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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kat di Selangor untuk
8 golongan asnaf Islam
Sultan Selangor
titah agihan
diutama kepada
individu Islam
Oleh Nur Lela Zulkipli
bhnews@bh.com.my

Shah Alam: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menegaskan agihan kutipan za-
kat di negeri ini kekal diagihkan
kepada lapan golongan asnaf da-
lam kalangan umat Islam sahaja.

SetiausahaSulit baginda,Datuk
Mohamad Munir Bani, berkata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menitahkan bahawa lapan golo-
ngan berkenaan termasuk asnaf
fakir, miskin dan mualaf.
Sultan Sharafuddin sudahmen-

dapat nasihat Mufti Selangor ba-
hawa agihan kepada golongan bu-
kan Islam hanya dibolehkan se-
kiranya ia menjadi penyebab in-
dividu terbabit memeluk Islam
bawah asnaf Mu’allati Qulubu-
hum.
Disebabkan majoriti rakyatnya

beragama Islam dan jumlah pen-
duduk Islam bertambah setiap ta-
hun di Selangor, masih ramai

umat Islam miskin di bandar dan
luar bandar yang perlu dibantu
menggunakan hasil zakat.
Walaupun Islam adalah agama

yang menekankan sifat perike-
manusiaan, agihan zakat diper-
oleh daripada umat Islam hen-
daklah diberi kepada lapan go-
longan asnaf dalam kalangan
umat Islam yang miskin dan me-
merlukan bantuan terlebih dahu-
lu.
“Bagi orang miskin bukan be-

ragama Islam, adalah menjadi
tanggungjawab kerajaan untuk
membantu mereka menerusi ja-
batan dan agensi yang ditetap-
kan,” katanya.

Bagi orang
miskin bukan

beragama Islam,
adalah menjadi
tanggungjawab
kerajaan untuk
membantu mereka
menerusi jabatan dan
agensi yang
ditetapkan.
Mohamad Munir Bani,
Setiausaha Sulit Sultan Selangor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dalam
satu kenyataan hari ini selepas
dititah oleh Sultan Selangor su-
sulan laporan portal berita me-
metik kenyataan dua mufti dan
seorang ahli politik yangmenyen-
tuh mengenai agihan kutipan
wang zakat kepada golongan bu-
kan Islam di negara ini.
Mohamad Munir berkata,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tu-
rutmeminta supaya isu berkaitan
pengagihan zakat tidak lagi di-
perdebatkan secara terbuka di
media massa.
Baginda menyeru supaya tiada

pihak mengambil kesempatan
menggunakan isu berkaitan de-

ngan agama Islam untuk meraih
populariti atau mengambil hati
mana-mana pihak tertentu.
Baginda juga mengingatkan ba-

hawa fungsi zakat dan cukai pen-
dapatan adalah berbeza dan ma-
syarakat diharap dapat mema-
hami dengan jelas tujuan setiap
agensi itu ditubuh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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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ingkatan
pemberian

air percuma
kepada 30 meter
padu boleh
menyumbang
kepada
penggunaan air
tidak berhemat,
sedangkan sumber
bekalan air makin
berkurangan.
Amirudin Shar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Sidang DUN Selangor

Air percuma kekal 20 meter padu

Oleh Khairul Azran
Hussin
khaiaz@bh.com.my

Shah Alam: Kerajaan Se-
langor tidak akan mening-
katkan kadar air percuma
menerusi Skim Darul Eh-
san, sebaliknya mengekal-
kan 20 meter padu sebulan
yang diberi pada masa ini.
Menteri Besar, Amiru-

din Shari, berkata ini ke-
rana kadar 20 meter padu
yang dinikmati sekarang
sudah mencukupi untuk
menampung keperluan do-
mestik satu keluarga se-
ramai lima orang.
“Mengikut statistik Su-

ruhanjaya Air Negara
(SPAN), penggunaan air
individu di Selangor, Wi-
layah Persekutuan Kuala
Lumpur dan Putrajaya
adalah 222 liter sehari, iai-
tu 30 peratus lebih tinggi
daripada kadar air disyor-
kan Pertubuhan Bang-
sa-Bangsa Bersatu (PBB)

sebanyak 164 liter sehari.
“Jadi, peningkatan pem-

berian air percumakepada
30 meter padu boleh me-
nyumbang kepada penggu-
naan air tidak berhemat,
sedangkan sumber beka-
lan air semakin berkura-
ngan,” katanya menjawab
saranan Harumaini Omar
(BERSATU- Batang Kali)
yang meminta kerajaan
negeri meningkatkan ka-
dar air percuma daripada
20 meter kepada 30 meter
padu sebulan ketika sesi
soal jawab sidang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di sini, semalam.
Menjawab pertanyaan

Mohd Imran Tamrin
(BN-Sungai Panjang) sama
ada Skim Air Darul Ehsan
akan diperluaskan kepada
golongan M40, Amirudin
berkata, kajian mendapati
golongan itu berkemampu-
an membayar bil air.
“Golongan M40 di Se-

langor adalah rakyat yang
menerima pendapatan bu-
lanan lingkungan RM6,180
hingga RM12,469.
“Kerajaan Selangor ber-

pandangan golongan M40
ini berkemampuan mem-
biayai bayaran RM11.40
untuk penggunaan air se-
banyak 20 meter padu se-
bulan.
“Pada masa sama, kera-

jaan negeri ada menye-
diakan program kebajikan
untuk kepentingan golo-
ngan M40 termasuk per-

khidmatan bas percuma,
hadiah anak masuk uni-
versiti dan pelbagai lagi,”
katanya.
Pada Jumaat lalu, Ami-

rudin ketika membentang-
kan Belanjawan Selangor
2020, berkata hampir
800,000 pemegang akaun
Pengurusan Air Selangor
Sdn Bhd (Air Selangor) di-
jangka menerima manfaat
daripada Skim Air Darul
Ehsan.
Beliau berkata, melalui

skim berkenaan yang ber-
kuat kuasa 1 Mac tahun
depan, hanya isi rumah
berpendapatan bawah
RM4,000 akan menikmati
air percuma bagi 20 meter
padu setiap bulan.

Kadar diberi
cukup
tampung
keperluan satu
keluarga
sebulan, elak
pembaziran

Amirudin pada sesi soal jawab sidang DUN Selangor, di Shah Alam, semalam.
(Foto Saddam Yusoff/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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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Jom Shoping
belanja RM55.7j sejak 2012
Shah Alam: Sidang De-
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diberita-
hu sebanyak RM55,727,300
dibelanjakan pada prog-
ram Jom Shoping yang
memberi manfaat kepada
619,293 golongan memer-
lukan sejak 2012.
Pengerusi Pemberdaya-

an dan Pembangunan So-
sio Ekonomi dan Kerajaan
Prihatin negeri, V Gana-
batirau, berkata beberapa
penambahbaikan kriteria
penerima program itu ju-
ga dilakukan bagi memas-
tikan manfaat bantuan
sampai kepada kumpulan
sasar.
“Pada setiap tahun, ke-

rajaan negeri memperun-
tukkanRM8.4 juta setahun
bagi melaksanakan prog-
ram Jom Shoping.
“Kerajaan negeri juga

berpandangan program
inimasih relevan dan ban-
tuan akan diteruskan.
“Walaupun nilai baucar

hanya RM100, namun ni-
lainya amat bermakna ba-
gi golonganmemerlukan,”
katanya ketika sesi soal ja-
wab pada sidang DUN di
sini, semalam.
Beliau menjawab soalan

V Ganabatirau

Sallehudin Amirudin
(BERSATU-Kuang) yang
ingin tahubilanganrakyat
mendapat manfaat prog-
ram Jom Shoping.
Menjawab soalan tamba-

han Mohd Najwan Halimi
(PKR- Kota Anggerik) sa-
ma ada kerajaan negeri
bercadang menambah ni-
lai baucar program Jom
Shoping daripada RM100
kepadaRM150 atauRM200,
Ganabatirau berkata, per-
kara itu tiada dalam per-
timbangankerajaannegeri
pada masa ini.
“Selain itu, progam Jom

Shoping hanya diperun-
tukkan kepada tiga pera-
yaan utama di negeri ini.
Kerajaan negeri juga ti-
dak bercadang memper-
luaskan bantuan ini ke-
pada perayaan lain,” ka-
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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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la Lumpur

Kejadian banjir kilat di
Lembah Klang ba-
ru-baru ini ada kai-

tan dengan fenomena cloud-
burst (hujan berserta ribut)
yang melanda negara sekali

dalam tempoh 25 tahun.
Menteri Air, Tanah dan

Sumber Asli, Dr A Xavier
Jayakumar berkata, fenome-
na itu membawa taburan
hujan yang tinggi dan boleh
menyebabkan banjir kilat.

“Kita hadapi banjir ki-
lat ini sebab pembangu-
nan dan penduduk
yang pesat di Lembah
Klang.

“Malah, kita juga
tidak ada keperluan
untuk kita atasi

masalah ini kerana ia mem-
babitkan perubahan iklim,”
katanya pada sidang Dewan
Rakyat, semalam.
Bagaimanapun, katanya,

Jabatan Pengairan dan Sa-
liran (JPS) dengan kerjasa-
ma Kementerian Wilayah
Persekutuan dan Kemente-
rian Kewangan akan men-
jalankan kajian bagi menga-
tasi isu banjir kilat di Lem-
bah Klang sebagai persedi-
aan masa hadapan.
Dr Xavier berkata, pihak-

nya menganggarkan RM54
juta diperlukan bagi kos se-
lenggara saja bagi menga-
tasi isu banjir kilat di Lem-
bah Klang
“Perlubelanja besaruntuk

kos selenggara,” katanya.
Baru-baru ini, beberapa

lokasi di Lembah Klang di-
landa banjir kilat susulan
hujan lebat berserta ribut
menyebabkan beberapa la-
luan ditenggelami air ter-
masuk tanah runtuh dan
pokok tumbang.

Fenomena
‘cloudburst’

BANJIR kilat yang melanda Jalan Damansara.

DR Xavier

BANJIR KILAT LEMBAH K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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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Kadar air per-
cumamenerusi Skim Darul
Ehsan tidak akan dinaikkan
daripada 20 meter kepada
30 meter padu sebulan.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ini kerana kadar 20 meter
padu sudah mencukupi
untuk menampung keper-
luan domestik satu keluar-
ga seramai lima orang.
“Mengikut statistik Suru-

hanjaya Air Negara (SPAN),
penggunaan air individu di
Selangor, Wilayah Perseku-
tuan Kuala Lumpur dan Pu-
trajaya adalah sebanyak 222
liter sehari iaitu 30 peratus
lebih tinggi daripada kadar
air 164 liter sehari disyorkan
Pertubuhan Bangsa-bangsa
Bersatu (PBB).
“Justeru, peningkatan

pemberian air percuma ke-

pada 30 meter padu boleh
menyumbang kepada
penggunaan air tidak ber-
hemah sedangkan sumber
bekalan air semakin ber-
kurangan,” katanya.
Beliau menjawab sara-

nan Harumaini Omar
(BERSATU- Batang Kali)
meminta kerajaan negeri
meningkatkan kadar air
percuma kepada 30 meter
padu sebulan pada sesi soal
jawab pada sidang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di sini, semalam.
Berhubung pertanyaan

Mohd Imran Tamrin
(BN-Sungai Panjang) sama
ada Skim Air Darul Ehsan
akan diperluaskan kepada
golongan M40, Amirudin
berkata, kajian mendapati
golongan itu berkemampu-
an untuk membayar bil air.

Kadar air percuma
tidak akan dina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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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h Nur Lela Zulkip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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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menegaskan agihan

kutipan zakat di negeri ini
diberikan kepada lapan go-
longan asnaf dalam kala-
ngan umat Islam.
Setiausaha Sulit baginda,

DatukMohamadMunir Bani
berkata, Sultan Sharafuddin
menitahkan lapan golongan
berkenaan termasuk asnaf
fakir, miskin dan mualaf
(saudara baharu).
Beliau berkata, baginda

mendapat nasihat daripada
Mufti Selangor bahawa agi-
han kepada golongan bukan
Islam hanya dibolehkan jika
ia menjadi penyebab indi-

vidu terbabit memeluk Is-
lam di bawah asnafMu’allati
Qulubuhum.
“Disebabkan majoriti ra-

kyatnya beragama Islamdan
jumlah penduduk Islam ber-
tambah setiap tahun di Se-
langor, masih ramai umat
Islam miskin di bandar dan
luar bandar yang perlu di-
bantu menggunakan hasil
kutipan wang zakat.
“Seperti sedia maklum,

tanggungjawab membayar
zakat adalah salah satu da-
ripada Rukun Islam yang
wajib dipatuhi oleh setiap
umat Islam.
“Walaupun agama Islam

adalah agama menekankan
sifat perikemanusiaan, teta-
pi agihan zakat diperolehda-
ripada umat Islam perlu di-
beri kepada lapan golongan
asnaf dalam kalangan umat

Islam yang miskin dan me-
merlukan bantuan terlebih
dahulu.
“Bagi orang miskin bukan

beragama Islam, ia menjadi
tanggungjawab kerajaan un-
tuk membantu mereka me-
nerusi jabatan dan agensi
yang ditetapkan,”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dalam satu kenyataan, se-
malam selepas dititah oleh
Sultan Selangor susulan la-
poran portal berita memetik
kenyataan dua mufti dan
seorang ahli politik yang
menyentuh mengenai agi-
han kutipan wang zakat ke-
pada golongan bukan Islam
di negara ini.
Mohamad Munir berkata,

Sultan Sharafuddin turut
meminta isu berkaitan pe-
ngagihan zakat tidak diper-
debatkan secara terbuka di
media massa.
“Baginda menyeru supa-

ya tiada pihak mengambil
kesempatan menggunakan

isu berkaitan dengan aga-
ma Islam untuk meraih po-
pulariti atau mengambil
hati mana-mana pihak ter-
tentu.
“Baginda juga mengingat-

kan fungsi zakat dan cukai
pendapatan adalah berbeza
dan masyarakat diharap da-
pat memahami dengan jelas
tujuan setiap agensi itu di-
tubuhkan,” katanya.

Usah raih populariti
Sultan Selangor tegaskan agihan zakat hanya untuk asnaf umat Islam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Baginda menyerusupaya tiada pihak
mengambil
kesempatan
menggunakan isu
berkaitan dengan
agama Islam untuk
meraih populariti atau
mengambil hati
mana-mana pihak
tertentu”

Mohamad Munir B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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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JELASAN 
SULTAN SELANGOR 

Orang miskin yang bukan Islam 
adalah menjadi tanggungjawab 

kerajaan untuk membantu dan menolong 
mereka menerusi jabatan-jabatan dan 
agensi yang telah ditetapkan.” 
- Kata Setiausaha Sulit Sultan Selangor, Datuk Mohamad 
Munir Bani seperti yang dititah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dalam satu kenyataan akhbar semalam.

MENGENAI ISU 
AGIHAN ZAKAT

Kutipan zakat di Selangor 
hendaklah diagihkan kepada 
lapan golongan asnaf, termasuk 
asnaf fakir dan mualaf dalam 
kalangan umat Islam sahaja.

Agihan zakat tersebut perlu 
mengutamakan umat Islam 
yang miskin dan memerlukan 
bantuan terlebih dahulu.

MUKA 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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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tan Selangor perjelas isu zakat
Hanya lapan asnaf 

beragama Islam 
layak terima zakat 

di Selangor

S 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
rafuddin Idris Shah mene-
gaskan bahawa kutipan 

zakat di Selangor adalah khusus 
diagihkan untuk lapan golongan 
penerima asnaf termasuk asnaf 
fakir, miskin, mualaf dalam ka-
langan umat Islam sahaja. 

Menerusi kenyataan yang di-
keluarkan semalam, baginda ber-
titah, walaupun agama Islam 
adalah agama yang menekankan 
sifat perikemanusiaan tetapi agih-
an zakat hendaklah diberikan 
kepada lapan golongan asnaf da-
ripada kalangan umat Islam ter-
utama yang miskin dan memer-
lukan bantuan terlebih dahulu. 

Berikut adalah kenyataan 
akhbar Sultan Sharafuddin yang 
ditandatangani Setiausaha Sulit 
baginda, Datuk Mohamad Mu-
nir Bani: 

SAYA telah dititah oleh Duli 
Yang Maha Mulia Sultan Sela-
ngor untuk mengeluarkan kenya-
taan ini susulan laporan akhbar 
yang tular di media sosial baru-
baru ini yang memetik kenyataan 

MOHD IZZATUL IZUAN TAHIR

SHAH ALAM 

dua orang mufti dan seorang ahli 
politik yang menyentuh tentang 
agihan wang kutipan zakat kepa-
da orang bukan Islam di negara 
ini. 

Seperti yang kita sedia mak-
lum tanggungjawab membayar 
zakat adalah merupakan salah 
satu daripada rukun Islam yang 
wajib dipatuhi oleh setiap umat 
Islam. 

Berkaitan dengan isu agihan 
zakat ini, Duli Yang Maha Mulia 
Sultan Selangor telah mendapat 
nasihat daripada Sahibus Sama-
hah Dato’ Mufti Selangor bahawa 
agihan zakat kepada bukan Islam 
dibolehkan hanya sekiranya ia 
menjadi penyebab individu ter-
babit memeluk Islam di bawah 
asnaf Mu’allafati Qulubuhum. 

Sehubungan dengan itu Duli 
Yang Maha Mulia Sultan Sela-

ngor menegaskan 
bahawa mengikut 
agama Islam kutip-
an zakat hendaklah 
diagihkan kepada 
lapan golongan asnaf 
termasuk asnaf fakir 
miskin dan mualaf 
(saudara baharu) dari 
kalangan umat Islam 
sahaja.

Walaupun agama 
Islam adalah agama 
yang menekankan sifat 
sifat perikemanusiaan 
tetapi agihan zakat yang 
diperoleh daripada umat 
Islam hendaklah diberi 
kepada lapan golongan 
asnaf daripada kalangan 
umat Islam terutama yang 
miskin dan memerlukan 
bantuan terlebih dahulu. 

Di negeri Selangor, masih 
ramai orang Islam yang miskin 
di luar bandar dan juga miskin 
bandar yang perlu dibantu 
menggunakan hasil kutipan za-
kat.

Ini kerana di negeri Selangor 
majoriti rakyatnya beragama Is-
lam dalam jumlah penduduk 
Islam semakin bertambah setiap 
tahun. 

Bagi orang miskin yang bu-
kan beragama Islam adalah men-
jadi tanggungjawab kerajaan 
untuk membantu dan menolong 
mereka menerusi jabatan-jabat-
an dan agensi yang telah dite-
tapkan. 

Baginda juga ingin mengi-
ngatkan di sini bahawa fungsi 
zakat dan cukai pendapatan (in-
come tax) adalah berbeza. 

Oleh itu diharap masyarakat 
dapat memahami dengan jelas 
tujuan setiap badan itu ditubuh-
kan. 

Duli Yang Maha Mulia Sul-
tan Selangor meminta supaya isu 
berkaitan dengan pengagihan 
zakat ini tidak lagi diperdebatkan 
secara terbuka di media massa. 

Duli Yang Maha Mulia Sul-
tan Selangor menyeru agar tiada 
pihak yang mengambil kesem-

patan menggunakan isu-
isu berkaitan dengan aga-
ma Islam untuk meraih 
populariti atau untuk 
mengambil hati mana-
mana pihak tertentu. 

Duli Yang Maha Mu-
lia Sultan Selangor me-
negaskan sekali lagi ba-
hawa hasil kutipan 
zakat di Selangor akan 
kekal diagihkan kepada 
lapan golongan asnaf 
di kalangan umat Is-
lam. 

Dato’ Mohamad 
Munir Bani. 
Dato’ Lela Bakti Setiau-
saha Sulit Kepada Duli 
Yang Maha Mulia Sul-
tan Selangor 
4 November 2019

SULTAN SHARAFUDDIN

Kenyataan akhbar oleh 
Setiausaha Sulit Sultan 
Selangor se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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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kat untuk Islam’

B eberapa tokoh agama 
menyokong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yang bertitah agar  zakat 
diberikan kepada kala ngan 
asnaf yang terdiri da ripada 
orang Islam sahaja.

Agihan zakat kepada 
bukan Islam dibolehkan 
sekiranya ia menjadikan 
penyebab individu berke-
naan memeluk Islam di 
bawah asnaf Mu’allafati 
Qulubuhum.

Pendakwah, Ustaz 
Wan Akashah Wan Abdul 
Hamid berkata, sekiranya 
hendak mengagihkan ban-
tuan kepada orang bukan 
Islam, pihak berkenaan 
perlulah menubuhkan 
dana lain tidak melibatkan 
zakat. 

“Sebab fungsi zakat 
sebenarnya adalah untuk 
mengurangkan atau mem-
basmi kemiskinan kepada 
orang Islam.

“Maknanya di sini, kita 
pun masih banyak orang-
orang yang Islam yang 
masih miskin yang masih 

Agamawan 
sokong 

ketegasan Sultan 
Selangor dalam 

isu zakat

NORHAFIZA MUSA

SHAH ALAM

Zakat ini satu ibadat bagi 
membantu orang Islam 

yang fakir dan miskin. Ia tidak boleh 
diberikan kepada orang bukan Islam. 
Belum pernah lagi kita di Malaysia ini 
menyampaikan agihan zakat kepada 
orang bukan Islam.”
- Mufti Perak, Tan Sri Harussani 
Zakaria

Jika dilihat daripada kitab-
kitab al-Syaf’iyyah ketika 

menghuraikan kategori berkenaan 
(asnaf) mereka tidak membenarkan 
menggunakan zakat kepada orang 
bukan Islam namun jika golongan itu 
perlu kepada bantuan, boleh dibantu 
dengan sumber yang lain." 
- Timbalan Mufti Perak, Zamri Hashim

Apabila zakat itu diwajibkan 
kepada umat Islam, maka 

zakat juga hendaklah diagih hanya 
kepada asnaf zakat dalam kalangan 
orang Islam juga. Ganti nama dalam 
hadis terbabit  jelas hanya ditujukan 
kepada umat Islam.” 
-  Mufti Selangor, Datuk Mohd Tamyes 
Abd Wahid

Pandangan bahawa agihan 
wang zakat kepada bukan 

Islam tidak terlalu kukuh dan 
dikategorikan sebagai daif serta ia 
boleh diperdebatkan. Jadi adalah 
lebih baik jika kita berpegang kepada 
keputusan bahawa wang hasil 
kutipan zakat tidak boleh diberikan 
atau diagihkan kepada orang bukan 
Islam.”
- Mufti Pahang, Datuk Seri Dr Abdul 
Rahman Osman 

Secara prinsipnya sama 
ada zakat diagihkan kepada 

umat Islam sahaja atau mahu 
diperluaskan kepada orang-orang 
bukan Islam adalah terserah kepada 
budi bicara pemerintah untuk 
memutuskannya berdasarkan 
kepada kepentingan awam 
sebagaimana dilihat olehnya.”
- Mufti Pulau Pinang, Datuk Seri Dr 
Wan Salim Mohd Noor

Reaksi Mufti

DAUD CHE NGAHWAN AKASHAH

berjuang di jalan ALLAH 
(fisabilillah) dan musafir.  

“Dalam al-Quran 
sendiri sudah jelas disebut 
zakat hanya untuk orang 
Islam.  Telah disebut hanya 
lapan golongan sahaja yang 
layak terima zakat.

“Jika ingin bantuan 
zakat, masuk Islam dahulu.  
Kita tidak kutip duit orang 
Islam untuk diagihkan 
kepada orang bukan Islam. 
Boleh membantu golongan 
bukan Islam tetapi bukan 
dengan (wang) zakat,” 
katanya.

Katanya, terdapat 
banyak lagi cukai lain yang 
boleh digunakan bagi 
mengagihkan bantuan 
zakat kepada orang bukan 
Islam itu kerana Malaysia 
juga memperkenalkan 
pelbagai sistem percukaian.

termasuk dalam lapan 
(golongan) asnaf. 

“Masih banyak lagi, 
antara punca gejala sosial 
yang berlaku, terpaksa be-
kerja dua tiga kerja dalam 
satu masa dan kita masih 
berpegang prinsip asas 
zakat hanya untuk orang 
Islam,” katanya.

Sementara itu, Ustaz 

Daud Che Ngah pula me-
negaskan, tiada istilah zakat 
untuk orang bukan Islam.

Menurutnya, agihan 
zakat itu telah dinyatakan 
secara spesifik dalam al-
Quran iaitu kepada lapan 
asnaf yang layak, orang 
fakir, miskin, amil, muallaf, 
hamba, orang berhutang 
(al-gharimin), orang yang 

FOTO : IKIM

Fungsi zakat sebenarnya adalah untuk mengurangkan atau mem basmi kemiskinan kepada orang Islam.

