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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Kerajaan Selangor
dalam proses mengusir keluar
warga asing yang menceroboh ta-
nah di Pusat Kawalan Kusta Ne-
gara (PKKN), Sungai Buloh dan
Bukit Beruntung, Hulu Selangor.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

ketika ditemui pemberita selepas
merasmikan Akademi Kepemim-
pinan Wanita Selangor di sini se-
malam, berkata kerajaan negeri
tidak akan berkompromi dalam
kes sedemikian.
“Kita dalam proses mengusir

keluarpendatangasingyangmen-
ceroboh tapak PKKN dan tinda-
kan sewajarnya juga sedang di-
ambil Pejabat Tanah dan Galian
(PTG)HuluSelangor bagi kes pen-
cerobohan di Bukit Beruntung.
Kita tidak akan berkompromi,”
katanya.
BH pada 12 Ogos lalu mende-

dahkan, selepas tiga tahun pen-
cerobohan pendatang asing di
PKKN didedahkan akhbar ini, ke-
adaan terkini menyaksikan tidak
banyak perubahan apabila masih
ada kegiatan perusahaan pena-
naman rumput dan nurseri.
Pekerja asing dipercayai me-

nyusup ke negara ini tanpa per-
mit sah, majoritinya dari Indo-
nesia dan sebahagian kecil ra-
kyat Bangladesh. Wartawan BH
yang meninjau kediaman bekas
pesakit kustamendapati iamasih
berpenghuni, dipercayai tempat
berlindung warga asing berkena-
an.
Selain itu, pencerobohan tanah

milik kerajaan negeri turut di-
kesan di Bukit Beruntung apabila

tinjauan BH mendapati operasi
penanaman sayur-sayuran di ka-
wasan dengan anggaran keluasan
60 hektar, diusahakan kira-kira 80
warga asing secara haram.
Di Hulu Selangor, Pegawai Dae-

rahnya, Musa Ramli berkata, pi-

haknya kini dalam peringkat
akhir perancangan untuk tinda-
kan susulan mengikut prosedur
ditetapkan bagi menangani kes
pencerobohan tanah kerajaan ne-
geri di Bukit Beruntung.
“Antara tindakan boleh diam-

bil, termasuk memusnahkan ta-
naman di kawasan yang dicero-
boh serta tindakan sita,” katanya
kepada BH, semalam.
Katanya, perkara itu dibincang-

kan padamesyuarat dengan agen-
si berkaitan termasukMajlis Dae-
rah Hulu Selangor (MDHS), Te-
naga Nasional Berhad (TNB), Ja-
batan Imigresen serta Pejabat Ta-
nah dan Galian (PTG) daerah, se-
lain Pengurusan Air Selangor
Berhad (Air Selangor).
“Kami memandang serius per-

kara ini dan tindakan tegas perlu
diambil bagi memastikan masa-
lah ini selesai sepenuhnya. Be-
berapa mesyuarat peringkat da-
laman dan bersama agensi ber-
kaitan turut dilakukan mengikut
jadual.
“Masanya akan tiba untuk tin-

dakan sewajarnya diambil ter-
hadap penceroboh tanah keraja-
andi kawasan terbabit. Kamiper-
lukan masa untuk bertindak,”
katanya.
Ditanya kenapa tindakan ser-

ta-merta tidak diambil, Musa ber-
kata, kakitangan Pejabat Daerah
Hulu Selangor juga terbabit de-
ngan beberapa cadanganpenguat-
kuasaan di kawasan lain di dae-
rah itu sebelum ini.
Kelmarin, beliau berkata, Su-

ruhanjaya Pencegahan Rasuah
Malaysia (SPRM) turut ke peja-
batnya untuk siasatan lanjut isu
berkenaan serta mengambil fail
sulit yang dibuka pihaknya be-
berapa bulan lalu.

Selangor dalam proses usir
pendatang ceroboh tanah
Tidak ada
kompromi,
tindakan tegas
pastikan
masalah sele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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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i semua
bukan itik’
Rumah dibina atas tanah rizab sungai
diroboh selepas diberi notis sejak 2016

Oleh Khairul Najib
Asarulah Khan

khairul .najib@ns-
t p.c om . m y

Sungai Buloh

“Kami semua bu-
kan itik boleh
halau dan ru-

mah dirobohkan begitu sa-
j a ,” kata Sanipah Sadlin, 59,
penduduk yang hilang tem-
pat berteduh selepas ru-
mahnya di Paya Jaras Hilir
di sini, dirobohkan, kelma-
rin.

Dalam operasi perobohan
dilakukan Pejabat Daerah
Tanah (PDT) Petaling kel-
marin, 55 rumah dibina atas
tanah rizab sungai diroboh-
kan bagi memberi laluan
projek pelebaran Sungai Ke-
dondong bagi mengatasi
masalah banjir kilat.

Bagaimanapun, pihak
berkuasa terbabit memberi
tempoh kepada pemilik 37
rumah lain sebelum diro-
bohkan bagi membolehkan
anak mereka menduduki
Pentaksiran Tingkatan Tiga
(PT3) dan Sijil Pelajaran Ma-
laysia (SPM) terlebih dahu-
lu.

Sanipah yang menghidap
kanser payu dara itu ber-
kata, akibat kehilangan
tempat tinggal menyebab-
kan dia bersama penduduk
lain yang terjejas tidur da-
lam khemah dalam keadaan
kurang selesa.

Menurutnya, dia bersyu-
kur ada pihak yang prihatin

tampil memberi bantuan
itu kerana mereka sudah
tidak tahu ke mana mahu
mencari tempat berlin-
dung.

“Saya sudah tinggal di ru-
mah itu hampir 20 tahun
dan pada 5 Ogos lalu saya
dapat notis perlu mengo-
songkan rumah dalam tem-
poh 30 hari untuk tujuan
p ero b o h a n .

“Tempoh diberikan ter-
lalu suntuk dan saya ibu
tunggal yang tidak bekerja.
Selain itu, tiada pampasan
atau rumah sementara di-
s e d i a k a n ,” katanya ketika
ditemui di sini, semalam.

Tinjauan Harian Metro
mendapati 11 khemah di-
dirikan penduduk dan Ahli
Jawatankuasa PAS Sungai
Buloh bagi menempatkan
lebih 200 penduduk ter-
jejas terdiri pelbagai
peringkat usia terma-
suk warga emas dan
k a n a k- k a n a k .

Pen d u d u k
lain, Suhawiya
Patli, 55, ber-
kata, dia

buntu kerana tidak menge-
tahui berapa lama perlu
menumpang teduh di khe-
mah itu.

“Ada penduduk berusaha
mencari rumah sewa na-
mun saya hanya suri rumah
manakala suami, Nasuri
Patli, 59, bekerja sebagai tu-
kang sapu dengan penda-
patan tidak seberapa.

“Kami tidak mampu
membayar sewa rumah dan
berharap ada pihak sudi
membantu penduduk mis-
kin seperti kami,” katanya.

Sementara itu, Pengerusi
Jawatankuasa Bertindak
Penduduk Paya Jaras Hilir,
Azroy Abdul Manaf berkata,
lebih 200 penduduk yang
hilang tempat tinggi kini
ditempatkan sementara di

khemah itu.

Menurutnya, segala ma-
kan dan minum mereka di-
sumbangkan penduduk se-
kitar, badan bukan kerajaan
(NGO) serta PAS.

“Sebelum ini ada bebe-
rapa rundingan bersama
pihak berkuasa terbabit un-
tuk meminta perobohan di-
tangguh sehingga Disem-
ber depan namun tidak di-
l ay a n .

“Kerajaan negeri Selang-
or pernah menawarkan ke-
diaman di bawah program
Rumah SelangorKu di Bukit
Rahman Putra, di sini, te-
tapi dijangka siap pada
penghujung 2021.

“Keadaan ini menyebab-
kan penduduk tiada arah
selain tiada dokumen leng-
kap untuk memohon pe-
rumahan itu,” katanya.

PENDUDUK membawa keluarga berteduh di khemah sementara.

RUMAH penduduk yang dirobohkan.

SA I T U N
Amri berdiri
di hadapan
r u m a h nya
di Paya Jaras
H i l i r.

‘‘Tempoh diberikan terlalu
suntuk dan saya ibu tunggal
yang tidak bekerja”

Sa n i p a h

‘‘Lebih 200 penduduk yang
hilang tempat tinggal kini
ditempatkan sementara
di dalam khemah”

A z r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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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 Allah, sesungguhnya kami memohon
kebaikan daripada angin dan cuaca ini dan

kebaikan apa yang ada padanya dan kebaikan
apa yang diperintahkan dengannya. Dan kami
memohon dengan-Mu agar dijauhkan daripada

keburukan angin dan cuaca ini dan daripada
keburukan yang ada padanya dan keburukan
yang diperintahkan dengannya. Wahai Tuhan
kami, lenyapkanlah azab (jerebu) ini daripada

kami. Sesungguhnya kami orang yang beriman.

MOHON IHSANMU YA T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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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hd Pilus

asmaini@nstp.com.my

Kuala Lumpur

Musibah jerebu yang
melanda ketika ini
adalah peringatan

Allah SWT kepada manusia
terhadap segala kerosakan
yang mereka lakukan di atas
muka bumi.
Mufti Selangor Datuk

Mohd Tamyes Abd Wahid
berkata, apa jua musibah
yang menimpa, ia berlaku
dengan kehendak Allah
dengan tujuan untuk
mengingatkan hamba-Nya.
Katanya, Allah berfirman

di dalam surah ar-Rum ayat
41 yang bermaksud ‘Telah
timbul pelbagai kerosakan
dan bala bencana di daratan
dan di lautan dengan sebab
apa yang telah dilakukan
oleh tangan manusia; kerana
Allah hendak merasakan
mereka sebahagian daripada
balasan perbuatan buruk
mereka, supaya mereka
kembali (insaf dan
bertaubat).’
“Disebabkan kerakusan

tangan-tangan manusia
yang melakukan kerosakan,
ia mengundang bencana
kepada kehidupan.
“Sebagai contoh, ada yang

membakar sesuatu kawasan
untuk tujuan pembangunan
atau penanaman tanaman
baharu.
“Jadi apa yang berlaku hari

ini (jerebu) tidak kira sama
ada di negara kita atau
negara jiran, ia tetap dikira
sebagai musibah atau ujian
dan kita sebagai hamba
perlu bersabar dan
berikhtiar untuk memohon
pertolongan daripada Ilahi,”
katanya ketika dihubungi,
semalam.
Menurutnya, sebagai

ikhtiar, umat Islam perlu
berdoa kepada Allah untuk
memohon perlindungan dan
meminta supaya musibah
jerebu ini tidak

berpanjangan.
Katanya, umat Islam di

seluruh negara juga boleh
melakukan solat Istisqa’
untuk memohon diturunkan
hujan bagi membantu
memulihkan kembali udara
yang tercemar.
“Di Selangor, Jabatan

Agama Islam Selangor (Jais)
turut mengarahkan semua
masjid dan surau (yang
diberi kebenaran solat
Jumaat) supaya mengadakan
solat hajat selepas solat
Jumaat esok (hari ini) bagi
memohon pertolongan Allah
untuk menurunkan hujan.
“Selain itu, turut

mengesyorkan supaya solat
hajat itu dapat diteruskan
di semua masjid dan surau
pada waktu yang bersesuaian
sehingga keadaan jerebu
kembali pulih sepenuhnya,”
katanya.
Mufti Kelantan Datuk

Mohamad Shukri Mohamad
pula berpendapat, musibah
sama ada jerebu, banjir atau

kemarau yang berlaku adalah
isyarat daripada Allah
supaya manusia lebih
prihatin dalam menjaga
alam sekitar.
Katanya, ini kerana

manusia adalah sebahagian
daripada alam sekitar dan
tidak seharusnya ‘bermusuh’
dengannya.
“Ini kerana jika manusia

bermusuh dengan alam
sekitar, ia akan bertindak
balas.
“Jerebu yang berlaku hari

ini adalah tanda alam sekitar
bertindak balas di atas
tindakan yang manusia
lakukan selama ini.
“Kita perlu menghargai

udara dan oksigen yang
Allah beri dan pokok-pokok
adalah kilang oksigen untuk
membekalkan oksigen
kepada manusia.
“Apa pun musibah yang

kita lalui ketika ini adalah
peringatan supaya lebih
menghargai dan menjaga
alam sekitar,” katanya.

Sementara itu, Mufti
Wilayah Persekutuan Datuk
Seri Dr Zulkifli Mohamad
al-Bakri turut menyarankan
supaya bacaan doa khas
dilakukan ketika khutbah
solat Jumaat, hari ini,
sebagai usaha untuk
mengatasi masalah jerebu.
Selain itu, katanya, khatib

juga diminta berpesan
kepada sidang jemaah
supaya bertaqwa, banyakkan
beribadat, bermunajat,
berdoa kepada Allah,
bertaubat dan beristighfar
serta berniat untuk
mengadakan solat Istisqa’
pada Isnin secara berjemaah.
“Dicadangkan supaya

melakukan solat Istisqa’
pada hari Isnin, jam 9 pagi
di masjid-masjid utama.
“Semoga usaha seperti ini

menatijahkan hujan yang
akhirnya membantu
menyelesaikan jerebu,”
katanya menerusi tulisannya
di ruangan Bayan Linnas
bertajuk Isu Jerebu dan
Penyelesaiannya, semalam.
Beliau turut mengucapkan

jutaan terima kasih kepada
kerajaan dan pihak berkuasa
di atas usaha dan ikhtiar
yang dilakukan seperti
pembenihan awan dan
memberi maklumat semasa
ke semasa kepada
masyarakat.

Peringatan
Maha Esa

MOHD Tamyes DR Zulkifli MOHAMAD Shukri

ANCAMAN JERE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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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gai Buloh: Pejabat Daerah
Tanah (PDT) Petaling sudah
mengeluarkan notis sebanyak
dua kali kepada penduduk di
Paya Jaras Hilir di sini, untuk
mengosongkan rumah
mer eka.

Pengerusi Jawatankuasa
Perumahan dan Kehidupan
Bandar negeri Haniza
Mohamed Talha berkata,
notis pertama dikeluarkan

pada 12 Mei 2016 dan notis
kedua pada 5 Ogos lalu
dengan memberi tempoh
30 hari untuk
mengosongkan rumah
di tanah rizab kerajaan itu.

