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langor
rampas tanah
petani cetus
pembakaran
terbuka
Klang: Tindakan merampas ta-
pak tanah akan dilakukan terha-
dappetani yangmasihmelakukan
pembakaran terbuka ketika ma-
salah jerebu melanda.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

ri, berkata tindakan itu sebagai
tindakan tegas selepas melihat
pembakaran terbuka tetap dila-
kukan walaupun arahan meng-
hentikannya dikeluarkan.
Katanya, pembakaran terbuka

untuk aktiviti pertanian itu ke-
tika jerebu akan memburukkan
lagi keadaan sedia ada.
“Bagaimanapun, kita akan pas-

tikan tindakan (merampas tanah)
ini mengikut prosedur dan pro-
ses ditetapkan.
“Bukan mudah mengambil ta-

nah ini kerana ada tanah disewa
dan ada juga tanah diceroboh un-
tuk tanaman sayuran,” katanya
selepas hadir ke Pertandingan
Debat dan Pidato XI Yayasan Se-
langor, di sini, semalam.
Amirudin berkata, setakat ini

tiada tangkapan terhadap petani
yang ingkar dengan arahan.
Ia berikutan kebakaran terbu-

ka itu dilakukan pada waktu ma-
lam dan awal pagi.
“Apabila kita pergi, tuan tanah

tidak ada, tak tahu di mana.
“Apabila sampai lokasi, kita

mengambil langkah memadam-
kan api dahulu sebelum mencari
pihak yang membakar,” katanya.
Sabtu lalu, Timbalan Pengarah

Operasi Jabatan Bomba dan Pe-
nyelamat Malaysia (JBPM), Ha-
ron Tahir, meminta Jabatan
Alam Sekitar (JAS) mengubah
strategi menangani jerebu.
Beliau berkata, kuasa berhu-

bung alam sekitar dan pendak-
waan di bawah seliaan JAS, ma-
nakala pihaknya mempunyai
kuasa untuk menyia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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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amai 179,843 
pelajar di Selangor 
dan lebih 25,000 
pelajar di Putrajaya 
terlibat dalam 
penutupan sekolah 
susulan bacaan 
Indeks Pencemaran 
Udara (IPU) yang 
memasuki tahap 
sangat tidak sihat 
mencecah bacaan 
melebihi 200 
sehingga jam 5 
petang se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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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sekolah ditutup hari ini
Putrajaya catat IPU 
jerebu sangat tidak 

sihat 204

KUALA LUMPUR - Putrajaya 
menjadi kawasan terbaharu 
mencatatkan bacaan Indeks Pen-
cemaran Udara (IPU) sangat ti-
dak sihat semalam dengan tiga 
lagi kawasan turut mencatatkan 
IPU melebihi 201.

Berdasarkan portal Sistem 
Pengurusan Indeks Pencemaran 
Udara Malaysia (APIMS) setakat 
jam 6 petang semalam, Putraja-
ya mencatatkan bacaan 204 ber-
banding 203 pada jam 9 pagi.

Tiga kawasan lain yang turut 

Semua sekolah di Putrajaya ditutup hari ini ekoran IPU di pusat pentadbiran itu 
semalam merekodkan bacaan mencecah 205.

PUTRAJAYA

berdepan jerebu teruk sehingga 
diklasifikasikan sangat tidak sihat 
ialah Johan Setia, Selangor (226), 
Kuching (229) serta Sri Aman 
(208) di Sarawak. 

Selain itu, bacaan APIMS 
semalam menunjukkan 29 ka-
wasan turut mencatatkan baca-
an IPU tidak sihat, 27 kawasan 
pula merekodkan bacaan seder-
hana manakala lapan kawasan 
dalam keadaan sihat.

Dalam pada itu, Jabatan Pen-
didikan Wilayah Persekutuan 
mengumumkan penutupan se-
mua 25 sekolah di Putrajaya esok 
akibat jerebu. 

Pengarah Pendidikan Jabat-
an Pendidikan Wilayah Perse-
kutuan Putrajaya, Farizah Ah-
mad berkata, keputusan itu 
dibuat berdasarkan bacaan In-

deks Pencemaran Udara (IPU) 
melebihi 200 setakat jam 5 pe-
tang semalam.

Sementara itu, di 
SELANGOR sebanyak 138 
buah sekolah di daerah Sepang, 
Hulu Langat, Kuala Langat, 
Klang dan Petaling Perdana di-
tutup hari ini.

Ia menjadikan jumlah seko-
lah yang ditutup di Putrajaya 
dan Selangor sebanyak 163 
buah sekolah.

Jabatan Pendidikan Negeri 
Selangor dalam satu kenyataan 
malam tadi berkata, penutupan 
sekolah itu melibatkan 23 buah 
sekolah di daerah Sepang, Hulu 
Langat (35), Kuala Langat (18), 
Klang (24) dan Petaling Perdana 
(38).

"Seramai 179,843 pelajar ter-

libat dalam penutupan sekolah 
esok (hari ini) dan sebarang per-
ubahan atau maklumat terbaru 

akan dimaklumkan dari semasa 
ke semasa," kata kenyataan 
terse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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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ready to keep 
Kepong Baru safe 
Residents join patrol initiative to help police improve security in area 

The police as well as KRT and SRS members at the r ibbon-cutt ing ceremony during the launch of the patrol scheme. 

By NAYLI BATRISYIA 
ABDUL JABAR 
metro@thestar.com.my 

TAMAN Petaling Kepong residents 
will feel a lot safer now that the 
Voluntary Patrol Scheme (SRS) is 
active in the neighbourhood. 

The initiative by the Kepong Baru 
C Neighbourhood Watch Committee 
(KRT) together with the police aims 
to improve security in the area as 
well as in Kepong Baru. 

Sentul police chief ACP S. 
Shanmugamoorthy, who launched 
the event, said he was touched by 
the community's willingness to 
cooperate with the police and lend 
their service to assist the force. 

"I will hold a meeting with the 
chairmen of 87 KRT Sentul to brief 
them on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dos and don'ts of operations for SRS 
and on abiding by the law for 
smooth operations," the Sentul 
police chief said. 

"They have to know their task 
and responsibilities. They must 
understand that there are laws and 
procedures so that they will not be 
blamed for any possible unwanted 
actions." 

The motorcycles that SRS members use when they go on patrols. 

Kepong Baru Voluntary Patrol 
Scheme leader Lim Chi Kiong said 
there were 12 to 18 volunteers 
patrolling twice a week on motorcy-
cles. 

"We started patrolling since July 
and will make our rounds not only 
in Kepong Baru C but also help keep 
watch in nearby areas," said Lim 
who was the person behind the for-
mation of the SRS. 

KRT chairman Loh Kok Wai said 

the Kepong Baru SRS team would 
assist to keep watch on other areas 
because the KRTs in other neigh-
bourhoods had yet to take off. 

"There are four KRTs in neigh-
bouring housing estates but they 
have not started the SRS yet. 

"The patrol unit will focus on 
main roads, community parks and 
commercial areas," he said. 

ACP Shanmugamoorthy said the 
police officers would brief the SRS 

before they went on patrols. 
He added that the police officers 

would join in patrolling efforts 
every now and then. 

"I joined the residents once when 
they went out on patrol and will 
join them again, now that I am a 
member of KRT and SRS," said 
Matthew Tan, a 35-year-old volun-
teer who owns a house in the area. 

-National Unity and Integration 
Department Sentul district unity 
officer Sukri Omar said patrolling 
hours were from midnight to 5am. 

He said the department approved 
the SRS initiative on May Tand that 
personal accident insurance cover-
age was available for KRT and SRS 
members on duty. 

Kepong Community Service 
Centre head Yee Poh Ping said he 
was happy with efforts taken by the 
residents to keep the crime rate 
down. 

Yee appealed to all residents to 
pay their monthly security fees as it 
would help the SRS carry out then-
duties effectively. 

"Only 40 to 60% of houseowners 
pay the monthly fee," said Yee who 
was concerned about areas that still 
had no securit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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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will run this stadium? 
Invested residents are concerned about 

the management of Sultan Sulaiman Stadium 
as lately talk is rife that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ay hand it 
over to a third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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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METRO, TUESDAY 17 SEPTEMBER 2019 

The Sultan Sulaiman Stadium renovation project's completion is delayed because its grandstand's steel structure has to be replaced. - Photos: AZLINA ABDULLAH/The Star 

The stadium entrance being given a fresh coat of paint. 

The drain-
age problem 
seems to 
have been 
resolved. 

Poser over takeover 
of public sports 
facility in Klang 
Speculation mounts that stadium may no longer 
be under local council but managed by third party 
By EDWARD RAJENDRA 
edward@thestar.com.my 

STAKEHOLDERS are eagerly 
awaiting the reopening of Sultan 
Sulaiman Stadium in Klang. 

However, their joy has been 
dented by talk that Selangor State 
Sports Council (MSNS) may be tak-
ing over the stadium. 

They are worried that locals' use 
of the stadium, which is currently 
being managed by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may be restricted if this happens. 