ISU AGIHAN 
       ZAK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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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uatkuasaan lemah, pemilik 
premis haram ‘besar kepala’

SHAH ALAM - Penguatkuasaan yang lemah dan 
longgar oleh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men-
jadi antara punca yang menyebabkan pemilik premis 
perniagaan haram di tanah rizab jalan di kawasan 
Selayang Baru menjadi ‘besar kepala.’

Presiden Persatuan Peniaga dan Penjaja Bumipu-
tera Wilayah Persekutuan Kuala Lumpur, Datuk Seri 
Rosli Sulaiman berkata, tindakan dan penguatkuasa-
an tidak dibuat secara menyeluruh dan lebih tertum-
pu kepada peniaga kecil yang berniaga secara haram 
di kawasan berkenaan.

Menurutnya, keadaan itu menyebabkan bebera-
pa peniaga besar yang beroperasi secara haram di 
kawasan sama sejak bertahun-tahun lalu berasakan 
mereka selamat sehingga tidak mengendahkan arah-
an PBT termasuk pihak lain yang berkaitan.

“Jika peniaga besar tidak diambil tindakan atau 
terlepas daripada dikenakan tindakan, bagaimana 
hendak ambil tindakan pada peniaga haram kecil?

“Jika peniaga besar tidak ikut undang-undang, 
apatah lagi peniaga-peniaga kecil,” katanya semalam.

Beliau berkata, pihak seperti PBT, pejabat tanah 
termasuk agensi lain yang berkaitan perlu lebih seri-
us dan tegas dalam menangani isu termasuk menge-
san siapa dalang yang sengaja menutup mata seolah 
kegiatan haram itu tidak berlaku.

“Rata-rata peniaga besar teroka tanah dan bina 
bangunan untuk perniagaan haram mereka dan se-
cara tidak langsung sudah ada kepentingan di situ, 
sebab itu mereka berani.  

   “Saya harap PBT dapat mainkan peranan seca-
ra serius untuk mendisiplinkan mereka dengan tin-
dakan undang-undang yang lebih tegas,” katanya.

Terdahulu, Sinar Harian melaporkan isu premis 
haram yang dibina atas rizab jalan di kawasan Selayang 
Baru dan bersempadan dengan Selangor serta Wila-
yah Persekutuan yang seolah-olah kebal daripada 

penguatkuasaan undang-undang.
Kedegilan pemilik untuk 

merobohkan premis haram 
walaupun mendapat arahan 
PBT turut menyebabkan pe-
nangguhan projek pelebaran 
jalan daripada dua lorong 
kepada empat lorong di kawa-
san tersebut yang mengaki-

batkan ke-
sesakan 
terutama 

pada wak-
tu puncak.

ROS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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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un semula penerima air percuma
Senarai 

penerima Skim 
Air Darul Ehsan 
akan diumum 

Mac 2020

ASYRAF MUHAMMAD

SHAH ALAM

P ermohonan penerima 
yang layak bagi Skim 
Air Darul Ehsan akan 

diketahui pada Mac 2020 
selepas proses semak silang 
dilakukan berdasarkan 
data daripada Lembaga 
Hasil Dalam Negeri 
(LHDN).

Menteri Besar Sela-
ngor, Amirudin Shari ber-
kata, kerajaan Selangor 
menggesa pihak yang layak 
serta memenuhi syarat di-
tetapkan agar membuat 
permohonan secara dalam 
talian atau manual sebelum 

AMIRUDIN

SIDANG DUN 
SELANGOR

N 

tarikh tutup pada 31 Di-
sember ini.

Menurutnya, melalui 
skim itu kerajaan Selangor 
tidak berhasrat untuk me-
mansuhkan program air 
percuma namun ia hanya-
lah penjajaran untuk me-
nilai kembali penerima 
bagi inisiatif tersebut.

“Kerajaan Selangor te-
lah berbelanja sebanyak 
RM1.8 bilion bagi menam-
pung pembiayaan program 
air percuma 20 meter padu 
untuk semua rumah di ne-
geri sejak Jun 2008 hingga 
Ogos tahun ini.

“Jumlah pembiayaan 
kerajaan negeri di bawah 
Skim Air Darul Ehsan di-
jangka akan berkurangan 
kepada RM90 juta melalui 
penjajaran ini,” katanya.

Amirudin berkata de-
mikian bagi menjawab per-
tanyaan Rizam Ismail 
(BN-Sungai Ayer Tawar) 
mengenai anggaran pero-
lehan hasil kerajaan Sela-
ngor dengan pemansuhan 

skim air percuma kepada 
rakyat pada Mac 2020.

Amirudin berkata, ke-
rajaan Selangor juga belum 
mempertimbangkan untuk 
meningkatkan kadar air 
percuma kepada 30 meter 
padu berikutan purata 
penggunaan air di negeri 
itu pada setiap bulan adalah 
pada 20 hingga 25 meter 
padu.

“Jadi kalau 20 meter 
padu itu dapat digunakan 
dengan baik ia sudah men-
cukupi untuk satu keluarga 
berkapasiti lima orang,” 
katanya.

Amirudin berkata, ke-
rajaan Selangor juga tidak 
menyediakan air percuma 
buat golongan M40 beri-
kutan kumpulan itu berke-
mampuan untuk memba-

yar penggunaan air 
sebanyak RM11.40 untuk 
20 meter padu sebulan.

Katanya, mengikut taf-
siran kerajaan Selangor, 
golongan M40 adalah ter-
diri daripada mereka yang 
berpendapatan RM6,180 
hingga RM12,469 sebulan.

“Bagaimanapun kera-
jaan Selangor telah menye-
diakan beberapa program 
lain untuk golongan M40 
yang secara langsung dapat 
memberi manfaat kepada 
mereka,”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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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ar Rumah Selangorku 2.0 selari dengan DRMM
SHAH ALAM - Dasar 
Rumah Selangorku 2.0 
yang mahu mencapai 
matlamat ‘Satu Keluarga 
Satu Kedia man Yang 
Sempurna’ selari dengan 
Dasar Peruma han Mam-
pu Milik Negara (DRMM) 
ditetapkan Kementerian 
Perumahan dan Kerajaan 
Tempatan (KPKT). 

Exco Perumahan dan 
Kehidupan Bandar Sela-
ngor, Haniza Mohamed 

Talha berkata, kerajaan 
negeri dan kerajaan Pusat 
bekerjasama merangka 
dan melaksanakan Dasar 
Rumah Selangorku 2.0. 

Menurutnya, enam 
kriteria DRMM diambil 
kira kerajaan negeri bagi 
melaksanakan Dasar Ru-
mah Selangorku 2.0 ter-
masuk pia waian dan stan-
dard perumahan. 

“Selain itu harga dite-
tapkan kerajaan negeri 

antara RM42,000 hingga 
RM250,000 adalah lebih 
rendah dari harga jualan 
ditetapkan DRMM seba-
nyak RM300,000,” kata-
nya.

Haniza berkata demi-
kian ketika menjawab 
pertanyaan Saari Sungib 
(Amanah-Hulu Kelang) 
mengenai usaha kerajaan 
negeri bagi memastikan 
dasar Rumah Selangorku 
selari dengan DR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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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 Kerajaan Selangor 
akan melaksanakan kutipan caj 20 sen 
bagi penggunaan beg plastik melalui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ber-
mula 1 Januari tahun hadapan meli-
batkan pasar raya.

Exco Alam Sekitar, Teknologi Hi-
jau, Sains, Teknologi dan Inovasi (STI) 
dan Hal Ehwal Pengguna Selangor, Hee 
Loy Sian berkata, sebelum ini kerajaan 
Selangor menyerahkan kutipan caj itu 
kepada pengurusan pasar raya namun 
langkah berkenaan dilihat tidak efisien.

Katanya, ini kerana ada di antara 
pasar raya dikenal pasti tidak melaku-

kan kutipan tersebut malah terdapat 
juga pihak yang gagal melaksanakan 
program tanggungjawab sosial korpo-
rat (CSR) bagi pemeliharaan alam se-
kitar melalui caj berkenaan.

 “Bermula tahun depan PBT di se-
luruh Selangor akan melaksanakan 
sendiri kutipan caj 20 sen bagi peng-
gunaan beg plastik ini,” katanya.

Loy Sian berkata, pihaknya akan 
membentang satu kertas kerja pada 
minggu hadapan berhubung agihan caj 
kutipan berkenaan dengan meletakkan 
satu klausa baharu di dalam semua 
lesen perniagaan PBT libat pasar raya.

Caj beg plastik diserah kepada P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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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ang DUN kecoh isu mansuh PTPTN
SHAH ALAM - Persidangan Dewan Un-
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semalam 
sedikit tegang apabila isu Perbadanan Ta-
bung Pendidikan Tinggi Nasional (PTP-
TN) dibangkitkan ketika sesi perbahasan 
Belanjawan Selangor 2020.

Kekecohan itu tercetus apabila Ketua 
Pembangkang Selangor, Rizam Ismail se-
waktu perbahasannya menyatakan bahawa 
kerajaan Persekutuan gagal melaksanakan 
janji pemansuhan PTPTN dan tol seperti 
termaktub di dalam manifesto Pakatan 
Harapan (PH).

Bagaimanapun, Ahli Dewan Unda-
ngan Negeri (ADUN) Taman Templer, 
Mohd Sany Hamzan bangkit mencelah 
dengan menyatakan bahawa janji tersebut 
tidak termaktub di dalam manifesto ber-
kenaan.

“Soal pemansuhan tol dan PTPTN ini 
untuk pengetahuan YB (Yang Behormat) 
Sungai Ayer Tawar, tiada dalam janji PH. 

“Ini (janji mansuh tol dan PTPTN) 
Sungai Ayer Tawar kena tanya sahabat 
baik dari Sijangkang (Datuk Dr Yunus Ha-
iri) sebab manifesto Pas yang mengatakan 
hapus PTPTN.

“Jangan tipu, jangan bohong dan ja-
ngan fitnah PH. Kalau kita tak berjaya 
laksana manifesto, tak ada masalah. Kita 
boleh minta kepimpinan utama minta 
maaf. Kita masih ada tempoh tiga tahun 
setengah lagi untuk tunaikan manifesto,” 
katanya.

Mohd Sany ketika bangkit mencelah perbahasan 
Rizam sewaktu Sidang DUN Selangor semalam.

Susulan itu, Yunus turut bangkit men-
celah dan mengingatkan Sany tentang 
janji yang dilontarkan PH berhubung pe-
mansuhan tersebut.

Isu mengenai PTPTN tersebut turut 
mendapat celahan daripada beberapa 
ADUN antaranya ADUN Sungai Pan-
jang, Datuk Mohd Imran Tamrin, 
ADUN Sungai Burong, Datuk Mohd 
Shamsudin Lias dan ADUN Jeram, 
Mohd Shaid Rosli.

Bagaimanapun bagi meredakan kea-
daan, Speaker DUN Selangor, Ng Suee 
Lim meminta Rizam meneruskan perba-
hasan beliau dan menasihati Ahli Dewan 
supaya mematuhi peraturan mesyua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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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MORE FREE RIDES FOR FOREIGNERS 
The state government will impose a RM1 charge on 
non-Malaysians riding the Smart Selangor bus. A mechanism 
to differentiate them from locals is also being worked out. >4 

By OH ING YEEN and VIJENTHI NAIR at the Selangor State Assembly 

Filepic 

RM1 fare for foreigners 
FOREIGNERS will be charged RM1 
per ride on Smart Selangor buses 
starting sometime next year. 

The free bus service that started 
July 1,2015, has 138 buses plying 
43 routes. 

State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new village 
development executive councillor 
Ng Sze Han said the mechanism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locals and 
foreigners was yet to be finalised. 

"We may use MyKad. But we are 
thinking of other alternatives as 
many students do not carry their 
MyKad with them. 

"On the mode of payment, we 
are looking at cashless transac-
tions," he said. 

Ng said claims that the majority 
of Smart Selangor bus users are 
foreigners was not true. 

"In a survey done from January 
to September, only 2% of Smart 
Selangor commuters in Hulu 
Selangor and 9% of Smart Selangor 
commuters in Shah Alam were for-
eigners." 

Ng said the state and local 
authorities had spent RM81mil and 
RM25mil respectively, since the ini-
tiation of the Smart Selangor bus 
service until Sept 30 this year. 

He said the state could still 
afford to fund the programme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11 local 
authorities and encouraged the 

Smart Selangor bus service will no longer 
be free for non-Malaysians from next year 

Ng says the mechanism to 
differentiate locals and foreigners 
has yet to be determined. 

councils to eventually take over the 
service. 

He welcome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take over the 
responsibility or give grants to 
ensure the bus service remains to 
benefit the people. Smart Selangor buses will no longer be free for foreign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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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 Money saved from free water 
scheme used for residents' welfare 
SELANGOR hopes to save almost 
half of the cost spent on water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Skim Air 
Darul Ehsan that replaces the free 
water scheme. 

The cost borne by the state gov-
ernment will be reduced from 
RM180mil to RM96mil per year. 

Selangor Mentri Besar Amirudin 
Shari said the amount saved would 
be channelled to welfare pro-
grammes to benefit Selangor folk. 

Under the new scheme that will 
be implemented in March next year, 
domestic consumers with a house-
hold income above RM4,000 will no 
longer enjoy the 20 cubic metres of 
free water every month. 

The number of accounts enjoying 
20 cubic metres of free water 
monthly will reduce from 1.6 million 

to 700,000. 
Rizam Ismail (BN-Sungai Air 

Tawar) asked for the estimated reve-
nue by abolishing the free water 
scheme and how the revenue would 
be used. 

Amirudin clarified that the free 
water programme was not abol-
ished, but modified for sustainabili-
ty-

From 2008 to August 2019, the 
state government spent 
RM1,812,421,674.67 to bear the cost 
of the 20 cubic metres free water 
programme. 

Mohd Imran Tamrin (BN-Sungai 
Panjang) asked if water tariffs would 
be increased with the implementa-
tion of the Skim Air Darul Ehsan.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has 
always stressed that any rate adjust-

ments will be affordable and not be 
a burden on the people, and that 
there will be no increase for domes-
tic users who use 20 cubic metres 
per month." 

During the Selangor Budget 2020 
presentation last week, Amirudin 
said the free water programme was 
funded via cost-sharing with Air 
Selangor. 

'To ensure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programme and that free water 
is provided to those who really need 
it, the state government has 
launched the Skim Air Darul Ehsan 
that will take effect from March 1 
next year. 

"The cost-sharing concept enables 
the state government to use state 
allocations for other developments 
to benefit Selangor folk,"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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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ting in place measures to keep rivers clean 
THE Assembly heard that joint 
enforcement of relevant authorities 
and improvements to the 
Environment Quality Act 1974 are 
among ways to prevent ammonia 
contamination in rivers. 

"There will be joint enforcement 
with technical agencies, relevant 
local councils, land and district offic-
es to ensure that water resources are 
protected. 

"Another method is to carry out 
enforcement and update the source 
of pollution at Sungai Semenyih, 
Sungai Beranang and Sungai 
Rincing," said state environment, 
green technology and consumer 
affairs committee chairman Hee Loy 
Sian. 

He said this in reply to Lau Weng 
San (PH-Banting) who questioned 
the frequent odour pollution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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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gai Semenyih this year. 
He also asked on ways to detect 

and reduce high levels of ammonia 
from being released into the river. 

Hee said the state government via 
Selangor Water Management 
Authority had carried out several 
measures to prevent the recurrence 
of odour pollution at Sungai 
Semenyih. 

"My office has written a proposal 
to the Energy, Science, Technology,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Ministry for the improvement of rel-
evant regulations under the 
Environment Quality Act," he said. 

Hee added that more enforcement 
officers would be hired to strength-
en enforcement. 

There would be 24-hour static 
monitoring and sampling at main 
pollution locations. 

"For example, there was the moni-
toring of odour pollution at Sungai 
Semenyih and Sungai Buah. 
Cleaning contractors were hired for 
cleaning works involving scheduled 
waste material. 

"There will also be water source 
quality and quantity stations at the 
river basins like the ones at Sungai 
Selangor and Sungai Langat that has 
been built and used for telemetry 
monitoring," he said. 

There was follow up through two 
committees, Sungai Klang, Sungai 
Selangor, and Sungai Langat River 
Basin Task Force Meeting and the 
Selangor River Basin and Coastal 
Management Committee meeting 
chaired by state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amenities, agriculture and 
agro-industry committee chairman 
Izham Has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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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wing business to Selangor 
Exco talks about success of summit and looks forward to better show in 2020 
By BRENDA CH 'NG 
brenda@thestar.com.my 

A15% discount will be given to 
early-bird F&B participants who 
register for the Selang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ummit 
(SIBS) 2020 by Dec 31. 

SIBS is set to take place at Kuala 
Lumpur Convention Centre from 
Oct 14 to 17 next year, and regis-
tration can be done via Invest 
Selangor Bhd. 

SIBS 20i9teokpIaeeat 
Malaysia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alticm Centre, Kuala Lumpur 
from Oct 18 to 13. 

"We almost doubled our target 
and recorded a total of 
RM447.3mil worth of business 
transactions over the four days," 
said Selangor investment, indus-
try and trade, small and medium 
industries committee chairman 
Datuk Teng Chang Khim during a 
post-event press conference at his 
office in the Selangor secretariat 
building in Shah Alam. 

"Last year, the event recorded a 
total of RM194.6mil worth of total 
business transactions," he said. 

Teng said the total transactions 
for SIBS was RM247.3mil but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Malaysia-

China Entrepreneurs Conference 
(MCEC), the event saw an addi-
tional RM200mil worth of transac-
tions. 

Next year, the MCEC event will 
not be part of SIBS as it will be 
held in China. 

"Even the visitor count exceed-
ed our targeted figure as we 
received 34,638 compared to only 
23,737 last year," said Teng. 

The four main events of SIBS 
2019 were the Selangor 
International Expo 2019, the third 
Selangor-Asean Business 
Conference, Selangor Smart City 
and Digital Economy Convention, 
and Selangor R&D and Innovation 
Expo. 

Four programmes were fea-
tured alongside which were the 
Malaysia International Tea & 
Coffee Expo 2019, the 9th MCEC, 
Selangor International Halal 
Conference and Selangor 
International Culinary Festival. 

"We had 702 total exhibitors 
from 12 countries with 787 booths 
and 10 memorandums of under-
standing (MOU) signed," said 
Teng. 

One of the MOUs signed was 
between the Selangor govern-
ment with Andakan Holdings S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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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left) Hasan Azhari, Teng and Ahmad Khairo Othman holding 
posters for the Selang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ummit 2020. 

Bhd and Shazlnnovation 
Solutions for an innovation which 
was created by the state. 

"Moving forward, we would 
like to welcome more innovation 
exhibitions, including from 

overseas, so that we can continue 
to grow and improve," said Teng. 

For the R&D and Innovation 
Expo, a total of 187 competitions 
were with participation from uni-
versities, schools and the public. 

Next year, SIBS will be focusing 
on expanding the food and bever-
age section (F&B) of the Selangor 
International Expo as they aim to 
make it the biggest international 
F&B trade expo. 

"In 2018, we only had 320 
booths but this year we managed 
to get 359 booths by 307 compa-
nies, comprising 74.3% local and 
25.7% foreign. 

"We are targeting 600 booths 
next year in order to be catego-
rised as one of the biggest trade 
shows in F&B," said Teng. 

He added that events like SIBS 
created a platform to promote 
and facilitate international trade, 
expedite foreign direct invest-
ment and provide a platform for 
businesses to expand into new 
markets, particularly the Asean 
region. 

"A post-mortem will be done to 
see which aspects can be 
improved on and how we can 
make it bigger and better next 
year," he said. 

Also present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was Invest Selangor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Datuk 
Hasan Azhari Idris Hassan and 
SIBS director Ahmad Khairo 
Oth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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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WANI MUTHIAH 
wani@thestar.com.my 

SHAH ALAM: The severely pollut-
ed Klang River is set to get a new 
lease of life with the help of 
Rotterdam-based non-profit Ocean 
Cleanup. 

Ocean Cleanup's gigantic 'vacuum 
machine', the Interceptor has been 
docked in the Klang stretch of the 
river for over two months now. 

It has the ability and capacity to 
clear up at least 100,000 kg of gar-
bage daily from the river. 

The "big cleanup" is part of the 
Selangor Maritime Gateway (SMG) 
initiative under the Menteri Besar 
Inc, to resuscitate the state's polluted 
rivers, said Mentri Besar Amirudin 
Shari at a press conference on the 
sidelines of the state legislative 
assembly sitting yesterday. 

"The clean-up exercise is provid-
ed free of charge for a year with 
Ocean Cleanup collaborating with 
state-government linked company 
Landasan Lumayan Sdn Bhd 
(LLSB)," said Amirudin. 

A special report by The Star on 
river pollution recently, based on 
data from th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DoE), revealed that 
most of the nine main rivers of 
Selangor are polluted. 

The Interceptor, said Amirudin, 
has enhanced the state's efforts of 
clearing Klang River of garbage. 

Besides Malaysia, the Interceptor 
has also been deployed in Jakarta, 
Indonesia. 

Also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was 
the Boyan Slat, inventor of 

Interceptor. He is also the Ocean 
Cleanup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cean Cleanup's main mission is 
to rid the oceans of plastic waste. 

'To do that we have to do two 
things - to clean-up what was 
already in the ocean as well as pre-
vent more plastic from reaching the 
ocean," said Slat, adding currently 
Ocean Cleanup's giant cleaning-up 
machine was deployed in the mid-
dle of the Pacific Ocean. 

"One per cent of rivers are respon-
sible for 80% of the plastic going into 
the ocean. 

"So back in 2015, we started with 
the river project and the result is the 
Interceptor," said Slat. 

He added the machine on Klang 
River was the first full-fledged 
Interceptor and the one in Jakarta is 
a prototype. 

Slat said according to Ocean 
Cleanup's models and measure-
ments, the Klang River was one of 
the heaviest emitting rivers in term 
of plastics. 

Meanwhile, LLSB managing 
director Syaiful Azmen Nordin said 
the Interceptor had initially suc-

Mega sweeper: 
Dutch designed 
trash interceptor 
moored on 
Sungai Klang 
behind the 
Masjid Bandar 
Diraja Klang and 
(inset) Slat, the 
contraption 
inventor. 

tioned in 1,200 to 1,500kg of garbage 
daily which has now reduced to 800 
to 900kg daily. 

He added the reduction in quanti-
ty indicated that the garbage in the 
Klang River had lessened. 

A search on various newsfeed 
stated that 25-year-old Slat had con-
ceptualized the Interceptor when he 
was still in his teens. 

The Ocean Cleanup which he 
launched in 2013, when he was 19, 
has to date raised some US$31mil 
(RM128 mil) to achieve its mission of 
ridding the world's oceans of plastic. 

Giant 'vacuum' cleaning up Klang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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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extends  
plastic-free campa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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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rogramme to involve one school and 
three shopping malls starting this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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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is taking its drive for 
a cleaner environment a step 
further by involving a school and 
three shopping malls starting 
this month. 

The state recently approved a 
RM158,000 budget to extend its 
“No Plastic Bag and Straw” 
awareness campaign to SRJK (C) 
Yu Hua in Kajang as well as the 
Subang Jaya Empire Shopping 
Gallery, Bandar Mahkota Cheras 

AMAR SHAH MOHSEN
ASHWIN KUMAR

SYED DANIAL SYED 
AZAHAR

BMC Mall and GM Klang. 
State Environment, Green 

Technology,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nd 
Consumer Affairs Committee 
chairman Hee Loy Sian said this 
was in line with Malaysia’s 
“Roadmap Towards Zero Single-
Use Plastic 2018-2030” 
campaign approved by the 
Cabinet. 

He said the campaign to stop 
usage of single-use plastic bags 
and straws was an extension of a 
similar campaign launched in 
July that focused on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nd agencies. 

AMAR SHAH MOHSEN
ASHWIN KU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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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gramme at SRJK Yu 
Hua is expected to receive huge 
support from the 2,900 students 
and teachers,” he told a press 
conference at the Annex 
Building of the Selangor State 
Assembly yesterday. 

The campaign will be held 
from 10.30am to 1.30pm on Nov 
15 at the school.  

Hee added that 1,500 sets of 
eco-friendly containers, 
stainless steel straws and other 
items would be distributed to 
those taking part in the 
programme at the three 
shopping malls. 

The campaign at Empire 
Shopping Gallery will be from 
1pm to 4pm on Dec 3, Bandar 
Mahkota Cheras BMC Mall from 
11am to 2pm on Dec 6 and at 
GM Klang, from 11am to 2pm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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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20. 
Hee said RM1.87 million had 

been raised through the 20-sen 
charge for each plastic bag at 
shopping centres since the 
“plastic-free” campaign was 
launched on Jan 1, 2017. 