Katanya, tindakan diambil
mengikut Seksyen 425
Kanun Tanah Negara (KTN)
1965 disebabkan menduduki
tanah kerajaan secara tidak
s ah.

RINGKAS

PDT hantar notis dua k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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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gi RM2 juta sebulan tangguh projek tebatan
Shah Alam: Tindakan me-
robohkan rumah di atas ta-
nah kerajaan negeri Selang-
or berhampiran Sungai Ke-
dondong di Paya Jaras,
Sungai Buloh dilakukan un-
tuk manfaat penduduk se-
cara keseluruhannya.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projek tebatan banjir diran-
cang sejak 2015 itu masih
tertangguh kerana pendu-

duk memohon penanggu-
han sebelum ini.

Menur utnya,
disebabkan
p er m o h on a n
mereka itu ju-
ga berlaku
b en c a n a
banjir di ka-
wasan di se-
kitarnya.

“Kerajaan Negeri sudah
memberi beberapa notis ke-

pada penduduk dan me-
reka ditawarkan rumah

Selangorku termasuk
kos perpindahan dari
lokasi itu.

“Bagaimanapun
ada pihak cuba me-
nangguk di air keruh
mengenai isu ini dan

saya ucapkan teri-
ma kasih.

“Isu pembinaan projek te-
batan banjir ini lebih besar
kerana kawasan Paya Jaras
dan Merbau Sempak sering
banjir dan menjadi parah ji-
ka ia tidak diteruskan pada
masa depan,” katanya.

Difahamkan, kerajaan ne-
geri Selangor terpaksa me-
nanggung kos RM2 juta se-
bulan disebabkan penang-
guhan projek tebatan banjir
b er ken a a n .A M I RU D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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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t hajat agar kurang masalah jerebu
Shah Alam: Semua masjid dan surau
diminta untuk mengadakan solat hajat
sejurus selesai solat Jumaat hari ini bagi
memohon pertolongan Allah SWT agar
menurunkan hujan bagi mengurangkan
masalah jerebu di negeri ini.
Pengarah Jabatan Agama Islam Selangor

(Jais) Mohd Shahzihan Ahmad berkata,
pelaksanaan solat hajat itu juga diharapkan
dapat diteruskan di semua masjid dan
surau pada waktu bersesuaian sehingga
keadaan jerebu ini pulih sepenuhnya.

“JAIS mengarahkan semua masjid dan
surau yang diberi kebenaran solat Jumaat
untuk mengadakan solat hajat pada esok
(hari ini) sebaik selesai menunaikan solat
Jumaat.
“Ia berikutan Indeks Pencemaran Udara

(IPU) di negara ini khasnya di Selangor
mencatatkan bacaan semakin buruk serta
boleh memberi kesan kepada kesihatan
dan mengehadkan aktiviti harian
masyarakat,”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se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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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paksa roboh rumah untuk elak banjir 
SHAH ALAM - Kerja-kerja 
merobohkan rumah yang didiri-
kan di atas tanah rizab kerajaan 
negeri berhampiran Sungai Ke-
dondong di Paya Jaras Hilir, Sun-
gai Buloh dekat sini dibuat bagi 
membolehkan projek tebatan ban-
jir di kawasan itu yang tertangguh 
sejak tahun 2015 dilaksanakan.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projek itu tidak dapat 
dilaksanakan ekoran permoho-
nan penangguhan oleh penduduk 
yang membina rumah di tapak 
tanah projek itu. 

"Ini menyebabkan banjir sering 
melanda kawasan sekitar dan 
menjejaskan kehidupan ribuan 
masyarakat yang tinggal di sana," 
katanya selepas merasmikan 
Akademi Kepimpinan Wanita Se-
langor di sini semalam. 

Menurut Amirudin, sepanjang 
diberi penangguhan, penduduk 
terlibat telah beberapa kali di-
beri notis untuk mengosongkan 

JENTOLAK digunakan untuk merobohkan rumah-rumah penduduk Paya Jaras 
Hilir, Sungai Buloh kerana status pembinaan rumah tersebut di atas tanah 
rezab sungai. 

rumah mereka selain ditawarkan hingga kini namun kerajaan negeri 
kediaman lain. juga ada kekangannya, malah perlu 

"Kita telah memenuhi per- menanggung kos kira-kira RM2 
mintaan penduduk terlibat untuk juta sebulan atas penangguhan 
tan^guh projek sejak tahun 2015 projek ini," ujarnya.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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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BAHAGIAN penerima menerima sumbanganJ 
- f wang tunai pada Majlis Penyampaian Program^ 

Kesejahteraan Masyarakat Bandar MPSJ di j 
Subang Jaya baru-baru ini. j r r w j * 1 | , * , ,„ ouDang jaya uaru-uaiu mi. ' ' 

J santuni golongan kurang mampu 
SUMBANGAN. Seramai 360 
penerima dipilih menerima 
sumbangan wang tunai RM200 
pada Majlis Penyampaian 
Program Kesejahteraan 
Masyarakat Bandar (PKMB) 
Majlis Perbandaran Subang Jaya 
(MPSJ) 2019 anjuran MPSJ di 

Dewan Serbaguna MPSJ USJ 7, 
Subang Jaya baru-baru ini. 

la merupakan usaha 
murni MPSJ untuk 
membantu golongan kurang 
berkemampuan selaras dengan 
Konsep Kemasyarakatan 
Setempat bagi memastikan 

pengagihan bantuan dibuat 
secara terus kepada penerima 
yang layak. 

MPSJ turut menyediakan 
barangan keperluan asas 
seperti makanan dan pakaian 
secara percuma. Program ini 
mendapat kerjasama Eco Free 

Market. 
Pihak MPSJ turut 

menyediakan peluang kepada 
peserta untuk mengikuti 
kelas-kelas kemahiran seperti 
jahitan dan kraftangan, kulinari 
dan masakan serta tanaman 
hidropon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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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ient ride: Selangor Bus has started servicing Taman Bukit Maluri in Kepong, plying 
between the housing estate and Medan Pasar, Chow Kit and Pudu. (Inset) Expansion of the 
Smart Selangor free bus service in Klang spells good news for schoolchildren. 

The bus 
stops here 
Commuters are enjoying better 
connectivity with the return of service 
to Taman Bukit Maluri in Kepong after 
30 years, and the addition of three Smart 
Selangor free bus routes in Klang.>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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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es at your service 
Ongoing efforts to integrate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increase ridership in the Klang Valley 
By BRENDACH'NG, 
A. KINANCY SUSANNE 
and NAYLI BATRISYIA 
metro@thestar.com.my 

PUBLIC transport connectivity in 
the Klang Valley is improving by 
the day. 

Smart Selangor has launched 
three additional routes in Klang 
while in Taman Bukit Maluri, 
Kepong, the public bus service has 
been restored after having stopped 
for three decades. 

KLANG 
Klangites will now be able to 

travel for free on public transport 
to a bigger part of the royal town 
with the launch of three new 
routes for the Smart Selangor free 
bus. 

The routes named KLG 3A, KLG 
3B and KLG 4 cover areas from 
Taman Sri Andalas to Klang town, 
Bandar Putara to Jalan Sungai Jati, 
and Jalan Meru to Kapar, respec-
tively. 

Similar to the existing KLG 1 
introduced in 2016 and KLG 2 last 
year, the aim is to reduce the num-
ber of private vehicles oh the road 

and reduce traffic congestion in 
town. 

"We have received positive 
feedback from users since the 
launch of the first two routes and 
there have been requests to 
introduce more routes to cover a 
larger area in town," said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president 
Datuk Mohd Yasid Bidin during the 
launch at Dewan Hamzah in Klang. 

He said the ridership for the first 
two routes, which cover Jalan Batu 
Tiga Lama to Jalan Pos Baru and 
Jalan Meru, has exceeded 5.2 
million passengers to date. 

The two routes are served by 
four buses each. 

Meanwhile, the new routes will 
be served by two buses each, 
operating from 6am to 10pm at 
30-minute intervals. 

The buses can take a maximum 
of 60 passengers at any one time, is 
disabled-friendly and has free 
WiFi. 

"If you look at the route map, we 
have included stops at schools, 
hospitals, markets, shopping centres 
and other public places as most of 
the passengers are schoolchildren 
and locals who need to go to these 
places," said Yasid. 

MPK Smart Selangor Free Bus Route 

Route 
KLG3A 

• f)|U|UULiJ0|0| 
START f 

Seri Andalas Industrial/ Q 
Jalan Sri Sarawak 14 : 

Taman Seri Andalas/ 
Jalan Tun Abdul Razak 

Taman Rakyat/ Q 
Jalan Tun Dr Ismail : 

Jalan Seri Tanjung 1/ Q 
Jalan Tun Dr Ismail 

Jalan Seri Damak 11/ Q 
Jalan Tun Dr Ismail = 

SMK Seri Andalas/ ( S 
Jalan Tun Dr Ismail : 

Taman Saujana (Barat)/ Q 
Jalan Sungai Jati : 

Taman Saujana (Timur)/ A 
Jalan Sungai Jati : 

Taman Saujana Jati/ Q 
Jalan Raja Nong : 

Bunga Raya Residence/ Q 
Jalan Raja Nong : 

SK KampungJawa/ Q 
Jalan Raja Nong : 

Taman Raja Nong/ Q 
Jalan Kota Raja : 

Masjid Datuk Dagang/ Q 
Jalan Kota Raja : 

Taman Shahbandaraya/ Q 
Jalan Kota Raja -

Taman Nakhoda Yusof/ rt 
Jalan Kota Raja : 

Kolej Islam Sultan Alam Shah/ Q 
Jalan Kota Raja : 

Istana Alam Shah/ Q 
Jalan Kota Raja ® 

Dewan Melayu Klang/ Q 
Jalan Kota Raja : 

SK Klang/ <S 
Jalan Dato Hamzah • 

£ ) SRJK (T) Simpang Lima/ 
: Jalan Tun Abdul Razak 

O SMK Seri Andalas/ 
: Jalan Tun Dr Ismail 

Q Jalan Seri Damak 11/ 
: Jalan Tun Dr Ismail 

Q Jalan Seri Tanjung 1/ 
: Jalan Tun Dr Ismail 

Q Taman Rakyat/ 
; Jalan Tun Dr Ismail 

( S Dewan Sukan MPK/ 
: Jalan Tun Abdul Razak 

Q Kilang Superloon Worldwide/ 
Jalan Sungai Jati 

Q Taman Sejati 5/ 
: Jalan Raja Nong 

Q Taman Saga 3/ 
: Jalan Raja Nong 

Q SK Kampung Jawa/ 
: Jalan Raja Nong 

O Jalan Kota Raja/ 
: Jalan Raja Nong 

Q Taman Shahbandaraya/ 
: Jalan Kota Raja 

Q Jalan Kecubung/ 
: Jalan Kota Raja 

Q SM Chung Hua/ 
" Jalan Kota Raja 

Q KTM Komuter/ 
: Jalan Stesen 

Q Wisma Hafiz/ 
: Jalan Batu Tiga Lama 

Q SJKC Kong Hoe/ 
: Jalan Batu Tiga Lama 

Q Pasaraya Mydin/ 
: Jalan Po.s Baru 

He highlighted that 76 schools 
were located along the routes plied 
by the Smart Selangor buses. 

He said MPK was looking to add 
more routes in the future, to make 
the whole town better connected. 

"If you see before and after 
school hours, the buses are always 
packed with students. 

"There are certain hours where 
foreigners use the free bus as it 
passes through industrial areas," 
he added. 

Also present to launch the three 
new routes was state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transport and 
new village development 
committee chairman Ng Sze Han, 
who urged more people to start 
using public transport to get 
around. 

"We need to change people's 
aversion to taking public transpor-
tation. In other countries, a lot of 
the population commute by public 
buses and trains," he said. 

Ng added that it was the state's 
aim to achieve a 60:40 public trans-
port-to-private vehicle ratio by 
2035.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also 
plans to integrate public transpor-
tation in the state by having more 
free buses to fill the gaps where 
there is no service currently. 

As of July, the Smart Selangor 
free bus service has recorded a 
ridership of more than 38 million 
passengers statewide and the total 
cost spent to date is RM78.6mil. 

For the service in Klang alone, 
Ng said RM8,188,218 had been 
spent since 2016. 

"It costs RM800 per day to run 
one bus," he said, adding that there 
were more than 130 free buses ser-
vicing 41 routes in Selangor. 

Passengers can download the 
Selangor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 application to check the 
schedule and location of the bus 
stop nearest to them. 

KEPONG 
Public bus service has finally 

returned to Taman Bukit Maluri, 
Kepong, after an absence of almost 
30 years. 

Selangor Bus has started servic-
ing the area, plying between the 
housing estate and Medan Pasar, 
Chow Kit and Pudu. 

The new bus service was 
launched by Deputy Women, 
Famil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Minister Hannah 
Yeoh with Residents Council 
Representative (MPP) Segambut 
constituency Sub Zone 1 chairman 
Datuk Seri Yap Keow Keong, 
Taman Bukit Maluri Residents 
Association (RA) committee mem-
bers and residents. 

It follows six months of discus-
sions and meetings with multiple 
parties, including the Land Public 
Transport Agency. 

Yeoh said the MPP representa-
tive and Taman Bukit Maluri RA 
had approached her last year for 
help to reinstate public bus service 
to the residential area. 

There are seven additional 
stations along the bus route from 
Taman Bukit Maluri to Pudu, start-
ing at Jalan Bukit Maluri 8, passing 
through Jalan Burung Jentayu, 
Jalan Burung Terukur, Jalan 
Burung Enggang and Jalan Burung 
Kasawari junction, and Jalan Bukit 
Maluri 5 where it will link up with 
the existing nine bus stops towards 
the heart of Kuala Lumpur. 

Yap said residents were very 
grateful for the new bus service. 

"The bus service around the area 
was discontinued over 30 years ago 
because residents at the time were 
not utilising it, but now the need 
has arisen and we are finally able 
to get the service back," he added. 

Selangor Bus officially started 
servicing Taman Bukit Maluri on 
Sept 2. 

