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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Selangor menyum-
bang 23.7 peratus kepada Kelua-
ranDalamNegaraKasar (KDNK)
Malaysia pada tahun lalu, sekali
gus mengekalkan statusnya se-
bagai penyumbang pelaburan
tertinggi di negara ini.
Menteri Besarnya, Amirudin

Shari, berkata sumbangan lebih
20 peratus Selangor kepada
KDNK negara membuktikan ke-
wangan yang stabil melalui pe-
ngukuhan aspek tadbir urus dan
dasar yang efektif.
“Selangor merekodkan sumba-

ngan sebanyak 23.7 peratus di-
ikuti Kuala Lumpur (16.1 pera-
tus), Sarawak (9.7 peratus), Johor
(9.6 peratus), Pulau Pinang (6.7
peratus ) dan Sabah (6.7 peratus).
“Ini dibuktikan pada 2018, ju-

mlah pelaburan diluluskan seba-
nyakRM18.9 bilionmembabitkan
RM8.1 bilion pelaburan domestik
dan RM10.8 bilion pelaburan
asing,” katanya pada sidang De-
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
langor di sini, semalam.
Beliau menjawab pertanyaan

(PKR-Gombak Setia), Muham-
mad Hilman Idham yang ingin
tahuprestasi ekonominegeri ser-
ta langkah untuk menjana per-
tumbuhan negeri dalamkeadaan
ekonomi negara serantau yang
mengalami kemerosotan.
Mengulas lanjut, Amirudin

berkata, prestasi ekonomi yang
mampan itu adalah hasil keja-
yaan program Smart Selangor
yangmenekankan lima terasme-
rangkumi aspek kualiti hidup,
persekitaran, pembangunan eko-
nomi, tenaga buruh dan fiskal
negeri.
“Bagi tempoh Januari hingga

Jun 2019, sebanyak 132 projek
perkilangan diluluskan di Se-
langor dengan nilai pelaburan
berjumlah RM 5.97 bilion dan
mewujudkan 6,628 peluang pe-
kerjaan.
“Malahan, kita jangkakan ke-

masukan pelabur utama dari Je-
pun, China dan Singapura di-
jangka menjana 26,492 peluang
pekerjaan baharu,” katanya.
Beliau berkata, kerajaan nege-

ri akan memberi tumpuan ke-
pada industri utama yang ber-
nilai tinggi seperti industri elek-
trikal, elektronik, sains kehi-
dupan,mesin, pengangkutan ser-
ta makanan dan minuman
“Kerajaan Selangor juga akan

terus mempelbagaikan kaedah
serta merangka pendekatan le-
bih strategik untuk menarik pe-
laburan berkualiti tinggi.
“Kita percaya dan yakin struk-

tur teguh yang dibina dan di-
tambah dengan perancangan
yang lebih tersusun dan fokus,
dapat mempertahankan kedudu-
kan Selangor sebagai negeri ter-
maju dan penyumbang utama
KDNK negara,” katanya.

Kerajaan
Selangor

juga akan terus
mempelbagaikan
kaedah serta
merangka pendekatan
lebih strategik untuk
menarik pelaburan
berkualiti tinggi
Amirudin Shar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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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dakan jangan ‘pilih bulu’
Notis roboh premis 

haram perlu 
diberikan kepada 

semua peniaga

HASNIZA HUSSAIN

SHAH ALAM

P ejabat Tanah dan Galian 
(PTG) Wilayah Persekutu-
an telah bertindak menge-

luar notis kepada premis pernia-
gaan haram yang dibina di atas 
rizab jalan di Jalan Selayang Baru 
agar merobohkan premis mereka 
dalam tempoh 14 hari.

Presiden Persatuan Peniaga 
dan Penjaja Bumiputera Wilayah 
Persekutuan Kuala Lumpur, Da-
tuk Seri Rosli Sulaiman berharap, 
tindakan tersebut dibuat tanpa 
'memilih bulu' selepas menerima 
aduan daripada pelbagai pihak.

Katanya, tindakan tegas perlu 
dilakukan sekiranya pemilik pre-
mis perniagaan haram masih 
berdegil tidak mahu merobohkan 
premis perniagaan mereka sele-
pas melepasi tempoh notis yang 
diberikan.

“Nampaknya PTG bertindak 
proaktif selepas masalah tersebut 
dibangkitkan dalam akhbar teta-

ROSLI SULAIMAN

Notis kepada premis perniagaan 
perniagaan haram oleh PTG Wilayah 
Persekutuan semalam.

pi kita tidak mahu PTG hanya 
sekadar mengeluarkan notis. 

“Kita mahu ada tindakan kon-
krit diambil termasuk meroboh-
kan premis haram tersebut seki-
ranya masih berdegil termasuklah 
premis perniagaan yang begitu 
kebal selama ini. 

"Ini kerana premis-premis 
haram tersebut menghalang pro-
jek rakyat,” katanya kepada Sinar 
Harian semalam.

Rosli berkata, berdasarkan 
pelan pelebaran jalan yang akan 
dilaksanakan di kawasan berke-
naan, ia akan melibatkan bebera-
pa bangunan yang dimiliki peni-
aga-peniaga besar yang didapati 

dibina sehingga 25 meter mema-
suki ke kawasan tanah Wilayah 
Persekutuan.

“Saya dimaklumkan pemilik 
bangunan berkenaan mendapat 

Laporan SInar Harian kelmarin.

kebenaran menduduki sementa-
ra tetapi sudah tamat tempoh. 
Mereka juga dikatakan memo-
hon untuk sambungan kebenar-
an menduduki tetapi masih be-
lum diluluskan.

“Apabila projek pelebaran 
hendak dilakukan di kawasan 
tersebut, saya pasti permohonan 
itu tidak akan diluluskan. 

“Sebab itu saya mohon kepa-
da PTG agar tidak ‘pilih bulu’ dan 
hantar notis perobohan premis 
kepada semua peniaga besar dan 
kecil di kawasan tersebut, tambah 
pula ada peniaga yang bina ba-
ngunan kekal tanpa kelulusan 
PBT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katanya.

Sebelum ini Sinar Harian me-
laporkan kewujudan premis per-
niagaan haram yang dibina di atas 
rizab jalan menyebabkan projek 
pelebaran jalan di Selayang Baru 
tidak dapat dilaksanakan meng-
ikut tarikh dan spesifikasi yang 
ditetapkan.

Kedegilan pemilik untuk me-
robohkan premis haram mereka 
walaupun telah mendapat surat 
arahan daripada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turut mengun-
dang tanda-tanya, apakah mere-
ka ini terlalu kebal daripada se-
barang penguatkuasaan 
undang- undang.

Apa yang dikesalkan ialah 
kedegilan pemilik premis haram 

itu menyebabkan projek peleba-
ran jalan daripada dua lorong 
kepada empat lorong di kawasan 
itu tertangguh sehingga menga-
kibatkan kesesakan yang teruk 
terutama ketika waktu puncak.

Malah, Rosli turut mende-
dahkan bahawa penguatkuasaan 
yang lemah dan longgar oleh pi-
hak PBT menjadi antara punca 
yang menyebabkan pemilik pre-
mis perniagaan haram di tanah 
rizab jalan di kawasan Selayang 
Baru menjadi ‘besar kepala’.

Rosli berkata, syarat untuk 
mendirikan bangunan di tanah 
yang diduduki sementara adalah 
bangunan itu perlu dibina bera-
singan dan tidak boleh bersekali 
dengan bangunan yang didirikan 
di tanah kekal.

“Ini disebabkan tanah itu ada-
lah peruntukan sementara dan 
bangunan dibina di kawasan ber-
kenaan boleh diroboh pada bila-
bila masa. Kita tengok siapa pula 
yang akan menjadi hero selepas 
ini,” katanya dengan nada sinis.

Rosli berkata, beliau akan 
membuat laporan berhubung 
perkara itu kepada Suruhanjaya 
Pencegahan Rasuah Malaysia 
(SPRM) dalam masa terdekat.

Menurutnya, ia  bagi me-
nyiasat kemungkinan besar wu-
judnya skandal dan penyelewe-
ngan sehingga timbulnya masalah 
terse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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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sumbang KDNK tertinggi
Bukti ekonomi

di negeri itu stabil 
hasil tadbir urus 
dan polisi efektif

ASYRAF MUHAMMAD

SHAH ALAM

S elangor menjadi ne-
geri tertinggi menca-
tatkan Keluaran Da-

lam Negara Kasar (KDNK) 
apabila merekodkan sum-
bangan sebanyak 23.7 pe-
ratus kepada Malaysia.

Menteri Besar, Amiru-
din Shari berkata, perkem-
bangan itu sekali gus mem-
buktikan kestabilan 
ekonomi di negeri itu me-
lalui pengukuhan aspek 
tadbir urus dan polisi yang 
efektif.

AMIRUDIN

SIDANG DUN 
SELANGOR

N 

Menurutnya, Selangor 
mempunyai struktur eko-
nomi yang mampan seiring 
dengan kemajuannya seba-
gai antara peneraju utama 
pembangunan negara de-
ngan nilai tambah aktiviti 
ekonomi memperlihatkan 
peningkatan kepada 
RM322.6 bilion berbanding 
RM301.9 bilion pada 2017.

“Selangor merekodkan 
sumbangan sebanyak 23.7 
peratus kepada KDNK ne-
gara diikuti Wilayah Per-
sekutuan Kuala Lumpur 
(16.1 peratus), Sarawak 
(9.7 peratus), Johor (9.6 
peratus), Pulau Pinang (6.7 
peratus) dan Sabah (6.2 
peratus),” katanya pada 
Mesyuarat Ketiga (Bajet) 
Penggal Kedua Dewan Un-
dangan Negeri (DUN) Ke-
14 semalam.

Amirudin berkata de-
mikian bagi menjawab per-

tanyaan lisan Muhammad 
Hilman Idham (PKR-
Gombak Setia) berhubung 
langkah proaktif diambil 
kerajaan Selangor untuk 
menjana pertumbuhan di 
saat kadar purata pertum-
buhan negara-negara 
ASEAN merosot.

Amirudin berkata, Se-
langor kini dalam usaha 
merancakkan pembangu-
nan ekonomi menerusi 
Program Smart Selangor 
yang dibangunkan sejak 
2016 dengan mengaspira-
sikan lima teras utama yang 
merangkumi aspek kualiti 
hidup, persekitaran, pem-
bangunan ekonomi, tenaga 

buruh dan fiskal negeri.
Katanya, pelabur utama 

dari negara seperti Jepun, 
China dan Singapura juga 
dijangka menjana 26,492 
potensi peluang pekerjaan 
baru di negeri itu. 

“Bagi tempoh Januari 
hingga Jun 2019, sebanyak 
132 projek perkilangan te-
lah diluluskan dengan nilai 
pelaburan RM5.97 bilion,”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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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tu rawat tanah tidak subur 
KERAJAAN Selangor cuba menyelesaikan isu pe-
sawah di barat laut yang memperoleh pendapatan 
tidak menentu susulan daripada tanaman mereka 
berdepan masalah serangan penyakit dan ke-
kurangan bekalan air.

Exco Infrastruktur dan Kemudahan Awam, Pe-
modenan Pertanian dan Industri Asas Tani Selangor, 
Ir Izham Hashim berkata, buat masa ini pihaknya 
telah melakukan tindakan dengan merawat tanah-
tanah sawah yang gersang dan tidak subur.

Menurutnya, langkah tersebut telah dimulakan 
di sekitar kawasan Sabak Bernam dan akan diper-
luaskan ke lokasi lain pada tahun hadapan.

“Kita sedang bergerak aktif bagi memulakan 
pemulihan untuk membantu kesuburan tanah-
tanah sawah yang tidak subur ini sebagai langkah 
untuk membantu petani yang terjejas,” katanya.

Izham berkata demikian bagi menjawab perta-
nyaan lisan Ahmad Mustain Othman (Amanah-
Sabak) berhubung cadangan kerajaan negeri bagi 
petani mendapatkan sumber pendapatan tamba han 
lain susulan perolehan pendapatan tidak menentu 
dihadapi pesawah dan pekebun kecil saw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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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LOGICAL 
CONTROL 
The success of a 
programme to release 
Aedes mosquitoes 
carrying the 
Wolbachia bacteria 
prompts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to 
expand it to eight 
more dengue 
hotspots in the 
Petaling district. >3 

Biological control proven 
effective on dengue in Selangor 

By BRENDA CH'NG and 
SHEILA SRI PRIYA 
brenda@thestar.com.my 

IN A bid to fight dengue, Aedes 
mosquitoes injected with the 
Wolbachia bacteria have been 
released at eight new areas in the 
Petaling district this year. 

This biological vector control 
management method works by 
preventing the dengue virus from 
breeding in the mouth glands of 
Aedes mosquitoes, if the organism 
is present. 

Dr Siti Mariah Mahmud 
(PH-Seri Serdang) said that 
research showed a 70% to 80% 
reduction in dengue cases at the 
seven hotspots in Selangor where 
the Wolbachia bacteria was 
released back in 2017. 

Dr Siti Mariah, who is also state 
health, welfare, women empow-
erment and family committee 
chairman, said this in response to 
a question by Michelle Ng 
(PH-Subang Jaya) at the state 
assembly sitting yesterday. 

"Because of the reduction, the 
Wolbachia bacteria was released in 
eight more localities, all within the 
Petaling district in July this year. 

"In the seven initial locations, 
we also saw a reduction of report-
ed dengue cases and deaths, but it 
took two years before the results 
were evident," Dr Siti Mariah said 
in reply to an additional question 
posed by Ng. 

Ng wanted to know the time 
frame for results to be seen once 
the Wolbachia strain of mosqui-
toes had been released in a par-
ticular area. 

Dr Siti Mariah then explained 
that based on the first experiment 
in 2017, they were only seeing 
results now, after two years, 
which made the state continue its 
efforts in releasing the Wolbachia 
bacteria at more areas. 

On the matter of plastic waste,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trans-
portation and new village devel-
opment executive councillor Ng 

Sze Han said local councils did 
not issue Import Permit (AP). 

His reply was to the question 
from Ronnie Liu (PH-Sungai 
Pelek). 

"The power to offer these APs 
belongs only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has 
made it a mandatory requirement 
for all local councils to only con-
sider approving business licences 
to those with AP issued by the 
National Solid Waste Department. 