“Based on feedback and 
suggestions from many parties, 
the state government plans to 
extend the 20-sen charge across 
the state beginning Jan 1,” he 
said. 

He said the money collected 
will be put in Tabung Amanah to 
underwrite the cost of 
environmental programmes. 

“The government also 
encourages the private sector, 
schools, houses of worship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this campaign to 
reduce the use of pla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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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ceptor 
docked near 
the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yesterday.  
– ADIB RAWI 
YAHYA/THESUN

‘Interceptor’ deployed to clean up Klang River
SHAH ALAM: A Dutch-made 
river-cleaning vessel called “The 
Interceptor” has been deployed 
to collect rubbish from the Klang 
River. 

Selangor Mentri Besar 
Amirudin Shari yesterday said the 
vessel has been in operation for 
two months, adding that it has 
succeeded in removing some 900 

tonnes of rubbish from the river.  
“(Our) awareness programme 

has proven to be successful and 
people are unlikely to throw 
rubbish into the river once they 
see how clean it is becoming,” 
Amirudin said. 

The Interceptor, which cost 
€700,000 (RM3.24 million), will 
be based at the Klang River for 

a year.  
Amirudin said riverine life 

and migratory birds have been 
spotted at the river after the 
clean-up, adding that for the 
time-being, the Intercepter will 
only be used at the Klang River 
to rehabilitate it and turn it into 
a tourist attraction.  

Plans for the area include 

boardwalks at a mangrove 
swamp and riverside park, as 
well as water taxi services to 
transport tourists to these 
attractions. 

The Klang River was picked to 
introduce the Intercepter as the 
river was identified as one of the 
main contributors of plastic 
waste flowing into the oc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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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耕庄4曰 

讯）雪州议长兼 
适耕庄州议员黄 
瑞林指出，雪州 
大臣阿米鲁丁上 
周五提呈的2020 

年雪州财政预算 
案，整体支出和 
收入都很平衡，

赤字也比往年来 
得低，值得嘉许，

而视乎民意重新调整 
惠民福利政策，反映 

了雪州政府认真聆听人 
民的心声。

他说，国际经济局势 
低迷依旧，也冲击我国 
经济发展，但雪州政府 
的招商引资表现稳定，
加上2019年的整体税收 

比预期来得高，显示公 
务员的行政管理日渐成 
熟，也让雪州政府得以 
依据财务状况调整恵民 
福利政策。

他今日针对雪州大臣 
于上周五提呈的2020年 

雪州财政预算案发表文告说，雪州政府 
推行多年的惠民福利政策，已成为各州 
甚至中央政府学习的模范，去年因应财 
务状况而调整受恵范围后，引起部分选 
K亂怨胃。
_ 为此?本恤民意的雪州政府决定増加
数政策的受惠人数，并确保受惠者确实 
符合资格。”

惠及低收入人民

他说，其中雪州健康关怀计划（又称 
医药卡）的受惠名额，从6万5000人増 
加至8万5000人，总拨款数额高达4250 
万令吉，精明雪州关爱母亲U]SS)名 
额也増加至2万5000人，对州内的中低 

收入人民是绝对的好消息。
黄瑞林指出，根据服务中心的民意反 

馈，低收入者最常面对的财务问题，以 
医疗需要为主，而健康关怀计划每年让 
符合资格的家庭或单身者，可获500令 
吉和200令吉医疗补贴，可说是许多人 

民的救命稻草，如今雪州政府决定扩大 
受惠范围，可说是来得正是时候的决

^透露，雪州2020年财政预算案覆盖 

范围全面，从健康医疗、社区安全、招 
商引资、地方政府、基本建设到社区人 
文都有相应拨款，而对郊外选区而言， 
重新调整并扩大恵民福利计划，是最能 
让选民切身感受的好消息。

而视乎民意重新调整 
惠民福利政策，反映 

了雪州政府认真聆听人 
民的心声。

他说，国际经济局势 
低迷依旧，也冲击我国 
经济发展，但雪州政府 
的招商引资表现稳定，
加上2019年的整体税收 

比预期来得高，显示公 
务员的行政管理日渐成 
熟，也让雪州政府得以 
依据财务状况调整恵民 
福利政策。

他今日针对雪州大臣 
于上周五提呈的2020年 

雪州财政预算案发表文告说，雪州政府 
推行多年的惠民福利政策，已成为各州 
甚至中央政府学习的模范，去年因应财 
务状况而调整受恵范围后，引起部分选 
K亂怨胃。
_ 为此?本恤民意的雪州政府决定増加
数政策的受惠人数，并确保受惠者确实 
符合资格。”

惠及低收入人民

他说，其中雪州健康关怀计划（又称 
医药卡）的受惠名额，从6万5000人増 
加至8万5000人，总拨款数额高达4250 
万令吉，精明雪州关爱母亲U]SS)名 
额也増加至2万5000人，对州内的中低 

收入人民是绝对的好消息。
黄瑞林指出，根据服务中心的民意反 

馈，低收入者最常面对的财务问题，以 
医疗需要为主，而健康关怀计划每年让 
符合资格的家庭或单身者，可获500令 
吉和200令吉医疗补贴，可说是许多人 

民的救命稻草，如今雪州政府决定扩大 
受惠范围，可说是来得正是时候的决

^透露，雪州2020年财政预算案覆盖 

范围全面，从健康医疗、社区安全、招 
商引资、地方政府、基本建设到社区人 
文都有相应拨款，而对郊外选区而言， 
重新调整并扩大恵民福利计划，是最能 
让选民切身感受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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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2012年至今，节庆援助计 
少人划已帮助61万9193名低收 

入人士减轻迎接佳节的经济负 
担。

掌管雪州贫穷、关爱政府和 
园丘工人事务的行政议员甘纳

節慶援助計劃惠逾61萬人

T黄洁冰和阿茲敏阿里 
也争取时间，讨论雪州 
的课题。

早前陷人舆论风波的 

刘天球（右起）与依德 

利斯，就各种重要课题 
分享意见。

雪州蚊症年年全國榜首<

里占依斯邁個靈H
双

溪侨华区州议员里占依 
-斯迈促请雪州政府关注 

雪州骨痛热症年年排列全国榜 
首一事，而且数据更是把其他 
州属，远远抛在后头。

里占依斯迈说，雪州的骨痛 
热症数据相当吓人，与排名第 
二的吉隆坡和第三的柔佛高出

他指°出，在过去多年来，雪 
州每年都拨出大量拨款，作为 
推动消灭骨痛热症的运动，但 
在减少骨痛热症方面，几乎没 
有见到效果。

他说，在今年截至上星期 
五（1曰），雪州总共有6万 
817宗骨痛热症，吉隆坡是1万 
2596宗，柔佛是9316宗。

“如果和吉隆坡和柔佛相 
比，雪州的数据比吉隆坡高出

483%，比柔佛高出653%。”

他说，在全国的10个数据 
最高的黑区中，其中9个是在 
雪州，分别是3个是在八打灵 
县，4个在乌冷，2在鹅唛。

他指出，在2019年，雪州总 
共拨出300万令吉在消灭骨痛 
热症，在明年预计是拨出500 

万令吉。

數據逐年增加

他说，雪州政府应该要反 
思，如果年年都拨出大量拨 
款，但在骨痛热症的数据上不 
只是没有效果，反而还是高居 
不下。

“目前，骨痛热症的数据 
不只是非常高，而已还是逐 
年的増加，没有见到雪州政府 
在拨出大量拨款后所带来的成

■沟渠常年不清理，容易衍生蚊虫。

(档案照）

丄Av ”

效。
i也指出，如果雪州政府再不穿找对策， 

同样的情况将继续发生。
他也提出其他课题，包括雪州政府的开 

销和收入、储备金、雪州投资、雪州子公 
司、雪州关怀健康基金、达鲁益山水供计 
划等。

j I 2013年至2018 
1年，共有4家公 
司和4个人，分别因 

非法倾倒废料和倾 
倒不符合标准的油 
而遭起诉！

根据许来贤提供 
的资料显示，在 
2013年，共有3家公 
司和2个人被起诉， 
其中3家公司罪成而 
被罚款5000令吉。

至于2018年就有1 
家公司和2个人被起 

诉。

H0RAS工程引發水災

州政府
f管雪州基本建设、公共设施、 

I现代农业与农基工业事务的 
行政议员依兹汉哈欣指出，若调 
查发现，河流混合动力増强系统 
(H0RAS)工程，引发水灾甚至部

分农作物惨被泥水淹没，州政府将 
{乍Ljj贝音/|空

他iii。一出席雪州第14届第2季 
第3次雪州议会时，回应依约区州 

议员依德利斯反映河流混合动力増 
强系统（H0RAS)工程导致其选区

的居民面对水灾的投诉时，这么指 
Hi 〇

1 k德利斯指出，他接获其选区居 
民的投诉，近期频频面对水灾的困 
境，尤其很多农民的农作物都被泥 
水淹没，面对惨重的损失。

居民可反映問題

依兹汉哈欣指出，河流混合动力 
増强系统在2018已投入运作，而各 

单位包括水利灌溉局和電州水务管《

理机构（LI \S) —直都有紧密监 

督，确保河流混合动力増强系统发 
挥运作。

他指出，根据数据显示，雪州政 
府现阶段并没有就河流混合动力 
増强系统所带来的影响做出任何赔 
偿。
~°“如果正如依德利斯所说，有居 
民面若面对上述问题，可透过正确 
的管道做出投诉，让相关单位展开 
调查，如果发现是因河流混合动力 
増强系统所导致，我们就可以做出 
合理白勺贝音偿。”
〇依兹滏‘。欣强调，任何发展工程 
若为周遭的居民带来问题，居民都 
可直接反映，让相关单位调查后做 
出适当的赔偿。

許來賢：還河流乾淨

金天傾篇視
雪琳舞

■議 iip
(莎阿南4日讯）为了避免河流一再受污染，雪州政 

府会展开数项措施应对和预防，包括在河流污染“热 

点”，展开24小时静态监督行动、增加执法行动及联各 

其他单位展开取缔行动。

掌管雪州环境、绿色工艺、 

消费人、科学工艺及革新事务 
的行政议员许来贤指出，为避 
免雪州河流受污染的事情重 
演，州政府将透过雪州水务管 
理机构将采取数个措施应对和 
预防。

他指出，该部在今年10月 
1曰已发函给能源，工艺， 
科学，气候变化及环境部， 
以建议调整1 974年环境素 

质法令下的环境质量条例
(Peraturan-peraturan Alam 

Sekeliling) 〇

他说，雪州政府也会与各相关单位召开 
义。

~他°指出，对于在士毛月河、荅玲珑河 
(Sungai Beranang )、令清河(Sungai 

Rinching)发生的污染事件，雪州政府也 

会检测土地和调查在河流保留地是否有任 
何活动在进行。

濾水站被迫暫停運作

他强调，在发生污染的主要热点， 
他们会展开2 4小时的静态^监督行动 
(Pemantauan statik)和米取水源样 

本，其中在士毛月河及布亚河（Sungai

Buah)，也应委任承包商进行清理工作。

“我们也必须増加执法单位的人手，并 
和地方政府、县土地局等单位展开联合取 
缔行动，确保河流受到保护。”

他今曰出席雪州第14届第2季第3次雪州 

议会，回答万津区州议员刘永山的的口头 
提问时，这么指出。

许来贤指出，士毛月河流主要供应生水 
给士毛月滤水站，而过去发生的污染事件 
是因有工厂排放气味和废料，加上有不负 
责任的人将废料非法倾倒入河流，导致士 
毛月河流的水质受到影响。

他指出，基于河流受到污染，滤水站就 
被迫暂停运作。

士毛月河污染沒人被起訴

来贤指出，士毛月河今年发生的异味污染事件，现阶段暂未 
有任何个人或公司被起诉。

他指出，在6月26日，涉及的工厂因排放棕油气味而被令停止 
运作两周，加影市议会也指示该工厂关闭39日，该工厂也被迫承 
担1亿2000万令吉的损失。

他强调，基于工厂是排放的棕油气味宁没有含有有毒的成分， 
所以并没有起诉该工厂。

他说，该工厂已立即采取行动修复已故障的滤水站，而工厂目 
前也是根据环境局的条例恢复运作。

“至于在9月28日发生污染，是不负责任的人将溶剂倒入排污 

沙井，我们目前还未找到可疑者，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他指出，在河流周遭运作的工厂，雪州政府已计划启动漂白和 

搬迁计划，并给予充足的时间让厂家漂白，无可否认的是部分工 
厂其实也已营业了至少30年。

■依茲汉哈欣（站者）指发展工程若为周遭居民带来问题，居民都可直接反 
映，后右为许来贤。

巴迪劳指出，州政府从2012年 

开始推动节庆援助计划又称 
“Jom Shopping” 计划，在农 

历新年、开斋节和屠妖节向低 
收入家庭派发1(30令吉购物礼

k说，这个政策的宗旨是减 
轻低收入家庭在迎接节庆的经

因此，他认为，
应该继续被执行，
地帮助城里城外的B40_ 

他周一出席第14届! 
3次雪州议会时，如是 
揽州议员莫哈末赛益的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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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毛区州议员李继香认为雪州政府应不限制年駿 
协助州内的特殊儿童，尤其新増的“雪州特殊孩 

童援助金” （AnIS)更不应有年龄限制，并开放给所 

有年龄层的特殊儿童申请。

她指出，申请雪州特殊孩童援肋金的其中一个条 
件，即是申请者必须是18岁以下。

她指出，特殊儿盪需长时间的复建和治疗，特殊孩 

童所需的特殊设备也随著年龄的増长越来越贵，生活 

费也逐日増加。

應提供障友轎車貼紙

“所以希望雪州政府可排除年龄作为申请的条件， 

让所有特殊儿童都可申请雪州特殊孩童援助金。”
她周一出席雪州第14届第2季第3次雪州议会，参与 

辩论日寸，这麽指出〇

李继^也应请雪州所有地方政府为残疾人士和残疾 

人土的监护人，提供残疾人土的轿车贴纸。

她指出，公共场所都备有残疾人士专属泊车位，而 

这类泊车位只会让贴有贴纸的轿车停泊，可是试问是 

否所有地方政府都已发放贴纸给残疾人士呢？

“我认为轿车贴纸理应在雪州各地都可使用，而不 

应有地区限制。”

KISS增5000受惠者
A 2020年，“精明雪州关爱 

妈妈卡” （KISS)的受惠 

者将増加5000人！

掌管雪州卫生、福利、加强 

妇女及家庭事务的行政议员西 

蒂玛丽亚指出，雪州行政会议 
(MMKN)已议决会増加“精明 

雪州关爱妈妈卡”的受惠者， 

让更多人从中受惠。

她指出，根据早前的数据显 
示，其中1312名符合资格的受 

惠者因固打已满，所以被迫割 

爱，随著雪州政府决定増加受

惠者的人数，这些早前被拒的 

受惠者可重新作出申请。

“一些申请者早前递交的 

资料并不齐全，即使他们是 
ekasnh受惠者和人民生活援 

助金（BSH)都无法受惠，所 

以申请者需要递交完整的资 

料 〇，，c
1 °她周°一出席雪州第14届第2 

季第3次雪州议会时，回答摩 

立州议员哈斯努的口头提问 

时，这麽指出。

辯論環節反對黨出席率
2020年财政预算案辩论环I节，反对党出席率竟 

然是零丨
^雪州议会共有6名反对党议 

员，惟梳邦再也州议员黄美诗 
周一出席第14届第2季第3次参 

与下午的辩论环节时，不忘揶 

揄反对党议员全不见人影。

她在辩论环节中指出，其选 
区在单单周一（4日）就有3处 

发生水管破裂事件，导致商民 

面对断水。

她说，发生水管破裂的位置 
有2处是SS18，1处是SS13，而 

後者的水管是今年才替换。

“SS13的水管才替换不久就 

破裂，这必须被检讨。”

另外，她提及，因降雨量异 
常导致梳邦再也在8月15曰发 

生严重水灾，反映出现有的排 

水系统有必要进行提升。
她说，当时的降雨量达160 

毫米，而一般的大雨仅是30毫 

米至40毫米。

她建议城内的排水系统有必 

要进行提升和加宽，才能在高 

降雨量的时候迅速排水。

万挠州议员蔡伟杰也指出， 

因气候变化，万挠已经发生数 

十次大大小小的水灾。

■副议长达罗雅主持辩论环节。

希爾曼促反對黨議員 
積極參與預算案辯論

鹅t；唛斯迪亚区州议员希尔 

曼促请反对党州议员应 
积极参与对于2 0 2 0年雪州财 

政预算案辩论环节，负起州 

议员的责任。

希尔曼于周一下午，在参 

兴辩论财政预算案时说，在 
雪州政府提呈2020年财政预 

算案后，不管是朝野州议员 

都应踊跃的参与，但在今曰 

下午的情况，反对党州议员 

的参兴并不积极，包括新人 

或资深的州议员。

他也点名在下午时段没有 

出现的乌鲁安南区州议员拿

督罗斯妮和双溪武隆区州议 
拿督二苏丁〇

他及为，°雪州反对党领袖 

应该关注反对党州议员在州 

议会的表现和参与。

他说，州议员除了关注选 

区问题，在出席州议会时， 

也是为了要了解州政府的政 

策及反映地区的问题。

"出席州议会是州议员的责 

任，踊跃对于州政府的政策 

提出意见和看法，包括财政 

预算案，让州政府的政策和 

计划能更有效的执行。"

来贤指出，明 
l^T年同步执行和 

执法，毕竟雪州政府 

已给予长时间让商家 

适应，目前已是时候 

采取执法行动。

他说，在明年 

起，各地方政府都会 

在商业执照中清楚列 

明上述事项，若商家 

拒绝遵从，地方政府 

是有权根据现有的地 

方政府条例发出警告 

信和罚款。

他指出，地方政 

府会透过行业者购 

买的塑料袋的发票 
(INVOICE)来收取 

塑料袋费用，一旦雪 

i政府各入’，也苛i(集各广场向厂家购 

买塑料袋的数量。

询及政府罚款的数额，许来贤指出， 

雪州政府不会采取强硬的手段执法。

“虽然我们并非全面禁止使用塑料 

袋，但我们希望商家和消费者都可给予 

配合，减少使用塑料袋，使用替代方 

案，包括自行携带环保饭盒和环保袋 

等。，’

他强调，下周会在雪州议会提呈以获 

批准，并会清楚列明所收取的塑料袋如 

何分配。

給同

—步

時執

間行

適執

應法

撥15 _ 8萬驪零塑料袋吸管活動
多州政府批准拨出15万8000令吉拨款，展开“零 

g塑料袋和塑料吸管”的活动！

许来贤指出，雪州政府在各单位的配合下，将会 
在11月和12月在1所学校和3间购物广场展开“零塑 

料袋和塑料吸管”的活动。
他说，上述活动分别是本月15日早上10时30分至

二p拉港区州议员王诗 
7匕棋指出，我的雪 

兰莪房屋和可负担房屋 

目前也面对滞销，尤其 

在无拉港州选区，_州 

政府必须先解决可负担 

房屋现有的问题，再宣 

布为何推介新的房屋计 

戈丨J!

她指出，来自其中一 

个发展商的调查报告发 

现，该发展商在蕉赖所 

兴建的可负担房屋的兴 

建模式就与服务公寓相 

似，而可负担房屋的售 
价是27万令吉，至於普 

通单位的售价是33万至 
45万令吉

她说!^虽然可负担房 

屋单位的售价较为便 
宜，可是在推介7个月後 

依然尚未有任何单位售 

出，反观服务公寓就已 
出售超过607。。

“可负担房屋无法售 

出主要有数个因素，包

王詩棋:可負擔房屋滞銷

州政府應先解決問題

划。

■袋俊 
雪和、 
^小丨塑陈 
政料联 
府吸发 
拨管、 
出■-许 
15的手 
万活适 
_动、 
令；林 
吉左邊 
款起P 
，为和 

展曾P|' 
开哓再 
-■萍孙 
零、。 

塑张 
料文

下午1时30分在加影育华华小、12月3日下午1至4时 

在EMPIRE SHOPPING

GALLERY、12月6日早上11至下午2时在皇冠城的 

BMC MALL，以及12月20日的早上11至下午2时在GM 

KLAKG〇

他指出，雪州政府也感谢各单位的配合，也相信 
在学校举办的活动可吸引超过2900师生响应。

“在参与的3所购物广场，主办单位也会派发1500 

套环保饭盒、不锈吸管等。”

議促隱轉租外勞問題

括无法支付1〇°。首期、有 

经济能力者却已拥有房 

屋、无法申请贷款等，

雪州政府必须在解决可 

负担房屋滞销的问题 

後，才推出新的房屋计

王诗棋指出，无拉港 

州选区有潜能打造为 

“工业旅游”的地方， 

奈何无拉港的工业区却 

面对许多基设不足的问 

题而犹如弃婴，因此希 

望雪州政府可正视。

V IP

f津区州议员刘永山促请雪州政府应更 

^严谨的关注有人购置我的雪兰莪房屋 

后，再转租予他人包括外劳的问题。
刘永山在辩论财政预算案时，也提出我 

的雪兰莪房屋的问题。

他说，早前已有前巴生市议员提出上述 

的问题，有人在购买我的雪兰莪房屋之 

后，再把单位出租予他人，包括外劳。

他指出，据了解，有发展商把我的雪兰 

莪房屋售卖予其员工，购屋者之后就出租 
该单位〇

''他说i据了解，购屋者在购买该单位5年 

内，是不能出租或者售卖相关单位，尤其 

是有关单位是属於津贴的房屋屋单位。

“据了解，目前上述的情况相当多，希 

望雪州政府能更加严谨的审核和批准申
99

1冃。
刘永山说，希望州政府能制定一个更全 

面的管制，包括是否可采取行动对付违例 

的业拳®

他说，随著奮兰莪房屋计划执行后，目 

前有许来相关问题随之而来，同时关注在 

当初的买卖合约中是否有相关法令的约 

束，包括州政府是否有权力采取行动对付 

违例者。”

供塑料袋，并需收取每个塑料袋20仙的费用，这 

些费用需上缴给各地方政府。

他说，首阶段暂未涉及夜市、早市和店铺等， 
会率先落实在大型的购物广场，而第2个阶段就 

会逐步涉及更多领域的商家。

他指出，根据数据显示，各霸级市场和广场共 
收取了约187万令吉塑料袋费，这也显示许多人 

依然依赖於使用塑料袋，零塑料袋的活动效果并 

不大，尤其是很多商家担心会被消费者责骂而自 
动递上塑料袋，甚至只收取20仙却提供超过5个

不过为了可减 

睪接手。”

出；出席者J巴

jiEL :j比久干■ >丄，土中•曰rr waj国、隆贩阅公

会联合会会长陈联发及雪州华小校长理事会主席 

陈疋孙等。

1许来贤°指出，地方政府收取的塑料袋费将会统 

一纳入特别基金，各地方政府收取的费用都会用 

作为各种环保活动，包括种树和在学校展开各项 

教育活动。

明年起20仙費用上繳政府(莎阿南4日 

訊）雪州所有霸 

级市场、连锁店 

和购物广场明年 

起必须征收每个 

塑料袋20仙的费 

用，接著下来就 

轮到夜市、早市 

和杂货店等，禁 

用塑料袋！
掌管雪州环境、绿色工艺、消费人、科学工艺 

及革新事务的行政议员许来贤指出，暂州政府经 
过讨论後，决定在2020年的1月1日起，州内所有
需孤击洗挪市壬nto物视文台P市士奸士耳

早费市
他说，雪州政府在2017年的1月1日就落实零塑纸袋，

料袋活动，并向消费者徵收每个塑料袋20仙的收 “雪州政府并非责怪商家们，

费，以希望可起到减少使用塑料袋的作用。 少使用塑料袋，雪州政府才会选f

他今午召开记者会时，这麽指
叫X疋貝1土罔豕 吐FT明•卜安基亩田合赵姑命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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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4日 

訊）雪州大臣阿 

米鲁丁说，从 

2015年至2019年 

10月，中央政府 

共拨出36亿8300 

万令吉给雪州政 

府。
他说，在2 0 20 

年，雪州政府预 
计将获得中央政府拨款T亿6827万3138令

°他指出，在上述的拨款中，其中大约 
507。是通过大马道路档案系统中拨出，其 

他单位和部门等。
他说，州政府预计2020年将获中央政府 

T亿6830万令吉的制度化拨款，分别是大 

马道路档案系统5亿2500万令吉、经济， 

基础建设及生活和谐发展拨款1842万9000 

令吉、按人均拨款T500万令吉、各州政府 

部门行政管理拨款7950万令吉。

撥款逐年增加

“联邦土地征用赔偿金2580万5638令 

吉、公务员1〇?。涉及中央政府业务拨款350 

万令吉、旅游业经费1〇〇〇万令吉、收入拨 
款3000万令吉、乡村管理委员会拨款103

大臣：2015年至2019年10月

万9500令吉。”

