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karelawan, Arif Ibrahim mengedarkan penutup hidung dan mulut kepada
orang ramai di Bayan Lepas, semalam. (Foto Rosli Ahmad/BH)

Jerebu merebak
ke utara tanah air

Semua sekolah
di tiga negeri
ditutup dua hari
bermula hari ini
Oleh Rafidah Mat Ruzki, Mohd
Roji Kawi, Mohd Iskandar
Ibrahim, Petah Wazzan Iskan-
dar, Siti Azila Alias, Muhammad
Yusri Muzamir, Nur Izzati
Mohamad, Norzamira Che Noh
dan Balqis Jazimah Zahari
bhnews@bh.com.my

Kuala Lumpur: Jerebu yangme-
landa negara sejak dua minggu
lalu merebak ke utara tanah air
dan turut menyebabkan semua
sekolahdi tiganegeri ditutupdua
hari bermula hari ini.
Arahan penutupan turut mem-

babitkan sekolah di daerah ter-
tentu di Perak dan Negeri Sem-
bilanberikutanbencanasemakin
buruk yang turut menjejaskan
operasi beberapa lapangan ter-
bang serta penangguhan, pem-
batalan atau penyusunan semula
pelbagai acara dan sambutan.
Menteri Pendidikan, Dr Ma-

szlee Malik semalam mengu-
mumkan semua sekolah dan ta-
dikadiWilayahPersekutuanKua-
la Lumpur dan Putrajaya, Selang-
or dan Pulau Pinang ditutup hari
ini dan Jumaat, manakala penu-
tupan institusi pengajian tinggi
(IPT) pula tertakluk kepada pen-
tadbiran masing-masing.
“Sepanjang penutupan seko-

lah, guru mempunyai hak beker-
ja dari rumah.Pengetuadanguru
besar boleh umum penutupan se-
kolah sekiranya pada pandangan
mereka, jerebu di kawasan se-
kolahmasing-masing semakin te-
ruk berdasarkan bacaan Indeks

Pencemaran Udara (IPU).
“Keputusan harus diberitahu

kepada Pejabat Pendidikan dae-
rah dan Jabatan Pendidikan ne-
geri. Murid yang sudah berada di
sekolah yang diumumkan tutup
boleh terus berada di sekolah,
belajar seperti biasa kecuali jika
waris mahu membawa mereka
pulang,” katanya.
Bercakap pada sidang media

majlis ramahmesraPasukanMa-
laysia Warrior dan Malaysia Ti-
ger di pejabatnya di Putrajaya
semalam, Maszlee berkata, se-
mua sekolah yang perlu ditutup
tidak perlu menggantikan hari
persekolahan kerana ia dikate-
gorikan sebagai cuti bencana.
Di Shah Alam, Pengerusi Ja-

watankuasa Pengurusan Bantu-
an dan Bencana Selangor, Datuk
Mohd Amin Ahmad Ahya, ber-
kata semua sekolah awam dan
swasta di negeri itu diarah tutup
susulan IPU menunjukkan baca-
an tidak sihat dan sangat tidak
sihat sejak kelmarin.
Di Georgetown, semua 398 se-

kolah menempatkan 239,839 mu-
rid di seluruh Pulau Pinang di-
tutup hari ini dan esok, Perak
pula membabitkan penutupan
147 sekolah di Daerah Larut Ma-
tang dan Selama dengan jumlah
murid 48,006 orang, manakala di
Negeri Sembilan membabitkan
53 sekolah dengan 28,073murid di
Nilai, Mantin serta Labu.
Setakat tengah hari semalam,

sebanyak 1,484 sekolah memba-
bitkan lebih sejutamuriddi tujuh
negeri ditutup, iaitu 538 sekolah
dengan 584,595murid di Selangor,
337 sekolah dengan 138,384 murid
di Sarawak, 303 sekolah dengan
85,967 murid di Perak dan 162
sekolah dengan 90,233 murid di
Pulau Pinang.
Mengikut maklumat Kemente-

rian Pendidikan, penutupan se-

takat tengah hari semalam turut
membabitkan 53 sekolah mem-
babitkan 28,073 murid di Negeri
Sembilan, 48,527 murid di 66 se-
kolah sekitar Kuala Lumpur dan
25 sekolah membabitkan 48,527
murid di Putrajaya.
Kementerian itu turut mena-

sihatkan IPT menangguhkan ku-
liah jika jerebu mencapai tahap
memudaratkan kesihatan pela-
jar, pensyarah serta warganya.
Semalam, sesi kuliah dan ak-

tiviti di luar di kampus induk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USM)
di Georgetown. Sesi kuliah di
Universiti Sains Islam Malaysia
(USIM) Kampus Nilai juga di-
tangguhkan bermula semalam
sehingga hari ini.
Sementara itu, tinjauan BH di

sekitar Georgetown semalam
mendapati jerebu semakin teruk
dengan jarak penglihatan terhad
termasuk di Jambatan Pulau Pi-
nang apabila kebanyakan bangu-
nan di pulau yang boleh dilihat
dari Seberang Perai, tidak ke-
lihatan akibat jerebu tebal.
Jerebu teruk juga menyebab-

kan keseluruhan 19 penerbangan
dari Lapangan Terbang Antara-
bangsa Pulau Pinang (LTAPP),
Bayan Lepas terpaksa dibatalkan
setakat petang semalam dan Pu-
sat Operasi Kecemasan dibuka di
lokasi berkenaan.
Penerbangan dijadualkan ber-

lepas dan mendarat dari Lapa-
ngan Terbang Sultan Azlan Shah
(LTSAS) di Ipoh, bermula jam
9.45 pagi semalam juga dibatal-
kan berikutan jarak penglihatan
terhad, namun operasi LTSAS ti-
dak ditutup.
Jerebu juga menyebabkan be-

berapa acara besar seperti Is-
tiadat Perbarisan sempena Hari
Pahlawan 2019 yang dijadual hari
ini di Dataran Pahlawan Negara
di Putrajaya ditangguh.

Pihak sekolah seharusnya maklumkan sekolah tutup
lebih awal supaya ibu bapa boleh atur jadual harian,

termasuk mohon cuti kepada majikan andai kedua-dua ibu
bapa bekerja dan anak ke sekolah dengan bas atau van.
Zakaria Jaafar,
Pekerja swasta

Situasi ini memang menyukarkan ibu bapa kerana
jerebu melanda kebanyakan kawasan di negara kita.

Agak sukar jika semua ibu bapa yang bekerja terpaksa ambil
cuti secara serentak untuk jaga anak yang tidak ke sekolah.
Aini Mohd Nor,
Suri rumah

Pemandangan udara di sekitar Kuala Lumpur berjerebu yang mencatatkan
bacaan IPU 188. (Foto Intan Nur Elliana Zakaria /BH)

Pandangan dari atas Bandar
Raya Alor Setar yang dilanda
jerebu pada jam 4 petang,
semalam. (Foto BERNAMA)

Keadaan jerebu di Lapangan Terbang Antarabangsa Pulau Pinang Bayan
Lepas pada jam 1 petang semalam dengan bacaan IPU sangat tidak si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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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HS diharap
bantu promosi
medan selera
Dibuka lebih
15 tahun
kurang dapat
sambutan
pengunjung
Oleh Md Fuzi Abd Lateh
bhnews@bh.com.my

Rawang: Biarpun lebih 15
tahun dibuka, Medan Se-
lera Bandar Sungai Buaya
masih kurang mendapat
sambutan penduduk se-
tempat dan pengunjung.
Justeru, peniaga di me-

dan selera itu berharap
Majlis Daerah Hulu Se-
langor (MDHS) dapat
membantu mempromosi-
kan kemudahan yang ku-
rang disedari kewujudan-
nya.
Seorang peniaga, Tuki-

man Tunipang, 54, berkata
medan selera itu mempu-
nyai 23 lot kedai untuk di-
sewa, hanya sembilan lot
kedai makan disewa da-
ripada MDHS dan berope-
rasi dari jam 7 pagi hingga
lewat malam di situ.
Katanya, peniaga ber-

pandanganusaha boleh di-
gerakkan untuk menaik
taraf dan membaiki pre-
mis medan selera yang ro-
sak.
“Sejak beberapa bulan

lalu, medan selera di sini
mula menerima kunju-
ngan, tetapi perlu dibuat
penambahbaikan, terma-
suk promosi lokasi dan pe-
nganjuran program kema-
syarakatan dari semasa ke
semasa.
“Kami harap lebih ra-

mai peniagamenyewa pre-
mis ini supaya lokasi se-
makin meriah dan dikun-
jungi pelanggan.
“Banyak lagi gerai ko-

song boleh disewa dari-

pada MDHS,” katanya.
Tukimanyangmula ber-

niaga di situ sejak empat
tahun lalu, beroperasi mu-
lai jam 6 petang hingga
jam 2 pagi setiap hari.
Katanya, antara kemu-

dahan yang disediakan pe-
maju berdekatan medan
selera itu adalah padang
futsal dan tapak pasar ma-
lam yang belum berope-
rasi sepenuhnya.
“Perumahan ini mem-

punyai lebih 10,000 pendu-
duk, tetapi masih kurang
yang berkunjung ke me-
dan selera membawa ke-
luarga.
“Kami mengharapkan

sokongan masyarakat se-
tempat kerana sejak awal
pagi ada peniaga menjual
makanan untuk sarapan
manakala harganya juga
berpatutan,” katanya.
Nor AziahMusa, 35, ber-

harap pelbagai agensi ke-
rajaan bersama pihak ber-
kuasa tempatan (PBT) da-
pat bekerjasama mengan-
jurkan program kemasya-
rakatan setiap minggu un-
tuk menghidupkan suasa-
na di medan selera itu.
Katanya, kawasan tanah

lapang boleh digunakan
untuk aktiviti seperti pe-
nganjuran karnival, ekspo
dan gerai pameran awam.
“Kamiberharapdestina-

si ini terus dibangun dan
dimajukan demi manfaat
penduduk,” katanya.

Kami harap
lebih ramai

peniaga menyewa
premis ini supaya
lokasi semakin
meriah dan
dikunjungi
pelanggan.
Tukiman Tunipang,
Peniaga

Medan Selera Bandar Sungai Buayamasih sepi dan memerlukan promosi bagi dimajukan
sepenuhnya. (Foto Md Fuzi Abd Lateh/BH)

Lot kedai di Medan Selera Bandar Sungai Buaya masih banyak yang ko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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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setuju terminal
bas baharu di Seksyen 13
Shah Alam: Kerajaan Se-
langor menyokong cada-
ngan Majlis Bandaraya
Shah Alam (MBSA) supa-
ya satu lagi terminal bas
dibina, iaitu di Seksyen 13
di sini, bagi menampung
peningkatan jumlah pe-
numpang dan perkhidma-
tan pengangkutan awam.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terminal bas itu boleh di-
bina jika ada keperluan
memandangkan Seksyen
13 adalah kawasan pesat
membangun, termasukke-
wujudan beberapa institu-
si pengajian tinggi.
“Saya menyokong pe-

nuh, tetapi perlu ada per-
bincangan dengan bebera-
pa agensi berkaitan sebe-
lum projek dilaksanakan,”
katanya selepas merasmi-
kan Terminal Bas Seksyen
17 serta laluan bas Smart
Selangor SA04 di sini, se-
malam.
Beliau diminta mengu-

las cadangan Datuk Ban-
dar Shah Alam, Datuk Ha-
ris Kasim, supaya sebuah
lagi terminal bas dibina
berdekatan Stadium Shah
Alam menerusi Ranca-

ngan Malaysia Ke-12 (RM-
Ke-12).
Yang turut hadir, Tim-

balan Menteri Pengangku-
tan, Datuk Kamarudin Ja-
afar dan Setiausaha Kera-
jaan Selangor, DatukAmin
Ahmad Ahya.
Terdahulu, Amirudin

melancarkan Terminal
Bas Seksyen 17 (Terminal
17) selepas mula berope-
rasi pada 1 Mei lalu.
Beliau berkata, Termi-

nal 17 adalah projek ke-
rajaan Persekutuan de-
ngan kerjasama MBSA
dan ia menunjukkan ko-
mitmen pihak berkuasa

Terminal
bas itu boleh

dibina jika ada
keperluan
memandangkan
Seksyen 13 adalah
kawasan pesat
membangun.
Amirudin Shar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tempatan (PBT) itu dalam
menyediakan kemudahan
pengangkutan awam ke-
pada warganya.
Pada masa sama, kata-

nya, laluan tambahan bas
Smart Selangor yang di-
lancarkan pada majlis sa-
ma, bakal melalui kampus
Universiti Teknologi MA-
RA (UiTM) dan ia adalah
usaha baik untuk mengu-
rangkan beban pelajar ser-
ta warga kerja universiti
berkenaan.
“Pada masa ini, kita me-

nyediakan empat bas di la-
luan berkenaan untuk me-
mastikan rangka masa,
iaitu 15-20 minit dapat di-
tepati dan akan menam-
bah bilangannya jika ada
keperluan,” katanya.
Sementara itu, Haris

berkata, sehingga kini ter-
minal bas berkenaan su-
dah menerima 192,000 pe-
ngunjung dan purata ju-
alan tiket sebulan adalah ,
35,241.
“Dengan pengumpulan

data berkenaan, MBSA
memandang serius aspek
keselesaan dan kesejahte-
raan pengunjung,” kata-
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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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ngani sisa gegantung
Dawai, cebisan 
gegantung pada 
tiang lampu 
mudah dibuang 
dengan Skyridder
Oleh Nas Norziela Nasbah
nasnorziela@bh.com

Serdang: Kerja pembuangan si-
sa gegantung kini menjadi lebih 
mudah dengan kejayaan sekum-
pulan pereka cipta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UPM) mengha-
silkan alat khas dinamakan Sky-
ridder.

 Prototaip pertama yang berja-
ya dihasilkan dalam tempoh se- 
tahun itu menggunakan bahan 
terpakai daripada besi gegan-
tung dalaman yang telah rosak 
di sekitar Putra Science Park 
(PSP), UPM.

 Inovasi berkenaan dihasilkan 
oleh pasukan pereka cipta Lan-
git Putra, Kumpulan Inovatif 
dan Kreatif (KIK) PSP, Pejabat 
Timbalan Naib Canselor (Penye-
lidikan dan Ino-vasi) UPM, yang 
diketuai oleh Asrizam Esam.

Asrizam berkata, pihaknya 
mendapat inspirasi menghasil-
kan Skyridder bagi mencari pe-
nyelesaian masalah gegantung 
yang sering dipasang pada tiang 
lampu sekitar UPM untuk mem-
promosikan sesuatu program.
“Kaedah gantung mengguna- 

kan dawai dan tidak diurus de-

ngan baik menyebabkan banyak 
tinggalan dawai lama dan cebi-
san gegantung dibiarkan selepas 
tamat program berkenaan.
“Tinggalan dawai dalam tem-

poh lama menyebabkannya ber-
karat akibat teroksida dengan 
sebanyak 186 tiang lampu mem-
punyai masalah dawai berkarat 
yang mencemarkan pemandan-
gan, imej dan persekitaran kam- 
pus,” katanya.

Skyridder seberat 3.4 kilogram 
berfungsi memotong dawai hing-
ga paras ketinggian lima meter 
dari permukaan tanah pada 
tiang lampu hanya dan mempu-
nyai kaedah baharu bagi mem-
bolehkan pengguna melakukan 
kerja pemotongan.

 Asrizam berkata, hasil kajian 
mendapati terdapat pihak berku-
asa tempatan (PBT) seperti Ma-

jlis Perbandaran Subang Jaya, 
Majlis Daerah Hulu Selangor 
dan PBT lain mempunyai alat 
khas untuk membuang dawai 
untuk kegunaan sendiri.

Katanya, bagaimanapun, alat 
pemotong yang diimport itu ma-
sih mempunyai kelemahan dari-
pada segi ketinggian aras capaian 
(kurang 4.5 meter), selain harga-
nya mahal melebihi RM4,000 dan 
tiada produk seumpamanya diju-
al di pasaran tempatan.

“Banyak alatan diimport  mem- 
punyai ciri yang hampir sama 
tetapi digunakan bagi memotong 
ranting pokok dan kayu yang ti-
dak mampu memotong dawai.
“Masalah itu dapat diatasi de- 

ngan adanya Skyridder yang da- 
pat memotong dawai yang mem-
punyai ciri unik, pemegang yang  
panjang dan boleh laras keting-

gian untuk memotong dawai 
pada aras tinggi tiang lampu 
tanpa menggunakan tangga ser-
ta harga yang agak murah iaitu 
antara RM100 hingga RM150 
seunit,” katanya.

 Sementara itu, Pengarah PSP, 
Prof Dr Samsilah Roslan, berka-
ta pujian harus diberikan kepa-
da pegawai dan kakitangan PSP 
kerana berjaya menghasilkan 
inovasi yang mampu membantu 
menyelesaikan masalah masya-
rakat dan berpotensi untuk di-

komersialkan.
“Mereka bukan sahaja mem-

bantu dalam penggalakkan bu-
daya inovasi di UPM tetapi boleh 
menjadi teladan sebagai pereka 
cipta,” katanya.

 Selain Asrizam, kumpulan itu  
turut dianggotai oleh Moham- 
mad Hisham Omar, Muhammad 
Izzat Nor Adzmi, Mohd Mas'- 
Ataillah Ismail, Norliyana Ka-
marudin, Hafliza Hussin, Noraz-
lin Monir dan Shahriman Ha-
shim selaku fasilitator.

Langit Putra dari KIK PSP UPM yang berjaya menghasilkan 
inovasi Skyridder.

Dengan adanya Skyridder membantu petugas memotong dawai  
gegantung banner yang ditinggalkan seterusnya membersihkan kawa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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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la Lumpur

Sebanyak 1,603 sekolah di
lapan negeri diarahkan
tutup semalam beriku-

tan peningkatan bacaan In-
deks Pencemaran Udara (IPU)
di sekitar kawasan ma-
s i n g-m a s i n g .

Men u r ut kenyataan Ke-
menterian Pendidikan (KPM),
penutupan sekolah itu mem-
babitkan 1,060,184 pelajar.

Ini termasuk 66 sekolah di
Wilayah Persekutuan mem-
babitkan 48,527 pelajar dan 53
sekolah di Negeri Sembilan
dengan 28,073 pelajar turut
diarahkan tutup berikutan
beberapa kawasan mencatat-
kan bacaan IPU melebihi 200
iaitu sangat tidak sihat.

Turut dilaporkan, Selangor
mencatatkan penutupan se-
kolah paling tinggi iaitu me-
libatkan 538 sekolah diikuti
Sarawak (337); Perak (303);
Pulau Pinang (162), Kedah
(119) dan Putrajaya (25).

Menurut portal Sistem Pe-
ngurusan Indeks Pencema-
ran Udara Malaysia (Apims),

setakat ini tiga lokasi di Se-
langor mencatatkan bacaan
IPU sangat tidak sihat iaitu
Petaling Jaya (207), Shah
Alam (216) dan Johan Setia
Klang (258).

Kualiti udara di Nilai, Ne-
geri Sembilan turut berada
pada paras sangat tidak sihat
dengan bacaan 210 setakat
jam 7 malam.

Tempat lain mencatatkan
IPU lebih 200 adalah di Sa-
rawak iaitu Sri Aman (228)
dan Kuching (215); di Kedah
iaitu Kulim Hi Tech (206) ser-
ta di Pulau Pinang memba-
bitkan Minden (230) dan Balik
Pulau (257).

Setakat ini, hanya Kelantan
dikategorikan masih belum
mencatatkan udara tidak si-
hat. Bacaan IPU tertinggi di
Terengganu adalah di Kema-
man (102) manakala di Ke-
lantan, IPU tertinggi ialah di
Kota Bharu iaitu 62.

Bacaan IPU antara 0 dan 50
dikategori sebagai baik, 51
hingga 100 (sederhana), 101
ke 200 (tidak sihat), 201 hing-
ga 300 (sangat tidak sihat)
dan 300 ke atas (berbahaya).

1,603 sekolah
8 negeri tutup

ANCAMAN JEREBU

Selangor catat penutupan tertinggi diikuti Sarawak

HUJAN lebat membasahi ibu kota semalam.

JAMBATAN Pulau Pinang
hampir tidak kelihatan selepas
mencatatkan IPU tidak sihat.

PUSAT bandar
Kuala Lumpur
hampir lenyap,
semalam.

Ipoh: Enam penerbangan di
Lapangan Terbang Sultan
Azlan Shah (LTSAS) memba-
bitkan 1,418 penumpang di-
batalkan berikutan jerebu di
bandar raya ini semakin bu-
r uk.

Semua penerbangan yang
dijadualkan bermula jam 9.45
pagi semalam dibatalkan
membabitkan pesawat Airbus
320 Flyscoot dan Airasia serta
pesawat ATR 72 dan CG 600
untuk Malindo Air.

Pengurus LTSAS, Mohd Ali
Osman berkata, keadaan je-
rebu lebih teruk daripada se-
belum ini dengan jarak pe-
nglihatan terhad menyebab-
kan semua penerbangan ter-
paksa dibatalkan.

“Jarak penglihatan berda-
sarkan situasi jerebu hari ini
(semalam), bacaan pada awal
pagi adalah 1,500 meter dan

sehingga ke petang, bacaan
800 meter yang dikeluarkan
Jabatan Meteorologi Malaysia
dan CAAM (Lembaga Pener-
bangan Awam Malaysia).

“Keseluruhan penerbangan
bagi enam pesawat berlepas
dan mendarat hari ini (se-
malam) terpaksa dibatalkan
kerana jarak penglihatan ti-
dak begitu baik,” katanya ke-
tika ditemui di LTSAS sema-
lam.

Mohd Ali berkata, susulan
pembatalan penerbangan itu
kebanyakan penumpang me-
ngambil keputusan memba-
talkan tiket penerbangan.

“Kami menawarkan penja-
dualan semula penerbangan
tetapi kebanyakan penum-
pang membatalkannya dan
memilih untuk mengguna-
kan pengangkutan darat,” ka -
tanya.

6 penerbangan LTSAS batal

Headline 1,603 sekolah 8 negeri tutup
MediaTitle Harian Metro
Date 19 Sep 2019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Santai Circulation 112,705
Page No 10 Readership 338,115
Language Malay ArticleSize 864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34,036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102,109



J E R E B U  M E R E B A K 
K E  S E L U R U H  N E GA R A

SEJUTA
PELAJAR
CUTI

MS 6,7,8,9,10&11

1 , 6 0 3 
S E K O L A H

6 6 
KUALA LUMPUR

5 3 8
SELANGOR

2 5
PUTRAJAYA

5 3
NEGERI SEMBILAN

3 3 7
SARAWAK

3 0 3
PERAK

1 6 2
PULAU PINANG

1 1 9
KEDAH

1 , 0 6 0 , 1 8 4 
P E L A J A R

•  1,603 sekolah di lapan negeri tutup

•  Semua sekolah di Selangor,  Pulau Pinang, KL dan 
 Putrajaya tutup hingga esok

•  Tiga universiti awam tangguh pengajian

•  Tujuh masjid di Melaka buat solat Istisqa

•  Kabus jerebu jadi kuning di Riau.

•  NADMA siap siaga hadapi situasi jika IPU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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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184
Bilangan pelajar di seluruh negara

yang tidak dapat bersekolah.

JEREBU teruk jejas kelancaran operasi LTAPP, semalam.