Ex-sportsman and hockey 
umpire Serjeet Singh, 61, said it 
was upsetting to hear that the 
iconic stadium, which is undergo-
ing major refurbishment using 
ratepayers' monies, could be put 

under a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MPK might see it as a plan to 
monetise its asset. It had tried in 
the past to ink an agreement with 
MSNS to take over the manage-
ment of the Pandamaran swim-
ming pool in Port Klang but that 
deal did not materialise after pub-
he opposition." 

Serjeet is worried that any move 
to privatise the stadium will curtail 
the community's use of the public 
facility for local tournaments and 
school sports meets. 

"It might make it harder and 
more expensive for sports clubs to 
book the field," he said. 

The stadium has been closed 
since September 2018 for refur-
bishment. 

It is a popular venue among 
sporting enthusiasts and schools 
often hold their annual sports day 
there. 

Amid rising concerns over the 
possible takeover of the stadium, 
Klang Consumer Association 
president Devadass Anjan said 
MPK should engage with the 
community before making any 
decision. 

"We do not know how MSNS 
will manage the place and 
whether schools and sports clubs 
can still continue using the stadi-
um. 

"We do not want the stadium to 
be given to a third party. 

"We want everyone to be able to 
enjoy the facilities without having 
to pay high fees," he said. 

The running track being repaved wi th synthetic material. Artist 's impression of the Sultan Sulaiman Stadium grandstand after refurbishment. 

Headline Who will run this stadium?
MediaTitle The Star
Date 17 Sep 2019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Metro Circulation 175,986
Page No 1TO3 Readership 527,958
Language English ArticleSize 2168 cm²
Journalist By EDWARD RAJENDRA AdValue RM 109,107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327,321



r - i i 
f-

Work to upgrade the Royal Gallery has not begun. 

The stadium's pillars getting a shade of blue. 

Longer time for repairs 
Meanwhile, it is learnt that the 

cost to refurbish the 45-year-old 
sports facility has gone up from the 
earlier estimated amount of 
RM4mil. 

This is because the contractor 
had to be given an additional alloca-
tion for the grandstand. 

An MPK spokesman said because 
of this, the contractor needed more 
time to complete the repairs. 

"The delay is also due to cost-
cutting measures as a smaller 
number of workers have been 
hired to handle the project," added 
the spokesman. 

During StarMetro's visit, the grass 
had been planted while work on 
the building, grandstand, track, 
drainage and wiring were still ongo-
ing. 

A regular user of the outdoor 
gym next to the stadium, who only 
wanted to be known as Ng, said he 
did not mind if the council took an 
additional six months to complete 
the works. 

However, he expressed worry 
that the public facility might be 
privatised. 

He said the water stagnation 
issue had been resolved as a down-
pour earlier this month did not 
result in the drains around the track 
overflowing. 

On Jan 17, StarMetro in a front-
page story "Delay in reopening" had 
reported that the deadline for the 
refurbishment would be extended 
because of water ponding issues. 

Jogger I. Balakrishnan, 64, said 
the contractor should increase man-
power so that the project could be 
completed earlier and the 
public could use the facilities 
sooner. 

Serjeet wants MPK to put up proper rooting at the mini grandstand in Stadium Sultan Suleiman. - Photos: LOW BOON TAVThe Star 

Further eight-month wait 
causes disappointment 
ISSSS^S* Regular users of stadium also urge MPf <•-_ 

StarMetro's report on Jan 17. 

MPK Engineering Department 
head Zamri Othman, when asked 
about talk that MSNS might be 
taking over the management of the 
stadium, said: "I am not aware of 
this development and I do not want 
to comment further." 

On the additional allocation given 
to the contractor, Zamri said 
RM375,000 was needed because the 
steel structure of the grandstand 
had to be replaced. 

"We cannot compromise as it 
involves public safety. 

"MPK has also approved a 
'refined' design to give the stadium 
a better look and feel," he said. 

On the delay, Zamri said all 
works must be completed by 
Oct 9. 

He added that the contractor 
would have to pay a daily penalty if 
there was any delay beyond the 
deadline given for him to complete 
the works. 

Serjeet is worried that any move to 
privatise the stadium will curtail 
the community's use of the facility 
for local tournaments and school 
sports m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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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er waste area for Kampung Bukit Lanjan community 

Yeoh and Abdul Halim discussing about the new rubbish disposal area and upgraded mailboxes. (Right) Kampung Bukit Lanjan residents now have a 
proper area to throw their rubbish. 

By J EG ATH IS WARY SUNDRAM 
metro@thestar.com.my 

KAMPUNG Bukit Lanjan residents 
can heave a sigh of relief as an 
effective waste collection system 
has been set up in the village. 

Segambut MP Hannah Yeoh said 
rpembers of the Kampung Bukit 
Lanjan Residents Association had 
told her about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residents, especially on the lack 
of a proper waste management sys-
tem there. 

"So we built an area to place rub-
bish bins and upgraded four com-
munity mailboxes with new tiles 
and paint, because the mailboxes 
were also in bad shape," she said, 
adding that whenever there was a 
downpour, rainwater would get 
into the mailboxes. 

Kampung Bukit Lanjan Residents 
Association chairman Abdul Halim 
Halid said residents had been carry-
ing their rubbish to the main road 
for many years, to be picked up by 

garbage collectors. 
"Since there was no proper place 

to dump our waste, heaps of rub-
bish bags would be stacked up on 
the main road even though waste 
collection contractors collected rub-

bish frequently." 
He said the problem got worse 

because of the many construction 
projects nearby as well as restau-
rant operators who dumped waste 
on the main road. 

"The newly built rubbish area is 
more convenient and easier to man-
age in terms of cleanliness. It will 
also be easier for the contractors to 
collect rubbish," he added. 

Yeoh said her main goal was to 

ensure the welfare of the 2,000 resi-
dents in Kampung Bukit Lanjan 
were looked after. 

Funds for the new rubbish facili-
ty and upgraded mailboxes were 
from the Segambut MP's 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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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BRENDA CH'NG and 
ALIA IZZATI 
metro@thestar.com.my 

VISITORS to the Section 17 Farmers 
Market were surprised by a 
Malaysia Day celebration filled with 
delicious food and attractive dis-
counts. 

Initiated by the Pasar Tani 
Section 17/1A Association, the cele-
bration saw both traders and resi-
dents coming together to cook up a 
feast. 

Starting as early as five in the 
morning, they whipped up an array 
of local fare such as fried chicken, 
seafood, fried fish and mutton 
along with ulam. 

"The fresh vegetables for the 

ulam and some of the other ingredi-
ents were sponsored by our market 
traders and just for this special day, 
we offered discounted prices for 
our products at the market," said 
association chairman Zainal 
Abidin. 

He said the traders wanted to 
attract more customers and also 
entice regulars to keep coming back 
instead of doing their marketing 
elsewhere. 

"Our prices are very reasonable 
so I hope that customers can see 
that it is worth it to shop here," he 
added. 

Also at the celebration was Bukit 
Gasing assemblyman Rajiv 
Rishyakaran who lauded the associ-
ation's effort in organising a patri-

otic and multiracial event. 
"It is rare to see markets doing 

something like this. They also cele-
brate many festive occasions here,"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association 
had organised similar events dur-
ing Chinese New Year and Hari 
Raya Aidilfitri. 

Rajiv gave RM1,000 from his allo-
cation to help fund the event. 

Petaling Jaya MP Maria Chin 
Abdullah, who came to the event, 
also lauded the effort. 

"I am amazed by the generosity 
of the multiracial residents and 
traders in coming together to make 
this celebration a success," she said. 

Rajiv and Maria later cut a 
Malaysia Day cake and handed out 
mini Jalur Gemilang to visitors. 

Section 17 market traders, residents 
mingle at Malaysia Day gathering 

(From left) 
Petaling District 
Fama officer 
Khoirudin 
Salimin, Rajiv, 
Maria, Selangor 
Farmers Market 
coordinator 
Yusop Ahmad 
Rani and Zainal 
cutting a cake to 
celebrate 
Malaysia Day at 
the Section 17 
Farmers Market 
in Petaling J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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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 
Carry out 

burning * 
and the 
Selangor govt 
will seize 
your land. > 6 

Air Pollutant Index reading 
(As at 8pm, Sept 16) 
29 stations recorded unhealthy levels: 101-200 
4 stations recorded very unhealthy levels: 201-300 

JohanSetia 2 2 9 Shah Alam 1 9 4 

Kuching 2 2 3 Samarahan 1 8 7 

Sri Aman 2 0 4 Petaling Jaya 1 7 1 

Putrajaya 2 0 2 Nilai 1 6 9 

S'gor to seize 
land where 
farmers 
carry out 
open burning 
KLANG: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will confiscate farmland where 
open burning is being carried out. 

Mentri Besar Amirudin Shari 
said such action was required as 
farmers, especially those in the 
Johan Setia area here, were still 
carrying out open burning despite 
being told to stop such practices. 

"Open burning for carrying out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has, to some 
extent, worsened the haze situa-
tion. 

"However, we will ensure that 
such seizure is done according to 
procedure and it's not easy to take 
away such plots of land as some are 
leased or encroached upon for 
growing vegetables," he told report-
ers after attending the Yayasan 
Selangor Debating and Elocution 
Competition XI here yesterday. 

