料和食物残余等，发 
出阵阵臭味，苍蝇满天飞。

“初步估计，这堆垃 

圾在两星期前起陆续被丢弃 

现场，地主的保安人员只是 

巡逻外面，没有认真查看里 

面，地点又在加影外环大道 

旁边，若非发生大火，无人 

会知道里面有大量垃圾。”

神建举：地主也是受害者

神
建华表示，虽然加 

影市议会可针对有 

关事件向地主发出罚单，可 

是地主在此事是受害者，在 

不知情的情况下，有关地段 

被垃圾虫“征用”，地主承 

诺会自费委任承包商将垃圾 
清理，预计费用至少3万令 

吉。

他呼吁无拉港区拥有 

空地的地主务必加以监察， 

垃圾虫神出鬼没，以防变成

非法垃圾场，同时也促请公 

众，•旦发现可疑人士将大 

量垃圾弃在某处，立即向市 

议员或市议会投报9

他也说，在这之前，加 

影外环大道与英比安依山花 

园路口交界处附近的…片保 

留地，在上星期也被垃圾虫 

丢弃大量垃圾，市议会清理 

垃圾后，日前又再出现另-- 

堆垃圾，无拉港区的非法垃 

圾问题太多。

王詩棋：須嚴打垃圾蟲 

无
拉港州议员王诗棋 

说，雪州政府必 

须采取强硬执法手段对付垃 

圾虫，要有决心向垃圾虫宣 

战，如果再不阻止垃圾虫， 

雪州将会变成垃圾州。

她表示，雪州发展高 

速，人口也多，但蚊症也高 

居全国首位，其中一个主因 

绝对与非法垃圾场有关，现

有的执法制度不能有效地对 

付冥顽不灵的垃圾虫，必须 

采取更强硬的执法

她披露，有关事件也反 

映垃圾虫向私人空置商I地 

打主意，不得不关注，而且 

非法垃圾场太多，导致蚊症 

案例增加，乌冷区蚊症死亡 

率不断上升，也是垃圾虫间 

接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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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苑議員服務中心慶中秋

“自煮盆菜”筵開78席
(安邦12日讯）“我们的中秋 

节，我们自己煮”

莲花苑州议员服务中心与安邦 

再也第十九区居委会联办2019年中 

秋共餐晚会，日前成功在打昔柏迈 
举行，宴请78席，吸引千人■起共 

渡欢乐时光。

这场中秋共餐，是以“围村盆 

菜自己煮”的概念，让村民别开生 

面的方式欢庆佳节，除了盆菜，主 

办当局在该区妇女组配合底下，共 

同学习与制作600粒冰皮月饼共大家 

品尝，整个中秋活动，就是要让打 

昔柏迈新村动起来。

莲花苑州议员黎潍福表示， 

感谢大家在第14届大选时的支持， 

让行动党捍卫了莲花苑州议席， 
并为该区迎来了33位“YB”，他 

解释说这些“YB”不是“Yang 

8扣11〇1^；^”，他们是来自3 3人 

所组成的莲花苑团队中的“Yang 

Berkhidmat’ 〇

他说，33位成员当中包括了他 

自己，在过去一年来都在选区内尽 

心尽力的工作，无论如何，他说团 

队不敢承诺会做到100%，但是只 

要居民通过正确的管道提出要求， 

莲花苑团队一定会尽己之力完成任 

务。市议员丁杰隆也在会上致词&

以“围村盆菜自己煮”的概念 

的中秋共餐晚会，吸引近千名民众出 

席。

打昔中秋共餐晚会在接近晚上卯寸， 

由莲花苑州议员及各区市议员的带领 

下，绕着新村提灯游行，让孩子们在这 

传统提灯游行的方式下结束了这一场温 

馨的中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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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稻苗場、試駕插秧機、嚐海鮮美食

