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guh Jaya nafi beroperasi tak ikut SOP 
KUALA LANGAT - Sebuah 
kilang memproses sisa plastik 
di Sungai Rambai, Jenjarom di 
sini menafikan mereka berop-
erasi tanpa mengikut prosedur 
operasi standard (SOP) yang 
ditetapkan sehingga mencemar-
kan alam sekitar. 

Jurucakap syarikat Teguh 
Jaya Polymer Sdn. Bhd., Dzal-
man Zainal berkata, kesemuanya 
bermula apabila kilang tersebut 
digunakan sebagai 'model' bagi 
laporan sebuah akhbar dengan 
lambakan guni berisi sisa plastik. 

Katanya, dakwaan tersebut 

ternyata tidak berasas beriku-
tan kesemua sisa plastik yang 
diperoleh syarikat tersebut ada-
lah sah kerana mendapat kelu-
lusan pihak berkuasa termasuk 
Jabatan Kastam menerusi kelu-
lusan Gudang Pengilangan Ber-
lesen (LMW). 

"Terdapat sebahagian gambar 
sisa plastik itu telah disunting 
dengan menjadikan kilang kami 
yang berlesen ini sebagai model 
dengan dakwaan menjalankan 
perniagaan tanpa kelulusan Per-
mit Import (AP). 

"Sisa plastik itu sebenarnya 

telah dihimpunkan di luar pagar 
kilang ini oleh pengusaha kilang 
haram memproses sisa plastik 
yang jaraknya hampir dua meter 
sahaja daripada kilang ini," dak-
wanya ketika ditemui Kosmo! di 
sini semalam. 

AP adalah lesen import dan 
eksport yang dikeluarkan ber-
dasarkan Akta Kastam 1967. 

Beliau memberitahu, Teguh 
Jaya yang telah beroperasi sejak 
enam tahun lalu juga mendapat 
kelulusan daripada Majlis Dae-
rah Kuala Langat dan Jabatan 
Alam Sekitar. 

DZALMAN menunjukkan sisa plastik yang telah dihancurkan sebelum 
diproses menjadi raisin dan dieksport semula ke luar negara di Sungai 
Rambai, Jenjarom se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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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kematian 
direkodkan 

daripada 
99,166 kes denggi

KUALA LUMPUR

Peningkatan 
ketara 

S ebanyak 143 kematian 
direkodkan daripada 
99,166 kes denggi yang 

dicatatkan di seluruh negara 
sejak awal Januari hingga Se-
lasa lepas.

Ketua Sektor Penyakit Ba-
waan Vektor Kementerian 
Kesihatan (KKM), Dr Rose 
Nani Mudin berkata, jumlah 
itu mencatatkan peningkatan 
ketara berbanding tahun lepas 
bagi tempoh yang sama de-
ngan 89 kematian daripada 
54,379 kes denggi.

Beliau berkata, Selangor 
mencatatkan bilangan terting-
gi iaitu 54,997 kes dengan 48 
kematian berbanding 30,782 
kes dengan 25 kematian bagi 
tempoh yang sama tahun lepas.

“Bilangan kes kedua ter-
tinggi ialah di Wilayah Perse-
kutuan Kuala Lumpur dan 
Putrajaya iaitu 12,366 kes di-
catatkan berbanding 5,292 kes 
tahun lepas dengan jumlah 
kematian tidak berubah iaitu 
tujuh kes juga bagi tempoh 
yang sama.

“Johor adalah negeri ketiga 
tertinggi dengan merekodkan 
8,480 kes tahun ini berbanding 

4,152 kes tahun lepas dan jum-
lah kematian pula meningkat
daripada 13 kematian kepada
22 kematian bagi tempoh 
sama,” katanya.

Beliau berkata, trend pe-
ningkatan kes denggi yang 
berlaku itu juga fenomena 
global yang dialami di bebera-
pa negara lain.

“Kalau nak dibandingkan
dengan negara lain, peningka-
tan kes yang berlaku di negara 
kita masih rendah yang mana
negara lain ada yang menga-
lami peningkatan sehingga
lapan kali ganda. 

Tetapi kita turut bimbang
dengan trend ini kerana apa-
bila berlaku peningkatan kes, 
sudah pasti bilangan kematian
pun akan meningkat dan kita 
tak mahu perkara itu berlaku,”
katanya.

“Bagi mengurangkan kes
denggi, Dr Rose Nani berkata,
langkah pencegahan perlu di-
lakukan di setiap kediaman
bagi memastikan tiada kawa-
san pembiakan aedes.

“Kita tak ada vaksin dan 
ubat yang boleh cegah denggi
tetapi sekurang-kurangnya 
kita dapat hindarkan kawasan 
pembiakan aedes. 

“Kalau boleh buanglah be-
kas yang menakung air,” kata-
nya yang turut menyarankan
orang ramai menggunakan
semburan aerosol dalam ru-
mah bagi membunuh nyamuk.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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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gai Buloh: “Kami ha-
nya mahu keadilan dan
berharap pihak berkuasa
mendengar masalah kami
yang terpaksa berpindah
dan mencari rumah lain.

“Dalam keadaan seka-
rang, kami terdesak me-
merlukan kos pemindahan
termasuk deposit rumah
s e w a ,” kata Elawati Amir,
32, penduduk Paya Jaras
Hilir yang terjejas akibat
perobohan rumah berham-
piran Sungai Kedondong.

Menurutnya, hingga ki-
ni, semua pihak membisu
dan tidak memberitahu
kedudukan sebenar me-
nyebabkan penduduk ter-
tekan dengan situasi itu.

“Saya ada menerima
maklumat mengatakan
kerajaan akan membayar
kos pemindahan sebanyak
RM7,000 bagi setiap pen-

duduk yang terbabit.
“S ekurang-kurangnya

wang ini dapat digunakan
untuk membayar deposit
rumah sewa dan kos pe-
mindahan kerana kami ti-
dak mampu menyediakan
duit sebanyak itu.

“Kebanyakan rumah se-
wa di sini mengenakan ba-
yaran sewa RM550 hingga
RM800 sebulan dan tidak
termasuk deposit elektrik
dan air R M 4 0 0,” katanya
yang ditemui di rumahnya
di sini, semalam.

‘Tolong dengar masalah kami’

RUMAH penduduk yang dirobohkan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akibat pelebaran Sungai Kedondong di Kampung Paya Jaras
Dalam, Sungai Buloh.

DR Mujahid (dua dari kiri) meneliti persiapan terakhir Karnival Rahmah 2019 di Putrajaya.

Fo r u m
Pe rd a n a
b u ka
t i ra i

Oleh Mohd Husni
Mohd Noor

m h u s n i @ h m e t ro.c om . m y

P utrajaya

Forum Perdana Ehwal
Islam bertajuk Wasiat
Agung dan Bagai Aur

dengan Tebing malam tadi
membuka tirai Karnival
Rahmah 2019 (KR19) yang
berlangsung hari ini hingga
Ahad di Dataran Putrajaya,
Presint 3 di sini.

Program yang disiarkan
secara langsung dan r a k a-
man di RTM menerusi sa-
luran TV1 itu menampil-
kan pendakwah terkemuka
tanah air seperti Imam
Muda Asyraf, Datuk Prof
Dr Muhaya Mohamad, Dr
Zaharuddin Abd Rahman
dan Datuk Dr Izhar Arif
Mohd Kashim serta
dihoskan Us t a z
Zakaria Oth-
man.

For um
b er m u l a
jam 8 ma-
lam itu di-

anjurkan sempena KR19
yang mendapat kerjasama
Jabatan Perdana Menteri
(Hal Ehwal Islam); Jabatan
Kemajuan Islam Malaysia
(Jakim), RTM, Jabatan Aga-
ma Islam Wilayah (Jawi)
dan Majlis Agama Islam
Wilayah Persekutuan
(MAIWP) dengan tajaan
Bank Muamalat Malaysia
Bh d .

Jurucakap Jawi ketika di-
hubungi berkata, persiapan
KR19 berjalan lancar de-
ngan fokus utama adalah
bagi penganjuran Forum
Perdana Ehwal Islam.

“Persiapan berjalan de-
ngan lancar. Kami men-
jangkakan lebih 3,000 akan
hadir bagi forum perdana,”
katanya ketika dihubungi,
s em a l a m .

Katanya, antara tetamu
kehormat yang akan

hadir bagi prog-
ram forum

p erd a n a
adalah
Men t er i
di Jaba-
tan Per-

dana Menteri, Datuk Seri Dr
Mujahid Yusof dan Menteri
Wilayah Persekutuan
Khalid Abd Samad.

Selain forum perdana,
beberapa program dan ak-
tiviti disusun bermula
esok hingga Ahad terma-
suk majlis pelancaran
Projek Wakaf Aplikasi Qu-
ran Isyarat yang akan di-
sempurnakan Mujahid di
tapak karnival.

Antara program lain ber-
langsung hari ini adalah
majlis perasmian pembu-
kaan KR19 yang dijangka di-
sempurnakan Timbalan
Perdana Menteri, Datuk Se-
ri Dr Wan Azizah Wan Is-
mail pada sebelah petang
dan seterusnya program
Maidatul Al-Quran yang
akan disempurnakan oleh
Mu j a h i d .

Tam p i l kan
p e n d a kwa h
te r ke m u ka
tanah air

KARNIVAL RAHM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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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surveillance in SS15 
under smart city initiative 
MPS J to instal over 100 high-tech CCTV cameras in pilot project 

(From left) Noraini and Ng speaking to SS16 resident Mary Ong on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in the municipality. 
With them are SS15/2 and SS15/3 Residents Association chairman Michael Sundram (third from left) and 
Zulkurnain. 

By AIDA AHMAD 
aidaahmad@thestar.com.my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SJ) plans to instal more than 
100 high-tech CCTV cameras in the 
SS15 commercial area to monitor 
parking and traffic flow. 

Its president Noraini Roslan said 
under the proposed pilot project, 
the CCTVs would be equipped with 
enhanced technology and algo-
rithms that could gauge the behav-
iour of motorists and alert MPSJ or 
the police if action was needed. 

"IT people park at a certain place 
illegally, the CCTV will alert MPSJ's 
control room so our enforcement 
officers can take action. 

"This will be done soon, depend-
ing on the budget, and we will be 
partnering with TMOne," she told 
reporters after chairing a town hall 
at the Subang Jaya community hall 
on the refurbishment of the SS15 
commercial area. 

Noraini said the CCTVs would be 
placed at a lower level in public 
spaces to enable face recognition 
and vehicle registration identifica-
tion. 

"We hope to reduce traffic con-
gestion and enhance safety in the 
area through this," she said, adding 
that they planned to roll out the 
programme by the year end. 

"We will see if it is suitable first. 
'To make it effective, more than 

100 CCTVs will be needed. 
"We are not doing this because 

SS15 is a dangerous area. 
"It is about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a safer environment." 
Noraini cited Surabaya, 

Indonesia, as an example. 

"There are 2,000 CCTVs in 
Surabaya. Xiamen and Shanghai in 
China have tens of thousands 
CCTVS installed." 

During the discussion, Noraini 
said MPSJ would carry out its 
placemaking project and refurbish 
SS15 in line with efforts to make 
Subang Jaya a safe, green, smart, 
prosperous, healthy and wom-
en-filendly municipality. 

Also present were Subang Jaya 
assemblyman Michelle Ng, MPSJ 
deputy president Mohd Zulkurnain 
Che Ali and Subang Jaya police sta-
tion head ASP Salmin Jaafar. 

Noraini welcomed proposals 
from industry players and IT solu-
tions providers to partner with 
MPSJ. 

"Give us your proposals so we 
can extend this project to other 
areas that need it," she said. 

On the refurbishment of SS15, 
Noraini said it involved improving 
pedestrian walkways, landscaping, 
parking lot management and traf-
fic circulation and would cost 
about RMlm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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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 finalising site for kabaddi court in Sepang 
SEPANG Municipal Council 
(MPSepang) has identified two 
options for a permanent kabaddi 
court. 

Its president Mohd Fauzi Mohd 
Yatim said the areas were at Jalan 
ST IB/8 and Jalan 1C/11. 