Amirudin said so far, no errant 
farmers had been arrested as they 
carried out open burning only at 
night or in the early morning. 

"When we went to such loca-
tions, the landowners were not 
there and we don't know their 
whereabouts. 

"We had to put out the fire before 
looking for those who committed 
the open burning," he added.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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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工程进行期间，旧 
路段洋灰需事先被铲掉。

章钦说，提升工程，将 
包括后巷、商店业者摆 

卖及经营规划等。
他希望业者和居民，奉公守 

法勿破坏公物、占用保留地 
段、违例建设等。

旦市议会要在我的选区 
内秉公办事，我也绝对会给予 
支持及不会阻止一切执法行 
动。”

他补充，一些商家占用保留 
地经商，抑或没有合法提呈图 
测及违例进行建设等工程，其 
建筑发展实际都威胁市民及公 
共安全，为此，市民应支持地 
方政府，以便协助监督商家的 
不法行为。

“我们也不会因为商家多年 
苦心经营，而让其非法行径得 
以合理化，反之将严厉要求 
大家务必学习及遵守市议会条 
规，让一切不合法化的活动可 
以纠正过来。”

“

(巴生16日讯）大马道路档案系统 

(MARRIS)将拨款100万令吉，提升巴 

生卫星市道路、排水系统等基本设施， 

巴生市议会同时会提升休闲草场和设立 

运动设施等。

巴生卫星市多年来缺乏关注，许多基本设施 
年久失修，巴生新镇州议员拿督邓章钦因此指 
示利用州选区所获大马道路档案系统拨款， 
提升卫星市国中和国小一带340公尺人行道、 

排水道及维修道路，同时，也将提升轻工业区 
1 .5公里及住宅区1 .1公里的道路。

邓章钦也将指示市议会规划提升双溪普鲁 
14B路大草场，包括铺平草地、设立运动设施 
等。

'^章钦也是雪州行政议员，他今早前往巡视 
选区时指出，各州议员皆获分配300万令吉大 

马道路档案系统拨款，以提升本身选区的道路 
工程。

照顧師生安全 ■邓章钦（左起）、黄智荣等人，前往巡视人行道建设进展，确保工程能够如期 

完成。

ho；

■双溪普鲁14B路大草场目前被封锁|屈立建设设时宅能启用。

/ 卜

■学校部分人行道路段已竣工，料9月中将可给居民带来舒适及安全的人 

行道。

筇V _

■大草场失修多时，路段凹凸不平，完成不适合孩子前往 

玩乐。

餐館業者受促改善衛生
养巴生卫星市的巴生市议员黄智荣促请巴生卫星市餐馆 

义业者，在11月尾前，改善环境卫生。
他说，巴生卫星市餐馆卫生不达标，市议会决定给予通 

融，直到11月尾限期前，都不会进行任何取缔，在限期过后 
就会严厉展开取缔行动。

他也说市议会除了提升双溪普鲁的草场，会拨款设置运动 
器材，供市民使用，同时已提升当地的民众会堂，
相信地方政府和州选区的合作下，能让 
巴生卫星市有全新的改变。”

他基于巴生卫星市过去发展缺乏受到关注， 
此次特别优先动用1〇〇万令吉，以提升上述路 
段系列工程。
1 优先考k提升卫星市国中和国小的人行道 
和排水道工程，主要考虑到学生常用设施及考 
量师生安全。”

他说，工程未提升之前，人行道主要以草坪 
作为与马路之间的分界，经过提升工程后， 
340公尺的人行道获利用砖块洋灰铺设垫高和 

加宽路段，除了有助于切割人行道与马路之间 
的分界之外，也可保障行人安全，让学生得以 
拥有更舒适的候车环境等。

邓章钦指出，脚踏车骑士也可以利用有关人 
行道通行，从而保障他们的安全；人行道也关 
注便于残障人士使用的建设。”

陪同出席者包括负责该区市议员黄智荣。

衛星市國中人行道料月中竣工

邓
•章钦鼓励居民，在卫星市国中和国 
小人行道设施提升后，通过步行或 

骑脚车方式，前往短距离路程的地段， 
借此也减少大家依赖私驾车等交通工具 
/±!行 〇
^他i兑，有关工程从8月初开始投入运 

作，预计本月中将竣工，届时，该区市 
民就可享用有关福利。

他也呼吁四轮驱动车的驾驶者，切勿 

不要将车停放在人行道或路肩，否则将 
指示市议会执法人员开出最高罚款的罚

单给相关人士，以儆效尤。
他指出，该区也正探讨提升双溪普鲁 

14B路大草场工程，如今该草场已被封 

锁，负责该区市议员黄智荣将受促向市 
议会建议如何进行提升计划，包括铺平 
草场、设立健身设施等。

“该草场失修多年，市议会责无旁 
贷，如今，是时候深入探讨该如何重新 
规划和发展，以便让附近居民得以受 
惠。”

■早前，

:.;純二黎必湖

-

/ 二-、.令 科、!，.n，: /
f '； .....

国中和国小人行道只是以草 

坪与道路分隔开来，威胁行 

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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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耕庄16日讯） 

烟霾无损适耕庄魅 
力！

适耕庄目前虽然并 
非旅游旺季，不过遇 
上悠长周末，每个景 
点仍是人潮汹涌。

9月有3个悠长周 

末，是携老带幼出游 
的好时机，尽管烟霾 
来袭，适耕庄旅游景 
点并没有因此变得冷

^ 适耕庄旅游发展协 
会主席黄瑞林接受 

《中国报》电访时 
指出，虽然近期烟霾 指出，虽然近期烟霾 
弥漫，但是前来适耕 
庄旅游的人潮依然很 
多，处处可见人群。

他坦言，早期每当 
烟霾季节，

■展销厅内有许多顾客在购买特产。

★照片黄瑞林提供

候不佳，他们可能只会短暂逗留就离
适耕庄旅 

游业都会受挫，游客 
减少连带当地经济活 
动放缓，不过经过他长年的推广，适耕庄 
已成为雪州著名旅游景点。

“经过多年的大事宣传，适耕庄成了旅 
游热点，尤其周末和假日，吸引许多人前 
往旅游。”

黄瑞林也是适耕庄州议员兼雪州议长， 
他提及，上周有稻海音乐节一连9天的马拉 

松音乐盛会，更是吸引庞大游客前来，丝 
晕不受烟霾影响。

“近日在热浪沙滩仍会看到人潮，气

由于烟霾情况一直在变化，黄瑞林不 
排除一些游客因烟霾因素临时改变主 
意，不前往适耕庄，不过相信影响不

“适耕庄很多户外景点是拍照打卡的 
去处，当烟霾严重的时候，游客可能会 
缩短在户外逗留的时间。

他也说，适耕庄也会室内的景点，比 
如阿嬤的家、适耕庄人民碾米厂的稻 
米展览馆、机兴工业（KHIND-MISTRAL 
INDUSTRIES SDN BHD)展览馆等，不影 

响游客观光。

■潮

99

1、 ' 、厂『▼丨，勹_n「1—-
、 {_____________- ssff

Page 1 of 1

17 Sep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1
Printed Size: 530.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0,454.55 • Item ID: MY003727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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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日

担

展

会

H

槓

领

以

目

印

大

/\

化

B

调

会

曼
_g

中秋園遊會曁慶大馬曰

逾30002
(加影I6日讯）逾3〇〇〇各族居民，

二聚一堂，齐庆中秋暨欢庆马来西亚 

丨！

由士毛月关爱社区协会、雪任杨靖耀老师 
丨任节目组主任。

'活动开i之前°，特别举办环保州关爱活力 

[乐部、士毛月新村、武来岸新村的乡村发 

丨及治安委员会联合主办，并获得加影市议 

，支持与协办的“中秋园游会暨欢庆马来西 

:曰”，昨晚在士毛月大草场举行。
逾3000名士毛月各族民众满怀热情，一同 

卜灯笼游街、迎接马来西亚日，共襄盛举。

午夜12時放煙花

在诚信党乌鲁冷岳区国会议员哈沙努丁带 

(下，各族民众一家大小加入提灯笼游街列 
.，全程大约2公里，气氛非常热闹。

游街结束后，活动现场进行多场馀兴节 

，首先由汇集马来人的佳美兰乐器表演、

丨度人的印度鼓、华人的廿四节令鼓，即三 

:种族的传统演出掀开序幕。

其它演出包括舞龙表演、由新纪元大学学

■哈p努丁（左3起）、艾曼一起带领参与者，一起提灯笼游街，左起为哈菲占 

和莎丽花；右为哈纳菲。

院、士毛月新民华小、士毛月新村华小 

及国小的学生呈献的歌舞表演、相声、 

杯子歌、武术、扯铃等等。

此活动是由文化推广中心主灯笼制作 

比赛，小学组、中学组及公开组近120名 

参赛者自备回收物，发挥创意制作环保

蓴俊麒：深入瞭解中華文化

灯笼。

参°与者完成环保灯笼后，随即提著这 

些灯笼，跟随大队在士毛月大街游街。
踏人午夜12时，大会燃放烟花，点亮 

夜空欢庆马来西亚曰。

■傅俊麒

存委会主席拿督傅俊麒指出，欢度 
中秋节让大家深入了解中华文 

:，即使不同种族、语雲与宗教，各 
i同胞在这活动中互相交流、増进认 
丨与加强社会的凝聚力。
他说，今年国庆与马来西亚日主题 

丨“爱我国家，廉洁马来西亚”，强 

丨国民团结与爱国的重要性，促进社 

，和谐、共享繁荣。

出席者包括士毛月州议员协调官艾 

:、加影市议员哈纳菲、武来岸新村管委会主席张自强、 

r雪县新闻局官员哈菲占和哈沙努丁的夫人莎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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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甘榜打昔居协主办卡拉0K乐龄歌唱比賽冠亚季军领奖後与理事及嘉宾。 