重王儲考察通嫌B
黄瑞林（前排左七起）与东姑阿米尔沙等人一起在绿油油稻田前合影。

(适耕庄12日讯）被喻为雪州 

“鱼米之乡”的适耕庄闻名遐迩， 

连雪州王室成员也爱上了这片土 

地！

雪州苏丹沙拉弗丁伉偭是在2017年 

5月到访当地，而苏丹后东姑诺拉西京在 

今年5月更与亲友到适耕庄走走逛逛，如 

今连王储东姑阿米尔沙也驾临该处。

雪州王储东姑阿米尔沙是于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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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姑阿米尔沙吁维护米仓美誉

东姑阿米尔沙昨日上午展开沙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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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人稻田，体验一日农夫的工作。

东姑阿米尔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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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东姑阿米尔沙也到法利达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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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口弹牙的口感赞不绝口。

黄瑞林（前左）向东姑阿米尔沙（右二）讲解插秧机的 黄瑞林（前左起）与驾驶插秧机的东姑阿米尔沙自拍合

操作方式，前排右一为林荣坤。 影。

黃瑞林：王儲成馬來市場代言人
^程陪同在旁的雪州议长兼适耕 

1庄区州议员黄瑞林，也对东姑 

阿米尔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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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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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苏丹数年前的亲自到访，加上 

苏丹后和王储轮番考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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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者包括大港区国会议员慕斯里 

敏、沙白安南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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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新协 

发父子有限公司负责人林荣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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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翁趣憲里_

巫统和伊斯兰党即将签署合作宪章，伊党旗帜破天荒首次在巫统总部与巫统旗帜一

起扬起。

掛橫幅引爭議納吉卡立隔空交戰

另;
夕卜，穆斯林团结集会向吉隆坡市 

'政局（DBKL)申请张挂横幅的数 

量，引发直辖区部长卡立沙末前与首相拿督 

斯里纳吉隔空交战，双方支持者也加人骂 

战。

卡立沙末较早发推文指巫统只申请了 

150个横幅，但是却挂了 1000个横幅。

卡立沙末写道：“诚实是伊斯兰的斗争 

之-•，但（巫统）在张挂横幅数量上也要欺 

骗。为了自己的政治议程玩弄宗教课题的片

子，事实已经这么明显还要狡辩，还是说数 

学并不好？哈哈。”

结果纳吉秀出申请反驳，他指申请书上 

清楚列明是申请1000条横幅。

纳吉也表示，在吉隆坡市政局拿下巫统 

和伊斯兰党张挂的横幅后，卡立沙末还在脸 

书发帖指责巫统是个不诚实，且为了自己的 

政治议程而玩弄宗教课题的骗子。

“好吧！希盟部长。到底是谁不诚实、 

骗子以及那个玩弄宗教课题的人？”

安努亚慕沙（左）与达基尤丁异 

口同声称，在巫伊合作及伊斯兰教义大 
前提下’ “异教徒”课题已经变成小事

fs

丨

Jf ■ ■

^MN0,flR

% I •>»

巫伊明

(八打灵再也12日讯）巫统和 

伊斯兰党将于9月14日签署合作宪 

章，并举行穆斯林团结集会，巫统 

总部破天荒第一次挂起伊斯兰党旗 

帜。

根据巫统在线报道，两党旗帜一起 

在巫统总部飘扬，象征着巫伊两党达成 

共识。

巫伊两党明日开始在巫统总部举办 

-连串的活动，并估计有1万人参与其 

盛，而巫伊两党签署合作宪章，将会是 

活动的高潮。

活动包括由巫统和伊斯兰党妇女 

组举办的祈祷仪式、巫统通讯局举办的 

“穆斯林团结研讨会”，以及巫青团和 

伊青团在吉隆坡世界贸易中心广场举行 
白勺胃

此外，明晚举行的“穆斯林团结讲 

座”，巫统署理主席拿督莫哈末哈山及 

伊斯兰党署理主席拿督端依布拉欣皆会 

出席。

周六当天，两党主席，即巫统主席 

拿督斯里阿末扎希及伊党主席拿督斯里 

哈迪阿旺亲自签署合作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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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钦瀚（后排右五起）移交2500个口罩给副校长吴淑娟:: 