"It must have Environment 
Department's (DOE) approval on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evalua-
tion too. 

"This is to curb illegal plastic 
waste imports which lead to nega-
tive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impact," said Sze Han. 

He.added the local councils 

would look into technical issues 
such as planning approval and 
building plans as well as obtain 
technical planning from DOE 
prior to approving the licence. 

"Local councils do not offer AP, 
they only issue business licences." 

He added local councils are 
always on the lookout for new 
illegal plastic waste factories and 
caxry out enforcement in collabo-
ration with the relevant authori-
ties. 

Still on the issue of waste, the 
assembly was informed that 
Kumpulan Darul Ehsan (KDEB) 
Waste Management Sdn Bhd, 
which handles waste and clean-
ing in Selangor, had given out a 
total of 930 contracts - 421 for 
waste management and 509 for 
cleaning works. 

Ng said these contracts were 

spread out across all local coun-
cils in Selangor except for Shah 
Alam City Council, as KDEB Waste 
Management will only be taking 
over services in the state capital 
in January next year. 

He was replying to a question 
posed by Mohd Fakhrulrazi Mohd 
Mokhtar (PH-Meru) who wanted 
to know the breakdown for rub-
bish and cleaning contractors 
statewide. 

The local council with the high-
est number of contractors 
assigned to collect domestic waste 
is Klang with 68 contracts and for 
cleaning, Petaling Jaya has 97 con-
tracts awarded. 

Sabak Bernam District Council 
only has nine rubbish contracts 
and nine cleaning contracts 
awarded to service the entire dis-
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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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VIJENTHI NAIR 
vijenthi@thestar.com.my 

LOCAL authorities will collect 
20sen per plastic bag given out to 
shoppers at hypermarkets, super-
markets and selected minimarts 
from operators starting Jan 1 next 
year. 

Selangor environment, green 
technology and consumer affairs 
committee chairman Hee Loy Sian 
said the money collected by the 
local authorities would be 
channelled to a state trust fund to 
conduct environment-friendly 
advocacy campaigns. 

"The local authorities will 
oversee the purchase of the plastic 
bags by the operators to determine 
the amount that needs to be 
collected. 

"Operators who do not follow 
will be penalised. We are trying a 
soft and educational approach. 

"A total of RM1.87mil was col-
lected cumulatively by the opera-
tor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sen per plastic bag charge 
from Jan 1,2017," he said. 

Hee added that the state has allo-

cated RM750,000 to encourage the 
private sector, schools, places of 
worship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to independently 
spur the no single-use plastic bag 
campaign. 

"Each apphcant stands to receive 
between RM5,000 and RM10.000 
for their activities." 

The state has also approved 
RM158.000 for four "No Plastic Bag 
and No Straw" programmes in SJK 
(C) Yu Hua in Kajang and three 
shopping centres, namely Empire 
Shopping Gallery, BMC Mall in 
Bandar Mahkota Cheras and GM 
Klang, until next month. 

"A total of 1,500 environment-

friendly food containers and 
stainless steel straw sets will be 
distributed at the malls, among 
others. There will also be lucky 
draws and colouring contests. 

"I hope the campaigns to reduce 
the usage of plastic will be well-
received and expanded to more 
schools next year," Hee said. 

Local councils take over collection of plastic bag charge 

Hee (fourth from left) with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shopping malls holding reusable food containers and 
straws that will be distributed during the 'No Plastic Bag and No Straw' programmes at Empire Shopping 
Gallery BMC Mall in Bandar Mahkota Cheras and GM Klang. - RAJA FAISAL HISHAN/The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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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種植大麻作醫藥用途

M榄区州议员莫哈未赛益 
再度向雪州政府提出设 
立大麻种植和生产区，作为 

医药和出口的用途。
莫哈末赛益在雪州议会 

中，参与财政预算案辩论 
时，向雪州政府提出设立大 
麻种植和生产区的建议，并 
作为医疗和出口用途。

莫哈末赛益说，他在过去 
曾在雪州议会中提出上述的 
建议，也曾遭人嘲笑，但他 
还是坚持其提出其建议的立 
场。

他说，有不少人并不了解 
他所提出的建议的背后意 
义，或者是不了解情况而做 
出批评。

^他指°出，泰国大麻合法 
化，消费者只要持有医生的 
处方，就可持有指定数量的 
大麻并作为医疗的用途。

“雪州掌管农业的行政议 
员，应前往泰国进行巡视和 
参考，了解泰国是如何的把

大麻当成医药的 
用途。”

莫哈末赛益也 
向雪州政府建议 
立一间由州政府 
所拥有的医院， 
就好比柔佛州政 
府一样。

他也曾在州议会中建议， 
从沙白安南衔接到双溪班让 
一带建立一座天桥，方便公 
众来往，而无须依赖船只。

建議撥款增設街燈

他指出，目前，当地的人 
民都是依赖船只进出，而且 
有关船只的服务只是到晚上 
11点。

“我之前曾提出建议，当 
时声称涉及霹雳州政府， 
目前都是属于同样的希盟政 
府，也希望计划能尽早落 
实。”

i也也建议着州政府另外拨 
款，以在各选区设立街灯的 
工程，让每一州选区每年至 
少可増设20枝街灯。

“在我的选区，街灯的数 
量还是非常少，以致常有涉 
及人命伤亡的意外发生，我 
有责任向雪州政府提出述的 
建议，保障人民的安全。”

八丁燕帶區促設精明巴士路線
士占玛登区州议员罗查娜促 

请州政府，在八丁燕带 
区设立一条精明巴士路线。

她说，该区有一个传统村 
和雪州大学校园，有5000名 

学生，但却没有公共交通。 
“雪州精明巴士一共有

3000万令吉的拨款，希望可 
以在这里多加一条精明巴士 
路线，因为不是每个学生都 
拥有自己的轿车。”

她周二在雪州议会上，参 
与2020年财政预算案辩论 

时，这么指出。

州議員應積極出席會議
匕江港区州议员拿督阿末 

曰尤努斯说，州议员应更 
加积极的参与及出席各相关 
会议，尤其是涉地区上的课 
题。

阿末尤努斯周二在雪州议 
会中参与财政预算案辩论时 
说，他之前曾出席一些汇报 
会活动时，发现到出席的州 
议员人数并不多，反应并不 
踊跃。
^ “°我觉得州议员除了在处 
理选区问题和服务时，应踊 
跃出席各相关会议、汇报会 
等，因只有通过与各部门的 
汇报会，藉此反映地区的问

题及看法，并了解相关部门 
将进行的计划。”

阿末尤努斯也表明不认同 
万津区州议员刘永山周一所 
提出的看法，他说，州议员 
并不应该插手雪州公务员特 
别援助金计划，应该只关注 
其政党委任的职务。

刘永山在周一的州议会辩 
论2020财政预算案时，在州 
政府的500令吉至2个月的公 

务员特别援助金时，他曾提 
出由国州议员、县市议员针 
对44等级以上的公务员进行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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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安 
马记华 
哈者、 
迪提旺 
^问阿 
前，茲口 j 11

排左紫 
中起g
w为笃
在莫g
记哈&
者末
会沙
上布
回、

敦馬重申將交棒首相職

“安華，你可以處理嗎？”
(布城5日讯）首相敦马哈迪重申，将 马哈迪日前受访时已重申，接任首相职 

信守承诺交棒给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的人选将是安华，而非经济事务部长拿督 

华，还打趣童接询问坐在身边的安华：斯里阿兹敏阿里；他也强调，将在下届大 

“你觉得你可以处理吗？” 选前下台。
马哈迪起初还听不清楚记者提问“权力 另外，询及亚太15国就区域全面经济夥 

转移”课题，一脸茫然地反问记者：“权伴关系协定（RCEP)达致共识，唯独印度 

力？”，之後才恍然大悟说：“哦，首相暂时不加入一事，马哈迪指出，只有印度 

职！” 不同意有关谈判，但其他成员国已达成共

语毕，马哈迪即逗趣转向身边的安华询识，因此一切就照跑。

问：“你觉得你可以处理吗？”，安华也 询及澳洲总理莫里森如今与美国总统特 

马上举起双手笑答：“不、不！”，两人朗普关系较好，大马是否仍与澳洲维持友 

的反应逗笑现场所有人。 好关系，马哈迪没有正面回应，反而分享

马哈迪今晚主持希盟最高中央理事会会了莫里森与他的对话。

议后在记者会上强调，既然他已作出承 “莫里森告诉我，如今澳洲有许多亚洲 

诺，他也将兑现承诺。 人，现在澳洲甚至认为自己是亚洲的一部

相信马哈迪要继续指不曾违背承诺，但分。”

他只说到一半：“我不曾……”，就被其 出席记者会者包括希盟总裁拿督斯里旺 

他希盟领袖打断谈话，以“谢谢！ ”终止阿兹莎、署理总裁林冠英及莫哈末沙布。

選
民
應
投
選
執
政
靈

记者提问继续发问。

哈迪认为，丹绒比艾选民应 

(投选希盟候选人，因为柔州 

及中央政府都是由希盟执政，选 

民投选国阵候选人也将改变不了 

现况。

“我们已讨论各种可能，及必 

须采取的相应行动，我们相信我 

们有机会取胜，但我们还是必须 

努力，我们（希盟领袖）包括我 

也会到丹绒比艾助选。”

他希望当地人知道，希盟胜选 

意味著竞选承诺可兑现，因为希 

盟已是柔州及中央政府。

“但国阵及马华胜出也不能做 

什麽，因为不能换柔州及中央政 

府，这是我们希望选民考量的，

希望他们投选希盟。”

另外，针对丹绒比艾国会议席 

补选希盟土团党候选人卡敏发表 

“油棕小园主应对棕油价格心存 

感恩”的言论，马哈迪指出，或 

许是敌对阵营不了解前者的言 

论。

政府將修改未審先扣條文
g相敦马哈迪指出，政府将在近期修改未 
目审先扣条文，包括2012年国家保安（特 

别措施）法令（S0SMA)等严苛法令。

他指出，政府或许不会废除有关法令，但 

会修改一些严苛的部分，比如未审先扣条 

例。
“这些我们会修改，包括S0SMA内的相关 

条例。我们会尽快完成（修例），因为我们 

发现若没有这麽做，很可能会遭滥用。”

询及修改有关条例，是否与近期逮捕恐怖 
组织“淡米尔之虎” （LTTE)人士有关，马 

哈迪没有正面回应，仅说希盟早前已作出承 

诺，但因为一些特定因素而展延，因此认为 

现在应马上采取行动，以免这些法律遭滥 

用。

I 旬及是否会在本次或下次国会提呈有关修 
正法案，马哈迪仅说会尽快，若可以将在本 

次国会提呈，否则将等到下次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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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運送袋疑棄森林

foodpandafp"""™

(巴生5日讯）外 
卖平台Foodpanda公 

司，极度重视该公 
司食物运送袋疑遭 
非法丢弃在森林一 
事，除了会尽快移 
走被丟弃的运送袋，也会展开内部调查， 
确保有关事件不再重演。

Foodpanda公司今日发表文告指出，由 

于有人质疑运送袋遭非法丢弃在森林的做 
法，因此该公司会针对此事开档调查。

“我们已经与揭发此事的网友Andy 

H_1CkS〇n取得联系，对方同意指示我们正确 

的丢弃地点，以便我们可以尽快把运送袋 
移走。”

文告指出，该公司也会与食物袋供应商 
了解此事，以便妥善处理无法使用的运送 
袋，例如把运送袋拆开分解，并按照各材

质进行分类，送往资源回收中心。
文告强调，可持续性发展是该公司最重 

要的措施之一，包括推出让顾客选择不使 
用一次性塑料餐具的选项，该公司非常重 
视该措施。 _

上周日（3日），网友Andy Hickson在社 

交网站上传一则视频，显示在吉隆坡鹅唛 
路靠近原住民医院（Hospital Orang Asli 

Gombakj的森林，遭人乱丢垃圾，包括极 
为显眼的粉红色Foodpanda食物运送袋。

不过，士拉央市议会受询时，证实该地 
属于公共工程局，惟董至截稿为止，媒体 
还无法联络上工程局，以便取得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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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巧雙支持用兒童法對付父母
(吉隆坡5日讯）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副 

部长杨巧双指出，该部支持当局援引2001年儿 

童法令，对付疏于孩子福利，包括让孩子面对 
公路安全风险的蚊型脚车党父母。

“儿童法令已阐明，如果父母让孩子面对这 
类风险，或存在疏忽因素、没有好好照顾孩 
子，当局可以采取对付行动。”

杨巧双今日为马来西亚寰宇希望组织:主办的 
“管教孩子良方”培训营主持开幕后，在记者 

会上针对警方将援引2001年儿童法令，对付蚊 

型脚车党父母的课题，发表上述谈话。
“警方已说会采取行动。如果孩子的福利没 

得到良好照顾，我们的部门肯定支持援引儿童 
法令对付父母，以便父母重视孩子的福利。” 

她说，在蚊型脚车党课题上，一些父母因孩 
子难以被管教，而觉得无助。

“这些父母并非没有骂或教，而是孩子不听

从管教，这令父母觉得无助。如果父母不知道 
该怎么办，可以譬求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 
(LPPKX)的协助，我们可以为他丨门提供管教孩 

子的辅导与课程。”

社會問題源自家庭

较早时，杨巧双致词时指出，社会问题源自 
家庭，因此须巩固家庭制度，并为父母提供教 
养孩子的技能。

“我们与时间竞赛，孩子每天从社交媒体获 
取各种资讯，包括色情资讯，如果我们不加速 
行动，为父母提供教养孩子的技能，将会有更 
多的社会问题。”

马来西亚寰宇希望组织项目主任黄启贤、管 
教孩子良方研发者约翰路易斯，以及国家人口 
及家庭发展局副局长阿兹哈依斯迈与阿斯兰 
莎，也出席培训营开幕礼。

兰
莎
。

训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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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思汉说，为了控制 
洋垃圾厂造成的污 

染问题，州政府已经指示 
地方政府，只考虑拥有国 
家固体废料管理局发出的 
入口准证，或拥有环境局 
批准的业者申请。

他指出，与此同时，州 

■=!=■

I

议

周

i

黃思漢：地方政府有權力

木屋匾同
州嫌

(莎阿南5日讯）雪州行 

政议员黃思汉指出，不管 

是木屋或砖屋区，现有的 

法令赋予地方政府徵收泊 

车费的权力。
他说，根据1987年陆路交通 

法令第T2条文（1)，地方政府

可根据适当的土地，提供适当 
的公共泊车位给民众。

“因此，地方政府有权力在 
已宪报为泊车区的地段上，徵 
收泊车费。”