MURID Sekolah Kebangsaan Datok Keramat, Kuala Lumpur menunggu diambil ibu bapa mereka
di pekarangan sekolah selepas mendapat arahan pulang.

FOTO: MUSTAFFA KA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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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EBU yang 
semakln teruk 
melanda Kuala 
Lumpur memaksa 
semua sekolah di 
ibu negara ditutup 
hari ini dan esok. 

Semua sekolah di Selangor, Pulau Pinang, 
Kuala Lumpur dan Putrajaya ditutup akibat jerebu 

Menutup 

cuti dua hari 
KESEMUA 1,658 buah sekolah dengan 
1,507,248 juta pelajar di negeri Selangor, 
Pulau Pinang dan Wilayah Persekutuan Kuala 
Lumpur serta Putrajaya ditutup selama dua 
hari sehingga esok selepas bencana jerebu 
semakin parah. 

Menteri Pendidikan, Dr. Maszlee Malek 
berkata, penutupan sekolah di Pulau Pinang, 
Kuala Lumpur dan Putrajaya dibuat ekoran 
bacaan Indeks Pencemaran Udara yang 
semakin tinggi serta berbahaya, manakala 
di Selangor ia diputuskan Jawatankuasa 
Bantuan dan Bencana Selangor. 

SEORANG guru mengagihkan topeng penutup 
mulut kepada murid Sekolah Kebangsaan Putrajaya 
Presint 9 (2) ekoran bencana jerebu yang semakin 
parah semalam. 

» BERITA DI MUKA 2,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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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arikat Malaysia usahakan ladang di Indonesia sebabkan jerebu diberi amaran 

Kerajaan akan bertindak tegas 

KEBAKARAN hutan yang berlaku di kawasan pertanian di Kampar, Riau, 
Indonesia baru-baru ini. 

PUTRAJAYA - Perdana 
Menteri,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memberi amaran 

bahawa kerajaan akan mengam-
bil tindakan terhadap 
syarikat-syarikat Ma-
laysia yang mengusa-
hakan ladang-ladang 
di Indonesia yang 
menyumbang kepada 
masalah jerebu yang 
kini melanda negara. 

"Kerajaan akan rae-
ngarahkan mereka me-
madamkan kebakaran 
terlebih dulu dan jika 
mereka enggan, tin-
dakan akan diambil terhadap 
mereka. 

"Mereka harus dipertanggung-
jawabkan atas kebakaran di la-
dang-ladang milik mereka walau-
pun ia terletak di luar Malaysia," 
katanya selepas melancarkan 

DR. MAHATHIR 

Kerangka Dasar Luar Malaysia 
Baharu di sini semalam. 

Dr. Mahathir berkata, Malay-
sia telah mengambil beberapa 

langkah untuk mena-
ngani kesan jerebu 
seperti pembenihan 
awam dan menutup 
sekolah-sekolah, namun 
cara-cara baharu untuk 
mengurangkan jerebu 
perlu dicari. 

"Kita telah mengam-
bil langkah-langkah ini, 
tetapi kita perlu' men-
cari sendiri cara-cara 
untuk mengurangkan 

jerebu. Saya fikir pembenihan 
awan adalah satu daripadanya, 
namun kita juga perlu menyem-
burkan air di kawasan tertentu 
untuk mengurangkan jerebu," 
ujarnya. 

Dr. Mahathir yang turut dita-

nya mengenai kenyataan menteri 
di Indonesia yang mengatakan 
jerebu adalah berpunca dari Ma-
laysia berkata: "Itulah sebabnya 
saya kata, kita patut keluarkan 
peta yang menunjukkan gambar 
satelit titik-titik panas." 

Menurutnya, beliau belum lagi 
menulis apa-apa surat kepada 
Presiden Indonesia, Joko Wido-
do berkenaan isu jerebu. 

Sementara itu, Ketua Polis 
Negara, Tan Sri Abdul Hamid 
Bador berkata, pihaknya sedia 
membantu Jabatan Alam Sekitar 
jika terdapat permintaan untuk 
mengekang aktiviti pembakaran 
terbuka di negara ini. 

"Kami akan mengambil tin-
dakan apabila jelas ada pelang-
garan undang-undang, namun 
setakat ini tiada tangkapan 
berkaitan aktiviti pembakaran 
terbuka," ujar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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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 keluarkan 27 kompaun bernilai RM2.000 

i H k 
KEBAKARAN terbuka di kawasan Johan Setia, Klang menjadi 
antara penyumbang kepada masalah jerebu yang semakin teruk 
di Selangor. 

SHAH ALAM - Jabatan Alam 
Sekitar (JAS) Selangor menge-
luarkan 27 kompaun bernilai 
RM2,000 kepada pihak dan in-
dividu yang disyaki melakukan 
pembakaran terbuka di kawasan 
kebun, ladang dan tapak pelu-
pusan sampah haram di sekitar 
Selangor. 

Pengerusi Jawatankuasa Tetap 
Alam Sekitar, Teknologi Hijau 
dan Hal Ehwal Pengguna, Sains, 
Teknologi dan Inovasi Selangor, 
Hee Loy Sian berkata, tiga kertas 
siasatan juga sedang dilengkap-
kan pihak JAS atas kesalahan 

pembakaran terbuka mengikut 
Seksyen 29A, Akta Kualiti Alam 
Sekeliling 1974 di seluruh negeri 
ini. 

Difahamkan tiga kertas siasa-
tan itu melibatkan dua tanah per-
tanian di Johan Setia, Klang dan 
satu berkaitan tapak pelupusan 
sampah haram di Teluk Gong, 
Klang. 

"Rondaan bagi mencegah pem-
bakaran terbuka akan diting-
katkan sehingga selepas tengah 
malam oleh agensi penguatkua-
saan berkaitan,"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se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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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atkan 1.5 juta pelajar di Selangor, Pulau Pinang, Kuala Lumpur dan Putrajaya 

1,658 sekolah ditutup dua hari 
PUTRAJAYA - Jerebu 

yang berterusan melanda 
negara semakin teruk apa-

bila kesemua sekolah dan tadika 
di Selangor, Pulau Pinang, Kuala 
Lumpur dan Putrajaya terpaksa 
ditutup selama dua hari bermula 
hari ini. 

Ia melibatkan 1,658 buah se-
kolah serta 1,507,248 pelajar. 

Menteri Pendidikan, Dr. 
Maszlee Malek (gambar kecil) 
berkata, penutupan sekolah dan 
tadika di Pulau Pinang, Kuala 
Lumpur dan Putrajaya dibuat 
ekoran bacaan Indeks Pencema-
ran Udara (IPU) yang semakin 
tinggi dan berbahaya, manakala 
di Selangor pula penutupan se-
kolah dibuat Jawatankuasa Ban-
tuan dan Bencana Selangor. 

"Bagi guru-guru yang terli-
bat dengan penutupan sekolah, 
mereka diberi pilihan untuk be-
kerja dari rumah atau hadir ke 
sekolah," katanya pada sidang 
akhbar sempena Majlis 'Meet 
and Greet Pasukan Malaysia 
Warrior and Malaysia Tiger' di 

INFO | Penutupan sekolah akibat jerebu 
WA 

Negeri 
Selangor 
Pulau Pinang 
Putrajaya 
Kuala Lumpur 

Jumlah Sekolah 
939 
398 
25 
296 

Jumlah Pelajar 
911,874 
239,839 
27,531 
328,004 

Bilangan Hari 
2 hari 
2 hari 
2 hari 
2 hari 

besar 
sini semalam. 

Maszlee berkata, guru 
diberi kebenaran untuk 
mengumumkan penutu-
pan sekolah jika mereka 
berpandangan keadaan 
jerebu semakin teruk 
berdasarkan trend 
bacaan IPU pada hari 
berkenaan. 

Menurutnya, keputu-
san tersebut hendaklah 
dimaklumkan kepada 
Pejabat Pendidikan 
Daerah dan Jabatan Pendidikan 
Negeri masing-masing. 

"Bagi sekolah diumumkan tu-
tup setelah murid-murid berada 
di sekolah, pelajar dibenarkan 

berada di sekolah dan proses 
pengajaran serta pembelajaran 

akan berjalan seperti 
biasa sehingga habis 
waktu persekolahan 
bagi sesi itu kecuali ada 
permintaan waris untuk 
membawa anak mereka 
pulang. 

"Semua sekolah yang 
terlibat dengan penu-
tupan juga tidak perlu 
diganti kerana dikatego-
rikan sebagai cuti ben-

cana," ujarnya. 
Maszlee berkata, keputusan 

penutupan mana-mana institusi 
pengajian tinggi adalah terletak 
kepada keputusan pengurusan 

a S W 

PENGAWAL keselamatan menarik pagar selepas Sekolah Rendah Agama Raja 
Muda Musa, Kampong Bharu, Kuala Lumpur diarah tutup akibat jerebu teruk 
semalam. 

universiti masing-masing. 
Selain itu, Kedah, Negeri Sem-

bilan, Perak dan Sarawak turut 
menutup sekolah masing-ma-
sing di kawasan tertentu hari ini 
akibat jerebu teruk. 

Di Kedah ia melibatkan 119 
buah sekolah dengan 56,874 pela-
jar, Negeri Sembilan 53 sekolah 
(28,073 pelajar), Perak 303 se-

kolah (85,967 pelajar), Sarawak 
337 sekolah (138,384 pelajar). 

Semalam, sebanyak 1,484 se-
kolah melibatkan 1,003,310 pela-
jar di tujuh negeri termasuk Se-
langor, Pulau Pinang, Putrajaya, 
Perak dan Sarawak diarah tutup 
berikutan peningkatan bacaan 
IPU di sekitar kawasan masing-
masing se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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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ah dirampas 
jika lakukan 

pembakaran terbuka
SHAH ALAM - Kerajaan Selangor ber-
tegas menjalankan tindakan penguatkua-
saan termasuk merampas tanah milik 
individu yang dikesan kerap melakukan 
pembakaran terbuka sehingga menyebab-
kan peningkatan Indeks Pencemaran 
Udara (IPU) di Johan Setia, Klang. 

Exco Alam Sekitar, Teknologi Hijau, 
Sains, Teknologi dan Inovasi dan Hal Eh-
wal Pengguna, Hee Loy Sian berkata, Pe-
jabat Tanah dan Daerah Klang akan me-
lakukan tindakan mengikut prosedur 
ditetapkan terhadap mana-mana individu 
terbabit. 

Menurutnya, Jabatan Alam Sekitar 
(JAS) Selangor sehingga kini mengeluar-
kan sebanyak 27 kompaun dan sedang 
dalam penyediaan tiga kertas siasatan atas 
kesalahan pembakaran terbuka mengikut 
Seksyen 29A Akta Kualiti Alam Sekeliling 
1974 di seluruh negeri. 

“Jabatan penguat kuasa yang lain juga 
seperti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dan Pejabat Tanah dan Daerah yang ber-
kenaan turut mengambil tindakan perun-
dangan berkaitan bagi kes pembakaran 
terbuka,”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semalam.

Beliau berkata, kerajaan negeri mem-
buat beberapa ketetapan berhubung isu 
jerebu yang melanda negara pada Mesyu-
arat Pembakaran Terbuka dan Pengurusan 
Tanah Gambut Peringkat Negeri kelmarin.

“Ketetapan itu termasuklah mengada-
kan perbincangan menyelaraskan kepu-
tusan bagi penutupan sekolah-sekolah di 
seluruh negeri ketika jerebu,” katanya. 

Selain itu, katanya, kerajaan negeri juga 
melalui Jabatan Meteorologi Negeri Sela-
ngor meningkatkan kekerapan Operasi 
Pembenihan Awan (OPA) di kawasan 
terjejas yang mempunyai bacaan IPU me-
lebihi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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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juta murid 
terjejas akibat jerebu

Sebanyak 2,459 
sekolah ditutup 

selepas pencemaran 
jerebu semakin 

teruk

KUALA LUMPUR

S ebanyak 2,459 buah sekolah 
ditutup hari ini melibatkan 
seramai 1.7 juta pelajar di 

tujuh buah negeri.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

laysia dalam satu kenyataan ma-
lam tadi memaklumkan keputu-
san menutup sekolah-sekolah 
terbabit disebabkan oleh bacaan 
Indeks Pencemaran Udara (IPU) 
jerebu yang dikategorikan sangat 
tidak sihat melebihi 201 di nege-
ri terbabit.

Selangor menjadi antara ne-
geri paling teruk terjejas apabila 
semua 939 sekolah ditutup meli-
batkan 911,874 orang pelajar 
diikuti Pulau Pinang 399 sekolah 
menjejaskan 243,972 pelajar dan 
Sarawak 373 sekolah melibatkan 
157,466 pelajar.

Antara negeri lain yang turut 
terjejas ialah Kedah 124 sekolah 
(58,241 pelajar), Perak 250 seko-
lah (63,782 pelajar), Negeri Sem-
bilan 53 sekolah (28,073 pelajar), 
Putrajaya 25 sekolah (27,531 pel-
ajar) dan Kuala Lumpur 296 
(217,657).

Sementara itu di PUTRAJA-
YA semalam, Menteri Pendidik-
an, Dr Maszlee Malik memak-
lumkan semua sekolah dan 

MASZLEE

tadika di Selangor, Pulau Pinang, 
Kuala Lumpur dan Putrajaya di-
tutup selama dua hari bermula 
hari ini.

Beliau berkata, penutupan 
sekolah dan tadika di Pulau Pi-
nang, Kuala Lumpur dan Putra-
jaya dibuat ekoran bacaan Indeks 
Pencemaran Udara (IPU) yang 
semakin tinggi dan berbahaya, 
manakala di Selangor pula penu-
tupan sekolah dibuat Jawatanku-
asa Bantuan dan Bencana Sela-
ngor.

“Bagi guru-guru yang terlibat 
dengan penutupan sekolah, me-
reka diberi pilihan untuk bekerja 
dari rumah atau hadir ke seko-
lah,” katanya pada sidang media 
di sini semalam.

Maszlee berkata, semua 

pengumuman dan penutupan 
sekolah akan dilakukan setiap 
hari selewat-lewatnya jam 6 pe-
tang.

“Guru besar juga diberi kebe-
naran untuk mengumumkan 
penutupan sekolah sekiranya 
mereka berpandangan keadaan 
jerebu semakin teruk berdasar-
kan trend bacaan IPU pada hari 
berkenaan dan keputusan terse-
but hendaklah dimaklumkan 
kepada Pejabat Pendidikan Dae-
rah dan Jabatan Pendidikan Ne-
geri masing-masing.

“Bagi sekolah diumumkan 
tutup setelah murid-murid ber-
ada di sekolah, murid-murid 
dibenarkan berada di sekolah dan 
proses Pengajaran dan Pembel-
ajaran (PdP) akan berjalan seper-
ti biasa sehingga habis waktu 
persekolahan bagi sesi tersebut 
kecuali ada permintaan waris 
untuk membawa anak mereka 
pulang.

“Semua sekolah yang terlibat 
dengan penutupan juga tidak per-
lu diganti kerana dikategorikan 
sebagai cuti bencana,” katanya.

Maszlee berkata, keputusan 
penutupan mana-mana institut 
pengajian tinggi adalah terletak 
kepada keputusan pengurusan 
universiti masing-masing.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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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awal keselamatan meletakkan notis penutupan sementara Sekolah 
Kebangsaan Seksyen 17, Shah Alam semalam ekoran jerebu ter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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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kong bina terminal bas
Kerajaan 

Selangor lihat 
Seksyen 13 

berpotensi untuk 
dibangunkan

ASYRAF MUHAMMAD

SHAH ALAM

K erajaan Selangor me-
nyokong peranca-
ngan untuk membina 

sebuah terminal bas di 
Seksyen 13 di sini susulan 
kerancakan pembangunan 
di kawasan itu.

Menteri Besar Sela-
ngor, Amirudin Shari ber-
kata, melalui pelaksanaan 
itu, Seksyen 13 juga berpo-
tensi untuk menjadi  sebuah 
pusat pengangkutan me-
nerusi Perancangan Ban-
dar Majlis Bandaraya Shah 

Amirudin (tiga dari kiri) menurunkan tandatangan sebagai gimik perasmian Terminal 17 semalam.

Alam (MBSA).
Menurutnya, bagaima-

napun, pelaksanaan pem-
binaan terminal baharu itu 
semestinya memerlukan 
perbincangan dan diskusi 
lebih menyeluruh bersama 

agensi serta jabatan berkai-
tan.

“Saya menyokong pe-
nuh sekiranya ada peran-
cangan untuk membina 
terminal bas di Seksyen 13 
memandangkan kawasan 

itu juga turut mempunyai 
beberapa institusi 
 pengajian dan kerancakan 
pembangunan di sana,” 
katanya pada Majlis Peras-
mian Terminal Bas Seksyen 
17 dan Pelancaran Laluan 

Bas Smart Selangor S04 
Bersama Universiti Tekno-
logi Mara (UiTM) Shah 
Alam di sini semalam.

Mengulas mengenai 
pelancaran itu, Amirudin 
berkata, tambahan laluan 
berkenaan yang memasuki 
kampus UiTM Shah Alam 
dapat meringankan beban 
terutamanya pelajar yang 
terpaksa mengikat perut 
berikutan kenaikan kos 
sara hidup pada masa kini.

Katanya, penambahan 
laluan berkenaan dilihat 
sebagai satu inisiatif yang 
baik dan bertepatan dalam 
membantu golongan pela-
jar serta menepati kriteria 
laluan.

“Antara kriteria laluan 
adalah bas tersebut perlu 
mengutamakan laluan ka-
wasan tumpuan pemba-
ngunan dan perumahan 
padat serta hubungan de-
ngan sistem pengangkutan 
lain,” katanya.

Dalam pada itu, Amiru-
din berkata, kemudahan 
Terminal 17 akan dapat 
meningkatkan lagi mutu 
perkhidmatan pengang-
kutan awam sekali gus 
mengangkat imej bandara-
ya Shah Alam di mata ma-
syarakat.

Menurutnya, terminal 
ini turut dilengkapi dengan 
Terminal Managemeny 
System (TMS) seperti 
mana yang diguna pakai di 
Terminal Bersepadu Sela-
tan (TBS), Penang Sentral, 
Lapangan Terbang Anta-
rabangsa Kuala Lumpur 
(KLIA) dan KLIA 2.

“Antara kelebihan 
TMS adalah bebas ulat ti-
ket iaitu tiada penjualan 
tiket secara haram, jadual 
pelepasan tiket secara ha-
ram, jadual pelepasan dan 
ketibaan bas disusun serta 
dikemaskini bagi memberi 
keselesaan kepada penggu-
na,” katanya.

Headline Sokong bina terminal bas
MediaTitle Sinar Harian
Date 19 Sep 2019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Nasional Circulation 140,000
Page No 29 Readership 420,000
Language Malay ArticleSize 391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8,289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24,868



Antara kediaman yang dirobohkan di kawasan berhampiran Sungai 
Kedondong, Paya Jaras semalam.

Roboh rumah ikut prosedur
SUNGAI BULOH - Ope-
rasi merobohkan rumah 
berhampiran Sungai Ke-
dondong, Paya Jaras dekat 
sini yang dibina di atas ta-
nah rizab milik Kerajaan 
Selangor dilaksanakan 
mengikut prosedur dite-
tapkan dengan penyerahan 
notis awal kepada pendu-
duk terlibat.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Paya Jaras, 
Mohd Khairuddin Oth-
man berkata, pelaksanaan 
perobohan itu sebenarnya 
telah dirancang sejak 2008 
lagi dan penduduk terlibat 
telah menerima notis per-
tama sejak 2015.

Menurutnya, bagaima-
napun, pihaknya pada wak-
tu itu membantah pero-
bohan berkenaan 
memandangkan penduduk 
terlibat tidak mendapat 
tawaran Rumah Selangor-
ku sebagai pampasan ke-
pada perobohan terbabit.

“Lepas itu, kita terus 
usaha dan akhirnya mereka 
dapat tawaran Rumah Se-
langorku dan tidak perlu 
menunggu giliran seperti 
penduduk lain.

“Dan pada 2 Ogos lepas 
kita serahkan surat tawaran 

(Rumah Selangorku) ber-
kenaan dan memberi notis 
untuk perobohan berkena-
an beberapa hari kemudian 
dengan menetapkan tem-
poh selama 30 hari buat 
penduduk mencari rumah 
sewa lain,” katanya kepada 
Sinar Harian di sini sema-
lam.

Semalam Sinar Harian 
melaporkan mengenai ge-
saan 92 orang penduduk 
terlibat yang meminta agar 
Kerajaan Selangor dapat 
menangguhkan terlebih 
dahulu proses perobohan 
kediaman mereka sehingga 

akhir tahun ini.
Mengulas lanjut me-

ngenai perobohan itu, 
Mohd Khairuddin berkata, 
ada di antara penduduk 
yang masih berdegil dan 
mengharapkan beberapa 
tuntutan lain daripada ke-
rajaan negeri seperti mem-
bayar pampasan deposit 
sewa rumah serta sewa 
bulanan. 

“Malah mereka juga 
enggan untuk melengkap-
kan dokumen tawaran Ru-
mah Selangorku itu kerana 
mengharapkan pampasan 
lain,”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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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jewel needs reviving 
Bandar Botanic's Central Park in disrepair after council takeover 

Illegal bunting marring the beauty of trees along Persiaran Botanic. - Photos: SHAARI CHEMAT/The Star 

By EDWARD RAJENDRA 
edward@thestar.com.my 

BANDAR Botanic Parcel A, once 
known for its well-maintained rec-
reational facilities, has fallen into 
disrepair. 

The popular Central Park's man-
made waterway that alsti serves as 
a retention pond is showing signs of 
wear and tear. Its fountains and 
water spouts are not working. 

Bandar Botanic Residents 
Association (BBRA) president Jacob 
Mathews said the park's condition 
was becoming worse as workers 
were removing the sculpted shrubs 
instead of trimming them. 

Jacob said there was an urgent 
need to replant the shrubs and 
replace the rotting boardwalk along 
the waterway as well as broken 
park furniture.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should be supervising the work 
done by the private contractor," he 
added. 

In 2004, Central Park was award-
ed the prestigious Malaysia National 
Landscape Award under the City 
Garden category. 

MPK Engineering Department 
director Zamri Othman confirmed 
that the developer of Bandar 
Botanic Parcel A had handed over 
the area to the council. 

'It has been about seven years 
since MPK took over the mainte- ' 
nance of Bandar Botanic Parcel A, 
including Central Park," he said. 

"Residents want the playground 
between Jalan Akasia 12 and Jalan 
Angsana 10, which MPK removed, 
to be restored." 

Jacob added that rubbish was not 
cleared from some parts of the park 
and broken beer bottles could be 
seen nearby a gazebo frequented by 
a group of men at nights, especially 
on weekends. 

"At the Botanic East commercial 
area, a vacant corner shophouse at 
Jalan Jasmin 8 is used by vagrants to 
sort through rubbish," he Said, add-
ing that MPK removed rubbish only 
from the five-foot-way. 

BBRA vice-president Saw Choo 
Hong, 71, said MPK must ensure 
high quality materials were used for 

The broken wooden boardwalk in Central Park. Bandar Botanic Parcel A residents want the children's 
playground to be restored. 

This manhole is missing its cover 
and poses a potential danger to 
park-goers. 

park facilities so they would last. 
"There must be proper mainte-

nance and follow-up every three 
months once these public facilities 
are fixed," he said. 

StarMetro highlighted these 
issues to Zamri who said MPK's 
Engineering and Gardens 
Departments would prepare a 
budget to address the deteriorating 
amenities. 