Yeoh said both SK and SMK 
Taman Bukit Maluri were on the 

MPK Smart Selangor Free Bus Route 

Route 
KLG 3B 

START 
Pangsapuri Sri Ayu/ Q 

Lebuh Kebun Nenas 1 

Taman Camellia/ Q 
Lebuh Kebun Nenas 1 : 

Taman Sentosa Perdana/ (^) 
Jalan Sungai Jati 

Pasaraya NSK/ Q 
Jalan Sungai Jati : 

Pasaraya Econmart/ Q 
Jalan Sungai Jati ; 

Taman Sungai Jati/ Q 
Jalan Raja Nong 

Jalan MohdTahir25/ 
Jalan Penghulu Abu Bakar 

Q Bukit Naga (Barat)/ 
: Jalan Kebun 

(J j Hospital Pakar Sentosa/ 
: Jalan Sungai Jati 

Q Balai Polis Taman Sentosa/ 
: Jalan Sungai Jati 

Q Dewan Serbaguna 
Taman Sentosa/ 
Jalan Sungai Jati 

Q Taman Saujana (Timur)/ 
; Jalan Sungai Jati 

Q Taman Saujana (Barat)/ 
: Jalan Sungai Jati 

0 Jalan Mohd Tahir 20/ 
Jalan Penghulu Abu Bak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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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bus route for Pudu-Taman Bukit Maluri 
Medan Pasar 1, Jin Raja Perkim/Sentul Kompleks Brem Mall/ 

KL/ChowKit Laut, KFC Bt3 /B t4 SgMas/Bt5 Simpang Jinjang 

Taman 
Bukit Maluri 

SriSinar Pasar Kepong Kepong Jusco/ Simpang Jin 
Baru/JIn Metro Prima Kepong/Kepong 

Segambut Kelapa Baru 

<0 Junction of Jin bukit Maluri 8 & Jin Burung Jentayu 

TuckKee 

0 Junction of Jin Burung Tekukur& Jin Burung Jentayu 

SMKTaman Bukit Maluri 

0 SK Taman Bukit Maluri 

Junction of Jin Burung Enggang & Jin Burung Kasawari (Pasar Malam) 

Junction of Jin Bukit Maluri 5 & Jin Burung Kasawari 

MPK Smart Selangor Free Bus Route 

Route 
KLG4 

• •a r • T T ] 1 • i U! j ~ = 
m L J M i 

START 
Persiaran Klang Central 2 

Klang Central/ 
Persiaran Klang Central 

Pusat Perniagaan Klang Central/ 
Jalan Haji Abdul Manan 

Taman Perindustrian 
Able Link/Jalan Meru 

Taman Meru Selatan/ 
Jalan Meru 

Taman Meru Jaya/ 
Jalan Meru 

Taman Mutiara/ 
Jalan Meru 

Pekan Meru Selatan/ 
Jalan Meru 

SJK(C)Tiong HuaKok Bin/ 
Jalan Meru 

Taman Seri Putri/ 
Persiaran Hamzah Alang 

Taman Meru Mulia/ 
Persiaran Hamzah Alang 

Taman Meru Indah/ 
Persiaran Hamzah Alang 

SK Meru/ 
Persiaran Hamzah Alang 

Taman Kapar Ria/ 
Persiaran Hamzah Alang 

Pasaraya Econsave/ 
Persiaran Hamzah Alang 

SMK(P) Kapar/ 
Persiaran Hamzah Alang 

SMKTengku Idris Shah Kapar/ 
Persiaran Hamzah Alang 

0 
9 
o 
o p 

6 
9 
9 
9 

0 
9 
6 
9 
9 
6 
6 =- o 

Pos Kapar/ 
Jalan Kapar 

Q Persiaran Klang Central 2 

0 
9 
9 
9 
6 
9 
9 
9 
6 
9 
0 
9 
9 p 
9 
6 
6 

I Taman Meru Selatan/ 
Jalan Meru 

Taman Meru Jaya/ 
Jalan Meru 

Taman Mutiara/ 
Jalan Meru 

Pekan Meru Selatan/ 
Jalan Meru 

SJK(C)Tiong Hua Kok Bin/ 
Jalan Meru 

SRA Pekan Meru/ 
Persiaran Hamzah Alang 

Taman Saujana Meru/ 
Persiaran Hamzah Alang 

Taman Meru Harapan/ 
Persiaran Hamzah Alang 

SK Meru/ 
Persiaran Hamzah Alang 

Taman Kapar Ria/ 
Persiaran Hamzah Alang 

Pasaraya Econsave/ 
Persiaran Hamzah Alang 

SMK(P) Kapar/ 
Persiaran Hamzah Alang 

SMKTengku Idris Shah Kapar/ 
Persiaran Hamzah Alang 

Pos Kapar/ 
Jalan Kapar 

Pusat Perniagaan 
Pekan Kapar/Jalan Kapar 

Taman Seri Kerayong/ 
Jalan Kapar 

Masjid Al-Ansar Pekan Kapar/ 
Jalan Kapar 

Taman Bukit Maluri residents are happy that they can now take the bus to Chow Kit and Pudu in Kuala Lumpur. 

service route. 
"It will especially benefit stu-

dents and senior citizens who trav-
el short distances," she added. 

Sharifah Ahmad, 60, who has 
been a resident of Taman Bukit 
Maluri for more than 30 years, is 
relieved to get the bus service. 

"With this service, transporta-
tion will no longer be a problem 
for senior citizens. 

"We need it to go to the clinic 
and schoolchildren can take it to 
school," she added. 

The buses are equipped with a 

ramp and space for the wheel-
chair-bound. 

The Selangor T121 bus service 
starts at 5.45am from the first stop 
which is at the Jalan Bukit Maluri 8 
and Jalan Burung Jentayu junction, 
heading towards Lebuh Pudu. 

The bus will make a round trip 
every one hour. 

Senior citizens and students are 
entitled to a 50% discount on the 
fare while children below seven 
travel for free. Senior citizens are 
requested to register with Selangor 
Bus for concession tickets. 

(From left) Sentosa assemblyman G. Gunaraj, YasTd and Ng launching the new Smart Selangor routes in 
Klang. W i t h them are MPK councillors and other representatives. 

Yeoh (in baju kurung) ta lk ingto pupils f rom SK Taman Bukit 
Maluri after launching the new bus service by Selangor B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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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S J BUDGET TOWNHALL 
The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SJ) would be holding two MPSJ 
Budget 2020 townhall sessions on Sept 
21 at Kompleks 3K, Taman Serdang 
Raya, Seri Kembangan and on Sept 22 
at Dewan Serbaguna MPSJ USJ7, 
Subang Jaya. The public can also give 
their views through an online survey at 
https://www.surveymonkey.eom/r/ 
CZFGMHP 

Headline MPSJ BUDGET TOWNHALL
MediaTitle The Star
Date 20 Sep 2019 Color Black/white
Section Metro Circulation 175,986
Page No 2 Readership 527,958
Language English ArticleSize 23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552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1,656



MBPJ BUDGET FEEDBACK 
The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is 
calling on city folk to share their input 
for Budget 2020 through an online sur-
vey at http://www.mbpj.gov.my/ms/ 
cadangan-bajet-mbpj-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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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販不捨發起聯署

我們還要<

麵

■小贩希望可以重返原地营业，让“一家人”再次团聚；前左起为郑桂峦、陈秀溪、邱志博、潘国 
全、詹贵致、戴德全、张格瑜及莫哈末佐哈茲。

■桔榔小贩中心进人倒数阶段，大部分小畈己经找到

新搬迁地点。 …、\\、\、

10月14曰，最后一曰即15日，则用来清空摊位。 桔榔小贩中心建立与1970年，是巴生数代人的集
“我们预料至少有20摊，会与我们一样，坚持到体回忆，陪伴巴生3大民族走过49年光景，惟该小

最后一日。” 贩中心始终盼不到奇迹，巴生市议会定下1〇月15曰

小贩代表詹贵致哽咽指出，他们一直以来，都没为该小贩中心营业的“最后一曰”，过后将易手予
^ „ 有机会与市议会真正开过对话会，国州议员也帮不轻快铁第3干线（LRT3)工程，正式拆除。

上忙，如今该小贩中心最终还是守不住，这个巴生 这也意味著，由三大民族一起经营72个摊位、拥
地标、数代人的回忆，将正式消灭。 有时代记忆的古早味美食，各散西东已经尘埃落

；5’ 胃/h “我代表小贩，感谢媒体、各贩商公会，一直帮定，铁定无法撑到年尾，更迈不过明年50周岁，提

八、m助我们到最后一刻，下个月，我们就要正式告别早“熄灯”。
她们两人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地点搬迁，因了 ，，

此将坚守摊位至最后1日，他们继续开摊至

.#議

玢重建小販中 /Q、
♦邱志博（巴生滨海小贩商业公会会长）
+士榔要拆迁已经成为无法阻止的事实，市议会应好好安排 
1口拆迁事宜，大家都希望重建一座属于巴生人的小贩中 
心，让3大种族可以继续在一起营业，延续巴生这个特色。

没辧到對話會

■桔榔小贩中心将于10月15日最后一天营业，目前还有逾20摊，坚守到最后一刻

♦潘国全（雪隆贩商公会联合会投诉组主任）
议会无法妥善解决搬迁课题，迄今一场对话会也没有， 

T希望雪州大臣能关注小贩问题，对小贩公平、善待小 
贩，同时希望可以承诺找个合适地点，安顿遭拆迁的小贩。

朌重斩妾頓小販
♦陈秀溪（雪隆贩商公会联合会顾问）

是巴生唯一一间非常有代表性的小贩中心，当局没有妥 
0善安排新地点，让人感到遗憾，小贩对经济和旅游业带 
来极大效益，希望当局可以重新安排合适地点，安顿小贩。

行動

(巴生19曰讯）桔榔小贩中心拆除进入倒 

数阶段，众小贩今日申诉各族“家人”即 
将被拆散，万分不舍的他们因此发动最后努 
力，展开联署行动，希望“一家人”还可以 
重返原地“团聚”！

小贩今日召开记者会指出，该小贩中心让 
路LRT3 (轻快铁第3干线）兴建车站，相信新 

车站内一定有内附商业区或小贩中心，希望 
轻快铁公司和巴生市议会，优先考虑让原有 
小贩回归营业。

其中一名友族小贩丽查瓦蒂（43岁）感 
慨，各族小贩在当地一起营业近50年，许多 
小贩之间就如家人、手足一样。

“一想到‘家人们’就快各散西东，就感 
到非常不舍，因此同意发起联署行动，希望

O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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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雪19日讯）因政治因 
素而沉寂一时的双溪加江渔 
村村委会，日前再次主办中 
秋晚会，获得全村上下居民 
踊跃支持，雪州议长兼适耕 
庄州议员黄瑞林也勉励村委 
会，继续成为村民和政府的 
交流平台，为民服务。

在村长林福长的多年带领 
下，双溪加江渔村相当活 
跃，但前朝政府和伊斯兰党 
的关系闹僵后，隶属相关选 
区的双溪加江渔村，因政治

雙溪加江漁村中秋晚會

全k居后画
因素而很难拿到拨款，以致 
许多活动停摆多年。

为此上周六主办，睽违3 

年的中秋晚会时，也获得大 
批村民出席支持，到场贵宾 
也包括黄瑞林，史里肯邦

■黄瑞林（左起）与林福长在宴会上自拍合影。

安州议员欧阳捍华， 
瓜雪县议员和各村代 
表，场面热闹。

黄瑞林致词时也不 
忘勉励村长，扮演人 
民与政府的沟通桥 
梁，除了宣传福利政 
策，也要即时反映人 
民的心声，打造互相 
信任的良好关系。

“希盟中央政府 
过去一年多，的确 
面对诸多挑战，尤 
其敌对政党频频玩弄 
极端主义的攻击，加 
上整体经济局势的低 
迷，的确让许多人感 
到失望，但我相信如 
今希盟政府走在正确 
的轨道，因此无论前 
路多麽难行，只要大 
家坚持信念，就会达 
到全新的马来西亚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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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邦酏市會顧案對話
(吉隆坡〗9日讯）梳邦再也市议会将於 

本月21日和22日，举办两场2020年财政预 

算案对话会，收集民众的设想与意见，供 

拟定财政预算案方案。
21曰的地点在沙登拉也花园3K礼堂，22 

曰的地点则在梳邦再也LSJ 7的市议会多用 

途宇匕堂等

>市议°会发文告指出，通过对话会收集意 
见拟定2020年财政预算案，为社区纳税人 

提供更优良^的服务，民众可以浏览梳邦再 
也市议会网站www.mpsj .com.my。

文告说，民众也可上网提供意见，网
址：https://www.surveymonkey.eom/r/ 

CZFGM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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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溪龍3保留地遭轉

凍結發展圍MU
(加影19日讯）雪州行政议 

员许来贤揭露，双溪龙镇有3块 

政府保留地遭人转成私人地， 
州政府决定冻结这3块土地的发 

展，并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此 

事f牛。
他i兑，这3块保留地包括一块 

位于双溪龙砚壳油站后面的国 

小保留地，以及拉曼大学旁边

的一块清真寺保留地，目前已 

被人发展为收费停车场，每次 
进入泊车费为2令吉。

他说，上述国小保留地被转 

为私人地后，未获加影市议会 

的发展准证便已开始施工和推 

泥，据了解是要建服务式公寓 

与优大会议中心。

他透露，市议会已发出停工

令给发展商，但对方继续施 

工，他警告发展商不可为所欲 

为。

许来贤也是加影州议员。他 

今曰在加影市区派口罩后，在 

记者会上这样指出。

“这些弊端都是发生在前朝 

政府执政时期，相信是有官员 

里应外合，把保留地转为私

人地。”

他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事 

件，州政府内部调查后，不排 

除向反贪污委员会举报。

“另外还有几块土地也在调 
查中；雪州策划委员会（SPC) 

早前拒批将双溪龙高球场转为 

综合性发展计划，这些土地弊 

端是拒批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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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拉央市议会曾于9月4曰 
清理了沿河垃圾，但如今又 
有大量垃圾被丟在河流一带 
的保留地上。