左起为张天缘、饶开明、丁杰隆、植丽萍、谢明、露梅、黄兴隆及蔡耀宗。

安邦甘榜打昔居協中秋晚會
民协会主办的2019 

年中秋联欢晚会，

吸引400馀居民参 

与，欢乐气氛洋 

溢。

400人參與歡樂洋溢
配合中秋节庆，该协会于当天下午举 

行卡拉0K乐龄歌唱比赛，结果植丽萍力 

压众参与者，荣获冠军，谢明获亚军、 

季军得主为露梅。

联欢晚会节目丰富，包括提灯灯游 

行、放孔明灯、舞蹈、吉隆坡陈氏太极 

拳协会呈现太极拳及太极枪等表演，歌 
唱赛冠亚季军献唱及卡拉0K欢乐时光。

受邀嘉宾雪州行政议员兼公正党全国 

妇女组主席哈妮查虽然未克出席晚宴， 

但她事先拨款2000令吉给该协会作为活

动基金，安邦再也市议员兼安邦再也第 
19区居民协会主席丁杰隆也拨款3500令 

吉作为协会活动基金。除丁杰隆外，另 

一安邦再也市议员蔡耀宗也出席晚宴。

该协会主席兼大会主席黄兴隆在副主 

席兼晚宴筹委会主席饶开明及两名市议 

员陪同下顺利燃放一盏孔明灯。

月饼厂家海外天集团是上述晚会最大 

赞助商，报效全场中秋月饼。黄兴隆本 

身报效灯宠、柚子等，另捐献600令吉。

出席者包括筹委会副主席蔡本、秘书 

张天缘、财政陈贵方及其他理事。

■安邦甘榜打昔居民协会举办的2019年中秋联欢晚会，理事与嘉宾与参与表演 

孩童。后排站者左起饶开明、丁杰隆、黄兴隆及蔡耀宗。

丁傑隆醱■生圖_券者領取 SiilSfk嘉I

基
于雪州政府改变一项乐龄惠民计 
划，安邦再也市议员丁杰隆促请莲 

花苑选区一带已证实在乐龄亲善抚恤基 
金计划（SMUE)已有名额及在9月份出生 
的乐龄人±，于本月21日上午10时至下 
午2时，至班丹英达Pandan Capital购物 
中心的Giant (目人）超市领取他们的生 

曰购物礼券。
他说，至于那些之前申请过上述乐龄

龄人士，可以致电 
莲花苑服务中心探询详情。电话为03 — 
42976688。

雪州政府在今年5月份宣布取消乐龄 

亲善基金计划，并将该计划改为每年生 
曰，申请者获得1〇〇令吉购物礼券。

原本的乐龄亲善基金计划下，60岁及 

以上乐龄人士，在他们往生后，州政府 
将提供2 5 0 0令吉的往生抚恤金给他们的 

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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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大臣警告

再燒芭充公農耕地

(巴生16日讯）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警 

告，若农民仍坚持通过烧芭方式来清理园 

地，州政府会充公冥顽不灵农民的耕地。

他说，尽管州政府已勒令停止露天焚 

烧，但州内尤其是佐汉斯迪亚地区仍有人 

烧芭。

“农业的露天焚烧活动在某 

程度上使我国烟霾情况加剧。 

无论如何，我们会根据程序 

采取充公土地行动。要充公这 

些土地不容易，因为有一些地 

是出租或遭人非法侵占用以种 
菜。，，

° 阿米鲁丁今天出席雪兰莪基 

金会辩论与演讲比赛後，对记

者这麽说。

他说，目前未有农民因露天 

焚烧被捕，因为他们通常选在 

深夜或凌晨进行焚烧活动。

“当执法人员到这些地点， 

地主不在那里，我们不知道他 

们在哪里。我们被迫灭火後， 

追查那些露天焚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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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日姬花园居民覃光益促请加影 
市议会，了解和体谅居民， 

若是市议会仍没有任何回应，或 
是继续收取泊车费及开罚单，会 
展开第三次的示威抗议。

他说，请愿游行大约走了 1公 
里，全程花了半小时，希望让当 
局了解居民的心声。

他指出，该区原本获得暂缓停 
车收费，但在9月1日起又开始被 

加影市议会强制征收泊车费，且 
当局的执法组每日到各花园2至3 

次，展开执法并开罚单，让居民 
苦不堪言。

他指出，由于当局目前仍持续 
在征收泊车费，平时驾车上班的 
妻子也只好守法，购买固本缴付 
泊车费，以免被开罚单，但突然 
多了一笔额外花费，也让他们十 
分无奈。

若沒回應週五再抗議
(加影I6日訊）加影市议会 

于9月1日开始，在蕉赖9英里多 

个花园区收取泊车费后，执法 

人员每天各2至3次执法，发出 

罚单，在忍无可忍情况下，蕉 

赖9英里胡姬花园与蕉赖爱兰镇 

约500名居民于昨午，展开“强

烈反对征收泊车费2.0”请愿游 

行。
约500人在获得警方批准下，于昨 

午5时，在胡姬3路展开“强烈反对征 
收泊车费2.0”请愿游行，他们促请 

加影市议会正视人民的反对声浪，停 
止征收泊车费。

■柏尼西万（前排中）带领500名居民走上街头示威，抗议加影市议会在蕉赖9英里数个花园征收泊车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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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長：不像賣炸香蕉

豪宅售外國人須依程序
(北海16日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 

长祖莱达强调，她提出政府推出拥屋运 

动以吸引更多中港投资者来马购置高端 

房产的建议，将依据严格的标准程序进 

行，并非像售卖“炸香蕉”一样，随意 

将我国高端房产出售给外国人。

她说，这项计划要落实不容易，因为 

我国已有“大马第二家园'’计划，所以 

此计划要进行，可能还需要3个政府部 

门，即房地部、旅游部及内政部，坐下 

来重新探讨现有的政策，并加以提升 

后，才能研究如何实行。

祖莱达今早在甲抛峑底千禧礼堂出席 
威省市政局升格为市政厅典礼后，受媒 

体询及有关计划的进展时，作出回应。

解决豪宅滞销问题

"我们不会随意向外国人出售豪宅， 

毕竟这不是在卖炸香蕉，我们会依据严 

格的程序和标准行事，希望人民不要感 
至|j混淆。”

祖莱k说，她提出这项建议，旨在解 

决豪宅滞销的问题，从而协助振兴经济 

并带动房产与周围经济发展。
"目前有141个行业涉及建筑业下游

域，如果高端房产能畅销，将能有效带 
动经济发展。”

她说，我国目前已累积了高达1000 

亿价值的滞销高端产业，包括豪宅和商 
业单位，试想想若这些滞销产业不尽快 

处理，10年后它会变成什么？可能这 

些地方会成为被搁置的房屋区或是一片 

凌乱。

当被问及此建议会否变相鼓励发展商 

继续这么做时，她强调，目前我国已经 

不再兴建高端豪宅，这些滞销的高端产 

业是以前兴建的，但希盟政府有责任振 

兴国家经济。

另一方面，被询及首相兼土团党主席 

敦马哈迪日前指，若公正党署理主席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申请加入土团党，土 

团党会作出考虑一事，祖莱达指出，我 

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任何人都有自由选 

择要加入什么政党。

她认为，这是因为记者当时这样问， 

敦马才会这么回应，更何况类似情况在 

政坛是很平常的事；她也开玩笑的说， 
她在去年参加土团党大会时，也曾经被 

传获邀请加入土团党。（CSH/GN)

Page 1 of 1

17 Sep 2019
Guang Ming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49,712 • Page: A3
Printed Size: 207.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3,117.00 • Item ID: MY003727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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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中午，联邦政府行政中心的布城被厚厚烟霾所笼罩。

雪大臣警告公開焚燒或充公土地

(巴生16日讯）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警告农业地土，凡涉嫌公开露天焚烧活 

动或烧芭清土的土地，州政府将依据正 

式程序来进行充公土地工作。
他指出，尤其来自佐汉斯迪亚的地 

主，必须提起十二分精神，好好看顾自 

己的土地；_旦被发现涉及露天焚烧或 

烧芭，将受对付。

不会放弃执法

他今日上午出席由雪兰莪基金会举办 
的演讲与辩论赛主持开幕仪式时说，州 

政府不希望烧芭情况加剧邻国的烟霾来

袭现象，进而影响居民的健康。

不过，阿米鲁丁说，在充公土地上还 

存在某些棘手因素5包括有些土地是出 

租给他人，或被非法占用种菜。

他透露，截至目前，执法单位仍未逮 

捕任何农民，因为相信不负责任之人通 

常会在夜间或清晨烧芭，躲过取缔和执 

法。执法人员到场后，不见地主，1也不 

知人在那里；还得先灭火，才能继续追 

查焚烧者的下落。

阿米鲁丁补充，州政府不会放弃执 

法，而且会持续高度关注该区的烟霾情 

况。（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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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撥100萬提升道路水溝