他说，雪州政府获得的大马道路档案系 
统的拨款也是逐年増加，从2015年到2019 

年，在5年内平均每年是4亿5000万令吉。

他说，中央政府拨给雪州政府的拨款已 

逐年増加，但有的拨款是通过各项工程， 

各相关部门等拨出，并不是拨出现金给雪 

州政府。

他也以巴生第三大桥工程为例说，中央 

政府之前已承诺在巴生第三大桥第一和第 

二期计划，当时州政府是使用储备金进行 

该工程。

”但之后中央政府批准拨款的拨出，但 

将会使用在第三期计划中。"

阿米鲁丁今日上午在雪州议会中，口头 

提问环节时，回答武吉兰樟区州议员黄洁 

冰的提问时，如是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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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溪比力新村乒乓邀請賽

巴生文文電器隊奪冠
(双溪比力4日讯）来自巴生 

文文电器队在日前开打的2019 

年双溪比力新村乒乓邀请赛夺 

得冠军，亚军队则由蕉赖友联 

少年队获得。季军和殿军得主 
分别是Wai Shin Maluri TTC队 

伍。

比赛以单打和双打方式进 

行，并以团队总积分定高低， 

冠军队伍可获1〇〇〇零吉加奖 

杯，亚军、季军和殿军得圭的 
奖金分别是700、500和400零吉 

加奖杯一座。

这场赛事是双溪比力新村管 

理委员会和雪邦市议会，在 

双溪比力华联华小礼堂联合主 
办。总共有24支队伍，逾百位 

乒乓选手参与这场赛事。出席 

者瓜冷雪邦区华人新村协调官 

林立选、雪邦市议员蔡志雄、 

双溪比力村长余东发等。

大会邀请双溪比力区州议员 

刘天球主持开幕仪式。他表 

示，自小就喜爱乒乓和篮球等 
运动，一天可以花上至少4小时 

在球类运动。 ■林立选（左2)颁发冠军杯绐巴生文文电器队，左为蔡志雄和余东发（左4)。

他强调，乒乓是很好的运 

动，除了有益健康，也使我们 

的思想敏捷；同时还可以通过 

运动认识很多朋友。他赞扬大 

会举办乒乓运动比赛，并期望 

当局每年都举办这类球赛，让 

很多人参与有益身心的健康活

■刘天球（左）宝刀未老，拿起乒乓拍杀球，架势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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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拦截垃圾浮台每天可在巴生河拦截1万公斤垃圾。（档案 
0S)

攔截垃圾浮台

每天攔1萬公斤垃圾
(莎阿南4日讯）拦截垃圾浮 

台（Interceptor)在试用期 

间，每天可以在巴生河拦截1万 

公斤垃圾。

这部拦截垃圾浮台可容纳达 

1〇万公斤垃圾，而在试用期间 

每曰拦截的垃圾暂时是1万公 

斤，估计未来会继续増加。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指出，这 
个设备建造价格约70万欧元 

(约325万令吉），不过雪州获 

得免费使用1年。
他说，巴生河已被装上7个拦 

物栅（Log Boom)，拦截垃圾 

浮台从8月开始放在巴生河，双 

管齐下效果奏效。

“浮台的技术能拦截漂浮在 

水上的大小不一废置物，是采 

用太阳能发电系统。”
The Ocean Cleanup 仓丨J

办人兼拦截垃圾浮台技术 
(Interceptor)发明家波安指 

出，他在2015年就有清理海洋 

垃圾的构思，减少海洋河流里 
的垃圾和塑料，於是在2018年 

就成功发明拦截垃圾浮台。

他说，这个设备的原型曾在 

雅加达进行测试，雪州是荷兰 
鹿特丹以外，第2个使用这设备 

的地点。

中巴生河是因为这是一

条严重污染的河流之一，这部 

设备犹如水上吸尘机，可以拦 

截大小垃圾。”

他说，发明这部设备并不是 
为了赚钱，而是希望能迅速和 

有效地清理河流。
“我有一个10年计划，其中2 

年会到泰国和美国洛杉矶。”

歹U3大目標

其他出席记者会尚有荷兰 

驻马大使阿尔特加克比、 
Landasan Lumayan私人有限公 

司主席兼雪州大臣机构（MB1) 

总执行长拉惹沙林、Landasan 
Lumayan私人有限公司董事经理 

赛夫阿兹孟。

雪州海洋关口计划 
(Selangor Maritime 

Gateway,简称SMG)涵盖从谷 

中城至巴生港河口长达56公里 

的巴生河，3大目标分别是净 

化、治理和振兴城市。

赛夫阿兹孟指出，净化巴生 

河不仅能消除河水的异味，同 
时改变水质从受污染（5级）改 

善至中等良好（3级）。

“以前巴生河每个月能捞起 
1200吨至1500吨垃圾，现在 

垃圾已经减少至800吨至9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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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4日讯）掌管雪州环 
境、绿色工艺、消费人、科学 
工艺及革新事务的行政议员许 
来贤指出，雪州水务管理机构 
(LUAS)已完成7月发生的雪河 

污染事件的书面报告，并会起 
诉雪州采沙特许公司Semesta 

集团有限公司（KSSB)的承包 

商！
他指出，在7月发生的雪河污 

染时间，发现是雪州采沙特许 
公司Semesta集团有限公司的承 

包商疏忽所致，并怀疑有者将 
柴油倒入河内而发生污染。

“即使对方是官联公司，我 
们都依例采取行动，现在尚 

在等待主控官起诉对 
方。”

他指出，
上述污染 

事件也

导致巴生谷许多用户断水，原 
先是怀疑有者蓄意搞破坏，不 
过经过调查後发现是承包商的 
疏忽所致。

此外，许来贤指出，根据 
1974年环境素质法令（Akta 

Kualiti Alam Sekeliling)，

英达丽水的污水处理厂目前在 
排放经过过滤的污水时，有异 
味的污水也可排出。

他说，中央政府必须就上述 
条例做出修改，以让污水厂在 
排放已过滤的污水时，必须确 
保污水并没有存在异味问题。

“因为根据目前的的情况来 
看，英达丽水无疑成为了受害 
者，也有者将废料倒入排污沙 
井，而英达丽污水厂并未感应 
到而照常过滤，结果排水的水 
出现异味，导致士毛月和荅冬 
加里河流面对异味污染。”

完成雪河污染事件書面報告

LUAS起訴KSSB承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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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购屋者能证明无法继续居住在我的 
雪兰栽房屋 2.0 ( Rumah Selangorku 

2.0)，可以被允许出租单位。

掌管雪州房屋、城市发展的行政议员哈 
妮查指出，原本我的雪兰莪房屋是不允许 
出租，除非购屋者证明不再适合居住在该 
单位，比如已换工作到更远的地方。

她指出，我的雪兰莪房屋2.0的买卖合约 
有阐明，购屋者必须是首次购买房产，名 
下没有任何房产，且不可以在5年转售。

她周一出席第14届第2季第3次会议时， 

在口头问答环节回而揽州议员莫哈末赛益 
的附加提问。

售價僅是4.2萬至25萬

哈妮查提及，与可负担房屋政策所设下 
的售价是30万令吉相比，我的雪兰莪房屋 
2. 〇仅是4万2000令吉至25万令吉。

她说，我的雪兰莪房屋2.0从自去年4月 

2曰执行，为实现“一户家庭一个舒适的 
家”的宗旨。

她说，我的雪 
兰莪房屋2.0的 

售价和购屋者由 
雪州政府控制，
介於4万2000令 
吉至25万令吉之|

间。
“这个售价的 

限制是让低收入 
和中等收入群众 ‘
有能力拥有自己的房屋。

她强调，我的蕾兰莪房屋2.0必须有素 

质，与自由市场的房产一样，且得得到大 
马规格与研究机构(Si rim)认证和马来西亚 
建筑工业发展局（C1DB)证书。

“购屋者若要出售我的雪兰莪房屋2.0, 
必须在签署买卖合约日期的5年後，且必须 

得到州政府准许。”
另外，她说，发展商必须先优先建筑我 

的雪兰莪房屋，或者与自由价格房产同步 
建筑，以确保我的雪兰莪房屋最後才被建

99

5.11.2019

■雪州政府重组免费水供计划，凡是家庭收人4000令吉以下 

者皆可享受福利。 （档案照）

有文告，可電郵至

劉佩明、劉淑美

(莎阿南4日訊）雪州政府重组免费水供 

计划，并命名为达鲁益山水供福利（SKIM 

AIR DARUL EHSAN)，凡是家庭收入4〇00令 

吉以下者皆可享受该福利，;70万户居民受 

惠，受惠名单于明年2月中宣布，3月1日开 

始执行。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说，为了让更多人民可在免费 
水供计划中受惠，州政府把免费水供计划的受惠者 
家庭收入列为4000令吉以下，受惠户头达T0万个。

他重申，州政府并没有废除免费水供计划，只是 
把该计划进行重组，并命名为达鲁益山水供福利。

他指出，随著雪州政府重组水供计划，有关受惠 
户头，从现有160万个户头，减少至70万个户头， 
州政府每年将承担的费用也将减少50%。

他说，从2〇〇8年6月至2〇】9年8月，寳州政府在免 
水费水供计划中，总共耗资了18亿1242万1674令吉 
67仙。

旦免费水供言计划重组后，雪州政府每年所 
须承担的费用也将由原有的1亿8000万令吉减少至 
9600万令吉。”

改名達魯益山水供福利

阿米鲁丁于今日出席雪州第14届第2季第3次雪州 

议会，在口头回答环节中，分别回答双溪侨华区州 
议员里占依斯迈、双溪班让区州议员英兰淡林 
士毛月区州议员查卡里亚、班达马兰区州议员梁 
德志、荅冬加里区州议员哈鲁麦尼等的口头提问 

时，这么回应。
同时，多位州议员在附加提问时也提出了 M40群 

体无法在免费水供计划中受惠，尤其是居住在城市 
及家庭负担沉重的一群，也是受到忽视的一群。

阿米鲁丁说，目前，确实是有不少州议员及各方 
提出M40的群体无法在免费水供中受惠。

他说，虽然M0群体没有被列入免费水供计划的 

受惠群体，但中央政府即有许多福利政策下来，来 
自州政府也提供不少的福利例如免费精明巴士、大 
专生奖学金及其他等，都能让M40群体从中获惠。

“

他指出，M40群体的薪金是6180令吉至1万2469 

令吉，他相信该群体的人士有能力承担每个月11 
令吉40仙的水费。

他说，根据雪州政府之前的原定计划，将免费 
水供锁定在2000令吉以下及每月25立方米的免费 
水供，但雪州政府于今年3月会议中，决定把原本 
的2000令吉提升至4000令吉，也让免费水供保持 
在20立方米。

“如果是保持在2000令吉，受惠的户头只有10 
万个户头，但如果把受惠者的家庭收入提高至 
4000令吉，受惠家庭和人数会更加的多，大约有 
T0万个户头，在原有的160万个户头中就占了其中 
的40至50。。。”

、

$州精明巴士自201 5年实 

g行以来，州政府和地方 
政府共耗资1亿611万4843令 
吉84仙。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 
交通和华人新村事务及交通 
的行政议员黄思汉指出，W 

州精明巴士是33项关爱人民 

计划（1PR)之一。
他说，目前的雪州精明巴 

士有43个路线和138辆巴士， 

雪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耗资 
8112万6757令吉84仙和2498 
万8086令吉。

他说，虽然发展公共交通 
系统是中央政府的责任，但 
是雪州政府采取积极的态度 
在雪州范围推广免费巴士服

12月31日，主要是重新登记和重 

组原有的受惠名单和资料，并且 
鉴定符合条件的受惠户头。

针对有关符合条件的家庭是用 
其他人名字的水供户头时，大臣 
说，如果有关用户是租用他人单 
位，水供户头是在他人的名字之 
下，只有有关人士向当局提呈申 
请及符合条件时，可列出该户头 
的资料予雪州水供公司包括户头 
的名字等。

20立方米足以供應5口

每月用水量沒提高
米鲁丁指出，雪州政府目前 
认为20立方米的免费水供是 

相当足够，足以供应一家5 口 

每月用水量，没有计划要提高至 
30立方米。

他是针对于有州议员提出把免 
费水供増加至30立方米时，如是

指出〇
U “°根据报告，雪州用水量也太 
过高，目前是每天222公升，比 
应有的高出了 30°。，正常的用水 
量每天是保持在164公升。”

他说，免费水供计划的登记活 
动已在进行中，是从9月30日至

，

议会大厅。

掀罵戰希盟競選宣言跳票”
“

■里占依斯迈在辩论环节时， 

指责希盟没有兑现竞选宣言。多州议会一进入辩论2020财政预算案 

i首天，朝野州议员因希盟竞选宣言 
事吵翻天，雪州议长黄瑞林更一度要求 

双方冷静。
雪州议会周一日进入议会的首天，在州 

议会于上午进入辩论2020年财政预算案环 

节时，反对党领袖兼巫统双溪侨华区里占 
依斯迈是首位辩论财政预算案的州议员。

但当里占依斯迈开始发言时，就在提到 
希盟政府的竞选宣言“跳票”时，引来希 
盟州议员们的反驳，大家都陆续加入骂战 
之中，互不相让，让场面一度火药味浓。

多位州议员也相续的加入争论之中，从 
希盟竞选貪言、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废除 
过路费、降油价等。

多位来自希盟、巫统和伊斯兰党的州议 
员们都陷入口舌之战，包括争论到底有关 
胜选隔天是废除过路费、降油价之说是来 
自于那一个政党等。

加入辩论的计有邓普勒区州议员莫哈末 
沙尼、行动党巴生新城区州议员拿督邓章 
钦、双溪武隆区州议员拿督三苏丁、昔江

港区州议员拿督阿末尤努斯、双溪班让区 
州议员英兰淡林、而榄区州议员莫哈末赛 
益等。

其中尤其是以邓普勒区州议员莫哈末沙 
尼及双溪武隆区州议员拿督三苏丁的争论 
最为激烈，双方都互不相让。

雪州议长黄瑞林也要求双方冷静，更揶 
揄原本这是双溪侨华区州议员里占依斯迈 
的“主场”，却让他变成了这场口舌之战 
的“配角”。

辯稱希盟逐步落實宣言

在辩论时，莫哈末沙尼、莫哈末赛益、 
邓章钦也不认同里占依斯迈的言论，并表 
明希盟政府目前只是刚执政一年半的时 
间，而希盟政府已逐步的落实竞选宣言。

他们说，目前还有三年多的时间，还有 
充足的时间让希盟政府逐一落实承诺，目 
前并不代表希盟政府已让竞选宣言“跳 
票”，“跳票”之说也是言之过早。

“竞选宣言是大选5年内将落实的承

1= “为了推广免费巴士，州 
^政府必须准备庞大资金，如 

今有11个地方政府参与其
中I。”

他周一出席第1°4届第2季第3次雪州议会 

时，如是回答昔江港州议员拿督阿末尤努斯 
的口头提问。

中路州议员法鲁拉兹提出附加提问，雲州 
精明巴士的目标是让国人受惠，政府如何管 
制外国乘客或考虑向外国乘客徵收车资増加 
政府收入。

黄思汉指出，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在提呈 
2020年财政预算案的时候，已经说明政府考 

虑向乘搭雪州精明巴士的外国乘客徵收1令 
吉车资，国民乘客则是免费乘搭。

此外，他也不认同雪州精明巴士的乘客是 
外国乘客为主，他举例乌鲁雪兰莪，根据截 
至今年9月的数据，只有27。是外国乘客。

“根据莎阿南市政厅的乘客舒适程度民 
调，外国乘客的比率也只是97。。”

诺，是一届大选，并不是一年去完成，目 
前还没有，并不代表之后就不能，希望反 
对党州议员不要发表错误的言论。

至于反对党州议员们则是抨击希盟政府 
只是为了捞起大选的选票，而在大选时做
屮i老f的蚤进

他们重申，°截至目前，希盟政府并没有 
落实其对于人民的承诺，并相信在丹绒 
比艾国席补选时，希盟政府又再将度“消 
费”其竞选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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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 
准备放鼠药 
灭鼠，左是 
李国强，右 

是刘佳达。

加
影
市

』议

在
双
溪
龙
巴
刹
展
开
清
洁
活

李國強：沒永久性場地巴剎暫不搬

雙溪龍巴剎逾100老鼠洞

邐20公斤藥
(加影4日訊）加影市议会今早在双溪龙巴刹、第 

1区商业中心商店门口以及后巷找出超过100个老鼠 

洞，并使用20公斤的鼠药，全面灭鼠。

这项灭鼠活动由市议会固 
体废料管理与公共卫生组进 
行，市议会在双溪龙小商公 
会和小贩配合下，为巴刹进 
行大扫除及灭鼠。

负责灭鼠活动的市议会官 
员路易斯说，今早的清洁行 
动已清收了巴刹90%的固体废 
料，市议会也在巴刹、商业 
区商店前面和后巷，使用了 
20公斤的鼠约来火鼠。

吁商家垃圾分類

他说，老鼠吃了这些鼠药 
后会感到口渴找水喝，这时 
候也是鼠药发挥药性的时 
候，通常吃了鼠药的老鼠会 
在2至3天死亡。

他强调，这种鼠药只针对 
老鼠，对其他动物起不了作 
用。

° 他呼吁商业区商家，培养 
垃圾分类的习惯，让食物残

渣可以废物利用，提链为化 
肥〇
U “所有饮料和食物残渣、 

坏了的蔬果等都可以成为化 
肥，只要商家把这类残渣和 
其他垃圾区分，市议会承包 
商在清收垃圾时，便会收集 
起来作为化肥。”

他透露，市议会园艺组在 
万宜新镇第16区有一间化肥 

生产中心，食物残渣可以 
送到那里处理，提链为化肥 
后，可以让社区受惠。

他说，市议会目前也在一 
些特定的餐馆，放置一个桶 
让商家装食物残渣。

另一方面，加影市议员刘 
佳达说，双溪龙巴刹过去因 
为卫生与交通问题而挑起巴 
刹搬迁课题，但自从双溪龙 
小商公会两年前接手管理巴 
刹后，卫生与交通问题都有 
改善，因此，巴刹搬不搬， 
市议会暂时没有定案。

7X7溪龙小商公会主席李国强说，双溪龙 
M巴刹暂时不搬迁。

他说，该会早前向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 
求助，要求不要搬迁巴刹，后者在今年6 

月致函加影市议会主席传达不搬迁巴刹的 
建议，直到市议会找到一个永久性的巴刹 
场地。

他强调，公会不认同巴刹搬迁到临时场 
地。

针对早前有27名双溪龙巴刹小贩出席市 

议会的皇冠城新巴刹小贩面试活动，他 
说，这些小贩只是去反映不搬迁双溪龙巴 
刹的意见。

他周一参与市议会的巴刹大扫除活动 
时，这样指出。

“只要小贩可以证明巴刹能保持乾净， 
巴刹便可以不用搬，承包商如今也准时每 
天下午2点清收垃圾。”

■大多数商家至周一都未移走后巷杂物。

第1區商業中心後巷清溝

商家須清空雜物免罰款

■刘佳达（左2)在场监督清洁员工进行清沟工作。

彳+鲁益山集团（KDEB) 
M垃圾承包商周一（4 

曰）起清理双溪龙第1区商 
业中心后巷沟渠，商家放 
置在后巷的杂物和烹饪工 
具必须搬走，清空后巷， 
否则将被ill款最局1 〇 〇 〇令
士
n C

加影市议员刘佳达说，

市议会上周五（1日）已发 
出清空后巷的通知信给商 
家，若商家不配合，市议 
会可以发出最尚1〇〇〇令吉 
iU示欠〇■

他说，承包商8名员工分 

成两组人，从周一起至11 
月7日，会在商业中心1/2 
路、1/3路及1/4路后巷使

用水柱进行清沟工作，若 
后巷放满商家的杂物，将 
影响清沟工作。

周一的清沟工作现场可 
见，许多商家仍未移开后 
巷杂物，包括沟渠上的水 
桶，桌子、垃圾桶等，一 
些商家等到清洁员工进入 
后巷，才开始移走杂物。

承包商较后将水槽车开 
入后巷，用水柱喷射积满 
油脂的沟渠，现场发出阵 
阵恶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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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市會禮堂管理計劃

再奪人力資源獎亞軍
(巴生4日讯）巴生市 

议会主席拿督莫哈末亚希 
表示，市议会在全体职员 

发挥创新和创意思维地努 
力工作下，今年内收获多 

个奖项和荣誉，最新奖项 
是凭著 “Smart Employ 
Decision”（礼堂管理）计 

划，赢得由雪州政府秘书署

颁发的“人力资源奖”亚 

军！
莫哈末亚希日前出席市议 

会职员月常集会致词说，巴 

生市议会早前在梳邦再也 

Holiday Villa酒店举行的颁 

奖仪式成功获得8000令吉 

奖金，他指这有赖市议会产 

业评估及管理小组、财务小

组、企业公关等小组的配 

合0

他在颁奖礼上宣布，市议 

会亦获得了 “5星"评价。

获5星评价

“除了上述奖项，市议会 

今年也赢得不少大小奖，近 

期的奖项包括日本东京国际 
质量管理大会（ICQCC )金 

奖、财务管理获第21次廉洁 

证书、201 9年雪州公共服 

务领域创意奖第三名、国际 

特别创意大奖及地方政府5

星评价等。”

他表示，市议会得奖连连 
并非偶然之事，是大家贯彻 

创新、负责任、看重服务品 
质及公正等精神努力工作的 

成果，所以荣耀是属于市议 

会每一位成员。

莫哈末亚希说，他常提醒 

市议会职员，工作要重质而 

非重量，若只重量，即使做 

再多’没有品质也是徒然。

“不要因犯错或做不好就 

放弃，只要稍做改正、纠 

正，一切就能慢慢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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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來賢：通過霸超市等代收

明年起每個塑袋徵20仙
(沙亚南4日讯）.明年1月1日起，雪 

州政府将通过地方政府向霸级市场、连 

锁超市及购物广场，接管征收每个塑料 
袋20仙费用的款项，同时将展开执法 

行动。

若商家拒绝配合，地方政府有权援用 

地方政府法令，直接给商家劝告、警告 

或开罚单。
州政府自2017年落实禁用塑料.袋和 

征收20仙塑料袋“污染费”措施，要 

求商家使用“污染费”推行企业社会责 

任活动。然而，还是有商家未尽企业责 

任，设办回馈社会活动。

为此，州政府决定接管各地方政府管 

理的“污染费"，并将款项纳入一个特 

别基金。

雪州环境、绿色工艺、消费人、科学 

工艺及革新事务行政议员许来贤指出， 

地方政府将根据商家所购入的塑料袋发

票，向商家征收塑料袋“污染费"。

商家担心被消费者骂

他说，默迪卡民调中心数据显示，从 
2017年1月至今，雪州政府共收了 187 

万令吉塑料袋"污染费”，显示民众还 

是依赖塑料袋。

"有些商家担心会被消费者责骂，自 

动递上塑料袋，只象征式收取20仙， 

却给了 5个或以上的塑料袋。”

他说，州政府无法追查是否所有商家 

都会善用这笔款项举办回馈社会活动， 

但不否认有些商家有积极响应。

他指，政府会在明年展开执法工作， 

但不会强硬执法，只希望商家配合。他 

将于下周在雪州议会提呈落实上述计划 

的提案寻求批准。许来贤指出，有关计 

划未来将涉及更多领域，包括早市、夜 

市及杂货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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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首20立方米免費水足夠
大臣：無須增加

(沙亚南4日讯）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指出，州政府认为州内大部分的家庭用 
户每月的耗水量介于20立方米至25立 

方米，州政府每月提供的首20立方米 

免费水足以应付所需，因此无须把免费 

水从20立方米增加至30立方米。

“雪州每个人平均的用水量应为164 
公升，尽管雪州人民的日均用水量高达 

222公升，州政府依然认为，如今制定 

的首20立方米免费水已足够。”

他表示，在达鲁益山水供计划 
(Skim Air Darul Ehsan )下，预计会 

有70万用户受惠。

他表示，2020年3月1日起生效的 

达鲁益山水供计划（Skim Air Darul 
Ehsan)，目前已开放让符合条件的用 

户申请。

免费水计划耗18亿元

阿米鲁丁今日在第14届第二季第三 

次雪州议会上表示，这项计划从2008 
年6月1日实施至2018年12月31日，为 

了落实这项计划，州政府已经耗费18

雪州議會
亿令吉。他说，免费首20立方米水供 

计划，只有家庭收入4000令吉或以下 

的用户才可受惠。
他表示，现阶段，雪州约有160万名 

用户可享有首20立方米的免费水。

伊党昔江港州议员阿末尤努斯询问为 
何不考虑让该项免费水计划惠及M40群 

体？

阿米鲁丁解释，州政府原想让家庭收 
入低于2500令吉享有首25立方米免费 

水，不过州政府已提高到让家庭收入低 

于4000令吉的群体享有免费水，因为 
雪州的B40群体普遍的收入为6000令吉 

及以下。

"M40群体在其他领域如公共交通、 

教育等方面，都可从中受惠。”