黄思汉今日在雪州议会上，
口头回答班达马兰区州议员梁 
德志的提问时，这么指出。

他说，至于哪个地区必 
须徵收泊车费，是可以通 

过地方政府的会议讨论， 
市议员也可以参与在内。

建議班村收泊車費

“州议员可以向市议会 
主席及市议员提出建议， 
什么地方适合或不适合徵 
收泊车费，在最后的决定 
落在市议会的范围。” 

他强调，这不只是只针 
对乡村的木屋区，因为市 
区也可能有木屋。

巴生市议会曾于2014年 
和201T年期间，两度计划 

把泊车收费版图扩大至班 
村，惟最终因商民和当地 
州议员反对而无法成事， 
然而市议会死心不息，今 
年重新建议把班村列为泊 
车收费区。

班村过去5年来，两 

度逃过收泊车费的“劫 
数”，如今这项搁置多年 
的建议再度响起，班达马 
兰区州议员梁德志便表达 
强烈反对立场。 ■黄思汉：徵收泊车费是地 

方政府的杈力。

地
方
政
府
無

。州行政议员凯鲁 
^指出，雪州 

失业率连续3年都在 
下降，从2016年起的 
3.2。纟、2017年及2018 
年则是2.8%。

他说，州政府今年 
目标是要把失业率降 
至2.50。。

“除了举办大型的 
职业展外，州政府也 
会到雪州各个小地区 
举办职业展。”

他指出，州政府会 
采取各种措施提升年 
轻人的经济发展，包 
括人力资源委员会提 
供培训课程、技职课 
程等。

沙白稻農收成低

沒善用農業技術
#管雪州基本建设、公共设 

¥施、现代农业与农基工业 
事务的雪州行政议员依兹汉哈欣 
说，在沙白一带的部分稻农，面 
对收成不高的问题，除了土地不 
肥沃，还有的没有良好运用农业 
技术。

依兹汉说，据了解，在沙白一 
带，一些农民也没有获得良好农 
业规范认证（MYGRAP)，也让在 

种植上没有良好的使用农业技 
术

i也说，随著油棕价格的下滑，

也影响到农民的收 
入，雪州政府已和雪 
州农业局及其他部门 
等召开会议，讨论如 
何协助农民増加其收 
入。

他指出，当局目前鼓励农民、 
小园主等进行工小型农基业，例 
如食品加工业、替换型种植、养 
殖业、种植水果和菇类等，减少 
只依赖种植油棕。

“我们鼓励稻农多使用科技及 
有机物品，提高稻田的收成，额 
外再种植玉蜀黍，以増加额外的 
收入。”

依兹汉哈欣周在雪州议会中， 
回答沙白区州议员阿末慕斯因的 
口头提问时，如是回答。

滅蚊霣驗持續觀察
>行政议员西蒂玛利亚指出，利用感 
染沃尔巴克氏菌蚊子控制骨痛热症 

的实验，虽然降低了实验区50至80%病 

例，然而目前评估对该方法的成效，仍 
■言之过早。

@说，州政府在201 T年3月开始这项 
实验，至今已经在17个地区实验。

“根据大马医药研究所的报告，上述 
进行实验的地区病例有所减少，且因骨 
痛热症死亡人数也降低。”

她说，今年7月，当局也在八打灵县8 
个地区释放沃尔巴克氏菌蚊子，卫生局 
会持续观察当地情况。

“我们需要2年的时间来采集数 

据。”

政府也会与地方政府及相 
关执法机构配合，取缔非 
法洋垃圾厂。

“地方政府也在严密监 
督避免洋垃圾场蔓延至其 
他地区。”

他说，地方政府无权发 
出入口准证，这是属于中 
央政府权限，地方政府只 
渉及审核相关的申请条 
件，如建筑物规划。

“来自环境局的专业评 
估，是地方政府考量是否 
批准营业执照的要素之

继
续
讨
论
2020
年
财
政
预
算
S

KDEB接管11地方政府固體廢料
@思汉说，目前州子公司达鲁益他指出，州子公司达鲁益山集团 
@山集团（KDEB)已经接管11个旗下的承包商共有930个，其中421 
地方政府的固体废料管理工作，剩个是清理固体废料，509个是负责清 

余的莎阿南市政厅，也会在明年1月理街道及清理大型垃圾。
接管。

撥139萬提升3區旅遊設施
都拉昔说，截至10月30日为升巴生皇家画廊电子显示屏3万 

1"^」止，州政府已经用了 139万令吉，及提升士毛月热水湖6万 
3000令吉，提升3个地区的旅游3000令吉p ”

设施。 他指出，在今年，州政府共
“分别为提升福隆港S r 1有150万令吉拨款在提升旅游设 

Berkat休息中心130万令吉、提施。

189億投f雪生產總値冠全國
…州大臣阿米鲁丁指出，雪 
州以在2018年増长6.8%的 

生产总值（KDNK)，为国家的 
国民生产总值贡献了 23. T。。， 

再次稳坐我国经济火车头的地 
位。

他说，虽然其它东南亚国家

■阿米鲁丁强调雪州的经济 
增长可观，投资领域有好成 

绩。

的经济稍微衰退，但雪州于 
2018年的投资表现是30年来最 
高，批准的投资额多达189亿 
4T00万令吉。

他说，其中本地投资贡献了 
81亿1000万令吉，外国投资达 
到108亿3T00万令吉，増加了2 
万6000个就业机会。

“雪州从今年1月至6月共批 
准132项制造业计划，投资总 
额达59亿6000万令吉，制造了 
7000个就业机会。”

阿米鲁丁周二在雪州议会 
上，口头回答鹅唛斯迪亚区州 
议员希尔曼的提问时，这么指
[tlo

i也说，雪州也会继续推广州 
内5大工业投资焦点，包括交 

通工具配备、电子及电器零 
件、食品工业、化学，以及生 
命科学领域，以吸引更多外 
资。

”雪州目前最主要的投资国 
家是曰本，中国和新加坡。”

州政府統一戶頭增至22.1億
►州大臣阿米鲁丁指出，截 
至2019年9月30日，州政 

府统一■户头（Kumpulan Wang 
Disatukan)増长至22亿 1683 

万令吉。
他说，惟州政府统一税收户

头（Akaun Hasil Disatukan)

预料会缩减，因为其中发展总 
开销占了 14亿令吉。

“有关预算包括今年7月追 
加的1亿2300万令吉的附加供

应法案。”
阿米鲁丁周二在雪州议会口 

头回答各种有关储备金的提问 

时，这么指出。
他说，在比较之下，州政 

府于20 17年的统一户头有28 
亿3881万令吉，在2018年减少 
32.94%至21亿353T万令吉。

“这是因为2018年，税收减 
少至19亿9851万令吉，2017年 
是28亿1010万令吉。”

失
業
率
連
續
3

年
下
降

權
發
洋
垃
圾
准
證

。州行政议员甘纳 
巴迪劳指出，州 

政府根据信徒的巴仙 
率，拨款600万令吉 

给个非伊斯5膜拜场 
所。

ft m , 甘中占 

6 0 . 4 T °。的fT教和道 

教，获得最多拨款， 
即362万8200令吉。

“其次是兴都教 
徒，占28.75%，获172 
万令吉5000令吉，基 
督教徒9.427。获56万 
5200令吉，锡克教 
1.36% 获8万1600令
士 ”

他周二出席州议 
会，口头回答圣淘沙 
区州议员古纳拉惹的 
提问时，这么指出。

此外，甘纳巴迪劳 
说，今年1月到9月， 

非伊斯兰事务委员会 
也支持4个兴都庙地段 

可获宪报，目前还在 
审核中，因为有13个 

申请。

採數方案解決露天焚燒
来贤说，为解决约翰斯 

广迪亚露天焚烧问题，州 
政府属下机构已采取多个方 
案，包括取缔、巡逻、提升水 
管理系统等。

他指出，巴生市议会、巴生 
县署与环境局合作，在多个主 
要出现露天焚烧的地区进行巡 
逻。

执法组也会针对进行露天 
焚烧的地主或外来者执法。” 

他说，水利灌溉局、矿物 
及地球科学局也在露天焚

烧的黑区，増加拦水坝培 
土袋（check dam)及管井 
(tubewell)，以便出现焚烧 

活动时可以及时控制火势。
“我们也向公众及农民，灌 

输环境知识，确保他们配合， 
不再进行露天焚烧。”

另外，他说，在2003环境素 

质法令中，有数项焚烧活动不 
被归类为露天焚烧。

“这些包括有焚烧生病的植 
物、被感染的动物尸体等。”

微型貸款P裔申請者少
$州行政议员罗兹雅说，雪州政 
3府所推动的雪州综合微型贷 
款计划（HIJRAH)，是没有种族之 

分，但参与计划的华裔人士确实是 
不踊跃，相信是有关贷款数额不多 
所致。

罗°兹雅在雪州议会上，回答而榄 
区州议员莫哈末赛益的附加提问时 
说，在雪州综合微型贷款计划中， 
所提供的贷款是介于1万令吉至5万

她说，华裔参与此计划的申请人 
数不多，有者也因贷款超过了 5万 

令吉，以致此计划并不无满足一些 
申请者的要求。

676人參與計劃

她在回答士毛月区州议员查卡利 
亚的口头提问时说，该计划是从 
2016年开始推介，截至今年8月， 
总共有676人参与此计划。

她指出，通过此计划，参与者将 
接受3至6个月训练，不只是提供技 

术训练，也提供介于1〇〇〇令吉至 
5000令吉的贷款。

她说，在6T6人中，594人的收入 
已有明显的増加，62人还在接受训 
练^[中〇

^她说°，雪州综合微型贷款计划 
(HIJRAH)尚未针对此计划进行研 

究，但根据该计划和相关公司的监 
督，在676位参与者之中，总共有 
594人已在其生意中获得营利，还 
有82人还在宣导之中。

她指出，同时，在676位参与者 
之中，其中的549位活跃的参与者 

已拥有本身的工作。
她说，通过此计划，除了増加就 

业机会及提高生活水平，也加强地 
区的经济发展，并推动地区的旅游 
业活动。

“其中一间成功的公司是 
T_in_i’ sSpa，成功为81人提供就业 
机会，涉及的贷款共37万令吉。” 

她说，该计划也协助单亲妈妈、 
年轻人、残疾人士等，根据雪州国 
际伊斯兰大学学院（*KU]S*)于今 
年6月的研究，单亲妈妈在通过微 

型贷款计划，在参与雪州综合微型 
贷款计划之后其收入増加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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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瑪麗亞：塑料杯用量大污染環境
■在
刘会
天议
球f 
_息

M
梳邦谷人民組屋問題未解決

斯

(莎阿南5日讯）万达镇区州议员民计划”。

嘉玛丽亚指出，州内有约百个珍珠' j‘很多人到现jS都不知道州政府的宣传 

奶茶品牌，建议州政府向使用塑料关爱人民计划。”

杯的餐饮业者征税，以減低塑料杯 提供更多樂齡人中心

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

畔说，戀纖懸—雙话mg蠢■篇!tsfs
:里斯迪亚区州议员哈里米 
重申，每次只见“风吹树

“我认为州属的各局应善用

不动”，以致梳邦谷人民组屋 
问题迄今还是无法获得解决方 
案。

哈里米周二在雪州议会参与 
财政预算案辩论环节时说，在 
这之前，一直有消息传来，即 
是说中央政府将会把梳邦谷人 
民组屋移交给雪州政府和地方 
政府接管，但上述的情况一直 
都只是处在“风吹树不动”的 
情况，梳邦谷人组屋的各项问 
题还是持续发生。

“这人民组屋面对许多基本 
设施等问题，如果移交仍无法 
处理，最终遭殃的是居民。”

哈里米说，在八打灵再也一 
带，之前共有3间政府诊所，但 

随著其中一间已关闭，以致目 
前病人全都挤往另外的两间， 
造成两间政府诊所都面对病人 
的人数太多的情况。

他说，雪州工程局、雪州卫 
生局、雪州森林等局等，在中 
央政府都有各相关的部门，有 
关部门每一年都有拨款予各州 
的相关局。

般林立，导致塑料杯的使用量也増加，甚 
至到处乱丢，制造环境污染问题。

“州政府可以减少使用塑料杯的现象， 
来自于中央政府各相关部门的比如提供使用纸制杯的业者奖掖津贴，同 
拨款，让来自于州政府的拨款时，对使用塑料杯的业者征税。”
能减少，并把相关拨款使用在 她今日在雪州议会参与2020年财政预算

案辩论时，这么指出。其他方面的设施。

者，很多都以为是骗局，难以办事。
“如果有官方的联络，比如发短信，受 

亩者合屮祐相信 ’，

^嘉玛丽亚也i°议州政府关注乐龄人士活 
动中心（PAWE)，确保可以配合福利局提 

供更多的乐龄人士活动中心。
这中心除了面对拨款问题，也面对没

擴大受惠地點

另外，荅冬加里区州议员哈 
鲁麦尼在参与财政预算案辩论 
时，也促请雪州政府在“去购 
物” （Jom Shopping)活动 

时，应该把活动设在更多地点 
的购物中心进行，而不单单只 
是集中在一个地区。

他说，雪州政府在推动上述 
活动时，应该考量到受惠者到 
相关地点是否方便的问题。

他也以其选区为例说，在其 
选区，“去购物”活动是在苔 
冬加里进行，但对于来自武吉 
圣淘沙、武吉柏伦东一带的居 
民是相当不方便。

“去购物活动只是获得100 
令吉的购物固本，但如果居住 
在武吉圣淘沙带的居民要来 
到，他们的来回交通费就已去 
了20令吉，受惠者也只剩下80 

令吉。”

插合_方，麵施府宁愿出 
的日_众会堂，费借崎作乐駿人士

活动中心让老人活动。，’她也建议州政府扩大措施宣传关愛人

促尋方案解決淹水

武
-吉美华拉蒂区州议员袓 
(薇丽雅呼吁州政府关

注州内淹水问题，别眼巴巴 
看著这些问题年复一年的发 
生。

°她说，下雨淹水几乎是每 
年都在上演的问题，雪州各 
地都是，包括瓜拉冷岳。

“我促请州政府和中央政 
府配合，关注这个问题， 
不能每年都在发生淹水问 
题时，才说要寻找应对方 
案。”