生衛星市基設大整修
i

(巴生16日讯）巴生卫 

產市基设大整修，巴生新 

與州选区动用100万令吉大 

ft道路档案系统拨款，以 

升当地人行道、4非水道

以及道路，包括正在施工
~!-----------------------------------------------

的卫星市国小及国中前的
5^

#40公尺人行道和排水道、

轻工业区道路共1.5公里，

权,及住宅区花园道路1.1公
1'

里

P

〇

匕外，未来还会整修双溪普鲁草场 

1升游乐园，同时整顿餐馆卫生及

住宅区后巷等问题，好让疏于维修和 
被'‘忽略”多年的卫星市重新蜕变。

州议员获分配300万

雪州行政议员兼巴生新城区州议员 
拿督邓章钦今早巡视巴生卫星市道路 

系统拨款工程时披露，联邦政府每年 

会下放大马道路档案系统拨款给州政 

府，然后再下放到地方政府。为了更 
有效使用有关拨款，州政府5年前修改 

条例，让各选区州议员有权分配300 

事令吉。

"州政府会依据选区情况及问题，

1优先提升迫切的道路问题，而巴生卫 

畢市过去并不是我负责的选区，如今 
涵盖在巴生新城选区后，我多次巡

■邓章钦（左）在黄智荣（左二）等人巡视大马道路档案系统拨款下的 

工程，有关人行道采用砖块洋灰铺设，并垫高和加宽路段，所以非常方 
便行走。

视时发现卫星市面对一连串失修问 

题。”他说，巴生卫星市将进行_连 

串提升工程，包括共1.5公里的轻工业 

区的道路和1.1公里花园住宅区的道路 

将进行铺路。同时，还会耗费35万令 

吉提升巴生卫星市国小及国中前的人 

行道，以提供一个更安全的人行道让 
学生上下学。

邓章钦表示，人行道也是在道路的 

规划范围，所以道路系统拨款确实能 

使用在提升人行道和排水道。"全长 
340公尺的人行道非常宽敞，而且采 

用较好材质，比较耐用，而且也方便 

身障人士使用，相信可成为巴生其它 

人行道的模范。”

他披露，人行道宽敞，也允许学生 

或民众骑脚车通行，但绝不允许四驱 

车或任何轿车停泊在人行道。

“我们很用心提升人行道，就是鼓

励及希望大家能善用人行道，短短距 

离的地方就多走路，减少大家依赖以 
私家车出行。”

不过，邓章钦指出，州选区和地方 

政府用心思提升基本建设，希望民众 
和商家奉公守法，而不是以身试法。

“地方政府对于任何违章建筑决或 

霸占政府地绝不妥协，不能以使用多 

年为借□，合法化有关违章建筑或违 

例霸占政府地问题。一些商家占用保 

留地或违例扩充建筑，其实威胁民众 

及公共安全，若市议会要进行拆除或 

严厉对付，我一定给予支持，甚至还 

不会阻止一切执法行动。”

他强调，政府不会因为商家多年苦 
心经营，而让其非法行径得以合理 

化；反之，将严厉要求大家务必遵守 

市议会条规，让_切不合法化的活动 
可以纠正过来。（TSI )

整修荒廢操場置運動器材
养巴生卫星市的巴生市议 

员黄智荣说，市议会接下 

来也将会整修及提升双溪普鲁 

的操场，同时巴生新城州选区 

也将动用拨款购置运动器材， 

让这座原本荒废的操场得以重 

新使用。

“由于巴生卫星市餐馆一直 

面对卫生问题，而市议会决定

给予通融，直到1 1月杪限期 

前，都不会进行任何取缔，反 

之限期过后就会严厉展开取缔 

行动。”

另外，他透露，巴生市议会 

也于7月提升当地的民众会堂， 

相信地方政府和州选区的合作 

下，能让巴生卫星市有全新的 
改变。（TSI)

■由于添置的运动器材尚未妥善装置，暂未开放让人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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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6日讯）配合世界清洁 

曰，吉隆坡国际青年商会连同耕心慈 

善协会、雪兰莪州政府以及巴生海南 

村村筹委会，于周日（15日）在巴生 
海南村举办了一个以分享会的形式来 

呼吁村民一起参加本月21日的地球战 

士日0

吉隆坡国际青年商会是国际青年商 
会（JCI )的其中一个分会，成员年龄 

介于18岁至40岁之间。

主办一系列活动回馈社会，是吉隆 

坡国际青年商会其中一个核心方向。

巴生海南村已经拥有11 5年的悠久 

村史，并曾经是许多喜爱吃海鲜的游 

客所爱的“小天堂”及适合旅游的景 

点，却因为垃圾与环境卫生不理想的 

原因以致游客逐渐稀少。此次活动希 

望可以有助改善巴生海南村的卫生情

隆JCI在巴生海南村辦分享會

吁民參加週六地球戰士日

况。

另外，吉隆坡国际青年商会将于本 
月21日在巴生海南村举办地球战士

■吉隆坡国际青年商会日前在巴生海南村主办一个以分享会形式来呼吁 
村民一起参加本月21日的地球战士日。

日。这项活动将以小型的清街仪式进 

行，目的是要让村名有醒觉一起维护 
村里的整洁和干净；并展示大众的力 

量。此活动也可以带出讯息，那就是

只需一小时捡垃圾，就可以为地球的 

环境清洁做出贡献。

吉隆坡国际青年商会呼吁民众一起 

参加这项有意义的活动。欲了解更多

有关清洁活动详情，可以联系活动负 

责人Vincent Lai ( 013—358 9114 )或 
Chloe Tan ( 012-578 8331 )，或浏 

览脸书专页JCI Kuala Luhnp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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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亿織产他

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祖莱达强调，其建议政府推出“拥有房屋运动（Home Ownership Campaign， 

/^H〇C)”以吸引更多中港投资者来马购置高端房产，旨在解决国内豪宅滞销的问题，从而协助振兴 

经济并带动房产与其周围经济发展。

她说，我国目前已累积了高达1〇◦◦亿令吉的滞销高端产业，包括豪宅和商业单位。

“试想想，若这些滞销产业不尽快处理，10年后它还在那里的话，它会否变成遭搁置、凌乱、肮脏、 

退化的现象？”

她也批评，一些人真的不懂国家经理原理，因滞销高端产业若可以解冻，将带动下游至少140个行

业发展，这是一种国家经济的发展。

她强调，拥有房屋运动将依据严格的标准程序进行，并非像售卖“炸香蕉”一样简单性或者草率的 

将我国高端房屋出售给外国人。

她也强调，目前我国已不再兴建高端豪宅，而这一些滞销的高端产业是以前兴建，当今政府则有义 

务及责任振兴经济，处理及解决滞销问题，而并非是变相鼓励发展商建高端豪宅。

祖莱达是在周一早上在甲抛峑底千禧礼堂出席威省市政局升格为市政厅典礼后，受询及拥有房屋运 

动计划进展时，作出有关回应。 ▲

祖莱达:推拥房运动吸引中港投资者购置

Ownership Campaign，HOC)”以吸引更多中港投资者来马购置高端房产 

滞销的问题，从而协助振兴经济并带动房产与其周围经济发展。

旨在解决国内豪宅

她说，我国目前已累积了高达1〇〇〇亿令吉的滞 

销局端产业*包括彖宅和商业单位。

“试想想若这些滞销产业不尽快处理，1◦年后它 

还在那里的话，它会否变成遭搁置、凌乱、肮脏、退 

化的现象？”

她也批评，一些人真的不懂国家经理原理，因滞 

销高端产业若可以解冻，将带动下游至少140个行业 

发展，这是一种国家经济的发展。

她强调，拥有房屋运动将依据严格的标准程序进 

行，并非像售卖“炸香蕉”一样简单性或者草率的将 

我国高端房屋出售给外国人。

她说，我国在2002年已推行“大马第二家园”计划， 

所以拥有房屋运动，此计划要进行要落实还需要3个政 

府部门，即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旅游部及内政部，坐下来 

重新探讨现有的政策，修正或提升才能实行。

她也强调，目前我国已不再兴建高端豪宅，而这 

一些滞销的高端产业是以前兴建，当今政府则有义务 

及责任振兴经济，处理及解决滞销问题，而并非是变 

相鼓励发展商建高端豪宅。

祖莱达是在周一早上在甲抛答底千禧礼堂出席威 
省市政局升格为市政厅典礼后，受询及拥有房屋运动 

计划进展时，作出有关回应。#

有选择权加入任何政党
@一方面，当询及首相敦马哈 

A迪指若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申请加入土团党及

该党会考虑一事，祖莱达表示，我 

国是民主国家，任何人士都有选择 

加入任何一个政党。

IJ

她也说，记者这样问题首相， 

首相也就这样回答。

她补充，被邀请或邀请加入的 

现象在政坛非常普遍。她也开玩笑 

说，去年她出席土团党大会时，也 

曾被传出被邀请加入土团党。#

祖莱达说并非像售卖“炸香蕉”一样简单 

性或者草率的将我国高端房屋出售给外国 

人0

祖莱达：吸引中港投_资者购豪宅

解决液销
(北海16日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袓莱达强调，其建议政府推出“拥有房屋运动（Home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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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伊发展局转设财政部