"The environment and soil con- . 
ditions in these areas are suitable 
for the sport. 

"We received a request for a 
kabaddi training ground from 
councillor Sivakumar Periasamy as 
the Sepang Kabaddi Association's 
(PKDS) usual training ground at 
Jalan ST 1/2 was converted into a 
skatepark last year. 

"We are discussing the allocation 
needed to build the court and will 
consult the association before 
deciding on the most suitable site," 
he said during the full board meet-
ing. 

PKDS assistant secretary L. 
Kumari said they had been forced 
to move their training to a football 
field nearby. 

"We can only train when it is 
available. We could not draw lines 
for the kabaddi court on the field 
because it is also used for football. 

"We are grateful that we will 
soon have a designated area but 
hope that it will be close to our pre-
vious training ground. 

"Many of our trainees are from 
SMK Seri Sepang, so it will be bet-
ter if the training ground is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from the school. 
The Jalan ST IB area would be 
good. 

"We also hope that the court will 
be fitted with a mat and roof so 
that we can train regardless of the 
weather," she said. 

Sepang 
Kabaddi 
Association 
players 
currently 
train at a 
football field 
in Jalan S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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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to be sworn in Oct 1 

Shamsul Shahril has formerly 
served as the district officer of 
Hula Langat and Kuala Selangor. 

New MPS 
By CHRISTINA LOW 
christinalow@thestar.com.my 

AFTER nearly six months without 
a head, the Selayang Municipal 
Council (MPS) will be welcoming 
Shamsul Shahril Badliza Mohd 
Noor as its new president. 

MPS deputy president Datuk Dr 
Juhari.Ahmad, who announced 
this during the council's full board 
meeting, said Shamsul received his 
appointment letter from the state 
secretary earlier this month. 

"He will be sworn in on Oct 1, 
which will also be his first day at 
work," said Juhari. 

Shamsul was promoted from his 
previous position after a short 

stint as the Hulu Langat district 
officer. 

Prior to that he was the Kuala 
Selangor district officer from 2015 
to April this year. 

In March, MPS bade farewell to 
Suliman Abd Rahman after his 
second term as council president 
came to an end. 

During the meeting, Juhari 
informed councillors that MPS had 
collected RM87.67mil out of 
RM103mil in assessment and 
another RM4.57mil in assessment 
arrears out of RM7mil. 

"The council has also begun tak-
ing action such as seizing the mov-
able property of owners who 
refused to pay their assessment 

over a certain period," he said. 
Juhari urged those who have yet 

to settle their arrears to pay up 
soon. 

Meanwhile, he also advised 
business licence owners to renew 
their licences for 2020 before Dec 
31 to avoid a 10% late payment 
charge. 

At the meeting, several council-
lors also urged Juhari to manage 
public complaints more efficiently. 

Zone 23 councillor Ng Wei 
Keong cited car workshops which 
were not following th£ rules set by 
MPS. 

"These workshops stack used 
tyres outside their premises and 
dispose used oil from vehicles into 

the drain but when MPS receives a 
complaint from the public, it gets 
pushed from one department to 
another," he said in urging the 
departments to work together to 
resolve the issues once and for all. 

Orang Besar Daerah Tan Sri 
Wan Mahmood Pa'wan Teh agreed 
with Ng, adding that the same 
applied to dirty eateries where the 
licensing department only focused 
on checking the business licence. 

"The department will not check 
on the eatery's cleanliness or 
whether the restaurant has 
installed a grease trap," he said. 

Juhari said he would look into 
the issues and study the sugges-
tions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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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dents want right to clean air restored 
By WANI MUTHIAH 
wani@thestar.com.my 

KLANG: Residents in Jenjarom want author-
ities to weed out factories and backyard recy-
cling operations that are emitting toxic smoke 
from illegal burning in the district. 

Kuala Langat Environmental Action Asso-
ciation secretary Pua Lay Peng said the peo-
ple in the area suffered a triple whammy 
during the haze recently. 

"We were overcome with toxic smoke and 
smog from the haze, from these unscrupulous 
factories and illegal recycling places as well as 
from the open burning on peat soil in nearby 
Johan Setia," said Pua. 

She added that many people, including her 

family members who lived in Jenjarom New 
Village, suffered from severe respiratory 
problems. ' 

"We were inhaling toxins from three differ-
ent sources and this has taken a toll on the 
health of many, especially old folks and chil-
dren," she said. 

According to Pua, her association had 
invested in a drone and currently had visuals 
of open and indiscriminate burning in sever-
al areas in the vicinity. 

Pua urged the Selangor state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Kuala Langat District Council 
(MDKS) to initiate the necessary measures to 
relieve locals of having to continuously inhale 
toxins. 

"The authorities must also shut down 

licensed factories in light industrial areas that 
emit toxic smoke through smelting and other 
activities," said Pua. 

Pertubuhan Pelindungan Khazanah Alam 
Malaysia (Peka) Selangor chairman Damien 
Thanam Divean said it was truly unfortunate 
that Jenjarom residents had to constantly 
battle pollution from transboundary haze, 
open burning in Johan Setia as well as haz-
ardous factory emissions. 

"Peka Selangor hopes the Kuala Langat MP 
Dr Xavier Jayakumar, who is also the Water, 
Land and Natural Resources Minister, sets up 
a committee comprising local residents, his 
service centre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
sations to monitor and identify businesses 
that create pollution here," said Tha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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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理會主張重新定位

馬運會應重視奧運項@

(吉隆坡26日讯）大马奧 
林匹克理事会会长诺扎表 

示，将重新审核马运会比赛 

项目，未来将更为重视奥运 
会项目，而非肆意増设冷门 

项目。

大马运动会创立之初，目 

的在于专注于田径、游泳、 

体操、羽球和钩球等奥运会 

项目。但如今却包含许多冷 

门项目，比如泰拳、自卫术 
Si lambam等，目的在于让主

办州属増加奖牌。
经过19届比赛后，诺扎表 

示，将重新审核马运会的办 

赛宗旨。他说，“马运会创 
办至今已经超过30年，我们 

必须重新检讨赛会的蓝图， 

我们要在奧运会项目中有稳 

定的选手。我们不能随意増 

加选择性项目，为的就是増 

加赢得更多的奖牌，这样即 

使称霸马运会又有甚么意思 
呢？”

诺扎指出，他们也不应因 

为主办马运会来提升名气， 

而増建更多的硬体设施。

“没有必须在各州属再増 

建全新的体育设施，焦点应 

该放在栽培更多的奧运会项 

目选手。在政府的支持下， 

我们已经有足够的体育设 

施，现在更应该好好地进行 

保养。”

此外，诺扎还透露，马奥 
理会或将申办2030年亚洲运 

动会，而雪兰莪州政府也表 
达了有意申办2026年共和联 

邦运动会的意愿。“我们具 

备主办大型运动会的能力， 

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拥有有能 

力的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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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双（左4)和杨美盈（左3) —起推介托儿所电费折扣计划。

楊巧雙：11月起至明年12月

托兒所電費
(布城26日讯）妇女、 

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 
杨巧双指出，所有向大马 
半岛社会福利局注册的托 
儿所，将於11月开始享有 
20%国能电费折扣，优惠期 
至明年12月31曰。

她今日在部门召开记者 
会宣布，估计国内约有4万 
所专门照顾〇至4岁儿童的 
托儿所，但目前只有4744 
所或11.9%向当局注册。

她希望通过这项计划， 
鼓励更多托儿所注册，使 
政府能够加强监督托儿 
所，保护〇至4岁儿童的安 

全。同时协助托儿所减少 
电费成本开支。

她指出，享有电费折扣

的托儿所须符合两项条 
件，一是向该局注册，二 
是它们必须是阅业电费。 
致于住家式的托儿所，因 
已享有较低的民宅电费 
率，有不能享有这项电费 
折扣优惠。

一年省下千萬電費

在场的能源、科学、科 
技，气候变化及环境部长 
杨美盈补充说，若所有4万 

所托儿所都向当局注册， 
那麽它们一年将省下1000 
万令吉电费。

杨巧双指出，该部将与 
砂沙两州的电供公司，即 
砂拉越能源公司（SEB)和 
沙巴电力公司（SESB)讨

论，以便东马的托儿所也 
能享受同样的电费折扣。

她说，妇女部预计明年 
西马半岛将有374所托儿所 

向该局注册。
询及为何超过85%托儿所 

没有向当局注册时，她指 
出，许多托儿所不能符合 
条件，或无法获得地方政 
府的执照。

她说，条例规定，照顾〇 
至4岁的儿童，每名保母只 
能同时照料3名儿童，许多 

托儿所未能达到此标准。 
此外，设立在花园住宅 
区的托儿所，面对邻居反 
对，因邻居都不喜欢儿童 
的吵杂声，因此难以获得 
地方政府发出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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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松（右2)及谢江鸿（左）移交款项绐各受惠■谢进松 
单位<

(适耕庄％日讯）适耕 
庄海口广泽尊王庙配合庆 
祝广泽尊王千秋宝诞暨成 

立11周年，举办4场群星 

演唱会及千人晚宴，场面 

热闹精彩。
平安晚宴筵开123席， 

来自各地的善信、社会贤 

达、商翁、社团、庙宇代 

表和父老乡亲踊跃出席。

筹委会主席谢江鸿说， 

今年是该庙迎来新景象的 
1年，4晚演唱会除了人潮 

鼎沸外，平安晚宴更首次 

突破千人，这是该庙1〇年

適耕莊海□廣澤尊王廟

辦群星演唱會千人宴
来经历艰辛波涛及经过磨 

砺和众人精诚团结，才有 

今曰的成绩。
广泽尊王庙分别捐献5 

份各500令吉给该区5所幼 

儿园，即海口潮州会馆幼 

儿园、A村垦殖华小幼儿 

园、市区育群华小幼儿 
园、B村喜鹊幼儿园和C村 

美华幼儿园。

该庙也捐献1000令吉义 

款给适耕庄德教会紫沛阁 

施医赠药基金会，及连续 
第10年赞助20份各100令 

吉德奖励金给育群小学， 

10份给垦殖华小的优秀 

生。
°当晚现场15份福品竞标 

活动获得与会者热烈响 
应，共获10万7952令吉的

标金，该庙理事会主席谢 

进松透露是该庙11年来的 

最商纪录。

大港国会议员慕斯里敏 
宣布拨款2000令吉，适耕 

庄州议员兼雪州议长黄瑞 

林因事未克出席，谢耀亮 
村长代表宣布拨款2000令 

吉予该庙。

出席者包括沙白新村发 

展官谢享村、海口村长谢 
耀亮、B村村长叶国民、 

理事会主席谢进松、名誉 

主席黄郁群、仙法师公古 
庙理事会主席谢湖平等。

〇

■慕斯里敏 
(右4)与众嘉 

宾进行切蛋糕 

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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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26日讯） 
大马和巴基斯坦将成立联 
合委员会，以发掘两国的 
贸易和投资机会。

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今日在推文中 
指出，上述决定是首相敦 
马哈迪出席联合国大会期 
间，与巴基斯坦总理伊姆 
兰汗会面时共同作出。

“两位领导同意成立联

發掘兩國貿易投資機會

馬巴將組聯合委會
合委员会，来发掘大马和 
巴基斯坦的贸易和投资机 
会；在首相的领导下，经 
济事务部将率先采取行 
动。”

另外，伊姆兰汗也在个

人推特上说，经过今曰和 
马哈迪及土耳其总统埃尔 
多安会晤后，3国将共同 

启动一个英语频道，以致 
力应对所有“伊斯兰恐惧 
症”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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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政策反猶立場課題尖銳
(美囯.纽约26日讯）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周三出席哥伦比亚大学世界领袖论坛遇上 

两名“女汉子”，一人是来自大马的留学生，追问政府扶助土著政策课题，另一名来 

“踩场”的女学生则自称是“亲以色列团体”，要马哈迪厘清自己过去的反犹太人言 

论。

马哈迪在这场主题为“通过 
多边主义的法治”讲的论坛 
上，在问答环节时接受多名学 
生的提问，包括罗兴亚难民危 
机、马来西亚民主改革等，但 
其中两名女学生的“尖锐提 
问”特别引人注目。这个论坛 
的主持人是越南裔的哥伦比亚 
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阮连项（译 
名）。