后排左四起为梁昭胜及李国魂。

丘欽翰：民衆可投報

市會嚴懲露天焚燒者
(加影12R讯）万宜国 

会议员王建民特别助理丘钦 

瀚说，若民众发现任何人涉 

及露天焚烧，可向市议会作 

出投报，并对涉及者采取严 

厉对付。

也是加影市议员的他， 

今早代表万宜国会议员服务 
中心移交2500个口罩给双溪 
龙华小后，提醒民众务必配 

合环境局严禁露天焚烧的指 

示，勿以身试法。

他说，如果市议会接获 

相关投诉就会采取行动，因 

此民众受促配合。

出席移交口罩仪式包括

双溪龙华小董事长兼家协主 
席李国魂、董事梁昭胜、副 

校长吴淑娟、市议员刘佳达 

及行动党万宜区社青团团长 

李文彬等。

双溪龙华小请代课老师

另-方面，双溪龙华小 

今年首批共235名小六学生应 

考小六评估考试（UPSR )， 

双溪龙华小董事长兼家协主 

席李国魂期盼学生能够考到 

理想成绩。他也说，该校目 

前尚有多名代课教师空缺待 

填，呼吁有意者联络该校 
(03-9080 7788 )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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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双（左 

起）和张念群一 
同为2019年亚洲 

地区青年节“建 

设下一代运动” 

主持推介_9右 
一为亚太妇女 

资源研究中心 
(ARROW)执行 

董事希华南蒂。

(吉隆坡12日讯） 

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强 

调，若空气污染指数超 

过200点的非常不健康水 

平，各校校长有权宣布 

马上停课，无需获得教 

育部或教育局的批准。

张念群今日出席2019年 

亚洲地区青年节“建设下-- 
代运动”推介礼后，受访针 
对近日的烟霾情况回应时， 

这么指出

其次，就是当空气污染指数 
超过200点，就直接关闭当 

地的学校。”

至于隔天会否继续关 
闭学校，她说，•般上会视 
傍晚6点的空气污染指数时 

定
-同出席推介礼的妇 

女及家庭发展部副部长杨巧 
双指出，随着来临的中秋佳 
节，很多居民协会已计划了 

户外活动。
她建议民众，要视烟 

學校自行停

勸年輕人選好要奮鬥的事

外，杨巧双奉劝年轻人，选好要奋斗的事 
情，同时也不要变得独霸。

“当有其他的非政府组织和你做着一样的事情， 
你不需要打败对方，而是可以携手一同达到H的。

“我观察到的其中一点是，不仅在政治，即使是 
在非政府组织的世界，当-个人变得独霸，和其他人 

为了同一个目的而厮杀，他们最终互相争斗。”
她说，这些情况出现社区、甚至是立法者之 

间。
此外，她也呼吁年轻人要有创意以及打破常规思 

考问题；同时，找出•个心中想要奋斗的事情，并且 

要持续性去做。
她说，教育部较早前已 

经发出通令，授权校方决定 

是否停课。
“如果一个地方的空气 

污染指数超过100点，那么 

就不能进行任何户外活动，

霾的情况选择性进行户外活 
动。

“如果空气情况还可 
以，也要缩短户外活动的时 

间，如将两个小时的活动缩 
短至30分钟，象征式进行活 

动或移至室内进行。”

讓年輕人享平等福祉機會

另
-方面，张念群指 

出，亚洲地区是拥 
有最多年轻人（12至24岁） 
的，该地区至少有7亿名年 

轻人〇
她说，茁然这些年轻 

人具有不同的背景、民族、 

文化社会以及经济地位，但 

他们之间有着鲜明的相似之 

处，那就是他们生活中影响 
最深远的过渡期，就是迈向 

成年的时期。
“满足年轻人的需求 

并投资在他们身上，确保他 
们掌握足够的信息，包括性 
健康和生殖健康以及身体、 

社会、情感健康以及福祉和 
发展权利，在此阶段至关重 

要。”