"We will repair the water fea-
tures and the wooden bridge as well 
as instal new playground facilities 
as requested," he said. 

"We have received complaints on 
non-functioning street lights along a 
400m stretch of Jalan Cassia Utama 
and our technicians will address the 
problem." 

Zamri said the contractor would 
be asked to replant the shrubs, add-
ing that it would take time for the 
budget to be approved and for 
repairs to be carried out. Rubbish has not been cleared from the shophouse along Jalan Jasmin 8. 

Creepers on the pergola along the waterway in Bandar Botanic Parcel A 
need to be replaced with new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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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gued by 
thick ^VDP 

Selangor is taking affirmative action to tackle the haze by dealing 
with open burning and carrying out cloud seeding operations with 
the state Meteorological Dept in areas where the API is over 150. >4 

Shrouded in gloom: An aerial view of Klang gives a clearer picture of the thick haze that residents have to.put up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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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 masks for Selangor residents 
Giveaway among resolutions made at open burning meeting as haze worsens 
By EDWARD RAJENDRA and 
KALAIVANI MURUGASAN 
metro@thestar.com.my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will be 
distributing face masks to resi-
dents in areas where the air pol-
lutant index (API) has breached 
150. 

This was among the resolutions 
agreed upon during a meeting on 
open burning in Selangor chaired 
by state environment, green tech-
nology and consumer affairs com-
mitee chairman Hee Loy Sian. 

"The state government through 
the Selangor Meteorological 
Department will also increase the 
frequency of cloud seeding opera-
tions in areas where the API read-
ing is more than 150," said Hee in 
a statement. 

The state government has also 
decided to extend patrolling by 
enforcement agencies such as the 
Selangor Environment 
Department (DOE), local authori-
ties, land and district offices as 
well as the Fire and Rescue 
Department to prevent open burn-
ing. 

"The state DOE has also issued 
27 compounds and is preparing 
three investigation papers for 
open burning offences under 
Section 29A of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Act 1974," Hee said. 

Fire and Rescue Department 

Bernam, Kuala Langat and 
Petaling Utama education offices. 

Another 86 schools were closed 
in Petaling Utama, Sepang (52), 
Hulu Langat (61), Gombak (23), 
Kuala Langat (21), Sabak Bernam 
(18) and Kuala Selangor (five). 

Klang district officer Mohd 
Zainal Mohd Nor, who is also 
Klang district disaster manage-
ment committee chairman, said 
the committee had advised the 
Klang District Education Office to 
close schools as soon as the API 
registers 200. 

"We see that there is no sign of a 
let-up in the haze situation and we 
are concerned about schoolchil-
dren's health. 

"Most of them are coughing and 
complaining of eye irritation. It is 
better that the children stay at 
home," he said. 

Petaling Jaya City Counil (MBPJ) 
also issued a statement that it was 
postponing all outdoor activities. 
Among the events affected are the 
13th MBPJ Swimming Festival 
scheduled for Sept 21. 

The public is advised to mini-
mise outdoor activities and keep 
up-to-date on the latest API read-
ings through the MylPU app. 

An API reading of 0 to 50 is cate-
gorised as good, 51 to 100 (moder-
ate), 101 to 200 (unhealthy), 201 to 
300 (very unhealthy) and 300 and 
above (hazardous). 

SMK Methodist ACS Klang security guard, Jothilakshmi Ponnusamy, 48, pasting a message to inform students and 
parents of the school's closure. All schools in Klang were closed yesterday due to the worsening haze. 

Klang District zone chief Samsol 
Maarif Saibani said his men were 
conducting 24-hour monitoring of 
three areas, namely Johan Setia, 
Pulau Indah and Telok Gong to 
ensure no open burning was tak-
ing place. 

Meanwhile, all schools in Klang 

and Petaling Perdana were closed 
yesterday due to the worsening 
haze. 

A total of 139 schools are affect-
ed in Petaling Perdana while 133 
schools were closed in Klang with 
only teachers and clerical staff 
reporting for duty. 

In a statement, the Education 
Ministry said 538 schools were 
closed in Selangor involving 
584,595 students in total. 

These schools are under the 
purview of the Petaling Perdana, 
Klang, Kuala Selangor, Gombak 
Hulu Langat, Sepang, Sab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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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SE ECLIPSE ... Thick haze partially filters 
out the sun in Sri Aman, Sarawak. The air 
pollutant index in  the area had reached 396 on 
Tuesday before improving to 239 yesterday. 
– BERNAMAPIX

Schools shut 
due to haze
PETALING JAYA: More than a million 
students stayed home yesterday as the 
worsening haze situation forced more 
schools to close.  

In a statement, the Education 
Ministry said a total of 1,484 schools 
were affected. 

Selangor topped the list with a 
total of 538 schools involving 584,595 
students, followed by Sarawak (337 
schools with 138,384 students) and 
Perak (303 schools affecting 85,967 
students).  

Schools in Putrajaya, Kuala Lumpur, 
Negri Sembilan and Penang were also 
closed. 

“Any changes or updates will be 
announced from time to time. School 
authorities are reminded to follow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s and 
prioritise the safety of students and 
teachers at all times,” the statement 
said.  

Meanwhile, Higher Education 
Director-General Dr Siti Hamisah Tapsir 
advised all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postpone classes if the 
air quality deteriorates further.

CHARLES RAMEND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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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egeri tutup sekolah dua hari 
KUALA LUMPUR 18 Sept. - Kea-
daan jerebu yang semakin bu-
ruk di beberapa negeri terma-
suk Wilayah Persekutuan hari 
ini memaksa sekolah dan tadika 
ditutup sehingga dua hari ber-
mula esok. 

Menteri Pendidikan, Dr. Masz-
lee Malik berkata, negeri yang ter-
libat ialah Pulau Pinang, Selangor, 
Putrajaya dan Kuala Lumpur. 

Menurutnya, selain itu guru 
di sekolah terjejas diberi pilihan 
untuk dibenarkan bekerja sama 
ada di rumah atau sekolah. 

"Pengetua dan guru besar 
boleh mengumumkan penu-
tupan sekolah sekiranya pada 
pandangan mereka keadaan jer-
ebu semakin teruk berdasarkan 
trend Indeks Pencemaran Udara 
(IPU) hari berkenaan. 

"Semua pengumuman pe-
nutupan sekolah akan dibuat 
setiap hari iaitu selewat-le-
watnya pukul 6 petang," kata-
nya dalam sidang akhbar di sini 
hari ini. 

Lebih sejuta pelajar terli-
bat dengan penutupan sekolah 

terbabit yang tidak 
perlu diganti kerana 
dikategorikan sebagai 
cuti bencana. 

Maszlee berkata, pen-
tadbir sekolah terlibat 
harus mengikut prose-
dur operasi standard 
(SOP)sediaada. 

"Bagi institut pen-
gajian tinggi (IPT), 
keputusan untuk me-
nangguhkan sesi kuliah adalah 
terletak kepada keputusan pe-
ngurusan IPT masing-masing," 
ujarnya. 

Di PUTRAJAYA, semua se-
kolah diarahkan tutup selepas 
Indeks Pencemaran Udara (IPU) 
masih kekal pada bacaan 200 
pada pukul 5 petang ini. 

Di PULAU PINANG, semua 398 
buah sekolah ditutup berikutan ke-
mungkinan keadaan berjerebu 
malam ini semakin buruk. 

Timbalan Pengarah Jabatan Pen-
didikan negeri, Abdul Rashid Abdul 
Samad berkata, arahan penutupan 
itu melibatkan sebanyak i l l buah 
sekolah di daerah Timur Laut; Barat 

MASZLEE MALIK 

Daya (51); Seberang 
Perai Utara (93); Se-
berang Perai Tengah 
(87) dan Seberang Pe-
rai Selatan (56). 

Menurutnya, ara-
han itu juga akan mel-
ibatkan keseluruhan 
seramai 239,839 mu-
rid dan pelajar. 

Di SELANGOR, se-
mua sekolah awam 

dan swasta di dalam negeri ini 
diarahkan tutup, kata Pengerusi 
Jawatankuasa Pengurusan Ban-
tuan dan Bencana negeri, Datuk 
Mohd. Amin Ahmad Ahya. 

Menurut Mohd. Amin, pen-
dedahan terhadap jerebu yang 
berpanjangan akan meningkat-
kan risiko terhadap kesihatan 
terutama kepada golongan se-
perti kanak-kanak, warga emas, 
pesakit jantung dan paru-paru 
serta wanita mengandung. 

"Penutupan sementara se-
kolah akibat cuaca jerebu ini 
adalah untuk memastikan tahap 
kesihatan murid tidak terjejas," 
katanya dalam kenyataan di s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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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BERAPA pelajar Universiti Sains Islam Malaysia di Nilai, Negeri Sembilan berjalan keluar susulan pihak pengurusan 
universiti menangguhkan semua sesi pembelajaran, semalam berikutan kadar bacaan Indeks Pencemaran Udara 
direkodkan pada tahap sangat tidak sihat. - UTUSAN/AZRUL EDHAM MOHD. AMINUD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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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is日讯）妇女、 
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已在今年4月 

致函内政部，要求检讨对于家庭 
与孩童较为不公的法令，包括在 
国外生产的大马籍妇女，其孩子 
无法自动跟随母亲国籍的课题。

副部长杨巧双说，目前仅是大 
马籍父亲在国外出世的孩子，可 
自动成为大马公民；相反地，若 
大马妇女在国外生子，回国后母

國外出世不能自動隨母國籍 为内政部较容易修改的^令，并
' ‘ 希望该部向国会提交修正法案，

修正当中法令〇

^杨巧双今日°出席非政府组织举 
办性别平等取得国籍论坛开幕礼 

_ _ 后，在记者会上指出，有关5个
亲必须为孩子向内政部提出申 她说，希盟竞选宣言中已列组别包括让孩子验证脱氧核糖核
请，才有可能让孩子成大马公明，执政后会修改一切f平等的酸（DNA)，作为大马籍父亲申 
民。 法律，而妇女部在较早前已检讨请孩子为大马人的证据、在国外

■杨巧双（左5)出席性别平等取得孩童国籍论坛开幕礼，并向在场母亲讲解政府正努力解决此问 

题。

生产的大马籍妇女，其孩子可自 
动成为大马公民、让弃婴自动成 
为大马人、让被领养的孩子，可 
直接获得大马籍公民以及所有拒 
绝获得大马国籍的申请，必须做 
出合理解释。

已與内政部開會

“这些看起像似小问题的事， 
对一个家庭而言，是一大困扰， 
举例说，若双亲为大马人，孩子 
则因为没有国籍，令孩子无法随 
同旅游，甚至无法享用大马政府 
给予国人的福利。”

询及有关法令何时获得修正， 
让国外生产的大马籍妇女，其孩 
子可自动成为大马公民，杨巧双 
指这问题涉及内政部，无法给予 
实际答案。

“不过，该部已与内政部召开 
会议，内政部也给予正面回应， 
对此，妇女部会继续跟进此事， 
直至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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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S日讯）教育部 
长马智礼食布，除了雲州周 
四开始，所有学校停课2天 

外，槟州、吉隆坡及布城也 
会停课2天。

至于高等教育学府方面，
马智礼受询时对记者说，若 
院方认为有必要，可宣布停 
课。

i 旬及停课的学校是否需要 
补课，马智礼说，由于停课 
属于天灾假期，因此涉及的 
学校无需补课。

另一方面，雪州政府秘书 
署早前发表文告指出，根据 
气象局于本月17日的预测，

烟霾情况将延续至下周，各 
站的情况都显示不健康及非 
常不健康。

文告说，基于烟霾的情况 
将危害公众安全，尤其是孩 
子、老人、心脏及肺病患及 
孕妇一群，因此，
指示州内的学校停 
课两天。

“雪州教育局和 
县教育局必须马 
上通知校方和父 
母，有关停课的决 
定 ”

° 文告说，州政府 
一直与天灾管理委 
员会（JPBD)配 

合，监督最新的空 
气污染情况。

雪州行政议员黄 
思汉指出，州政府 
是基于避免与学

■=|=,

霞
檳

布

城
2

天

校相关的各行各业损 
失和家长混肴，因此 
决定采取“软性”措 
施，提前宣布关闭州 
内学校。

他说，州政府是以 
灾害角度，交由雪州 
天灾管理委员会和州 
秘书处理此事，并在 
与教育局商讨后，做 
出这个决定。

“州政府是基于这 
两、三天，临时停 
课，导致家长混肴， 
不知道送不送孩子上 
学好，而且食堂业 
者准备了食物，却突 
然没有‘顾客’，还 
有托儿所、学生巴士 
等，也受到影响。” 

他说，雪州是全国 
烟霾最严重的州属， 
过去几天也是最多学 
校关闭，因此今早州 
行政议会也提讨论此 
事，觉得有需要发出 

更明确的指示，避免各行各 
业混乱。

■家长早上到学校接孩子回家时，在 

学校的校门口填写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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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嘉宾出席龙天宫九天玄女万寿千秋晚宴，左6起是曽贵秋、彭则斌、许来贤、苏协成及林 
福山，右2是林金瑛。

(加影is日讯）雪州行政议员许 
来贤建议，州内学校是否就烟霾 
弥漫停课的决定，应由雪州政府宣 
布，同时应该于傍晚5时宣布。

他说，教育部在前晚近晚上10时 
才宣布雪州部分学校昨天停课，导 
致许多家长不知道停课。

他认为，州政府有权从教育部接收处理有关停 
课事宜，他将在今天的州行政议会上，提出这项 
建议。

“学校是否停课，应该在傍晚5时前宣布，而 

不是晚上10时才宣布；整个县的学校也应该统一 
是否停课，而不是一个县里部分学校停课，其他 
学校又没停课，这会引起混淆。”

许来贤也是加影州议员。他昨晚出席加影龙天 
宫庆祝62周年九天玄女万寿千秋晚宴时，这么指

°另外，他宣布拨款1万令吉给龙天宫作为活动 
基金。

"'出晚宴的嘉宾包括龙天宫名誉主席丹斯里林

許來賢：停課決定

最好在傍齒5時宣布
福山、育华中学二校建委会主席丹斯里曾贵秋、 
史里肯邦安州议员欧阳捍华、无拉港州议员王诗 
棋、龙天宫创办人苏协成、主席彭则斌、晚宴筹 
委会主席李文送、万宜国会议员代表丘钦瀚及加 
影市议员林金瑛等。

林福山致词时说，国内的庙宇都扮演著多重角 
色，庙宇以信仰为出发点，指点人们向善，建立 
个人道德观念，这是服务社会；庙宇以人文为出 
发点，办庆典传承文化，也是社会服务。

他说，若以建设为出发点，完善庙宇硬体功能 
为公众提供休闲场所，也是服务社会。

“随著时代进步，庙宇已提升到多功能，希望 
政府可尽量协助庙宇所面对的问题，让良好的社 
会环境不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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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橋旁
(瓜雪18日訊）雪州政府耗资320万令吉，在丹绒 

士拔新村情人桥旁建设美食和休闲中心，让游客可边 

享用地道美食边看海景，增添旅游元素，带动当地旅 

游经济！

美食

律匱中心

有关美食和休闲中心工程 

由瓜拉冷岳县议会承建，工 
程至今已完成T0。。，预计能在 

今年尾竣工。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 

交通和新村发展事务行政议 

员黄思汉联同瓜冷县议员黄 

锦伦和丹绒士拔新村社区管 

理委员会主席（村长）戴河 

松上周六前往工地现场视 

察，了解工程进展。

黄锦伦指出，美食和休闲 

中心距离情人桥约1 〇〇公尺沙 
滩的附近，内设6间600平方 

公尺美食馆、10间小型的小 
贩摊位、厕所和3个休闲亭^。

“由于位于海边，所以这 

里超过40张桌椅都用防锈材 

质，可以让游客在休闲或享

用美食之余，欣赏丹绒士拔 

的迷人的景色。”

30個泊車位

他指出，初步美食馆以海 

鲜为主，因为丹绒士拔出名 

海鲜。

他也说，目前情人桥附近 

没有划分泊车位，因此有时 

会出现胡乱停车的情况，但 

相信该休闲中心完工后，有 
30个泊车位，可以改善情 

)兄。

°他指出，丹绒士拔的游客 

数量逐年増加，相信这个美 

食和休闲中心I旦启用，可 

以提高游客的流量和加强游 

客在丹绒士拔的旅游体验。

■黄思汉（左起）在黄锦伦和戴河松等人陪同下，巡视及了 
解丹绒士拔新村篮球场的工程进度。

雪政府撥21萬翻新籃球場
+了进一步提升丹绒士拔新 

村的篮球水平，雪州政府 
拨出21万令吉翻新老旧的篮球 

场。

黄思汉巡视该篮球场时指 

出，有关工程包括翻新和増加 

座位、安装电灯及围离等，截 
至目前，工程进度达407。。

戴河松指出，该村人才辈 

出，其中有几位篮球国青和州 

手都来自该村。

“雪州政府举办的精明雲兰 
莪新村杯篮球锦标赛即将在9 

月杪或10月初正式展开，到时 

丹村也会派出，以争夺新村杯 

的荣誉。”

黃思漢=規劃好提高遊客方便性

■丹绒士拔新村的情人桥是当地的地标，每逢假日游客络 

绎不绝，欣赏海景。

@思汉指出，这项由雪州政 

^•府出资打造的休闲中心， 

规划好设有美食摊位、泊车位 

和厕所等，能提高游客的舒适 

度和方便性。

“丹绒士拔在加强基建设备 

后，能会吸引更多的游客到那 

里品尝当地美食。"

他认为，丹绒士拔有得天独 

厚的的环境优势，海产资源也 

极为丰富，促使才它成为雪州 

境内旅游热点，每逢假日到来 

的游客相当多。

他呼吁新村社区管理委员会

继续努力寻找或打造新村更多 

的旅游亮点，让游客乐而忘 

返，留住在村里，进一步带动 

旅游经济。

此外，他建议国人除了可以 

一天来回到丹绒士拔旅游，也 

可以计划两天一夜甚至更长的 

时间，以沿著该村一带的海岸 

线，到附近的海滩度假，发现 

大马之美。

配¥中°秋节和马来西亚曰， 
黄思汉当天也派发月饼给村民 

和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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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曰分享會幸運抽獎

土鍪怫舫

V. MiA. mi

05.10.2019

.坤成中学讲堂
tt办‘ ,

(吉隆坡is日訊）想不想乘 

坐邮轮看世界？还是想要去 

看周杰伦的演唱会但是买不到 

票？没关系，我们送给你！

《中国报》粉红社配合9周年而 
举办的“9久同心.财智过人”分 

享会除了有精彩的投资理财分享， 

还有丰富的幸运抽奖环节回馈出席 
者！

大奖是由星梦邮轮（Dream 

Cruises)赞助的2份双人4天3夜 

“云顶梦号”邮轮配套，幸运儿可 
选择4天3夜新加坡/槟城/浮罗交怡

航线；4天3夜新加坡/槟城/ 

泰国普吉；4天3夜新加坡/ 

浮罗交怡/泰国普f吉；4天3 

夜新加坡/马六甲/槟城；4 

天3夜新加坡/马六甲/浮罗 
交怡，总值1万3644令吉。

此外，还有1份（2张）周 

杰伦《嘉年华》世界巡回演 
唱会大马站，每张票价738 

令吉的入门票，总值14T6令 

吉。该演唱会于2020年2月 

29曰在吉隆坡武吉嘉里尔体 

育馆开唱！
无论你是旅游爱好者或 

是周杰伦粉丝，只要出席“9久同 

心.财智过人”分享会不仅能够掌 

握理财技巧之余，还有机会赢取邮 

轮配套或周杰伦演唱会入门票，一 

举两得！

有早鳥優惠

除了让人尖叫的幸运抽奖奖品， 

还有每人一份的伴手礼，总 

之这场理财分享会，让你身 

心灵都满载而归，绝不空手 
而归。记得10月5日约定你 

哦！

这场分享会是Kenanga 

Investors Berhad主要赞助，10月 

5曰当天将邀来妇女、家庭与社会 

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主持开幕，以 
及汇集3位理财达人与大家分享理 

财之道。

分享会主题分别是由迈悦理财 

集团创办人周志强主讲的“传 
承财富留爱不留债”、Ket^anga 

Investors Berhad私人财富产品和 

业务发展高级主管何上飞主讲的 

“私人财富理财方案也可量身打 

造”和“财务规划要趁早！”，以 
及由Kenanga Investors Berhad投

资组合经理周峥主讲的“下半年展 

望：洞悉下个投资周期”。

分享会名额有限，有兴趣者报名 
从速；早鸟优惠为单人50令吉，双 

人80令吉。

欲知更多详情，请致电：03- 

22896375/6355，或登入以下链接 

报名：http://bit.ly/2GpMDFm。

■星梦邮轮盛情赞助2份总值1万3644令吉的邮轮配套，让与 

会者学习理财的同时也能把丰富礼品带回家！

■凡出席“9久同心.财智过人”分享 

会者，将有机会参与幸运抽奖，赢走 

周杰伦《嘉年华》世界巡回演唱会大 

马站人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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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負債變持現金

達力或提高派息率
(吉隆坡1S日讯）艾芬黄氏资本研究认为，达力 

(TALIWRK，8524，主要板公用事业）和雪州水供管 

理私人有限公司完成协议，继续经营及维持讀兰莪河 
第一期（SSP1)，因此维持“买入”评级，目标价

该指出，雪州水供管理私人有限公司的应收账 
款约为T亿7000万至T亿8000万令吉，在同意年10?。的 

折扣后，将在两周内以7000万令吉的预付款偿还T亿 

令吉；余额会分9年支付，年利率为5.25°。。

同时，该公司计划将偿还给银行的9年供期证券 

化，以在今年末季取得现金流折现（DCF)金额，艾

芬黄氏资本研究估计，该公司可取得6亿3800万令吉 

至6亿4400万令吉。

该行估计，一 成功证券化，达力将从净债务3亿 

8900万令吉或净负债率0.3倍，变成拥有3亿2200万令 

吉净现金或每股16仙，占市值的17°。。

基于应收账款从之前预测的8亿5000万令吉降至亿 

8000万令吉，该机构也下调对达利在2021年至2021年 

的核心每股盈利27。至3°。。

不过，自由现金流（Free Cash Flow,简称FCF) 

随著雪州水供管理私人有限公司协议的完成而有所改 

善，其自由现金流将通过应收款项偿变得更顺畅。
该机构认为，达力将从今年第3季开始増加派息 

率，从每股1.2仙増至1.8仙；相比于FTSE富时大马黄 

金指数于2019年的3.56。。及2020年的3.49。。净回酬，达 

利于2019财年的6.5。。及2020财年的7.7%净回酬率更具 

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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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来贤（左2)主持2019年雪州泥地管理与露天焚烧会议。

許來賢：超過150點地區

增加布雲造雨次數
(加影18日讯）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 

说，州政府也透过雪州气象局，在空气污 
染指数超过150点的地区，増加布云造雨 

的次数；州政府也会在这些地区派发口罩 
给居民

°他昨°曰主持2019年雪州泥地管理与露天 

焚烧会议后，发表文告。
他说，各单位如环境局、地方政府、土 

地局及消拯局也会提高露天焚烧的监督工 
作，包括在半夜时分也不松懈巡逻工作。

“随著雪州大臣放话要充公巴生佐汉斯 
迪亚涉及露天焚烧的土地，土地局将会根 
据程序采取行动。”