(吉隆坡I9日讯）这边厢清，那边厢 

丟，非法丟垃圾甚至纵火焚烧，破坏环境没 

完没了！

位于荅都河旁河流保留地成为非法垃圾场热点，尽管 
士拉央市议会及鹅唛县水利局多次清理，可是在清理后 

不久又堆了一堆堆垃圾，甚至有人公开焚烧，让荅都河 
面对被污染的危机。

该非法垃圾场是位于答都喼Taman Raintree公寓EB比邻 

荅都河旁边，一条沿著答都河而过的捷径，已被当成丢 
弃垃圾的地点，沿河一带都可见到许多建筑废料、固体 
废料、树木等垃圾。

尽管该沿著河流而行的泥路相当偏僻，但因是属于捷 
径，平常使用该路的交通工具也相当的多。

该捷径有许多车辆的来往，但在沿河一带却常成为一 
些人士丢弃垃圾之处，包括涉及进行公开焚烧的活动。

在距离该丟弃垃圾地点不远之处也有一座公寓，该公 
寓的居也曾投诉非法丟弃垃圾的问题，包括见到有人驾 
著罗厘到来倒垃圾、进行公开焚烧活动等。

士拉央市议员莫哈末法依查联同鹅唛县水利局官员莫 
哈末哈斯鲁希山、士拉央市议会固体废料及卫生组的环 
境控制官员查利曼依布拉欣、执法人员等，前往位于荅 
都河旁的非法垃圾堆处巡视情况。

纖

莫哈末法依查说，为了 
防止该河流旁继续成为一些人士丟弃垃 
圾的地点，他将会向士拉央市议会、水利 
局等建议，把该地点划为社区菜园的用途。

他说，士拉央市议推动社区菜园，让各地区 
居民参与，除了能促进社区活动，也能为当地居 
民扮演管理当地一些土地的角色。

冀居民充當耳目

他指出，位于Taman Raintree附近的.苔都河旁，在过 

去已成为非法垃圾堆的地点，虽然士拉央市议会、鹅唛县 
水利局等已采取多次行动，包括清理了沿河的垃圾，但过 
不了数天时间，同样的地点又出现大量的垃圾。

他说，根据市议会调查，相信丟弃垃圾的活动应是在夜间 
进行，最主要是尽管该地点偏僻，但白天时分却有一些车辆 
的来往，若是在白天丢弃垃圾的话，也容易被人发现。

“希望邻近的居民充当耳目，一旦发现有人在当地丟垃 
圾，应提供资和向市议会投诉。”

%
_

—除了丟弃各种固体废 
料，也曾有人公开进行 
鰱烧活动。

i在非法垃圾堆旁的就 
是荅都河，也让该河面 
对污染的危机。

I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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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翁W% ■自于獅誦彳i-ii]兴都庙,
也有许多公众当成捷径使用，让 

水利局无法关该路段。-

支持將河流保留地 
列為社區采園用途

■gr哈末哈斯鲁希山垃圾场的地点已有一段间，即使当局 
支持将成为非法已曾多次采取各项行动，但丢弃垃圾 

倒弃垃圾之处的地点，列为的情况还是一再的重演。
社区菜园的用途。 他说，水利局曾接获多次投诉，在
他说，在水利局管辖区内的一些当地也曾有多个地点被人充当非法垃 

河流保留地，被充分利用及作为社区圾场，鹅唛县土地局也曾清理了一个 
菜园的计划已在多区进行。 非法垃圾场，水利局也曾处理过沿河

他指出，该河流保留地被当成非法多个非法垃圾堆。

他说，当局也曾计划关闭该泥路， 
但基于该路段还有兴都庙，也有一些 
车辆的来往，也让关路的计划无法进 
行。

他说，如果这些频遭人丟弃垃圾的 
河流保留地，一旦被使用及进行社区 
菜园计划，除了将解决丢弃垃圾的问 
题，有关地点也将会获得照顾及管 
理。

“与其有人继续把垃圾丢河流旁， 

我们更加愿意看到这段土地获得妥善 
的管理及照顾，也避免让有心人士继 
续来丢垃圾。”

■ 士拉央市议会曽于9月4日在非法垃圾堆旁挖了一条沟，防止再有罗厘在该地点倒垃圾。

利曼依布拉欣说，根据消拯局记 
■录，在士拉央市议会管辖区内总 

共有120个非法垃圾场或非法垃圾堆的 

地点。
i说，在消拯局记录中，上述地点 

都是属于当局曾前往进行灭火的纪 
录，也是曾有人公开焚烧过垃圾。 

他指出，在市议会的纪录中，非法

垃圾场或者是非法垃圾堆的记录共有 
2〇个〇

对°于该位于荅都河旁的非法垃圾堆 
时，他说，市议会曾多次到该地点进 
行巡逻和监督，也曾多次进行清理工 
作，最新一次是在9月4曰。

他说，市议会在当天曾清理了 1至2 

吨的垃圾，以建筑废料、固体废料等

为主。
“我们也在当天非法垃圾堆旁挖了 

长沟，但在过了数天之后，当我们执 
法组再回到原有地点巡视时，发现位 
于早前那已清理的地点不远处，又有 
一堆堆新的垃圾堆出现，而且也有公 
开焚烧过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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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19 

日讯）雪州 

_/■学校在烟霾 

笼罩期间是 

^ I W否停课，今

起由雪州天灾管理委员会/在停 
课前一天的傍晚6时前宣布。

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说，下周 

一（23日）是否停课，州政府最 
迟在周日（22日）傍晚6时前貪 

布，若当天没宣布停课，隔天便 

如常上课〇

他说，k长们若认为当天不适 
合上学，也可以自行决定不让孩 

子上课，只要通知学校就好。

“州政府接下来会根据各县空 

这样指出。
“教育部分发50万个口罩给各 

地区，乌冷区获得9万个，由土 

地局透过国州议员、村长和市议 
员分发给空气污染指数达150点 

地区的民众。”

他也提醒口罩批发商与零售 

商，不要趁火打劫抬高口罩价 
格，因为市面上5种口罩是统制 

品，政府可援引2011年价格统制 

及反暴利法令对付违法商家。

他说，根据气象局预测，西南 
季候风会持续至9月尾，10月初 

开始吹起东北季候风，才能带来 

一些风雨和吹散烟霾，因此，州 

政府这几天会持续布云造雨。

■加影地区 
周四空气污 

染指数仍处 
于不健康水 

平。

〇

发瑛 
在许口。

刹贤

摆1 
摊左f 
的3 =
小〜林 
贩派金

m.

气污染情况，决定全县学校是否 
停课，而不是像之前般，同一个 
县内一些学校停课，一些学校又 

有上课，引起各造混淆。” 

他指出，教育部之前清晨才公 

布停课时间，引起各造不便，不 

但家长与学生白走一趟，食堂业 

者与学生巴士业者也受影响。

他今日在加影市议员林金瑛和 

李仁英陪同，到加影巴刹和加影 
市区派发5000个口罩给市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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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首届无拉港杯全国传统南狮狮王争霸 

賽”日前举行抽签仪式，右4是王诗棋。

128
變g
_
傳

讓爆
獅A

i霸
(吉隆坡i9曰讯）马来西亚龙 

狮麒麟总会暨兴阁龙狮体育会联 
合生办“2019年首届无拉港杯全 

国传统南狮狮王争霸赛”，于9 
月28日及29日，一连两天在蕉赖 

11哩新村有盖篮球场举行，入场 

免费。

办单位日前举行新闻发布 

会，同时举行抽签仪式，出席者 

包括雪州无拉港区州议员王诗 

棋、加影市议员苏仁强、丘钦瀚、加影市议会地 

方团团长李文彬、马来西亚龙狮麒麟总会会长拿 

督斯里赖靖昌、副会长林升伦、总务张荣兴等。
王诗棋在会上指出，近10余年来，我国华人狮 

艺活动非常普遍与流行，这全靠全马各地醒狮团 

前辈门不懈的努力与推动，尤其是传统舞狮，在 

狮艺界前辈门不断的研究，大胆创新，也积极培 

训下，使我国传统舞狮技艺高超精湛，千变万 

化。
马来西亚龙狮麒麟总会会长拿督斯里赖靖昌在 

致词中指出，比赛除能联络感情，彼此互相切 

磋，也应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为宗旨，希望能 

通过此次南狮狮王争霸赛的角逐能吸引各族市民 

观看精彩舞狮表演，将舞狮活动发扬光大，一代
■各参賽狮队出场比賽的顺序。 传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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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19日訊）由加影 

州议员办公室主办的“情 

浓月满聚加影庆中秋”晚 

会，日前在加影市区老街 

广场热闹举行，雪州行政 

议员兼加影州议员许来贤 

现场带领300多民众提灯笼 

游行，吸引各族加入。
民众游行约2公里路程回到 

老街广场后，主办当局向民众 
发放中秋佳节食品如月饼、柚 
子、芋头、菱角、花生，配以 
热茶，由于近来烟霾笼罩，气 
候炎热，主办当局还贴心准备 
菊花茶，让民众消暑。

筹委袁思平亲手制作大型走 
马灯灯笼，吸引民众目光，由

许来贤亲手点燃，作为序幕。
为増中秋晚会亮点，主办单 

位一周前举办一场创意环保灯 
笼制作营，邀请摆渡人创意工 
作室的刘启辉和黄秀娟教导， 
把有关作品带来现场展览；除 
此，当地文化工作者李成金现 
场示范以菱角制作童玩。

加影警区主任阿末查菲尔助 
理总监率领约20名警员莅临现 

场，当晚参与人数逾千人。

慶典避免一次性塑料

晚会也邀请当地华侨幼儿 
园、育华国民型中学龙狮队、 
口琴学会、私立学校鼓队、新 
纪元大学学院校友教授的扯铃 
队、万宜乐龄舞蹈团及专业歌 
唱小组现场演唱。

筹委会主席邱金明 
说，该会将晚会定为环 
保中秋庆典，现场使用 
的食物容器、展示灯笼 
等，都避免使用一次性 
塑料，另外，大会也准 
备数千个口罩派发给民 
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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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贤说，州政府在听取双溪龙居民 
的意见与心声后，毅然决然取消发 

展商有关双溪龙高尔夫球场重新规划发 
展的建议，把绿肺归还给居民。

他说，在加影区几项关系人民的工 
程，也已逐步进行，如纷扰多时的乌鲁 
冷岳福建义山的出入口道路工程，州政 
府已批准130万令吉兴建一座桥梁，方便 

民众进出义山。
“有关兴建工程在进行中，预料明年 

清明节时就能让民众使用。”

雙溪龍高球場發願消

許來賢：聽取民意

Page 1 of 1

20 Sep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8
Printed Size: 659.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2,999.00 • Item ID: MY0037306117

Provided for client's internal research purposes only. May not be further copied, distributed, sold or publish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copyright owner.



(巴生I9日讯）中央政府和雪州政府 

“双助力”，合共拨款30万7000令吉给 

五条港渔村，提升当地浮脚桥路、民众 

会堂及打造“五条港故事角落”等，为 

进一步推进当地旅游业铺路。

据了解，该村多条人行道因海潮而腐蚀， 
摇摇欲坠，危机游客和村民安全，民众会堂 
也年久失修，急需拨款维修。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周三晚（18日）出席 

当地一场中秋节活动时，为村民捎来好消 
息，五条港的民众会堂残旧，州政府决定拨 
款20万T000令吉维修，让村民有个安全舒适 

的会堂，举办活动。
他说，村长答应把会堂当成公众空间，并 

打造属于五条港故事的角落，把五条港的历 
史、故事、值得怀念的事迹、照片等展示出 
来，让游客更了解已经逾150年历史的五条 

港。
他认为，一个有历史故事的村落才有灵 

魂，才可以吸引游客。
“在巴生县及八打灵县新村发展官谢双顺 

协助下，该村也获得房屋部拨款10万令吉， 
提升总长度约100多公尺的桥路。”

與吉膽島互惠

黄思汉披露，一旦五条港基设提升，相信 
可与隔邻的吉胆岛渔村“双剑合璧”，在 

“二合一”下互惠互利，带动两地经济、吸 
引年轻人回流，为推进旅游业打好基碍。

他说，加上中央和州政府的配合，相信两 
地的旅游业指日可待。

“五条港越来越干净，这里除了虾米味和 
人情味，可以吸引游客的肯定不是垃圾味， 
因此希望村民继续照顾村内的卫生。”

他说，村民在过去数星期，从村内收集逾 
300包垃圾，包括矿泉水瓶、保丽龙等，这些 

都是不容易腐烂的垃圾，真正破坏环境。
针对该村村民申请临时地契逾1年仍未到 

手，他说，他也是出席活动才从村长口中获 
知此事，他已经指示村长收集资料给他，以 
便协助跟进。

L

m

■梁德志（前左5起）、陈水清、黄思汉、谢绍 

恩及柯金胜等人，带领村民一起提灯游行。

\ KEMAJUAN DAN KESELAWIATAN KAMPUNG 
CLANGOR (SUNGAI LIMA,PULAU KETAWl)
乡H S狀治安姿说会（ZiU丨1■杰上）

■民众会堂获州政府拨款20万7000令吉维修，届时也将打造一个属于五条港故事的角落。

JLJSfal

陳水清吁配合清除垃圾
条港乡村管理委员会主席陈水 

XL清指出，垃圾一直是该村棘手 

的问题，他希望村民配合校方和乡 
管会，把去除垃圾视为拯救该村大 
计，为该村打造新气象。

他说，该村这几年开始发展旅游 
业，从5年前只有1间民宿，发展到 
现在有13间，为了避免垃圾赶客，

村民的配合非常重要。
“我希望，州政府和黄思汉能够 

多协助，一旦有了政府助力，该村 
许多计划才可以事半功倍。”

他说，该村是比较偏远的渔村， 
很多方面还需要提升，尤其是网络 
设备。

梁德志：用美食留住客人

®达马兰区州议员梁德志指出，
没有美食就难以留住游客，因

t小朋友们开开心心，_ 
起提灯游行去。

此他希望村民集思广益，以便解决 
该村“找不到吃”的窘境。

他说，如今该村民宿足够、环境 
也很干净，以前满地垃圾和狗粪的 
画面已大大改善，而且村民有人情

味，都是吸引游客的因素。
“可惜的是，很多游客到来都找 

不到吃，其实五条港有很多小食， 
但没有村民开摊，因此希望村民研 
究做餐馆来留住客人。”