在1司答环节时，一名自称来 
自马来西亚的女学生，询问马 
哈迪关于土著政策问题，例如 
指政府通过扶助土著政策将合 
约颁发给土著，但是土著却转

卖他人等问题。
这名女学生也说：“我是很 

崇拜您的，而您也真的很老 
了，我也很好奇……但我还是 
真的很想知道您作为国家的代 
表人物，您的治理下的政府和 
国家的未来会如何？”，此话 
一出引起哄堂。

質疑扶助土著政策失效

马哈迪笑著回答说：“马来 
西亚的未来就要靠你们了。”

他接著解释政府过去把奖学 
金派发给成绩最好的学生，但

之后决定给予表现在第2位、第 
3位的学生，事实也证明许多人 

都能表现。
但在提到马来人仍然落后他 

族的问题时，这名女学生紧接 
打岔，指这是否说明政府扶助 
土著政策失效。

马哈迪接著说：“请让我先 
回答…，指扶助土著政策失效 
是不正确的，之后也表明政府 
正试图解决那些会将合约及相 
关机会卖给其他人的习惯，但 
当这名女学生想要第三度发问 
时，主持人则以很多人排队发 
问为由，拒绝让她继续。

要求釐清反猶太論
口一女学生则自称是“亲以色列团体”，她指马哈 
t迪曾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质疑在大屠杀中丧 
生的犹太人的数目，且也曾说“很高兴被标记为反犹太 
人”，但如今来到以犹太学生为中心的大学演讲，那么 

■马哈迪（左）出席外交关系会议时，指会在下届大选前辞 

去首相一职。

人”，但如今来到以犹太学生为中心的大学演讲，那么 
就有必要厘清其过去的反犹太言论。

马哈迪在回应时以本身言论自由，捍卫本身反犹太人 
的言论〇

i相°从容回应提问，他说：“我在行使自身的自由发 
表言论权利，正当有不少人在谈及我和大马的事情时， 
为何我不能发表反对犹太人的言论？我并未作出抗议或 
示威。”

他坦g大屠杀时有许多犹太人被杀害，但没有人确定 
人数。

k战争期间，我很同情他们（遇难者），但那时你 
不在，但那时我在。”

那时，提问的女学生打岔说：“我的袓母就在大屠杀 
中”，惟马哈迪较后拒绝就此话题进一步发言。

问答环节共有5名学生发问，其中两位是女生，但女 

生的问题相对比较尖锐，其他问题包括罗兴亚难民、大 
马制度改革和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等。

这场论坛进行约一个小时，出席者包括外交部长拿督 
赛夫丁阿都拉和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丨阿茲敏（右起）及马哈迪，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交流。（图取自阿茲敏推特）

■

敦
馬
出
席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論
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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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安全每

(梳邦再也％曰讯）
将提升SS 15区商业区基建设施，具甲 

一项目标是依据财务预算，今年尾前在 
当地安装100部闭路电视摄像头，监督 
地区交通及社区安全，打造SS 15区为 

安全城市。
市议会主席诺莱妮指出，市议会在SS 

15区安设闭路电视镜头的总数，乃取决 

于市议会的预算拨款，这些闭路电视镜 
头散布在商业区，并安置在比较低角度 
的区域，以方便摄录人脸与车牌。

她说，SS15区目前只有3台投入运作 
的闭路电视镜头，另有2台尚在准备， 

市议会配合展开提升当地商业区基建设 
施，一并増加监视设备，在现阶段，梳 
邦再也市议会管辖区设有超过17〇个闭 
路由禪错I

“SS15区1曽设闭路电视镜头，并非意 

味著当地治安败坏，而是市议会善用科 
技监察地方治安与交通系统，比如印尼 
泗水市区就设有2000部闭路电视摄像
头。，’

诺莱妮今日在SS15多用途礼堂，与当 

地商家及民众出席梳邦再也市议会主办 
的“SS15商业区提升工程”对话会，在 

记者会这么指出。

文轉C2 ♦

梳邦再也市议会

ni^sEFitMOT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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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C1
A

鑑定罪案熱點
诺莱妮说，梳邦再也市 

议会将依据财务能力，分 
期逐步在管辖区其他地点 
安裝闭路电视摄像头。

她指出，市议会方面已 
与梳邦再也警方商讨，鉴 
定管辖区内的罪案热点， 
相比SS15区，蒲种及沙登 

更咼犯罪率地区，不能仅 
靠安装闭路电视，也需要

采取更多行动防范罪案。
梳邦再也市议会拨^ 

100万令吉提升SS 15区商 

业区基建设施，包括行人 
道、绿化公共巴刹、安设 

“SS 15”地名标志，把 

当地打造成适宜妇女及残 
障人士生活的安全城市。

市议会接纳商家及居 
民意见后，将于1个月展

开招标工程，市议会视 
此为先导计划（IM lot 
Project)，日后会在大 

班、蒲种及沙登等地推行 
提升计划。

出席者包括梳邦再也州 
议员黄美诗、梳邦再也市 
议会副主席袓古奈因、梳 
邦再也市议员谢有坚等 
等。

■ SS15區裝100電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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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年的总收人达到1亿令吉

2 人口必须超过50万

3 商业、工业、旅游业、房 

屋业的活动，带动地方上 

的经济

4 有经商、就业、投资的机会

5 活跃的社区，比如时常有社 

会活云力

6 基本设备已经提升、有高等 

学府、残障人士设备、运动 

设备

市會冊為麵鼷本條件

(莎阿南26日訊）大道环绕、大型商 

场、高等学府和主题乐园等发展，让梳邦 

再也市议会成为与国际接轨的城市，升格 

在望。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指出，市议会辖区范围的 
梳邦再也、史里肯邦安和蒲种是发展成熟的社 
区，现有的公共设施和蓬勃的发展，足以符合升 
格为市政厅的条件。

他接受《中国报》记者专访时说，在梳邦再也 
市议会范围有多条大道，包括白蒲大道（LDP)、 
莎阿南大道（KESAS)、南巴生谷大道（SKVE)、 
隆布大道（MEX)、新街场大道（BESRAYA)等， 

衔接多个地区，交通四通八达。
“梳邦再也市议会辖区有著名的大型商场和 

主题乐园，也是高等学府和国际学校密集的地 
区〇 ”

他说，其实梳邦再也市议会早就符合升格资 
格，不过因缺乏推动力，故4直没有提呈升格申 
请。

改變生活方式與習慣

“如今，雪州行政会议已批准瓜冷县议会和梳 
邦再也市议会的升格申请，只待房屋与地方政府 
部批准，就水到渠成。”

同时，黄思汉促请梳邦再也市议会居民从另一 
个角度看待升格，改变一些生活方式和习惯。

他指出，比如妥善处理垃圾，不单靠政府去处 
理，这个观念要一起提升和改变。

“住在市政厅辖区，个人或商家处理垃圾要一 
起改变，打造更理想社区。”

他强调，社区活动是其中一个亲民的方式，听 
到居民心声外，也藉此教育人民的思维和心态。

他说，居民可以监督政府官员和承包商的服务 

和再也it

方政府升格会否调涨 
门牌税？非也，升格 

和门牌税没有直接关系。
黄思汉指出，多个地方政 

府已多年没有调涨门牌税， 
其中以加影市议会为例，最 
后一次调整是1985年。

他强调，地方政府升格 
后，就必须提供更好的服 
务，才符合升格后的身分。

他说，这个也是他们的激 
励，市议会的员工要更努力 
做好工作

他提及，雪州政府对申请 
升格的地方政府设下的额外 
的条件，即获批升格后，不 
能増加员工，也不能就升格 
调薪。

“地方政府升格，也是对 
官员们的表现给予肯定，也 
属于一种鼓励，不一定通过 
加薪激励他们提供更好的服 
务。”

■黄思汉：梳邦 

再也市议会发展 
成熟，是个与国 

际接轨的城市。

态度，对社区的事宜提出意见和投诉，为社区发 
展提供更多建议。

(取自MEX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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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 ^ r>j

■在后巷搭建的洗碗槽也被执法人员拆 
除，店铺业者也接到罚单。

(士拉央26日讯）士拉央市议会于25日早晨在士拉央再 

也，取缔非法营业商贩，总共撤消10间店铺营业执照。
这项取缔行动中，出动执法组和执照组等官员，在调查 

35间店铺中，其中10间店舖业者遭撤销营业执照，其他则 

因阻碍通道和无广告执照而遭开出罚单。
此外，这项取缔行动并无酿起任何冲突，无导致任何不 

愉快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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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透露，市议会执法组

块冷岳2工程土地，只是被倒建材废料，没 

有引起臭味的住家垃圾。
今年3月，公正党加影州议员许来贤与市 

议会官员一起巡视这个非法垃圾场，当时 
有关垃圾场已被建筑废料填至10公尺高， 
土地还散发出烟雾。

加影市议会当时指示冷岳2工程承包商清 
理土地，同时查封这块土地。

入、正党加影市议员林金 
/a瑛说，市议会正与土 

地局商讨展开联合取缔行 
动，希望可充公被滥用为 
非法垃圾场的私人地。

她说，充公土地是土地 
局权限，市议会公共卫生 
与固体废料管理组已把事 
件反映给土地局，预计近 
期可安排联合行动。

在9月17日到现场准备充公 

非法倒垃圾的罗厘，不过 
当时现场不见有罗厘。

据她了解，这块新的私 
人地主要被倒建材废料， 
但偶尔还是有住家垃圾。

她认为，若非法垃圾场 
业者聘请的“狗仔队”对 
居民有骚扰举动，居民应 
该报警，由警方处理。

■The Vantage旁边偌大的空地，让非法 

垃圾场业者有机可乘。

(加影26日訊）你封地，我转移 

阵地！
加影市议会今年3月对皇冠城T h e 

Vantage住宅区旁边一块被滥用为非法垃 
圾场的空地采取执法行动，岂料不到3星 

期，非法垃圾场业者便转移阵地，到这块 
空地对面的另一块私人地倒垃圾。

加影市议会目前仍在调查这块私人地地 
主身份。

非法°垃圾飘臭问题持续困扰当地居民， 
当地居民指出，“新的非法垃圾场”也十 
分靠近住宅区，有时也会嗅到臭味。

聘“狗仔隊”看守

居民说，由于住宅区附近有这些非法垃 
圾场业者聘用“狗仔队”看守，很多居民 
都不敢张声，深怕遭到报复。

不愿署名的居民说，这些“狗仔队”有 
时会在住宅区保安亭坐著乘凉，令居民感 
到不安。

根据居民向《中国报》提供的视频显 
示，有载著建材废料的罗厘到住宅区旁 
边的空地倒垃圾，有关地点是今年3月被 
查封的空地，这块空地是冷岳2工程的工 

地，这意味著，除了新的私人地遭人滥用 
之外，早前被封了的冷岳2工程的工地， 

又开始被人倒垃圾。
据记者现场观察，再次遭人倒垃圾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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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诗棋（右3)巡视大沟提升工程，左起是黄炳渝、丘钦瀚、神建华及欧慧君。

(无拉港26日讯）房屋 
及地方政府部拨款9万令 

吉，提升无拉港新村1/10 

路大沟，有关工程将在近 

曰完工，料可解决新村水 

患问题。

行动党无拉港州议员王 

诗棋说，房政部每年拨款 

给新村提升基本设施，每 

个新村每年最多可获10万 

令吉拨款；明年可能会增 

加至两项基设工程，每项 

可获10万令吉拨款。

她说，今年无拉港新 
村获得9万令吉拨款提升 

1/10路的大沟，因为这条 

路靠河边，而且很多沟渠 

已年久失修，大雨时比较

無拉港新村1/10路大溝

獲房政部撥9萬提升
容易受水灾影响。

她说，有关获提升的大 
沟长约100公尺，多几天 

便可完工。

她今午在乌冷县新村发 

展官黄炳渝、加影市议员 

神建华与丘钦瀚、无拉港 

新村村长欧慧君陪同下， 

巡视有关工程。

黄炳渝说，房政部也批 

准了锡米山新村与关东荅 

鲁村的两项基设工程，两

个村分别获批9万1000令 

吉及9万8000令吉6

丘钦瀚说，除了房政部 
的9万令吉拨款，万宜国 

会议员王建民也拨款4万 

令吉给无拉港新村，其中 
2万令吉用来维修1/10路 
的排水沟，另外2万令吉 

用来美化新村巴刹。

他说，两项工程已委任 

承包商，下个月动工，预 

计今年内完工。

■万宜国会议员的拨款将用来提升1/10路的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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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受惠者的资料，检查他们的水电费单 
数额；若电费介於100至200令吉，属於可 
接受的情况，若介於500至600令吉，则不 