他也指出，雪州环境局已援引1974年 
环境素质法令第29A条文，发出27张罚单 

及展开3项针对在州内露天焚烧的调查。
“各地方政府与土地局执法单位会采取 

法律行动对付涉及露天焚烧者。”

他劝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同时下载

My 1PU手机应用程序，跟进全国空气污染 

指数。
若要跟进各地方及时空污指数，民 

众也可以下载MyIPL: (Mobile Indeks 
Pencemaran Udara)，或浏览www.doe. 
gov.my〇

舉報露天焚燒

民众也可拨打免费热线1800-88-2T2T、 
03-88T1 2000或03-5519 7233，举报露天 

焚烧活动。
民众不可进行露天焚烧，同时要协助扑 

灭轻微火灾，或向消拯局投报火灾。
他也呼吁民众监管好自己的土地或建筑 

物，避免遭人滥用进行露天焚天。
根据1974年环境素质法令第29A条文， 

露天焚烧一且罪成，被告可被判最高50万 
令吉或监禁不超过5年或两者兼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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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公司，则不得而知。
他举例，其中L6楼层管理層：切斷水供也無奈

_ 有84个单位，但是有一

■^中一名管理层负责人哈山受询时指半，即42个单位拖欠管理费和水费T万 

出，管理层对于切断水供也感到非6553令吉，这是一笔庞大的&目。

他不排除，一些单位出租，是问题所 

在，管理层多次致电业主，惟这些业主不 

是联络不上，就是不愿正视有关问题。 

他强调，目前管理层在还尽努力，与水

中一名管理层负责人哈山受询时指 
V出，管理层对于切断水供也感到非 

常无奈，一些单位的商家和居民，不愿缴 

付管理费和水费，加上一些水表损坏和失 

修，导致管理层入不敷出。

他说，管理层只是代收水费，过后交予 

发展商，至于发展商是否有缴还水费予水 供公司进行谈判。

E生市议员严玉梅指 

出，市议会愿意充当 

“中间人”，协肋居民和商 

家解决问题。

她说，在这个案件中，居 

民或商家首先必须到房屋部 

领取投诉表格，过后再由市 

议会建筑物委员会召集涉 

及各方，包括国家水务委员 

会、发展商、管理层、雪州 

水务管理公司、居民及商家

嚴玉梅：市會願助解決
等召开会议。

“这些居民和商家，必须 

确保他们是定时缴付水费的 

单位，否则房屋部不会接受 

相关投诉。”

他指出，委员会会指示管 

理层和发展商解释和解决问 

题，房屋部也可采取对付行

动。

他说，一旦这个案件解决 

后，他劝请居民和商家成立 
公管机构（JMB)，同时申 

请设立各别水表，以便自己 

管理该商业区和楼上民宅单 

位，同时各自解决各自的水 

费问题。
■垃圾桶不足，令到民众经常随便 

乱丟垃圾。

地點：巴生永安鎮“彩虹漫步”商業區 ■居民和商家高举大字报怒吼，不满面 
对断水打击；前左7起为洪理和严玉梅。

■水供公司后来直接， 
出动铲泥机，挖土切v 
断地下水管，避免有 
人继续“偷水”。

(巴生18日訊）雪隆已摆脱大断 

水窘境，却有231户店屋居民 

家，需要“配水”过日子，在忍无 

可忍下，高举大字报怒吼，不满遭 

遇烟霾、断水双重打击！

巴生永安镇“彩虹漫步”商业区 
(Pelangi Promenande)，两年来疑因管 

理层管理不当，据称因此拖欠了逾13万令 

吉水费，结果住户和商家遭水供公司断 
水，最近两个月情况恶化，5栋楼层中， 

其中2栋的总水表已经被切断。

更甚的是，管理层被指为了继续供水给 

用户，居然擅自非法接驳水管，从其它栋 

楼层接水予断水楼层，尽管现在雪隆已经 

摆脱大断水问题，但是住户却犹如过著 

“配水”般的生活，时而有水、时而没 
水，最长断水3、4天，生活作息和生意大 

受影响。

居民和商家申诉，他们面对断水之苦， 

如今又要面对烟霾问题，如果不够水喝和 

没水洗澡，对身体健康也会构成影响。

商民存水過曰子

当地商民代表洪理（29岁）今日向巴 
生市议员严玉梅投诉时指出，当地有5栋 
楼、4层高、371个单位，包括住家和和底 

层商店。
他说，过去2年来，他们一再面对断水 

问题，最近两个月情况恶化，只有2栋有

讀氷+煙W
管理層欠13萬主g

个别水表的楼层供水正常，其余3栋，全 
部面对断水问题，其中2栋的总水表也遭 

雪州水务管理公司切断。
“我们每月缴付110令吉（商店）和55 

令吉（住家）管理费，水费则是10令吉 

起，一般上商店水费至少1〇〇令吉。”

他指出，根据他向管理层了解后，有 
20%至30%单位没有缴还水费，但是， 

他认为，这对有缴付水费的单位，非常 

不公平。

他说，管理层理应对付拒缴水费的单 

位，而不是让定时缴费的单位也受到波 

及。

“断水是痛若的一件事，商家和居民 

需要存水过日子。”

他说，据知，管理层目前已拖欠总水 
费约13万令吉，总水表在多次被切断 

后，管理层也多次擅自接驳水管，后来 

水供公司直接出动铲泥机，挖土切断地 

下水管，避免管理层继续“偷水”。

他也申诉，除了水供问题，当地也面 

对无人打扫、垃圾、街灯、垃圾桶不 

足、治安差等问题。

鑛U

■水供公司多次派员，切断水表。 ■一些水表被切断后，很快又遭人违法接驳回 

去。

■该区处处可见到，类似非法驳接 

水管的画面。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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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理事与嘉宾和顾问；坐者左起为戴祯兴、戴奉楚、潘永福、陈炜栋、叶福 

财及伍万兴，右起为郑有评、黄光耀、王召明、陈世雄、杨景华和傅大伟。

领域是未来的核心，因此他鼓 

励净水业界勇敢跨出一步，专 

注发掘生意的窍门，通过电商 

项目将产品销售到全世界。

较早时，大马净水协会新任 

会长伍万兴致词时说，他从协

淨水協會新理事就職禮

葉福財：飲用潔水覺醒
(八打灵再也1S曰讯）大马净水协会曰 

前举行第3届理事宣誓就职典礼，并在大 

马华人行业总会署理总会长拿督叶福财监 
誓下宣誓就职。

M叶®i才在上致词时说，随著时代进 

步，新科技不断涌现，也造成大自然被破 

坏及污染，乾净的水源在未来将是非常珍 

贵的资源。

他说，国内水源污染事件不断发生，激 

发人们对饮用水的安全意识，这对我国的 

会工作的参与者，转变为协会工作的带动 

者，对会员给予的信任表示感激。

他说，新届理事会奉行集体领导，共同 

承担的办事理念，并鼓励会员以“一带 

一”的入会方式，为该协会招揽更多新会 

员，以壮大组织规模及力量。

观礼嘉宾包括雪州梳邦再也市议员戴祯 

兴、行总外交陈炜栋和该协会顾问戴奉 

楚、潘永福、黄光耀及王召明等。

会

署

副

秘

财
理

查账:

 
净水事业来说是一场革命。

当晚的主讲嘉宾马中跨境电商委会主任 

傅大伟强调，全球化的趋势下，跨境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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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德祥、涂金火、张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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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崇评副财政：叶展良 

吴叔蔚、陈益利、李锦财 

黄成发

陈明皓、张明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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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6

K4整潔與美化計劃

通六來 美麗巴生
巴生18日巴生中华总 巴生市议员严玉梅指出，巴生市 筹委会主席曁巴生中华总商会副

■巴生中华总商 

会推动，“K4 
整洁与美化计 

划”新闻发布 

会，前排左起苏 
进存、戴良麟、 

陈杰辉、严玉 
梅、佘琼凤、戴 
庆义及吴丽琪。

商会推动，建设美丽巴生“K4 

整洁与美化计划”推介礼， 

定于世界清洁日，即9月21日 

(星期六）上午8时30分，在 

永安镇停车场，由雪州行政议 
员拿督邓章钦主持推介礼。

这项活动获得复兴巴生市计划小 
组和巴生市议会联办，巴生光华独 
中、中华独中、滨华中学、兴华中 
学、居民协会联合会及永安镇居民 
协会协办。

议会当天设立宣传摊位，向居民传 
达讯息，并分派传单，分享防蚊秘 
决及提供健康体检等服务，通过教 
育灌输环境保护概念，提高民众意 
识，教育巴生市人民清洁运动的重 
要性。

逾12場美化運動

她说，当天大会将派送小礼物， 
包括米iso包（需参与体检）、小 
礼物（Smart MPK)、小风扇、帽 

子、蚊油（共7〇支，各校1〇支）。

会长拿督陈杰辉指出，“K4整洁 
与美化计划”是一项由复兴巴生市 
计划小组、巴生市议会及巴生4独 

中，共同开展的巴生市美化项目。
他说，未来18个月，将有超过12 

场美化巴生运动，希望通过巴生 
美化活动灌输及加强巴生市民对环 
境保护的意识、恢复巴生城镇的活 
力，打造成一个马来西亚最宜居和 
乾净的旅游城市之一^并通过实际 
行动及分享，唤醒巴生人对环境卫 
生的爱护，打扫居家周围的卫生， 
预防骨痛热症的发生。

壽
\14天，光华独中教职工将带领友族学 

生，分别在永安镇市区开展清洁卫生
大扫除活动。大扫除的范围除了永安镇主 
次干道，也包含后街小巷、房前屋后及商 
业走廊等。

志工小组们将展开大扫除、清理阻塞的 
沟渠、拾捡垃圾及清除杂草杂物等。

巴生光华独中校长佘琼凤指出，这项世

永安鎮市區大掃除
界清洁地球日，主题“清洁环境，美丽世 
界，由我做起”巴生美化运动，将由三大 
民族团结一致，与永安居民一起守护永安 
社区的清洁，关注环境的卫生。

参与的学生，来自光华独中、永安镇荅

都地甲国小一校及二校、中路淡米尔小学 
师生等，预料超过200人参与。

出席新闻发布会者包括巴生中华总商会 
副会长拿督陈杰辉、秘书长戴良麟、巴生 
光华独中校长佘琼凤、兴华独中校长苏进 
存、滨华独中校长吴If]琪及中华独中校长 
戴庆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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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夫妻離婚 

近2年達逾2萬宗

(莎阿南is日讯）雪州大臣 
阿米鲁丁说，2017年和2018 

年，在雪州已申请及登记要办 
理离婚手续的穆斯林夫妻已达 
2万4063宗。

他说，在2万4063宗穆斯林 

夫妻办理离婚申请的中，其中 
20°。是刚结婚的年轻男女。

他指出，同时，申请离婚者 
中也不乏一些上年纪的穆斯林 
男女，包括结婚不超过5年的 
男女。

他k，雪州政府不能漠视此 
问题，否则将影响到雪州发展

议程。
“钱财问题，以及彼此之间 

无法达到共识，都是促成雪 
州一些伴侣发生离婚的主要肇 
因。”

阿米鲁丁说，因为上述的原 
因，暂州政府在2019年财政预 

算案中，也推动年轻情侣的婚

姻课程，也包括财务管理在 
内。

他说，雪州政府也拨出10万 
令吉的拨款予生活补助基金， 
以协助单亲母亲养育孩子，该 
基金将会协助那些符合条件和 
已向其前夫索取赡养费的女 
子。

他指出，那些已成功获得伊 
斯兰法庭批准赡养费的子女及 
单亲母亲，若其父亲或前夫拒 
绝缴付赡养费，该基金将会提 
供援助予符合条件及被列为贫 
穷的人士。

他说，有关赡养费的援肋将 
在6个月内缴付，但将会跟据 

孩子的人数，一位孩子每月将 
获得200令吉，两位至三位孩 
子是每个月300令吉，四至五 
位孩子每个月则是400令吉，6 
位以上的孩子则是每个月500

令會。

雪
大
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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咋曰成績（18曰)

c组沙巴 和霹雳

c组槟城 负彭亨

D组土地发展局联负雪兰莪 

D组警察 和马六甲

前曰成績（17曰)

A组吉打 胜森美兰 4比2

A组雪兰莪发展机构负登嘉楼 0比2

B组玛拉工艺学院负柔佛达鲁塔克欣1比2

2019年馬來西亞杯足球賽

小组賽第6轮

明曰賽程（20曰）

B组霹雳经济发展局对八打灵再也市球会 

(9:00PM，曼绒市议会体育场）

形勢榜

A组 赛 胜 和 负 得 失 分

1.吉打★ 6 4 1 1 14 10 13

2.登嘉楼★ 6 4 0 2 14 8 12

3.森美兰 6 2 0 4 11 15 6

4.雪机构 6 1 1 4 7 13 4

B组

1.柔佛★ 6 5 1 0 19 8 16

2_八打灵 5 3 0 2 9 8 9

3.霹经济 5 2 1 2 9 9 1

4.玛拉 6 0 0 6 2 14 0

C组

1.彭亨★ 6 5 0 1 12 5 15

2.霹雳★ 6 2 3 1 9 1 9

3.摈城 6 1 2 3 5 10 5

4.沙巴 6 1 1 4 5 9 4

D组

1.雪兰莪★ 6 2 4 0 9 6 10

2.马六甲★ 6 2 2 2 10 9 8

3. 土地联 6 2 1 3 10 12 1

4.警察 6 1 3 2 10 12 6

赛制：小组前2名晋级8强淘汰赛；有★者已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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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理事与嘉宾和顾问；坐者左起为戴祯兴、戴奉楚、潘永福、陈炜栋、叶福 

财及伍万兴，右起为郑有评、黄光耀、王召明、陈世雄、杨景华和傅大伟。

淨水協會新理事就職禮

葉福財：飲用潔水鼸

(八打灵再也18日讯） 

大马净水协会日前举行第 
呈届理事宣誓就职典礼， 
并在大马华人行业总会署 
理总会长拿督叶福财监誓
下.吉_就5 口

财S会上致词时表 
示，随著时代进步，新科 
技不断涌现，也造成大自 
然被破坏及污染，乾净的 
水源在未来将是非常珍贵 
的资源。

他说，国内水源污染事 
件不断发生，激发人们对 
饮用水的安全意识，这对 
我国的净水事业来说是一 
场革命。

当晚的主讲嘉宾马中跨 
境电商委会主任傅大伟强 
调，全球化的趋势下， 
跨境电商领域是未来的核 
心，因此他鼓励净水业界 
勇敢跨出一步，专注发掘

生意的窍门，通过电商项 
目将产品销售到全世界。

较早时，大马净水协会 
新任会长伍万兴致词时 
说，他从协会工作的参与 
者，转变为协会工作的带 
动者，对会员给予的信任 
表示感激。

他表示，新届理事会奉 
行集体领导，共同承担的 
办事理念，并鼓励会员以 

“一带一”的入会方式， 
为该协会招揽更多新会 
员，以壮大组织规模及力 
量

°出席观礼的嘉宾包括雪 
州梳邦再也市议员戴祯

兴、行总外交陈炜栋和该 
协会顾问戴奉楚、潘永 
福、黄光耀、王召明等。

淨水協會第三屆理事陣容
会长 伍万兴

署理会长 杨景华

副会长 郑德祥、涂金火 

张杨原

秘书 郑有评

副秘书 曾庆松

财政 廖崇评

副财政 叶展良

理事 吴叔蔚、陈益利 

李锦财、黄成发

查账 陈明皓、张明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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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絨士拔新村情人橋旁

美食休閑中心料年杪竣工
(丹绒士拔18日讯） 

丹绒士拔新村情人桥旁 

兴建中的美食和休闲中 
心工程，获雪州政府拨 

款320万令吉，并由瓜拉 

冷岳县议会承建，工程 

目前已完成70%，且有 

望在今年杪竣工，_让游 

客能边享用地道美食， 

边观赏海景，增添旅游 

元素，带动当地旅游经 

济！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 

公共交通及新村发展事 

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 

日前联同瓜冷县议员黄 

锦伦和丹绒士拔新村社 

区管理委员会主席（村 

长）戴河松前往工地现 

场视察，了解工程进 

展。黄锦伦说，美食和 
休闲中心在距离情人桥

约100公尺的沙滩附近， 

内设6间600平方公尺 

美食馆、10间小型的小 

贩摊位、厕所和3个休 

闲亭。由于位于海边， 
所以这里超过40张桌椅 

都用防锈材质，可让游 

客在休闲或享用美食之 

余，欣赏丹绒士拔迷人 

的景色。

可带动旅游业

他指出，初步美食馆 

以海鲜为主，因为丹绒 

士拔出名海鲜；情人桥 

附近目前没有划分泊车 

位，因此偶尔会出现胡 

乱停车的情况，但相信 
该休闲中心完工后，会 
有30个泊车位，可以改 

善情况。这个美食和休 
闲中心一旦启用，相信

^ 封路通告

曰期 ^月20日至10月18日

Sfa] 晚上11时至清農5时_____ 一

_关闭路段— 沙亚南依卡蒂涉路（Jalan Ikhtisas丨往柏西兰爹督门 

德里（Persiargn Dato’ Menteri) h方向，会时关 

闭

原因 轻快铁第三每线工程施工

查询 MRCB George Kent Sdn Bhd ( 1 800 18 2585 )

曰期 9月20日至8月j日

时间 上午_7时至下午i7时；晚Ji11时至清晨5时

关闭■ 联邦大道位于柏西兰苏丹路的最左鱼军^

原因 轻快铁第三线工程施工

查备— MRCB George Kent Sdn Bhd ( 1 800 18 2585 )

■雪州政府拨出 

21万令吉翻新丹 

绒士拔新村老旧 

的篮球场，黄思 

汉（左起）灰黄 

锦伦和戴河松等 

人陪同下，巡视 

及了解丹绒士拔 

新村篮球场的工 

程进度。

可以提高游客的流量和 

加强游客在丹绒士拔的 

旅游体验。另外，黄思 

汉说，这项由雪州政府 

出资打造的休闲中心， 

规划好并设有美食摊 

位、泊车位和厕所等， 

相信在加强基建设备 

后，能吸引更多的游客 
到那里品尝当地美食。

他认为，丹绒士拔有 

得天独厚的的环境优 

势，海产资源也极为丰 

富，促使它成为雪州境 

内旅游热点，每逢假曰 

到来的游客相当多，因 

此其呼吁新村社区管理 

委员会继续努力寻找或 

打造新村更多的旅游亮 

点，让游客乐而忘返， 

留住在村里，进一步带 

动旅游经济。他也建议 

国人除了一天往返丹绒 

士拔旅游，也可以计划 

两天一夜甚至更长的时 

间.，以沿著该村一带的 

海岸线，到附近的海滩 

度假，发现大马之美。

此外，黄思汉说，为 

进一步提升丹绒士拔新 

村的篮球运动水平，雪 

州政府拨出21万令吉 

翻新老旧的篮球场，有 

关工程包括翻新和增加 

座位、安装电灯及围离 

等；截至目前，工程进 

度达40%。（ 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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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巧雙:擬5訴求促修法

爭取無國籍童公民權
(八打灵再也18日讯） 

妇女及家庭发展部副部长 

杨巧双说，该部将会积极 

地为国内的无国籍儿童发 

声，包括为他们向内政部 

争取公民权。

她透露，妇女部于4月起已就无国籍 

儿童应有的权益召开数项会议。

她于今日在外籍夫妻支援小组 

(FSSG )主办的“性别平等公民权论 

坛”致词时说，在检阅了无国籍儿童 

所面对的问题后，妇女部已拟定5项诉 

求，敦促内政部尽快修改无国籍儿童 
公民权的法令，让无国籍儿童获取公 

民权。
她说，妇女部拟定的5项诉求包括， 

允许脱氧核糖核酸（DNA )报告作为 

让马来西亚公民的孩子获得公民权的 

证据、让居住在社会福利局（JKM ) 

的婴儿优先获得公民权、允许在海外 

产子并拥有马来西亚公民权的母亲授 

予孩子公民权、让拥有马来西亚公民 

权的父母所领养的孩子自动获得公民 

权、阐明申请者关于申请驳回的原 

因。

基于在修改法令把投票年龄降低至 

18岁时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杨巧双 

相信，只要妇女部继续推动，修改无

I杨巧双（前排左五）、蔡春华（前排左四）和多名面对孩子公民权问 

题的母亲及非政府组织成员在“性别平等公民权论坛”上合影。

国籍儿童公民权法令也一样可以顺利 

进行。

过后在记者会上受询时，杨巧双透 

露，妇女部经与内政部商讨有关问 

题，而内政部也承诺会审查相关法 

令。

“不过，修改法令不属于妇女部职 

责范围，我无法承诺落实的期限。” 

她指出，若拥有马来西亚公民的男 

性娶了外国女性并在海外生子，他们 

的孩子将自动成为马来西亚公民，可 
是，拥有马来西亚公民权的女性嫁给 

外国男性并在海外产子，他们的孩子 

却无法自动获得公民权，必须提出申 

请。

可杜绝黑市贩卖儿童

“让拥有马来西亚公民权的父母所 

领养的孩子自动获得公民权，也可以

有效地杜绝黑市贩卖儿童的发生，这 

也是妇女部敦促内政部修改无国籍儿 

童公民权法令的原因。”

杨巧双坦言，儿童公民权问题会给 

家庭带来庞大的压力，医疗、教育等 

方面的问题，都将给父母和孩子带来 

许多困扰。

“我只希望《联邦宪法》可以对家 

庭、儿童更为友善。”

邀请数十位面对孩子公民权问题 
的母亲出席的“性别平等公民权论 

坛”，提倡修订《联邦宪法》，让拥 

有马来西亚公民权的女性在海外所生 

下的孩子，一样拥有马来西亚公民的 
平等权益。

出席者°包括妇女及家庭发展部（政 

策与策略规划组）秘书蔡春华。 

(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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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局團隊巡察13地點證實

佐漢斯迪亞没露天焚燒
(八打灵再也18日讯）根据《当今雪州》的报道，雪州 

环境局团队在13个地点巡视勘察后，证实昨午起至今早 

11时，没有在巴生佐汉斯迪亚发现任何露天焚烧活动或火 

点！

据了解，州政府预计将视天气，在今午或明日布云造 

雨，驱散烟霾。
另外，掌管雪州科学、工艺及革新事务的行政议员许来 

贤今日发文告说，州政府已在昨日召开的"2019年雪州露 

天焚烧与泥炭地（tanah gambut)管理会议”上，就本次 
的烟霾问题作出数项决策，包括探讨在烟霾期间统一安排 
州内所有学校停课；通过雪州气象局在空气污染指数超过 

150点的地区布云造雨，以及到空无指数有超过150点风险

■针对烟霾问题，许来贤（中）主持“2019年雪州露 
天焚烧与泥炭地管理会议”，作出数项决策。

的地区，派发□罩。

他指出，环境局、地方政府、土地局和消拯局的执法团 
队，也必须延长巡逻班次至午夜之后，以防止任何露天焚 

烧活动。“巴生土地局也将遵循雪州大臣充公佐汉斯迪亚

涉嫌露天焚烧 

活动或烧芭清 

土的土地指 

示，依据所有 

相关程序来执 

行任务。”
此外，许来 

贤也说，雪州 

环境局已发出 
27张罚单，并 

在《1974年环 

境素质法令》 
第2 9 A条文 

下，正针对露 

天焚烧罪行准 
备3份调查文 

件，而地方政 
府和土地局的 

执法组也会继 

续针对露天焚 
烧案件，采取 

适当的法律行 

动。（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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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双：3部门探讨修宪