出席者还有黄思汉的秘书王俊 
伟、村委会财政李顺东、秘书许龙 
团、校长谢绍恩、班达马兰新村乡 
村管理委员会主席柯金胜等。

JAWATANKUAS； 
NEGERI SE

mi

—在乡管会发动下，村民收集逾 
300袋垃圾，让该村的卫生问题 

大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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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榔小販中心搬遷在即

小販各界道再見
(巴生19日讯）巴生市议会已议决所有的桔榔小贩中心 

小贩必须在10月16日前清空档口，以让路给轻快铁第三路 

线（LRT3 )施工。为此，在小贩中心拆迁进入倒数阶段， 

小贩今日向所有一路走来给予协助单位、媒体及顾客致 

盼未来能够在原址"再见”！

大部分的小贩已陆续搬迁，所以今日召集各小贩，为所 

有曾给予帮助与支持的人道谢。不过，小贩们仍希望轻快 

|铁第三路线工程于桔榔小贩中心站点竣工后，依然设有三 

:种族的小贩中心，并优先保留给目前的小贩申请。

|胃同时，他们已召集各小贩签名，并将该意愿通过信#呈 

交给巴生市议会，盼市议会可以考虑。

，小贩代表詹贵至说，自从该小贩中心的小贩接获搬迁令 

1的那一刻，就面对种种的问题，甚至也等不到市议会的对 

'1会，所幸这些日子获得各媒体和电视台的报道，给予小 

乏们表达心声的管道，衷心的献上谢意。

他哽咽的说，给予支持和协助的单位和组织，如雪隆贩 

'商公会联合会和巴生滨海小贩公会，都一直陪伴桔榔小贩 

中心最到最后一步，都无法改变拆迁的事实，也是无可奈 

何。他指出，拥有50年的历史桔榔小贩中心将走入历史， 

是时候向所有的同伴说声再见。华裔小贩这月尾就几乎已 

完全搬迁，而友族小贩或会留到最后_日。

_

此外，巴生滨海小贩公会邱志博希望巴生市议会可以妥 

善处理小贩拆迁后的事宜，或重新兴建一座具代表性的小 

贩中心。他说，尽管拆迁的事情已成定局，但仍盼望市议 

会可以考虑兴建一座拥有三大种族的小贩中心，并优先给 

桂榔小贩中心小贩申请。

至于雪隆贩商公会联合会顾问陈秀溪与投诉组主任潘国 

全则表示，非常遗憾小贩没有被安顿到新的地点营业。 

“这里是可以吃到古早美食的地点，可是为了国家发展被 

迫让路给第三路线（LRT3 )。”

他们说，小贩扮演推动地方旅游业的重要角色，惟巴生 

频频发生小贩营业的问题，盼雪州大臣和掌管地方政府的 

行政议员黄思汉，多关注巴生的问题。（TSI )

■在小贩中心拆迁进入倒数阶段，小贩们向所有一路 

走来给予协助单位、媒体及顾客致谢，盼未来能够在 

原址“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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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橋工程未如期完工

舊萬宜路村民不滿
(加影19日讯）士毛月新 

村旧万宜路天桥是新村主要 

道路之一，但是村民发现有 

关工程进度缓慢，承包商把 
6月的完工期推迟至10月， 

至今只完成83%工程，村民 

不希望该工程拖延太久影响 

出入，促请雪州公共工程局 
加紧监督工程进展，盼明年 

华人新年之前可以通车。

巫统乌冷区部主席拿督佐 
汉今早与士毛月区州议员查

卡利亚，以及马华士毛月新 

村支会主席辜亚赐等人前往 

工程现场视察。佐汉向记者 

说，承包商未能在6月如期 

完成令人失望。

他说，很多罗里使用旧万 
宜路，不少司机木知道有关 

天桥进行提升工程，为了驶 

出士毛月路，罗里司机唯 

有使用新村路，造成影响交 
通，因此希望承包商优先完 

成天桥道路，以便让村民使

■佐汉（左三起）与辜亚赐及查卡利亚视察天桥提升工 

程，原本天桥提升工程在今年6月完工，但未如期完成。

用，其余基设如沟渠等工 
作，可以稍后处理。

另外，一名居民投诉屋后 
沟渠长年失修，排水系统欠

佳，因此要求士毛月区州议 

员查卡利亚寻求协助，致函 

加影市议会尽速派人维修。 

(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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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許來賢：週一是否停課

^泰長請留意週日消息
(加影19日讯）雪州行政议员 

许来贤说，州政府天灾管理委 

员会仍会持续监察烟霾情况， 

因此促请家长留意周日岧局舍 

否发布学校停课消息，如果没

有任何停 

课消息， 

意味著学 

校恢复上 

课。
许来贤派口罩时，也为孩童戴好口罩

渺

他指出，州内所有学校在 

下周一会否继续停课或恢复 
上课，周日下午6时之前会 

有结果。许来贤今早在加影 

巴刹向民众及小贩派发□罩 

后披露，州政府划一停课决 

定是不要令家长感到混乱， 

临时发出停课令也会令到校 

方、食堂员工及学校巴士措 

手不及。

划一停课免混淆

为此，他说，由州秘书和 

天灾管理委员会与教育局协 

调，划一州内学校停课是不 

会产生混淆。

许来贤说，由于受到西南 

季候风的影响，印尼林#造

成的烟霾持续笼罩我国至9 

月底，而10月初的东北季候 

风来临，才能将烟霾吹走。

另外，他指出，雪州日前 

进行人造雨的效果欠佳，雨 

水落在吉隆坡市区，雪州地 

区却没有下雨。

不过，他强调，为了减轻 

烟霾，人造雨在近日内仍会 

继续进行。许来贤称，他近 

期接获很多民众投诉商家趁 

著烟霾期间调升□罩价格， 

因此他促请民众直接向国内 

贸易及消费事务部投诉，有 

关部门已警告商家.，勿乘机 
提高□罩售价赚取暴利。

另一方面，他说，双溪龙 
镇有三片保留地，包括国小

■许来贤与团队亲临巴刹向民众派发口罩

及清真寺已被转换私人地， 

州政府不会允许这些私人 

地进行发展，同时将成立委 
员会调查。“如果发现涉 

及舞弊问题，不排除向反贪 

污委员会投报，要求介入调

查。”他披露，这3片保留 

地，其中国小保留地正在进 

行施工，加影市议会工程组 

曾向发展商发出停工令，可 

是发展商并不配合，工程仍 

旧进行中。（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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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未来首相人选？
慕克里否认

(亚罗士打19日讯)土著团结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慕克里否认 

本身是未来的首相人选。

也是吉打州务大臣的慕克里，针对他或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可能被视为是替代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的未来 

首相人选时指出，这是有心人散播的不实谣言，在希盟的共识 

下，依然视安华为现任首相敦马哈迪的接班人。

慕克里于周四为慕达农业发展局“廉正周”主持开幕后，针 

对《彭博社)〉访问安华的报导作出上述回应。

安华于周三接受《彭博社》访问时驳斥阿兹敏阿里或慕克里 

可能被视为是替代他的首相接班人人选的言论，并指没有迹象显 

示有任何政党推荐其他人选的名字。
安华也说，根据共识马哈迪大概会在2020年交棒给他，不过他 

认为没有必要过于纠结交棒的月份，马哈迪会在适当的时候退位。

慕克里也说，安华针对《彭博社)〉的提问已作出回应。

另一方面，慕克里在主持活动时致词提到亚罗士打的空气污 

染指数已逐渐上升至95点，并促请农民在户外作业时应戴上口 

罩。#

出动8艘渔船在吉辇河寻找失踪华青。

慕克里(前左6)周四出席慕达农业发展局主办的“廉正周”后，与 

出席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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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未来首相人选？
慕克里否认

(亚罗士打19日讯)土著团结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慕克里否认 

本身是未来的首相人选。

也是吉打州务大臣的慕克里，针对他或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可能被视为是替代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的未来 

首相人选时指出，这是有心人散播的不实谣言，在希盟的共识 

下，依然视安华为现任首相敦马哈迪的接班人。

慕克里于周四为慕达农业发展局“廉正周”主持开幕后，针 

对《彭博社)〉访问安华的报导作出上述回应。

安华于周三接受《彭博社》访问时驳斥阿兹敏阿里或慕克里 

可能被视为是替代他的首相接班人人选的言论，并指没有迹象显 

示有任何政党推荐其他人选的名字。
安华也说，根据共识马哈迪大概会在2020年交棒给他，不过他 

认为没有必要过于纠结交棒的月份，马哈迪会在适当的时候退位。

慕克里也说，安华针对《彭博社)〉的提问已作出回应。

另一方面，慕克里在主持活动时致词提到亚罗士打的空气污 

染指数已逐渐上升至95点，并促请农民在户外作业时应戴上口 

罩。#

慕克里(前左6)周四出席慕达农业发展局主办的“廉正周”后，与 

出席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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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贩今日召开记者会说，该小贩中 

心让路予轻快铁第3干线（LRT3 )兴 

建车站，相信新车站内一定有内附商业 

区或小贩中心，希望轻快铁公司和巴生 

市议会优先考虑，让原有小贩回归到内 

附的商业区或小贩中心营业。

拮榔小贩要“一家人”团聚

联署盼重返馳营业

中一名友族小贩丽查 

■瓦蒂（43岁）慨 

叹，各族小贩在当地一起营业 

近50年，许多小贩之间情同 

家人与手足。

“一想到‘家人们’很快 

就要各分东西，感到不舍，W 

此同意发起联署行动，希望大 

家未来有机会再团聚一起。”

另一名友族小贩娜希峑雅 

兰（39岁）也同意此说，希望 

新车站建竣后，优先让原有小 

贩回来营业。

她们俩还未找到合适地点 

搬迁，因此将坚守摊位至最后 

一日，继续开档至10月14 

R，最后一日即15 R，则用 

来清空摊位。

“我们预料至少有20档业 

者会与我们一样，坚持到最后 

—闩。”

小贩代表詹贵致哽咽表 

示，一直以来，他们都没有机 

会与市议会真正对话，国州议 

员也帮不上忙，如今该小贩中 

心最终还是守不住，这个巴生

地标和数代人的集体回忆，将 

正式步人历史。

“我代表小贩，感谢媒 

体、各贩商公会，一直帮助我 

们到最后一刻，下个月我们就 

要正式告别了。”

桔榔小贩中心建立于1970 

年，是巴生数代人的集体回 

忆，陪伴巴生3大民族走过49 

年光景，惟该小贩中心始终盼

不到奇迹，巴生市议会已定于 

10月15日为该小贩中心营业 

的“最后一日”，过后将易手 

轻快铁第3干线工程，正式拆 

除该中心。

这也意味着三大民族一起 

经营的72个摊档、拥有时代 

记忆的古早味美食，分道扬镳 

已尘埃落定，铁定无法撑到年 

杪，更跨不过明年50周岁。

隱馨

10月15日是巴生桔榔小贩中心最后一天营业，目前还有逾20档，坚守到最后一刻。

小贩对经济效益大 盼重建小贩中心 盼大臣关注小贩问题

——雪隆贩商公会联合会顾问 

•陈秀溪

这是巴生唯一一个极具代 

表性的小贩中心，当局没妥善 

安排新地点让人感到遗憾，小 

贩对经济和旅游业带来极大效 

益，希望当局重新安排合适地 

点安顿小贩。

——巴生滨海小贩商业公会会 

长•邱志博

桔榔要拆已成事实，市议 

会应好好安排拆迁事宜，大家 

都希望重建一座属于巴生人的 

小贩中心，让二大种族可继续 

在一起营业，延续巴生这特 

色。

——雪隆贩商公会联合会投诉 

组主任•潘国全

市议会无法妥善解决搬迁 

课题，迄今一场对话会也没 

有，希望雪州大臣关注小贩问 

题，对小贩公平、善待小贩， 

同时希望可承诺找个合适地点 

安顿被拆迁的小贩。

小贩希望重返原地营业，让“一家人”再次团聚；前左起郑桂峦、陈秀溪、邱志博、潘国全、詹 

贵致、戴德全、张格瑜及莫哈末佐哈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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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启用惠及各阶层

莎新巴士总站开幕
(莎阿南19日讯）莎阿南第17

区新巴士总站展延4年，终于 

在今年5月1日开始启用，惠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表示， 

莎阿南市政厅建设的新巴生总 

站能协助雪州政府促进人民和 

谐，提高人民的生活舒适度， 

同时提升公共交通系统，该总 

站的启用足以证明州政府努力 

解决人民的闲境，尤其是涉及 

各阶层人民的公共交通一环。

“ E1前州政府的目标是希 

望在2035年，达到60%公共 

交通使用率及私家车使用率减 

少至40%，W此市政厅所推出 

的新巴士总站能协助州政府达 

成目标。”

他在出席莎阿南第17区

新巴十总站开幕礼时，感谢我 

国交通部拨款建立莎阿南首个 

巴十总站，即是莎阿南第17 

区巴士总站。

他说，该新巴十总站采用 

网上综合管理系统，即所有的

车票贩售今后一律通过网上售 

卖，加强整体的运作。

“这个管理方式不但更省 

事方便，而且还确保民众不会 

受到黄牛党的欺诈，也可减少 

车站柜台的人手运作。”

此外，他赞扬莎阿南市政 

厅的精明巴士增设新路线，途 

经玛拉工艺大学（UiTM)的服 

务，他表示这可减轻大学师生 

的负担。

阿米鲁丁（左三）为莎阿南第17区新巴士总站开幕 

哈末阿敏及卡马鲁丁；右起为哈利斯及黄思汉。

左起为莫

设备完善环境舒适

迄今逾19万人使用
莎阿南市长拿督哈利斯表示，为了丨丨:人民 

可享有更舒适及方便的公共交通，市政厅决定 

建设该巴士总站，并在2015年10月开始建立 

该耗资770万的总站。

“新车站共设有多个售票服务柜台，以及完 

善的设备，包括男女厕所、祈祷室、美食中 

心、巴士和德士候车厅等，环境舒适。”