符合资格。

下月呈内閻

阁，寻求通过。
林冠英宣布2019年财政预算案时说，将 

给予拥有引擎容最1500CC以下的轿车，和 
125cc以下的摩哆持有者，每公升30仙的 
RON95汽油补贴，唯每月仅限最多100公升 

和每人仅限一辆车。
除了让拥有1500CC或以下，及每月收入 

4000令吉以下的车主享有汽油补贴，张健 

仁说，政府还在研究沙巴和砂拉越内陆地 
区的汽油补贴机制，以及考虑让船主享有 
这项补贴，因为东马有很多低收入农民驾 
驶高马力的四轮驱动车，不少当地人也使 
用船只。

(吉隆坡26日訊） 

国内贸易与消费人事 

务部副部长张健仁预 

料，汽油补贴机制的 

研究^艮告，将在10月 

提呈给内阁寻求通 

过。

他指出，政府会以水电费作为参考，如 
每月电费介於100至200令吉的人士，才有 

资格获得汽油补贴，以确保真正符合资格 
的人士能享有补贴。

对此，他说，政府会向国能和水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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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註冊

托兒所電費扣20%

■杨巧双（右）和 

杨美盈希望电费折 

扣优惠有助于吸引 

更多托儿所业者向
福利局注册c

S_灘賴IJ—
mfUSAM

MAMMSUHMKih., MMlTmA

(布城26日讯）

为鼓励托儿所向福 

利局注册，西马半 

岛的托儿所将于11 
月起至明年12月 

31日享有20%的 

电费折扣。

妇女及家庭发展 

部副部长杨巧双今 

曰在部门召开记者 

会作出宣布时说，

只有向福利局登记 

及商用电费的托儿 

所才享有这项优 

惠，不包括位于住 

宅区，缴纳住家电费的托儿所。

她说，由于全国约4万间托儿所 

中，向福利局登记的只有4744间或 

11.9%，而半岛的注册托儿所则有 

3398 间。

她指出，若全国的4万间托儿所都向 

福利局注册，国家能源一年内需要提供 

的电费折扣将多达1000万令吉。

杨巧双说，她希望电费折扣的措施有 

助于减轻业者负担。

她说，这项措施预料会增加多10% 
或374间注册托儿所，让福利局能够强 

化对托儿所的监督，保护0至4岁儿童 

的安全。

"托儿所业者目前普遍面对_人照顾

3名儿童的规定、水电费、租金以及最 

低薪资的压力，若能减少电费，将有助 

于托儿所的生存。”

她透露，政府也正与砂拉越能源公司 

及沙巴电力公司商讨，以便为东马的托 

儿所提供同样的优惠。

另一方面，出席记者会的能源科艺环 

境部长杨美盈说，为了能够于短期内吸 

引更多托儿所注册，因此提供_年的电 

费折扣优惠。

她指出，电费的折扣是马来西亚半岛 
奖掖式管理机制的（IBR )节省而来， 

期满后会否继续提供补贴，届时会再探 
讨。（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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厶匕源、工艺、科学、气 

冃匕候变化及环境部长杨 

美盈说，政府将与砂州政府讨

论管制及对付露天焚烧的活 

动0

她说，砂州的露天焚烧是

隶属砂州政府的权限，中央政 

府会在遏止露天焚烧活动，给 

予砂州政府全力合作。

杨美盈续说，政府至今已 

完成了 5次的布云造雨，季候 

风的转变也让烟霾的情况好 

转，今天的空气污染指数也大 

有改善。#

中央将与砂政府讨论

对付露天焚烧活&

(布城26日讯）凡设在半岛并向社会福利 

局注册的托儿所，从今年11月1日开始至 

2020年12月31日，可获得20%的电费折 

扣。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今天（26日）与 

能源、工艺、科学、气候变化及环境部长杨美盈在一项联 

合记者会如是宣布。

杨巧双说，截至今年8月，国内已注册的托儿所共 

4744 间。

“该数据（4744)仅占部门估计4万所中的11.9%， 

我们希望透过这项计划提高托儿所业者的醒觉，向我们注 

册°，，

她预计这项优惠或会增加约10%的业者，向社会福利 

局登记。

“部门与数名业者了解时被告知，营运成本过高，包 

括水电费、租金、食物、最低薪金制开销等，是其中一项 

业者对办儿童学前教育兴致缺缺的原因。”

她说，托儿所的耗电量虽低，却因为被列为商业用户 

而征收高电费，政府希望这项措施可以协助托儿所业者， 

提高托儿所向社会福利局的登记。

询及这些优惠是否包括设在住家的托儿所时，杨巧双 

说，欲享有这项优惠的托儿所业者或持有人，必须是被国 

能列为商业用户。

她指出，政府正在研究与沙巴及砂拉越的电力公司， 

为东马的托儿所提供同样优惠。#

杨巧双：半岛1 1月起至明年杪

托儿所获扣SO%电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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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市政厅常月会议

市厅将召集三造会商

确保妥善照顾所属地段

(八打灵再也26日讯）八打灵

再也市长拿督沙尤迪认同召集 

排污服务局（JPP)、国家基 

建公司和国家能源公司会商， 

以确保三造所属的地段获得妥 

善照顾和清理，避免动物繁殖 

和蚊虫滋生，并建议成立委员 

会以监督三造的行动。

设委会监督三造行动

他说，据他所知，排污服 

务局确实已委任承包商着手展 

开清理地段工作，惟相信是根 

据投诉率采取行动，以致部分 

地区0前还在等待清理。

沙尤迪昨FI在灵市政厅常 

月会议，针对灵市议员法汉哈 

昔申诉灵市多区的排污服务 

局、国家基建公司和国能地段 

因缺乏管理而杂草丛生，甚至 

滋生蚊虫和引来动物，对居民 

构成闲扰和威胁，且也可能导

致骨痛热症肆虐如此回应。

法汉哈昔表示，自他任职 

市议员起，就接获很多居民投 

诉上述问题，其中他的领养区 

内，就有多宗杂草丛生地段引 

来许多蛇和四脚蛇繁殖，甚至 

窜入民宅的事件。

他说，许多排污服务局的

地段甚至已变成“小森林”， 

破坏居民的居住环境和人身安 

全，更导致骨痛热症肆虐。

“我们就在百乐花园 

(Taman Pai’amounl)轻快铁站 

附近的一处保留地上，发现多 

个黑斑蚊滋生处；同时，我领 

养的区域中，就以位于21/35 

路后巷、SS1国家基建公R]地 

段、20/15路的污水处理站、 

21/20 路、22/49 路、21/18 

路，以及21/15路的国能地段 

接获最多投诉。”

避免荒废

居民建议空地辟停车场
法汉哈昔说，尽管市政厅 

不断接获相关投诉，惟W受权 

限约束无法马上处理，仅能担 

任“邮差”向相关单位反映， 

但最终不知道由谁或几时去处 

理问题。

他希望身为政府一员的市 

政厅能与上述3个单位接洽， 

监督相关地主解决有义问题；

居民也建议当局将空地改辟为 

停车场，避免荒废土地。

“我也建议市政厅召集二 

造开会，要他们汇报清理进 

展、已遴选的承包商等，并有 

系统地进行监督、划分职务， 

甚至要三造或涉及的政府机构 

安排一个联络人，方便居民或 

市议员跟进清理进展。”

灵市政厅召开常月会议，商讨各项民生问题和决策。

执法组联合移民局

取缔外籍人士经商
较早时，沙尤迪说，市政 

厅执法组在日前联合雪州移民 

局展开联合取缔行动，以对付 

外籍人士经营的商业活动。

他表示，有又突击行动主 

要针对洗车中心、私人停车 

场、夜市与市政厅的美食中 

心；在这项行动中，共进行45

项检查，并逮捕16人进行调 

查。

“类似联合取缔行动将持 

续进行，以确保任何商业活动 

没有违反执照条例。”

他也提醒民众在烟霾肆虐 

我国期间切勿露天焚烧，进行 

户外活动也应佩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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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马：大马多项体制改革

打贪成功维护法治
(纽约26日讯）首相敦马哈迪

医生说，大马已米取多项体制 

改革，比大马处于更好的地

位

“马来两亚实际上是很富 

裕。我们很K：一段时间都没有 

财务问题。”

“但是现在我们有这个问

题，W为前朝政府借了1兆令 

吉，要偿还1兆令吉的贷款并 

不容易。

“如果你从所收取的税款

中支付贷款，那么你将剥夺其 

他领域的资金。

“发展支出会有问题。为 

了偿还我们的债务，我们必须 

从发展资金中拿饯，这将持续 

近30年，除非我们可以找到 

一些减少债务的方法。

“这就是我们正在尝试做 

的。他说：“我们正在努力追 

踪被偷的钱去了哪里。”

“我们首先尝试做的第

，就是加强 

(指大马反

件事，并已经做的 

专注于肃贪的机构 

贪污委员会）。

“我们赋予该机构独立 

性，他们可以获取所需的所有 

信息，以便他们可以对付贪腐 

的人。

“目前，我们已不再发 

现，类似前朝政府执政期间， 

所出现的猖獗贪腐行为。”

致力改善资金管理

马哈迪昨日在哥伦比亚大 

学世界领导人论坛上演讲，在 

回答现场一名听众的提问时， 

这么表不。

马哈迪说，下一个改革目 

标是维护法治。

“我们相信法治。过去， 

法律是糟糕的，被政府滥 

用。”

首相说，政府还致力于改 

善资金管理。 马哈迪与官员交流，后左起为赛夫丁与阿兹敏

单边威胁多边主义

我国主张谈判仲裁解决

议决案不受理会

强国小国都不尊重联国
马哈迪指出，单边主义是 

多边主义的最大威胁，而我国 

主张谈判仲裁解决。

他说，单边主义会在强国 

选择以自己的方式行事的情况 

下发生，一旦发生这种情况， 

这些强国不会考虑其他国家的 

感受或想法。

“但凭着他们的力量，他 

们会自行决定和行事——为了

么做。相反的，我们已经与我 

们的邻国谈判。”

制裁一国他国遭殃

各种族之间的权力 

也建构大马的多边

自身利益而没有适当考虑受影 

响的其他人。”

刻在美国出席第74届联 

合国大会的马哈迪，昨日在哥 

伦比亚大学的世界领导人论坛 

致词时，这么指出。

谈到多边主义如何协助大 

马，马哈迪说，我国坚信通过 

谈判、仲裁或法庭寻求解决方 

案。

“如果我们拥护单边主 

义，我们将通过对抗甚至战争 

解决问题，但我们从来没有这

他说 

共享治国 

主义。

“所以，多边主义现在是 

不可避免的事，认识到这一 

点，[：(：久以来作为一个贸易国 

的大马，决定将更大的世界看 

成是更大的市场。现在，我们 

将整个世界作为一个市场。

“当实施制裁，意味着不 

只被选中接受制裁的国家，W 

为无法进行贸易而面对损失， 

其他国家也一同遭难，原因是 

它们无法跟它做生意。”

“所以我们全力支持多边 

主义，当然，应该要有某些规 

则，也就是我们做的一切须受 

到管制，但这些规则不应限制 

贸易，而应促进更多贸易。”

马哈迪说，不管是强国还 

是小国，都没有把联合国放在 

眼里。

“问题是，我们都没有尊 

重联合国，大国与强国都把联 

合国的议决置之不理。”

他说，当强国对议决案置 

之不理，小国便会跟随他们的 

脚步，如今，小国如缅甸等也

不尊重这个国际组织。

“因为我们无法做些什 

么，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是，联 

合国的议决案似乎无法影响任 

何国家的政策和想法。”