孩子国外出世 自动成公民
(八打灵再也18日讯） 

政府在研究修改《联邦宪 

法》第14条文，让我国妇 

女能自动替国外出世的孩 

子取得公民权。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 

展部副部长杨巧双指出， 

目前只要父亲是大马公 

民，孩子可自动获公民 

权，而母亲则须提出申 

请0

“我们活在2019年， 

大马男女应该享有公平待 

遇。因此我们已致函内政 

部及外交部要求修改这项

条款，因为很多家庭受此 

法律影响。”

“我们今年4月已开 

会，3部门一起讨论。至 

今，有关部门的反馈是正 

面的。”

她出席大马公民权平 

等运动后，向记者这么 

说。这项活动是由异国夫 

妇支持小组所举办，提高 

人们对国内妇女遭性别歧 

视影响的醒觉。

杨巧双指出，公民权 

课题对家长照顾孩子健康 

及教育方面构成压力、创

伤及问题。

有鉴于此，她希望修 

改第14条款行动能得到各 

方支持，给予他们更公平 

的机会。

“我们在向国民登记 

局提供数据接获多少类似 

申请。通过这活动相信 

(修宪）能加速，希望更多 

立法者能参与此课题谈 

论。”

“况且，在希盟竞选宣 

言中希望重新探讨所有歧 

视女性的法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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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淡风轻
沈小珍

不人虎穴、焉得虎子。香港局势 

纷乱之际，虽然商机处处，但唯恐一 

人虎穴，分分钟被虎吞噬，所以招商 

之行遥遥无期。在这个节骨眼上，欣 

闻中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率领香港中 

华出人口商会到访，与大马政商界交 

流探寻商机，共创双赢《

内忧外患港商陷困

香港内忧外患，示威浪潮暴力冲 

突频传，严重影响市民的生活作息， 

生意人最伤脑筋，W为木土商业环境 

受到波坏，外部又适逢中美贸易战、

香港明天会更糟还是更好?
英国在新首相约翰逊的领导下极可能 

硬脱欧，不再是港资避险天堂，内外 

双重打击，让港商陷入困局，往外寻 

找安全的港湾，是自然趋势，占有地 

理优势的大马，大有机会分得一杯 
羹，

我在雪州政府与香港中华出入口 

商会的对话会上，汇报“雪兰莪生物 

科技湾”发展大计时，提及我国多语 

种人才市场，可以用英语、华语甚至 

连粤语交流也“（冇）问题”。在交 

流时段，梁振英遂提起他年少时对我 

国的“书中印象”。

他记得当时年仅9岁，在二年级 

牛津小学英语教材的封底，他看到了

“马来亚印刷”的字眼，教科书内容 

包括马来亚特色的建筑，和州属名 

称，于是他用粤语说出“雪兰莪”， 

瞬间拉近了宾主的距离，气氛轻松起 

来，席间有人轻声回应：成龙是我们 

熟悉的港星！

危机是转机，也是契机，带来无 

限商机。当然，港商情归何处，香港 

乱局何时了，备受瞩目。

香港危机持续百日，首富李嘉诚 

一时成了箭靶。9月9日，在电视新 

闻看到李嘉诚出席活动时，佝偻着 

腰，手持麦克风语重心K的对群众发 

表谈话，劝告青年体谅大局，执政者 

对未来主人翁网开一面，共渡难关。

没料到他老人家这番话换来铺天盖地 

的谩骂，指他“不是为香港着想，而 

是看着香港滑向深渊”，还狠批痛批 

李嘉诚等房地产商为“囤地圈钱”、 

推高房价，是香港年轻人怒火的源 

头，13日，李嘉诚以“习惯于莫须有 

指责”予以回击。

贫富悬殊民心难安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商人逐利 

是无可厚非的事。台湾富豪郭台铭也 

曾狂妄的说：“商人无祖国，市场就 

是我的祖国”。前几年李嘉诚遭质疑 

“撤资不爱国”时，曾引用苏轼的诗 

表心迹：“此心安处是吾乡”。祖国 

在哪里？能够安居乐业，生活无后顾 

之忧的地方才是心安处。

贫富悬殊，民心难安。“仇富” 

是可怕的火种，一经点燃，犹如烧不

尽的野火，深人草根阶层，摧毁整个 

社会的架构，吞噬生活的安宁。在 

“祖国”水深火热之际，撤资外移， 

可解读为商人的高瞻远瞩，也可说是 

利益当前、祖国第二。很多时候，商 

人的选择攸关政局：“我爱祖国，祖 

国爱我吗？”

一般上，生活水平中上阶层，务 

求生活安稳，贫闲的最底层，极可能 

在没有亲人和物质的牵绊下，被极端 

分子利用当炮灰，香港的“黑衣人” 

成谜，有人说是“雇佣兵”滋事捣 

乱’制造冲突如今舆论矛头指向首 

富，犹如逮住了“代罪羔羊”。

香港乱局胶着，隔岸观火心惊。 

亚洲四小龙的光环、东方之珠的美 

誉，何日荣景重现？此刻，在大马透 

过重重烟霾眺望前方，衷心期许“香 

港明天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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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双：三部门探讨修宪

妇女国外产子将成公民
盼各方支持修改条款 
公民权课题不再困扰

(八打灵再也18日讯）政府正

研究修改联邦宪法第14条 

文，〖丨:我国妇女能自动替国外 

出世的孩子取得公民权|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 

副部长杨巧双指出，S前，只 

要父亲是大马公民，孩子可自 

动获公民权；相反，若大马妇 

女在国外生子，回同后母亲必 

须为孩子向内政部提川申请， 

才有可能让孩子成大马公民。

“我们活在2019年，男女 

应享有公平待遇。W此我们已 

致函内政部及外交部要求修改 

这项条款，因为很多家庭受此 

法律影响。

她说，该部足于今年4刀 

致函内政部和外交部，要求检

讨对于家庭与孩童较为不公的 

法令，包括在国外生产的大马 

籍妇女，其孩子无法自动跟随 

母亲国籍的课题。

“我们今年4月已开会，3 

部门一起讨论。至今，有关部 

门的反馈足正面的。”

修改不平等法律

她指；丨丨，希盟竞选寅言中 

已列明，执政后会修改一切不 

平等的法律，而妇女部在较早 

前已检讨出5个孩童国籍问题 

的组别，认为内政部较容易修 

改的法令，并希望该部向同会 

提交修正法案，修正当中法 

令。

杨巧双今早出席非政府组

织举办“性别平等取得同籍” 

论坛开幕礼后，向记者这么 

说。这项活动足由异同夫妇支 

持小组所举办，提高人们对同

内妇女遭性别歧视影响的觉 

醒。

询及有关法令何吋获得修 

正，让同外生产的大马籍妇 

女，其孩子可自动成为大马公 

民，杨巧双指这问题涉及内政 

部，无法给予实际答案。

“妇女部会继续跟进此 

事，直至成功。”

杨巧双指出，公民权课题 

对家长照顾孩子健康及教育方 

面构成压力、创伤及问题。

她说，有关5个组別包括 

1丨：孩子验证脱氧核糖核酸 

(DNA)，作为大马籍父亲申 

请孩子为大马人的证据、在国 

外生产的大马籍妇女，其孩子 

可自动成为大马公民、让弃婴 

自动成为大马人、〖丨:被领养的 

孩子，可直接获得大马籍公民 

以及所有桁绝获得大马国籍的 

申请，必须作出合理解释。

“这些看起像似小问题的

杨巧双与部分出席者交流为 

海外出世孩子取得大马国籍 

的心得。

事，对一个家庭而言，足一大 

闲扰，举例说，若双亲为大马 

人，孩子则W为没有同籍，令 

孩子无法随同旅遊，甚至无法 

享用大马政府给予国人的福 

利。”

有鉴于此，杨巧双希望修 

改第14条款行动能得到各方 

支持，给予他们更公平的机 

会。

“我们在向国民登记局提 

供数据接获多少类似申请。通 

过这活动相信（修宪）能加 

速，希望更多立法者能参与此 

课题谈论。

“况且，在希盟竞选宣言 

中希望重新探讨所有歧视女性 

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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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汉：采“软性”措施提前宣布

避免学校相关行业损失
(巴生18日讯）雪

州行政议员黄思汉 

指出，为免导致与 

学校相关的各行各 

业面临损失及令家 

长混淆，州政府才 

决定采取“软性”

措施，提前宣布州 

内学校停课。

他说，州政府 

以灾害角度，由雪 

州天灾管理委员会 

和州秘书处理此 

事，在跟教育局商讨后，做 

出这个决定。

“州政府是因 

这两三天出现临时 

停课问题，导致家 

长混淆，不知道是 

否该载送孩子上 

学，以及学校食堂 

业者在准备食材 

后，却面对没有客 

源问题，还有托儿 

所、学生巴士等都 

直接受到冲击。” 

他表示，雪州 

是全国烟霾最严重 

的州属之一，而且，这几天 

更成为最多学校宣布停课的 

州属，为此，在今早州行政 

黄思汉：雪州是 

全国烟霾最严重 

的州属之一。

州属，为此，在今早州行政 

议会也讨论此事，觉得有必 

要发出更明确指示，从而避 

免各行各业混乱。

“我们认为不需要硬性 

规定必须等到200点才停 

课，只要接近200点也是严 

重问题了。”

他也说，加上社交媒体 

资讯满天飞，为免家LC：受到 

错误资讯误导，州政府才做 

出这个决定，因为相信未来 

几天，雪州的烟霾情况一样 

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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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中总后曰推介

K4整洁与美化计划
(巴生18日讯）配合世界清洁

R，巴生中华总商会将于9月 

21日（星期六）上午8时30 

分，在永安镇停车场，首推 

“K4整洁与美化计划”，并邀 

请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主 

持和见证。

该活动由复兴巴生市计划 

小组和巴生市议会联办，巴生 

光华独中、中华独中、滨华中 

学、兴华中学、居民协会联合 

会及永安镇居民协会协办。

巴生市议员严玉梅说，市 

议会当天将设立宣传摊位，向 

居民宣导各项讯息政策，包括 

分享防蚊秘决，提供健康体检

服务、灌输环保概念、教育市 

民保护环境清洁的重要性，以 

共同建设和融的社区生活，让 

全巴生市人民受惠。

“我们希望此活动有助带 

动更多居民参与爱护环境活 

动，当天大会将派送小礼物给 

出席者。”

筹委会主席暨巴生中华总 

商会副会长拿督陈杰辉指出， 

在“K4整洁与美化计划”的 

推动下，未来18个月，将有 

超过12场美化巴生运动，借 

此向市民灌输加强环保意识， 

打造其为国内最宜居和干净的 

旅游城市之一。

巴生中华总商会推动“K4整洁与美化计划”，前排左起苏进 

存、戴良麟、陈杰辉、严玉梅、佘琼凤、戴庆义及吴丽琪。

美化巴生守护社区清洁
巴生光华独中校长佘琼凤 

指出，这项主题为“清洁环 

境，美丽世界，由我做起”的 

巴生美化运动，将由三大民族 

I才丨结一致，与永安镇居民一起 

守护永安社区的清洁，关注环 

境的卫生。

参与学生来光华独中、永

安镇峑都地甲国小一校及二 

校、中路淡米尔小学师生等， 

预料超过200人。

出席活动者包括巴生中华 

总商会秘书K：戴良麟、兴华独 

中校长苏进存、滨华独中校长 

吴丽琪、中华独中校LC：戴庆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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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满天飞M界混滑

Tism 魏
佐汉瑟迪亚烟霾情况严重，星期三上午8时的空气污染指数飚至256点

(八打灵再也18日讯）雪兰莪州烟霾问题严重，雪州政 

府为免信息满天飞让校方、家长及相关行业业者混淆，商 

议协调州内学校停课的决定，雪州天灾管理委员会指示雪 

州境内所有国立与私立学校19日和20日停课两天！

雪州天灾管理委员会发文告说，雪州多区空气污染指 

数皆处于不健康和非常不健康水平，根据大马气象局于 

17日所发出信息显示，有关现象将维持至下周才能改 

善。

于长时间暴露在烟霾 

情况严重的室外将对 

健康造成威胁，特別是局危人 

群，如儿童、老年人、心肺病 

患者及孕妇，W此该委员会指 

示州内所有国立与私立学校， 

务必在19和20日宣布停课。

“考虑到学生的健康安仝问 

题，尤其K时间暴露室外或引 

发呼吸系统疾病等，因此才作 

出停课决定”

该委员会也说，雪州教育 

局和县教育局应立即通知各自 

所属区域的学校和家K:。

数，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和对 

策。”

较早时，掌管雪州自然环 

境、绿色科技及消费人事务的 

行政议员许来贤说，随着烟霾 

情况恶化，雪兰莪州政府将商 

议协调州内学校停课的决定。

他说，此举与州政府解决 

州内烟霾问题的议决一致。

超出150点增加造雨

“州政府已作出数项议决， 

包括将在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50 

点的地区，增加布云造雨行动 

他说，州政府将通过各相 

关机构包拈环境局、地方政府 

增加巡逻，尤其是凌晨，以侦 

公众，可拨打免付费电话1 - 

800-88-2727联系环境局，或拨 

打999向消拯局投报。

许来贤（中）主持2019 

年雪州泥地管理与露天 

焚烧会议。

“暂时停课有助于保障学生 

呆在家里，避免暴露室外而威 

胁健康，州政府也将与各区天 

灾管理委员会（JPBD)保持密切 

联系，继续监测空气污染指

的次数，此外也派发口罩给暴 

露在烟霾问题风险的居民”

他是于昨日主持2019年雪 

州泥地管理与露天焚烧会议 

后，发表文告这样说。

察和防范露天焚烧。

他说，露天焚烧的单位将 

在1974年环境素质法令第29A 

条文下受到对付。

“有意提供露天焚烧情报的

“州政府呼吁各造不要让他 

们所拥有的土地或场所，被不 

负责任的人十人侵，以免他们 

为达到特定0的，而进行有意 

或无意的露天焚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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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泰

夕卜票

官央

方雄

琴曰
謹庆
髮典
响展

延

(八打灵再也18日讯）雪

兰莪多区今日空气素质糟 

糕，不少户外官方活动纷 

纷发出通告取消或无延期 

展延。

雪州大臣办公室发文 

告说，原定于本月19 

日，在莎阿南纪念碑举行 

的2019年雪兰莪州献花 

圈及英雄日庆典，由于烟 

霾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而 

展延：至于原定于20日 

在武吉柏伦东东姑安潘遮 

玛啊回教堂主办的英雄日 

祈福会，则如常进行。

同时，八打灵再也市 

政厅今R也发文告宣布， 

由于灵市至下午2时空气 

污染指数达207点，而且有持续恶化的可 

能，决定展延所有原定的户外活动。

这包括原定在木月21日举办的灵市 

政厅第13届游泳嘉年华；原定在本月14 

及15日举办的曲棍球也是无限期展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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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带到仲裁庭，以便发展商可 

以处理好问题。

“业主在房政部索取表格 

后，巴生市议会建筑委员会 

(COB)会充当协调人，丨丨:承包 

商、国家水务委员会和受影响 

雄位一起开会，一旦发展商把 

问题处理好后，业者可以要求

安装各別水表。”

她也建议业者可以在安装 

各别水表后，成立高楼共管委 

员会（JMB)。

“我希望发展商能负起责 

任，解决0前的问题，市议会 

也会做协调人，一'步一'步协助 

解决该问题。”

管理层：被拖欠庞大费用

严玉梅：应对付没缴费者

类似非法驳接水管的画面在该 

商业区随处可见。

巴生市议员严玉梅表示， 

虽然断水问题的产生，有可能 

是因管理费和水费人不敷出所 

致，但管理层有一定的程序可 

以只针对不付费的人采取行 

动，而不是影响已经付费的 

人0

“由于管理层一直都没这么 

做，才导致所有业者受影 

响〇，’

她说，那些每个月都有按 

时缴付管理费和水费的业主， 

可以到城市和谐、房屋及地方 

政府部门（KPKT)投报，把案

7K表被切断，居民面对断水

管理层员丁阿山受询时指 

出，一些商家和住户因没缴付

有84个单位，但却有42个单 

位拖欠管理费和水费7万6553

管理费和水费，加上一些水表 令吉，这是一笔庞大的数目

损坏，才会导致管理层入不敷 

出，以致发生上述问题。

他举例，其中一个楼层共

“管理层多次致电业主， 

惟这些业主不是联络不上，就 

是不愿正视有关问题。

新闻特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1：! ■

永安镇“彩虹漫步” 管理层欠巨额水费

商区200单位断水
:]7;

居民和商家高举大字报表达不满断水；前左七起为洪理和严玉梅

(巴生18日讯）永安镇 

“彩虹漫步” (Pelangi 
Promenade)商业区约 

200个单位受断水影 

响，业者对疑是管理层 

管理不当感到不满，促 

当局尽快解决问题！

虹漫步商业区共有5 

栋楼，近2个月内， 

该区其中有3栋楼频频断水， 

涉及231个单位。

据雪州水供管理有限公司 

透露，当局断水是闪为水费被 

拖欠太久，但此说词比业者摸 

不着头脑，W为部分业者仍有 

按时缴付水电费给发展商所委 

托的管理层。

商家代表洪理（29岁）已 

在当地营业8年，他表示这个 

问题是最近1至2年才发生， 

而2个月前开始，断水问题越 

来越严重。

私驳水管被罚

他说，雪州水供管理公R] 

2个月前陆续断水，当业者们 

向管理层投诉时，管理层却没 

做任何协调，只是从另一栋建 

筑物接驳水管，输送水源给他 

们。

“由于私自接驳水管是犯 

法的，引起雪州水供公司每天

派员前来巡视，更发了一张高 

达1万令吉罚款的罚单给管理 

13 〇 ”

他说，由于其他2栋楼是 

后期建的，有各別水表，所以 

无需交管理费和水费给管理 

层，因此也没有受断水影响， 

但管理层“接驳水管”的做 

法，间接影响了另2栋楼的业 

者，因为接驳水管导致该栋楼 

的水压变低，不能正常用水。

他表示，当业者询问管理 

层时，管理层指因20至30% 

业者拖欠管理费和水费，以致 

没办法缴付水费，W此才会接 

驳水管给业者。

他也说，当部分业者要求 

检查管理费和水费单时，管理 

层却W为没有系统化的处理这 

些单子，到0前为止还是用手 

写的文件，因此没办法快速让 

业者知道结果。

“我们答应给管理层一个 

月时间，但到现在还是没解决 

问题，管理层经理指已到巴生 

水供管理公司询问是否能分期 

付款，但当我亲自去问时，巴 

生水供管理公司指根木没这回 

事，如果管理层有协调，也不 

会走到这个地步。”

他说，巴生水供管理公司 

向他们透露，该区共欠了 13 

万令吉水费。

续

L

偷
水1

。

土
，以
切
断
地
下
水
管
，避
免
有
人
继
 

水
供
公
司
甚
至
直
接
出
动
铲
泥
机
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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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雪兰莪房屋计划”

Hibiscus 3双层排屋移交钥匙
(八打灵再也18日讯）由吉隆

甲洞置地（KLK Land)位于雪 

州双溪毛糯发展的综合城镇 

Bandar Seri Coalfields 中的“我 

的雪兰莪房屋计划” Hibiscus 3 

双层排屋，R前进行移交房屋 

通知书及钥匙仪式。

Hibiscus 3双层排屋共有 

274个单位，占地面积18x60 

尺，售价为22万令吉，备有3

间卧室及2间浴室。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主持仪 

式时表示，拥有住所是生活基 

本条件之一，雪州政府致力确 

保B40的低收人家庭透过雪州 

精明租赁房屋计划（Skim 

Smart Sevva )拥有专屈家园， 

该计划下目前已租丨丨丨341个住 

宅单位，每月租金450至700 

令吉。

他透露，州政府今年已完 

成101个雪州精明租赁房屋计 

划单位，料近R可出租，另预 

计今年中至明年初可完成541 

个单位。

此外，雪州大臣机构与大 

马铁道资产机构（RAC)签署 

谅解备忘录，共同探讨在雪州 

铁道土地附近兴建可负担房 

屋。双方将通过“公共交通为 

导向产业发展” （T0D)进行 

开发，旨在建立可持续发展社 

区，并促进周边发展。

他补充，可负担房屋的建 

设不能为发展商带来极大利 

润，W此雪州政府很感激发展 

商如吉隆甲洞置地愿意合作， 

共同建设更有品质与设备完善 

的“我的雪兰莪房屋计划”房 

屋°

吉隆甲洞总执行长丹斯里 

李爱贤表示，作为负责任的企 

业公民和开发商，公司致力支 

持州政府为人民建造更多可负 

担房屋的举措，接下来也将会 

继续配合，让更多人民受益。

与会者包括瓜雪县议会主 

席拉希拉及吉隆甲洞置地执行 

董事拿督陈天泰，更多详情， 

浏览 www.klklanfl.com. my °

@ BANDAR SERI COALFIELDS

李爱贤（左起）、阿米鲁丁、拉希拉及陈天泰主持Hibiscus 3 

移交钥匙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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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理事与嘉宾和顾问。坐者左起为戴祯兴、戴奉楚、潘永福、陈炜栋、叶福财、伍万兴、傅大伟、杨 

景华、陈世雄、王召明、黄光耀及郑有评。

叶福财：频肇污染事件

饮用水安全挑战净水业
(八打灵再也18日讯）马来两

亚华人行业总会署理总会tC拿 

督叶福财表示，国内水源污染 

事件不断发生，因此干净的水 

源在未来将非常珍贵，人们关 

注饮用水的安全，这对我国的 

净水事业是一场革命。

马来两亚净水协会日前举 

行第豫届理事宣誓就职典礼， 

在叶福财监誓下宣誓就职-

通过电商外销

当晚主讲嘉宾马中跨境电

商委会主任傅大伟强调，全球 

化的趋势下，跨境电商领域是 

未来的核心，他鼓励净水业界 

勇敢跨出一'步，专注发掘生意 

的窍门，通过电商项目将产品 

销售到全世界。

较早时，马来两亚净水协 

会新任会氏伍万兴致词时说， 

他从协会工作的参与者，转变 

为协会工作的带动者，讨会员 

给予的信任表示感激。

他表示，新届理事会奉行 

集体领导，共同承担的办事理

大马净水协会第三届理事

会长 伍万兴

署理会长 杨景华

副会长 郑德祥、涂金火、张畅原

秘书 郑有评

副秘书 曾庆松

财政 廖崇评

副财政 叶展良

理事
吴叔蔚、陈益利、李锦

财、黄成发

查账 陈明皓、张明俊

念，并鼓励会员以一带一的人 

会方式，为该协会招揽更多新 

会员，壮大组织规模及力S。

出席观礼嘉宾还有梳邦再 

也市议员戴祯兴、行总外交陈 

炜栋和该协会顾问戴奉楚、潘 

永福及黄光耀及王召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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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来首次回购

美联储紧急注资3150亿

美联储投放流动性以将联邦基金有效利率维持在目标区间内

■超额准备金利率■隔夜逆回购利率 

■美国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上限）

■联邦基金有效利率 (%)
2.6
2.4 
2.2 
2.0 
1.8 
1.6
1.4 
1.2

超额准备金利率与联邦基金有效利率之差 20
15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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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 2019年
资料来源：美联储、彭博社