她周二在雪州议会，参与 
2020年财政预算案时，这么 

指出O
此°外，袓薇丽雅也促请州 

政府针对双溪毛糯河污染事 
件，展开调查。

“有关问题至今还没解 
决，严重影响雪州政府的 
形象，还有破坏渔民的生 
计。，’

她说，州政府必须成立一 
个行动部队展开调查，勿让 
问题重演。

溪甘迪斯区州议员莫 
X哈末扎瓦威促请雪
州政府在推动房屋发展计 
划时，尤其是我的雪兰莪 
房屋时，应考量地点的问 
题。

莫哈末扎瓦威在雪州议 
会中辩论财政预算案时 
说，根据雪州政府所提供 
的我的雪兰莪房屋数据 
中，他发现虽然需求量非 
常高，但已建好和在兴建 
中的单位不多，进度也相 
当缓慢。

J隹扎
動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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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州議會辦歌晶感雲
雪果农周二下午到雪州议 

，举办“水果盛宴”，推 
动本地水果！

隆雪果农会长钟旺添指出， 
有关活动由马来西亚果农总会

的水果盛宴上，这么指出。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和雪州议 

长黄瑞林也参观有关盛宴，品 
尝本地水果的美味。

水果盛宴上有菠萝蜜、西

诉，一些公众也申诉雪州 
政府所推动的房屋计划，
不在策略性地点，距离他 

们工作的地点也有些远。
他指出，据了解，由中 

央政府所推动的房屋计划 
的销量非常的好，而且 
都售罄，最主要是其地点位置良好，因此 
希望雪州政府未来在推动我的雪兰莪房屋 

■阿米鲁丁出席水果宴，捧起一粒菠萝时，也应考量到该计划的地点，让购屋者 
蜜称量其重。 更便利。

莫哈末扎瓦威也促请雪州政府关注精神 

奸rhJCEiffi々口白Alffl日日日E 病患的问题，应在雪州设立一所精神病患
个壤擔甲坑貝蚶屋官理同趄者中心，让有关病患获得艮好的照顾。

^ 他也要求着州政府关注滥用毒品的问
f管房屋及城市生活的行政议员哈妮查题，包括拨款推动更多醒觉运动等，让瘾 
寻•说，雪州政府不会承担中低价组屋管君子及其家属获得援肋，减少滥用毒品和

主催，隆雪果农配合雪州水果瓜、木瓜、番石榴、杨桃、冷理层所面对问题或资金不足的问题，而是其他社会问题。’

■依茲汉：马来西亚渔业发展局（LKIM)已向雪州大臣办公 

室和雪州土地局提呈宪报雪州码头的申请。

谷、■州农业发展机协办。
他说，之前该会已到过国会 

举办水果盛宴，今年将到各州 
议会推动本地水果。

“雪州议会是第一站，我们 
提供准备了 400人份的水果，之 

后还会到其他的州议会。” 
他周二在雪州议会走廊举办

手挪子水会主动教育业主，让他们负起应有责任。 同时，他也要求雪州政府提升和加强雪
及水皮与仪+ 政府早前有给予这类组屋拨款，但不奏兰莪大学，让这所大专学府能能和其他大

钟旺添1 兄，该会也隆雪效，反造成居民过于依赖政府。 学竞争，为雪州栽培更多人才。

果农合作社，负责推销本地水 她指出，州政府目前有通过建筑委员 “在2020财i预算案中，我发现讀州政

果。 会，给联合管理机构长达6个月的培训，给府并没有拨款给蕾兰莪大学，这将会影响

ff们f予技术培训，以及财务管理系统，让管理该大学明年的发展，也希望州政府把焦点 口水，，果，多叱新鲜的本地水层熟悉运作。 放在此大学。”
果。

间

漁業發展局申請憲報雪碼頭
州行政议员依兹汉指出，马来西亚 
渔业发展局（LKIM)已向雪州大臣 

办公室和雪州土地局提呈宪报雪州码头 

的申请。
他说，有关申请在今年2月25日提出。 

“目前，雪州渔业发展局还在等待州

上，口头回答丹 
绒士拔区州议员波汉的提问时，这么指 
Hi 〇

i也补充，州行政会议在2015年12月T日 

的雪州码头管理委员会会议中，原则上 
已批准隶属马来西亚渔业发展局管理旗 
下的51个码头的执照申请。

路区州议员莫哈末法 
■"h1鲁拉吉促请雪州府拨 
款给雪兰莪大学，或协助 
提升该大学的设备。

他说，据了解，雪州政 
府在2020年财政预算案 

中，并没有列出拨款给雪 
兰莪大学。

他指出，据了解，该大 
学在过去确实是面对债务 
问题，也曾欠下多达4000

促撥款提升雪蘭莪大學
万令吉的债务。

“据之前巡视，在新管 
理层进入之后，其债务已 
减少，但我认为雪州政府 
还是需要给予援助，包括 
拨款或者是协助该大学发 
展〇 ”

i也促请地方政府准时缴

付款项给KDEB，让该公司 

的收集垃圾的服务不会受 
影响。

^ “°据我接到投诉，目前 
有些地方政府迟付费给 
KDEB，这也将影响到该公 

司在处理垃圾工作上的服
务。，’

吁落實士毛月建醫院
.毛月区州议员扎卡利亚促请希盟政 
.府，落实在士毛月补选时所许下的士

毛月医院的诺言，让士毛月一带的居民能 
享有更完善的医药服务。

扎卡利亚在雪州议会参与财政预算案辩 
论时说，士毛月区目前面对医药服务不完 
善的问题，虽然是有一些政府诊所，但因 
求诊人数太多，医药措施也不足。

他说，由于求诊人数太多，有些病人和 
家属甚至于是需要在清晨6时多就去排队 

拿号码等，有时也要花上数小时的时间等 
候O

i也指出，加影医院和沙登医院也是面对 
求诊人数多的问题，医务人员和病房数量 
也不足。

“在以前士毛月州席补选时，希盟曾说 
要在士毛月建立士毛月医院，我不希望希 
盟只是当成竞选时的承诺，说说而已，但 
却落实无期的情况。”

阿与 
米邓 
鲁章 
丁钦 
^闲 
右聊 
起。

正視外勞當小販
路区州议员莫哈末 

+法鲁拉吉促请雪州 
政府“睁开眼” （Buka 
Mata)，严正看待大量外

武隆区州议员拿督三苏
W丁以前大臣丹斯里卡立 
下台后，_州储备金连年减少

蘇丁揶揄大臣管理不當
-事，揶揄近两任大臣管理不

他辩论时说，在卡立年代州 
政府储备金达到32亿6000万令 
吉，但在2016年卡立下台，储 
备金就降至30亿令吉。

“之后201T年再跌至28亿令

儲備金麗每幾

吉，2018年更跌了7亿，至21亿

令吉 ”
H兑，在现任大臣领导下， 

他们看不见州政府有任何新措 
施，得以増加州政府储备金。 

他更扬言，若国阵重新执

政，绝对比希盟做得更好，也 
能増加储备金。

另外，希盟议员也纷纷对其 
寶论作出反驳，武吉加星区州 
议员拉吉夫指出，州政府当初

以透明廉洁的管理方式，让储 
备金増加，而州政府有了足够 
储备金后，就把钱用在惠民政 
策之上。

“这次大选希盟获得人民 
的大力支持，就是最好的佐 
证。”

万津区州议员刘永山也揶揄 
三苏丁，在过去指卡立把钱收 
著不用，今日却又指州政府不 
存钱，言论前后矛盾。

劳在本地经营生意，包括 
当夜市及早市小贩等问 
题。

莫哈末法鲁拉吉在参与 
财政预算案辩论时，在其 
选区、巴生一带，外劳 
从事商业活动是相赏的猖 
獗，不只是开店营业，也 
从事小畈行业。

他说，尽管巴生市议会 
在过去也频采取行动，但 
因受到权力的限制，以致 
市议会只能采取行动对付 
非法营业者。

他指出，当市议会采取 
行动时，也有一些本地人

声称这些外劳是其员工 
等，他相信其中也可能涉 
及到滥用执照等问题。

他支持地方政府聘用辅 
警，加强地方政府执法的 
程度，严厉对付违例的外

r r-
力o

支持聘輔警

“当局也应该修改法 
令，以便能采取行动对付 
庇护这些外劳的本地商家 
或人士，确保不会让滥 
用执照的问题继续的发 
生。”

莫哈末法鲁拉吉也促请 
雪州政府应向雪州人民解 
释雪州免费水供计划重组 
的必要性，避免因有心人

的政治操作，以致造成一 
些人民产生负面的看法。

他支持雪州政府所推动 
的重组免费水供计划，即 
是达鲁益山水供计划（Skim 
Air Darul Ehsan)，让真 

正需要的人受惠，但州政 
府应该向人民做出解释， 
为何要做出如此的调整， 
因为目前这计划已遭人政 
治化，也让一些人对于州 
政府有负面的看法。

他促请雪州政府通过各 
管理寻求新的收入，以让 
雪州政府在未来数年内的 
收入能保持或者是増加。

“目前，雪州政府最大 
的收入是来自于地价，而 
且大部分都是来自与土地 
有关的收入，因止我认为 
州政府是时侯寻找新的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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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工糧
(加影5日讯）水利灌泜

进
颜展

間左
起

左是

伟
早贤
前及

王瀚

林雁芳
激局

耗资200万令吉提升锡米山路

(Jalan Sg. Chua)周遭 

排水系统工程，无奈地下 

各种基本设施电缆太多， 

影响工程进度，未来两个 

月锡米山路仍有淹水风 

险

^项第2期的排水系统提升 
工程从去年8月施工，原订今 
年8月9日竣工，不过，截至10 
月尾，工程只完成3f。。 _

加影市议员颜丽丽向《中国 
报》记者指出，工程出现一些 
技术性问题，导致延期竣工， 
承包商在地底下发现马电讯及 

Height公寓附近完成了第1期 
的排水提升工程，如今的第2 
期工程，从Petron油站开始， 

经锡米山天桥直到巴西娥玛斯 
花园和陈明金花园。

“工程包括増设箱型排水道 
(Box Culvert)和U型沟，另 

外，承包商会在陈明金花园兴 
建一个储水池，让沟水缓冲后 
排到冷岳河。”

另外，无拉港州议员王诗棋 
上周在颜丽丽、市议员丘钦瀚 
及锡米山新村村长陪同下巡视 
工地，了解工程进度。

■锡米山路Petron油站前面路段，过去10年摆脱不了水患问 

题。

承包商在地底下发现马电讯及 
国能电缆，该公司还需要3个 

月的时间移走地下电缆。

仍有淹水風險

她说，水供公司也未批准相 
关水管工程，工程目前需要重 
新调整，预计竣工日延至明年 
3年。 _

她说，承包商已在Petron油 

站前面放了 L:型大沟，但整条 
排水大沟仍未衔接起来，因 
此，预计未来两个月油站前面 
仍有淹水风险。

锡米山路周遭排水系统欠缺 
完善，导致Petron油站前面路 

段过去10年摆脱不了水患问 
题，该路段可说逢大雨必淹， 
经常g响[当地交通。

颜丽丽说，当局之前在City
■排水系统提升工程延期进行，U型沟放在路边已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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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搭精肥士被徵費

B堯庭:遊客或卻步
(吉隆坡5日讯）马青总团长王晓庭 

指出，雪州政府计划从明年开始，向 
乘坐雪州精明巴士服务的外籍人士， 
征收1令吉的车资并不适合，因为明年 
是大马旅游年，各州都准备以各种优 
惠吸引外国游客，雪州如果反其道而 
行，将会让雪州错失吸引更多外国游 
客的机会。

“讀州应该看更长远与更宏观的角 
度，否则只是因小失大，拖累了雪 
州的人民，无法在大马旅游年中获 
利。”

她是针对雪叁莪州政府计划从明年 
开始，向乘坐雪州精明巴士服务的外 
籍人士，征收1令吉的车资，发表上述 
谈话。

她也挑战，雪州政府是否已有详细 
的计划，准备迎接将到来的大马旅游 

年。
她指出，游客来到雪州，除了希望 

有方便的公共交通外，更重要是有良 
好的治安，及完善的基建，包括水电 
供应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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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养成随身携带环保袋的习惯了吗？

雪州政府自201T年的1月1曰开始落实零 

塑料袋活动，从原本指定日期不主动提供塑料 
袋，到现在是每天都不主动提供。

经过接近3年时间的适应，部分公众或多或 

少都培养了一些环保习惯，比如到商场、超市 
购物的时候，会携带环保袋，或者直接把商品 
放在购物车，无需特地装起来。

至于为何过了近3年，尚未做到零塑料袋的 

终极目标，其中一个原因也许是1个塑料袋仅 
徵收20仙，费用不算太高，以及商家担心得失 

消费者而保持自动提供塑料袋的行为，。
既然那么容易就能获得塑料袋，对于完全没有环保意识 

的人而言，定必不会响应减少塑料袋行动。
过了3年的教育期和适应期，州政府决定“硬起来”， 

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在州议会上指出，雪州政府在2020年 

的1月旧起，州内所有霸级市场、连锁店和购物广场都不 
能再主动提供塑料袋。

州政府也将在明年同步执行和执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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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这看似强硬的手法能发挥效果，加强公众的环保意 
识，真正达成零塑料袋的目标。

隨
身
攜
帶
環
保
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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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81亿令吉。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左）表示，雪州去年共吸引了多达189亿令吉，显

" 示依然拥有强劲的吸资实力。右为议长黄瑞林。

大臣：雖經濟不景

雪去年吸資189億
大臣说，雪州最主要外资来自日 

本、中国和新加坡，估计共创造2万 
6492个就业机会。

他披露，从今年1月到9月份，州政 

府批准的工厂工程有132项，投资额 

达59亿7000万令吉，预料可增加6628 

个就业机会。

主要经济贡献州

“雪州继续作为国内主要经济贡 

献州，仅在国内生产总值就贡献了 

23.7%，依次为联邦直辖区16.1、砂 

拉越9.7%、柔佛9.6%、槟城6.7%以

及沙巴6.2% ° ”

阿米鲁丁今早在州议会回应鹅唛斯 

迪亚州议员希尔曼口头提问时表示， 

雪州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1 7年高达 

3019亿令吉，2018年增加了6.8%， 

创下3226亿令吉，显示雪州的经济发 

展强劲，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州属。

他说，零售、通讯及金融发展蓬 

勃，造就服务业在去年增长7.6%，而 

电子与电器、汽车及运输领域的表现 
杰出，也带动制造业成长7.3%。建筑 

业相比2017年，去年显著成长8.2%。

希尔曼在附加提问环节询问受到美

中贸易战影响，一些贸易转移到周边 

国家或地区，包括大马成为第四大的 

收益国时，雪州是否有从中受益吸引 

到一些投资？

阿米鲁丁对此表示，大马不能与越 

南、柬埔寨、菲律宾等相提并论，毕 

竟这些国家的劳力资源占优，而雪州 
近年来积极经济转型，朝向吸引电子 

或高科技等投资项目。

他补充，雪州最近刚批准四项在瓜 
冷设厂的投资项目，包括1家日本和3 

家中国造纸厂，预测总投资达30亿令 

吉。

地方政府有權劃分泊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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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 

根据现有法令，地方政府有

权将一些地区纳入宪报，作 

为收费泊车位。

他在回应班达马兰区州议 

员梁德志□头提问环节询及

州政府是否会限制在甘榜、 

华人新村或渔村征收泊车费 
时说，1987年陆路交通法 

令第72 ( 1 )赋予任何执法 

或公共机构权限，可将一些 

适合作为泊车位的地区纳入

宪报。
他指，任何州议员或市议 

员都可在地方政府会议上提 

出建议，包括探讨适合作为
jLi. ml rrr .