出席者包括经济事务部te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与外交部 

长拿督赛夫丁。

中国虽说拥南海

海路仍能通行就没问题
提到中国，马哈迪说，大马希望与这个强国保持友好关

系

法

“他们（中国）说南中国海是他们的，这是他们的说 

只要他们还允许船舰通行（海路），那就没问题。

“我们也说澳洲是属于我们的，但澳洲置之不理，因为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他强调，事实是，南中国海及马六甲海峡对东两与中国 

的贸易活动而言很重要，若封锁这个水路则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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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菜妮促科技设备专才公司

提供装电眼预算建议书
诺莱妮促请科技设备t?才公S]，可向梳邦再也市议会 

提供建议书，以便当局可作为安装闭路电视的预算及采用 

参考。

她坦言，经合作伙伴建议，SS15商业区需要安装100 

多个闭路电视，目前正在进行测试：基于相关开销太高， 

当局0前将视财政的能力斟酌的安装所需的数量；并会在 

今年尾有所决定。

“市议会辖内只有190架闭路电视，而SS15商业区则有 

3架及另2架即将安装：考虑在SS15区安装100架并非是 

当地治安不好，而是许多大城市的闭路电视都是数百万 

架，作为城市安全的监控及提高效率。”

她说，在合作伙伴建议下，新的闭路电视会装得低一

今、函有樣功能，也可监控 3有图文见► B3
父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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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封面 SS15打造成精明城市

商民：商业区常塞车

建议限时停M類罗惹档
SS15商业区经常面对 

交通阻塞问题，不少商民 

建议限时停放2小时或是 

搬离罗惹档，改善交通问 

题0

诺来妮指出' 在大城 

市如伦敦一般是限时停放 

1小时，但本地却有许多 

N素；包括现有停车费每 

小时只收50仙，根木无法 

鼓励到民众弃车善用公共 

交通。

“在先进国一天停车费 

要40令吉，若按照市议会

多年未调整停车费计算， 

起码会涨好多倍，然而我 

们只涨10仙也会面对大众 

不满；希望民众明白，在 

迈向先进的城市，社会也 

得有所牺牲”

针对有者认为现有著 

名罗惹档周六R带来二倍 

停车引发阻塞一事，诺莱 

妮希望当地商民可回应是 

否原地保留罗惹档或另行 

安顿，并会在R后再收集 

意见定夺去留。

此外，黄美诗以大班作

商民积极出席会议，提出对改善工程的看法

为例，指该区自取消路边停 

车位的月票服务，强制当地 

员工把轿车停放在多层停车 

场后，据商家回应感到此举 

可行，有更多路边停车位吸 

引消费者到来。

她认为应该善用现有

公共交通服务，也要求加 

强首里及最后一里的衔 

接；并指在18 K有位市民 

因为有轻快铁服务，从此 

习惯了以轻快铁出路，甚 

至觉得车子不再需要而转 
售。.

民众：要求建有盖走道衔接商业区、学府及公共交通站，鼓励善用公交 

及步行。

诺莱妮：原有的商店就保有五脚基让行人行走，商家不可堆放太多物品 

阻碍行人步行，否则市议会有权发出阻碍通道的罚单。在店前虽也有行 

人走道，若建遮棚需考量是否会遮掩店家的商号；以及民众的态度也需 

改变才能奏效0

民众：有不少住宅被改为商业用途，影响作息。

诺莱妮：的确有些住宅改建为10至12间房的宿舍，一般建筑物都有其 

土地应用条件，若民众不鼓励这种做法，可向市议会提供更多意见回 

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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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会拉大队突检

士拉央新镇10店吊销执照
(士拉央26日讯）十拉央市 缔商业区，突击检查35家店 执照。

议会日前拉大到士拉央新镇取 铺，其中有10家店面被取消 士拉央市议会执法组于本

周三早上，联合 

执照组、工程组 

及固体废料组， 

展开名为“牛仔 

城”的取缔行 

动，到士拉央新 

镇突击当地商家 

是否有遵守地方 

政府营业条例。

士拉央市议 

员黄伟强发文告 

说，行动共有26 

位官员参与，共 

突击35间店， 

特別是餐馆店， 

有关业者在后巷1 

违例扩建、置放 

阻碍物等。

他说，据官 

员的资料显示， 

当地有35间店 

被突击，不过当 

中有3间关店或 

没有营业。

“我们根据 

业者所犯的错 
误，一_一给予解 

释及发出罚单， 

当中有10家店 

因为违例被取消 

执照，以及有2 

家被扣除375令 

吉的抵押金_。” 

他说，其他 

错误罚单还包括 

地方政府法令第 

46 (1) a (阻碍 

柱子）共1宗， 

阻碍商贸7宗、 

广告执照2宗、 

还5张被罚共 

2500令吉，3被 

共罚1000令吉 

及有7张接到阻 

碍警告。

他强调，市 

议会会不时展开 

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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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26日讯）八打灵再也市政 

厅并首次采用零基础预算（Zero 
Based Budgeting)方式设计 2020 年 

度财政预算案，以确保任何预算都符合

财务能力，这份预算案赤字达4.31%。

八打灵再也市长拿督沙尤迪，是于 

昨日提呈他上任灵市长后的首份财政预 

算案，赤字达1691万8550令吉。

份主题为“永续城市 

( Bandaraya

Bei’dayalahan) ” 财政预算案， 

预计明年总收人可达3亿9293 

万3330令吉；而总开销则达4 

亿零985万1880令吉，其中

行政开销和发展开销分别为3

亿1990万9360令吉和8994万 

2520令吉。

尽管当局原先计划提呈一 

份收支平衡的预算案，惟检查 

和考量到明年度必须完成的项

0后，仍拟定赤字预算案。不 

过，尽管预算案创下4.31%赤 

字，但却比2019年预算的 

3725 万 5830 令吉（9.34%)赤 

字来得更低。

沙尤迪（右二）提呈2020年度八打灵再也市政厅财政预算案后，与灵市议员讨论预算案报告

放在“回到根本”

分成四大管理重点
沙尤迪说，“永续城市” 

指的是一座发展规划周密却不 

影响环境、基木设施完善、交 

通管理良好和可持续性发展的 

城市，且致力于满足现代人的 

需求，又不会影响到下一代 

人。

当局明年会把重点放在 

“回到根本 （Back 1〇 

Basic)” ，并分成四大管理重 

点，即“基建管理”、“公 

园、草场和园艺管理”、固体 

废料、“固体废料、清理和环

境卫生管理”及“城市、社会 

和社区安全管理”。

“我们把重点放在改善服 

务、维修道路和排水沟、城市 

照明、改善礼堂、绿化城市， 

以及降低罪案率。”

他说，固体废料管理和公 

共区域清洁工作所占的开销最 

多，市政厅必须在明年拨款 

8600万令吉在相关方面，且其 

中高达64%，即5500万令吉 

用来支付达鲁益山垃圾管理有 

限公 R] ( KDEBWM) 、840 万

令吉支付土埋场费用、760万 

令吉作为巴刹和美食中心的清 

理费。”

他说，明年度的行政开销 

预料不会比市政厅的总收人 

高；而采用“零基础预算”方 

式，意味着未来每笔行政消费 

都必须经过洋细检查，并依据 

当局的经济能力来批准。

“发展开销预算则已纳入考 

量市政厅的财务和技术组在明 

年落实计划的能力；我们将重 

点关注已经过相关部门确认且 

大众投诉率最高的一些修复计 

划。”

他也说，当局会继续监督 

收支情况，确保市政厅储备金 

充足。

预计近4亿总收入 税收占2.6亿
沙尤迪说，明年预计的3 

亿9293万3330令吉总收人 

中，税收占2亿6201万5500 

令吉、非税收占1亿2157万 

6560令吉，以及非收人所得 

占934万1270令吉。

“相较于2019年度财政预 

算案的3亿9906万1240令吉 

预算总收人，2020年度财政

预算案总收人已降低1.54%至 

3亿9293万3330令吉。” 

他说，税收减少是因为 

市政厅在去年把500万令吉 

的门牌税欠款纳人预算案 

中；而明年度的财政预算案 

则仅计算已发出的催收单， 

而不再纳人相关欠款，以及 

雪州政府豁免的新村、甘榜

及廉价屋门牌税（ 580万令 

吉）。

“预料明年度的非税收有 

望较2019年预算的1亿1675 

万令吉，增加4.13%或约483 

万令吉。这笔收人主要来自 

执照、服务费、售卖物品、 

租金、投资、罚款和州政府 

支援等方面。”

发展幵销虽较少

不无视急需改善基建
沙尤迪强调，虽然明年度的发展开销预算较2019 

年少18.67%或2064万9400令吉，惟当局不会无视急 

需改善的基本建设或计划。

他说，市政厅工程组旗下有9个信托基金户头 

(Akaun Amanali)，而发展策划组旗下也有5个足以 

执行发展计划的户头。截至8月31日，上述户头共 

有高达1亿4149万8000令吉余额。

关注基建卫生领域
沙尤迪说，地方政府的责任大多侧重 

在基建的管理和修复，因此灵市政厅在明 

年度的财政预算案中，会关注基建和卫生 

领域，同时也会解决部分地区的突发水灾 

问题，以及改善和确保民众会堂发挥作 

用〇

“财政预算案写下赤字，是为了承担各 

项发展所需的费用，除了各项基建的改 

善，我们也考虑到土崩等紧急情况方面的 

采零基础预算确保符财务能力

他说，尽管当局明年不会增聘公务员，但仍在汰 

换3个现有职员后批准了两份人职申请，且上述开销 

也已纳入明年度预算案中，所以不会影响财务。

开销考量到整个经济环境，我们也不能 

再创下与以往一样的赤字，所以已尝试降 

低赤字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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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议会会议邀请多个单位出席。左三起为谢有坚、黄美诗、诺莱妮及朱古纳因。

市会耗费百万全面改善

打造SS15成精明城帀
(梳邦再也26日讯）梳邦再也市议会将耗费100万令 当局也计划，若经济许可会安装100架闭路电视

吉，在梳邦再也SS15商业区实验性展开包罗万有的改通过数码设备落实精明城市，

善计划，以把该区打造为更全面发展的城市。 区的治安。

市议会将会改善人行道。

实验性计划若成功将扩大至其他地区

过全面改善计划， 

市议会将关注女性 

的特别需要，打造亲善女性环 

境；而计划提升与专注的地方 

包拈SS15/4路的SS15区摩登 

巴刹以及15/4g路罗惹区，以 

展开美化、安全、基设（走 

道）及精明泊车的改善。

巴刹前营造休闲区

改善T.程包括在巴刹前营 

造休闲区、为残疾人士建设斜 

坡及导盲砖、在SS15/4g提升 

8个商业档口及建有桌席，以 

及打造SS15区的地标看板。

为了收集更多当地商民对 

于提升意见，梳邦再也市议会 

今旱特别举行市议会会议聆听 

市民的意见，出席者包括梳邦 

再也州议员黄美诗、梳邦再也 

市议会主席诺莱妮、副主席朱 

古纳因、多个小组的主任、市 

议员谢有坚等。

诺莱妮除了解说改善计划 

的用意及内容外，也回应出席 

者的提问，包拈针对一些建 

议，如罗惹档的去留、限时泊 

车，要求居民提供更多回应。

梳邦再也SS15商业区占 

地161.8公里，高业区是高密 

度及有高楼的混合发展区，拥 

有1116间住宅、3间大学或 

学院、2所私人及宗教学校， 

以及595间商业地段。

一旦梳邦再也SS15商业区 

的全面改善实验性计划成功， 

将会扩大至USJ大班、蒲种或 

史里肯邦安，积极提升城市的 

内涵。

诺莱妮在记者会说，当局 

过去积极在辖内做改善工作，

首次配合警方建议，于SS15商 

业区展开。

下月展开招标工作

“市议会针对改善已有规 

划，不过，我们希望通过今天

的会议，可获取更多来自大众 

的意见回馈，加以完善计划的 

展开。”

她说，当fej预计在下月展 

开招标工作，整体的硬体建设 

约需要100万令吉改善，惟不 

包拈闭路电视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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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26日讯）无拉 