林吉祥斥撒谎挑宗教仇恨
(新山16日讯）民主行动 

党依斯干达公主城国会议员林 

吉祥说，国会反对党领袖拿督 

斯里依斯迈沙比里指伊斯兰发 

展局转设在财政部之下的言论 

是公然撒谎，目的是为挑起宗 

教仇恨。

他促请依斯迈沙比里回应 

行动党甲洞国会议员林立迎的 

要求，即在24小时内收回言 

论，否则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林吉祥周一在选区主持马 

来西亚曰庆祝活动后说，在资 

讯以“光速”传播的年代，人 

民必须要能明辨是非，否则若 

被错误资讯影响，只需要一 

天，也能造成大破坏。

“依斯迈沙比里的事件就是 

如此，他指伊斯兰发展转而隶 

属于财政部，无非是想挑起宗 

教仇恨，制造华人管理伊斯兰 

事务的假像，进而让穆斯林害 

怕及恐惧，但事实上伊斯兰发 

展局已澄清绝无此事。”

他说，依斯迈沙比里作为 

巫统领袖，又是前内阁部长， 

应该成为众人的榜样，为自己 

的失言负责，向民众公开道 

歉。
林吉祥表示，林立迎早前 

已向依斯迈沙比里下24小时

通碟，要求后者公开道歉，他 

支持林立迎这么做的同时，也 

强调这并不是在政治报复，而 

是强调作为向公众服务的政治 

工作者，应该对社会负责。

他重申，希望民众理智看 

待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不要 

被政客的言论所影响。

另一方面，林吉祥把巫统 

与伊斯兰党合作的矛头指向马 

华，指马华过去曾扬言，巫统 

若与伊党合作，将把巫统踢出 

国阵，如今在两党联盟的大会 

上，马华反而派员出席，马华 

应向人民交代。

他认为，与其说伊斯党及 

巫统的联盟对行动党造成威 

胁，他认为两党的合作反而是 

为大马社会带来整体威胁。

“大马本来就是四大文明， 

即伊斯兰、中国、印度及西方的 

交汇点，在新马来西亚框架上， 

我们应该要实践的是让各种文 

化结合而大放异彩，但伊巫结盟 

明显是要制造文化、文明冲突， 

这是在开文明发展倒车。”

另外，对于媒体追问行动 

党霹雳领导层纠纷及土著团结 

党表明考虑接受公正党署理主 
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跳巢一 

事，林吉祥均不予置评。#

林吉祥（前左2)及黄祥銮等跟出席者一同做早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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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农民若坚持烧苗

雪政府将充公耕地
(巴生16曰讯）雪兰莪州务大臣阿米鲁丁警告，若农民仍坚持通 

过烧芭方式来清理园地，州政府会充公冥顽不灵农民的耕地。

他说，尽管州政府已勒令停止露天焚烧，但州内尤其是佐汉 

斯迪亚地区仍有人烧芭。

“农业的露天焚烧活动在某程度上使我国烟霾情况加剧。”

“无论如何，我们会根据程序采取充公土地行动。要充公这些土 

地不容易，因为有一些地是出租或遭人非法侵占用以种菜。”阿米鲁 

丁今天出席雪兰莪基金会辩论与演讲比赛后，对记者这么说。

他说，目前未有农民因露天焚烧被捕，因为他们通常选在深 

夜或凌晨进行焚烧活动。

“当执法人员到这些地点，地主不在那里，我们不知道他们在 

哪里。我们被迫灭火后，追查那些露天焚烧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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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莎阿南第7区诊所和第 

19区诊所；鹅麦县则有双溪 

毛糯诊所、士拉央新镇诊

^ g

■^过，据《南洋商报》 

记者抽样访问了 

解，这项特定诊所问诊时间较 

K：的措施却鲜为人知。最近有 

网民把这项消息上网，引起关 

注，不少市民均留言表示不知 

情。

时值医药费昂贵时代，善 

用政府廉宜医疗服务以减轻生 

活负担是值得推广的事，与其 

早上大排长龙，民众其实可以 

善用晚上时间问诊，也能协助 

分散及减轻医疗人员在上午高 

峰时段的工作负担。

雪州卫生局局长卡立依布

拉欣接受本报专访时披露，特 

定诊所延长服务时段的措施已 

展开近10年，而雪州境内共 

有12间政府诊所提供这项服 

务，其中3间是集中在巴生 

区。

3间集中巴生区

这分别是安妮达诊所（KK 

Anika )、班达马兰诊所（KK 

Pandamaran)、绿林镇诊所 

(KK Bandar Bolanic)。

“其他延K：营业服务的政 

府诊所，分别是位于八打灵 

县的蒲种诊所、美丹花园诊

雪州共有12间政府诊所的营业时段，延长至晚上9时30分

他说，这项延服务时间 

的措施不仅在雪州实行，也在 

国内其他州属推行，包括东马 

的政府诊所。

为非紧急病人服务

“这项医疗服务主要是专 

注为非紧急病人提供服务，若 

是个案紧急，病人仍会转送到 

中央医院急救与意外部门，至 

于定期跟进的病案，例如糖尿 

病和局血Ik病人，则需在办公 

时间来看病。”

他透露，政府诊所是基J3 

医疗的基石，W此政府在过 

去也做了一系列推广服务宣 

传工作，之后还是会一直推 

广给广大民众知道，丨丨:他们 

也可以充分享有这项医疗服 

务。

BERH 1.安妮达诊所

2. 班达马兰诊所

3. 绿林镇诊所

4. 蒲种诊所

5. 美丹花园诊所

6. 第7区诊所

7. 第19区诊所

雪州卫生局是从2008年1 

月1日起，在被圈定的政府诊 

所实行延长服务时段，即把服 

务时段从原本的上午8时至下 

午5时，延长至晚上9时30 

分。

卡立依布拉欣说，延长营 

运服务目的包括减少急救与意 

外部门（ETD)的拥挤情况， 

减少骨痛热症高居不下问题， 

以及平衡雪州持续增加的人口 

现象。

“卫生局在筛选延LC：营运 

时段的政府诊所时，主要考虑 

几项因素，包括该地区的人口 

密度、该区医院是否设有门 

诊、附近中央医院的急救与意 

外部门在办公时间后，就医病 

人往往超过200名病人等 

等。”

大赞延长服务时段

求诊者：看病更有弹性
本报记者也到访班达马 

丝政府诊所观察，发现诊所 

大门外皆有置放明显的营业

时段告示牌，告知民众营业 

时间。

一些到来求诊病人受访

时表示，他们知道诊所营业 

时段延长至晚上的事，并对 

此大为赞赏，认为这项措施 

可丨丨:病患的看病时间更有弹 

性。

“特別是上班族，若病情 

不是太严重，可以下班后前来 

就诊，无需特别请假到来。”

政府诊所大门外皆有置放明显的营业时段 

告示牌。

8. 双溪毛糯诊所

9. 士拉央新镇诊所

10. 万宜诊所

11. 加影诊所

12. 安邦诊所

勒蛘商旅

黄金州
雪惠民服务少人知

2019年9月17日鲁星期二

GOLDENCENTRAL

MUHBRIIN 大部分病人选择上午或下午时段到来问诊

(巴生16日讯）雪兰莪州共有12间政 

府诊所开放就医时段至晚上，民众受促 

善用此福利政策！

雪州卫生局为完善医疗服务，10

年前起便圈定州内特定政府诊所延长服 

务时间，从上午8时开放至晚上9时 

30分，目的是为更多有需要的市民提 

供服务。

雪卫生局长：圈定诊所

减急救意外部门拥挤
所；位于乌鲁冷岳县的万宜 

诊所、加影诊所及安邦诊 

所°，，

他坦承，虽然雪州卫生局 

也大力推广上述诊所问诊时间 

是至晚上9时30分，但很多 

病人仍是选择在办公时间看 

病，一般上午9时至下午5时 

这段时间还是病人最多的时 

段

他相信，其中一个原因是 

很多民众并不了解政府诊所有 

这项延K:营业时间的服务，希 

望民众可以代为广传，让更多 

人知道。

也有受访者透露，他们发 

现很多病人都会在上午或下午 

时段前来求诊，也W为这样， 

高峰求诊时段需更的等待时 

间。

另外，受访者也表示没有 

面对晚上时段缺乏医务人员的 

问题。

乌鲁冷岳县

鹅麦县

莎阿南

八打灵县

巴生

雪州12间政府 

诊所晚上开放

众
知
道
。

广
政
府
诊
所
的
服
务
，让
广
大
民
 

卡
立
依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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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
：
政
府
将
继
续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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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大臣：维护和谐团结