“零至英雄”計劃不存固打分配
■管企业发展及乡村与 

‘传统村发展事务的行 

政议员罗兹雅表示，“零至 
英雄” （Zero to Hero )计 

划并不存在固打分配，惟华

裔申请者并不多。

她在回答巫统士毛月州议 

员查卡利亚的口头提问及附 

加提问时表示，该计划的贷 

款数额不高，相信因此无法

吸引华裔提出申请。

“该计划同时开放给任何 

欲提升生活水平的人，包 

括单亲妈妈、青年及残障人 
士 〇 ”

她说，截至今年6月为 

止，雪州综合微型贷款计划

成功协助提升州内单亲妈妈 

的收入达19%。

她说，该计划得到正面的 

反应及受到小型企业家的欢 

迎，并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提升社会生活水平及协助推 

动本地产品及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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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双：妇女部支持
法律对付不照顾孩子父母

(吉隆坡5曰讯）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 

部支持以法律行动对付不照顾孩子的父母。

妇女部副部长杨巧双指出，根据2001年 

儿童法令条文，应该采取法律行动，确保父 

母更关注孩子福利。

“在儿童法令确实有条文，若父母让孩 

子暴露在风险中或存在疏忽问题，又或者父 

母没有仔细照顾孩子，可以采取行动。

“若有儿童没被照顾得好，我们（部门） 

支持援引这法令执法，让父母认真照顾孩子 

福利。”

她今曰为养育孩子工作坊主持开幕时，这么说。

武吉阿曼交通调查及执法部总监拿督阿兹斯曼昨曰警告，若父 

母疏于照顾，让孩子成为蚊型脚车党危害自己及其他道路使用者性 

命，其父母将受到法律对付。

不过，杨巧双认为，有时不能完全归咎父母，因为有的孩子就算 

被责备及管教仍不听话，因此最重要是父母具备养育子女的技能。

她希望与孩子有沟通问题的父母可联络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 

局（LPPKN )，以获取辅导援助及养育孩子课程。#

杨巧双：父母疏于 

照顾孩子应受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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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李凯伦

‘住宅区’相同水平的市政服务，我认为 

这是不合理和歧视性的。”

他认为，威省市政厅的行政管辖范围 

或边界覆盖了整个威省747平方公里的每 

平方英寸，包括其中的471个村庄，因此 

该厅有责任，向他们提供服务。

他指出，威省市政厅是全马最大的市 

议会，行政面积为747平方公里，覆盖面 

积甚大，但只有24名市议员为整个威省 

提供服务，与八打灵再也市政厅（MBPJ)

形成鲜明的对比。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仅97.2平方公里 

(小7倍）的面积，也拥有24名议员。雪 

州有12个地方议会，288名市议员，而 

槟城有2个议会，只有48名市议员。”

“在6◦年代，威省总共有5个独立的 

地方议会，随后合并为一个超大型的市议 

会。它们分别是北海和大山脚的两个镇议 

会，以及分别服务于威北、威中和威南的 

县议会。” #

魏晓隆|

A5

吁施压中央恢复地方选举

魏
晓隆表示，第14届全国大选 

至今已过一年半，恢复地方 

选举制似乎只是虚幻的梦想，因此 

他冀州政府继续向联邦政府施压， 

要求兑现其恢复地方选举宣言。 

他指出’在成熟的民主国家*

例如美国，不仅个别州和地方议会 

有权收取所得税和产业税，税务每 

年可提高多少也受到法定限制。若 

地方议会希望将物业税税率提高到 

法定限额以上，须先由居民投票表 

决0

他直言，我国纳税人没有相关 

发言权、投票权，也没有选举或踢 

出表现欠佳的市议员的权利。这使 

人想起1773年著名的波士顿茶党 

抗议活动，其中“美国无代表不征 

税”抗议，美国殖民地抗议英国议 

会在没有人代表他们的情况下对茶 

的征税。#

/\正党马章武莫区州 

■议员李凯伦促请州 

〔府重新探讨门牌税调 

涨的决定，并建议延续 

早前豁免中廉价及廉价 

屋门牌税的决定。

‘中廉价屋及廉价屋 

的门牌税不多，若能给 

B40群体这些福利，

可展现州政府关心人民 

的一面。”

他认为，别墅、高等住宅区、商业单位及 

工厂业主，相较之下，更有能力承担调整后的 

门牌税。

他指出，亚逸布爹区州议员林冠英早前曾 

说，在美国遇到槟州人民向他投诉门牌税调 

涨，因此促请州政府重新检讨调涨门牌税的决 

定，而他也赞同其建议。他周二与武吉丁雅区 

州议员魏晓隆及公正党本南地区州议员诺丽拉 

召开记者会，如是表示。

诺丽拉则说，据了解，槟岛市政厅每周3 

次，派员前往甘榜收集垃圾，但威省市政厅却 

未见此服务，因此质疑为何槟州2个地方政府 

却有不同的法令。

“随着门牌税调涨，槟岛市政厅与威省市政 

厅将分别增加5400万令吉及3900万令吉的收 

入。不过，既然经济拮据，当局为什么花费 

300◦万令吉在威省兴建会展中心呢？这只能惠 

及部分人而已。” #

建 
议 
|佥 

讨 
涨 
门 
牌 
税 
决 
定

槟
州华人大会堂经贸组周二到槟州立法议会拜访槟州议会议长 

拿督刘子健，并进行友好交流。

刘子健(前排左6起）与槟州华人大会堂经贸组主任张汉川握 

手致意，前排左4起为本南地区州议员诺丽拉、李凯伦；后排左 

为武吉丁雅区州议员魏晓隆。#

(槟城5日讯）公正党武吉丁 

雅区州议员魏晓隆表示，他只会 

在市政厅改善其公共服务了，才 

会支持提高产业估价和门牌税。

他于周二在第14届第二季第二次槟 

州立法议会参与辩论时说，门牌税缴纳者 

若没有看到市厅服务改善，将产生质疑是 

否必须支付更高的门牌税，例如，威省市 

政厅多年来未能解决英雄园区外劳每晚在 

住宅区外非法经营“夜市场”的问题，反 

而开始向该地区的停车位进行收费，引起 

居民不满。

他也说，威省市政厅并未为其选区内 

的马来甘榜、华人新村及印裔村庄提供清 

洁、沿户收集垃圾或美化环境的维护服 

务，反之只是根据个案的方式进行服务， 

导致这些居民必须每天行驶2公里以上， 

才能到柔府路的公共垃圾桶丢垃圾。

“有一位官员说，由于乡村村民支付 

的门牌税率较低，因此乡村无法获得与

王丽丽：善用地理优势

槟水路交通明年转型
IECj^州除了发展轻快铁及公共巴 

士为公共交通工具，槟城也可采用 

地理优势，为槟州水路交通进行转 
型。

她是于周二出席第14届第二

季第二次槟州立法议会辩论环节时 

解释，槟岛四面沿海，适合发展水 

路公交，即从原有的渡轮服务转换 

为对行人的客轮服务，例如水上的 

士或小游艇。

她认为，这项计划已获得交通

部长陆兆福同意，并可能在明年年 

初开始执行，希望水路交通的费用 

是人人可以负担。

“槟岛南部作为槟州大蓝图计 

划下的重要点，若居住在答都茅的 

公仆可在那儿乘船抵达槟城码头， 

或在加巴星道增建转站，再搭接驳 

车到光大上班。”

她指出，光大区每当周五下午 

5时，塞车时间都会达到30分 

钟。她相信，此举能减低在乔治市 

的交通阻塞。#

苔
都蛮区州议员古玛冀州政府 

提升双溪里蒙巴士总站，并 

效仿槟城中环广场（Penang Sen- 

tral) ’采用电子购票系统’打造 

舒适的等候区，迈向精明城市。

他于周二在第14届第二季第 

二次在槟州立法议会参与辩论时 

说，目前该巴士站每日有至少20 

至30辆巴士载客，过于拥挤，并 

且因多年未提升，设施残旧。

他补充，该场所是由槟岛市政 

古玛冀效仿槟城中环广场

提升双溪里蒙巴士总站
他指出，巴士站毗邻的同乐会 

场除了举办年度“槟城同乐会”及 

数项小型活动，平曰未被善用。

为此，他建议通过政府公私合 

作模式，引进本地小贩或餐车，为他 

们带来商机，同时充分善用该场所。 

黄顺祥：晚上1◦时后等超久

亚依淡CAT巴士衔接不良
解，多数乘客为外国人，因此建议 

州政府采用特别辨识系统，惠及纳 

税人及本地人。

至于爪夷区州议员方美铼质 
疑，外国游客是否也无法享有该福 

利，古玛回应，该巴士的主要服务 

I依淡州议员黄顺祥周二参与 

I明年财案辩论时批评，亚依 

淡CAT免费巴士衔接不良，晚上 

11时后，仍有乘客需在光线不足 
的停车站候车。

“如果晚上10时后，候车时 

限仍要超过1小时，试问这样的 

巴士服务效率要如何达到公共交通 

使用率40%目标？”

他说，一名公共交通测试者在

10月22日晚上1◦时30分，乘 

搭301号巴士到湖内，最后却苦 

等至时4◦分方成功搭乘巴 

士，他被告知是有关时段非尖峰时 

段。

他强调，候车超过1小时不应 

是巴士服务常态，10时以后是商 

场和百货公司职员下班乘车的尖峰 

时段。#

他补充，该场所是由槟岛市政 

厅管理，早前曾提议搬至苔央答 

鲁，惟最终没有下文。

们带来商机，同时充分善用该场所。 

此外，他表示，政府推行免费接驳 

巴士（CAT)，为民服务，但据了

王康立:若建空中缆车站将不够位

建议限制车辆进植物园
正党植物园区州议员王康立 

^建议限制车辆进入植物园停 

车场，否则未来升旗山空中缆车站 

一旦选在该处兴建，将没有空间停 

放车辆和旅巴。

他是于周二晚在第14届第二 

季第二次槟州立法议会挑灯辩论环 

节时，这么说。他认为，通过此 

举，亦可解决植物园一带交通阻塞 

和空气污染问题。

“陶喆•信国王歌手”演唱会临时取消

魏子森吁州政府助购票者争权益
4_[_对“陶喆.信国王歌手”演唱 

■^会临时取消风波，行动党彭 

加兰哥打区州议员魏子森表示，该

事件发生于9月21曰，但主办单 

位迄今仍未宣布退票机制，因此吁 

请州政府帮助购票者争取权益。

利，古玛回应，该巴士的主要服务 

对象应为本地人，相信外国游客有 

能力承担车费。#

他也说，2020年财政预算已 

拨款予升旗山进行空中缆车计划， 

不过实际地点未有定案，根据初步 

建议是槟城射击公会（Rifle 
Club) 〇

另外，王康立指出，尽管植物园 

范围禁止车辆驶入，不过，近来他一 

周接获3、4宗投诉，指槟州供水机 

构、公共工程局、承包商等单位的 

员工依然将摩托车骑入该范围。#

他于周二晚在第14届第二季 

第二次槟州立法议会挑灯辩论环节 

上说，上述引起大批民众不满，甚 

至遭有心人将州政府牵连在内。他 

同时希望州政府确保未来在州内举 

办演唱会的主办单位具备能力与信 

誉，以免历史重演。#

槟华堂访议长刘子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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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议会

更有效管理流程 

附加提问限30秒

(莎阿南5日讯）雪兰莪州政府善用良好基础建设、完善经商生态环境及各项利好条 

件，吸引高价值及高科技术的投资项目。

雪兰莪州务大臣阿米鲁丁说，我国已不再依靠劳工密集工业发展，为此，雪州 
近年来都积极展开经济转型，以吸引高价值投资项目，如电子与电器业、高科技行 

业等。

大臣：不再靠劳工密集工业
议会厅内设有红黄青 

灯，提醒州议员发言 

时间。

士蒂亚州议员莫哈末希尔曼的 

提问和附加提问时这么说。

首9月批59.7亿投资额

阿米鲁丁说，尽管国际经 

贸市场存在不稳定或浮动因 

素，惟雪州仍保持强劲吸引力 

和竞争力，去年就吸引189亿 

令吉投资额，其中外资就占了 

108亿令吉，本地投资额则有 

81亿令吉。

“雪州最主要外资分别是 

日本、中国和新加坡，并给木 

地创造2万6492个就业机 

会]”

他指出，从今年1月至9 

月为止，州政府也共批准132 

项工厂计划，投资额达59亿 

7000万令吉，预计有助于增加 

6628个就业机会。

“雪州继续作为国内主要

经济贡献州属，在国内生产总 

值贡献23.7%，相对其他州属 

的贡献，分別有联邦直辖区 

16.1%、砂拉越9.7%、柔佛 

9.6%、槟城6.7%和沙巴 

6.2%。”