(华盛顿18日讯）美联储为货

币市场降温，注人数百亿美元 

流动性来遏制短期利率的飙升 

之势，并表示愿在周三继续开 

展这项操作，投放750亿美元 

(约3150亿令吉）。

货币市场利率推升美联储 

政策基准利率，使企业和消费 

者面临融资成本上升的威胁。

虽然货币市场利率飙升并 

不能证明即将发生金融危机， 

但突显了美联储正如何失去对 

短期拆借这个实施货币政策的 

关键工具之一■的控制。

这也表明，面对发行规模 

创纪录的美国国债供应，华尔

街消化起来力有未逮。

更重要的是，由于2008 

年危机后实施的保障措施，许 

多交易商减少了交易，使这些 

市场更容易出现波动。

ICAP数据显示，由于货 

币市场在周一'和周_■出现资金 

短缺，以美国国债担保的隔夜 

回购利率一度大涨到10%，达 

到上周水平的四倍左右。

更重要的是，回购市场动 

荡导致政策制定者的一项关键 

基准利率——有效联邦基金利 

率跃升至2.25%，如果不加以 

控制，可能会开始影响更广泛 

的借贷成本。

W为这达到了美联储的利 

率目标区间上限，他们可能在 

周三会议上再次调整政策工具 

箱中的关键一'项—超钡准备 

金利率；但美联储并没有坐等 

周二，而是十年来首次启动货 

币市场操作。

周三再出手

纽约联储周二买人532亿 

美元（约2234亿令吉）证 

券，以平息流动性紧张局面。

看上去这项操作起到效 

果。一周期借人美元拆出欧元 

的成本继周一'上涨近一■倍后出 

现回落。

周二下午，纽约联储称将 

在周三再次进行隔夜回购操 

作，规模最高将达到750亿美 

元。

对回购交易员、对冲基金

及其他依赖该市场融资的人来 

说，十预措施来得正是时候。

美联储周二的操作曾是常 

见做法，但自从2008年雷曼 

兄弟破产后美联储扩张资产负 

债表并利用利率区间来实施其 

政策以来，该央行就停止了这 

项操作。

美联储操作中的合格抵押 

证券包括美国国债、机构债和 

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美联储以国债或其他抵押 

品为担保，通过隔夜回购操作 

向一级交易商拆放资金。

回购利率飙升通常仅发生 

在季末，有时是月末。

此次月中飙升为多重因素 

所致：公R]缴税R，上周发行 

的美国国债结算，以及投资者 

在上周债市下跌过程中将证券 

卖回给交易商。

“对于需要为头寸融资的 

公司来说，这肯定很痛苦，” 

Jefferies LLC经济学家托马斯 

西蒙斯说。

“因此，交易商界并不好 

过。但它没有造成系统性威 

胁.。“

Seaport环球控股的政府交 

易和战略董事总经理汤姆认 

为，回购利率的飙升除了技术 

W素外，也表明银行系统的超 

额准备金正在萎缩。

“这为回购市场的错位打 

下了基础，”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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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沙登18日讯|沙登

岭12区册玛拉路因排水系 

统欠佳和地理上的劣势， 

多年来每逢倾盆大雨便会 

发生闪电水灾，把道路冲 

得满是泥泞。对此，史里 

肯邦安州议员欧阳捍华透 

露，梳邦再也市议会已拨 

款6万6000令吉加建沟渠系 

统，预计本月杪可竣工。 

册玛拉路与大马科技 

g 园区毗邻，但因大马科技 

园区处于高处，每逢遇上 h滂沱大雨，雨水和泥浆就 

M会顺著园区边境的一条沟 

渠冲至綱拉路，困扰临 

近Vila Park公寓居民多年。

欧阳捍华表示，由 

于大雨带来的水量太多， 

与大马科技园区对接的册 

玛拉路沟渠积水槽不胜 

负荷，便溢出来，冲到路 

面，在跟著斜坡流到Vi la 

Park公寓的大门前，造成居 

民出入不便。

他说，为了寻得解决方案，当 

局多次勘察该区，本以为积水槽下 

方只是普通的泥土，但挖开后才发 

现原来底下是一个宽1.2公尺衔接 

到另一个排水系统的地底大沟。

「我们就顺著挖下去，希望雨 

水可引进地底，也在积水槽处，延 

伸加建了50公尺长的沟渠系统，冀 

能一劳永逸改善闪电水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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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淘宝造物节」从往年 

的3天延长至14天，并把建于1955 

年的杭州锅炉厂作为主会场， 

将这个工业风的场地活化成新旧 

跨界的文创之地。主会场设有科 

技、国风、潮流、设计、美食以 

及创造力广场六大区域；而在西 

湖边则上演「断桥时装秀」、孤 

宝造物节发布新品，包括宏达电 

(HTC )在活动现场发布全新头显 

虚拟实境（Virtual Reality )以 

及科大讯飞联手淘宝网红「口红 

一哥j李佳绮推出五国语言同步 

直播技术等。

值得一提的是，淘宝造物节 

为「造物者」带来的潜在价值远 

山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展览以及 

配合中秋佳节而设的花灯会。

今年的科技区域依然热闹， 

当中让人印象诛刻的’包括由香 

港食物科技公司Green Monday推 

出，旨在延缓地球暖化和粮食危 

机的非基因改造植物肉；以及铁 

甲钢拳带来的「外骨骼机甲」， 

强调普通人也可以摇身一变，成 

为大力士。

除了这些创意商家，不少 

国际大型品牌也纷纷选择于淘

不只限子这14天活动。根据阿 

里巴巴集团首席市场官董本洪所 

说：品牌商家除了通过活动展 

新产品，与用户互动交流，活动 

后，商家仍可继续通过线上的微 

淘及淘宝直播等工具与功能，以 

及平台上洞察消费者群体趋势的 

能力等，持续营运及管理粉丝和 

消费者，使得年轻、创意及内容 

可以共冶一炉，转化成品牌影响 

力，实现各种奇思妙想，并且商 

业化。

A26-27 由阿里巴巴集团旗下淘宝举办的「淘宝造物节」来啦! 

今年是自2016年首次举办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不仅设有双会场，更展示逾千样「新物种」，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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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讲求吃原型食物的年代， 

被归类为加工食品的「新猪肉」几 

乎和健康扯不上关系。但杨大伟直 

言，无可否认，原型食物一定是最 

健康的，但你是否能确定吃进肚子 

的肉类完全没有激素昵？

4 SSSmBRB9

mM

闰宝造 gSr 1

a造肉a

每年的淘宝造物节，科技区一直是各方关注的重点， 

各种颠覆想像的未来科技也层出不穷。 

从植物肉试到外骨骼机甲，还有极速3D列印、空中汽车等，

一系列未来科技云集，科技感爆棚!
頭覆未来想像

▲在淘宝造物节现场，王潮完成了一项透过外骨骼机甲抬车的挑 

战一一单人抬起一台重1.4吨SUV休旅车。

铁甲钢拳

未来超级人类- 一外骨骼机甲

外骨骼机甲是一套穿上后便能变身「钢铁人」的设备。创 

办人王潮分享，当初是受到电影《钢铁人》的概念吸引而下定决 

心制造出如钢铁人般的体外机甲战袍。在摊位上，可看到3件展 

物，包括「超级机械工j、「超级快递员」及「超级搬运工」。

铁甲钢拳并非首家打造外骨骼机甲的公司，却是少数强调 

提高效率的品牌。「很多公司推出外骨骼机甲主要是为了减少劳 

工损伤，而我们亦强调提高工作效率。」

他说，旗下超级快递员与超级搬运工两款腰部助力外骨骼 

主要运用于物流和搬运公司。他指，透过超级快递员，可以让使 

用者的搬运重量增加28公斤；超级搬运工则可以帮助使用者的腿 

部力量增加60公斤、手臂力量增加40公斤。「根据统计，透过穿 

戴助力外骨骼能从原有的3000搬运次数提升至4500次。」他指， 

透过外骨諮辅助，企业可以减少员工数量。

科技区壳点处处报导

林珮璇

Green Monday

未来食物- 一植物肉

植物肉被誉为「未来肉」，Green Monday创办人兼首席执行 

员杨大伟解释，现在全世界有77亿人，然后每年基本上是以1亿 

数字增加。也就是说，很快就会去到90亿、100亿人。他认为， 

改变人类的饮食习惯，能够拯救不胜负荷的地球。「大鱼大肉这 

种饮食方式，非常耗废大自然的能源，亦制造大量污染。」

Green Monday是成立于2012年的香港绿色社会企业，推广 

素食文化，鼓励大家每周吃素一天，为地球尽一分力。「至今已 

有超过175万香港人参与其中。j期间，他经常收到参与者的抱 

怨，指吃素很闷。「那时，我便在想如何打造》快乐吃素』文化 

呢？」时值植物肉在美国爆红，连快餐业者也抢先供应，激发他 

投资超过250万美金（约1046万令吉），研发新猪肉产品。

「不同于欧美市场，亚洲需求最大的肉类是猪肉，而且我本 

身就是一个亚洲人，当然希望能制造出属于亚洲类型的食物。J 

他不忘透露，接下来计划扩展至我国市场。「了解马来西亚是一 

个清真国家，所以届时我们将不以『新猪肉』作为产品名字，而 

是使用『OmnlMeatj (新肉类）之类。」他不忘强调，「新猪 

肉」目前已获得清真认证，主要的销售族群包括素食者、推崇环 

保和健康的人士。

植物肉，真健康？
在展会上，Green Monday柄榜的是「人造肉」，但 

杨大伟直言，自己其实不太喜欢这个用词，因为人造肉 

给人感觉太化学。「但因为内地（中国）人已经习惯使 

用人造肉，而且人造肉的用词较能引起话题。」

他解释，「新猪肉」是沿用食物科技，由纯素蛋白 

质配方制作，主要材料为豌豆、非基因改造大豆、冬菇 

和米，零胆固醇、无抗生素、无激素，与真猪肉相比， 

饱和脂肪远低86%,热量则低66%,同时提供更多膳食纤 

维、260%钙质以及127%的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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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工道（Robosea)

未来新物种 一仿鲨鱼水底潜航器

这款名为R0B0-SHARK的仿鲨鱼水底潜航器年初曾亮相消于美 

国消费电子展上（CES 2019 )。采用鲨鱼为原型，以三关节仿生尾 

鳍取代传统螺旋桨推进器，推进效率高达80%，此外最高航速可达8 

至10节（knot，1节等于1.852km/h )，远优于其它仿生类潜航器潜 

水器约2节的平均速度。

它具有高航速、大载荷、低噪音的优点，可应用于海洋生物 

信息采集、勘探场景，同时实现各种海洋任务的无人化作业，如海 

洋科考、水质监测、地貌测绘、海底管道检测、水下打捞、大坝巡 

检等。另外，R0B0-SHARK技术含量在同类水下机器人中也可谓遥 

遥领先。除高精度GPS、深度计、九轴姿态传感器以及远距离射频 

通信等标准模块，还搭载超短基线定位、水声通讯等功能。

透过极速3D打印机，仅需6分钟便能完成打印一个迷你摆设品。透过极速3D打印机，打印一双鞋只需30分钟，比传统3D打印快上

100倍。可愔无法打印布制材料，需另行添加。

LuxCreo清锋时代

未来购物体验 一极速3D打印

3D打印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但这次出现的是号称比 

传统3D打印快上100倍的极速3D打印。首席执行员姚志锋 

指，以一双鞋子为例，从下单到上脚，只需30分钟。他 

同时强调，3D打印能打造更合适的鞋，因为不再有尺码 

之分，每一双鞋都是量身定做，100%贴合脚型。

他续说，未来极速3D打印机将与淘宝连接，打开

「低空飞行工作室」联合创办人王谭分享，当初前后花了8个 

月时间，才完成这台智能载人飞行器。「最大的挑战在于机身 

必须坚固，但又不能太重。不然，就有可能会飞不起。」

淘宝后选择心仪的商品，点击「立即打印」，就能自动 

启动家中的3D打印机，传送图纸开始打印，产品一体成 

型。姚志锋称，这技术有望改变未来人们的购物方式， 

每个人都将可以在淘宝上即时打印自己的创意。

姚志锋分享，终极目标是希望未来当地球人需要移 

民太空时，什么东西都不用带，只需带一台3D打印机。

低空飞行工作室

未来交通 一智能载人飞行器

「100年前，马车被汽车取代；100年后，汽车会 

被飞行器取代吗？」——低空飞行工作室在自家展厅上 

如此写道。联合创办人王谭是个拥有飞行梦想的科技狂 

人，他希望让「打个飞的」去上班成为现实。他同时亦 

是这台智能载人飞行器的设计师。

他分享，当初的设计概念很简单，只希望能打造一 

个安全可靠的载人飞行器。他说，相比起直升机只有两 

个螺旋桨，这款载人飞行器备有4个。「如此一来，安 

全性更高，即便有一个螺旋浆失灵了，还有3个。」他不 

忘介绍，这款智能载人飞行器采用自动驾驶技术。坐上 

后，只需透过驾驶盘的平板电脑点选目的地，飞行器便 

会自动启航。

虽然他对于智能载人飞行器普及化信心满满，但 

他坦言，在《民用航空法》的管制之下，确实仍需要时 

间。「我们计划和国内（中国）景区合作，让这台飞行 

器能先作为观光用途。」另外，电池续航力亦是一大挑 

战，因为每充满一次电，仅能持续飞行30分钟。

科技风向标
▼

2019年雪兰莪智慧城市及数码经济峰会

数码经济前瞻

由雪兰栽投资促进机构（Invest Selangor )和 

雪兰莪数码创意中心（Selangor Digital Creative 

Centre，SDCC )联合举办的「2019年雪兰莪智慧 

城市及数码经济峰会j ( Selangor Smart City & 

Digital Economy Convention 2019 )将在来临 10 

月份正式引爆！这届的高峰会将著重于人工智能 

(AI )、5G技术、电子钱包以及电竞主题。以下为 

峰会的部分资讯。

1.智慧城市的下一步？

人工智能X电子钱包X 5G峰会

日期：10月11日

时间：早上8时30分至傍晚4时30分 

地点：MITEC (Level 2，Hall 5) 

门票：单张99令吉；2张150令吉

2.2019年马来西亚最佳电子商务奖

日期：10月13日

时间：下午2时至傍晚5时

地点：MITEC (Level 2，Hall 5)

门票：免费

•更多详情，可浏览https://b1t.ly/2mo7rp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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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烟霾惰况加剧，教育部宣布雪兰 

莪、吉隆坡、槟城及布城所有学校，将于 

周四、周五（19、20日）停课两天。教职 

员可选择在家办公，无需到校。

化属于天灾假，因此无需另行补课。

全国周三共有1484间学校停课，其中 

雪州及联邦直辖区教育局迟至周三早上才 

发布停课消息，引起混乱。

另外，截至晚上9时，吉打、霹雳、森 

美兰州教育局也分别宣布，部分学校周四 

停课一天。

教育部周三发布文告说，基于烟霾恶

图为八打灵再也公教国民型中学的学生

周三到校后才被告知停课，只能 

在校外等待家长接回家。

报导A4至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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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雪槟布城 
1658学校停嫌2天

吉隆坡18日讯|烟霾情况持续恶化，全国多个州 

属已陆续宣布停课，教育部今日傍晚最新宣布，槟 

城、雪兰莪、布城及吉隆坡4个州属及直辖区，共1658 

间学校超过150万学生在周四（19日）及周五（20日） 

全面停课，原本需要照常上班的教职员也无需到校。

教育部今曰傍晚发布文告指 

出，为了照顾全体师生利益，上 

述4个州属及直辖区的学校在未来 

两天全面停课，老师及校长等职 

员可选择在家办公。

此外，截至今晚9时，吉 

打、霹雳及森美兰州各别教育局 

也宣布，吉打居林万拉荅鲁和华 

玲县124所学校、霹雳州拉律马 

登及司南马县两县所有的学校， 

以及森州汝来、拉务及文丁县53 

所学校，明天停课一天。

该部也说，基于烟霾恶化属 

天灾假，因此这2天无需另行补 

课。

根据联邦直辖区教育局，属 

下296所学校停课两天，涉及的学 

生人数32万8004人。

联邦直辖区教育局在今午6 

时通过教育部官站发出通告时， 

该局是根据截至下午5时，吉隆坡 

荅都慕达、蕉赖及八打灵再也的 

空气检测站的空气素质指数均处 

于非常不健康指数，因此当局作 

出上述决定。

停课的学校包括洗都县教育 

局、孟沙半山芭县教育局及格拉 

末县教育局的学校。

另外，雪州教育局也发文 

告表示，配合雪州政府秘书署的 

宣布，州内939间学校将会停课2 

天，共91万1874名学生受影响。

雪州政府秘书署的文告则 

说，碍于受到烟霾影响，州内各 

地区空污指数每况愈下，而有关 

情况恐怕持续到下周。有鉴于

此，为了学生们的健康安全，州 

政府决定从明日起至本月20日， 

国立及私立学府都必须停课。

槟州教育局则发布消息说， 

全槟共有398间学校，受影响学生 

为23万9839人。布城则有25间学 

校，2万7531名学生。

吉霹森部分学校停课

另一方面，吉打教育局则发 

文告说，吉打居林万拉荅鲁县和 

华玲县共有124所学校，将于明 

日停课。其中有11 9所是在居林 

万拉荅鲁县内的学校，包括有90 

所来自居林（受影响学生4万9598 

人）；另29所学校位于万拉荅鲁 

(受影响学生7276人）。

华玲县则有5所学校被指示 

于明日停课，受影响学生为1367 

人0

霹雳州拉律马登及司南马县 

教育局也宣布，拉律马登及司南 

马县所有的学校，明日将停课一 

天。至于森美兰，森州教育局也 

公布汝来、拉务及文丁共有53所 

学te将在明日停课。

9月19日及20日停课两天的学校

地区1 1受影响学校1 |涉及学生人数

圓雪州 939 91 万1874

M吉隆坡 296 32万8004

[11槟城 398 23万9839

25 2 万7531

总数 1658 150万7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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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鼉大彐公民 
孩子或S动成公民

八打炅再也18日讯|政府在研究修改联 

邦宪法第14条文，让我国妇女能自动替国外 

出世的孩子取得公民杈。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 

巧双指出，目前只要父亲是大马公民， 

孩子可自动获公民权，而母亲则须提出 

申请。

「我们活在2019年，大马男女应该 

享有公平待遇。因此我们已致函内政部 

及外交部要求修改这项条款，因为很多 

家庭受此法律影响。」

获正面反馈

「我们今年4月已开会，3部门- 

起讨论。至今，有关部门的反馈是正面 

的°」

她出席大马公民权平等运动后，向 

记者这么说。这项活动是由异国夫妇支

持小组所举办，提高人们对国内妇女遭 

性别歧视影响的醒觉。

杨巧双指出，公民权课题对家长照 

顾孩子健康及教育方面构成压力、创伤 

及问题。

冀立法者参与谈论

有鉴于此，她希望修改第14条款行 

动能得到各方支持，给予他们更公平的 

机会。

「我们在向国民登记局提供数据接 

获多少类似申请。通过这活动相信（修 

宪）能加速，希望更多立法者能参与此 

课题谈论。「况且，在希盟竞选宣言中 

希望重新探讨所有歧视女性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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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供著&切月份安华料明年任相
吉隆坡18日讯人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相 

信，自己应该可以在2020年接棒出任首相。

ANWAR: MALAYSIAN SUCCESSION 
ISSUE IS SETTLEDBloomberg

安华接受彭博社电视台访问时表示，有信心可在明年接棒出任首相。

尽管安华接任首相围绕著各种揣 

测，不过安华表明，有信心在希盟执政2 

年后，即在2020年接过首相之位。

希盟在2018年5月9日第14届大选胜 

出入主布城时，当时希盟的共识是由敦 

马哈迪出任首相，尔后交棒予安华。

安华接受彭博社电视台专访，被 

问及首相敦马哈迪掌权是否会权力转移 

时’如是回应。

没迹象有其他人选

「有一种理解为首相交接应该是在 

那个时候，但我不认为我应该过分执著 

于确切的月份。」

「无论如何，有这样的共识，即他 

将辞职，我应该担任首相。」

安华也驳斥有关经济事务部长拿督 

斯里阿兹敏或吉打州务大臣拿督斯里慕 

克里兹将替代他，成为新首相人选的说 

法。「没有迹象显示，有任何政党推荐 

或游说其他首相人选。」

「这并不能阻止其他拥有野心的人 

士虎视眈眈。但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 

无论是否已经讨论过，是否具有合法 

性，答案都是否定的。」

安华是在米访时针对有报道称’ 

阿兹敏或马哈迪儿子慕克里兹可能会拦 

路’成为首相fe班人之说如是回应。

希盟执政后，首相交接情况一直不 

明朗，当随著普遍认为的2年期限迫近， 

各种谣言更为甚嚣尘上，阿兹敏阿里今 

年6月卷入男男性短片风波，被猜测与首 

相之位纷争有关，即马哈迪属意阿兹敏 

阿里，而非让安华接任首相。

不过，马哈迪本人接受国内外媒体 

采访时多次强调，他会遵守承诺，将首 

相之位交给安华。

另外，在采访中，安华形容笼罩东 

南亚的烟霾是一场「生态战争」，呼吁 

相关国家政府采取行动，以让各大公司 

承担引发林火的责任。

安华强烈批评印尼林火造成的广泛 

影响，「我们应该感到愤怒，我认为这

是一场生态战。」

安华称，林火烟霾不是一件小事， 

它已经影响了数百万人，而政府在应对 

上需要更为自信和强硬。

「无论是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是印 

尼，我们必须变得更强大。当有大公司 

涉及其中，为什么我们不确保它们被追

究责任，至少承担部分费用。」

在治理大马方面，安华表示，政府 

的政策必须确保财富公平分配，打击贪 

污，并改革煽动法令。

他称，政府还必须减轻马来人的恐 

惧和担忧，平权行动对于所有种族摆脱 

贫困而言，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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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炅再也18日讯I政府

在研究修改联邦宪法第14条 

文，让我国妇女能自动替国外 

出世的孩子取得公民权。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 

副部长杨巧双指出，目前只要父 

亲是大马公民，孩子可自动获公 

民权，而母亲则须提出申清。

「我们活在2019年，大 

马男女应该享有公平待遇。因 

此我们已致函内政部及外交部 

要求修改这项条款，因为很多 
家庭受此法律影响。」

「我们今年4月已开会， 

3部门一起讨论。至今，有关 

部门的反馈是正面的。」

母親是大馬公民孩子或自動成公民
她出席大马公民权平等运 

动后，向记者这么说。这项活 

动是由异国夫妇支持小组所举 

办，提高人们对国内妇女遭性 
别歧视影响的醒觉。

杨巧双指出，公民权课题 

对家长照顾孩子健康及教育方 

面构成压力、创伤及问题。

有鉴于此，她希望修改 

第14条款行动能得到各方支

持，给予他们更公平的机会。

「我们在向国民登记局 

提供数据接获多少类似申请。 

通过这活动相信（修宪）能加 
速，希望更多立法者能参与此 
课题谈论。4 兄且，在希盟竞 

选宣言中希望重新探讨所有歧 
视女性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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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双（前排左五）、蔡春华（前排左四）与多位 