雪州暫不調漲水費
@州大臣阿米鲁丁指出，雪州政府暂时不会调涨 

兰水费，因为州政府甫获得水务、土地及天然资 

源部与水务资产管理公司发出管理执照，而且做出 

有关调涨水费的决定，必须事先全面深入研究与探 
讨商业糢式（business model )、水供服务与管理 

具有永续性与竞争力、提高水供设施、不会面对欠 

款的压力等等。

阿米鲁丁回答巫统双溪班让州议员英然的口头提 

问时指出，州政府将会全面评估与探讨，以便不会 

增加雪州子民的经济负担。

■阿米鲁丁指出，雪州每个人平均的用水量应 
为164公升，尽管州民的日均用水量高达222公 

升，州政府依然认为，如今制定的首20立方米 

免费水已足够。

黄思漢：助解決公交問題

雪主動推介免費巴士
l=t=1I州地方政府、公共 

交通及新村发展事 

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表 

示，尽管发展公共交通 

一事属于联邦政府的责 

任，但联邦政府在这方 

面的需求有所限制，因 

此雪州政府主动承担这 

项责任推介免费巴士服

务予人民，助解决州内 

的公共交通问题。

黄思汉回答伊党昔江 

港州议员阿末尤努斯的 

□头提问时透露，雪州 

精明巴士是关爱人民计 
划（IPR )的33项计划之 

―，从2015年7月1日开 

始实行，雪州政府与各

雪州政府与各地方政府在2015年7月1日至2019年9 
月30日的开销细节：

年份 雪州政府 地方政府

2015 348万1712令吉 ——
2016 1136万910令吉64仙 156万3288令吉

2017 1864万4128令吉 608万6140令吉

2018 1785万9306令吉 826万9640令吉

2019 2978万701令吉20仙 906万9018令吉

总 8T12万6757令吉84仙 2498万8086令吉

地方政府已耗资1亿611 
万4843令吉84仙来推 

动，共涉及43个路线共 

138辆巴士。

他说，对于更重要和 

优先发展项目，雪州政 

府所能提供的资金和可 

用财政资源的需求极为 

有限。

“无论如何，雪州政 

府现阶段仍有能力与涉 

及此计划的11个地方政 

府一起推动，甚至建议 

地方政府在未来继续实 

施有关计划。”

他表示，若联邦政府 

希望承担起这项责任， 

或提供适当的规定，以 

确保雪州的公共交通顺 

畅，尤其是雪州精明巴 

士可让所有人民受益， 

州政府会感到开心。

可負擔屋我的雪蘭莪房屋

哈妮查：售價大不同
@州房屋及城市生活 

目事务的行政议员哈
妮查指出，国家可负担 

房屋政策与“我的雪兰 
莪房屋计划”政策2.0最 

大的不同在于其房屋售 

价。
她透露，国家可负担 

房屋政策中的房屋售价 
为每个单位30万令吉， 

而“我的雪兰莪房屋计 
划”每个单位的售价介

于4万2000令吉至25万令 

吉，以中低薪阶层人民 

为主。她说，"我的雪 
兰莪房屋计划”自2018 

年4月起推行，如今已提 

升至“我的雪兰莪房屋 

计划”政策2.0，旨在提 

升房屋的规划与建立， 

让雪州子民受惠及每个 

家庭都可拥有一个舒适 

的住所。

她回答诚信党淡江州

议员沙阿里的□头提问 
时，也提出6个事项来比 

较国家可负担房屋政策 

与"我的雪兰莪房屋计 
划”政策2.0，包括房屋 

售价、住房标准、优质 

的房屋建筑标准等。
另外，她回答土团党 

而榄州议员莫哈末赛的 

追加提问时强调，根据 

雪州政府所批准的买卖 

协议，"我的雪兰莪房 

屋计划”的屋主只有在 
取得单位的五年后才可 

出售或出租。

許來賢：遏止事件重演

7大行動監管河流污染

i=t=* 州环境、绿色工 

艺、消费人、科 

学、工艺及革新事务的 

行政议员许来贤指出， 

为了全面遏止河流与水 

源受污染事件重演，雪 

州政府与雪州水供管理 

局（LUAS )已采取七大 

监管行动。

许来贤表示有关行 

动，分别是（一）今年 

10月1日已向能源科艺环 
境部建议，以改善1974 
年环境品质法令有关条 

文；（二）成立以雪州 

水供管理局主任为首的

巴生河、雪兰莪河及冷 

岳河成员队伍会议，以 

及以雪州基本建设、公 

共设施的行政议员为首 

的雪兰莪河流与沙滩管 

理委员会会议，讨论必 

须采取的行动；（三） 

根据研究与河流保留地 

的活动资料，在士毛月 
河、峑玲珑河（Sungai 
Beranang )及令清河 

(Sungai Rinching ) 
展开执法行动及收集有 

关河流受污染的原因； 

(四）在导致河流受污

时的监督行动；（五） 

建设水源品质与质重站 

点。目前已经在雪兰莪 

河及冷岳河建造有关站 

点，（六）增加执法人 

员，及（七）展开联合 

执法行动。

另一方面，许来贤表 
示，共有4人与4家公司 

因违法污染河流被控上 

法庭，有的已被判罚款 

或监禁或两者兼施，有 

的依然处于审讯阶段。

他说，士毛月河是提 

供水源给士毛月河滤水 

站的河流，根据数据显 

示，该河被污染及滤水 

站被迫关闭是因为工业 

废料污染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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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溪龍鎮巴刹大掃除

2小時掃出3噸垃圾

(加影4日讯）雪州双溪 

龙镇早市巴刹及商业区今早 
举行一年一度的大扫除及清 

沟渠工作，在为时两小时的 

大扫除中扫出了 3吨垃圾！

■双溪龙镇小商公会展开一年一度的早市巴刹大扫除，中为刘佳达

加影市议员刘隹达今早与 

双溪龙镇小商公会主席李国 

强率领数十名小贩，与市 

议会员工及达鲁益山集团 
(KDEB )垃圾承包商_起 

展开大扫除，垃圾承包商 

也在商业区4条后巷进行清 
沟。

市议会官员上周五已向食 

肆及商店业者发出通告，促 

请清空后巷杂物，可部分业 

者却置若罔闻，因此刘佳达 

在清沟前，向不配合的业者 

发出最后警告，他们才移走 
杂物。针对部分业者不配合 

清空后巷杂物，刘佳达表 

示，不配合的商家将会面对 
最局"1000令吉的罚款。

刘佳达指出，这一次的 

大扫除所清理 大扫除所清理 

的垃圾比过去 

少，意味著小 

贩有照顾环 
境，垃圾承包 

商也定时清理 

垃圾，卫生问 

题大幅改善。

另_方面， 

双溪龙镇小商 

公会主席李国 

强说，双溪龙 

镇早市巴刹搬 

迁问题暂时未 

有下文，较早 

前，雪州行政 

议员黄思汉已 
致函市议会， 

加上小贩不搬 

的意愿明确， 

他认为早市巴 

刹应该维持现 

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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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接班
(曼谷4日讯）首相敦马哈迪医生重申，其接班 

人将会是人民公正党主席安华，而并非经济事务部 

长阿兹敏阿里。

马哈迪在曼谷接受《悉尼 

先驱晨报》访问时，也再度重 

申将兑现早前的承诺，即在来 

届大选之前退下首相的职位。

C悉尼先驱晨报》询问马哈 

迪，是否必定会把首相职务交 
给安华而不是阿兹敏，而马哈 

迪也简短回应说：“是的，我 

会。”

“尽管很多人要求我继续到 

来届大选，但这些是他们的观 

点。我的承诺是在大选之前退 

下来。”

尽管如此，马哈迪没有点 

出权力交接的时间点，而这也 

是最备受关注的议题。

“我不能说会是2年或是3 

年，但是我一定会如承诺那样 

退下来。”

敦马哈迪目前是在泰国出 

席第35届东盟大会。

马哈迪多次重申将会退下 

来让安华接任成为首相，但是 

也有人支持马哈迪继续留任到 

来届大选。

马哈迪的部分支持者就包 

括也是公正党署理主席的阿兹

敏、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及 

多名巫统国会议员。

另一方面，首相也指出， 

政府将寻求方案，解决南北大 

道有限公司（PLUS)的财况。

他认为，目前的最佳方 

案，是交由国家投资臂膀，且 

是PLUS大股东的国库控股管 

理债务。
“我们要看看哪一个是最好 

的办法。如果国库控股管理， 

会解决债务，那就没问题。”

他今日出席第35届东盟峰 

会，对随团采访的大马媒体这 

么说。

较早前，国库控股董事经 

理拿督沙里尔表明不打算脱售 

PLUS 〇

尽管如此，首相说，若有 

公司愿意高价收购及承担这笔 

债务，则政府会准备脱售 

PLUS 〇

“如果有人献议承担高达 

300亿令吉的债务，那就是好 

事一桩。对政府而言，我们 

(会）与国库控股洽谈。”

若1MDB案赔偿无共识

政府将与高盛力舍公堂
首商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1MDB) 

弊案的赔偿数额，若无共识则需对簿公 

堂〇

他指出，由于高盛集团之前的献议太 

低，我国因而拒绝接受。

“他们导致我们损失大约70亿美元 

(约290亿令吉）。他们可能不会赔偿我 

们这笔款项。他们（提出的赔偿）献议太 

低，因此我们不接受他们的献议。”

“至于我们 

愿意接受多 

少，当然这需 

协商，这是庭 

外的协商。但 

是如果我们不能达致协议，我们就法庭 

见。”

他曰前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 

说，高盛献议少于20亿美元（约83亿令 

吉），我国对此并不满意。

根据上述报道，马哈迪说：“我们不 

满意这个数额，因此我们仍与他们协商 

……如果他们有合理的回应，我们或许不 

会坚持追讨75亿美元（约311亿令 

吉）。，，#

壮大希盟声势

敦马将为卡敏站台
首

-相兼土著团结党党魁敦 

马哈迪表明会为该党丹 

绒比艾区国会议席补选候选 

人卡敏站台，壮大希望联盟阵 

营的声势提振士气。

“我会……至少一次（助 

选）。”

原任首相署副部长兼丹 

绒比艾国会议员拿督莫哈末 

法立德在9月21曰病逝，使 

到该议席悬空。选委会订在 

11月16曰举行补选投票 

曰，共有6名候选人竞选。

在去年全国大选，莫哈

末法立德以524张多数票击 

败两届丹绒比艾国会议员黄 

日昇及伊斯兰党候选人诺 

丁，希盟此次设法捍卫该议 

席。

针对吉隆坡高庭决定不 

对付缺席一个马来西亚发展 
公司案件却到丹绒比艾助选 

的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马哈 

迪表明不会质疑法官的决定。

“他获休假，但他没有出 

庭，却到丹绒比艾助选……我 

们不能质疑法官，由他们裁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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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材率队巡视水灾灾区

建议水利局建泵房
(怡保4日讯)上周三傍晚持续两小时 

的连绵大雨，引致河水泛滥，导致昆仑 

唓!I叭新村、安邦新村及卫星市发生严重 

闪电水灾。

该区附近房屋一度积水，所幸水位在 

晚上约9时逐渐退去。经当局调查，水 

灾是因为降雨量过大，造成兵如河溢 

流，加上排水系统存垃圾阻塞问题所引

发。

事发当天相关单位如近打县水利灌溉 

局，消防局和救援队也迅速采取行动以 

控制场面，并为灾民提供援助。

务边区国会议员李文材在隔曰联同新 

邦波赖州议员服务中心团队、怡保市政厅 

代表，巡视多个水灾地点并慰问灾民。期 

间也发现部分沟渠堆满了垃圾和沉淀的沙 

石，导致雨水不能顺畅地流入河里，导致 

该区域泛滥成灾。

有鉴于此，怡保市政厅将立即进行沟 

渠清洁工作，以确保排水流畅，并藉此呼 

吁民众切勿将垃圾丢进水沟，以免造成阻 

塞。此外，市政厅也将建议近打县水利灌 

溉局在安邦新村的兵如河建造泵房，以助 

减低闪电水灾的发生。#

李文材（中）、新邦波赖州议员陈家兴服务团队、怡保市政厅代 

表、怡保市议员等巡视水灾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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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环境改善迈新里程碑

启明华小新校舍开幕
(巴生4日讯）巴生启明华小新校舍 

落成，学生及老师在设备齐全的新校 

舍上课，求学环境良好舒适，有助提 

高师生学习士气及提升学校成绩。 

雪兰莪州务大臣阿米鲁丁说，启

明华小经90年发展后，虽于2016年 

曾因旧校舍面临风灾及水灾来袭，甚 

至还威胁师生安全，影响上课情况， 

然而，当时该校已申请等待批准搬迁 

至新校舍。

B过，如今新校舍的 

个设备如精明课室， 

数字科技、网上学习等，将提 

高学生求知兴趣。这也有赖家 

长热爱启明，出钱出力，尤其 

是董事长，热心捐献学校，使 

启明华小新校舍建校工作顺利 

完成。”

阿米鲁丁R前在巴生启明 

华小隆重举行新校舍开幕暨90 

周年校庆联欢晚宴这么说，由

校长谢妙英说，启明华小 

90周年校庆以“启动90创辉 

煌，明R英才皆辈出”为主 

题，希望能以素质教育，确保 

学生身心各方面平衡发展。

“学校于两年前从旧校舍 

搬迁至新校舍，所幸在.三机构 

理事与校方精心策划安排，才

启明华小董事长拿督黄忠 

胜指出，启明华小的软硬体建 

设与发展令人骄傲，主要凝聚 

各界热心人士，维护中华教育 

的努力和辛劳，比启明历年来

于未克出席，其演词由雪州行 

政议员甘纳巴迪劳代读。

他说，雪州政府今年拨款 

5万令吉给启明，明年将争取 

更多拨款予该校。

他也说，雪州政府从2008 

年开始，制度化拨款给华校、 

淡小等，2008年拨款400万令 

吉，2017年增至700万令吉， 

包拈200万给独中，巴生四独 

中每所获得50万令吉。

一一解决难关，为学校的软硬 

建设与发展翻开崭新的一页， 

希望三机构继续协助校方，把 

启明华小带向另一个高峰。”

筹委会主席黄开成说， 

2014年9月8 FI，启明新校舍 

举行动土礼，建筑经费1200 

万令吉，董事长黄忠胜慷慨捐

造就无数莘莘学子，对本地教 

育发展贡献良多。

他感谢三机构理事，深知 

百年树人的重要，尤其董家协 

品力合作，为新校舍安装完善

“启明从2008年至今，也 

获得州政府特别拨款，今年州 

政府给予5万令吉，木身选区 

也将于2020年拨款，捐献1 

万令吉。”

出席贵宾，包括巴生区发 

展华小工委会主席拿督汤荣坤 

太平局绅、巴生县华校督学陈 

义骏督学、前任董事长黃俊 

明、家协主席尹联得及校友会 

主席黃稳仝等。

献100万令吉打响首炮，激励 

三机构理事及家氏筹款士气， 

2017年6月1日，新校舍正式 

启用。

他感谢莎阿南太子园前任 

州议员苏海米，于2012年为 

学校争取位于哥文宁乌达玛4 

亩土地兴建新校舍、学校三机 

构及家长捐献与支持，使建校 

工作顺利完成。

的数字科技设施、完善宽敞的 

大礼堂及美化校园等，如今学 

校各项新建设皆令人欣慰。

“今日仪式也丨丨:大家一起见 

证启明小学踏人新里程，感谢 

大家致力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 

习环境，丨丨：他们能够舒适学 

习，尽展潜能。”

贵宾、三机构理事及历届校长联合切蛋糕。

谢妙英：确保学生身心平衡发展

黄忠胜：热心人士努力

启明华小发展令人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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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纳巴迪劳：维持佳节发放

购物券价值不提高

斥资4500万复苏巴生河流生态

(莎阿南4日讯）雪州政府不

考虑提局“走，'一"起去购物” 

计划的购物券价值，并且也将 

继续维持在三大民族的佳节期 

间发放而已。

掌管雪州社区经济发展及 

政府义怀政策事务的行政议员 

甘纳巴迪劳，在回答而榄州议 

员莫哈末沙益罗斯里的口头提 

问时指出，有关购物券每年拨 

款840万令吉，目标是丨丨：8万

州政府欢迎各造积极参与 

安装太阳能系统，而非仅fej限 

于州政府大厦为0标。

掌管自然环境、绿色科技 

及消费人事务的行政议员许来 

贤说，雪州政府大厦将安装太 

阳能电池板，有关计划正与国 

家能源公司商讨中，以物色合

4000人受惠。

“尽管100令吉的购物券 

看似小数0，但却让不少清贫 

家庭受惠，特别是在佳节期 

间，他们得以购买所需的应节 

物品。”

他说，州政府从2012年至 

今，共拨出5572万7300万令 

吉，让61万9293人受惠。

针对双溪甘迪斯州议员扎 

瓦威在附件提问环节询及会否

适建筑来安装。

“有关计划也将扩大至州 

内9个县属，惟安装事宜将由 

县市议会自行探讨方案，此 

外，我们也欢迎各界积极参与 

参与，以达致环保0标”

他说，中央政府于2018年 

8月就向雪州提出上述计划，

开放让郊区商家参与销售产品 

活动时，甘纳巴迪劳则说，州 

政府确实也曾开放让小商家参 

与，惟后来考fi购买者在佳节 

期间，需买多元化的应节产 

品，W此只有大商场才能满足 

他们的需求。

“而且，一般发放购物券 

时，涉及人数达300至500 

人，大商场空间才能满足此登 

r己要求。”

他说，随着重整上述惠民 

政策后，登记者也只通过州选 

区服务中心提出申请，这也有 

助于改善需要通过代表推荐的 

舞弊现象。

国能S前则在进行评估工作， 

一旦完成评估报告将提呈州政 

府讨论。

万津州议员刘永山在在附 

加提问询及地方政府是否可自 

行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系统时， 

许来贤表示，地方政府若有妥 

善规划，也可自行推行该计 

划，完全无需等待或依赖州政 

府介人。

雪州大臣机构子公司 

Landasan Lumayan私人有限公 

司（LLSB)携手合作，进行巴 

生河流生态系统复苏计划，并 

于今天举行推介礼。

雪州政府耗资4500万令吉 

推动雪州海洋门户（SMG)计 

划的首期计划，工程由LLBS 

私人有限公司负责，清理巴生 

河流之际，也放眼未来提高巴 

生河流的经济效益。

荷非政府组织参与

获得荷兰政府引荐，荷兰 

非政府组织The Ocean Clean 

Up参与和支持，以提供垃圾拦 

截浮台供一年免费使用。

荷兰非政府组织The 

Ocean Clean Up创办人兼垃圾 

拦截浮台（Interceptor)发明者

雪州政府非常关注河流混 

合动力增强系统（H0RAS)对 

附近农耕地的影响，惟会洋细 

考察农民土地不肥沃问题，是 

否该计划是罪魁祸首，才决定 

赔偿。

波恩•史考特说，他说，本身 

是于2015年期间因意识到海洋 

垃圾泛滥问题，尤其塑料废料 

从河流流人海洋，而产生要设 

计上述浮台的概念，这些垃圾 

拦截浮台属非营利丁具。

拟续使用拦截浮台

“该浮台可负荷产量达100 

万公斤的垃圾，惟0前测试阶 

段仅设定在10万公斤的垃 

圾，未来我们计划前往美国洛 

杉矶和泰国继续展开河流清理 

工作。，’

出席者接待者包括雪州大 

臣阿米鲁丁、LLSB私人有限公 

司主席兼雪州大臣机构（MBI) 

总执行K拉惹沙林、Landasan 

Lumayan私人有限公司董事经 

理赛夫阿兹孟及嘉宾荷兰驻马

掌管基本建设、公共设 

施、现代化农业及农基丁业的 

行政议员依占哈欣回应依约州 

议员依德利斯的口头提问和附 

加提问时说，当初州政府推行 

上述计划时，其子公司

大使阿尔特等。

阿米鲁丁表示，鉴于拦截 

浮台功效，州政府未来不排除 

考虑延续使用，包拈推荐清理 

瓜冷河流的垃圾。

“目前，整个计划仅涵盖巴 

生河净化工程，希望让河流永 

续发展，因此清理河道也涵盖 

振兴周边地区发展，即推动社 

区经济活动和打造生态旅游景

占〇 ”

巴生河水质有改善

Landasan Lumayan 私人有 

限公司董事经理赛夫阿兹孟指 

出，巴生河净化工作2016年推 

行后，所清理垃圾也明显减 

少，而且水质指数更从5级污 

染提升至3级中等良好。

“根据雪州海洋关口计划， 

主要负责清理巴生河K:达56 

公里长度，过去，主要设置7 

个垃圾闸来拦截河流垃圾，如 

今，垃圾拦截浮台则有助于完 

善拦截1：作，且随着清理工作 

的推行，如今每月拦截垃圾也 

从1200至1500吨，明显减少 

至每月大约800至900吨。”

荷兰大使阿特贾科比披 

露，有关合作是通过荷兰驻马 

大使馆，于2018年9月开启约 

谈，并于12月签署合作协 

议，达成这项环保丁程的合作 

计划。

Kumpulan Scmesla IS & 司已 

计算好所要挖走的沙石，以避 

免影响生态。

“为此，计划推行至今， 

州政府未答应提供任何一方， 

有关任何损失的赔偿

“我们无法确定上述系统 

是引发水灾的源头，毕竟该区 

也正蓬勃展开各项的发展计 

划，有关计划或是才是水灾引 

发的根源。”

黄瑞林：扩大健康关怀计划

雪预算案惠及更多人
适耕庄州议员黄瑞林指出，据服务中心 

民意反馈，低收入者最常面对财务问题，而 

雪州政府的2020年财政预算案覆盖范围全 

面，为选民捎来好消息。

他针对雪州预算案发表文告时，举例州 

政府扩大健康关怀计划受惠范围，可丨丨:符合 

资格的家庭或单身者，获500和200令吉医 

疗补贴，可说是许多人民的救命稻草。

他说，雪州政府推行多年惠民福利政 

策，去年W应财务状况而调整受惠范围后， 

引起部分选民的怨言，为此体恤民意的雪州 

政府决定增加数政策的受惠人数，并确保受 

惠者确实符合资格。

除非有充足理由

“我的雪州房屋”禁外租
“我的雪兰莪房屋”计划不得外租，除非购 

屋者有充足理由证明无法居住，比如被调派到 

其他地方工作。

掌管雪州房屋及城市生活事务的行政议员 

哈妮查指出，州政府一向对“我的雪兰莪房屋” 

计划设有购屋条款，其中包括有关房屋不得在 

5年内出售、外租、夫妻不能同时获准购买 

“我的雪兰莪房屋”计划等。

“然而，针对出租条款，倘若购屋者能够证 

明他们确实不能在所购买房子居住，如被调派 

到外地工作等充足理由，或可豁免出租条款。” 

她是回应淡江州议员沙阿里的口头提问时 

这么说。

州政府大厦将装太阳能板

雪州政府接待荷兰驻马大使及非政府组织The Ocean Clean Up 
创办人兼垃圾拦截浮台（Interceptor)发明者。左起为赛夫阿兹 

孟、波恩、阿米鲁丁、阿尔特与拉惹沙林。

HORAS被指影响土壤 
考察决定是否赔偿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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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精明巴士明年起 

向外籍乘客收费1元
“雪州精明巴十”将于 

明年开始，向外籍乘客收取 

1令吉车费，预料乘客需出 

本身分证证明身分，同时也 

考虑不涉及现金的缴费方 

式。

掌管地方政府、公共交 

通和新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 

员黄思汉说，有关措施仍在 

探讨中，不过，一般考虑外 

籍人十的收费尽量不涉及现 

金。

“上述惠民措施从2015 

年7月1日推出后，州政府 

和地方政府共花费1亿600 

万令吉，以便提供全州43 

条路线及138辆免费巴 

士 0 ”