建筑业去年增长8.2%

他说，雪州国内生产总值 

在2017年高达3019亿令吉， 

2018则取得6.8%增长，高达 

3226亿令吉，足见雪州经济发 

展强劲，是国家重要经济发展 

州属。

“零售、通讯及金融业蓬 

勃发展，造就服务业在去年增 

tC： 7.6%，电子与电器、汽车 

及运输领域的表现也带动制造 

业成tC： 7.3%，此外，建筑业 

相比2017年，在2018年也有 

显著增长8.2%

下来将有一家来 

自日本和3家来 

中国的造纸厂到此投资， 

预估投资总额达30亿 

令吉。”

他说，尽管中美 

贸易战让周边国家受 

惠，不过，3州甚至 

我国的竞争已不能继 

续和越南、柬埔寨、 

菲律宾等国相提并 

论。

他今日在第14届 

第2季第3次州议会 

的口头问答环节中，回应鹅麦

阿米鲁丁：雪州近年来都积 

极展开经济转型，以吸引高 

价值投资项目，如电子与电 

器业、高科技行业等。

雪兰莪州立法议会为了更 

有效的管理议会流程及让议员 

更直接人问题，附加提问限时 

30秒。

雪州议长黄瑞林接受记者 

询问时说，为免议员提问时表 

达累赘或陈述时间过K：，即起 

限制提问时间为30秒。

“之前议会较宽松，让议 

员以他们的时间来发问，除非

离题或是说太久，议K：和副议 

K：会出声提醒他們直接说出问 

题。”

他说，一旦系统化，议员 

须把握时间说出他们的提问， 

更直接切入问题，可节省更多 

时间及比更多问题获得提问。

他说，州行政议员的回应 

时间为3分钟，议会内也设有 

红黄青灯，提醒时间。

黄思汉：市议员共商落实

地方政府有权收泊车费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 

共交通及新村发展事务的行 

政议员黄思汉强调，根据 

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72 

(1)条文，地方政府有权针 

对在宪报颁布的泊车收费区 

作出管理工作，也可收取泊 

车费。

“只要完成宪报颁布为 

收费泊车区的程序，地方政 

府就有权在相关地区的公家 

停车位征收泊车费。至于一 

个地区是否该落实收费制 

度，取决于地方政府会议涉 

及所有市议员的讨论结 

果。”

他指出，若有任可人民 

代议十不满收费制度，可向 

相关的地方政府反映及讨 

论。

黄思汉是口头回应班达 

马兰州议员梁德志，有关州 

政府是否有权向传统甘榜、 

新村或渔村征收泊车费一事 

这么说。

他说，根据上述条文， 

相关单位有权在合适的地 

方，在宪报颁布作为大众交 

通或货运交通的停放处。

另外，依约州议员依德 

利斯也反映其选区八丁燕带 

店屋开始征收停车费，加重 

楼上居民负担，黄思汉同样 

建议对方与相义地方政府反 

映及讨论。

达鲁益善颁930合约

黄思汉说，达鲁益善集 

团（KDEB)目前在州内11 

个地方政府颁发出了 930份 

合约给次承包商。

“这包括家用垃圾合约 

421份，公共卫生合约有 

509 份。”

他回应中路州议员法克 

鲁拉兹的口头提问时说，除 

了莎阿南市政厅，达鲁益善 

集团0前在州内11个地方 

政府区内服务，前者的现有 

合约是到明年1月届满。

推动创新创业加速器计划

SITEC造福20创投企业
雪州政府通过3州资讯科 

技与电子商务理事会 

(SITEC)，于 2018 及 2019 年 

推动的雪兰莪创新创业加速器 

计戈丨J ( Selangor Accelerator

Programme - SAP)，造福 20 间 

有创意理念的创投企业。

掌管投资、工商业及中小 

型企业事务的行政议员拿督邓 

章钦说，一开始，SITEC通过 

雪州创投探索活动，召集15 

个创投群组，以提出各种推广 

和发展创投领域的建议。

赴中印观摩

“最终，我们于2018年及 

2019年推出雪兰莪创新创业加 

速器计划，并吸引60间创投 

公司参与，获遴选的企业将参 

与4个月的培训课程，同时有 

机会向投资者进行路演 

(Pitching，即向投资人、合作 

伙伴进行简报提案），以寻找 

投资机会。”

他说，结果，在2018年和 

2019年，共有20个杰出创投 

企业获选，以前往中国和印尼 

观摩。

他是回应杜顺大州议员艾 

德里口头提问时这么说。

他说，这20家创投公司是 

获得政府主要资助机构，即摇 

篮基金有限公司（Cradle Fund 

Sdn Blid)和 Secure Angel 

Investment，颁发摇篮投资计戈!J 

300 (CIP300)在国内外活动的 

资金，预计5万至35万令 

吉。

他说，最后，其中5家公 

司获颁发“东盟饭碗创投企业 

奖”，其中一家更获得最佳A1 

或器械学习创投企业奖。

“从2018至2019年，上述 

创投企业共取得2600万令吉 

的商品交易总额（GMV)，为 

此，州政府将继续推行此计 

划，以便协助促进州内创投企 

业的发展。”

他指出，参与SAP计划的 

创投企业，也活跃于数字营 

销、企业对企业（B2B)、在 

线到离线（020)等重要平 

台，以更快速、价格实惠的方 

式进行零售、供应和销售等， 

涉及领域包括汽车租赁行业、 

电子商务、家庭护理。

土团而榄州议员 

重提种药用大麻
土 I才丨党而榄州议员莫 

哈末沙益罗斯里坚持之前 

建议，再度要求州政府考 

虑种植大麻。

他今午参与财政预算 

案辩论环节时指出，泰国 

已合法化大麻作为医疗用 

途，因此雪州政府可于明 

年到泰国进行农业展考

察，木身也可亲自解释。

“我相信州政府或州议 

员会因此有所改观《 ”

他表示，其实外界对 

大麻作为医疗用途有很大 

误解，从农业角度而言， 

他认为种植大麻有很大潜 

质，甚至还可以出口到国 

外。

果农总会摆水果盛宴
马来西亚果农总会为主催 

“吃木地水果”运动，今午在 

雪州立法会议设水果盛宴，il: 

人民代议士、官员及媒体品尝 

本地水果的美味。

这项运动也获得隆雪果农 

公会及雪州农业发展机构旗下 

水果谷的配合，准备了 400人 

份的各式本地水果，如两瓜、 

榴裢冷冻糕、波罗密、番石

许来贤：依露天焚烧条例

可烧染病植物动物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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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03年环境素质 

法令（露天焚烧规定条例）， 

焚烧患病、危险植物及与患病 

和危险植物有关的农业设备， 

以及焚烧受感染的鸟类或其他 

受感染动物的尸体，皆不算违 

反法令条例|

他说，反之，在不知地主 

的地段，或政府保留地露天焚 

烧则属非法活动，州政府将援 

引1974年环境法令和地方政 

府法令对付涉及者，或向有关 

地主米取法律行动。

许来贤是回答双溪甘迪斯 

州议员扎瓦威，有关绿肺保留 

地和佐汉瑟迪亚发生露天焚烧

榴、香蕉、火龙果、椰水等。

马来西亚果农总会主席锺 

旺添指出，该会计划在国内各 

州办吃本地水果运动，雪州是 

首站。

同时，隆雪果农公会署理 

主席邓赐安指出，希望通过这 

项运动，鼓励国人多吃木地水

活动的口头提问时这么说。

加强取缔及时灭火

他说，环境局、巴生市议 

会和巴生县土地局将联合监 

管，确保解决该区的露天焚烧 

活动。

“地方政府也会加强取缔 

丁作，而水利灌溉局和土地局 

则会在当地展开灌溉工作，确 

保在林火发生时能够迅速扑 

灭。”

此外，他表示州政府也会 

寻求农业局协助，改善农民的 

开垦工作，并会向公众推展教 

育和意识觉醒运动，确保当地 

人能够照顾环境，避免露天焚 

烧。

果，减少外汇的流失，也希望 

政府在办宴会时，采用木地水 

果作为招待。

尽管在农耕区进行的部分 

焚烧活动属合法活动，惟州政 

府也将寻求农业局配合，确保 

农民不会滥用灰色地带进行非 

法农业焚烧活动。

黄思汉（站者）建议人民代议士向本身地方政府反映收泊车 

费问题。

地方政府无权批废塑料进口证
黄思汉说，雪州地方政 

府没有涉及批准废塑料进口 

准证和特别准证，有关权限 

由中央政府掌控。

“地方政府只是处理技 

术条款，比如发展规划、建 

筑图测，以及环境局提出的 

技术条例等考量因素，才作 

最终审批结果。”

他是回答双溪比力州议 

员刘天球的口头提问时这么 

说。

他说，雪州政府重视非 

法塑料再循环工厂的运作， 

除了展开频密取缔行动，也 

指示地方州政府仅批准获得 

国家同体垃圾管理局 

(JPSPN)发出特别准证 

(AP)及通过环境局评估的 

厂商申请。

“州政府的指示，主要 

考量有又工厂的营运，以及 

或对雪州环境造成污染及经 

济价值的影响。”

马来西亚果农总会在雪州立法会议设水果盛宴，黄瑞林（右 

二）、阿米鲁丁（右三）和一众议员们吃得赞不绝口。右四为 

鍾旺添，左是邓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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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报告：旅行社人禀追讨

阿纖上半年脈逾30万
(吉隆坡5日讯）根据一项

上周人禀吉隆坡地庭的传 

票，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今年首6个月的 

旅费开销惊人，超过30万 

令吉，其中大部分为家庭私 

人旅行。

据揭秘网站“砂拉越报 

告”报道，负责阿兹敏阿里 

旅程的旅行社将阿兹敏列为 

答辩人，更通过法庭向对方 

追讨32万8901令吉的旅 

费、利息及堂费，以及法庭 

认为适当的赔偿。

上诉人为YHA旅行 

社。这家旅行社列出数项未 

缴付的费用，当中包括今年 

5月（10 R离开吉隆坡，11 

日返回吉隆坡）飞往山打根 

的旅费。

阿兹敏也是公正党署理 

主席。他此趟也被爆出疑与 

人民公正党原任砂拉越山都 

望公青团丨才丨氏哈兹克在某酒 

店被拍下“男男性爱短片”。

无论如何，阿兹敏否 

认，并指为伪造的短片已在

向来由第三
根据旅行社列出的索偿 

数字，阿兹敏去年9月至今 

年6月之间，似乎与他的家 

人以商务及头等舱航班，飞 

往世界各地。

其中最令人关注的就是 

在今年元旦期间，他与巫统 

前主席兼国防部前部tC：拿督 

斯里希山慕丁的家人一起摩 

洛哥旅行，两家人的一张合 

照更引起各界的争论。

据“砂拉越报告”联系 

YHA旅行社，该旅行社宣 

称，阿兹敏向来都在合理的 

时间内缴付各项旅费，但没 

有迹象显示，在山打根旅途 

中爆发的丑闻（法案中最后 

列出的项0之一），是否与

WhalsApp广泛传发，而警方 

已针对此展开调查工作。

毫无争议的是，阿兹敏 

当时确实是在山打根助选， 

然而安排他行程的旅行社， 

如今却起诉他。这家旅行社 

指多次要求对方付款不果 

后，才提出诉讼要求对方支 

付上述旅程，以及其他旅行 

服务的费用。

“砂报告”质疑豪游

诉状也声称阿兹敏在短 

短6个月内，单单机票就花 

费超过30万令吉。此前，阿 

兹敏或其代表会每次购买机 

票后，都会按时结账，从不 

会有争议。

诉状说，阿兹敏在公布 

其财产时仅仅说明他每月的 

部K:薪水为5万令吉，一间 

价值逾100万令吉的屋子。

据“砂拉越报告”，在 

此情况下，阿兹敏如何花那 

么大笔钱来应对这些账单， 

尤其是其•家庭成员大部分都 

是乘搭商务舱。

方现金支付
该旅行社此次诉讼法律行 

动，向阿兹敏追讨欠款有任 

何关联。

阿兹敏未回应

“砂拉越报告”联系 

YHA旅行社时，被告知若相 

较往年，阿兹敏的上述旅行 

费其实没有很大的差异。这 

名部长的旅费每年大约在 

100万令吉左右，更是第三 

方以现金方式支付旅行社。

必须指出的是，“砂拉 

越报告”曾寻求向阿兹敏针 

对此事置评，并确认被列为 

上述金钱交易中间人的人士 

所扮演的角色，惟至截稿时 

未取得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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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占哈欣：关注西海岸土地不肥沃

推行微生物有机肥种植
三苏丁斥大臣领导不当

储备金降7亿元

依占哈欣：西海岸农民确实面 

对收成下降问题。

雪州政府不会承担辖区内 

中低价组屋所面对的资金不足 

等问题，反之是主动教育业主 

负起责任，因为相关单位是他 

们的产业。

掌管房屋及城市生活的行政 

议员哈妮查说，政府早前也有拨 

款给州内中低价组屋，但不奏 

效，反造成居民过于依赖政府。

她今R在口头问答环节， 

回应万达镇州议员嘉玛丽雅的

雪州政府成功通过人工方 

式繁殖释放沃尔巴克氏 

(Wolhachia )菌的黑斑蚊，在 

试验区降低50至80%的骨痛 

热症病例。

掌管雪州卫生、福利、妇女 

及家庭事务州行政议员茜蒂玛丽 

雅说，卫生部旱于2017年3月 

在雪州7个地点试跑这计划，结

(莎阿南5日讯）雪州政府关

注两海岸区土地不肥沃问题， 

0前已在沙白安南实验推行微 

生物及有机肥料种植法，未来 

将全面推广，借此改善农耕土 

质及提供有益生态系统发展的 

种植方案。

掌管基本建设、公共设 

施、现代化农业及农基工业事 

务的行政议员依占哈欣说，州 

政府发现，西海岸农民确实面 

对收成下降的问题，主要原W

询问时这么说。

嘉玛丽雅是提问雪州政府 

大肆兴建数雪兰莪房屋，一旦 

这些组屋管理层欠资金无法管 

理和保养时，州政府是否有所 

规划。

哈妮查也说，州政府目前 

有通过建筑委员会，为联营管 

理机构提供长达6个月的技术 

以及财务管理系统培训，丨丨:管 

理层熟悉运作。

果显示，试验地点的骨痛热症病 

例减少，也降低死亡病例。

她今早口头回应梳邦再也 

州议员黄美诗的口头提问说， 

雪州目前已在17个地区展开 

这计划，也在今年7月在八打 

灵县8个地区释放沃尔巴克氏 

黑斑蚊。至于成效需2年的时 

间来采集数据。

包括病菌感染、水源不足、农 

产品国际价格下滑及土地不肥 

沃等等0

他说，为解决土地不肥沃 

问题，州政府有通过一些大学 

研究院、大马农业发展研究所 

(MARDI)、农业部旗下研究 

机构等，寻求解决方案。

“我们目前在沙白安南一 

带展开微生物及有机肥料种植 

的实验，一旦成功将积极对外 

推广，一来改善农民收成，二

掌管雪州企业发展、城乡文 

化发展事务的行政议员罗芝雅声 

称，雪州综合微型贷款计划 

(Hijrah)不存在种族固打分配 

问题，华裔商贩申请不踊跃是因 

为有者提出过高的贷款额。

华裔申请额过高

她回应而榄州议员莫哈末 

沙益罗斯里的附加提问，指华 

裔和印裔参与率低的现象时强 

调，上述计划没有种族歧视问

雪州政府府的“从零至英 

雄”计划（Zero to Hero)于 

2016年推出至2019年8月为 

止，共有676人提出申请。

罗芝雅回应士毛月 

(Semenyih)州议员查卡利亚 

的口头提问时指出，尽管州 

政府没展开探讨，惟参与的 

人数中，共有594人成功自 

立门户开展木身商务活动，

来也能有益生态系统发展，以 

便种出更健康的农作物”