他说，从5月启用至今，已有19万2000人 

民使用该车站，而且每个月平均车票销售额为3 

万5341张，可见此总站的确能方便人民。

哈利斯表示，由于总站附近停车位不足， 

因此市政厅已决定建设一个多层停车场，以il: 

乘客更舒适和方便地乘搭巴十。

出席者包括交通部副部长拿督卡马鲁丁、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和新村发展事务 

的行政议员黄思汉、雪州政府秘书拿督莫哈末 

阿敏、莎阿南市长拿督哈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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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市厅建设特别页站 

公开征询预算案建议
(八打灵再也19日讯）八打灵再也市厅公开征询2020 4 

辖内的财政预算案建议！

灵市政厅已特建设了特别的页站，各阶层人士可通过 

www.mbpj.gov.my，于本月25日前参与提供回应0

着重4项目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过去积极努力把辖内打造成为我国 

一个领先、有活力及可持续的国际城市：配合明年的财政 

预算案，会着重在4项目，即（1)基设&公共设施管 

理、（2)花园、草场&园艺管理、（3)固体废料、清 

洁&环境卫生管理，以及（4)安全城市、社交&社会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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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下周一上课与否

周日6时后没宣布就须上课

地方，2所学校间相隔50公 

尺，但其中一所学校停课，另 

一所却如常上课，种种混乱问

季候风，意味这期间，烟霾问 

题会持续。

他指出，若家长觉得空气 

污染指数超过200点，可以不 

让孩子上学，即家长可伸缩性 

处理，无需等待消息。

“之前，教育部在凌晨5、 

6时下令学校停课，造成家[；(： 

和相关行业业者感到混淆后和 

无所适从后，州政府才协商决 

定停课事项。”

他说，除了家K:，学巴司 

机和食堂业者也受影响，食堂 

业者准备了千多份的食物，不 

过当天才突然停课。

“除此，我们也发现一些

题出现后 

商。

州政府才进行协

(加影19日讯）雪州学校是否

停课将于上课天之前一天的傍 

晚做决定及作出宣布，若当局 

当天傍晚六时后没有宣布，意 

味着翌R需上课。

雪州学校今、明两天停 

课，不少家K：及业者措手不及 

或无所适从，为此，雪州天灾 

管理委员会作出上述安排。

该委会将于每日傍晚6时 

对停课与否的事项做决定和宣 

布，若当天傍晚6时后没宣 

布，意味着翌日需上课。

举例说，9月22日（星期 

R)，委会将决定和宣布9月 

23日（星期一）是否恢复上 

课，若超过傍晚6时也没有宣 

布，意指下周一需上课。

鉴于雪州烟霾严重，该委 

员会昨天指示境内所有政府与 

私立学校，今日及明日停课两 

天。

委员会盼家长明白

掌管雪州自然环境、绿色 

科技及消费人事务的行政议员 

许来贤今日说，对于停课事 

项，该委员会有了上述安排，

希望家长明白。

他说，根据气象局预测，

现在还吹两南季候风，一直到 

9月杪，要在10月后才吹东北 许来贤（前右三）在加影巴刹分派口罩给民众

巴刹分派口罩

许来贤在加影巴刹分派口 

罩给民众后，在新闻发布会 

说，今天在加影巴刹和加影街 

上分派5000个口罩，之前， 

他们有接获商家提高口罩价格 

的投诉。

“若发生上述趁火打劫问 

题，希望民众向我们投诉，政 

府可根据2011年价格统制及 

反暴利法令，对付有关商 

家。”

烟霾期间，政府对5种口 

罩的价格设立了顶价。

3保留地被转私人地

许来贤:设委会调查
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今日 

揭露，有3幅保留地被转为私 

人地段。

他说，目前，3幅地段已 

经被雪州策划委员会（SPC)

冻结发展。

“成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为 

何有关地段会转为私人地外， 

也会向大马反贪会投报”

“调查委员会将调查为何

发生上述保留地变私人地事 

故。”

也是加影州议员的许来贤 

说，该3幅保留地是在2008 

年前转为私人地。

许来贤今日在加影巴刹分 

派口罩后，在新闻发布会这么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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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华拜相，还看大选宣言
人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在接 

受彭博社电视台专访时，相信自己可以 

如期在2020年接棒出任我国第8任首相。

而首相敦马哈迪在接受本地英语电 

台BFM专访时，虽然惯性地没提到真正的 

接棒日期，但他一再保证将兑现承诺， 

让人意识到其有交棒的决心。

首相也强调不会如外界所传般重 

组内阁，在其任内，现有的内阁成员保 

持不变。他也直言，内阁引进新阁员可 

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达不到改善的目 

的。

从这一点，可让人从中猜测或许 

首相会如期交棒，要不然，以首相的作 

风，在内阁运作一段日子后，将表现不

济者撤换是传统的作法。

但这一次，首相显然没有这个意 

愿。不过，继续保留全体内阁成员，是 

否就反映首相交棒的诚意？当中莫测高 

深，是一门不易摸透的学问。

如果马哈迪在明年5月交棒，不重 

组内阁显然是正确的决定，毕竟离交棒 

日期已不远。就算需要改组内阁，也应 

交给下一任首相去创建自己的内阁，毕 

竟新首相、新团队自古已然。

安华则曾说，到目前为止，希盟内 

部没有成员党推荐或进行游说新人选， 

没有迹象显示有新人选，言下之意，下 

任继承者非他莫属。

在新任继承者的课题上，公正党署

理主席阿兹敏阿里及吉打州务大臣慕克 

里兹的名字也一直被提起。

慕克里兹也不伟言，如果有献议、 

政治上有这个需要，他或会考虑。

尽管另一名人选阿兹敏阿里，不曾 

在这个课题上有任何表白心迹，但他获 

得首相的赏识是不争的事实。阿兹敏阿 

里特别被授命推动2021年至2030年共享 

繁荣愿景计划，他在首相心目中的地位 

显然相当巩固。

数天前阿兹敏阿里高调出席土著团 

结党3周年党庆活动，带动一股政治连 

騎，并留下值得慎思的空间。

再说，自从去年11月公正党改选结 

東后，安华和阿兹敏阿里的关系急转直 

下，师徒情不再。阿兹敏阿里本身和其 

派系更是多次缺席公正党会议，双方关 

系陷入冷战。

今年6月男男性爱短片曝光后，安 

华曾表示，若证实阿兹敏阿里是主角， 

对方就必须辞职，令两派关系进一步恶 

化。

虽然安华最终释出善意，主动作出 

和解，但没有获得正面的回应。

尤有进者，阿兹敏派系大将祖莱 

达多次致函要求会见安华不果，更致 

使双方派系可能已没有回头路。

严格来说，安华要成为第8任首 

相，障碍重重，道路崎岖难行。安华 

必须拥用高超智慧，摆平前方艰险道 

路，才能一路通关。

政治无绝对，不到最后一刻，安 

华、阿兹敏阿里乃至慕克里兹，谁将 

脱颖而出，除了是一项严竣的政治考 

验，必须还看大选宣言的承诺是否真 

的被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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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克里兹声称 

并非首相人选
亚罗士打19日讯| 土著团结党

署理主席拿督斯里慕克里兹否认本 

身是未来的首相人选’并指在希盟的 

共识下，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依 

然是现任首相敦马哈迪的接班人。

慕克里兹也是吉打州务大臣， 

他周四下午为慕达农业发展局「廉 

正周」主持开幕后，这么说。

他是被媒体询及指他或经济 

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可 

能被视为是替代安华的未来首相人 

选，慕克里兹回应说，这是「有心 

人」散播的不实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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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代慈蕃机构侄笮献爱心 
酋办中秋想善K莫结好131應

幸代慈善机构中秋佳节散播爱，日前于巴生福建会馆首次举办「幸代中秋 

慈善晚宴」，筵开131席，其中约80席为弱势群体，共度美好月圆之夜。

幸代慈善机构副主席拿督李培进致词时，感谢 

现场众多善长人翁的出席，并为当晚上百位的义工团 

成员的贡献与付出致上谢意。

对于慈善的定义，他认为，慈善是没有贫富差 

距、年龄限制，更不是一种强迫，反之，慈善可以是 

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一种信仰，也是一颗对慈善而温 

暖的心。

他希望，该机构的慈善义举能影响更多人或团 

体参加，让弱势群体得到更多的依靠与关爱，感受 

「家」的温暖。

「在现代繁忙的社会里，我们应该尝试放慢脚 

步，观察身边弱势儿童内心的脆弱与无助，在伤害来 

临前帮助他们，为他们提供坚实的后盾与依靠。」

他说，幸代慈善机构计划在未来设立教育培训中 

心，资助孩子与其他弱势群体参与兴趣班，提供在职培 

训，从中协助他们寻找就业机会，并希望借此引起大众 

和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给予更多支持与关爱。

他也呼吁现场来宾为弱势群体伸出援手，并说

道：「如果你在行走的途中看到任何一个弱势群体的 

身影，请不要冷漠地从他们身边走过，或许可尝试给 

他们一声问候，甚至一个微笑，这足以把希望点燃。

雪州行政议员兼巴生新城州议员拿督邓章钦也 

是当晚的席上嘉宾之一，他表示，「幸代中秋慈善晚 

宴」首次举办即获得各界的大力支持，可见该机构的 

努力与付出备受认可，促使该机构的慈善工作能够永 

续下去。

他指出，无论在任何社会或国家，所有照顾弱 

势群体的工作不能仅靠政府的力量，更多的是要依靠 

社会人士及善长人翁的支持与配合，才能把慈善工作 

做好。

「巴生地区拥有颇多慈善团体，相较于其他地 

区而言已非常幸运，加上巴生居民早已把慈善当作文 

化之一，在筹募方面相对来说较容易。」

他也希望，通过该慈善晚宴能够给予其他团体 

带来鼓励，共同为慈善工作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邓章钦也在当晚个人捐出5000令吉的善款。
幸代慈善机构副主席拿督李培进在晚宴上致词时表示，希望 

该机构能影响更多人士或团体，加入慈善行列。

ODN 3076327 0920LH

推「86协助计划」助慈善团体自力更生
「让爱传承，幸福下一代」 

是幸代愁善机构向来秉持的精 

神。该机构不仅成立「幸代中央 

厨房」，每日提供约2000份膳食 

予福利机构，让众多弱势群体三 

餐得以温饱，还关注慈善团体 

的营运状况，推出「86协助计 

划」，帮助慈善团体避免倒闭的 

情况发生，让他们可自力更生， 

维持营运。

幸代慈善机构副秘书关澌莹 

指出，目前有许多慈善机构因周 

转不灵，正面临倒闭危机，其中 

位于巴生加埔的利达儿童残缺中 

心（Persatuan Rumah Kebajikan 

Rita )正是如此。

她透露，该中心情况较为特 

殊，中心内约有150名孤儿、老 

人、残障及智障人士，甚至还有 

暴力倾向的病人*加上院长年事 

已高，健康渐渐出现问题，已无 

力再继续照顾他们。

因此，该机构透过「86协助 

计划」，帮助满足该中心的曰常 

需求外，也让他们从中学习自力 

更生，让「家」得以保存。

「利达儿童残缺中心本身有 

印制衣服及环保袋等工厂'有心 

人士可将需要印制的制服或其他 

产品等父由中化、内的孤儿及老人 

印制，以让该中心获得收入，维 

持经营。」

另外，关澌莹也在「幸代 

中秋慈善晚宴」上分享自己的慈 

善历程，她说，「敬老护幼」是 

她专注于慈善工作的原因。「孩 

子是大众未来的希望，而老一辈 

的人则是创造如今安稳社会的先 

驱，两者都需要大众的密切关注 

与协助。」

提及「自力更生」，她分享 

说，她从小生长在单亲家庭，母 

亲为了家庭生计，不惜做2份工 

作，结果因太劳累而发生意外， 

导致生活无法自理，缺乏工作机 

会，家庭的收入瞬时大大下降。 

她接著说，当时虽然经历最困难 

的时期，但是母亲仍坚持努力，

自力更生，开始创业从事饮食 

业，开启另一篇新生活，生活总 

算有了点起色。

她以母亲的经历借镜分享， 

并说道：「母亲的行动教会我 

『自力更生I的道理，无论遇到 

任何挫折或困难，都要尝试去努 

力改善困境，才能迎来更美好的 

明天。」

晚宴获各界人士捐款

「幸代中秋慈善晚宴」获得 

各界人士热烈回响与捐款，其中 

银丰集团董事经理兼首席执行员 

黄志雄捐赠16万8686令吉87仙的

善款，其他善心人士还包括幸代 

慈善机构董事拿督斯里刘汉源、 

拿督马裕虎、拿督何瑞显及黄贞 

华等，分别拨出5万令吉、1万令 

吉、5000令吉及3000令吉的善款。

当晚众多表演节目也获得现 

场观众如雷掌声，当中包括由莲 

花生慈爱之家及利达儿童残缺中 

心准备的小天使表演、魔术、艳 

阳天特技双人组合及香港艺人谭 

淑萤、区霭玲、麦翠娴及凌腓力 

人等带来的精彩演出。

晚宴出席嘉宾包括幸代慈善 

机构主席拿督斯里陈颉穆、董事 

拿督陈日强及筹委会主席黎致豪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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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30万翻新设施五条港拼旅游业