她说，优先事项必须是 
让年轻人能够享有平等的整 

体福祉机会；而可持续发展 
目标（SDGs )是影响年轻人 

生活的发展框架。

“大马最近完成了在 
2018年第11届大马计划的中 

期评估。新政府致力于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2030议 

程。”
她也提及，从今年起， 

所有无国籍和没有证件的儿 
童都能够上学。

“教育部意识到教育是 
发展和成长的基础，因此简 

化不是大马公民入学的儿童 

注册程序，让他们能就读本 
地政府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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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种12日讯）雪州行政议 

员黄思汉表示，尽管巴生佐汉斯 

迪亚的空气污染指数已达非常不 

健康水平，惟根据雪州精明指挥 

中心全天候监督，发现该区并没 

有任何公开焚烧活动，证明空气 

污染非本地公开焚烧所致，而是 

受到其他因素影响。

他说，雪州共有11个雪州 

精明指挥中心，除了佐汉斯迪 

亚的空污指数达非常不健康水 

平及丹绒马林空污指数位于中 

等水平外，其余9个指挥中心的 

空污指数皆属于不健康水平。

成立群组监督空污情况

“由于空气污染情况严重， 

且让人担心，雪州政府已要求雪 

州环境局会面，向大臣阿米鲁丁 

及行政议员汇报烟霾及空气污染 

的最新情况及商讨解决方案。”

也是行动党金签区州议员的 

他今日到访金蛮镇第一区国中派 

发2000个口罩给师生时表示，雪 

州政府及环境局•定会采用最适 

合的方式来解决空气污染问题。

“同时，我们也有成立…个 

群组，由不同的官员全天候监督 

雪州的空气污染情况，并在第- 

时间给予汇报。”

他说，地方政府也会与能源 

科艺环境部合作，并全面配合他 

们的行动。

“同时，我们也会确保工 

厂根据能源科艺环境部的指南运 

作，并定时检查工厂避免影响空 

气污染素质。”

他也说，他个人认为，州政 

府应在更多地方设立雪州精明指 

挥中心，以更准确监督雪州每个 

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他同时也 

建议当局在蒲种设立新的精明指 

挥中心》

避免戶外活動多喝水

黄
思汉补充，在烟霾 

来袭期间，民众应 

尽量避免进行任何户外活动 

及多喝开水。

他说，教育部已发出指 

南给校长，当空污指数超过 

100点后就必须暂停课外活 

动，超过200点则必须停课。

“根据了解，金銮镇第 

-区国中中四学生目前正应

对期末考试，同时也已暂停 

课外活动。”

他也说，任何蒲种区的 

学校如需要口罩的话，可与 

他联系安排派送口罩。

出席新闻发布会者包 

括，梳邦再也市议员梅哈纳 

登、叶国荣、金銮镇第一区 

国中校长诺玛哈欣及家协秘 

书帝拉卡拉。

T黄思汉（左）与学生分享戴口罩正确的方法，并 

现场给予示范#

—黄思汉（前排右二）移交2000个口罩予诺玛哈欣 

(右一）#前排左二起为叶国荣及梅哈纳登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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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咖啡酒餐商公會週年宴

潘儉偉:預算案着重吸引外商投資

堪K業機會提升薪金
(八打灵再也1 2日 

讯）财政部长政治秘书潘 

俭伟指出，财政部将在来 

届的财政预算案中，更关 

注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 

尤其是来自中国外商到马 

来西亚设立工厂，借此增 

加就业机会，进而提升薪 

金〇

“政府也会关注我国 

的中小型企业及数码化，希 

望我国市场不管是小商家或 

大工厂，都能迈向数码化经 

济，增加整体的生产力增 

加，也提升赚钱能力t

“我国在面对经济危 

机的挑战下，将会想办法吸 

引更大的投资进人马来西 

亚。”