面对孩子公民权问题的母亲及非政府组织成员在“性别 

平等公民权论坛”上合影。

楊巧雙：擬5訴求促修改法令

助無國籍童獲公民權
(八打灵再也18日讯） 

妇女及家庭发展部副部长杨 

巧双表示，内政部已经承诺 

将会检讨无国籍儿童公民权 

的法令，惟修改法令-事不 

属于妇女部的职责范围，因 

此她未能承诺落实的期限。

她今日出席外籍夫妻支 
援小组（FSSG )所举办的 

“性别平等公民权论坛”时 
致辞指出，该部已在4月开始 

召开数项会议，商讨有关无 

国籍儿童应有的权益，检阅 

无国籍儿童所面临的问题， 

并拟定了 5项诉求，敦促内政 

部尽速修改无国籍儿童公民 

权的法令，让无国籍儿童获 

取公民权。

要求DNA报告成证据

“这5项诉求包括，允许 

脱氧核糖核酸（DNA )报告 

作为让马来西亚公民的孩子 

获得公民权的证据、让居住 

在社会福利局（JKM )的婴儿 

优先获得公民权、马来西亚 

公民籍母亲在海外产下的孩 

子可获得公民权、拥有马来 

西亚籍父母领养的孩子自动 

获得公民权、驳回申请须说 

明原因6 ”

她说，我国在修改法 

令，把投票年龄降低至18岁 

并没有遇到太多阻难，因此 

她相信，只要该部继续推 

动，修改无国籍儿童公民权 

法令也能够顺利进行。

杨巧双较后接受记者访

问时表示，该部已经与内政 

部会面商讨有关问题，内政 

部承诺会审查法令，惟修改 
法令•事并不属于该部的职 

责范围，因此她未能承诺落 

实的期限。

“若马来西亚公民娶了 

外国女性并在海外产子，他 

们的孩子将会自动成为马来 

西亚公民；但拥有马来西亚 

公民权的女性嫁给外国男性 

并在海外产子，他们的孩子 

无法自动获得公民权，必须 

提出申请。”

助杜绝黑市贩卖儿童

她补充，让拥马来西亚 

公民领养的孩子自动获得公 

民权，可以有效地杜绝黑市 

贩卖儿童问题。

她强调，儿童公民权问 

题会为家庭带来庞大压力， 

父母与孩子所面对的种种问 

题.包括医疗、教育等方面 
的障碍，都会为家庭带来许 

多困扰，她只希望联邦宪 

法，可以对家庭及儿童更为 
友善。

“性别平等公民权论 

坛”邀请多位面对孩子公民 

权问题的母亲出席，提倡修 

订联邦宪法，让马来西亚女 

公民在海外诞下的孩子，- 
样拥有马来西亚公民的平等 

权益。

出席嘉宾包括妇女及家 

庭发展部（政策和策略规划 

组）秘书蔡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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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动土仪式于马来西亚日进行，因此众嘉宾在仪式前高唱国歌。左四起 

为谢湖平、黄瑞林、谢耀亮及黄亚详。

料3年完成重建

適耕莊哪督公廟動土
(适耕庄18日讯）适耕庄历史最 

悠久的百年古庙“哪督公庙” R前展 
开动土仪式，预计3年完成重建计划， 

除了继续守护海口渔民出人平安，也 

促进热浪沙滩的美化工程，成为吸引 

游客的热门景点。

拥有过百年历史的哪督公庙， 

自适耕庄开埠以来耸立在海岸线， 
守护海口渔民，确保出海捕鱼时平安 

顺利；目前迁至热浪沙滩现址超过35 

年，多年来香火鼎盛，信徒遍布各 

地。

如今庙宇因安全结构问题，理事 

会议决在现址后方重建，除了稍微扩 

大面积，也因应沙滩越堆越高而把庙 
宇垫得更高，预计丁程可在3年内完 

成。

庙前许愿树成打卡景点

雪州议长兼适耕庄州议员黄瑞林 

昨天主持动土仪式时表示，香火鼎盛 

的哪督公庙，不只是本地信徒的指路 

明灯，庙宇前的许愿树也因电视剧和 

旅游节n的宣传，成为游客必到的打 

卡景点，因此希望庙宇重建后，也能 
为沙滩美化T.程带来正面影响。

“我期许庙宇理事会草拟重建蓝 

图后，依循政府部门程序，提出合法 

申请，我也会尽力从旁协助，确保哪 

督公庙的重建计划顺利进行。”

出席动土礼仪式者包括哪督公庙 

理事会主席谢湖平、沙ft安南县议员 

黄亚详、海口渔村村长谢耀亮与庙宇 

理事会成员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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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霾來襲吉膽停海5天
每位漁民損失2萬至3萬

曾志頌

(巴生18日讯）烟霾来 

袭，各行各业皆受影响，来A 

吉胆岛的渔民基于安全理由， 

其实截至今日已停海近5天； 

据估计，每位渔民5天收人大 

概损失约2至3万令吉！

吉胆岛乡村管理委员会主 

席蔡全智表示，根据当地渔民 

透露的资讯显示，大多数深海 

渔民已从5天前烟霾来袭时暂 

停出海捕鱼和捕虾。现在，只 

是一些浅海渔民为了生计，被 
迫戴口罩出海打捞渔获。.

他今日对《星洲日报》 

说，倘若没有大风大浪，渔民 

每日都会出海捕鱼；可是如今 

在烟霾笼罩的情况下，基于安 

全，包括海上的能见度低，渔 

民害怕撞上其他渔船以及渔获 

大减，会选择暂时停海

“一般上，渔民每次出海 
至少有4000至5000令吉收人， 

若依此推算，5天下来每人可 

能损失2万至3万令吉不等。” 

他补充，数字显示，目前

吉胆岛或有100多名渔民，近 

日出海的人数和渔船也不多。

谢庆龙：
视线不佳或酿撞船意外

在该区从事捕虾30多年的 

渔民谢庆龙（54岁）表示，烟 

霾来袭若执意出海捕鱼是有-- 

定的危险，因为海上灰蒙蒙， 

可能会不慎撞上其他渔船。

“现在许多渔船都有设卫 

星导航系统，渔船相撞的可能 

性减少，只是渔获在这期间也 

大量减少，使渔民也懒出海， 

以免空手而归，甘脆休息。”

他说，烟霾停海已成为 

当地的季节性问题，每年大约 

7、8月就会发生-•次，今年延 

迟至9月；不过，今年的烟霾 

情况还不算最糟糕，最可怕的 
还是发生于7、8年前的霾害。

他叙述，当年烟霾来袭， 

海上能见度根本让渔船出不了 

海，看不到对岸和边际，出了 

海也摸不到回家的路。那-- 

次，也是吉胆渔民心中抹灭不 

去的阴影。

黃瑞林：適耕莊農民照舊播種
D -方面，雪州议长兼适耕庄 

W区州议员黄瑞林透露，尽管 

烟霾来袭，但适耕庄如今进人播种期，

大多数农民依旧忙于耕种，没人休息

蔡全智： 
据估计，停海5 
天以来，每名渔 

民损失约2万至3 

万令吉不等。

谢庆龙： 
烟霾来袭渔获也 

变得少，吉胆渔 
民选择停海。

“尤其有些稻田面对缺水问题，农 

民也四处扑水，尽量找水和栗水进田。 

为了生活，农民也都没办法，只能戴着 

口罩出来辛勤丁作，无法偷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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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来贤（中）日前主持“2019年雪州露天焚烧与泥炭地管理会议”，并针对 

本次的烟霾问题，作出数项决策。

雪環境局巡視13地點

佐漢斯迪亞無露天焚燒
(八打灵再也18日讯）昨午起至今 

早11时，雪州政府没有在巴生佐汉斯迪 

亚发现任何露天焚烧活动或火点！

根据《当今雪州》的报道，雪州环 
境局团队在13个地点巡视勘察后，证实 

佐汉斯迪亚一带不存在露天焚烧活动； 

而州政府预计将视天气，在今午或明日 

布云造雨，驱散烟霾

另外，掌管雪州科学、X艺及革新 

事务的行政议员许来贤今日发表文告表 
示，州政府已在昨日召开的“2019年雪 

州露天焚烧与泥炭地（tanah gambut ) 

管理会议”上，就本次的烟霾问题作出 

数项决策

他说，上述议决包括探讨在烟霾期 

间统一安排州内所有学校停课；通过雪 
州气象局在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50点的 

地区布云造雨，以及到空无指数有超过

150点风险的地区，派发口罩。

“环境局、地方政府、土地局和 

消拯局的执法团队，也必须延长巡逻班 

次至午夜之后，以防止任何露天焚烧活 

动。”

许来贤：依指示充公烧芭地

他也提及，巴生土地局也将遵循雪 

州大臣充公佐汉斯迪亚涉嫌露天焚烧活 

动或烧芭清土的土地指示，依据所有相 

关程序来执行任务。

同时，许来贤披露，雪州环境局已 
发出27张罚单，并在《1974年环境素质 

法令》第29A条文下，正针对露天焚烧 

罪行准备3份调查文件；而地方政府和 

土地局的执法组也会继续针对露天焚烧 

案件，采取适当的法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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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中华总商 
会推动，“K4整 

洁与美化计划”新 

闻发布会。前排左 
起为苏进存、戴良 

麟、陈杰辉、严玉 
梅、余琼凤、戴庆 

义及吴丽琪。

後日推介整潔運動
(巴生18日讯）巴生中华总商会订 

于世界清洁日，即9月21日（星期六）上 

午8时30分，在永安镇停车场进行建设美 

丽巴生“K4整洁与美化计划”推介礼， 

并由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主持推介 

礼。

这项活动获得复兴巴生市计划小组和巴生 

市议会联办，巴生光华独、中华独中、滨华中 
学、兴华中学、居民协会联合会及永安镇居民 

协会协办

巴生市议员严玉梅指出，巴生市议会当 

天设立宣传摊位，向居民传达讯息，并分派传 

单，分享防蚊秘诀及提供健康体检等服务，通 

过教育灌输环境保护概念，提高民众意识，教 

育巴生人民清洁运动的重要性，共同建设和融 

的社区生活，让全巴生市人民受惠9

盼活动带动居民爱护环境

她希望此活动带动更多居民参与爱护环境 

活动，为环境贡献力量，携手维护家园的美丽 

清洁，建设美丽巴生。

她说，当天大会将派送小礼物，包括米 

150包（需参与体检）、小礼物、小风扇、帽 

子及共70支，各校10支的蚊油。

陳傑輝：將辦超過12場美化運動
¥委会主席暨巴生中华

#总商会副会长拿督陈 

杰辉指出，“K4整洁与美化计 

划”是一项由复兴巴生市计划小 
组、巴生市议会及巴生4独中共 

同开展的巴生市美化项fl。

他说，未来18个月，将有超 

过12场美化巴生运动，并希望通 

过巴生美化活动灌输及加强巴生 

市民对环境保护的意识、恢复巴 

生城镇的活力，打造成一个马来 

西亚最宜居和干净的旅游城市之 

-，并通过实际行动及分享，唤 

醒巴生人对环境卫生的爱护，打 

扫居家周围的卫生，预防骨痛热 

症的发生。

当天，光华独中教职工， 

将带领友族学生,分别在永安镇 

市区开展清洁卫生大扫除活动。 

大扫除的范围除了永安镇主要车 

道，也包含后街小巷、房前屋 

后，对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商 

业走廊等。

志工小组们将采取各种环境 

卫生防范行动，如大扫除、清理 

阻塞的沟渠、拾捡垃圾及清除杂 

草杂物等，全面打扫，让居民拥 

有更加优美、和谐的居住环境。

余琢凤：

料逾200人参与活动

此外，巴生光华独中校长佘 

琼凤指出，这项主题为“清洁环 

境，美丽世界，由我做起”巴生 

美化运动，将由三大民族团结-- 

致，与永安居民一起守护永安社 

区的清洁，关注环境的卫生。

参与的学生来自光华独中、 

永安镇崙都地甲国小•校及二 

校、中路淡米尔小学师生等，预 

料超过200人参与Q

出席新闻发布会者包括巴生 

中华总商会副会长拿督陈杰辉、 

秘书长戴良麟、兴华中学校长苏 
进存、滨华中学校长吴丽琪及中 

华独中校长戴庆义等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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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倫：設有10攤位3休閒亭

I锦伦指出，美食 

和休闲中心在距 

离情人桥约100公尺的沙滩 
附近，内设6间600平方公尺 

美食馆、10间小型的小贩摊 
位、厕所和3个休闲亭。

“由于位于海边，所以 
这里超过40张桌椅都用防锈 

材质，可让游客在休闲或享 

用美食之余，欣赏丹绒士拔 

的迷人的景色。”

他指出，初步美食馆

以海鲜为主，因为丹绒士拔 

出名海鲜；情人桥附近目前 

没有划分泊车位，因此偶尔 

会出现胡乱停车的情况，但 

相信该休闲中心完工后，会 
有30个泊车位，可以改善情 
况〇

他表示，丹绒士拔的游 
客量逐年增加，相信这个美 

食和休闲中心•旦启用，可 

以提高游客流量和加强游客 

在丹绒士拔的旅游体验。

羞思漢：

iK?海產豐富帶動旅業

黄;
^思汉指 

，出，这项 

由州政府出资打造的 

休闲中心，有良好 

的规划，并设有美食 

摊位、泊车位和厕所 

等，能提局游客的舒 

适度和方便性。

“丹绒士拔在 

加强基建设备后，能 

吸引更多的游客到那

里品尝当地美食。”

他认为，丹绒 

士拔有得天独厚的的 

环境优势，海产资源 

也极为丰富，促使它 

成为雪州境内旅游热 

点，每逢假日到来的 

游客相当多。

他呼吁新村管 

理委员会继续努力寻 

找或打造新村更多的

旅游亮点，让游客乐 

而忘返，留在村里， 

进-•步带动旅游经 

济。

此外，他也建 

议国人除了一天往返 

丹绒士拔旅游，也可 

以计划两天一夜甚至 

更长的时间，以沿着 

该村•带的海岸线， 

到附近的海滩度假， 

发现大马之美Q

配合中秋节和 

马来西亚日，黄思汉 

当天也派发月饼给村 

民和游客。

__
黄思汉（左起）在黄锦伦和戴河松等人陪同下，巡视及了解丹绒士拔新村篮球 

场的工程进度。

撥21萬翻新丹絨士拔籃球場

为\
^进…步提升丹绒士拔新村的篮球 

运动水平，雪州政府拨出21万令 

吉翻新老旧的篮球场。

黄思汉巡视该篮球场时指出，有关工程 

包括翻新和增加座位、安装电灯及围篱等； 
截至H前，工程进度达40%。

戴河松指出，该村人才辈出，其中有数 

名篮球国青和州手都来自该村。

“雪州政府举办的精明雪兰莪新村杯篮 

球锦标赛即将在9月杪或10月初正式展开， 

到时丹村也会派队参与，以争夺新村杯的荣 

誉。”

丹绒士拔新村 

的情人桥是当地的 

地标，每逢假日游 
客络绎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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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育校方在发觉空污指数破200点后，即时在 

校外挂起停课通告。

?1亏>破^點

M198
報道►曾志頌、林淑敏、陳佩莉

(八打灵再也、巴生、乌雪_18日 

讯）烟霾来袭，教育部限定各区空气污 

染指数若破200点，各校校长可自行宣 

布停课一天；吉隆坡及雪州的八打灵再 

也、沙亚南及巴生昨日傍晚6时的空气污 

染指数游走在180至190点之间，不过今 

曰清晨5时突然冲破200点，让各校马上 

通过不同管道紧急宣布停课，家长措手 

不及。

截至中午12时，雪州9个县共有538所学校 

停课，而吉隆坡则有198所学校停课。

校方脸书手机APP通知家长

鉴于烟霾笼罩雪隆上空已久，-些学 

校早已进人“备战”状态，教职人员随时紧 

盯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数据表，•旦有任何 

风吹草动，立刻江学校脸书或手机应用程式 
WhatsApp ,微信及LINE等发布消息通知家长 

和学生停课与否，免得大家白走一趟。

就因有校方各造的高度配合，巴生大多数 

学校并未发生有大批家长和学生今早上学“摸 

门钉”事件，仅有少数不太活跃于社交媒体的 

友族家长带著孩子来上课。
吉隆坡多所华小在接获教育局的停课指示后，即通知家长以提早到校接孩子放学。

尽管根登华小在天未亮便于校前挂出 

停课通告，但依然有家长已在破晓时分将 
子女送抵校门了。

SSJK(C) PAWDAMARAW A
小时■ 0

大家好，由于烟软指数已超过200点，属于不健康水 

平，因此班A华小今曰1B/9宣布停课。谨此通知。

〇 1功 10条评论• 次分享

〇&赞 〇 Wifi A分享

巴生清晨5时的空气污染指数突破200点，班A校方第一 

时间在脸书上发布停课消息。

因:陡?經_.高达200

巴生兴华中学通过校门外的电子通告板， 

通知学生及家长有关停课的消息。

臨時安排接送學生回家
—»—隆坡的空气污染指数突破200点， 

1=1共有198所学校今早接获教育部发 

出的停课指示，以致校方及家长必须临时安 

排把孩子接送回家。

教育部今早前后发出两项通知，宣布吉 
隆坡区的空气污染指数达200点，指示以八打 
灵再也为中心方圆5公里范围内的学校，以及 

冼都及克拉末县教育（PPD)内的所有学校

今日停课一天。

根据教育部的通知，八打灵再也及崙都 
慕达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分别于今早10时15 

分及11时超过200点。

其中，涉及停课的华小有多达25所， 
包括尊孔华小、乐圣华小、大同华小、育南 

华小、崇文华小、黎明华小、志文华小、侨 
南华小、中华小学、中国公学、增江南区华 

小、增江中区一校、二校、增江北区华小、 
启智华小、励志华小、民众华小、冼都中文 

华小及冼都巴刹平民华小。

有万挠三育分校的家长将下午班学生送抵校门 
后，方从守卫口中得知停课，愣在一旁说不出话。

▼截至中午12时， 

沙亚南空气污染指数还 
停留在219点(非常不健 

康水平），从兩S拍摄 
的照片可见，沙亚南市 

区被烟霾笼罩，而且能 

见度大减。 崇文华小通过学校网站发布停课消息。

課外活動補習班取消
据受访校长对《大都会》社区报指 
出，位于八打灵再也方圆5公里内的 

学校是于早上9时许接获教育局的通知，而校 

方也随即作出安排，包括通知家长提早到校接 

孩子回家。-

受访校长也说，临时停课及安排学生早 

退，难免会出现混乱的情况，惟学校也尽量体 

谅家长的难处，包括在了解不少家长都需要工 

作，无法及时来到学校接孩子回家，因此校方 

安排学生如常留在学校直到放学时间，并由老 

师负责照顾及看管a

不过，他们说，所有的课外活动以及下午 

时段的补习班均取消^

尽管校方宣布停课一天，但兴华中学的初三和高三毕业考试照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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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教育部應有更妥善安
另:

夕卜，随着烟霾重重的状 

况持续恶化，鹅唛县多 

校包括根登华小、轰埠华小、万挠 

菁乡岭爱美乐华小和万挠三育华小 

下午班陆续沦陷，紧急宣布停课， 

导致家长疲于奔命，忙于接送子 

女。

当中，二育华小总校因空污指 
数在清晨仅达196点而继续上课， 

但在上午11时许发觉指数已破204 

点，当机立断宣布分校下午班停 

课，并允许家长到校接上午班的学 

生回家。
由于下午班的上课时间是12时 

30分，班主任虽然即时以电话通知

家长，并于11时30分左右在学校的 

脸书专页做出宣布，依然有多名家 
长因为未及时接获通知而于中午12 

时前后将子女送往分校校门后，方 

从守卫门口得知停课，-脸无奈的 

再带学生回家。

此外，也有数名家长匆匆赶到 

学校提早接回上午班的学生。他们 

对此表示不满，并认为教育部应有 

更妥善的安排，避免让学生和家长 

来回奔波，增加在路上吸人微尘分 

子的几率。

另-方面，轰埠华小董事长李 

锦莹亦证实该校是于于今早方紧急 

宣布停课。

吁家長留意新聞掌握最新消息

冼
都区及克拉末区的学校则在 

早上11时许才接获通知，而
学校的放学时间为中午12时许，因此 

影响并不大。

无论如何，各所学校也纷纷通知 

家长停课的消息，其中吉隆坡启智华 

小也通知学生家长可在中午12时，提 

早到校带孩子回家。

另-方面，也有校长担心停课将 

会造成课程被延误及教不完，惟在面 

对烟霾问题时也是无可奈何；至于接 

下来是否会继续停课，则会依照教育 

部的指示。

有者也鼓励家长必须时时留意 

新闻，已掌握学校是否停课的最新消 

■/窗、。

蔡伟杰为三育华小 
罩。左一为徐灶生。

蔡 f韋 
傑 
到 
20 
學 
校 
派 
□ 
罩

为
了协助学生对抗霾害， 

万挠区州议员蔡伟杰以

郑裕缣在天未亮便赶到武吉 
丁雅华小，向学生派送口罩D

及士拉央国会议员梁自坚的政治 
秘书徐灶生，于今早7时15分开 

始便走访本区20所学校，派送口 

罩。

蔡伟杰透露，继万挠后，将 

前往轰埠煤炭山的集群华小、东 

姑阿都拉曼国中、煤炭山国小和 

淡小派发口罩。

“虽然此次我们确保每个学 

生都会分到至少一个，但其实这 

是不够的，因为口罩在一定的时 

间内必须更换。我们派送口罩的 

用意是提醒学生在这非常时期， 

必须特别注意本身的健康。”

“民众必须对时事和环境保持敏 

感，避免做露天焚烧和户外活动，以减 

少吸人在空气中飘荡的微尘。”

烏
■=!=■

I
各
校
眧ttw

常

尽
管鹅唛县已沧 

陷，但乌雪县各

校截至今日为止仍然照常上 

课-
武吉丁雅华小家协主 

席郑裕缣表示，虽然四周能 

见度已因为空气污染而有所 

减低，但由于指数未突破官 

方所规定的200点，所以仅 

是在今早派发口罩给全校师 

生，盼能减少烟霾对人体所 

造成的伤害〇

“本校的一切课外活动 

已暂时取消，但学生依然有 

照常上课。鉴于邻县鹅唛多 

校已经因为严重空气污染而停课， 

我将与本校校长商量，看能否找出 

更多方案来维护学生的健康。”

課

家长认为教育部应有更妥善的处理方式，免家长和学生来 
回奔波。

不讓學生在外嬉戲
李虹花（萬撓三育分校下午班副校長）

“由于空污指数在上午11时左右已 

fee 突破200点，校方是依撤育部定下的程
'賴祕课，家細日柯赚提早接走 

上午班的学生。

我们通过学校脸书专页、家长 
Whatsapp群组等发出通知，为免有些人 

未及时阅读手机短信，我们也要求家长 

互相传递消息。

意识到许多家长恐未能及时赶到学校接走子女，于是教 

职员亦不休息，我们把学生集中在课室内，不让他们在外嬉 

戏奔跑，到中午1时放学时段，校车抵达了方让学生回家。”

畢業考試照常進行
蘇進存（巴生興華中學校長）

“我们在上周就已通过广播和各管 

道通知学生及家长，空气污染指数-旦 
破200点，就会宣布停课；不过初三和高 
-的毕业考试会照常进行，以免打乱整 

个安排与进度，因此学生受促做好防范 

措施上学应考。

今天毕业考科目为中文，大致上 

学生都有积极上学应考，暂时没有任何 

不良反应，考试顺利进行。校方都有•直提醒学生，要戴口 

罩、多喝水及减少户外活动等，以免健康受到影响。”