黄思汉（左4)为五条港中秋晚会主持亮灯仅式。左2起为谢 

绍恩、陈水清、梁德志、许龙团、卡玛鲁扎曼、谢双顺和柯 

金胜。

巴生19日讯I中央政府和雪 

州政府合力拨款30万7000令吉翻 

新民众会堂和步行道，五条港全 

民大扫除推动旅游业拼经济！ 

雪州政府日前捎来好消息， 

除了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门拨款10 

万令吉提升步行道，州政府也宣 

布拨款20万7000令吉，以翻新残 

旧失修的五条港民众会堂。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披露， 

州政府拨出20万7000令吉，是作 

为提升民众会堂用途，同时，也 

将挪动一处空间打造「五条港故 

事角落」，以展示五条港逾150年 

的历史。

「而联邦政府所拨出的10万 

令吉，则作为维修步行道的用途。 

中央和州政府同时拨款提升基建， 

给游客留下好印象，是为支持五条

港旅游业发展所作出的努力。」 

黄思汉是于昨晚出席由五条 

港渔村管委会与新民华小联合举 

办的「花好月圆」庆中秋活动1 

在致词时作出上述发言。

他说，目前五条港管委会积 

极推广旅游，惟民众会堂不仅简 

陋而且已失修多年，如电灯与天 

花板破损，会给上岛游客留下不 

好的印象。

「因此，提升民众会堂打造 

全新的公共空间，旨在提供岛民 

安全与舒适的活动场所。公共空 

间的角落展示五条港过去150年历 

史或值得留念的回忆，让岛民与 

旅客更加了解五条港。」

他也鼓励五条港和吉胆岛 

两个渔村，在发展旅游业上应结 

合力量，以打造「吉胆岛与五条

港」二合为一的旅游配套，相信 

届时将带动两地的经济，雪州政 

府将全力给予配合。

针对五条港居民无法获得临 

时地契一事，黄思汉则表示毫不 

知情，对整个事件不了解，因此 

已要求管委会收集所有资料，并 

交予其部门进行研究。

另一方面，黄思汉指出，州 

政府在各地安装超过100个烟霾测 

量器，并通过精明雪州中央监控 

系统进行监控。唯有关测量器还 

是属于测试的阶段，空污报告- 

切据环境局的为准。

「目前，没有测量器的地方 

是依据环境局最靠近测量器为准。 

所以，我认为环境部是时候增加更 

多的测量器，因为不止北滨海没有 

测量器，就连蒲种也没有。」

他指出，测试的阶段需和环 

境局来配合，知道他们所使用的 

标准，才能够合拼。超过100个烟 

霾测量器目前只供内部使用，数 

据并没对外公布，对外的资讯还

是根据环境局的数据为准。

出席者包括八打灵县与巴生 

县新村发展官谢双顺、五条港管 

委会财政李顺东、黄思汉秘书王 

俊伟及筹委会主席许龙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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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雪19日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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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游客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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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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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预计能 

在今年杪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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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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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海景享用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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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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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附近没有划分停车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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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停车位，可以改善情况。

他表示，丹绒士拔的游客数量逐年增 

加，相信这个美食和休闲中心一旦启用， 

可以提局游客的流量和加强游客在丹级士 

拔的旅游体验。

黄思汉也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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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位和厕所等，能提高游客的舒适度和 

方便性。

此外，黄思汉建议国人，除了可以一 

天来回到丹绒士拔旅游，也可以计划两天 

一佼甚至更长的时间，以沿著该村一带的 

海岸线，到附近的海滩度假，发现马来西 

亚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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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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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绒士拔情人桥建美食休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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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Koil Simplicity
細天然亞麻床面市

0FFf(>6LTKingKoil 推出 

大马首创及唯一以 

天然亚麻制成的 

“Simplicity” 亚麻床 

垫系列，设计结合 

简、雅、美特质，营 

造舒适质感及简雅恬 

静风格〇

天然亚麻是一■种 

持久耐用、透气干爽 

的材质，可保持床垫 

清新、提供最佳睡眠_

'温度•有彳艮好的抑制SimpTidtykS 
细菌功能，可防止皮 _

肤受到剌激，对敏感肤质安全，可防尘 

螨，防止引起哮喘及其他过敏反应。
Simplicity共有Gentle、Firm、 

Comfort、Care和Support五种款型，售价 

从2086令吉起至6298令吉。购买任何 

KingKoil Simplicity床塾系列可获得Micro 

Fibre 或 Supersoft 枕头，附加 Protect-A-Bed 

Basic防水床护垫。

配合Simplicity系列床垫面市，

fcSflEDp 明 NC

KingKoil将于9月24至29日期间，在双威 

金字塔购物广场推介和公开展出。
出席推介仪式的有King Koil主席杨仁 

和、高级总经理麦振华、执行董事杨明 

杰、区域经理何吉兴、销售和营运总经 

理王祖舜、0CB公司主席哈里斯巴迪和 

执行董事石水生^ (ML) 

m 03-31221866 
10 www. king koil. com.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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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溪加江漁村暌違3年重辦

全村踴躍同慶中秋

适逢中秋佳节，黄瑞林（右）赠送月饼给双溪加江村民。

宴 
会 

黄上 
瑞自 
林拍 
^合 
左影 
起。

(瓜雪19日讯）之前因政治因素而沉寂-•时的双溪加 

江渔村管理委员会，日前再次主办中秋晚会，获全村上下 

居民踊跃支持，雪州议长兼适耕庄区州议员黄瑞林也勉励 

该会，继续成为村民和政府的交流平台，为民服务。

在该村管理委员会主席林福长多年带领下，双溪加 

江渔村相当活跃，但前朝政府和伊斯兰党的关系闹僵后， 

隶属相关选区的双溪加江渔村，因政治因素而很难拿到拨 

款，以致许多活动停办多年。
为此上周六主办睽违3年的中秋晚会时，也获得大批村 

民出席支持，到场嘉宾也包括黄瑞林、史里肯邦安区州议 
员欧阳捍华、瓜雪县议员及各村代表，场面热闹。

黄瑞林致词时也不忘勉励该村管理委员会主席，扮演 

人民与政府的沟通桥樑，除了宣传福利政策，也要即时反 

映人民的心声，打造互相信任的良好关系。

“希盟联邦政府过去•年多，的确面对诸多挑战，尤 

其敌对政党频频玩弄极端主义的攻击，加上整体经济局势 

的低迷，的确让许多人感到失望，但我相信如今希盟政府 

走在正确的轨道，因此无论前路多么难行，只要大家坚持 

信念，就会达到全新的马来西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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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雪精明巴士公交更完善 M ^
沙亞南巴士總站

(沙亚南19日讯）耗资770万令吉及费时4 

年兴建的沙亚南巴士总站（Terminal 17 )正式 

开幕，巴士总站同时也迎来雪兰莪精明巴士新 

路线，让沙亚南的公共交通路线更为完善。

大臣：每日110趟巴士川行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为沙亚南巴士总站主持开幕 

仪式及精明巴士第4路线主持推介礼时表示，尽管巴 

士总站工程有些延误，但他相信该巴士总站将会是雪 

州，尤其是沙亚南及八打灵县的居民带来方便，让他 

们乘搭共交通。

‘巴士总站兴建工程是由交通部负责，而巴士总 

站的土地则属于沙亚南市政厅，目前也是由市政厅负 

责管理丁作，估计每个月需11万8000令吉作为相关费 

用

他说，该巴士总站已于5月1日正式启用，每日有 

110趟巴士川行，包括往返沙亚南一带及前往北马、 

南马及东海岸的巴士0
巴士总站采用巴士总站管理系统（TMS)，以 

确保巴士总站的管理更加系统化，同时也分为3个部 

分，即巴士总站营运系统、资讯展示系统及中央购票 

系统，另有网上购票服务。

阿
'米鲁丁也为雪州精明巴士新路

阿米鲁丁（中）为沙亚南巴士总站主持开幕仪式。左起为莫哈末阿敏及卡玛 
鲁丁；右起为哈利斯及黄思汉。

I线主持推介礼，该新增路线从 

将会涵盖沙亚南及玛拉工艺大学。

他相信，该新增路的路线将为该大 

学的学生及教职员带来方便，衔接第一及 

最后…里路。
“新路线预计会有3至4辆巴士川 

行，每相隔15分钟有一辆巴士川行。无论 

如何，我们会再观察，如果有需要，将会 

再做调整。”

他也提及，沙亚南第13区是—t'发 

展迅速的地区，同时也有几所学院及大 

学；因此，他有信心，该区可成为一个发 

展完善的地区。
“如果沙亚南第13区要兴建另一个 

巴士总站的话，我会给予全力支持，并与 

相关单位作出商讨”

出席推介礼者包括交通部副部长拿 

督卡玛鲁丁、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雪州 

秘书拿督莫哈末阿敏及沙亚南市长拿督哈

利斯等。

3. 沙亚南巴士总站设有用餐空

间，并有商店售卖饮料及食物。

4. 雪州精明巴士第4路线已投入

运作，路线涵盖玛拉工艺大学，为 

该校师生提供免费巴士服务„

2.沙亚南巴士巴士总站采用中央 

购票系统，让购票更为简易。

利斯等。

哈利斯：拟购电动巴士

哈利斯表示，近年来沙亚南的发展迅速，有许多 

外州人在这里置产，而沙亚南巴士总站及雪州精明巴 

士则能为他们提供公共交通服务。
“市政厅计划购买电动巴士，并计划在2020年投 

人运作:”

他说，该巴士总站于5月开始投人运作后，已迎来 

19万2000名乘客，每个月平均售出3万5241张巴士票及 

5396耥巴七》—-_
1.沙亚南巴士总站已投入运作， 

为沙亚南一带的居民提供更完善的 

公共交通服务。

nU

Page 1 of 1

20 Sep 2019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8
Printed Size: 720.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1,818.18 • Item ID: MY0037306300

Provided for client's internal research purposes only. May not be further copied, distributed, sold or publish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copyright owner.



“一路走來謝謝你們”

括榔小販盼原址“再見”
關(巴生19日讯）桔榔 

小贩中心拆迁进入倒数阶 

段，小贩今日向所有一路 

走来给予协助单位、媒体 

及顾客致谢，盼未来能在 

原址“再见”！

随着巴生市议会已议决 

所有小贩必须在10月16日前 

清空档口，以让路给轻快铁 

第三路线（LRT3 )施工后， 

大部分的小贩已陆续搬迁， 

所以小贩们主动召集曾在该 

处营业的各小贩，向所有曾 

给予帮助与支持的人道谢。

盼新小贩中心

优先保留原址小贩

不过，小贩们仍希望 

轻快铁第芒路线工程于桔榔 

小贩中心站点竣T.后，依然 

设有三大种族的小贩中心， 

并优先保留给目前的小贩申 

请。

同时，他们已召集各 

小贩签名，并通过信件传达 

有关请求予巴生市议会，盼 

市议会可优先考虑小贩的建 

议。

板大都會社區d 2〇-9-2019

詹貴至:等不到市會辦對話會
,i \贩代表詹贵至表示，自从该小贩中心的小贩接 

获搬迁令后，即面对种种问题，甚至也等不到 

市议会的对话会。

“不过，所幸这些R子获得各媒体和电视台的报 

道，尤其是星洲日报给予我们表达心声的管道，因此我 

们要向这些单位献上衷心的谢意。”

华裔小贩月杪全数搬迁

他语带哽咽地说，给予支持和协助的单位和组织， 

如雪隆贩商公会联合会和巴生滨海小贩公会都-•直陪 

伴桔榔小贩中心到最后一步，惟最终无法改变拆迁的事 

实，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拥有50年历史桔榔小贩中心将走人历史，是时候 

向所有的同伴说声再见。”

他说，华裔小贩将在这月尾全数搬迁，而友族小贩 

或会留到10月16日的最后一天。

13

詹贵至代表所有 

的小贩向一直给予支 

持和协助的各单位和 

媒体致谢。

邱志博：應妥善處理拆遷後事宜

巴

个插挪小贩中心小贩向 

所有一路走来给予协助单位、 

媒体及顾客致谢，盼未来市议 

会还是能够在原址设立小贩中 

心。前排左起为郑桂峦、陈秀 

溪、邱志博、潘国全、詹贵 

至、戴德全、张格瑜及莫哈末 

哈兹。

<~插挪小贩中心拆迁进入 

倒数阶段，所有小贩必须在10 

月16日前清空档口，以让路给 

轻快铁第三路线施工。

生滨海小贩公会主席邱志博希 

t望巴生市议会可以妥善处理小 

贩拆迁后的事宜，或重新兴建一座具代 

表性的小贩中心。

他说，尽管拆迁的事情已成定局， 

但仍盼望市议会可以考虑兴建•座拥有 

三大种族的小贩中心，并优先给桔榔小 

贩中心小贩申请。

陳秀溪潘國全：盼小販問題獲關注
、隆贩商公会联合会顾问陈秀溪 

与投诉组主任潘国全则对当地 

小贩没有被安顿到新的地点营业感到遗 

憾。

他们说，该处是可以吃到古早美食 

的地点，可为了国家发展被迫让路轻快

铁第_路线。

“小贩是推动地方旅游业的重要 

角色，可巴生频频发生小贩无法营的 

问题，盼雪州大臣和掌管地方政府的行 

政议员黄思汉多关注巴生小贩面对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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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纳瑟加兰表示，他在退休前两周获得晋升，只是加薪了 10令吉，对此感 

到非常失望。（档案照）

守護鐘樓大鐘42年

守鐘人升職加薪僅10令吉
(八打灵再也19日讯）40多年来， 

隶属大马测量与图测局（JUPEM)的职 

员古纳瑟加兰…直都是默默守护着苏 
丹阿都沙末大厦大钟（Bangunan Sultan 

AbdulSamad)的“守钟人”。

他不曾有过任何休假，有时候甚 

至没有回家，他就睡在他辛勤工作的地 

方，那座大马人俗称的大钟楼里。

他必须在凌晨3时开始工作，以确 

保大钟楼的一切顺利运行，最初，他有 

4名同事一起从事大钟楼的维修工作， 

然而，在1999年以后，就只有他，守护 

着偌大的大钟楼。

退休前2周获升职

根据《今日自由大马》报道，在 
2016年，他收到了期待已久的升职通知 

书，但他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的加薪 

金额，仅仅是一年10令吉，而他的升职 

通知书，也只是在他退休前两周收到。

古纳瑟加兰表示，他对大马测量 

与图测局提供的加薪额感到非常不满， 

并向该局作出投诉a

“我为大钟楼服务了42年，照顾国 

家遗产，每个月却只能增加80仙收人？ 

甚至我的孙子也不会稀罕。”

他说，在1975年，他受聘管理大 

钟楼的时候，他第一次带回家的工资是 
146令吉，而在3年前，2016年时，他所

得到的最后•笔薪水是2700令吉。

古纳瑟加兰接受《今日自由大 

马》访问时透露，他的同事也获得了加 
薪，加薪额是一年90令吉，而加薪的日 

期也比他要早许多。

“我在退休前两周获得晋升， 

并且只是加薪了 10令吉，这是怎么回 

事？”