港新村1/10路大沟改 

善了，希望水灾不要 

再来！

盼无拉港新村1 /10路告别水灾
据了解，每逢大 

雨，湍急的水流从巴 

勒河倒溢后就冲入沟 

旁的4间屋子。房屋 

及地方政府部为此拨 

款9万令吉改善100 

公尺长的大沟，以解 

决水灾问题，改善工 

程刻进行。

拉港州议员王诗棋说，大沟 

已久未改善，希望改善后可 

以解决水灾的问题。

房政部拨款

她说，若向加影市议会申请拨款 

改善，则要看市议会有无款项，招标 

也需要时间，房政部拨款后，工程很 

快就进行。

她今午视察大沟工程后，召开记 

者会这么说。

丨丨丨席者包括马鲁冷岳县新村发展 

官黄炳渝，加影市议员丘钦瀚和神建

拨款賴善大沟

华，无拉港新村管理委员会主席欧慧神建华（右起）、王诗棋、丘钦瀚、黄炳渝、欧慧君视察大沟改善工程。

君。

黄炳渝：每个新村

今年获拨款10万
黄炳渝说，今年，每个新村获 

得房政部拨款10万令吉改善村内的 

设施，明年则增加到20万令吉以进 

行2项1：程。

他说，无拉港新村使用该笔拨款 

改善大沟，而锡米山新村和关东村则 

使用该笔拨款维修村委会会所。

丘钦瀚：4万美化

丘钦瀚则说，万宜同会议员王建 

民将拨款4万令吉，作为美化无拉港 

新村巴刹和修路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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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妇女凯秘

布城26日讯|为了鼓励托儿所（Taska)向社会福利局注册， 

大马半岛已注册且属于商业用途的托儿所，从今年11月1日起至 

2020年12月31日，将享有20%电费折扣。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 

部副部长杨巧双今日召开记 

者会，感谢能源、科学、技 

术、环境及气候变化部，同 

意为在社会福利局下注册的 

托儿所业者和拥有人提供20% 

的电费折扣。

她说，20%电费折扣优惠 

属于大马半岛的奖励监管机 

制。

她指出，这项优惠基于 

政府有必要监控全马托儿所 

的经营，惟截至2019年8月， 

只有4744间托儿所在社会福 

利局下注册。

她提到，上述数据只占 

该部估计全国4万间托儿所的 

11.9 %而已，因此通过这项

电费优惠，预计能吸引10%托 

儿所注册。

杨巧双表示，这项优惠 

有2个条件，首先托儿所业者 

和拥有人必须在大马半岛的 

社会福利局下注册；必须是 

被国能（TNB )归类为商业用 

途的托儿所。

鼓励托儿所注册

其后，已在社会福利局 

下注册的托儿所，将从今年 

11月1日起享有这项优惠，直 

到2020年12月31日。至于将 

注册的托儿所，则会在注册 

后享有优惠。

杨巧双指出，目前此

优惠只限大马半岛，至于东 

马，该部将与砂拉越能源公 

司（SEB )和沙巴电力公司 

(SESB )进行讨论，确保东马 

的托儿所也能享有这项优惠。

「政府希望这项措施除 

了能够帮助托儿所业者减少 

营运成本，而能促使托儿所 

向社会福利局注册，以便监 

控托儿所中孩子的福利和安 

全°」

她提到，这项措施除了 

能减少业者的营运成本外， 

托儿所得以继续营运，母亲 

也可以重回职场，同时也能 

节省政府的花费。

出席这场记者会的包括 

能源部长杨美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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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B冊托兒所 
珥享2收電費折扣

布城26曰讯|为了鼓励托儿所（Taska)向社 

会福利局注册，大马半岛已注册旦属于商业用 
途的托儿所，从今年1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 
曰，将享有20%电费折扣。

妇女部和能源部合作，为大马半岛注册的托儿所提供2收电费优惠。左 

3起为杨美盈、杨巧双和妇女部秘书长拿督祖奈达。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 

长杨巧双今日召开记者会，感谢能 
源、科学、技术、环境及气候变化 

部，同意为在社会福利局下注册的 
托儿所业者和拥有人提供20%的电 

费折扣。
她说，20%电费折扣优惠属于 

大马半岛的奖励监管机制。

她指出，这项优惠基于政府有 

必要监控全马托儿所的经营，惟截 
至2019年8月，只有4744间托儿 

所在社会福利局下注册。

她提到，上述数据只占该部 
估计全国4万间托儿所的11.9%而 

已，因此通过这项电费优惠，预计 

能吸引10%托儿所注册。
杨巧双表示，这项优惠有2个 

条件•首先托儿所业者和拥有人

必须在大马半岛的社会福利局下注 
册；必须是被国能（TNB)归类为 

商业用途的托儿所。

鼓励托儿所注册

其后，已在社会福利局下注册 

的托儿所，将从今年11月1日起享 
有这项优惠，直到202◦年12月31 

日。至于将注册的托儿所，则会在 

注册后享有优惠。

杨巧双指出，目前此优惠只限 

大马半岛，至于东马，该部将与砂 
拉越能源公司（SEB)和沙巴电力 

公司（SESB)进行讨论，确保东 

马的托儿所也能享有这项优惠。

「政府希望这项措施除了能够 

帮助托儿所业者减少营运成本，而 

能促使托儿所向社会福利局注册，

以便监控托儿所中孩子的福利和安 

全°」
她提到，这项措施除了能减少 

业者的营运成本外，托儿所得以继

续营运，母亲也可以重回职场，同 

时也能节省政府的花费。
出席这场记者会的包括能源部 

长杨美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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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銷收益各4.8億莎阿南平衡預算案
莎阿南26日讯|莎阿南市长拿 

督哈里斯披露，市政厅明年的财政 
收入预计将达到4亿8057万令吉， 

其中3亿4〇17万令吉（7〇.8%〉用于 

行政开销，另外1亿4040万令吉则 

用于发展开销。

哈里斯指出，明年的开销预算 
共达4亿8057万令吉，比今年发展开 

销预估增加了 2204万令吉或29.2%。 

他说，开销预算分为行政和发展两 
部分，其中行政开销为3亿4017万令 

吉，占据预算的70.8%，也比今年的 

开销增加了 80万令吉。

「行政开销中有2亿600万令吉或

76.4$用在服务和水电费方面，其中的 

1亿4440万令吉或55.5?。用于维护和修 

理市政厅的资产和器材。」
他透露，发展开销为1亿4040万 

令吉，比今年增加2130万，当中有 

51.2$是用在建设和提升基建设施；另 

外的48.7%是属于维修护理服务，其馀 

则是用于曰常开销费用等。

「发展开销用于提升公共设 

施，包括道路、行人道、排水系统 
和防洪坡，休闲设施和美化工程、 
垃圾收取服务，以及低碳城市醒觉 

活动等。」

獲850萬撥款

哈里斯是于昨早主持莎阿南市 

政厅财政预算会议后，在记者会上向 

媒体发布上述消息。陪同出席记者会 

的包括副市长莫哈末拉西迪、秘书仄 

里米和财政阿凡提等。

哈里斯透露，明年的财政收入 
预估有4亿8057万，对比今年的4亿 

4940万财政实际收入，明年的收入 

总共增加3116万令吉。

「财政收入可分为税收和非税 
收部分，当中有3亿1720万令吉来自 

税收，比今年的税收增加了 1064万令

吉。非税收收入预估高达1亿5487万 

令吉，占据总收入的32.2%，比今年 

增加了2050万令吉15.3%。」

他说，市政厅的场地出租是非 

税收收入的主要贡献项目，占据非 
税收收人的25. a，这有赖于市政 

厅礼堂管理私营化之故执照费、 
公众在注册和申请执照所缴交的费 
用占22.4趴投资收入占22趴而罚 

款收入占16.5亿

他也透露，市政厅也从中央政 
府获得850万拨款，包括用于补贴 

路灯的开销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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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銷收益各4.8億莎阿南平衡預算案
莎阿南26日讯I莎阿南市 

长拿督哈里斯披露，市政厅明年 

的财政收入预计将达到4亿8057 

万令吉，其中3亿4017万令吉 

(?0.8%)用于行政开销，另外1 

亿4040万令吉则用于发展开销。

哈里斯指出，明年的开销预算 

共达4亿8057万令吉，比今年发展开 

销预估增加了 2204万令吉或29.2无。 

他说，开销预算分为行政和发展两 
部分，其中行政开销为3亿4017万令 

吉，占据预算的7〇.8$，也比今年的 

开销增加了 80万令吉。

「行政开销中有2亿600万令吉 

或76.4°t■用在服务和水电费方面，其 

中的1亿4440万令吉或55.5%用于维 

护和修理市政厅的资产和器材。」 

他透露，发展开销为1亿4040万令

吉，比今年增加2130万，当中有 

51.2$是用在建设和提升基建设施； 

另外的48.7%是属于维修护理服务， 

其馀则是用于日常开销费用等。

「发展开销用于提升公共设 

施，包括道路、行人道、排水系 

统和防洪坡，休闲设施和美化工 

程、垃圾收取服务，以及低碳城 

市醒觉活动等。」

獲850萬撥款

哈里斯是于昨早主持莎阿南市 

政厅财政预算会议后，在记者会上 

向媒体发布上述消息。陪同出席记 

者会的包括副市长莫哈末拉西迪、 

秘书仄里米和财政阿凡提等。

哈里斯透露，明年的财政收 
入预估有4亿8057万，对比今年的

4亿4940万财政实际收入，明年的 

收入总共增加3116万令吉。

「财政收入可分为税收和非税 
收部分，当中有3亿1720万令吉来自 

税收，比今年的税收增加了 1064万 

令吉。非税收收人预估高达1亿5487 

万令吉，占据总收入的32.2%，比今 

年增加了2050万令吉15.3$。」

他说，市政厅的场地出租是 

非税收收入的主要贡献项目，占 
据非税收收入的25.1%，这有赖于 

市政厅礼堂管理私营化之故。执 

照费、公众在注册和申请执照所 
缴交的费用占22.4%，投资收入占 

22%，而罚款收入占16.5%。

他也透露，市政厅也从中央 
政府获得850万拨款，包括用于补 

贴路灯的开销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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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銷收益各4.8億莎阿南平衡預算案
莎阿南26日讯|莎阿南市长拿 

督哈里斯披露，市政厅明年的财政 
收入预计将达到4亿8057万令吉， 

其中3亿4〇17万令吉（7〇.8%〉用于 

行政开销，另外1亿4040万令吉则 

用于发展开销。

哈里斯指出，明年的开销预算 
共达4亿8057万令吉，比今年发展开 

销预估增加了 2204万令吉或29.2%。 

他说，开销预算分为行政和发展两 
部分，其中行政开销为3亿4017万令 

吉，占据预算的70.8%，也比今年的 

开销增加了 80万令吉。

「行政开销中有2亿600万令吉或

76.4$用在服务和水电费方面，其中的 

1亿4440万令吉或55.5?。用于维护和修 

理市政厅的资产和器材。」
他透露，发展开销为1亿4040万 

令吉，比今年增加2130万，当中有 

51.2$是用在建设和提升基建设施；另 

外的48.7%是属于维修护理服务，其馀 

则是用于曰常开销费用等。

「发展开销用于提升公共设 

施，包括道路、行人道、排水系统 
和防洪坡，休闲设施和美化工程、 
垃圾收取服务，以及低碳城市醒觉 

活动等。」

獲850萬撥款

哈里斯是于昨早主持莎阿南市 

政厅财政预算会议后，在记者会上向 

媒体发布上述消息。陪同出席记者会 

的包括副市长莫哈末拉西迪、秘书仄 

里米和财政阿凡提等。

哈里斯透露，明年的财政收入 
预估有4亿8057万，对比今年的4亿 

4940万财政实际收入，明年的收入 

总共增加3116万令吉。

「财政收入可分为税收和非税 
收部分，当中有3亿1720万令吉来自 

税收，比今年的税收增加了 1064万令

吉。非税收收入预估高达1亿5487万 

令吉，占据总收入的32.2%，比今年 

增加了2050万令吉15.3%。」

他说，市政厅的场地出租是非 

税收收入的主要贡献项目，占据非 
税收收人的25. a，这有赖于市政 

厅礼堂管理私营化之故执照费、 
公众在注册和申请执照所缴交的费 
用占22.4趴投资收入占22趴而罚 

款收入占16.5亿

他也透露，市政厅也从中央政 
府获得850万拨款，包括用于补贴 

路灯的开销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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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部和能源部合作，为大马半岛注册的托儿所提供20%电费优 