他说，当中，从2015 

年至2019年，州政府共拨 

款8118万8429令吉，地方 

政府则拨款2498万8086令 

吉。

雪州政府将执行4项“无塑料袋与吸管”觉醒计划。左二起为 

张文俊、陈联发、许来贤、林成国与陈疋孙。

明年起通过地方政府

每个塑料袋征收20仙
雪州政府将从明年1月1 

日起，通过地方政府征收每个 

塑料袋20仙的费用。

掌管雪州自然环境、绿色 

科技及消费人事务的行政议员 

许来贤说，雪州政府收集多方 

建议后制定上述目标，首先将 

向大型超市及7 -Eleven、KK 

Marl与99 Speedmar丨等连锁商 

店征收塑料袋费用，巴刹、夜 

市与杂货店则暂时不受限制。

他在州议会召开记者会 

说，这项计划将列人更新营业 

执照条款，地方政府也有权劝 

告，或向未向消费者征收每个 

塑料袋20仙费用的超市与连 

锁商店开出罚单。

他说，州政府会通过超市 

与连锁商店购人塑料袋的订单 

监督塑料袋的数量，确保他们 

有向消费者收取费用；而收获 

的费用将用作有关环境的计 

划，如充作无塑料活动经费。

“通过地方政府收到的费 

用将会进人信托基金，雪州与 

地方政府将使用该基金进行有

关环境的企业社会责任（CSR) 

计划。”

至今已收187万

许来贤说，雪州从2017年 

1月1日起落实零塑料袋措 

施，并向讨取塑料袋的民众征 

收每个塑料袋20仙费用后， 

至今已收取187万令吉。

“雪州政府自2009年，逢 

星期六在超市及购物中心落实 

每个塑料袋征收20仙费用， 

以减少塑料及一次性塑料的使 

用，调查显示，约71%的雪州 

民众认为逢星期六的“零塑 

料”日，并不足以达到爱护环 

境的目标。”

他说，为此，州政府于 

2017年1月1日把“无塑料 

日”扩展至一周七天。”

出席者包括雪隆贩商公会 

联合会会长陈联发、巴生巨盟 

批发城董事经理拿督林成国、 

雪州华小校长理事会主席陈疋 

孙与巴生国际青年商会代表张 

文俊等。

拨款近16万推行4觉醒计划
雪州政府将拨款15万 

8000令吉，于木月及12月在 

一所学校与三家购物中心，执 

行4项“无塑料袋与吸管”觉 

醒计划。

许来贤说，学校进行的觉 

醒计划将通过舞台剧提高学生 

对环境的觉醒，预计将有2900

名教师与学生参与。

“主办方将在3所购物中 

心派发1500套不锈钢吸管与 

环境亲善等餐具给活动出席 

者，出席者也有幸运抽奖机 

会，儿童则可参与填色比赛 

与“无塑料袋与吸管”演 

出。，’

包括巴生第三桥改善工程

料明年获7亿6830万拨款
雪兰莪州不再被“遗 

爱”，州务大臣阿米鲁丁表 

示，如今，中央政府提供雪州 

各方面的拨款援助，预计2020 

年将获7亿6830万令吉拨 

款，包括巴生第三大桥将获第 

3期改善工程拨款。

他今日在第14届第2季第 

3次州议会的口头问答环节中， 

回应武吉兰樟州议员黄洁冰的 

口头提问时说，从2015年至 

2019年，雪州政府平均所获中 

央政府发放的拨款为7亿多令 

吉之间，当中，大马道路资讯 

系统（MARRIS)拨款占最大比 

例，约50至60%.之间。

“在上述5年里，雪州政 

府平均所获大马道路资讯系统 

拨款为4亿5000万令吉之 

间，换言之，拨款确实有逐年 

取得微幅的增长。”

他说，州政府预计2020年 

将获中央政府7亿6830万令 

吉的制度化拨款，分别是大马

道路资讯系统5亿2500万令 

吉、经济，基础建设及生活和 

谐发展拨款1842万9000令 

吉、按人均拨款7500万令 

吉、各州政府部门行政管理拨 

款7950万令吉、联邦土地征 

用赔偿金2580万5638令吉、 

公务员10%涉及中央政府业务 

拨款350万令吉、旅游业经费 

1000万令吉、收人拨款3000 

万令吉及乡村管理委员会拨款 

103万9500令吉。

拨款不局限于制度化

针对黄洁冰附加提问询及 

雪州作为国内生产总值贡献最 

大州属，是否获更多拨款分配 

时，阿米鲁丁说，目前，雪州 

政府所获拨款不局限于制度化 

拨款，相对，也获其他政府部 

门拨款，比如乡村管理委员会 

拨款等。

另有图文见卜B2

獅保雜20立糊
(莎阿南4曰讯）雪兰莪州务大 

臣阿米鲁丁说，免费水新机制于 

明年3月开跑，惟因认为首20 

立方米免费水已足够，因此州政 

府无意调高至25立方米。

“大
部分家庭用户每月的耗水量介 

于20立方米至25立方米，所 

以州政府每月提供的首2 0立方米免费水已 

足以应付用户所需。”

此外，他表示，联合国建议的人均每 

日用水量是164公升，但根据国家水务管 

理公司（SPAN)调查发现，雪州、吉隆坡 

和布城的人均每日用水量为222公升。 

“因此，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节省使用

水源

阿米鲁丁今日在第14届第2季第3次 

雪州议会问答环节，回应峑冬加里州议员 

哈鲁迈尼时这么说。

“州政府没有把首20立方米的免费水 

提高的另一原因是，原定免费水只让收人 

低于2000令吉的贫困群体受惠，后来扩大 

至B40群体，受惠用户增加后，有关考量 

也就此取消。”

阿米鲁丁（站者）在州议会说，雪州政府不打算把首20立方米的免费水调高到25立 

方米。

州议员“请愿”

要求M40群也享免费水
中等收入家庭M40群体被 

排除在免费水计划，引起不少 

州议员回响，并向雪州政府 

“请愿”，要求重新考量将该 

群体纳入受惠名单内。

对此，阿米鲁丁回应哈鲁 

迈尼的口头提问时也强调，州 

政府从未消除免费水计划，而

是重审计划后，将受惠人十圈 

定在月人4000令吉以下的低 

收入与贫闲家庭，受惠者从原 

有160万户家庭，减少至70 

万户家庭。

他强调，州政府认为M群 

体的收人介于6180令吉至1 

万2469令吉，因此他们仍有

免河流污染引发制水 

将加强法令监管力度
雪州政府将加强法令和监 

管力度，包括寻求中央政府的 

援助，以免雪州一再发生河流 

污染引发制水问题-

掌管自然环境、绿色科技 

及消费人事务的行政议员许来 

贤说，州政府于10月1日期 

间已发函能源、工艺、科学、 

气候变化及环境部，建议更改 

及加强1974年环境质量法

令，严惩违例者。

“除此，州政府也成立2个 

监管小组，并由雪州行政委员 

会及雪州水供管理机构（LUAS) 

负责，监督和巡视巴生河、雪 

兰莪河及瓜拉冷岳河。”

他说，州政府也将根据河 

流保留地使用状况，研究士毛 

月水源污染起因，同时，也会 

对河流污染黑区进行24小时

能力支付11令吉40仙的免费 

水优惠。

“大家须知道，州政府从 

2008年至2009年8月为止， 

共为免费水计划这项惠民政策 

拨出18亿1242万1674令 

吉，随着上述计划重审，有义 

拨款将从每年1亿8000万令 

吉减少至9600万令吉。”

他强调，政府希望通过缩 

减上述计划的拨款，以把资金 

用在其他惠民政策。

“ M40群体可在其他福利

监管，包括水质污染检测和污 

染。

“此外，目前正进行的雪 

兰莪河、瓜冷河及冷岳河滤水 

站建设工程，也有助于让雪州 

的水供功能覆盖率趋向完善， 

包括定期检测和监管水质。”

他说，为了更有效地监管 

河道，各技术单位和县市地方 

政府将加强配合，包括增加执 

法人员，并赋予雪州水供管理 

机构执法权。

公布涉污染业主名单

针对6月26日在士毛月河 

流发生的污染事件，许来贤也

政策获利，包括中央政府给予 

的惠民计划，比如教育领 

域。”

阿米鲁丁也说，受惠群体 

可迪过SSIPR网炎，SP www. 

ssipr. selangor. gov.my 或直接填 

写达鲁益山水供IPR计划申 

请，申请期限从9月30日开 

始至12月31日截止。

“接着，州政府将交叉审 

查，最迟于2020年的2月中 

通知申请结果，并于2020年3 

月1日开始执行。”

公布涉及污染事件的厂商业主 

名单，同时，汇报指出有关丁 

厂被查封逾2周，加影市议会 

也连续39天到该厂进行取缔 

行动。

“在上述执法行动中，厂 

方负责人也将负起高达1亿 

2000万令吉的损失，同时，也 

会面对法律追究责任，包括厂 

方使用不知名的药物导致水源 

污染。”

他说，至于9月28日发生 

在雪州万宜武吉玛格达镇的污 

染问题，仍未找到涉嫌不负责 

任把药物丢进排污水道者，以 

致整个排污系统发生故障。

大臣：足够用户需求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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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4日讯）蕉赖双溪 

龙商业区和早市摆卖地 

点老鼠为患，加影市议 

会今日在逾百个老鼠洞 

放了 20公斤的老鼠药， 

大举灭鼠。

了解，老鼠误食老鼠 

药后会觉得口渴，并 

四处找水源解渴，之后会在2 

至3天内死亡，W此市议会将 

在3天后清理鼠尸。

加影市议会即日起至木月 

7日，整顿双溪龙商业区和后 

巷，同时也在店前店后和旱市 

摆卖地点的道路两旁逾百个老 

鼠出没地点，置放老鼠药。

双溪龙商业区后巷乱、 

脏、臭，沟渠被食物渣滓和油 

渍堵塞后，引来鼠群，也有食 

肆业者霸占后_巷作为“露天厨 

房”。

半数食肆照作业

上周五，加影市议会固体 

废料和公共清洁卫生小组向业 

者派发腾空后巷的通告，以在 

今天进行整顿后巷和清理沟渠 

的工作，惟半数食肆业者没遵 

守，今早仍在后巷作业。

加影市议员刘佳达与固体

新闻特区

双溪龙商区及早市
食肆当“露天厨房”环境脏

市会清沟灭鼠整顿后巷
废料和公共清洁卫生小组，及 

达鲁益善集W (KDEB)垃圾 

承包商丁作人员，于上午10 

时许准备到场清沟时，食肆工 

友才把搬走厨具。

若不配合充公兼罚款

刘佳达说，有一半食肆业 

者不合作，今天仍在后巷作 

业，也没把厨具搬走及腾空后 

巷。若食肆不配合，他们会要 

求执法组到来执法，充公厨具 

之余也发出罚款额为1000令 

吉的罚单。

“商业区有4条后巷，其 

中2条后恭的环境卫生一丨才丨 

糟，一旦清理后若发现食肆业 

者把食物残渣倒人沟和弄脏沟 

渠，市议会会开丨丨丨1000令吉 

的罚单。”

双溪龙商业区后巷清沟工作即起进行至星期四，左二是刘佳达。

到场者包括加影市议会固 诺阿蒂卡、诺依斯及双溪龙早

体废料和公共清洁卫生副主任 市小商公会主席李网强。

双溪龙商业区店前店后，及早市摆卖地点周遭有逾百个老鼠 

洞0

鼓励小贩食肆分类食物

蔬果残渣制堆肥派菜园
诺依斯说，市议会鼓励小 

贩和食肆进行食物分类工作， 

即把蔬菜、水果和食物残渣分 

开，以把食物制造成堆肥。

他说，上述计划已在万宜 

新镇的食肆进行，市议会把收 

集到的蔬菜水果载至市议会园

圃提炼成堆肥，然后把堆肥分 

派给进行社区菜园的闭体。

“市议会今天也清理99% 

丟在商业区和早市的大件垃 

圾。，’

早市卫生有改善

李国强说，早市的清洁卫 

生大有改善，垃圾承包商在下 

午2时就到来打扫，垃圾留至 

隔天清晨4时才清理的问题已 

少发生。

他说，旱市有130多档， 

小贩的意愿是希望在原地摆 

卖，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 

交通和新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 

员黄思汉已在6刀致函加影市 

议会主席反映小贩的心声。

“之前，市议会基于早市肮 

脏、交通堵塞而把小贩迁至附 

近的临时地点，小贩的要求是 

希望迁人一座现代化的巴 

刹。”
不配合清沟工作的食肆，上午10时许人有员工在后巷作业。早市小贩也参与大扫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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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慧美-

打造鼉点推动轻济
莎阿南4曰讯|荷兰非政府组织The Ocean Cleanup与雪 

州大臣机构子公司LLSB携手合作，全力推动巴生河流生态系 

统复苏计划，希望未来发展并提高巴生河流的经济效益。

雪州政府共耗资4500万令 

吉，作为推动雪州海洋关口计划 

第一期工程的拨款，以进行净化 

河流，治理改善水质及振兴城市 

项目，未来新发展项目则欢迎私 

人领域积极参与投资。

有关计划获得荷兰非政府组 

织的参与，并提供一年免费使用 

垃圾拦截浮台；未来，州政府不 

排除考虑延续使用，包括将其投 

入到瓜冷河流的垃圾清理工作。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表示，雪 

州海洋关口计划，是由雪州大臣 

机构子公司Landasan Lumayan私人 

有限公司负责。在荷兰政府的引 

荐下，获得荷兰非政府组织的参 

与与支持。「整个计划涵盖巴生 

河净化工程，尤其在巴生区有延 

伸工程，包括推动社区经济活动 

和打造生态旅游景点。」

阿米鲁丁于今午在州议会大 

厦迎接荷兰大使阿特贾克比与荷 

兰非政府组织的到访，在进行短 

暂的会议汇报后，即召开新闻发

布会作出上述发言。

垃圾拦截浮台发明者柏杨史 

考特指出，有关垃圾拦截浮台的 

工作负荷量可以承担100万公斤的 

垃圾，惟，目前处于测试阶段的 

关系，只能设定在清理10万公斤 

的垃圾。

水质全面改善

他说，有关河流垃圾拦截浮 

台的概念始于201 5年，当初是基 

于垃圾，尤其是塑料废料都是从河 

流流入海洋，因此产生有关构思。

「在结合数据考察和机械测 

试后，首台河流垃圾拦截浮台于 

201 7年面世，如今总共已建设4 

台，其中第一艘浮台在印尼雅加 

达、第二艘在巴生河、第三在越 

南，第四台在多米尼加共和国。」

「在选择上述4个地点之 

前，我们手上的名单总共有高达 

1000个地点。」

Landasan Lumayan私人有限

雪兰莪 
立法议会

公司董事经理赛夫阿兹孟表7F， 

巴生河净化工作推行以来，过去4 

年清除的垃圾近5万公吨，水质指 

数也从5级污染，全面改善至3级 

的中等良好水平。
「今年发现每月平均从河流 

中清除的垃圾明显减少。以前， 

每个月大概可拦截1200至1500吨 

的垃圾，今年起，每个月可拦截 

的垃圾大约800至900吨。」

他透露，雪州海洋关口项目 

清理巴生河涵盖长达56公里，整 

个巴生河共设置7个垃圾闸负责拦 

截河流垃圾，垃圾拦截浮台主要 

是负责拦截垃圾闸所无法堵截的 

河流垃圾。

荷兰大使阿特贾科比披露， 

非政府组织The Ocean clean Up主 

动联系马来西亚政府！主要是商 

讨如何协助马来西亚清理河流垃 

圾的问题，而中央政府则将之推 

荐给雪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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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明年超投法，級制塑袋征费
莎阿南4曰讯|雪州各大超市、便利商店和指定的连 

锁商店，将落实塑料袋收费政策。各地方政府除了负责征 

收塑料袋费用，同时亦会同步执法，对付违规商家！

掌管雪州环境、绿色工艺及 

消费人事务的雪州行政议员许来 

贤宣布，明年1月1曰起，雪州所 

有的超市、霸级市场、连锁便利 

商店以及大型商店，都不能再免 

费提供塑料袋，而需向顾客征收 

每个塑料袋20仙的费用。

他指出，明年将由各地方政 

府接手塑料袋收费事宜，而有关 

费用将用于推动环保政策。

与此同时，他提醒商家需与 

政府配合，勿主动免费提供塑料 

袋给予消费者。因政府有权利向 

违规商家开出罚单。

他说，此举主要是为了鼓励 

民众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袋，改 

善环境污染，并希望能在2025年 

前，达到无塑料袋的州属。

雪州政府自2009年起，要

雪兰藉 

■立义会

求所有超市在每周六，向顾客征 

收每个塑料袋20仙的费用，直至 

2017年才改为每日征收。

采取软性教育

他今日趁著雪州议会午休时 

召开记者会时，向媒体如是指出。 

陪同出席者，还包括雪隆贩商公会 

联合会会长陈联发、巴生巨盟批发 

城董事经理拿督林成国、雪州华小 

校长理事会主席陈疋孙与巴生国际 

青年商会代表张文俊等。

许来贤（右3)周一向媒体表示，明年特定条件的商家，将会落实塑料袋收费政策，而地方政 

府也会在明年同步执法。左2起为张文俊、陈联发、林成囯和陈疋孙。

许来贤强调，有关规定仅 

限于较大型的商店，而传统菜市 

场、夜市或杂货店则除外，并留 

待下一阶段才会推行。

他补充，至于罚款数额和 

执法细节，将会在下周与其它行

政议员讨论后，才会有定夺。不 

过，他称政府不会采取过度严厉 

的执法行动，反而会以软性教育 

的方式，主要会以提醒商家和灌 

输大众正确的环保知识。

早前，许来贤曾表示，州

一徐意美一

政府这些年察觉到，有些超市并 

没有认真响应或配合零塑料袋 

运动，有些超市为了不遭到顾客 

责备，而免费提供塑料袋给消费 

者，完全没有征收20仙的塑料袋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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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巴士拟向外籍乘客征费
莎阿南4日讯|雪州免费巴

士曰后或以大马卡辨别本地乘客 

身份，以获取免费乘搭服务。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在回答 

其它议员的口头提问时表7F ’雪州 

政府拟在明年落实向乘搭雪州免费 

巴士的外籍人士征收1令吉车费。

他说，目前当局仍旧探讨如 

何解决收费模式，不排除会以大 

马卡通关，借此鉴定乘客身份是 

否符合免费乘搭的条件。

他补充，为了鼓励大众无现 

金乘搭公交，料将会要求上车的 

外籍人士，使用公交卡付费。 

除此之外，被问及是否会

把雪州免费巴士项目交由中央政 

府接管时，黄思汉则说，虽然公 

交项目应该由中央政府负责；然 

而，雪州政府有能力为雪州人民 

提供更完善的公交服务。

他说，为了弥补中央政府在 

公交方面的不足和限制，同时提 

升州内的公交连接，故雪州政府 

主动采取免费巴士政策，已改善 

当地公交系统所面对的问题。

另外，自2015年7月1日推出 

的雪州免费巴士政策，目前已有 

43条路线以及138辆巴士。截至 

今年9月30日，总开销达到1亿600 

万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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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因不满双溪比力州议员刘天球（前排左2)发表抨击敦马 

的言论，而不愿在议会跟刘天球坐在同一个区域的土团党而揽 

州议员莫哈末赛益（前排右2)，周一在雪州议会午休时候， 

俩人一起用餐，并握手示好。前排左起为雪州行政议员甘纳巴 

迪劳以及万挠州议员蔡伟杰；后中为雪州议长黃瑞林，后排左 

起为丹絨士拔州议员波汉以及摩立州议员哈斯诺。

涉士毛月河流污染工厂查封逾2周
莎阿南4日讯|针对发生于

今年6月26曰的士毛月河流污染事 

件，雪州行州议员许来贤直言， 

涉及污染事件的厂商业主，其工 

厂已被查封逾2周，同时加影市议 

会也连续39天到该厂进行取缔行 

动。

「在上述执法行动中，厂方 

业主所负起的责任损失，包括被 

充公的物品总值，高达1亿2000万 

令吉。J

他说，至于在9月28日发生 

在雪州万宜武吉玛格达镇，有 

关不负责任人士把药物丢进排污 

管，导致整个排污系统出现故障 

所引发的污染事件，目前尚未找 

到事件的元凶。

为避免雪州一再面对河流 

污染而引发制水问题，许来贤指

出，雪州政府将加强法令和监管 

力度。

许来贤在回答万津州议员刘 

永山的提问时指出，雪州政府于 

10月1日已发函至能源、科学、 

技术、环境及气候变化部，建议 

更改与加强1 974年环境素质法 

令，以加强现有法令的力度。

成立2监管小组

此外，他透露，州政府已成 

立2个监管小组，由雪州行政议员 

和雪兰莪水务管理机构负责，以 

监督和巡视雪州的巴生河、雪兰 

莪河以及瓜拉冷岳河。

「除了加强执法，也会探究 

士毛月河流污染的因素，尤其在 

河流污染的黑区，州政府会进行

24小时监管，包括水质抽样检测 

是否污染。」

另一方面，雪州政府大厦即 

将安装太阳能能源发电系统，目前 

正与国家能源公司商讨，在物色合 

适建筑安装，同时这项计划也将推 

广到雪州境内的9个县区，并由县 

市政府自行研讨安装事宜。

许来贤是在回答武吉加星州 

议员拉兹夫的口头提冋时，作出上 

述汇报。他指出，州政府欢迎各造 

积极参与安装太阳能系统，而非仅 

局限于州政府大厦为目标。

针对万津州议员刘永山询 

及，地方政府是否能自行建设 

太阳能发电系统时，许来贤则表 

示，地方政府若有妥善计划，可 

自行进行太阳能计划，无需等待 

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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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明年拨款雪州逾7亿
莎阿南4日讯|雪州大臣阿

米鲁丁披露，中央政府在2020年 

提供雪州的拨款，预计高达7亿 

6830万令吉，包括巴生第三大桥 

将获得第3期提升工程的拨款。

他指出，中央政府的拨款， 

包括大马道路资讯系统5亿2500万 

令吉；经济、基础建设及生活和 

谐发展拨款1842万9000令吉；按 

人均拨款7500万令吉；各州政府 

部门行政管理拨款7950万令吉； 

联邦土地征用赔偿金2580万5638

令吉；公务员10%涉及中央政府 

业务拨款350万令吉；旅游业经费 

1000万令吉；收入拨款3000万令 

吉；乡村管理委员会拨款103万 

9500令吉，总共7亿6830万令吉。

阿米鲁丁于今日在第14届第 

2季第3次州议会的口头问答环节 

中指出，从2015年至2019年，雪 

州每年从中央政府所获得拨款为7

亿令吉左右，当中，大马道路资 

讯系统（MARRIS )的拨款比例最 

大，占据了 50至60%之间。

他补充，大马道路资讯系统 

主要按道路长度计算，每年拨款 

自然不一样。为此，州政府在去 

年就改善大马道路资讯系统拨款 

用途分配，让州议员参与监督地 

方政府在铺路上的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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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4日讯|雪州议会第一天，朝 

野议员就在议会上掀起口舌之战，双方就 

希盟承诺废除国家高等教育基金以及大道 

收费站课题争辩不休，两方各持己见，让 

议会首日现场火花四射！

雪州议会于今早10时准时开始，在 

问答环节结束后，约上午11时30分，当 

轮到雪州议会反对党领袖，也是巫统双溪 

亚依大华州议员的利詹依斯迈发言，希望 

希盟政府增加拨款时，直批希盟政府未有 

实现竞选承诺！

他举例，现任希盟政府未有遵守 

大选竞选承诺，废除国家高等教育基金 

(PTPTN )还贷服务。来自伊斯兰党的士 

江岗州议员阿末尤努斯以及巫统双溪武隆

希盟挨轰没兑诺朝野吵翻天
州议员拿督山苏丁里雅斯，也加入骂战。

二人批评希盟政府只是把消费税 

(GST )更换至销售和服务税（SST )之 

外，其它选前承诺皆「跳票」，其中包括 

油价未下调至1令吉50仙，大道收费站也 

未有废除。

此番言论随即引起诚信党邓普勒公 

园州议员莫哈末沙尼的不满，直指（反对 

党）不要尝试欺骗、撒谎以及污蔑希盟， 

并反驳有关课题并非州议会议程，况且希 

盟仍有3年半时间来一一实现竞选承诺。

他也在议会上也反指国阵时代，油

价设置在2令吉20仙，而希盟政府则下调 

至2令吉08仙。

他指出，利詹依斯迈更应该反问来 

自伊党的阿末尤努斯，因为废除国家高等 

教育基金是属于伊党的竞选宣言，而非希 

盟的竞选宣言。

莫哈末沙尼亦指前国阵政府贪污腐 

败，导致国债飙升，迫使希盟政府需承担 

520亿令吉的巨额债务。

现场可见，纵使议长黄瑞林再三「劝 

架」，甚至关闭麦克风欲停止朝野议员对 

话，然而双方依旧隔空对骂，火力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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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可负担屋5年内不得租售
莎阿南4日讯|凡受惠「我