曾获7项卓越奖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共获得了 7项 

卓越奖，但这些荣誉都有代价，他的家 

人从来没有策划过长途旅行，因为他必 

须时刻待命。

古纳瑟加兰追述，有-次，他曾 

经被公司要求在半夜回去上班，但他依 

然去了，因为他想要帮助他们。

“我为国家努力工作，只是要求 

-点点回报，但他们甚至连这一点都给 

不到我，我感到非常失望。”

未能如愿买可负担房屋

即使在今天，古纳瑟加兰经过40 

年的努力，依然无法如愿购买到可负担 
房屋，尽管他自2014年以来，已经多次 

向吉隆坡市政局提出申请，但都不得要 

领，

目前，他与儿子住在隆市云顶吉 

冷路（Jalan Genting Klang )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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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大都會社區報I •雜：賴藝8

煙霾影響B生通六2活動展11
(巴生19日讯）鉴于担心烟霾影响 

健康，两场将于本周六（21日）在永安 

镇和百家利举办的大型活动展期了！

两场原定于在本周六上午8时30分举行的 

“K4整洁与美化计划”和“巴生疯胃•百家 

利美食六条街”被宣告展期。两项活动分别 

由巴生中华总商会和巴生新城州选区青年理 

事会举办。

巴生中华总商会原定于世界清洁日，即 
21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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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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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知活动下文，可联络巴生中总（OS- 

3358 6391 ) 。

白央俞A扶祈

推介百家利美食展期

另
夕卜，筹备3个月之久的“巴生疯 

胃•百家利美食六条街”，预计在 
星期六上午8时30分至下午2时，在百家利商 

业区郎路（Jalan Lang)隆重推介，届时将正 

式推出官网及介绍当地美食的小册子，透过 

传统印刷及电子媒介全面推广百家利美食。

總推動環保

推介整潔運動

mm
------ ---- —

两场于21日举办的 

活动因霾害而展期。

这场活动执行单位为巴生新城州选区青 
年理事会、合作单位CretopiaCompany、支持 

单位Jalan Man Klang及巴生汽车跳蚤联盟。

随着当局宣布展期，如有疑问，请跟 

进脸书专页“巴生疯胃•百家利美食六条 

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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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指直路（橙色线）的司机在未察觉红灯的情况下 

直驶，易遭从横路（红线）开出来的轿车拦腰撞及。

大樹遮擋交通燈^
百樂嶺居民盼速修剪似

(万挠1 9日讯）茂 

密大树遮住交通灯，直路 

司机恐遭横路轿车拦腰撞 

及，万挠百乐岭居民吁请 

当局采取行动修剪大树， 

以保障各方的交通安全.

黄姓居民指出，万挠 
KPJ医院前的Leboh Maxwell 

路两旁种有多棵大树，但 

显然久未修剪和照顾，以 

致近年越长越茂密，连交 

通灯亦被遮挡。

“这使不熟路况者， 

往往因为未能及时发现有 

交通灯而在亮红灯时依旧 

直驶，容易遭从横路驶出 

大路的车辆拦腰撞及” 

他说，横路是出人三 
育华小、百乐岭花园住宅 

区和商铺的捷径，平日交 

通颇为繁忙。

“据了解，此路是

联邦大道的一部分，但本 

区的花草树木却由士拉央 

市议会管辖，让我感到混 

淆，不知道应该向那…个 

单位投诉。有鉴于此，盼 

能通过报章的报道，引起 

当局的关注，尽快修剪大 

树，避免发生意外。”

蔡伟杰：

要求即时采行动
万挠州议员蔡伟杰 

表示，该路的路况和交通 

灯均由公共工程局管理， 

因此他将把投诉转介至相 

关单位，要求即时采取行 

动。

“交通灯已经遮蔽， 

恐会发生许多意外，所以 

我将施压有关负责人。感 

谢居民的热心反映，维护 

大家的道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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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19日讯）掌管 

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 
及华人新村发展事务的行 

政议员黄思汉表示，尽管 

州政府通过精明雪州中央 

监控系统，在州内安装超 

过100个空气素质侦测器， 

但数据仅是供州政府内部 

参考。

他说，由于此侦测器 

还是属于测试的阶段，因 

此，对外公布的数据还是 

以环境部所安装的11个侦 

测器为准。

他坦承，环境部所安 

装侦测器数量确实不足， 

不只雪州北滨海没有侦测 

器，连蒲种也没有。

“我认为当局是时候 

在更多的地点安装侦测器 

了。”

黄思汉是昨R出席由五条港管委会 
与新民华小联合主办“花好月圆”中秋 

园游会时，这么指出。

无侦测器地点依据临近数据

黄思汉说，至于没有空气素质侦测 

器的地点，都是依据临近的侦测器数据 

做为参考。.

询及州政府的侦测器数据是否会对 

外公布，他则表示-切仍需与环境部配 

合与商议

出席者包括五条港管委会主席陈水 

清、班达马兰州议员梁德志及班达马兰 

管委会主席柯金胜等

雪隆空污指數下跌
隆一带于今日（19日）的空 

气污染指数全面下跌，截止 

下午1时，已经没有…个地区的空污 

指数超过200点，或所谓的“非常不健 

康”水平。

数据显示，雪州空气污染最为严 

重的地区仍以佐汉斯迪亚为首，即168 

点，而八打灵再也和沙亚南都破了 150 

点，分别记录为159点和151点。

其他地区如巴生（130点）、万 

津（142点）、布城（142点）、蕉赖 

(I47点）、崙都慕达（I37点）及瓜 

雪（116点）。

m
導據 
碰僅 
警供 

裏州 
_政 
i府 

1參 
考

由环境局所设立的空气素质侦测 
器目前在大马一共有68个站点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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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診斷
謝汪潮/報道

雪河濾水站工程進賬7.2億

達力股息料雙位數成長
(吉隆坡19日讯）达力集团 

(TALIWRK，8524,主板公用事业 

组）可从雪兰莪河滤水站首阶段 

工程的营运与设备维修合约获得 
7亿2000万令吉收人，丰隆研究 

预料不会派发特别股息，惟未来 

季度股息料可获得双位数成长。

丰隆参与该公司的投资者 

汇报会后表示，该公司独资子 

公司Sungai Harmoni私人有限公 

司，已经完成营运和维修雪兰莪 

河滤水站首阶段工程（SSP 1 ) 

的协议，因此将从9月12日起， 

不超过14天内，在中止与和解协 

议（TSA)下，接获相等于10% 

和解价的预付款，其余款项将以 

9次分期付款支付，每年利息为 

5.25%。

丰隆说，解决金额（净10%

折扣）估计为7亿2000万令吉， 

管理层表示优先考虑将应收款证 

券化，以取得一次性的预付款作 

为并购和派息用途。

据了解，该公司倾向将这笔 

款项用作增加季度派息（目前为 

1.2仙），而非派发…次性特别 

股息，预期的股息增幅将可达到 

至少双位数；部分款项亦会充做 

“非内部成长”用途，主要专注 

在国内水务的资本开销机会。

该公司的浮罗交怡滤水厂经 

营权将在明年10月到期，该公司 

与有关机构洽谈延长经营权，丰 

隆相信机会渺茫，因州政府的水 

务预算案只有3亿至10亿令吉。 

鬥前，浮罗交怡水务每年为达力 
集团贡献1000万至1500万令吉。

达力集团持有加影-蕉

赖大道及新北巴生海峡大道 

(■必8)股权，各持有51%及 

45%股权，前者预计将在2020年 

涨价25%至45%,后者则预期会 

起20至30%,预期2021年落实。

丰隆认为，该公司盈利稳定 

及周息率高达6%相当诱人，因 

此维持“买进”评级及98仙目标 

价。

TALIWRK達力集團游

Aug 19 | Sep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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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贤也说，
#双溪龙镇有3 

块保留地已被转换私人 

±也，州政府不会允许这 

些私人地进行发展，同 

时将成立委员会进行调 

查，如果发现涉及舞弊 

问题，不排除向反贪污 

委员会作出投报，要求 

介人调查。

他披露，这3块保留 

±也包括国小及清真寺， 
其中国小保留地正在进 

行施工，加影市议会工 

程组曾向发展商发出停 

车令，可是发展商并不 

配合，工程仍旧进行 

中。

許來賢：學校下週會否停課

週日下午6時前發布
(加影19日讯）雪州行政议员许 

来贤指出，州政府天灾管理委员会仍 

会持续监察烟霾情况，州内所有学校 

在下周一会否继续停课或恢复上课， 
周日下午6时之前会有结果。

他今早在加影巴刹向民众及小贩 

派发口罩后披露，家长受促留意周日 

当局会否发布停课消息，如果没有任 

何停课消息，意味着学校恢复上课。

他表示，州政府划-停课决定是 

不要令家长感到混乱，临时发出停课 

令也会令到校方、食堂员工及学校巴 

士措手不及，因此由州秘书和天灾管 

理委员会与教育局协调，划一州内学

校停课是不会产生混淆

他说，由于受到西南季候风的影 

响，印尼林火造成的烟霾持续笼罩我 

国至9月底，而10月初的东北季候风 

来临，才能将烟霾吹走

他披露，日前雪州进行人造雨的 

效果欠佳，雨水落在吉隆坡市区，雪 

州地区却没有下雨。为了减轻烟霾， 

人造雨在近日内仍会继续进行。

此外，他近期接获很多民众投诉 

商家趁着烟霾期间调升口罩价格，他 

促请民众直接向国内贸消及消费事务 

部投诉，有关部门已警告商家，勿趁 

机提局口罩售价牟取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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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橋提升工程慢^說
村民酬年新春前可通車"7
©©©〇_____________

士毛月新村舊萬宜路

(加影19日讯）士毛月新村旧 

万宜路天桥提升工程未能如期在 

6月冗成，引起村民不满，他们促 

请雪州公共工程局加紧监督工程进 

展，盼明年华人新年之前可以通 

车。

巫统乌冷区部主席拿督佐汉今早与 

士毛月区州议员查卡利亚，以及马华士 

毛月新村支会主席辜亚赐等人前往工程 

现场视察6

据了解，村民发现有关工程进度 
缓慢，承包商把6月的完工期推迟至10 

月，至今只完成83%工程，村民不希望 

该工程拖延太久影响出入。

原本天桥提升工程在今年6月完工，但承包商施工缓慢，完工期推迟至扣月^ 村民投诉沟渠长年失修，查卡利亚（右一）将协助致函

向市议会反映。

佐漢：說好6月完工無法兌現

/t:汉向记者说，承包商未能如期完成令 
Idl人失望，该天桥是新村主要道路之 

-，自从T.程施工后，说好今年6月完工，却无 

法兑现。

他表示，很多罗里使用旧万宜路，不少司 

机不知道有关天桥进行提升T.程，为了驶出士- 

月毛路，罗里司机唯有使用新村路，造成罗里 

影响交通。

他希望承包商优先完成天桥道路，以便让 

村民使用，其余基设如沟渠等工作，可以稍后

处理。

另•方面，•名村民投诉屋后沟渠长年失 

修，排水系统欠佳，因此要求士毛月区州议员 

查卡利亚寻求协助，致函加影市议会尽速派人 

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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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看歌舞表演嚐美食

烏魯音南馬新村熱鬧

T中秋晚会出席者众多，座无虚席。

->大会嘉宾一起提灯笼庆中秋。左起为王添福、温隆 

达、白汶秀、陈丽真、李继香、叶彩萍、张水锡及张福群。

(乌雪19日讯）乌鲁音南马新村管理委员会在乌鲁音南马 

有盖篮球场举办“中秋佳节合家欢”活动。大会除了呈献精彩 

的歌舞表演外，也准备了许多美食佳肴供出席者品尝，场面十 

分热闹。同时全场来宾获派送灯笼、蜡烛及月饼。

管委会主席叶彩萍表示，希望一系列的活动可以促进一家 

人的关系，完全符合月圆人团圆的意义。

新古毛区州议员李继香指雪州政府实行许多惠民政策，凡 
60岁以上的乐龄人士可获得100令吉购物乐券。有意申请的民 

众可到她的服务中心申请，残障人士可以直接获得批准申请。

当天晚上出席的嘉宾包括乌雪新村发展官刘玥伶、乌雪 

新村事务协调官朴慧芳、王添福县议员、陈丽真县议员、峑冬 

加里新村管委会主席A汶秀、吉粦热水湖新村管委会主席张福 

群、民友路新村管委会主席张水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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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溪比力华校校友会全体理事，在“花好月圆人团圆”中秋提灯游行前，

愉合照::

雙溪比力華校校友會

中秋園遊會文娛表演精彩
報道►謝雅財

(双溪比力19日讯）由双溪比力 

华校校友会所主办的，“花好月员人团 

圆”中秋园游及文娱晚会于日前圆满完 

成。当晚，逾千名贵宾、社团代表、村 

民及儿童踊跃参与提灯游行后，在华联 
小学杨锦捷礼堂观赏历时2小时的中秋文 

娱表演〇

致欢迎词时指出，在古时候每年的农历 

八月十五，被称为“中秋”，因为这-- 

天的月亮又圆又亮，所以又叫做“团圆 

节”。她也指出，该校友会主办中秋节 

活动除了让全体同学与村民欢庆中秋佳 

节，冋时也把文化的根源继续传承与发 

扬。

当晚的文娱节目由本村华联小学、 
智明华小及舞蹈学院等呈献精彩的表 

演，包括扯铃、武术、舞蹈及歌唱节目 

等。该村多名歌唱好手包括沈镓琪、章 

世文、沈志翔及余晓艾等联合呈献多首 

动听的歌曲。

主办当局也重金礼聘“神奇歌手” 

姚乙到场为中秋晚会主持压轴。姚乙唱 

出多首民风及校园歌曲，获得观众的欢 

呼与互动，让中秋园游会在一片欢腾中 

圆满落幕。
较早时，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的代 

表王俊伟受邀致词时，宣布拨款2000令 

吉给双溪比力华校校友会，充作中秋晚 

会经费。此外，筹委会主席黄胜祺致谢 

时也披露，在大家的慷慨解囊捐助与拨 

款，当晚所筹获的款项高达1万令吉。

逾千人参与提灯及文娱晚会q左起为黄胜祺、叶慧丽、西华古玛、王俊伟、 
陈锦荣、陈雪霞、高丽丽、陈淑萍与赖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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