惠:左3起为杨美盈、杨巧双和妇女部秘书长拿督祖奈达。

半島註冊托兒所

可享20%電費折扪
布城26日讯I为了鼓励托儿 

所（Taska)向社会福利局注册， 

大马半岛已注册且属于商业用途 

的托儿所，从今年11月1曰起至 
2020年12月31日，将享有20%电费 

折扣。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 

部长杨巧双今日召开记者会，感 

谢能源、科学、技术、环境及气 

候变化部，同意为在社会福利局 

下注册的托儿所业者和拥有人提 
供20%的电费折扣。

她说，20%电费折扣优惠属于 

大马半岛的奖励监管机制。

她指出，这项优惠基于政府 

有必要监控全马托儿所的经营， 
惟截至2019年8月，只有4744间托 

儿所在社会福利局下注册。

她提到，上述数据只占该部 
估计全国4万间托儿所的11.9%而 

已，因此通过这项电费优惠，预 

计能吸引10%托儿所注册。
杨巧双表示，这项优惠有2个 

条件，首先托儿所业者和拥有人 
必须在大马半岛的社会福利局下

注册；必须是被国能（TNB)归类 

为商业用途的托儿所。

鼓勵托兒所註冊

其后，已在社会福利局下注 

册的托儿所，将从今年11月1曰起 
享有这项优惠，直到2020年12月 

31曰。至于将注册的托儿所，则 

会在注册后享有优惠。

杨巧双指出，目前此优惠只 

限大马半岛，至于东马，该部将与 
砂拉越能源公司（SEB)和沙巴电 

力公司（SESB)进行讨论，确保东 

马的托儿所也能享有这项优惠。

「政府希望这项措施除了 

能够帮助托儿所业者减少营运成 

本，而能促使托儿所向社会福利 

局注册，以便监控托儿所中孩子 

的福利和安全。」

她提到，这项措施除了能减 
少业者的营运成本外，托儿所得 

以继续营运，母亲也可以重回职 

场，同时也能节省政府的花费。

出席这场记者会的包括能源 

部长杨美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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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B冊托兒所 
珥享2收電費折扣

布城26曰讯|为了鼓励托儿所（Taska)向社 

会福利局注册，大马半岛已注册旦属于商业用 
途的托儿所，从今年11月1日起至2020年12月31 
曰，将享有20%电费折扣。

妇女部和能源部合作，为大马半岛注册的托儿所提供2收电费优惠。左 

3起为杨美盈、杨巧双和妇女部秘书长拿督祖奈达。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 

长杨巧双今日召开记者会，感谢能 
源、科学、技术、环境及气候变化 

部，同意为在社会福利局下注册的 
托儿所业者和拥有人提供20%的电 

费折扣。
她说，20%电费折扣优惠属于 

大马半岛的奖励监管机制。

她指出，这项优惠基于政府有 

必要监控全马托儿所的经营，惟截 
至2019年8月，只有4744间托儿 

所在社会福利局下注册。

她提到，上述数据只占该部 
估计全国4万间托儿所的11.9%而 

已，因此通过这项电费优惠，预计 

能吸引10%托儿所注册。
杨巧双表示，这项优惠有2个 

条件•首先托儿所业者和拥有人

必须在大马半岛的社会福利局下注 
册；必须是被国能（TNB)归类为 

商业用途的托儿所。

鼓励托儿所注册

其后，已在社会福利局下注册 

的托儿所，将从今年11月1日起享 
有这项优惠，直到202◦年12月31 

日。至于将注册的托儿所，则会在 

注册后享有优惠。

杨巧双指出，目前此优惠只限 

大马半岛，至于东马，该部将与砂 
拉越能源公司（SEB)和沙巴电力 

公司（SESB)进行讨论，确保东 

马的托儿所也能享有这项优惠。

「政府希望这项措施除了能够 

帮助托儿所业者减少营运成本，而 

能促使托儿所向社会福利局注册，

以便监控托儿所中孩子的福利和安 

全°」
她提到，这项措施除了能减少 

业者的营运成本外，托儿所得以继

续营运，母亲也可以重回职场，同 

时也能节省政府的花费。
出席这场记者会的包括能源部 

长杨美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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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理會重新審核馬運項H
(吉隆坡26日讯）为栽培更多奥运项 

目的运动员，大马奥理会将会重新审核马 

运会项目。
马运会之所以创办，主要是以奥运项 

目为重，包括田径、游泳、体操、羽球和 

钩球等等，从中发掘和栽培更多有潜能的 

选手。但如今在各州却增设了冷门项目，

比如泰拳、印度武术等，其目的只是为各 

州增加奖牌。

对此，大马奥理会会长拿督斯里诺扎 

表示，将重新审核马运会的创办宗旨。
“马运会已举办超过30年了，我们必 

须重新检讨赛会的蓝图，我们要在奥运项 

目中有稳定的选手。而我们不能随意增加 

选择性项目，目的只为了争夺更多奖牌， 

就算这样称霸了马运会又有什么意义？”

他认为各州不应借此举办马运会来提 
升名气，而增建更多的硬体设施。

“没有必要在各州再增建新设施了， 

焦点更应该放在栽培更多奥运项目的运动 

员。在政府的支持下，大马已经有足够的 

体育设施，现在也更应该好好保养。”

另一方面，他还指出，大马奥理会或 
将申办2030年亚运会，而雪兰莪政府也有 

意申办2026年共运会。对此，他认为大马 

有能力举办大赛，不过问题在于大马运动 

员是否具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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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華親信向紀委會舉報

促對付缺席會議高層

莊敏

(八打灵再也26日讯） 

公正党派系斗争持续恶化， 

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的 

亲信已正式向公正党纪律委 

员会投诉，要求对不出席最 

高理事会会议的党领袖，包 

括公正党副主席祖莱达在 

内的2名公正党高层采取行 

动！

公正党加埔区国会议员 

阿都拉沙尼证实，他已经向 

公正党纪律委员会举报祖莱 

达及一名公正党高层。

-直都是安华死忠支持 

者的他接受星洲日报的访问

时表示，他已将举报这2人 

的信函交给公正党纪律委员 

会主席拿督阿末卡欣手上： 

“是的，我向纪律委员 
会作出了举报。”

询及除了祖莱达，他还 

举报了哪位公正党领袖时， 

阿都拉沙尼说：“就是那些 

不出席会议的领袖！”

他表示，他不能向媒体 

透露另一名领袖的身分：

“这是我和纪律委员会 

之间的秘密。”

至于此人是不是被指缺 

席会议的公正党署理主席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阿都拉 

沙尼说：“我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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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卯财 mTmH
vm m^AHUh MK iTASKi

杨巧双（右）和杨美盈在宣布为托儿所提供20%电费 

折扣后，互相祝贺合作愉快。

楊巧雙：11月起至明年杪

西馬托兒所電費折扣20%

(布城26日讯）妇女及家庭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今日 

宣布，从今年11月起至明年12月31日，为大马半岛的托儿所 

提供20%的电费折扣，以鼓励托儿所向福利局注册

优惠限商用电费单位

她说，只有向福利局登记和商用电费的托儿所，才能 

享有这项优惠，但补充，这不包括那些位于住宅区，缴纳住 

家电费的托儿所。

她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全马约有4万间托儿所，但 

只有4744间向福利局登记，仅占总数的11.9%，而大马半岛 只有4744间向福利局登记，仅占总数的11.

的注册数额是3398间，若所有4万间都 

现身注册，国能1年内需要提供高达 
1000万令吉的电费折扣。

她也希望这项措施能减轻业者负 
担，届时预料会增加多10%或374间托 

儿所现身注册，让福利局能够强化对 

托儿所的监督，以保护0至4岁儿童的 

安全。

她说，业者目前普遍面对1人照顾 

3名儿童规定、水电费、租金和最低薪 

资的压力，如果电费得以减低，将有 

助于托儿所的生存。

她称，政府也正与砂拉越能源公 

司和沙巴电力公司商讨，以便能为东 

马的托儿所提供同样的优惠。

吸引更多托儿所注册

与此同时，能源科艺环境部长杨 

美盈说，当局只提供1年的优惠，借 

此希望在短期内能吸引更多托儿所注 

册。

她说，电费的折扣是来自大马半 

岛奖掖式管理机制的（IBR )节省而 

来，至于会否在届满后会否继续提供 

补贴，当局届时会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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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公正黨内訌

“阿兹敏派”續要求見安華

余秘葉

(八打灵再也26日讯） 

公正党内讧剪不断理还乱， 

亲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的党领袖仍在寻 

求与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会 

面，以化解党内的纠纷Q

据了解，以公正党副主 

席祖莱达为首的阿兹敏派党 
领袖，曾3次致函给党主席 

办公室要求与安华会面，希 

望能厘清•些误解，消除彼 

此间的猜疑与隔阂。

公正党消息人士告诉星 

洲日报，他们还在努力寻求 
安华与所有票选最高理事开 

诚布公的进行对话，讨论有 

关党的未来方向、任相接棒 

以及阿兹敏被指涉及男男性 

爱短片冋题。
“安华不时对外谈论有 

关他接棒的事，这已造成外 

界对他产生不良印象，我们 

希望能劝他尽量保持低调， 

交接事应由希盟领袖处理。

“此外，安华发表的-- 

些言论，如提到将会重新检 

I寸东铁计划课题，这将不利 

于大马经济发展。

“另外，我们认为安华 

处理阿兹敏的‘男男性爱短 

片’课题有欠妥当，我们需 

要向他反映我们的心声。”

指没杯葛政治局会议

消息人士表示，亲阿兹 

敏派的领袖从未要杯葛政治 

局会议，但却因为不满安华

委任许多拉菲兹派的领袖进 

人政治局及最高理事会，才 

选择杯葛最高理事会会议。

“必须出席政治局会 

议，但是我们选择不出席最 

高理事会会议。阿兹敏也有 

出席过政治局会议，只是因 

为近期出国公干未克出席。

“祖莱达有出席政治局 

会议，同样因为出国忙于公 

务而未能出席最近会议。”

不满拉菲兹派势力增

去年党选，21个票选最 

高理事屮，有14个被指属于 

阿兹敏派。在党选后，安华 

委任多名亲拉菲兹的领袖加 

人，变相成为拉菲兹派的人 

更多，招致阿兹敏派不满。

消息人士相信，安华将 

在近期内与他们会面，希望 

能化解彼此间存在的矛盾。

另有公正党政治局消息 

透露，公正党曾针对祖莱达 

扬言“阿兹敏派系”将缺席 

会议的谈话进行讨论。

他告诉星洲日报：“有 

讨论过，结论是我们会继续 

专注在人民议题。”

另-•方面，公正党加埔 

区国会议员阿都拉沙尼今日 

证实，他已经向公正党纪律 

委员会投诉，包括祖莱达 
在内的2名公正党高层，要 

求党基于两人不出席党内会 

议而对他们采取行动！

本报记者尝试通过 
WhatsApp联络祖莱达，但目 

前身在国外的她看了讯息却 

不回应《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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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市會實驗性大型提开