他也相信，在吸引更 

多外商投资能达到正面效 

应，帮助恢复及带动我国的 

经济成长，让我国回到过去 

在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增长能 

力。

他是在星期 >.晚上出席 

八打灵咖啡酒餐商公会庆祝 
39周年晚宴上，如是指出。

潘儉偉：去年獲批外資創新高

#是白沙罗区国会议员的潘俭伟表示， 

我国在八九十年代的经济成长迅速， 

主要是因为获得不少美国公司到马设立T」' 而 

吸引外商投资在当时也是全世界最高
“在90年代后，全球的投资逐步移到中国， 

成为世界最大的工厂生产，而中国的经济成长也 

在当时赶上:、”

他说，在受到中美贸易的影响下，不少美国 

公司开始将工厂迁移到东南亚，其中一部分也来 

到马来西亚，而我国在去年所批准的外商投资也 

达到历史新高，除了大部分来自美国之外，也有 

不少是来自中国的外商投资。

他也说，目前来自中国的外商投资比往年增 

加不少，惟他也相信还有继续增长的空间。

謝竇光：經濟低迷會員更要團結

打灵咖啡酒餐商公会会长谢宝光指 
乂、出，该会已迈人第39个年头，而这也 

对该会是意义重大，尤其在经济低迷的时候， 

更是需要所有会员团结一致，携手加强该会的组 

织，以让该会能继续成长，更上一层楼。

他说，在会员对理事们的信任，以及理事们 

的互相配合，也让他们更有信心能将该会办得更 

有声有色，同时也争取会员福利。

另外，谢宝光表示，环境卫生对餐饮业来说 

是非常重要，而全体会员与市议会配合，遵守当 

局的条例并保持店面的干净，才能达到这方面的 

成效。

他也说，该会自今年初开始多次与雪州行政 

议员商讨，并配合推行不主动提供塑料吸管的政 
策，而在7月正式落实下，顾客现已习惯并取得 

不错的成绩。

•；：lcr,cFXil i

八打灵咖啡酒餐商公会全体理事联同嘉宾切蛋糕，庆祝39周年生日。前排左起为郑有义、 

陈耀龙、何子孟、谢宝光、陈川养及丘国明。

八打灵咖°非酒餐商公会设宴庆祝39周年纪念，获得总会及 

全马各属会派出代表出席，场面热闹。

新咖啡茶业联 

合总会长拿督 

何子孟致词时则说，我国 

面对非法香烟问题比其他 

东南亚国家来得严重，因 

此，希望政府能采取措施 

解决这项问题。

他说，我国非法香烟 
多达60%，然而邻国的泰 

国及新加坡分别只有15% 

及10%，而非法香烟更是 

吸引没有收人的学生购 

买。

他也说，根据数据显 
示，我国2011至2015年期 

间的烟民为470万人，惟 

2015年后的人数不减反增 

/至499万，其中包括未成 

DU/o年的学生也为烟民行列， 

因此希望卫生部能对症下 

药，逐步地减少烟民的人数。

他也说，在不允许在餐馆范围 

内吸烟的禁令下，业者常常面对与 
顾客产生争执的困境，希望卫生部 

能设立一个合法吸烟区，让到餐馆 

用餐的烟民有地方吸烟，以两全其 

美的方式推行有关禁令。

出席者包括马新咖啡茶业联合 

署理会长郑有义、总务陈川养、八 

打灵咖啡酒餐商公会执行顾问陈耀 

龙、总务兼筹委会主席丘国明、八 

打灵再也区国会议员玛丽亚陈、甘 

榜东姑区州议员林怡威及万达镇区 

州议员嘉玛莉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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