国人应把国家放首位
(莎阿南16日讯）雪州大臣阿

米鲁丁强调，马来两亚争取独 

立以来一直强调和平和团结为 

基础，国人应把国家放在首 

位，成为维持和谐与I才丨结的爱 

国者。

他配合马来两亚日发表献 

词时说，自争取独立以来，这 

种和平与闭结一直是我们的基 

础，由首相敦马哈迪医生拟定 

2020年宏愿，也是以这种和平 

与丨才丨结为基础。
“这种和平和团结也是雪 

州的方程式，让我们能宽容以

对及把马来文版本的圣经归还 

给砂拉越州的基督教徒。”

他说，国家原则的始句 

“我们的国家马来西亚决心致 

力……”，就是要紧密团结人 

民的指南，我们每人从小都有 

志向，如要成为宇航员、科学 

家与杰出的人。

他说，当我们于1963年同 

意联合一起时，大家都梦想为 

所有人创造更好的生活，有共 

同繁荣的宏愿，而除了重要的 

经济问题，各族间的亲善和安 

全感，也是人民1才丨结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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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露天焚烧
巴生16日讯|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警 

告州内地主，不要在烟霾来袭期间浑水摸 

鱼，进行露天焚烧开垦土地加剧雪州空污 

情况，否则充公土地！

他指出，州政府在烟霾期间，特别 

关注露天焚烧活动猖獗的地点，以对不负 

责任的地主持续进行监控。

「相信他们都是在夜间进行焚烧活 

动，逃免执法当局有效执法和逮捕，即便 

执法人员赶到现场，也不清楚谁是该地段 

的地主。」

他表示，无论如何，州政府将会继 

续采取果断对付行动，以防止烟霾情况继

雪州充公土地
续恶化。

阿米鲁丁于今日在巴生金宫酒店， 

为201 9国内辩论赛主持开幕仪式，在致 

词时作出发言。

焚烧地区多属私人地

较早前，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在本 

月13日（周五）坚持认为，在佐汉斯迪 

亚发生露天焚烧活动的地段，其土地拥有 

者必须为空75■负上法律责任’包括需面对 

土地被充公。

为此，阿米鲁丁表示，州政府将跟

县土地局配合，以确认发生露天焚烧事件 

土地拥有者的身份，因为发生露天焚烧的 

地段，除了部分农业地外，其实大部分都 

是属于私人地段。

「州政府将会对地主采取行动，因 

为作为土地负责人，却并没有协助政府 

遏制露天焚烧，反而加剧烟霾的严峻情 

况°」

据了解，佐汉斯迪亚今日的空污指 

数又再度突破200点，截至今天下午2时， 

佐汉斯迪亚的空污指数维持在（204 )、 

巴生（150)和万津（155)。

另一方面，阿米鲁丁也籍著马来西 

亚日，于今早发布916献词，希望在首相 

敦马哈迪的领导下，国民都爱戴这个国 

家，继续保持和谐与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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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5非伊斯兰组织土地申请获批
莎阿南16日讯|雪州非伊斯兰事务理 

事会在本月10日的会议中，批准了5项非伊 

斯兰教组织的土地申请，一旦雪州行政议 

会给予核准，就可在宪报正式公布生效！

雪州非伊斯兰教事务理事会联合主席 

拿督邓章钦于日前发文告披露，5项获得批

准的宗教场所土地，分别坐落于巴生、乌 

鲁雪兰莪及八打灵县属。

他透露，巴生县的一间华人神庙获得 

大约956平方公尺的土地；一所拥有40年历 

史的八打灵县双威镇神庙，则获得增加446 

平方公尺的政府土地。

「具有百年历史的乌雪县一所佛教古 

寺，获得大约5公顷的农业土地更换作宗教 

场所土地；另外两间位于八打灵县的兴都 

教庙各获得929平方公尺及810平方公尺的 

政府土地。」

他说，从2008年起至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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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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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政府批准宗教场所土地的县区
县属：申请个案：占地

八打灵 ► 68项 :12万1322平方公尺

乌鲁冷岳县 ► 50项 丨8万4409平方公尺

鹅唛县 ► 22项 丨4万9308平方公尺

巴生县 ► 60项 丨9万239平方公尺

雪邦县 ► 19项 丨4万5697平方公尺

瓜拉冷岳县 ► 21项 丨9万1655平方公尺

瓜拉舊2S莪县► 26项 | 4万2410平方公尺

乌鲁雪兰莪县► 28项 丨4万7485平方公尺

沙白安南县 ► 20项 丨4万9473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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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園遊會暨歡慶大馬E

逾千人提燈遊街

https://member.sinchew.com.my
囡4

以读者为尊星洲人优享！

—哈沙努丁 
(左三起）及艾曼 

带领参与者一起提 

灯笼游街^左起是 
哈菲占和莎丽花； 

右一是哈纳菲。

(加影16日讯）在昨晚烟霾 

渐退，皎洁明月高挂的夜空下，

“中秋园游会暨欢庆马来西亚 

日”活动获逾千名士毛月各族民 

众满怀热情共襄盛举，…同提灯 

笼游街、迎接马来西亚日。

由:ir毛月关爱社区协会、 

雪州关爱活力俱乐部、士毛月新 

村、武来岸新村的乡村发展及治 

安委员会联合主办的“中秋园游 

会暨欢庆马来西亚日”是在士毛 

月大草场进行，吸引约3000人参 

与；该活动获加影市议会支持与 

协办；星洲日报《大都会》也是 

这项活动的媒体伙伴〇

三大民族表演掀序幕

在诚信党乌鲁冷岳区国会议 

员哈沙努丁的带领下，各族民众 
-家大小加人提灯笼游街约2公 

里，气氛热闹。

游街结束后，活动现场也进

行多场余兴节目，并由汇集马来 

人的佳美兰乐器表演、印度人的 

印度鼓及华人的二十四节令鼓掀 

开序幕。

其它演出包括舞龙表演、由 

新纪元大学学院、士毛月新民华 

小、土毛月新村华小及国小的学 

生呈献的歌舞表演、相声、杯子 

歌、武术及扯铃等。

此活动是由文化推广中心主 

任杨靖耀老师担任节目组主任。

120参赛者制环保灯笼

大会在活动开幕之前，特别 

举办环保灯笼制作比赛，让小学 
组、中学组及公开组近120名参 

赛者自备回收物，发挥创意制作 

环保灯笼。参与者完成环保灯笼 

后，随即提着这些灯笼，跟随大 

队在士毛月大街游街。
大会在午夜12时燃放的烟花 

点亮夜空，欢庆马来西亚日。

大会特设环保灯笼制 
作比赛，部分参与者制出 

独一无二巨型灯笼，非常 

吸睛。

傅

俊

麒

各

族

通

過

活

動

交

流

M妾会主席 
拿督傅俊 

麒指出，欢度中秋 

节让大家深人了解 

中华文化，即使不 

同种族、语言与宗 

教，各族同胞在这 

活动中互相交流、

增进认识与加强社 

会的凝聚力。

他说，今年国

庆与马来西亚日主题为“爱我国家，廉 

洁马来西亚”，强调国民团结与爱国的 

重要性，促进社会和谐、共享繁荣。

出席者包括士毛月州议员协调官艾 

曼、加影市议员哈纳菲、武来岸新村管 

委会主席张自强、乌雪县新闻局官员哈 

菲占和乌鲁冷岳区国会议员哈沙努丁的 

夫人莎丽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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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取消徵泊車費

500层民示威遊行 i^S•J./irw AMwmm
Plftlllll
■cua^aiii

©©©〇

蕉賴9英里數花園

報道►伍思薇（照片由居民提供）

(加影16日讯）蕉赖9英里数个花园居民促 

请加影市议会正视人民的反对声浪，停止征收泊 

车费！
蕉赖9英里胡姬花园与蕉赖爱兰镇约500名居 

民，于昨午5时在胡姬3路展开“强烈反对征收泊

车费2.0”示威游行。该行动获得警方的批准，属 

于合法的示威游行。
据了解，加影市议会原订从8月1R起在蕉赖 

9英里主要店寓地区展开第厂期停车收费制，惟 

其中3个花园包括胡姬花园、爱兰镇及黄金花园 

的居民在7月底进行集体签名抗议活动，经市议 

员依凡向当局反映要求后，获暂缓收费后，但加 

影市议会在9月1 R起又开始强制征收泊车费，且 

执法组每日到各花园2至3次执法并开罚单，让居 

民苦不堪言。

蕉赖9英里胡姬花园与蕉赖爱兰镇约500名居民，于15日下午5时在胡姬3路展开“强烈反对征收泊 

车费2.0”示威游行。

柏尼西万（前排中）带领500名居民走上街头示威，抗议加影市议会在蒹赖9英 

里数个花园征收泊车费„

柏尼西萬：呈請願書無回應
姬花园印裔居民代表兼示威游行发起人拿督柏尼 

M西万受访时表示，有关示威游行从胡姬花园的胡 

姬3路开始，•路往蕉赖爱兰镇走去，接着再返回原点。

他透露，早前他们将收集到的约2000个反对征收停车 

费的签名，连同请愿书呈交给杜顺大州议员艾德里及乌鲁 

冷岳区国会议员哈沙努丁的服务中心，以及加影市议会主 
席拿督罗斯里，惟不获任何回应。

“他们不仅没有给予冋应，在我通知了他们关于今日

的示威游行后，也未派代表出席。”