他指出，西海岸的稻田主 

要面对水源供应不足及土地不 

肥沃的问题，以致该区收成欠 

佳，影响农民收人，州政府已 

探讨起因。

“其中，该区稻田也面对 

K：达10年没进行土壤石灰消 

毒程序 (Proses Pengapuran 

Tanah)，让稻田出现贫瘠情 

况，然而这些农民福利主要来 

自中央政府的拨款。”

他也呼吁农民参与农业部 

推行的种植培训计划，以便依 

据专家建议和指示，展开种植 

丁作，借此来提高木身收成。

题，任何申请都会获得审视。

“华裔申请确实不踊跃， 

惟W有些申请甚至高过5万令 

吉的定限拨款额，以致上述计 

划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无论 

如何，我们会推荐这些业者寻 

求其他贷款计划的帮助”

她也说，根据雪兰莪回教 

国际大学学院（KUIS)于今年 

6月的调查显示，雪州综合微 

型贷款计划为单亲妈妈增长收 

人约19%之间。

其他82人则仍在接受引 

导。”

她说，州政府不仅提供贷 

款，同时也提供培训和指导， 

以便协助申请者掌握一些技 

能，好比他们能够自力更生， 

其中还有一些不俗的成功例 

子，如Anchor公司的水疗服务 

带动81名企业参与，总贷款 

额达37万令吉。

双溪武隆州议员拿督三苏 

丁揶揄雪州近两代大臣领导不 

当，州内储备金不增，反降了 

7亿令吉。

他今日辩论3州财政预案 

算时说，前大臣丹斯里卡立时 

代，他积极增加州内的储备金 

高达32亿6000万令，但他于 

2016年下台后，储备金就降至 

30亿令吉。

“雪州在2016年的储备金 

有30亿令吉、2017年28亿令 

吉、2018年21亿令吉，显见 

现有大臣没有能力，没有倡议 

性的政策来增加州储备金。”

三苏丁一番言论引起许多 

希盟议员的不满，纷纷要求让 

路反驳，其中万津州议员刘永 

山及武吉加星州议员拉吉夫就 

有说明’储备金并非减少’而

中路州议员法古鲁拉西促 

请州政府“开眼”，修改条例 

以解决外劳抢滩及霸占本地人 

经商的机会…

他在州议会财政预算案辩 

论中说，地方政府面对执法权 

限受限问题，每次取缔行动也 

只能针对经营者没营业执照， 

而充公桌椅、营业工具等，无 

法有效根治问题。

“有时候，一些出租摊位 

的木地人，还挺身而出来维护 

这些外籍人士，表示是他们的 

员工，让后者得以脱身。”

他说，基于此，希望州政 

府能够通过修改法令以严惩违 

例者，保障本地人的权益。

是重新回在人民身上，包括增 

加惠民政策的拨款。

不过，3苏丁并不这么认 

为，并继续说中央和州的经济 

低迷，包括美金与令吉的兑换 

率也降至4令吉20仙，并举 

例人力资源14的数据说，今年 

1至9月有2万4000人失业； 

而2018年则有2万1000人失 

业，其中，雪州占多数。

“青年失业，物价高涨， 

也催生了很多速递员及电子召 

车司机；若州政府无法协助这 

些人，情况会进一步恶化。”

另外，他也针对州内水源 

多次污染事件，质疑州政府的 

能力，并促请关注非法丢垃 

圾、非法工厂采取严厉行动， 

恢复河流的清洁，避免人民生 

活受影响。

另外，他也呼叮州政府通 

过教育提高人民卫生意识，希 

望人民可效仿日本人，用行动 

感化和教育他人一起爱护环 

境0

“巴生区垃圾问题严峻， 

最大原因是人民卫生意思疲 

弱引发，政府或可在教育方 

面费一番功夫，比如教育国 

民效仿R本人捡起他人丢弃 

的垃圾，身体力行成为他人 

榜样

他也针对有人向他投诉地 

方政府延迟交付达鲁益山 

(KEDB)垃圾清理费，或影响 

后者提供清洁服务的工作一 

事，促州政府关注。

哈妮查：教育业主负责

不承担中低价组屋资金不足
雪综合微贷计划

罗芝雅：无种族固打分配

繁殖沃尔巴克氏黑斑蚊

试验区蚊症降80%
;从零至英雄”计划迄今676人申请

法古鲁拉西促修改条例

解决外劳抢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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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打策略核心不忽略农渔业发展
莎阿南5日讯|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表 

示，雪州5项未来主打策略核心，尽管会更 

专注清真、生物科技以及医疗旅游，但也 

不忽略农业和渔业发展。

阿米鲁丁指出，雪州5项未来主打策 

略核心，分为2年短期（2019至2020 )方案 

与5年长期（2021至2025 )方案，包括交通 

零件配备（宇航工业机件）、机械工业配 

备、电子电器、饮食与生命科学5项未来主 

打策略核心，并会专注清真、生物科技以 

及医疗旅游。

「全国有200家公司是宇航工业，在雪 

州有70家公司是宇航工业，62%来自梳邦， 

贡献占同领域34%。」

他指出，高科技发展一年为雪州迎来 

17亿令吉收入，带来5万5000个就业机会， 

雪州目标于2025年达到20亿令吉收入，带 

来7万5000就业机会。

他是回应昔江港州议员拿督阿末尤努 

斯提问，雪州5项未来主打策略核心现阶段 

进展时，这么说。

此外，阿米鲁丁提到，雪州将专注农 

业和渔业，预计2026年雪州农业领域价值 

将提升60亿令吉，农业领域于2018年贡献 

全国总收入1.4%约46亿令吉。

他例举，雪州水果谷（Selangor Fruit 

Valley)占地3英亩范围将在今年进行黄金 

蜜瓜种植计划，预计会在3个月内有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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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巴克氏菌等观察报告

i州行政议员西蒂玛刚亚坦言，沃尔巴克氏菌 

(Wolbachia )试验显在数个蚊症黑区的病例确实 

有下降趋势；惟，作为用于防范黑斑蚊措施，是否能够 

完全奏效似乎言之过早。

她透露，雪州于201 7年3月开始进行沃尔巴克氏 

菌，将病菌注射进黑斑蚊的卵，以让其丧失传播病毒的 

能力。当时在17个蚊症黑区进行试验，当地骨痛热症病 

例确实明显降低50至80%。

她在回答梳邦再也州议员黄美诗提问时说，雪州政 

府于今年7月，在蚊症猖獗的八打灵县8地点进行试验， 

目前在等待观察报告，所以，是否有效还不能下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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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5日讯|雪州大臣阿米 

鲁丁指出，雪州政府统一基金户头 

表现在2019年达到21亿3537万令 

吉，截至9月就已经提高了4.93%， 

民P2亿2466万令吉。

|-j 继上周五雪州公布2020财政

预算案，阿米鲁丁指出，雪州截至 

10月已达到23亿令吉，降低了财政 

赤子。

他回应巫统双溪班让州议员 

拿督莫哈末英然提问时，表示雪州 

储备金于201 7年达28亿3800万令 

吉，但在2018年则减少了 32%。

「雪州政府原定目标于201 8 

年统一基金户头表现应达到25亿 

6000万令吉，惟直到2018年杪，仅 

/ 收到19亿8000万令吉。j

、、[ 「雪州政府在2017至2018年

X数项重要工程，包括士毛月滤水 

站和瓜拉柏汉达岗滤水站，更换逾 

200公里旧水管，这些工程耗费大 

约6亿令吉，直到2019年储备金才 

t-j 回升至22亿4000万令吉，截至10月

达到23亿令吉。」

不过，阿米鲁丁说，在希盟 

政府时期雪州政府储备金已从2008年的大 

约8亿至9亿令吉之间，提升至20亿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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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业局携手杜绝非法农业焚烧
莎阿南5日讯|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 

披露，尽管部分在农耕区所进行的露天 

焚烧活动属合法，不过州政府将寻求农 

业局的配合，确保农民不会滥用灰色地 

带进行非法农业焚烧活动！

他透露，焚烧染上病毒、对人类 

有威胁的农作物或植物，以及焚烧带有 

病菌的动物和鸟类尸体，只要符合2003 

年环境素质法令（露天焚烧所规定的条 

例），其实都不算违反法令。

他指出，针对发生在不知名地主 

或政府保留地上的非法焚烧活动，州政 

府将援引1974年环境法令和地方政府法 

令，对涉及焚烧活动的人或有关地主采

取法律行动。

许来贤是回答双溪坎迪斯州议员莫 

哈末扎瓦威，有关绿肺保留地和佐汉斯 

迪亚所发生的露天焚烧活动时说，环境 

局、巴生市议会和巴生县土地局将联合 

监管，确保杜绝当地的露天焚烧活动。

「地方政府也会加强取缔，该区所 

存在的非法开垦农业地活动。同时，水 

利灌溉局和土地矿务局也会在当地展开 

水利灌溉建设，确保林火发生时，能够 

迅速灭火。」

他表示，州政府也会向当地农民和 

公众推展教育和意识醒觉运动，确保当 

地人能避免露天焚烧和林火继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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棺城5日讯|槟威两地方政 

府调涨门牌税课题闹得轰轰烈 

烈，亚依布爹州议员林冠英称本 

身在美国出差时，遇到槟城人向 

他投诉有关课题，因此，他希望 

槟州政府会针对门牌税课题，作 

出合理的调适。

对此，公正党马章武莫州 

议员李凯伦认同林冠英的观点， 

并表示槟州政府是以民为本的 

政府，或可重新检讨向低收入者 

(B40 )征收门牌税。

他相信廉价及中廉价屋所缴 

交的门牌税，对槟威两地方政府 

收入影响不大。

另一方面，公正党武吉丁雅

州议员魏晓隆则认为，既然槟威 

两地方政府已决定调涨门牌税， 

就应该提升其公共服务。

冀增加市议员

他说，除了公共服务外，威 

省市议员的人数与当局管辖的范 

围（747平方公里）不成正比，甚 

至比它管辖区更小的八打灵再也 

市政厅（97平方公里）拥有相同 

人数得市议员，即24人。

「威省市政厅除了应该增加 

市议员人数外，也必须安排市议 

员们在特定地区提供服务。」 

此外，令他感到惊讶的是，

威省地区至少有78%的居民未获得 

威省市政厅提供的公共服务（即 

收垃圾服务）。

他曾向该市政厅官员询问此 

事，对付回应说，因为乡村地区 

缴交的门牌税不多，所以他们才 

没进入乡区收垃圾。

他认为，这是一种歧视，即 

使缴交的数额不多，但也不该忽 

略他们，反之，槟岛市政厅却有 

提供服务给所有居民。

他补充，人民无法反对门 

牌税调涨，是市议员并非通过民 

选，所以后者无法为民发声。他 

促请，槟州政府继续施压中央政 

府，尽快恢复地方政府选举。

以民为本或重新检讨门牌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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笋思汉•矩方 
政府是根据陆路交通法^ 
赋予的杈力来征收停^
费。左为许来贤。-徐慧美-

」譲猶权£方政府』
合适地点征停车费

莎阿南5日讯|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表示，根据 

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72 (1)条例，可赋予地方政 

府在合适地点征收停车费的杈力，如果地方上的人 

民代议士认为不合适，可以向地方政府反映建议。

雪兰莪 
立法议会

「有关法令阐明只要条件足 

够，任何合适公共场合与地点都 

可申请宪报作为停车位。为此， 

根据上述条例，经过申请宪报为 

收费停车位，地方政府就可向公 

众征收费用。」

黄思汉在回答班达马兰州议 

员梁德志的口头问答时，为地方 

政府落实停车位收费，作出上述 

解释。

同时，他也反驳梁德志有关 

传统马来甘榜、华人新村或传统 

渔村不适合征收停车费的论述。

他指出，有关郊区村落多木 

屋，因此不应征收停车费的说法 

是不成立的。事实上，在城市区 

里头也有很多木屋，如果因为有 

木屋就不能征收停车费，就连城 

市地区也会被排除。

针对依约州议依德里斯询

问，是否依约距离八丁燕带不 

远，所谓的商业区其实都缺乏停 

车位，因此是否也能够一样免除 

停车收费。黄思汉则表示，凡是 

特别案例，人民代议士可以向地 

方政府提出建议。

洋垃圾进□非州政府批

另一方面，黄思汉披露，雪 

州子公司达鲁益山集团（KDEB ) 