首邦市SS15
(首邦市26日讯）梳邦 

再也市议会计划在首邦市 

SS15展开实验性大型提升工 

程，将其打造成包罗万象的 

城市，并计划在经济能力许 

可下，在该区安装100架闭 

路电视，透过数码设备落实 

精明城市，加强城市安全及

梳邦再也市议会今日在首邦 

市SS15社区礼堂主办市民大会， 

与该区200名来自第…区居民委 

员会代表、该区的居民、商家及 

学生参与，他们在会上针对该提

升丁程发表意见。 梳邦再也市议会将提升首邦市SS15区巴刹前的的行人道及重新栽种树木，以提升

该区环境。

諾萊妮：若成功將陸續展開

梳
邦再也市议会主席诺莱妮表示，该大型提升工程 

属于实验计划，该计划将着重在SS 15现代化巴刹

及SS 15/4G路的印度啰惹档一带，•旦计划成功，市议会将 

陆续在蒲种及沙登展开提升计划。

她说，提升部分包括在巴刹前方增设椅子供民众休息 

片刻、增设导盲砖及斜坡等无障碍设备和维修及提升区内8 

个食档3

装电眼辨识人脸车牌

诺莱妮（右二）表示，梳邦再也市议会将全面提升首邦市 

SS15，并预计会安装100架闭路电视，以加强城市安全及效率n 

左起是沙林、谢有坚及黄美诗；右一为莫哈末朱古那因

“为让SS15要成为安全城市，市议会计划在经济许可 

的情况下，在区内安装100个闭路电视，作为辨别人脸及及 

车牌用途。同时，我们会把闭路电视安装在适合的位置，即 

不会在太高的位置，以达到辨别人脸及车牌的目的。”

她说，市议会将视合作商家的预算案，是否足够安装 

100架闭路电视。她说，梳邦再也市议会管辖范围内仅有170 

个闭路电视作为监管用途，她认为市议会必须在科技的辅助 

下鉴定罪案热点，因此她欢迎商家成为市议会的合作单位。

“同时，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提升计划，能提升SS15 

的无障碍设备的同时，也能加强关注女性安全。”

她说，根据市议会的资料，首邦市SS15是一个综合发 

展的城市，它拥有1116间住家单位、3所大学及学院、2所 

私人学校及宗教学校及595个商业单位。该城市共有95万人 

口，而女性则占其中的43.47%。

“SS15的行人道年久失修，出现凹凸不平情况，加上 

部分商家在装修时在行人道上留下洋灰块，威胁行人的安 

全。因此我认为SS15绝对适合翻新工作，选为做实验性计划 

的地点

民衆促遷走囉丨
y分出席的民众提 

出，SS15的啰惹档

口衍生民生问题，造成严重塞 

车及双重停车问题，他们因此 

要求该啰惹档口搬迁至更适合 

的地点

“另外，市民也建议市 

议会在该区实行限时停车，以

解决该区停车位不足的问题c 

我会将所有意见记录下来，并 

在商讨后决定是否纳人提升计 

划内3 ”

出席者包括行动党首邦 

市州议员黄美诗、梳邦再也市 

议会副主席莫哈末朱古那因及 

市议员谢有坚。

盼收集女性意见

惟她感到遗憾的是，鲜少女市民站出来发声，告诉市 

议会她们面对的问题及建议如何改善。不过，她说，市议会 

希望能收集更多女性的意见，以站在女性角度去提升城市。

“另外，这一区的乌鸦问题严重，为解决该问题，我 

们会建议重新种植树木，并提供几个树种供选择，其中以乘 

凉或装饰为主的树木。”

mi
首邦市SS15商民受邀出席市民大会，出席者也踊跃发表

意见。

.美诗表示，每一区都同样面 

对塞车及停车位不足问题， 

她也以首邦市大班商业区为例子，该 

区过去的塞车及停车位不足问题导致 

顾客及民众却步，惟该区在实行限时

停车后，反而迎来更多顾客。

“因此，我鼓励SS15实行限时停 

车，在解决塞车及停车位不足问题之 

余，也能吸引更多顾客前来。”

黃美詩：限時停車可吸引顧客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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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约 
100公尺的

及地方政府部门的拨款，万 

宜国会议员王建民服务中心 

也拨出4万令吉，为上述路 

段沟渠进行修复工作及美化 

巴刹。

王诗棋指出，当地村 

民反映有关防洪沟已严重损 

坏，排水欠佳，因此透过乌 

冷县新村发展官的协助，會g

(加努2 6曰讯）无

拉港新村一条靠近河流 

的防洪沟，年久失修而 

严重损坏，遇到大雨时 

因排水失效造成水灾， 

城市和谐、房屋及地方 

政府部门（KPKT )批出 

9万令吉拨款以进行提升

無拉港新村河流附近

防洪溝獲撥9萬提

編輯：胳宇欣板大都會社區報I

工程。

这条陈旧的防洪沟位于 
KB 1/10路，长约100公尺，

-旦遇到大雨时，排水受阻 

造成渠水溢出，每当引发水 

灾时，至少三四间住家被水 

困。无拉港新村管理委员会 

在乌冷县新村发展官黄炳渝 

协助下获得当局拨款，有关 

工程料在近日内完成。

获王建民拨4万

无拉港州议员王诗棋 

今午与新村管理委员会主席 

(村长）欧慧君、加影市议 

员丘钦瀚及神建华前往视察 

工程，除了城市和谐、房屋

够获得有关部门拨款进行提 

升工程:。

她表示，虽然加影市议 

会可以拨款进行提升T程， 

可是市议会要处理申请拨款 

事项太多，所需时间很长， 

为了及早提升有关防洪沟， 

新村管理委员会向有关部门 

提出申请，能够快捷处理。

此外，乌冷县新村发展 

官黄炳渝也说，只要是1万 

令吉以下的拨款，有关部门 

是可以迅速处理，而且较早 

之前，当局为锡米山新村及 
关东崙鲁新村各别拨款9万 

1000令吉及9万8000令吉进 

行基设修复工程。

长年失修的防洪沟正在进行提升工程。左起为黄炳渝、丘钦瀚及神建华； 
右起为彭俊华、欧慧君及王诗棋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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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能以及水供公司等单位收集 

S者或申请人的资料，目前正 

里及核对资料，相信会在10月 

I报告给内阁寻求通过。

“至于这项新措施何时落实， 

勺阁决定。”

项占落实将废汽油顶价

-旦政府落实低收入群体 

-0 )汽油补贴政策，将废除 

95和柴油的顶价，汽油价格将 

&浮动。

长健仁表示，该部建议发出的 

35燃油津贴是每个月30令吉，

S受惠者将享有每公升30仙的 

95汽油津贴，每个月最多100 

<油可享有津贴。 

i于摩哆车骑士，每月可享有 

§燃油津贴。

也指出，该部建议的津贴是每 

宣接汇入符合资格者的银行户 

il为国内有90%的人民拥有银

:究东马燃油补贴机制

弓外，张健仁表示，除了让拥 

OOCC或以下，以及每月收入 

I令吉以下的车主享有燃油补 

政府仍在研究沙巴和砂拉越 

也区的燃油补贴机制，因为东 

長多低收入农民驾驶引擎容量 

)较大的丰田Hilux,以及不少 

、使用船只，政府也会考虑让 

_有这项补贴。

丨才政部长林冠英在201 9年预算 

&针对B40群体的燃油补贴计 

交府原计划在7月落实针对性的 

小贴机制，取代目前的全面燃 

坫机制，但因为涉及层面太广 

昆延。

目前，政府已将RON95的顶价 

5公升2令吉08仙，柴油则是2 

8仙。

勺了维持汽油及柴油零售顶 

艾府平均每星期会投入1亿3300 

I补贴燃油。

(八打灵再也26日讯）国内贸 

易及消费事务部预料将在10月间， 

把针对性燃油补贴机制的研究报告 

提呈内阁寻求通过。

新机制报告下月呈内阁

贸消部副部长张健仁向星洲曰 

报透露，预料会有数百万名低收入 

人士，在这项新措施中受惠。

他说，为了确保真正符合资格 

的人士能够享补贴，政府会以水电 

费作为参考，例如每月电费介于100 

至200令吉的人士，才有资格领取燃 

油补贴。

他表示，为了确保只有真正符 

合资格的人士能够享有这项补贴， 

政府向国能和水供公司核对受惠者 

的资料，检查他们每月的水电费单 

数额，若是每月电费介于100至200 

令吉，属于“可接受”情况，但若 

是每月500至600令吉电费，则不符 

合资格。

“当然，电费单并不是硬性规 

定，只供作参考，决定性是在于获 

得生活援助金的受惠者。”

他表示，该部已从爱心援助 

计划（E-kasih )、生活援助金 

(BSH )、陆路交通局、内陆税收

大馬股匯快訊 I
富時綜指 1593.00(+3.42)

富時全股 11271.16(+31_35)

富時100 11104.33(+29.33)

創業板指數 4585.59(+46.39)

成交量 | 18億1259萬3000股

1美元兌馬幣 4.1930 |

1英鎊兌馬幣 5.1699 t

1歐元兌馬幣 4.5857 t

1新元兌馬幣 3.0352 f

1澳元兌馬幣 2.8322 t
100日圓兌馬幣 3.8970 t

100人民幣兌馬幣 58.781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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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26日讯） 万
达大学学院在9月21日参加了
特许金融分析师（CFA）协会
的马来西亚道德挑战赛全国比
赛中获得了全国冠军的荣誉。

代表万达大学学院的团队
是来自商业，酒店与大众传媒
系学院（FBHC）的学生，叶
锦源，陈杰豪，王芝尹和Alaa 
Adil Ahmed Elbaz组成。

“我们通过2018年的一次
学生活动相遇。尽管来自不同
的学年和学术课程，但是我们
对金融主题的共同兴趣使我们
彼此保持联系，＂ 叶锦源解释
说，并且还补充到，他在得知
有关比赛信息后，在非常仓促
的情况下召集队员报名参加。

参 加 此 次 比 赛 的 大 专 院
校，包括来自马来西亚各大领
先的公立和私立大学所组成的
十支团队参与齐盛。在这比赛
中，每组团队皆拥有两个半小
时。第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必
须使用ICAR（识别，考虑，行

动和反思）框架分析有关道德
与金融的几个案例研究，并设
计可行的解决方案。

接着，所有团队将个别拥
有八分钟的时间向法官展示他
们的研究与发现。

在得知自己将面临其他竞
争对手的严峻挑战之后，叶先
生决定在比赛开始前的一周内
制定强化练习策略。艰苦的学
习使叶锦源的团队能够在短时
间内熟悉大量案例研究。但
是，为了在比赛中获得胜利，

团队成功的另一个要诀就是是
每个成员之间出色的默契。来
自苏丹的国际学生Alaa女士注
意到，她的每位队友都被指定
为演讲者或研究员。因此，在
比赛本身中，这两个角色的优
势相互补充。

陈杰豪先生回忆起他的团
队看到竞争对手们逐一介绍各
自的案例研究时的紧张经历。
“由于我们的团队是第一个展
示团队的研究成果，因此我们

被允许观察其他团队的表现。

他分享说：“其中有一支团队
的表现异常出色。＂然而，最
后，裁判们选择了万达大学学
院作为全国冠军。

在 成 功 获 得 全 国 冠 军 之
后，万达大学学院的团队将会
加紧准备参加于10月在新加坡
举行的县级竞赛。尽管预见到
了来自马来西亚（其他国家冠
军）和新加坡队的挑战，但他
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动力
提高自己的表现水平。

另一方面，王女士提出在
高压环境中适当的放松的重要
性。“我的目  标一向是其他大
学的学生学习并建立强大的人
际关系。当然，我们将加倍努
力，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在县级
赛中获胜的机会。＂她说道。

万达大学学院拥有超过29
年的历史，在学术和课外活动
方面都培养出了不少优秀的学
生。这一切都归因于万达大学
学院设计的课程皆是业界适用
的课程和活跃的学生体育俱乐
部。

渴望实现自己的梦想的学
生欢迎来到位于雪兰莪州八打
灵再也的万达大学学院询问有
兴趣的相关课程。现在报名参
加十月份文凭课程的学生将获
得50％的学费减免优惠。

欲知更多课程详情，助学
金或奖学金，请联络03-7727 
3200。或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firstcity.edu.my。
万 达 大 学 学 院 热 烈 欢 迎 各
位 学 生 们 前 来 参 观 我 们 的
校 园 ， 以 及 关 注 脸 书 专 页
（Facebook page @firstcityuc)
和Instagram(@firstcity.uc)。

特许金融分析师（CFA）协会的马来西亚道德挑战赛全国冠军，

由万达大学学院的（从左至右）陈杰豪，Alaa Adil Ahmed 
Elbaz，叶锦源和王芝尹赢得。

道德挑戰賽全國賽
萬達大學學院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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