的雪兰莪房屋」计划的屋主，房 

屋5年内不得转手也不得外租，除 

非屋主有充足理由证明本身无法 

居住，比如工作关系被调派到其 

他地方工作。

雪州行政议员哈妮查在针 

对淡江州议员沙阿里宋吉的提问 

时指出，州政府一向设有购屋条 

款，包括5年内不得出售、外租、 

夫妻不能同时获准购买「我的雪 

兰莪房屋」计划等。

她强调，在出租条款上，倘 

若购屋者能够证明本身确实不能 

在所购买的房子居住，比如工作 

关系被调派到外地工作等，在充 

足的理由下或可豁免允许出租外 

人0

另一方面，刘永山接受中 

文媒体采访时呼吁雪州政府严

谨审核「我的雪兰莪房屋计划」

(Rumah Selangorku )的购屋者 

资料，同时也要加强售后检视工 

作’打击浑水摸鱼之徒。

他指出，在该计划下，子民 

享有购买可负担房屋的福利，但 

主要条件是只能自住，不能作租 

赁用途，同时5年内不得售出。

然而，他披露，期间却发现 

许多屋主在成功购屋后便把房子 

出租给他人，甚至有房产公司涉 

及把房屋单位售卖给旗下职员。

刘永山续说，政府虽然允许 

屋主在有条件下转租房屋，然而 

却未有道出细节，缺乏机制。

他也质疑购屋条约里是否有 

特别注明「不可转租」或5年内不 

得售卖的条款，而违规者是否受 

到法律约束或面对什么刑法，也 

未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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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穆

/A (八打灵再也4日讯）雪兰

P莪州苏丹沙拉弗丁殿下谕令， 

雪兰莪州所筹获的伊斯兰义捐 

(Zakat)只能分配给穆斯林。

殿下透过机要秘书莫哈末木 

尼尔，针对两名宗教司及一名政 

治人物近期发表可将伊斯兰义捐 

分配给非穆斯林的言论一事，发

“°针对这项课题，苏丹沙拉 

弗丁殿下已取得雪兰莪宗教司拿 

督莫哈末丹耶斯的意见，如果要 

将伊斯兰义捐分配非穆斯林，只 

能在相关人士改信伊斯兰的情况 

下 〇

4.^. “因此，苏丹沙拉弗丁殿下

强调，依据伊斯兰教义，伊斯兰 

义捐必须分配给8组有需要的穆斯 

林（Asnaf )群体。”

玻璃市宗教司拿督阿斯里表示，非穆斯林 

群体只能在符合由统治者定下的条件下接受伊 

斯兰义捐的援助。

彭亨宗教司拿督斯里阿都拉曼及雪兰莪宗 

教司莫哈末丹耶斯认为，伊斯兰义捐只可以让 

穆斯林受惠，而槟州宗教司拿督斯里旺沙林认 

为，这事情交由联邦政府决定，但必须以穆斯 

林为前提。

早前，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认同可以 

把伊斯兰义捐受惠的范围扩大至非穆斯林a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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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莫哈末亚希（中） 
带领巴生市议会团队领取 

由雪州政府秘书署颁发的 

“人力资源奖”亚军奖和 
8000令吉模拟支票。

—莫哈末亚希 
(中）为常月集会主持 

开幕仪式，左三者为巴 

生酋长拿督阿都甘尼。

55報道►曾志頌
(巴生4日 

■讯）巴生市议会

他也骄傲地说，在颁奖礼 

上，市议会亦获得有关单位的 

“5星”评价。

莫哈末亚希：

工作重质非重量

主席拿督莫哈末 

亚希表示，市议会在全体职 

员发挥创新和创意思维地努 

力工作之下，成功在今年内收 

获多个奖项和赢得荣誉，最 

新奖项即凭着“Smart Employ 

Decision”（礼堂管理）计划， 

赢得由雪州政府秘书署颁发的 

“人力资源奖”亚军。

今年获奖无数

赢走8000令吉奖金

他日前出席市议会职员 

常月集会致词时指出，上述奖 

项颁奖仪式早前在梳邦再也 
Holiday Villa酒店举行，市议会 

成功抱走8000令吉奖金；惟这 

有赖市议会产业评估及管理小 

组、财务小组、企业公关小组 

等的配合，才能取得佳绩。

“除了这个奖项，市议会 

今年内也赢得不少大小奖，其 

中近期的奖项包括日本东京国 

际质量管理大会（ICQCC)金 

奖、财务管理获第21次廉洁证 

书、2019年雪州公共服务领域 

创意奖第三名、国际特别创意 

大奖及地方政府5星评价等。” 

他表示，市议会得奖连连 

并非偶然之事，是大家贯彻创 

新、负责任、看重服务品质及 

公正等精神努力工作的成果， 

所以荣耀是属于市议会每一位 

成员的。特别是创新思维，是 

市议会最强调和讲究的-环， 

要懂得如何使用最少的资源， 

让公众利益最大化。

莫哈末亚希说，他常提醒 

市议会职员，Ti作要重质而非 

重量，因为若只重量，即使做 

再多，没有品质也是徒然。

“不要因犯错或做不好就 

放弃，只要稍做改正、纠正，- 

切就能慢慢地变好。”

他表示，尤其目前已迈人 

年底了，市议会各小组也是时 

候先规划好明年的大计，然后 
再-•步步地去执彳了和完成，切 

勿走…步算-•步、失焦或迷失 

方向，要一年做得比-•年好， 

确保提供最佳服务。

他指出，最简单的成绩 

评估，可以从顾客的满意度看 

出，因此市议会上下必须做好 

传递系统工作，方能减少投 

诉，赢得市民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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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魯丁：足以應付需求

免費水«1壩至30立方米

(沙亚南4日讯）雪州大臣阿 

米鲁丁指出，州政府认为没有必要 

将首20立方米免费水增至30立方 

米。

他表示，-般上，大部分家庭用户 

每月耗水量介于20至25立方米，所以州 

政府每月提供首20立方米免费水措施 

已足以应付用户需求。

“每个人平均用水量约164公升，

尽管雪州人民的日均用水量高达222公 

升，但是州政府却认为，如今制定的首 

20立方米免费水已足够

达鲁益山水供计划开放申请

他指出，在达鲁益山20立方米免 

费水供计划（Skim Air Darul Ehsan )

下，预i十会有70万用户受惠。

他说，2020年3月1日起生效的达鲁 

益山水供计划（Skim Air Darul Ehsan )

目前已开放让符合条件的用户申请。

阿米鲁丁今日在第14届第二季第 

S次雪州议会上表示，这项计划从2008 

年6月1日实施至2018年12月31日，已耗 

资约18亿令吉：

他说，免费首20立方米水供计划， 

现在定于家庭收人在4000令吉或以下 

的用户方可申请，从中受惠：

他表示，然而，现阶段，雪州仍有 
约160万名用户可继续享有首20立方米 

的免费水，至明年3月:

讨商业模式、水供服务与 

阿末尤努斯：

考量各方因素讓M40受惠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州政府认为无需把免费水 
从20立方米增加至30立方 

米。

_^一方面，伊党昔江港区州 

3议员阿末尤努斯提出， 

为何不考虑让上述免费水供计划也 
-同惠及M40群体时，阿米鲁丁解 

释，州政府原本只想让家庭收人低 

于2500令吉者享有首25立方米免费 

水；不过，经商议如今已调整到让 

家庭收人低于4000令吉的群体也享 

有免费水。
“况且，M40群体在其他方面， 

比如在公共交通、教育及其他领域 

方面的措施，都可从中受惠。”

他表示，州政府未来也会以各 

方因素作为考量，好让B40及M40的 

群体皆能受惠，满足他们的需求c

雪明年獲7.6億撥款

甫獲管理執照 管理具永续性与竞争力、 

提高水供设施、不会面对 

欠款压力等，并非-朝-- 

夕可以完成。

阿米鲁丁回答巫统 

双溪班让区州议员英然 

的口头提问时指出，州政 

府将全面评估与探讨此 

课题，尽量不增加雪州子 

民经济负担。

建筑标准等：

她透露，国家可负担 

房屋政策中的房屋售价为 
每单位30万令吉，而我的 

雪兰莪房屋每单位售价介 
于4万2000令吉至25万令 

吉，以中低薪阶层人士受 

惠为主。

另外，她回答土团党 

而榄区州议员莫哈末赛的 

追加提问时强调，据州政 

府所批准的买卖协议，我 

的雪兰莪房屋的屋主只有 

在取得单位的第五年后， 

方可出售或出租。

雪暫不調漲水費
州大臣阿米鲁 

丁指出，州政 
府暂时不会调涨水费，因 

为州政府甫获得水务.，土 

地及天然资源部与水务

资产管理公司发出的管理 

执照。

他指出，再说，要做 

出调涨水费的决定，必须 

事先全面深人研究与探

哈妮查：與可負擔屋不同

雪房屋計劃2.0較廉宜
►管雪州房屋及 

‘城市生活事务 

的行政议员哈妮查指出， 

国家的“可负担房屋政 

策”与“我的雪兰莪房屋 

计划”政策2.0最大的不 

同，在于其房屋售价。

她解释，我的雪兰 
莪房屋计划于2018年4月 

起，已提升至2.0版本，旨 

在提升房屋的规划及建

立，让雪州子民受惠及每 

个家庭都可拥有一个舒适 

的住所。

受惠者中低薪阶层为主

她回答诚信党淡江 

区州议员沙阿里的口头提 

问时，也提出6个事项来 

比较国家可负担房屋政 

策与“我的雪兰莪房屋计 
划”政策2.0,包括房屋售 

价、住房标准、优质房屋

大臣：部分用作提升巴生三橋
州大臣阿米鲁丁指 

出，政府将提供雪_ 

州各方面拨款，并预计在2020 

年将从联邦政府手上获得7亿 

6830万令吉的拨款，其中巴生 

第二大桥亦获第二期提升丁程 

计划拨款。
他今日在第14届第2季 

第3次州议会的口头问答环节 

中，回应公正党武吉兰樟区 

州议员黄洁冰的口头提问时 
说，在国阵执政期间，州政府 

从2015年至2019年，平均所获 

的联邦政府拨款为7亿多令吉 

之间，当中大马道路档案系统 
(MARRIS)拨款占最大比例， 

约50至60%之间。

他表示，在过去5年里， 

州政府平均获得MARRIS拨款 

约4亿5000万令吉&

他说，州政府预计2020 

年将获联邦政府7亿6830万 

令吉的制度化拨款，分别有 
MARRIS (5亿2500万令吉）、 

经济、基础建设及生活和谐发

展拨款（I842万9〇〇〇令吉）、 
按人均拨款7500万令吉、各州 

政府部门行政管理拨款（7950 

万令吉）、联邦土地征用赔偿 
金（258〇万5638令吉）、涉及 

10%在联邦项目的雪州公务员 

津贴（350万令吉）、旅游业经 

费（1000万令吉）、收人拨款 

(3〇00万令吉）及新村管委会 

拨款（1〇3万95〇〇令吉）。

阿米鲁丁指出，州政府目 

前所获的拨款，不局限于制度 

化拨款，比如新村管委会拨款 

等。

他强调，联邦政府拨款未 

必是以现金发放，比如雪州动 

用储备金兴建巴生第M大桥， 

随后州政府要求联邦政府拨款 

填补花费。

他也针对而榄区州议员莫 

哈末赛询及各州拨款是否参差 
不齐一事回应解释，这情况肯 

定会有，比如MARRIS拨款， 

主要按道路长度计算，所以拨 

款数额自然也不一样。

黃思漢：免費巴士惠及人民

府有能力承擔
管雪

州地 

方政府、公共交 

通及新村发展事 

务的行政议员黄 

思汉表示，尽管 

发展公共交通-- 

事属联邦政府责 

任，但联邦政府 

在满足公交系统 

方面的需求有所 

限制，所以州政 

府主动承担起责 

任，推介免费巴 

'士服务给人民， 

解决雪州公交问

题。

黄思汉回答 

伊党昔江港区州 

议员阿末尤努斯 

的口头提问时透 

露，雪州精明巴 

士是关爱人民计 
划（IPR )的33 

项计划之％并 

从2015年7月1日 

开始实行，州政 

府与各地方政府 
已耗资1亿611万 

4843令吉84仙， 

来推动上述计 
划，提供43条路

线，共有138辆 

巴士川行，载送 

乘客免费搭车。

他说，基于 

有其他更重要和 

优先发展项目， 

州政府在这方面 

可提供的资金和 

可用财政资源需 

求极为有限。

“无论如 

何，州政府现阶 

段仍有能力与涉 

及此计划的11个 

地方政府•起 

推动免费巴士服 

务，所以应该 

继续实施。1

他表7K , 

若联邦政府有 

意承担这份责 

任，或提供适 

当规定，确保 

雪州公交尤其 

雪州精明巴士 

可让所有人受 

益，州政府乐 

见其成《

黃瑞林：支出收入平衡

雪財案赤字降低讚
州议长兼适耕庄区州议员黄瑞 

林表示，雪州大臣阿米鲁丁上 

周五提呈的2020年财政预算案，整体支出 

和收人都很平衡，赤字也比往年来得低， 

值得嘉许。他说，一些惠民福利政策上也 

视乎民意重新调整，反映州政府认真聆听 

人民心声^

雪招向表现稳疋

他发文告指出，国际经济局势低迷依 

旧，也冲击我国经济发展，但州政府的招 
商引资表现稳定，加上2019年的整体税收 

比预期来得高，显示公务员的行政管理日 

渐成熟，也让州政府得以依据财务状况调 

整惠民福利政策。

“州政府推行多年的惠民福利政策， 

已成为各州，甚至联邦政府学习的模范。 

去年因应财务状况而调整受惠范围后，引 

起部分选民的怨言，为此，体恤民意的州

禮占：省開銷大幅減撥款

等同削減子民福利
p对党领袖兼巫统双溪侨华区州 

议员礼占指出，2020年雪州财 

政预算案总开销为23亿3300万令吉，比今 

年度的财政预算案25亿600万令吉拨款减 

少约2亿2700万令吉。

礼占在辩论财政预算案环节中表 

示，虽然州政府要节省开销，但大幅度减

政府决定增加数政策的受惠人数，并确保 

受惠者确实符合资格。”

医药卡受惠者增加

他表示，其中雪州健康关怀计划（又 
称医药卡）的受惠名额，从6万5000人增至 

8万5000人，总拨款数额高达4250万令吉； 

精明雪州关爱母亲（KISS)名额也增至2万 

5000人，对州内的中低收人人民是绝对的

mm.
他补充，据服务中心的民意反馈，低 

收人者最常面对医疗需要为主的财务问 

题，而健康关怀计划每年让符合资格的家 
庭或单身者获500和200令吉医疗补贴，可 

说是许多人民的救命稻草。

“如今州政府决定扩大受惠范围，这 

决定可说是来得正是时候。”
他说，雪州2020年财政预算案覆盖范 

围全面，从健康医疗、社区安全、招商引 

资、地方政府、基本建设到社区人文都有 

相应拨款，而对郊外选区而言，重新调整 

并扩大惠民福利计划，是最能让选民切身 

感受的好消息：

低开销与拨款，等同减少受惠子民数量。

同时，他也指出，今年截至11月1日， 

雪州骨痛热症病例已高达6万零817宗，远 

远超越排名第二的吉隆坡（1万2596宗） 

和居位第彐的柔佛州（9316宗）。

礼占说，雪州政府拨款巨额对抗骨 

痛热症，但骨痛热症病例仍高居不下，简 

直可笑。他也提及，雪州制水、达鲁依山 

免费水供计划、雪州乐龄亲善基金及收 

购收费站等课题，通通让人不满。

面对骂战，黄瑞林忙于调解和控制场面。

‘1MDB爛攤”點燃火頭

雪州議會辯論變罵戰
州议会火药味浓！ 

雪州朝野议员 

今日在州议会上辩论财政预算 

案环节中，针对高等教育基金 

贷款、汽油补贴等课题相互开 
炮，骂战持续近2分钟，最后 

由议长黄瑞林出面调解，才平 

息这场口水战。

巫统双武隆区州议员 

拿督厂苏丁指出，希盟政府 

在竞选宣言中，指将会取消 

或降低收费站收费、降低油 

价、取消高等教育基金局贷 
款（PTPTN)黑名单等，种种 

承诺如今却没兑现，让人失 

望。

莫哈末沙尼一度被关麦

这时，诚信党邓普勒公

园区州议员莫哈末沙尼语气激 

昂，咆哮发言，指希盟政府执 

政之后尽量做得最好，可惜被 

迫承担“-马发展公司”欠 

下巨额的债务和所累计的利 

息，这些都是国阵，尤其是前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所留下来的 

烂摊子，需要希盟政府来收 

拾。

此话一出，犹如点燃战 

火，朝野议员互相对峙：

莫哈末沙尼继续开炮， 

其麦克风…度被关闭两秒 

钟，在麦克风重启后又继续发 
言，指国阵不要再贪污。

黄瑞林多次呼吁州议员 

要保持冷静，促请大家遵守议 

会规则，极力控场，最后才结 

束骂战a

王詩棋促爲可負擔屋購者提供貸款
K动党无拉港州议员王诗棋在辩论环节时，呼吁雪州政 

府与各家银行进行协商，好让申请我的雪兰莪房屋或 

可负担房屋的购买者可申请房屋贷款。
她举例，雪州子民期望房屋（Rumah Idanum Rakyat 

Selangor)计划联同人民银行与国民储蓄银行推出贷款计划，即 

申请者可获得最高110%的贷款，偿还期限为40年，因此她认为 

政府同样可以为上述申请者提供相关贷款服务：
王诗棋表示，我的雪兰莪房屋B级、C级及D级亦同样面对 

难以出售情况，主因是申请者无法承担10%的头期、没有能力 

买房等等

預算案辯論環節

反對黨議員全員缺席
p对党议员全员缺席雪州议会下午的2019年财政预 

算案辩论环节！

行动党首邦市州议员黄美诗下午在开始她的辩论环节 
前，向所有人宣布，截至下午4时57分，反对党议员的出席 

率为〇%，达到一种新的“成就”：、

她的…番言论，引起哄堂大笑。在此之前，公正党鹅 

唛斯迪亚州议员希尔曼也批评反对党议员未参与辩论。

希尔曼表示，截至目前，只有雪州议会反对党领袖参 

与辩论环节，反映反对党议员并不重视财政预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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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0也需要得到關注
雪州2020年财政预算案于上周五出炉，雪州大臣 

阿米鲁丁提呈一份总开销高达23亿3300万令吉的财政 

预算案，分别有12亿令吉和11亿3300万令吉作为行政 

及发展开销。
这份财政预算案延续州政府过去落实“平衡预算 

案”的传统，并在财政赤字方面也有所改善，从今年 

的3亿6000万令吉降低至1亿3300万令吉。
明年的财政预算案依然延续很多今年所推行的 

政策及计划，不过更多的还是在推动社区上发展及福 
利，专注州内教育、女性、青年、乐龄甚至是特殊儿 

童课题。其他的，也包括拟增设5000个闭路电视、兴 

建更多人民公园、拨款进行乡村咏搏计划及精明巴士 

等《
对于一名中产阶级的雪州子民而言，这份财政预 

算案对我可说是惊喜不大，当然也没有太大的受惠。

无论是全国或是州的财政预算案，在照顾赤贫及 
乡镇发展上，都关注在帮助B40群体上，而忽略我们 

这群在城市中面对沉重经济压力的M40群体，许多福 

利来到M40这一关就止步了。

不能忘了，M40还即将告别雪州长达10年的首20 

立方米免费水福利，从明年3月起，仅每月家庭收入 

低于4000令吉以下群体才能继续在免费水计 

划下受惠。
中产阶级的M40所需要的帮助或许不 

比B40,但在经济不景气之下，也是背负 

着重重压力在过活。

虽然会期盼政府何时可派颗糖给 
M40组群“解馋”，若是没有，只能期 

-a 93 i 待财政预算案能带动雪州或国家经济成 

^UKj长，让大家也能从中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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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李俐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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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除掃

双溪龙镇小商公会致力保持巴刹 

环境清洁，以实际行动告诉加影市议

会无需进行搬迁计划。中为刘佳达„

3鼷垃圾
(加影4日讯）相隔一年 

后，双溪龙镇早市巴刹及商业区 

今早举行年度大扫除及清沟渠工 

作，双溪龙镇小商公会致力保持 

巴刹环境清洁，以实际行动告诉 

加影市议会没必要进行搬迁计 

划。

加影市议员刘佳达今早与双溪龙 

镇小商公会主席李国强率领数十名小 

贩，与市议会工作人员及达鲁益山集 
团（KDEB )垃圾承包商进行两小时 

的大扫除，除了扫出3吨重垃圾，垃 

圾承包商也在商业区4条后巷进行清 

沟。
为顺利进行清沟T作，市议会官 

员在上周五已向食肆及其他商店负责 

人发出通告，促请清空后巷杂物，可 

部分业者把通告当“耳边风”，因此 

刘佳达在清沟工作前，再向不配合的 

、丨k者发出最后警告后，他们才移走有 

关杂物。

沟里扫出大堆酒瓶

清沟过程，垃圾承包商员工在沟 

渠里扫出大堆酒瓶，加上油污严重， 

排水功能受阻。

刘佳达指出，在一年一度的大扫 

除中，从早市巴刹清理的垃圾比之前 

少，意味小贩有出力照顾环境，加上 

垃圾承包商固定时间清走巴刹收档后 

的垃圾，卫生问题大幅改善。

他说，虽然巴刹老鼠问题不严 

重，可是灭鼠工作不怠慢，因此当局 

在巴刹周遭，包括商业区等老鼠出没 

的洞口置放老鼠药，把鼠患情况降至 

最低。

不清空后巷杂物罚1000

他针对商业区部分业者不配合清 

空后巷杂物的问题表示，当局不会就 

有关问题妥协，不配合的商家将会面 

对最高1000令吉的罚款。

他说，清理沟渠是将双溪龙镇 

的商业区变得更清洁，这些清渠的油 

污、泥沙、垃圾等严重影响排水功 

能，不得不处理。

李國強：

巴刹不應搬遷
p -方面，双溪龙镇小 

商公会主席李国强也 

说，双溪龙镇早市巴刹搬迁问题 

暂时未有任何消息，可是在较早 
之前，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 

交通及新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员 

黄思汉已致函市议会，加上小贩 

不搬迁的意愿明确，他认为早市 

巴刹应该维持现状。

他指出，虽然该早市巴刹 

有27名小贩上个月在皇冠城中环 

的新巴刹接受市议会执照组的面 

试，惟这些小贩都是要透过面试 

向官员反映不会搬离双溪龙镇。

他说，小贩了解面对霸级 

市场的竞争，而迁去新巴刹将面 

对生意下跌，所以小贩主要的意 

愿是继续在原地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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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小礼堂进行比赛。

大会邀请双溪比力区州议员 

刘天球主持开幕，他表示自小喜 
爱兵兵和篮球，-天可花上至少4 

小时在这类运动。

“乒乓除了有益健康，也可 

使我们的思想敏捷，同时可以认

识很多朋友，因此我期望双溪比 力]天球

力新村管理委员会每年都举办乒（左九起）、 

乓赛蔡志雄和余东 

出席者包括瓜冷雪邦区新村发与参赛者合 

协调官林立选、雪邦市议员蔡志照《

雄及双溪比力村长余东发等。

(雪邦4日讯）巴生文文电器 

队在2019年双溪比力新村乒乓邀 

请赛中，击败蕉赖友联少年队， 

夺得冠军宝座。

这项由双溪比力新村管理委 
员会和雪邦市议会联办的乒乓邀 

请赛，以团体赛方式（3单2双） 

进行。

夺得冠军的巴生文文电器队 
可获1000令吉加奖杯；亚军蕉赖 

友联少年队、季军Wai Shin和第四 

名MaluriTTC队分别赢得700、500 

和400令吉加奖杯…座。

总共有24支队伍，逾百名兵 

兵选手参与这场在双溪比力华联

雙溪比力新村乒乓邀請賽巴生文文電HP家g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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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截垃圾浮台发明者柏杨史 

f二二拉特表示，该垃圾浮台丁 

作量可负荷100万公斤垃圾，惟目前 

由于仍处测试阶段，只能将功能设定 

为拦截10万公斤垃圾。

他解释，创造垃圾浮台的概念始 

于2015年，由于当初意识到塑料废料 

垃圾一直往海洋里飘流，所以希望发 

明装置把海洋伤害降至最低。

“在结合数据、考察及测试后， 
第一架垃圾浮台于2017年面世，如今 

Landasan Lumayan私人有限公司重 

事经理赛夫阿兹孟表示，巴生河 

净化工程推行后，在过去日子已清理5万 

公吨垃圾，水质污染也从5级污染降至3 

级，达到中等良好水平0
他说，垃圾浮台放在巴生河2个月 

后，河流内的垃圾有明显减少迹象，以 
往每月都要拦截至少1200至1500吨的垃 

圾。

“在雪兰莪海上门户项目下，整条 
巴生河共设置7个垃圾闸，负责拦截河流 

荷兰非政府组织 

海洋清理行动与州务 
大臣机构（MBI )子 

公司 Landasan Lumayan 

私人有限公司联手合 

作，希望未来能提升 
巴生河流的经济效 

益；左起为拉惹沙 

林、阿特贾克比、阿 
米鲁丁、柏杨史扭特 

及赛夫阿兹孟。

獲荷非政府組織贊助1年

攔截垃圾浮台淨化巴生河

荷
t非政府组织 

海洋清理行动 
(The Ocean Cleanup )提 

供雪州•年免费的拦截垃 
圾浮台（Interceptor)， 

以增加巴生河的经济效益 

及净化河流的生态系统。
雪州政府共耗资4500 

万令吉，作为推动雪州海 
洋关口计划第一期T.程拨 

款，以落实净化河流、治 

理改善水质及振兴城市项 

目，而计划获荷兰非政府 

组织参与，并提供上述协 

助。

有鉴于拦截垃圾浮 

台清河奏效，州政府未来 

不排除考虑延续使用，包 

括将技术投人瓜冷河流垃 

圾清理工作上。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今午在州议会大厦迎接荷 

兰大使阿特贾克比与荷兰 

非政府组织到访和进行短 

暂汇报后，召开新闻发布 

会时，发表上述谈话。

雪兰莪海上门户项 

:g (SMG)计划是由州务 

大臣机构（MBI)子公司 
Landasan Lumayanft^^' 