希望校方更早通知.
陳女士（萬撓三育分校家長

“据了解校方是在上 

午11时左右发出允许家长提 

早带学生回家的通知，但我 
是在中午12时30分左右，在 

其它家长的告知下方得知此 
事，因此仅是比平日提早15 

分钟赶到学校，带念5年级的 

女儿回家。

如各方能更早做知会， 

相信大家可以更妥善的安 

排，而无需匆忙奔波。”

早上11時接通知影響不大
黃孝居（曱洞二校校長）

“我们是在早上11时许接获教育 
局的通知，而学校是在中午12时许放 

学，因此并没有带来太大的影响。

校方也没有特别惊动家长，尤其 

不少家长都会提早来到学校接孩子 

另-方面，校方也鼓励学生及家 

长必须留意新闻报道，以了解烟霾停 

课的最新进展。”

盔f驟 臨時停課情況受控
林牡丹（班達馬蘭華小A校校長）

“原本我们昨晚通知家长和学生 

今日照常上课，惟今日清晨5时，巴生 

的空气污染指数冲破200点，达到201 

点(非常不健康水平)，因此校方马上通 
过W hats App和微信等群组发布停课消 

息。
教职人员和校T也于清晨驻守在 

学校大门口，通知那些不知情的家长 

今日停课，可以先载孩子回家自修。

由于大多数家长都有在联系群组内，所以很少家长今 

天内跑一趟，只是一些比较不太活跃于社交媒体的友族家 

长，懵懂地带着孩子来上课罢了3基本上，我们早已做好 

准备，所以临时停课情况还是受控的，没有出现乱象。”

按照教局指示安排
王仕發（吉隆坡崇文華小校長）

“教育局是在早上9时许发出停 

课通知，而校方随即在10时许开始通 

知家长，让他们将孩子带回家。

无论如何，我们也考虑到很多学 

生是由巴士或保姆车接送，未能第-- 

时间前来接孩子回家，因此也将会继 

续留到放学时间；而学生也会如平常 

-般留在班上上课，在家长前来时就 

可离开a

此外，所有的课外活动也已取消。

校方是通过网站及以应用程式个别通知家长。学校是 

设有•个与家长联系的手机应用程式，惟恰好面对服务器 

出问题，目前还在抢救当中^

我们接下来也将会按照教育局的指示作进…步的安 

排。”

校門張貼停課通告
雲大楝（根登華小董事長）

“教育部是于今晨5时许在官网更 

新停课公告，当中轰埠区的3所马来国 

小和国中均榜上有名，但华小却迟迟 

未有公布，以致家长不知就里，继续 

,摸黑起早送了•女上学。

该校校长陈秀霞为了学生的健康， 
紧盯MY IPU网站检查空污指数，并在 

清晨6时许发现指数已破200点，便依据 

教育部的指示宣布停课。
由于时间紧迫，难以-通知，导致部分家长在破晓时 

分已将子女送抵学校后，只得再折返回校接孩子。

校方已在校门前张贴通告，知会家长本日停课，但难 

以避免让家长和学生白跑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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霾害嚴重進行不了

官方活動慶典_圈
報道►蘇俐嬋、黃文民

(八打灵再也18日讯） 

雪隆烟霾情况未见好转，部 

分地区甚至出现突破200点 

的非常不健康水平，导致不 

少联邦政府、州政府或地方 

政府原定在近日展开的官方 

活动被迫展延，当中包括配 

合国家英雄日进行的活动庆 

典。

首相署办公室今日发表文告 
指出，于本月19日配合国家英雄 

日，在英雄广场进行阅兵仪式， 

因受到空气污染指数达非常不健 

康水平的影响而展延。

不过，配合国家英雄日所进 

行的诵读可兰经文、祈祷仪式、 

平安祈祷会、特别证道及周五祈 

祷将会如期进行。

英雄日献花仪式展延

^ pcfuK.r' _"

…0

SKU«ana» ^

ercurt-lrtl*1

同时，雪州秘书署也发表文 

告指出，原定于本月19日在雪州 

纪念碑广场进行的雪州国家英雄 

日庆典之献花环仪式，同样因空 

气污染指数达非常不健康水平而 

展延。

惟，于本月20在武吉日落洞 

东姑安潘仄马阿清真寺进行的雪 

州国家英雄日庆典之诵读可兰经 

文、祈祷仪式、平安祈祷会将会 

继续进行：

基于雪隆多地的空气污染指数达 
到不健康水平，许多活动的主办单位 

均被迫取消这个周末的户外活动。

部分主办单位现阶段决定如期举 
行户外跑步活动，并随时关注最新的 

空气污染指数，如有任何更动，将另 
行通知。

主办单位通过各个官方脸书账 

号，以及其它社交媒体平台宣布取 

消或延期活动的消息。

工r工二

SNs^aiBbuSiii/^msisy.QnljSistill的雌 elavant sow

■7 alhefiin■i

民衆健康爲重活動取消或延期

鉴
于卫生部早前指出，根 

据全国烟霾行动计划规 

定，若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点达 

不健康水平，所有户外活动都应该 

延期。

由于持续面对恶劣的烟霾情 

况，许多活动主办单位考量到广大 

参与者的健康，因此忍痛决定宣布 

取消活动或延期4

主办单位纷纷通过社交媒体平

台，在活动日的5天前就开始陆续 

宣布有关消息。.

被迫取消的户外活动包括原定 
于9月22日（星期日）在甲洞大都 
会公园举办的跑步活动、在布城第 

15区举办的Rimba Alam Endurance 

超级马拉松。

不过，主办单位在帖文提醒报 

名者依然可以在指定日期与地点领 
取礼袋（race kit )。

現場派口罩也有跑步活動照跑

靈市廳數活動 

包括游泳嘉年華延期
打灵再也市政厅也发表文告指 

/V出，市政厅多个活动也因灵市空 

气污染指数达非常不健康水平而展延，当 
中包括于本月21日展开的第13届游泳嘉年华 

(Pesta Renang MBPj Edisi ke-13 2019 ), 

直到另行通知为此。

此外，原定于本月14及15日展开的2019 

年雪州八打灵再也公路自行车赛（Selangor 

Criterium Series 2019 Race 3: Petaling Jaya ) 

及灵市政厅20 19青少年曲棍球发展& H 

(Program Pembangunan Hoki Remaja MBPJ 

2019 )也延期至合适的日期进行a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促请市民外出工作 
时佩戴N95型口罩、多喝水、常清洗脸部及 

身体皮肤，以及减少进行非官方的户外活 

动。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也表明立场，不会 

对任何露天焚烧活动做出妥协。

论如何，有跑步活动主 
yii办单位（国际医药大 

学）目前决定按照原定计划，如常 

于这个星期六在吉隆坡武吉加里尔 

举办跑步活动，并且会在现场派发 

口罩给参赛者。

不过，如果卫生部接下来宣布

烟霾情况不适合举办跑步运动，他 

们也将遵从指示，取消活动，并通 

知所有参赛者。

另外，安邦再也市议会将于 
9月21日晚上在美拉华蒂花园举行 

夜跑，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变动与宣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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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18日 

讯）由马来西亚龙狮麒 

麟总会暨兴阁龙狮体育 
会联办的“2019年第-- 

届全国南狮狮王争霸赛 

(无拉港杯）”，订于 
9月28及29日，在蕉赖 

11英里新村篮球场隆重 

开赛。

无拉港区州议员 

主诗棋届时将受邀为这 

次比赛队伍抽签列队出 

赛。她表示，此项狮王 

争霸赛获得全马各地共 
37队醒狮团热烈参加角 

逐，非常难得。

“舞狮运动在本地 

扎根，狮艺各有特色， 

要多办舞狮选拔赛，可 

提升狮艺水平。”

王诗棋：活动联谊切磋狮艺

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雪州政 

府会全力协助，有赖狮团前辈给予意

2019年第一届全国南狮狮王争霸赛顺利进行抽签仪式。左起为丘钦瀚、 

林异麟、赖靖昌、王诗棋、张荣兴、苏仁强及李文彬。

见，联办类似活动。第一届全国传统南 

狮狮王争霸赛旨在大力推动华人传统舞 

狮活动及联络全马各地狮团感情，互相 

切磋，观摩狮艺。

王诗棋也希望此南狮狮王争霸赛能 

吸引各族市民观赏，并通过此项赛事， 

让舞狮活动能更普遍发展。

另外，马来西亚龙狮麒麟总会会长

拿督斯里赖靖昌表示，他会极尽所能推 

广舞狮文化，吸引年轻人参与，传承舞 

狮活动。

出席新闻发布会者包括马来西亚龙 

狮麒麟总会副会长拿督林昇麟、总务张 

荣兴、加影市议员苏仁强和加影市议会 

地方青年团团长李文彬。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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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鄕大桌i

丁傑隆
雪州安邦再也市议员

煙霾、油棕業與可持續發展

根据印尼农业部统计，自1990 

年以来，印尼的油棕地面积 
从70万公顷迅速扩张到2017年的1200 

万公顷，其中近90%集中在加里曼丹 

和苏门答腊。此外，不少国际学者估 

计当中超过50%的油棕地原为热带雨 

林。

以上述数据作对比，跨境烟霾在 
1990年代之后频频发生，且有愈来愈 

严重之趋势，以及林火热点多集中在 

加里曼丹和苏门答腊，足以说明油棕 

种植和烟霾脱离不了关系，人为因素 

大于自然因素——油棕地需求无限扩 

大，助长了大规模的烧芭垦荒活动并 

触发林火。

上周，印尼环境与林业部长茜蒂 
努巴雅（Siti Nurbaya)指当局已封锁

至少30家公司的种植地。这些遭封锁 

的土地都有出现烧芭或林火迹象，其 

中四家为大马上市公司子公司所有. 

分别是森那美种植集团、IOI集团、嘉 

隆发展集团（TDM)以及吉隆坡甲洞 

(KLK ) 〇

IOI集团最先对指控作出否认。吉 

隆坡甲洞承认有'块种植地失火，但 

指“火势是在不寻常的干燥环境下发 

生”：、森那美种植则澄清其子公司经 

营的油棕园没有发生林火，事实上是 

发生在“其油棕园边界外的社区”。

然而，嘉隆发展向大马股票交易 

所证实，印尼政府已封锁该子公司旗 
下1201公顷油棕园，以便当局调查发 

生林火之原因。

在印尼投资油棕种植业务的大 

马公司当然不仅这四家。事实上，越 

来越多大马公司在印尼拥有大量油棕 

地，库存甚至超过大马境内。例如， 

吉隆坡甲洞的最新年报揭露，其持有 

的油棕地面积，在印尼占了54%，马 

来西亚仅占43%。

这显示马来西亚政府在跨境烟霾 

事件上并不能袖手旁观。若政府选择 

无视本地公司在海外进行不负责任的 

开垦活动，进而触发林火和烟霾，最 

终深受其害的还是大马子民，同时也 

打击了油棕业的可持续发展。

马来西亚政府应确保在印尼和 

巴布内亚新几内亚进行油棕种植的 

大马业者，在当地也应如在大马般. 

采用并遵守获认证的可持续耕种程 

序，这包括油棕可持续发展圆桌会议 
(RSPO )和国际可持续发展和碳认证 

USCC )等国际认证。为了公平对待 

其他循规蹈矩的业者，政府应该对违 

例者采取更严厉手段，甚至终止他们 
在大马的营运执照：

第二，马来西亚政府必须动用 

主要股东身分，向辖下油棕种植上市 

公司进行道德劝说，要求加强内部监 

管和法规遵循，确保海外子公司贯彻 

“零焚烧政策”，不涉及烧芭活动。

总所周知，作为全球最大油棕 

种植公司、也是最大棕油生产商的森

那美种植，其大股东便是大马政府， 
国民投资公司（51.3%)、雇员公积 

金局（9.6%)和公务员退休基金局 

(6.9% )持股近七成，在在说明政 

府并无法与之切割。嘉隆发展更是隶 

属登嘉楼州政府（61.49%)的投资臂 

膀，而雇员公积金局在吉隆坡甲洞和 

IOI集团亦持股超过10%。

第三> 联邦政府可考虑效仿新 

加坡寻求国会通过《跨境烟霾污染法 

令》，以让国内执法单位有权对付那 

些不负责任并引发跨境烟霾的公司， 

而无需再将执法责任推搪给印尼当 

局a

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全球超过85%的棕油供应 

生产皆来自印尼和马来西亚。如何确 

保油棕业在东南亚的可持续发展，而 

避免西方国家和环保团体指责在推动 

油棕I发展上对环境造成无可挽回的 

破坏，这是马印两国不能回避的课 

题，否则只会两败倶伤，双双成为输
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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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州吉南124fe今停目果

(八打灵再也18日讯） 

国内烟霾情况进一步恶化， 

雪兰莪、吉隆坡、布城和槟 

城所有学校于明后天停课。

至于霹雳太平和吉打吉南的 

所有学校也将在明日停课。

雪州秘书署发表文告指出， 

根据气象局的报告，各区空污检 

测站所检测出的空气污染指数已 

臻不健康与非常不健康水平，烟 

霾情况甚至会持续至下周。

文告说，由于长时间身处 

烟霾环境中，将对大众的健康构 

成影响，尤其是儿童、长者、心 

脏病患者和怀孕妇女等高风险群 

体；因此，州秘书署指示州内所 

有政府和私立学校停课两天。

“我们是考量到学生的呼吸 

系统和安全可能受影响而发出这 

项通令；雪州和各县教育局须即 

刻通知各校和各区家长有关停课 

事宜：”

黃思漢：各造商討決定停課
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指 

出，州政府是在今曰 

的行政议会上讨论烟霾课题后， 

交由州秘书和天灾管理委员会与 

教育局协调，最终决定州内所有 

学校在明后日停课。

他说，由于近期烟霾严重， 

而学校都是临时才收到教育局的 

停课通知，导致家长、校方、食 

堂员工及学校巴士措手不及。

“再加上社交媒体散播许 

多不同的消息，家长都感到非常 

混淆，同时一些地区空气污染 
指数可能是198点，但未接近200 

点，令家长不知道学校是否会停 
课-，，

他说，其实空气污染指数达 
190多点，已经是非常严重，为 

避免家长和相关行业感到混淆和 

损失，因此州政府在行政议会上 

作出这项决定

“州政府是以灾害角度， 

交由雪州天灾管理委员会和州秘 

书处理此事，并在与教育局商讨 

后，做出这个决定。”

雪大臣：减少户外活动

另外，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发 

文告指出，停课是因为雪州政府 

以学生健康为重，他也呼吁公众 

减少户外活动。

布城教育局和吉隆坡教育局 

今午先后发出通告，指示境内所 

有学校于明日停课„

其中，吉隆坡教育局是依据 

八打灵再也，崙都慕达和蕉赖空 

污检测站下午5时的检测结果， 

即空气污染指数已达不健康和非 

常不健康水平，发出停课指示； 

隆市范围内将停课的学校达296 

所，共有32万8004名学生受影 

响。

煙霾惡化影響百萬學生

全國1484學校停課
(八打灵再 

也18日讯）烟霾情 

况持续恶化，截至 

今日下午1时，国 

内共有逾千间学校 

停课，受影响的学 

生突破百万名。

教育部在文 

告中指出，截至今 
日下午1时，雪兰 

莪、霹雳、森美 

兰、砂拉越、槟 
诚.吉隆姑'和布

7位于吉隆坡甘榜答鲁的拉惹慕 1 

达慕沙宗教小学由于烟霾情况巧重] 

而被迫关闭，c保安也在接到指令后 

关闭学校大门，并在校门口张贴〇 

校关闭的告示。

04 I綜
煙 馬

城的1484所学校停 

课，受影响的学生 
人数为100万3310 

人〇

“我们将不 

时更新最新的信 

息。.”

教育部提醒 

校方遵守以确定的 

标准作业程序。根 

据标准作业程序， 

只要空气污染指数 
超过200点，学校 

就必须停课。
雪州共有53 8 

所学校停课，涉 
及学生人数为58万 

4595名。至于砂拉 

越则有337所学校 

停课，受影响学生 
人数13万8384名。

u

丨田■

Ja ■ ■ tali Q iai Krmtwi PtinWivi. ■ ifci Uni ach
如whu and rJirrAfrsn

丨3 Hrtrr. CM■，:f
in«r«4 a«l wiftm

a rb i<m 

>■ iwa*

教育部官网通知停课消息，部 

分网民促教育部提早通知，让家长 

可提早安排。

截至9月18日下午1時停課的學校

1州属/直辖区11学校总数1 学生总数|
布城 25 27,531

吉隆坡 66 48,527

雪兰莪 538 584,595

砂拉越 337 138,384

森美兰 53 28,073

槟城 162 90,233

霹雳 303 85,967

总数 1484 1,003,310

+于预测空气污染指数 

±1将持续提高，吉打吉 
南124所中小学5万8241名学生， 

明日停课。

槟州教育局之前发文告宣 

布，州内所有学校在明日停课，

太平147校今停課
烟霾影响，霹雳州教 
育局长拿督莫哈末苏 

海米指示太平共147所学校明天 

全面停课。

但教育部长马智礼傍晚宣布，槟 

州学校停课两天。
槟州环境事务委员会主席彭 

文宝说，根据天气预测，槟州未 

来10天无雨，而有强烈的西南风 

吹自苏门答腊。

他也说，明天州内其他学校 

停课与否，是以今天环境局下午 
5时的空气污染指数为标准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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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册玛拉路的集水坑出现裂痕及表面遭泥浆覆盖，无 欧阳捍华（右一）与梳邦再也官员及市议员一同巡视
法负荷大量雨水的冲击，将雨水冲出路面，导致Villa Park公册玛拉路集水坑及水沟提升工程，并期盼可一劳永逸解决 
寓逢雨必灾，满地泥丨宁。 该路逢雨必突的问题。

6.6萬提升路段集水坑
.沙登嶺第12區冊瑪拉路

有望解決逢雨|

梳邦再也市议会耗资6万6000令吉，提升沙登岭第12区册玛拉路的集水坑及 

水沟工程，预计本月杪能完成该提升工作。

(沙登18日讯）秔邦再也市议 

会耗资6万6000令吉提升沙登岭第 

12区册玛拉路Villa Park公寓旁的集 

水坑（Sump )，以一劳永逸解决 

该路逢雨必淹，成为黄泥路的窘 

境。

行动党史里肯邦安区州议员欧阳捍 

华今日与梳邦再也市议会官员前往巡视 

后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表示，该提升工程 
包括兴建 '条50公尺长的水沟及清理集 

水坑内的泥浆。

他说，市议会目前已展开提升工 

程，预计将在本月杪竣工，他希望届时 

可-劳永逸解决逢雨必灾问题。他说， 

由于泥水往低洼处流去，造成册玛拉 

路部分地段自1年前逢雨成灾，而Villa 

Park公寓前的进出口如今还留下明显的 

泥水痕迹，造成现场环境十分肮脏:

“该集水坑早前因不堪泥水冲击而 

裂开，导致坑内的泥水逢雨即顺势往下 

冲，并积在低洼处，造成闪电水灾，影 

响公寓居民的出人。”

集水坑洞口遭覆盖淹水

他说，该路长期面对闪电水灾问 

题，但•直找不出原因，较后展开调

查后获知，该地段属于马来西亚科技园 

(TPM)所有，而沙登岭第12区及马来 

西亚科技园属于两隔壁，但沙登岭第12 

区处于较低的地段。

“沙登岭第12区的地段低，加上 

集水坑底的洞口已被泥土覆盖及出现裂 

痕，所以无法及时排水及发挥其作用， 

导致泥浆水流出道路。”

他说，该集水坑内仍有…个水涵， 

这次的提升丁程也会把水引人地下，再 

让雨水排人水沟，避免雨水流出路面。

“公寓居民反映，自从该提升工程 

展开后，该处就不再面对闪电水灾问题 

了。”

出席新闻发布会者包括梳邦再也市 

议员戴祯兴、王奕翔及唐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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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熱問

祖萊達將接“男男愛”報告?

政治秘書:

(吉隆坡18日讯）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 

祖莱达将接收，有关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涉及的性爱短片分析报告？假 

的！

祖莱达政治秘书希兹万今早通知媒体，有则 
在WhatsApp流传，非政府组织“人民之声”及“崛 

起协会”将在祖莱达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的短讯 

是不正确的讯息。

根据这则短讯，上述两个非政府组织将在津贴 
下午2时30分，到部长办公室把针对阿兹敏涉及的性 

爱短片鉴证及分析报告，移交给祖莱达，之后召开 

新闻发布会。

祖莱达政治秘书通知媒体，有一则在 
WhatsApp流传，非政府组织将在祖莱达办公室把 

针对阿兹敏涉及的性爱短片鉴证及分析报告，移 

交给祖莱达是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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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體育館不符安全規格

卡林麻消描層
(古晋18日讯）对于消 

拯局指砂拉越体育场是全马 

其中一'座不符合安全规格的 

体育场一事，砂青年及体可 

部长拿督阿都卡林表示，该 

部并没有接获此通知，并对 

消拯局直接通过媒体发表言 

论，抒击这是一种不负责任 

行为s

阿都卡林今日陪同砂网球协 

会理事拜访砂首长拿督巴丁宜阿 

邦佐哈里后，受访时说，他没有 

接到消拯局指砂体育场不符合安 

全水平的通知S

他称，砂体育场应该没有问 

题，因为已在该处主办许多大型 

活动，包括马运会__•*

“如果砂体育场不符合安全 

水平，消拯局应通知我们，而不 

是通过媒体

►砂消拯局局长（后左六） 

移交州旗予参与消拯训练挑战赛 
的砂拉越队员.S

未获完工认可证

阿都卡林说，砂拉越建设体 

育场的初衷，是为各项赛事提供 

更好的设备，所以对安全方面极 

重视，不可能建立一个不符合安 

全水平的体育场®

他强调，砂政府经常在砂体 
育场举办各项活动，如果消拯局 

发现有关问题，应事先跟该部或 

有关当局反映，而不是直接向过 

媒体发表评论，这是一种不负责 

任的行为。

据悉，消搔局火灾安全建

筑物总监拿督赞里日前向媒体 
指出，全国各地21座主要体育 

场中，有13座体育场未获颁完 

工认可证书（CCC )或合格证书 

(CF )，所以藏有安全隐忧，可 

能有发生意外的风险，其中就包 

括砂拉越体育场。

未完工無入伙證
13體育館陷安全隱憂

曰 前媒体报导全国21座主要体育馆中，有13座因没有完工 

及人伙准证，而面对安全问题。对此，希鲁丁回应说， 

当局会继续监督建筑物安全情况，确保建筑物符合消拯局安全指 
南

他表示，现阶段政府管辖的体育场馆，当局会给予提醒和通

知 •旦接获指示，有关案件须带到法庭，消拯局也听从指示消

拯局也准备调查文件，有必要时，交给相关当局采取诉讼行动。

据悉，相关体育场馆或因建筑物年龄超过20年、不符合完工及 

落成准证的安全标准等原因，而欠缺有关准证

除了砂体育场，被点名的体育场馆包括彭亨达鲁玛目体育场、 

柔佛巴西古当市议会室内体育馆、森美兰东姑阿都拉曼体育场、霹 

雳曼绒市议会体育场、吉兰丹苏丹莫哈末四世体育馆、玻璃市端姑 

赛布特拉体育馆、槟城市政厅体育馆、沙巴里卡士体育场、八打灵 

再也市政局体育场、亚罗士打达鲁阿曼体育场、士拉央市议会体育 

场及登嘉楼苏丹依斯迈纳西鲁丁体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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