他也强调，要收集反对征收停车费的签名并不容易， 

许多志愿者花很长时间到处去收集。

他表示，他们因此也决定，若•直无法得到回应，将 

在本月20日（星期五）下午3时，拉大队到加影市议会大厦 在本月20日（星期五

前，展开“强烈 

反对征收泊车费 
3.0”示威抗议活 

动。

覃光益：盼當局暸解民聲
士中1姬花园居民覃光益表7K,

I示威游行大约走了 1公里， 

全程花了半小时，希望让当局了解 

居民的心声。

“如果当局依然没有任何行 

动，或是继续征收泊车费及开罚 

单，我们就会展开第=次的示威抗

议。”

他透露，由于当局目前仍持 

续征收泊车费，平时驾车上班的妻 

子也只好守法，购买固本缴付停车 

费，以免被开罚单，但突然多了一 

笔额外花费，也让他们十分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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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鲁丁：农业地 
土听好，凡涉嫌公开露天 

焚烧活动或烧色清土的土 

地，将被州政府充公。

雪大臣：防加劇霾害

(巴生16日讯）雪州大臣阿米 

鲁丁警告农业地主，凡涉嫌露天 

焚烧活动或烧芭清土的土地，将 

被州政府充公！

他说，尤其来自佐汉斯迪亚的地 

主，必须提起十二分精神，好好看顾自 

己的土地；-旦被发现涉及露天焚烧或 

烧芭，将受对付。

“州政府不希望烧芭情况加剧邻

国的烟霾来袭现象，渐而影响居民的健 

康。”

将依正式程序充公土地

他今日上午出席由雪兰莪基金会 

举办的演讲与辩论赛主持开幕仪式时指 

出，届时，州政府将依据正式程序来进 

行充公土地丁作。可是，在充公土地上 

还存在某些棘手因素，包括有些土地是

出租给他人，或被非法占用种菜。

“然而，截至H前，执法单位仍未 

逮捕任何农民，因为相信不负责任之人 

通常会在夜间或清晨烧芭，躲过取缔和 

执法。执法人员到场后，不见地主，也 

不知人在那里；还得先灭火，才能继续 

追查焚烧者的下落。”

他补充，尽管如此，州政府不会放 

弃执法，而且会持续高度关注该区的烟 

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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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16日讯）房屋 

及地方政府部长祖莱达强 

调，她提出政府推出“拥有 

房屋运动”（HOC)，以吸 

引更多中港投资者来马购置 

高端房产的建议，将依据严 

格的标准程序进行，并非像 
售卖“炸香蕉”…样，随意 

地将我国高端房产出售给外 

国人，希望人民不要感到混 

淆。

她说，这项计划要落实 
也不容易，因为我国在2002 

年已推行“大马第二家园” 

计划，所以此计划要进行， 

可能还需要3个政府部门， 

即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旅游 

部和内政部坐下来重新探讨

祖萊達：高端房產售外國人

“依嚴格標準程序”
现有的政策并加以改善，才 

能研究如何实行。-

祖莱达今早在甲抛崙底 

千禧礼堂出席威省市政局升 

格为市政厅典礼后，回应媒 

体询问该计划的进展。

她强调，她提出这项建 

议，旨在解决国内豪宅滞销 

的问题，从而协助振兴经济 

并带动房产与其周边经济发 

展。
“目前有141个行业涉 

及建筑业下游领域，如果高 

端房产能畅销，将能有效带

动经济发展。”

她说，我国H前已累积 

了价值高达1000亿的滞销高 

端产业，包括豪宅和商业单 

位，试想，若这些滞销产业 

问题不尽快处理，那10年后 

它会变成什么？可能这些地 

方会成为被搁置的房屋区， 

或一片凌乱。

当被问及其建议会否变 

相鼓励发展商建豪宅时，她 

强调，目前我国已不再兴建 

高端豪宅，那些滞销的高端 

产业是以前建的，而希盟政

府有责任振兴国家经济。

另-方面，当被询及 

首相兼土团党主席敦马哈迪 

日前指，若公正党署理主席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申请加 

人土团党，土团党会考虑-• 

事，祖莱达说，我国是民主 

国家，任何人都有自由选择 

要加人什么政党。

她也认为，其实是因为 

记者当时发问，首相才会这 

么回应，更何况类似情况在 

政坛是很平常的事。

她也开玩笑地说，她去 

年参加土团党大会时，也曾 

经有传言她被邀请加人土团 

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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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伊合作未必是一加一等於
u来票一分天下，希盟、巫统
A与伊斯兰党各占其-•，因此 

巫伊期望通过合作，达到一加••等于二 

的效果，夺取政权，但政治不是算术， 

-加一未必等于二

巫伊在本月14日签署合作宪章， 

还处于热火朝天的蜜月期，估计随 

着时间的推移、合作的深化，各种差 

异、矛盾及磨擦将逐渐浮出台面。

首先是党员和支持者的心态调 

适。伊党研究中心主任再纳博士坦言 

，巫统与伊党进行合作的诚意，依然 

令伊党部分党员及伊党主席哈迪阿旺 

的支持者感到质疑，伊党在1978年因 

吉兰丹的政治危机遭国阵边缘化的事 

件，以及巫统执政时没有给予伊党丹 

州及登州政府石油税，影响了他们对 

巫统的信任。

伊党是在1974年加入国阵，此举 

造成党内的纷争加剧。同时，巫统对

伊党内部派系分而治之，导致两党关 

系恶化，伊党在1977年尾退出国阵， 

后来在1978年3月举行的大选失去州政 

权，造成该党走向末落。

这段巫统背叛的历史让许多伊党老 

党员耿耿于怀，特别是已故伊党精神领 

袖聂阿兹，所以他生前极力反对和巫统 

合作（现在伊党领袖为了政权，声称聂 

阿兹生前就已同意巫伊合作）。

在被巫统玩弄后，伊党曾还以颜 

色。哈迪阿旺在1980年代发布“哈迪 

训词”，把巫统标签为“世俗及异教 

徒”政府，在巫统和伊党支持者之间 

埋下仇恨，包括不能在同一宗教场所 

祈祷。

异教徒对穆斯林来说是很严重的 

指控，虽然巫统领袖表示不会要求伊 

党撤回异教徒的言论及公开道歉，但 

基层未必会如此宽宏大量。

如果两党的党员和支持者还是

心存芥蒂、担心对方在背后插刀，那 

么大选期间很可能会出现扯后腿的行 

径。

巫伊合作也影响支持者的心态。 

根据雪州政府智库“达鲁益山机构” 

(IDE)的民调，相对于509大选的 

15%,雪州伊党如今的支持率大跌近 

半，剩下8%。第14届大选前，雪州伊 

党的支持率大约为12%，并在选举期间 

提高至15%。这显示普通支持者和选民 

已改变对伊党的态度。

一些选民可能认为伊党的立场摇 

摆，之前表示支持敦马哈迪任满5年， 

一转眼就与宿敌合作，绝口不谈一马 

公司等弊案。如果其他州的支持率也 

下跌，巫伊联盟的威胁将大减。

巫伊合作的层次也决定夺权的成 

功机率，如果只是进行一般的合作， 

希盟就有机会各个击破，若是各层面 

的合作，那么各种考验将接踵而来。

第一个考验是巫伊能否在彭亨、 

玻璃市、吉兰丹及登嘉楼组织联合政 

府，以展示精诚合作的决心？

成立联合州政府意味着现在的巫 

统与伊党行政议员及其他担任官职者 

必须让出位子，让对方参与治理和行 

政工作，这考验巫伊4州领袖的牺牲精 

神。

巫伊签署的宪章强调，遵从与 

维护联邦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 

建立伊斯兰国及落实伊刑法是伊党的 

终极目标，相信伊党不会再以“福利 

国”来掩饰。一旦合作协议提到伊刑 

法，将会造成国阵的分裂，因为马华 

坚持反对党的合作不能逾越联邦宪法 

的框架，沙巴巫统也会反对建立伊斯 

兰国。

议席分配、首相人选也是棘手问 

题。如果以509大选的成绩及下届大选 

的胜算作为分配议席的标准，那么伊

風起波生

林瑞源
执行总编辑 .山1D

sglim@sinchew.com.my(逢周二、六见报）

党在中南马几乎没有出战权；巫统是 

要利用伊党夺回政权，肯定会做出一 

些让步，这样就会伤害巫统基层的感 

受。

哈迪阿旺也有很强的主导欲，他 

不能接受安华成为民联的首相人选， 

以致民联死亡，他与巫统领袖的合作 

也有待磨合。

此外，巫伊必须确保“马来人失 

去主权”的论述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否则下届大选只会有不多的情绪票。

根据牌面，巫伊点数比较大，但 

政治变幻莫测，而且“谋事在人，成 

事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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