限公司负责；4荷兰政府 

引介下，获荷兰非政府组 

织的支持与参与。

阿米鲁丁解释，整 

个计划除了 “拦截”垃圾 

夕卜，还包括巴生河净化工 

程，并且也将考虑“治 

理”河流及复兴周边环境 

地区，以便推动社区生态 

活动及打造成旅游生态景 

点。

甘納巴迪勞：購物禮券計劃

雪撥逾5干萬61萬人受惠
#管雪州巩固社 

会经济发展及 

关爱政府事务的行政议 

员甘纳巴迪劳表示，自 
2012年开始实行购物礼 

券援助计划后，雪州政 

府已动用5572万7300令 

吉的拨款帮助61万9293 

名雪州贫困子民。

他回答土团党而榄 

州议员莫哈末赛的口头 
提间时表7K，“走，去 

购物 ”（Jom Shopping )

动党万津州议 

员刘永山指 

出，尽管“我的雪兰莪 

房屋”在购买的首5年不 

可出租或转售，但很多 

单位却遭人出租，因此 

要求雪州政府重新检讨

乩券是在2012年由雪州 

政府所推动的…项援助 

计划，目的是让我国厂 

大种族中的贫困家庭， 

在度过主要节日，即华 

人农历新年、开斋节及 

屠妖节时，可购买一些 

节日必需品0

他说，州政府发放 

价值100令吉的礼券给予 

这些贫困家庭，让他们 

到指定的超市去购买必 

需品，藉此减轻他们的

有关房屋的政策，严厉 

审核购屋者的条件，

刘永山今日在财 

政预算案辩论环节中指 

出，有的购物者不只把 

“我的雪兰莪房屋”单 

位转租给外劳，甚至还

家庭负担，并为节曰做 

好准备，而该计划也涉 
及840万令吉拨政，以及 

每年目标为8万4000人的 

受益者。

“虽然100令吉的援 

助看似并不多，但对低 

收人的贫困家庭及迫切 

需要这笔钱准备节庆的 

人来说，的确可减轻不 

少负担。”

他说，由于这项计 

划可帮助到城市中及乡 

镇的B40群体减轻负担， 

因此该计划会•直继续 

执行。

有发展商把有关房子售 

卖给员工。

他认为，州政府有 

权审核购屋者，绝对不 

能允许有人中饱私囊， 

否则必须采取行动a

他表示，巴生一带 

曾发生“我的雪兰莪房 

屋”单位出租给外劳， 

因此他相信其他地方可 

能也出现相关情况。

“我的雪州房屋”屢遭轉租

劉永山促嚴審購者條件

許來賢：國能承擔費用

州政府大廈裝太陽能板
来贤指出，州政府将跟随联 

W邦政府的步伐，在州政府建 

筑安装太阳能板，以配合我国计划在 
2017至2030年迈向绿色科技的目标。

他表示，为确保州政府内所有 

建筑物都安装上太阳能板，州政府也 
与国能公司（TNB )商讨太阳能采购 

(SEP )的计划

“太阳能采购计划是根据联邦政 

府推出的一项净电能计量政策（Net 

Energy Metering)的再生能源计划，在 

这种情况下，州政府无需承担安装成 

本的费用，费用由国能公司承担。”

许来贤今早在雪 

州议会上回应行动党 

武吉加星州议员拉吉 

夫的口头提问时说，

目前联邦政府已批准 

州政府要在雪州政府 

大厦内安装太阳能板f 

的建议，惟仍需计算^

安装太阳能板区域 

的大小，之后将会与州经济策划单位 
(UPEN)与国能公司进行详细讨论， 

以审查合同条款和收费标准《

許來賢：調查肇因等

雪州議會會議 7監管行動臟活染

配合2020旅遊年

5大策略提升雪旅業

配
合2020年马来 

西亚旅游年，
雪州政府将在明年展开5 

大旅游宣传策略，提高 

雪州的旅游业。

掌管雪州文化和

亨务的行政议员拿督阿 

都拉昔指出，这些策略 

行动包括提高在国外与 

国内旅游宣传系列的参 

与度、举办更具创意的 
考察团（Familiarization 

Trip)、在雪州举办国际 

旅游项目、加强雪州旅 

游宣传与广告，以及专 

注旅游领域。

置广告牌 

扩大宣传范围

阿都拉昔是于今天 

在雪州议会问答公正党 
武吉美拉华蒂州议员祖 

薇丽亚的口头提问时表 

示，州政府可通过与经 

济策划单位、雪州旅游 

公司、地方政府之间的 

合作提高旅游业，并且 

邀请媒体、旅游代理探 

访有关具有旅游潜能的

~ “近期的方案及具

有创意的考察团则是邀

请网红或关键意见领袖 
(K0L): ”

他说，州政府也将 

会扩大宣传范围，在策 

略位置如机场、巴士终 

站、繁忙道路等地设置 

广告牌，并在社交媒体 

广泛宣传雪州旅游

阿都拉昔表示，具 

有潜能加强旅游业的活 

动或领域包括高尔夫球 

运动旅游、医疗旅游及 

邮轮旅游。

同时，州政府明 

年也会加强“销售任 

务”，向中国、日本、 

印度、欧洲、澳洲及屮 

东国家宣传马来西亚旅 

游业。

(沙亚南4日讯）掌管雪州环 

境、绿色工艺、消费人、科学、工 

艺及革新事务的行政议员许来贤指 

出，雪州政府与雪州水供管理局 

(LUAS)已采取七大行动监管行 

动，以全面遏止河流与水源受污染 

的事件重演。

许来贤今日在雪州议会上回答行 

动党万津州议员刘永山的口头提问时表 

示，有关杜绝与监管河流受污染的行动 

包括今年10月1日已向能源科艺环境部提 
出意见，以改善1974年环境品质法令有 

关条文、成立由雪州水供管理局主任为 

首的巴生河、雪兰莪河及冷岳河成员队 

伍会议，以及由掌管雪州基本建设、公 

共设施的行政议员为首的雪兰莪河流与 

沙滩的管理委员会会议，讨论必须采取 

的行动、根据研究与河流保留地的活动 
资料，在士毛月河、崙玲珑河（S，mgai 

Beranang )及宁津河（Sungai Rinching ) 

展开执法行动与收集有关河流受污染的 

原因、在导致河流受染的主要地点展开 

24小时的监督行动、建设水源品质与质 

量站点，其中目前已经在雪兰莪河及冷 

岳河建造有关站点、增加执法员及展开 

联合执法行动a

雪州行政

议员许来贤（左
起）和黄思汉互
看对方的口头问

答环节答案纸而

发笑，究竟当中
藏了什么趣事？

4人4公司污染河流被控

另
-方面，许来 

贤表7K，从 

2013年至今，共有4人与4 

家公司因违法倾倒废料、 

污染河流而被控上法庭， 

有者已被判罚款或监禁， 

或两者兼施，最局罚款局 
达4万5000令吉；有者目 

前依然处于审讯阶段。

许来贤表示，今年的 

士毛月河流污染事件，至 

今暂时没有任何人及公司 

被控告

无论如何，他表示， 

今年6月26日有一家T厂 

排出食油，结果被加影市 

议会展开执法与充公行 
动，同时必须关闭39天， 

面对高达1亿2000万令吉 

的亏损。

许来贤指出，今年 
9月28日发生的溶剂异味 

污染，主要是因为有非法 

人士把溶剂，非法通过万 

宜武吉马哥打镇（Bandar 

Bukit Mahkota )第7区的英

达HI3水沙井，最后流人水 

管。

“我们目前尚未找到 

嫌犯，不过仍会继续展开 

调查。”

他说，士毛月河是提 

供水源给士毛月河滤水站 

的河流，根据数据显示， 

该河流受污染及被迫关闭 

是因为丁业废料污染所 

致〇

许来贤表示，人们不 

负责任地非法丢垃圾到河 

流，更是破坏河流水质的 

其中•个原因。

把
海
洋
傷
害
降
至
最

柏
楊
史
拉
特
：

賽
夫
阿
兹
孟
：
垃
圾
明已研发4台，其中第一艘在印尼雅加 

达、第二艘在巴生河、第a台在越 

南及第四台在多米尼加共和国运作 
巾。”

“在此之前，我们手上共有1000 
个地点，最后选择上述4个地点，皆 

因我们希望能与当地政府配合下推行 

这项计划。未来我们也计划在美国及 

泰国放置垃圾浮台。”

垃圾，全长56公里。垃圾浮台的功能， 

主要是负责拦截垃圾闸无法堵截的垃 

圾。"

另外，荷兰大使阿特贾克比表示， 
海洋清理行动是于2018年9月主动联系马 

来西亚政府，希望能与当地政府推动环 

保工程合作计划，以协助马来西亚清理 

漂浮在河流上的垃圾。

出席者包括雪州大臣机构首席执行 

员拉惹沙林。

管雪州基本建设、公共设施、农业现 

代化及农基工业事务的行政议员依兹 

汉指出，州政府在进行“河流混合增强系统” 

(H0RAS)项目过程中，不曾作出任何赔偿。

依兹汉今日在雪州议会上回答公正党依约州议 
员依德利斯的口头提问时指出，Kumpulan Semesta 

私人有限公司（KSSB)时时刻刻监督，确保河流 

混合增强系统不会带来负面效果，避免对环境与农 

作物带来影响。

当依德利斯在附加提问时提及，他接获不少农 

耕者的投诉，指疑是“河流混合增强系统”项影 

响，农作物被泥水或水灾淹没而受到破坏、变得缺 

乏肥沃时，依兹汉说，有关投诉者必须通过官方管 

道作出投诉，因为很多水灾问题都是涉及不同源头 

或发展计划。

“如果展开调查后，确定是因为河流混合增 

强系统所致，州政府将会采取行动，作出适当的赔 

偿。”

依兹漢：時刻監督無負面效果H0RAS不曾作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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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贤今午于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地方政府将

#根据商家所购人的塑料袋收据，向商家征收 

塑料袋“污染费”。

他说，据默迪卡民调中心数据显示，从2017年1月 

至今，雪州政府共收了 187万令吉塑料袋“污染费”， 

有关数据显示民众还是依赖使用塑料袋。

“有些商家担心会被消费者责骂，自动递上塑料 

袋，甚至只象征式取20仙，却提供超过5个或以上的塑 

料袋。”

他说，州政府无法追查是否所有商家都善用这笔 

款项，举办回馈社会活动，当然也无法否认有些商家 

还是积极响应环保活动。

“州政府并非责怪商家，而州政府只是为了减少 

塑料袋使用才会选择接手。”

他指出，即使政府在明年展开执法工作，可是不 

会采取强硬手段执法，只希望商家可以配合。

此外，他将于下周在雪州议会提呈落实上述计划 

提案，以寻求批准，并会清楚列明所收取塑料袋基金 

如何分配。

许来贤希望所有 

的商家积极配合零塑 

料袋运动，一起爱护 

环境9

雪明年1月起接管

20仙塑袋
(沙亚南4日讯）雪州政府将从明年1月1日起， 

通过地方政府向州内霸级市场、连锁超市及购物广 

场接管征收每个塑料袋20仙费用的款项，并同步展 

开执法工作。.

将对付拒配合商家

掌管雪州环境、绿色工艺、消费人、科学工艺及革新 

事务的行政议员许来贤补充，若商家拒绝配合，地方政府

MMi
有权援引地方政府法令，直接给商家劝告、警告或开罚单 

对付。

州政府自2017年落实禁用塑料袋和征收20仙塑料袋 

“污染费”措施，并要求商家使用“污染费”推行企业社 

会责任活动，惟至今还是有部分商家却没尽企业责任，也 

没办回馈社会活动，有者选择以“顾客为大”，只是象征 

式向顾客收取20仙的塑料袋费用，却给5、6个塑料袋。

为此，州政府决定接管由各地方政府管理的“污染 

费”，并将这笔款项纳人一个特别“基金”：、

未
來

將
擴
至
巴

夜
市

许K

指出，上述 

计划未来将 

涉及更多领 

域的商家， 

包括早市巴 

刹和夜市。 

他说，

首阶段所涵 

盖的领域是 

霸级市场、 

购物广场及 

连锁店，接 

下来就是夜 

市、早市巴 

刹及杂货店 

等。

雪河污染事件疏忽所致

Luas將起訴KSSB承包商
对雪州河流于7月受污染的 t|事件，雪州水务管理机构 

完成书面报告，以起诉负 

责采砂营运的州政府子公司Kumpulan 

Semesta私人有限公司（KSSB )承包 

商。

许来贤指出，经调查发现这起污 
染事件因承包商疏忽所致，怀疑有人

将柴油倒人河内。

他说，任何属于官联政府，如 

Kumpulan Semesta私人有限公司或英 

达丽水公司，只要违例就会受到对 

付。

“这起案件比较特别，因为 

Kumpulan Semesta私人有限公司和雪 

州水务管理机构的主席都是雪州大

臣，仿佛大臣起诉自己；不过经调 

查，应起诉的是疏忽导致河流污染的 

承包商。”

他说，民众•开始将污染事件 

矛头指向英达丽水公司，但据1974 

年环境素质法令（Akta Kualiti Alam 

Sekdiling),该公司可直接排放完全 

过滤的污水，只要符合污水质量，但 

这不包括异味。

“因此，联邦政府应修改相关条 

例，确保污水厂在排放过滤污水时， 

没有任何异味。”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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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議會-----------

雪精明母親關懷計劃受惠人git曾5干
(沙亚南4日讯）掌管雪州卫生、 

福利及加强妇女与家庭事务的行政议员 

西蒂玛丽亚指出，雪州行政议会在今 

年10月2日的会议上议决，2020年的雪 

州精明母亲关怀计划（KISS )受惠人数 

将增加5000人，这也意味着之前符合资 

格，却因名额爆满而遭淘汰的1312名申 

请者，将于明年受惠于这项计划。

西蒂玛丽亚在回答诚信党摩立州议 

员哈斯努的口头提问时指出，州政府将

会处理上述1312名申请者的申请，同时 

也会重新筛选其他申请者的资料。

她表示，州政府会要求各个州议 

员服务中心协助提呈符合资格的申请者 

的申请资料，之后由雪州经济策划单位 

(UPEN )加速处理。

另外，她说，2020年健康关怀计 

划的受惠者达8万5000人，比今年的6万 

5000名受惠者更多。

李繼香：雪特殊孩童援金

應考慮取消年齡限制
动党新古毛区州议员李继香呼 
吁雪州政府重新研究“雪州特 

殊孩童援助金”（BantuanANIS)的申请 

条件，取消年龄限制作为条件之一

李继香表示，自从雪州政府推行 

该援助金后，成为残障群体的一个转折 

点，而雪州2020年财政预算案中，拨款 

50万令吉延续作为雪州特殊孩童援助金 

的决定，更是大大帮助残障人士及其监 

护人，减轻许多家庭的负担。_

她指出，部分特殊孩童的残缺不能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痊愈，而这些特殊孩 

童随着年纪渐长，他们所需的必需品更 

多，价格也较贵〇

李继香是于今午雪州议会参与2019 

年财政预算案辩论环节时指出，年满18 

岁的残障群体也需要继续接受治疗，以 

提高他们的日常生活品质，他们也需要 

更换-些已不适用的用品及其他必需

品，如从儿童轮椅换成成人轮椅。

须确保特殊贴纸适用

“此外，还有残障人士停车位。虽 

然这种停车位只允许拥有残障人士贴纸 

的轿车来停车，但所有地方政府是否已 

准备好特殊贴纸，让残障人士或残障人 

士监护人（PenjagaOKU)随时申请？” 

她说，只有特定的残障人士可驾 

车，而大部分残障人士都需要依靠他人 

的全天候照顾，因此残障人士监护人更 

需要拥有这种贴纸，才方便他们载着残 

障人士出门处理事务。

她表示，雪州政府必须确保所有地 

方政府都准备好上述贴纸让残障人士及 

其监护人申请，州政府也必须确保上述 

贴纸适用于雪州所有残障人士停车位， 

而非限制于该地方政府所管辖的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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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人駕駛者入夜後難察覺

◎賴(D賴ss2商区

“ 日前到八打灵再也SS2商业区用餐时，驾车经过

^P<iSS2/55路一家炸鸡店前，发现路边的石灰渠盖不 

翼而飞，或已破损和出现裂痕，十分危险。

或许大家在白天时还会注意到这•情况，但这样的情况往 

往在人夜后就很容易被路人与驾驶人士忽视了。

我希望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或负责此事的相关部门，可早日 

安装好渠盖。”

可向隆市廳反映
都会》社区报建议读者，遇到上述问题时，可 

\ 致电八打灵再也市政厅24小时热线（03-7954

2020)、电邮（aduan@mbpj.gov.my)、传真（03-7958 1494 ) 

或脸书（mbpjaduan)等方式，向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作出投诉。

SS2/55路一家炸鸡店前沟渠盖不翼而飞，十分 

危险。

陳先生：

石莰钃蓋不翼而飛

盖
，
竟
然
已
开
始
破
损
。

刚
安
装
好
没
多
久
的
石
灰
渠

張先生（來自甲洞）

甲洞衛星市路洞積水飄臭

C
 “我在甲洞卫星市经商，这里每天都有

早市，售卖菜、肉等摊贩都会这里摆摊，所以 

经常有运送蔬果的罗哩来往，导致路面崎岖不 

平，路洞越来越多，除了积水外，散发恶臭味。 

该路已许久未提升，每当摊贩在清洗摊位时，污 

水则残留在路洞里，造成难闻的恶臭味，甚至引来许 

多苍蝇，影响当地的卫生问题。

我希望获得有关单位的协助，以修补好 

路洞及管制早市的环境卫生情况。

由于这里曾经有骨痛热症的病例，所以1 

我也担心自己或太太不幸感染蚊症。”

張女士

支持強制後座乘客繋帶

可
致
■=■=■
电

隆
市
局
投
報

大
都会》

.社区报 

建议读者，遇到上述问 

题时，可致电吉隆坡 
市政局24小时服务热线 

(1800-88-3255 )进行 

投报。

此外，读者也可向 

行动党甲洞区国会议员 
林立迎服务中心（03- 

6242 8606 )作出投诉。

我P
.非常支持交通部长 

(陆兆福日前宣布该 

|部将于明年落实长途巴士和轿车后 

座乘客必须系上后座安全带的政 

策，这可以保障乘客的安全。

因为马路如虎口，意外往往无法预 

测。若驾驶的车辆发生意外，时乘客却没

有系上安全带，后果就真的不堪设想。

其实，坊间过去-•直盛传后座乘客 

必须强制性系上安全带的条规，不过却 

-直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我希望这政策可以在明年真正|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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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塘源 

(左起）、詹 

德财、张莉 

莉、吴令冨、 
邱财兴、蒋运 
发、吕国生、 

曾莉莉和李美 
丽，为江加埔 

来文化华小阅 

读角落主持启 
用仪式。

設閱讀角落獲销
(依斯干达公主城4日讯）古来 

县发展华小工委会的设立阅读角落 

计划推展至第13所华小，江加埔来 

文化华小耗资3万令吉打造的阅读角 

落正式落成。

古来县发展华小工委会主席吴令富 

今曰在启用仪式上宣布，该工委会获得-- 
家出版社捐献22万本总值逾21万令吉的图 

书，将分发给全国216所华小，小型华小 

可获得500本书籍，大型华小可获得1000

本书籍。

李伦：

建议Buku Must出版书籍给华小

他表示，有关出版社Buku Must私人 

有限公司的东主李伦，也将在近期内把该 

公司转至工委会名下，工委会将开会讨论 

如何通过该公司协助丁委会发展华小，包 

括可能建议出版书籍给华小。

古来县发展华小工委会在江加埔来文化华小 
设立第13个阅读角落，里头的“棋盘桌子”是由 
义工家长以废置轮胎和木板打造。 经过美化的阅读角落一片色彩缤纷，书籍都整齐排列。

江加埔來文化華小飄書香

11

江加埔来文化华小设立结合阅读、下棋设施的阅读角落，从木 

椅到遮阳设施都由义工家长以可再循环使用的物件打造D

校方特别购置草席坐塑*，让学生可坐在地板上阅读。

閱讀角落命名“學習天堂”

化华小校长张莉莉表 

东，步人科技时代，

很多大人和小孩都成了低头族: 

“根据一名美国心理学家对 

小孩低头族展开的研究，孩童被 

分成不使用手机和痴迷手机两组 

进行追踪研究，结果发现痴迷手 
机的50名孩童仅2人升上大学， 

而不使用手机的孩童全数考上大 

学。”

她说，上述研究成果说明 

了少接触手机、多接触书本的利 

与弊，只有接近书香才能熏陶学 

生。

她表示，该校的阅读角落 
将收藏5000本书籍，并被命名

为“学习天堂” （paradise of

learning),希望这个充满书香气 

息和愉悦氛围的角落成为学生学 

习的天堂，让阅读成为他们-生 

的习惯。

也是依斯干达公主城市政厅 

公正党市议员党鞭的该校家协主 

席锺塘源则表示，此次的阅读角 

落在用料和形式方面呈现出文化 

意义，并把环保概念发挥得淋漓 

尽致。

上述启用仪式的出席者包括 

该校董事长邱财兴、家协副主席 

吕国生、理事李美丽和曾莉莉、 
古来发展华小丁委会署理主席蒋 

运发和副财政詹德财等。

是好世纪集团首 

席营运员的吴令 

富也透露，此次在文化华小 

推动设立阅读角落，获得雪 
州柏郎桑集团（Kumpulan 

Perangsang Selangor Berhad ) 

以及旗下子公司好世纪集团 
各别出资1万5000令吉c

他表示，各校设立的 

阅读角落，不像图书馆一样 
有开放时段，而是24小时开 

放，让学生在任何时段都能 

进行阅读，如今该工委会推 

动的阅读角落计划已接近完 
成，仅剩2所学校还未设立 

阅读角落。

此外，他也指出，该工 

委会将努力推动并与各校合 

作，让校内教师可以进修。

閱
讀
角
落
24
小
時
開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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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4 n讯）雪兰 

莪州苏丹沙拉弗丁殿下谕令， 

雪兰莪州所筹获的伊斯兰义梠 
(Zakat) K能分配给穆斯林。

殿下透过机要秘书莫哈末木 

尼尔.针对两名宗教司及一名政 

治人物近期发表可将伊斯兰义捐 

分配给非穆斯林的言论一事，发 

表文告。

非穆须改教才能领取

“针对这项课题，苏丹沙拉 

弗丁殿下已取得雪兰莪宗教司拿 
督莫哈末丹耶斯的意见，如果要 

将伊斯兰义捐分配非穆斯林，只 

能在相关人士改信伊斯兰的情况 

下。”

“因此，苏丹沙拉弗丁殿下强调，依据 
伊斯兰教义，伊斯兰义捐必须分配给8组有需 

要的穆斯林（Asnaf)群体。”

玻璃市宗教司拿督阿斯里表示，非穆斯 

林群体只能在符合由统治者定下的条件下接 

受伊斯兰义捐的援助。

彭亨宗教司拿督斯里阿都拉曼及雪兰莪 
宗教司莫哈末丹耶斯认为，伊斯兰义捐只可 

以让穆斯林受惠，而槟州宗教司拿督斯M旺 

沙林认为，这事情交由联邦政府决定，但必 

须以穆斯林为前提。

早前，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认冋 

可以把伊斯兰义捐受惠的范围扩大至非穆斯 

林。

蘇2 

丹義 

諭捐
令

只
給
穆
斯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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