负责雪州11个地方政府的垃圾卫 

生工作。惟从明年1月开始，达 

鲁益山也将接管莎阿南市政厅的 

垃圾卫生工作。

黄思汉是在回应中路州议员 

法鲁拉兹的口头问答时指出，达 

鲁益山集团在雪州11个县市地方 

政府中，共委任930个承包商，包 

括421垃圾承包商，以及509个清

洁和处理分散垃圾的承包商。

针对双溪比力州议员刘天 

球，有关洋垃圾进口的问题；黄 

思汉则强调，地方政府批准工厂 

合法执照，是根据业者拥有国家 

固体废料管理局（JPSPN )发出的 

固体废料进口准证（AP )，以及 

环境部所发出的环境影响评估报 

告为准。

他说，地方政府只能通过执 

法和取缔行动来遏制塑料污染问 

题，而且洋垃圾进口准证不是由 

州政府或地方政府所发出，将洋 

垃圾问题泛滥而把矛头指向地方 

政府乃有欠妥当。

他表示，在打击洋垃圾活动 

方面，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只能加 

强执法和监管，而且通过执法不 

单能确保环境不受污染，也能提 

升和维护雪州的经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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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5日讯|妇女、家庭

及社会发展部支持以法律行动对 

付不照顾孩子的父母。

妇女部副部长杨巧双指出， 

根据2001年儿童法令条文，应该 

米取法律彳"7动，确保父母更关>主 

孩子福利。

「在儿童法令确实有条文，

妇女部赞成法律对付失责父母
若父母让孩子暴露在风险中或存 

在疏忽问题，又或者父母没有仔 

细照顾孩子，可以采取行动。

「若有儿童没被照顾得好， 

我们（部门）支持援引这法令

执法，让父母认真照顾孩子福 

利。」

她今日为养育孩子工作坊主 

持开幕时，这么说。

武吉安曼交通调查及执法部

总监拿督阿兹斯曼昨日警告，若 

父母疏于照顾，让孩子成为蚊型 

脚车党危害自己及其他道路使用 

者性命'其父母将受法律对付。 

不过，杨巧双认为，有时不

能完全归咎父母，因为有的孩子 

就算被责备及管教仍不听话，因 

此最重要是父母具备养育子女的 

技能。

她希望与孩子有沟通问题的 

父母可联络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 

局（LPPKN )，以获取辅导援助及 

养育孩子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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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揶揄储备金減少引论战
莎阿南5日讯|国阵双溪武

隆州议员拿督三苏丁批评雪州财 

政预算案跟去年一样，甚至出现 

更多缺点，并揶揄雪州财政储备 

金逐年下降，结果在辩论财政预 

算案时引发「口水战」

二苏丁指出’州政府一直标 

榜雪州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高 

居全国之首。然而，雪州实际上 

在过去的贡献一直都超过20% ^在

卡立执政时代，甚至创下23.7%的 

高峰。

同时，他指出，从来丹斯里 

卡立执政的2013年30亿令吉下跌 

到2018年21亿令吉。州政府无法 

增加财源增加储备金，显示出现 

任雪州大臣执政无方，尤其一直 

无法解决水供与河流污染问题。

不过，三苏丁的言论引起希 

盟议员的反弹，其中万津区州议

员刘永山指出，反对党州议员在 

丹斯里卡立时代曾抨击雪州储备 

金增加，不愿花费发展等同于毫 

无建树。如今州政府积极利用储 

备金于惠民计划，二苏丁却反指 

责州政府执政不力，造成储备金 

下跌的言论似乎非常矛盾。

面对刘永山的质疑，三苏 

丁强调本身并非反对州政府的惠 

民政策，而是储备金每年持续下 

跌，终有一天会耗尽，唯州政府 

竟然没有想办法去增加财源收 

入，只一味地在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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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132嫌目虐論腳I资59亿
雪兰莪 

立法议会

莎阿南5曰讯|雪州大臣阿米鲁 

丁表示，今年截至9月为止，雪州 

政府批准132项投资项目，总投资 

额达到59亿7000万令吉，预料可增 

加6628个就业机会。

他说，尽管国际经济环境处于不稳定 

状态，但是雪州依然保持强劲的吸引力和 

竞争力，但在去年就吸引189亿令吉投资， 

其中外资就局达108亿令吉！

阿米鲁丁于今早在州议会上回应鹅麦 

斯迪亚州议员希尔曼口头提问时指出，雪 

州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17年高达3019亿令 

吉，2018年进一步增加6.8%，创下3226亿 

令吉。

带来2万就业机会

他披露，雪州最主要外资企业来自日 

本、中国和新加坡，预估为本地带来2万 

6492个就业机会。惟本地企业其实也不容

I阿米鲁T (右.)1琴g在雪厦y」馆gii果戚公妄举刃j 
的本地水果飨g日才胃纖特吸引_目 

光并拿起 徐慧美

忽视，去年在雪州投资额高达81亿令吉。

「雪州继续作为国内主要经济贡献州 

属，仅在国内生产总值，雪州就贡献23.7%，其 

后依次为联邦直辖区16.1 %、砂拉越9.7%、柔 

佛9.6%、槟城6.7%和沙巴6.2%。」

他补充，由于零售、通讯及金融发 

展蓬勃，造就服务业在去年增长7.6%，而 

电子与电器、汽车及运输领域的表现杰出

也带动制造业成长7.3%。建筑业相比2017 

年，2018年也显著成长8.2% 〇

另外，阿米鲁丁在回答莫哈末希尔 

曼的附加提问时透露，雪州近年来推动经 

济转型，以便吸引高价值的投资项目，比 

如电子与电器业、高科技行业等投资，为 

此，1家日本和3家中国造纸厂将到雪州投 

资，预估投资总额达30亿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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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抒社睡供网兹敏追讨30万旅费
吉隆坡5日讯|根据《砂拉越报告》网站报导，一家旅行社入稟 

法庭起诉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阿里拖欠逾30万令吉的旅费，包括他家 

人的旅费和他今年在山打根国会议席补选期间的旅费。

该网站引述YHA旅行社的诉 

讼文件指出，有关旅费包括阿兹 

敏在6个月期间的机票。

根据报导，该旅行社在诉状 

中表示，尽管起诉人多次要求答 

辩人或其代表索取有关费用，即 

使有关款项没有争议，但却没有 

付款。

据了解，此案的案件管理定 

于今年1 2月3曰在吉隆坡地庭进 

行。

根据报导，该旅行社是要求 

阿兹敏支付32万8901令吉费用，

加以利息和其他损失赔偿估算。

该旅行社指阿兹敏在过去20 

年是该公司的客户，过去是通过 

一个代表来清算账单。

发2封信要求付款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拖 

欠付款的时间远远超过了上述时 

间范围。」

根据《当今大马》引述诉状 

报导，YHA旅行社指阿兹敏是拖欠 

2018年9月至2019年8月的旅费，

包括机票和酒店费用。

根据诉状所列出的清单， 

该旅彳"7社是为阿兹敏、其家人、 

朋友及部门职员订购的机票和酒 

店。

该公司表不，该公司须先 

向航空公司预付款以确保购得机 

票，并由阿兹敏或其代表每三至 

四个月付款一次。

该公司在8月和9月发出两 

封信，要求阿兹敏付款，但对方 

没有支付款项，使该公司面对损 

失。

一家旅行社入禀法庭向阿兹 

敏追讨所掩欠的逾30万令吉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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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保留地变成杂草丛生的丛林，有些树木甚至比人还高。

_應

生斧回

八
打灵再也市议员黄绥生今日带领《大都会》社区 

报记者巡视位于SS2/107路的排污保留地时，发现

仲
政

排污保留于2017年时空旷，但如今已成为一片丛林。（图取自谷歌地图）

约2万平方呎的地段荒废多时，遍地野草。

他指出，数年前在灵市一带进行的挖掘道路，就是排 

污系统中央化下程，也是生命之河计划之一，将污水直接输 
送至中央污水处理厂。随着T.程完成后，该化粪池已停止操 

作
他表示，灵市有逾80个地段是联邦排污服务局所属的 

保留地，惟当局没有妥善管理及割草，以致成为…片荒凉 

的丛林，并经常接获毗邻居民的投诉，以往投诉臭味，如 

今则是投诉杂草，有蛇、野生动物出没

他说，既然当局没有进行排污处理，就应该交回给州 

政府管理，交由地方政府管理。
他透露，市政厅已在八打灵再也地方蓝图1 (RTPJ1) 

和八打灵再也地方蓝图2 (RTPJ2)中，建议将有关地段建 

议规划为空地或公共设施地段，目前地方蓝图在最终审核 

阶段，有待通过及在颁布宪报。

他表示，这些地段不能作为私人发展用途，如果没有颁布宪报， 

可能会有人申请征用土地，毕竟有关地段并不小。这些地段可作为 

民众会堂、社区菜园、草药园等，公开给居民使用。

I
-H-

黄
绥生指 

出，甘榜

荒

管
理

东姑州选区有多达30 

个被荒废的地段， 

单是SS2区就有约10

^ 同时，甘榜东姑

州议员林怡威已于昨 
天（4日）致函污水 

Mi处理服务局，要求当 
局清理有关地段，n 

前正等待当局回应。

“我曾在常月会 

议上提出有关问题， 

但英达丽水公司则声 

称将委任承包商管 

理，但至今已半年， 

情况并没有改善，如果成为 

严重的卫生问题，市政厅就 

有权介入管理。”

達
30
個

黄绥生巡视位于SS2/107路的排污保留地时，促请联邦排污 

服务局妥善管理或交出地段给州政府管理。

報道►莊舜婷攝影►蘇思旗

(八打灵再也5日讯）随着联邦排污 

服务局（JPP )进行化粪池整合计划于近 

年完成后，灵市约80个化粪池也因停止 

操作而成为荒地，杂草丛生和和引发卫生 

等问题；因此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建议将有 

关地段列为空地及公共设施地段，如作为 

民众会堂、社区菜园、草药园等给居民使 

用，造福居民！

巴生河流域的排污系统升级工程为 

“生命之河”的项目之一，由联邦排污服 

务局进行化粪池整合计划，包括将排污系 

统中央化，直接输送至中央污水处理厂。

而随着该计划在灵市一带顺利进行和 

完成后，灵市一带的逾80个化粪池，即联 

邦排污服务局的保留地也在荒废一至两年 

后，以致杂草丛生和卫生等问题。

保留地上也设有告示牌，清 

楚显示该地段是联邦排污服务局 

所属。

80糞池 
保曾地赛 早前在灵市一带进行的巴生河流域排污系统升 

级工程为“生命之河”项目之一，并由联邦排污服 

务局进行化粪池整合计划。图为工作人员正在安装 

新的地下排污管。（档案照）

.■二-

菜市廳建議

II -NO； I yu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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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議會現水果大會
議員媒體大飽□福

(沙亚南

5日讯）雪州议会出 

现本地水果大会！

由马来西亚果农总会主 
催，隆雪果农公会与雪州农业发展机

构今天特别在雪州议会大厦举办“本地水果 

大会”，以提倡国人多吃水果，同时鼓励官方和 

私人界设宴时可采用本地新鲜水果。

锺旺添：巡回各州议会举办

阿米鲁丁（右二）大赞本地水果新鲜！

马来西亚果农总会署理会长兼隆雪果农公会会长锺旺添向 

媒体指出，该会去年曾在国会举办过本地水果大会，获得不俗反 

应，所以今年再接再厉，将巡回全国各州议会举行本地水果大会。

他说，该会希望借此鼓励官方或私人界每•次设宴款待宾客时，

能以本地新鲜水果招待，减少依赖进口水果

他披露，本地水果非常新鲜爽口，非常好吃，官方政府或私人界应该 

带头提倡吃本地水果。

“我们将巡回各州州议会举办本地水果大会，而首站就来到雪州议会， 

接下来将到柔佛州议会推广本地水果。”
锺旺添指出，该会今日共准备400份水果让雪州议员及媒体分享，其中包括 

香蕉、西瓜、番石榴、火龙果、加工榴裢、波罗蜜、椰子、木瓜、冷刹、香蕉和 

玉蜀黍，都是本地新鲜栽种。

隆雪果农公会 

与雪州农业发展机构 

于周二（5曰）特别 
在雪州议会大厦举办 

“本地水果大会”， 

以提倡国人多吃水 

果，同时鼓勘官方和 
私人界设宴时可采用 
本地新鲜水果。阿米 

鲁丁（右三）品尝本 

地水果。右二为黄瑞 

林。左二起为锺旺添 

和邓赐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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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身體抗爭
報道：本刊白慧琪 

圖：受訪者提供

丽安李（Maryam Lee) 12岁时常在游乐场玩乐。有个比她大几岁， 

@已经上中学的邻居姐姐总是没戴头巾，而她从9岁开始就贯彻这个 

衣着规定^有天她终于忍不住提问，“你为什么不戴头巾？”

“医生说我不能戴头巾。”邻居姐姐体质容易中暑，医生建议她别戴头 

巾，且只能穿宽松的衣服，让皮肤透气。

“你难道不知羞耻吗？”小玛丽安李不但不接受人家的解释，还落下这

句话。

长大后的玛丽安李总想着，小女孩的脑袋到底被灌进什么，让她坚信- 

块头巾就是女性尊严和荣耀的象征，更甚于健康。现在的玛丽安李是女权活 
跃分子，不戴头巾的成年女穆斯林，心路历程写在著作《Unveiling Choice》 

(揭纱的决定）。对她而言，不戴头巾对抗的不是宗教，而是以宗教之名掌 
控女性的父权主义（Patriarchy)。

“去头巾”最大的恐惧是：

家人反对
就在刚过去的10月23日，玛丽安李接获雪州宗教局公函，传召她到案助 

查。信中写明援引1995年伊斯兰刑事罪行法令（雩兰莪）10 (a)条文（侮辱 

伊斯兰），却没有说明所为何事。她在脸书写道，事件相信与她今年出版的 
书籍《Unveiling Choice》有关，因为4月份的新书发表会暨论坛已引起首相署 

(宗教事务）部长拿督斯里慕加希关注，下令调查当时，她也和两名朋友 

在论坛中以社会学和历史观点探讨马来西亚女性的政治现实。

玛IW安李和她的作品《Unveiling Choice》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作品 

写的是她“去头巾”（Dehijabbing)过程中经历漫长的思考、辩证和观察。 

她自9岁开始在父母教育和规定下佩戴头巾，直到完全经济独立，搬离家后才 

完全不戴头巾。

不戴头巾绝非•夕之间的转变。从孩提时代遵守父母教诲乖乖戴头巾， 

到对这项规定提出疑问和寻找答案，最后下定决心不戴头巾，过程漫长且不 

容易。因为不戴头巾很容易被诠释成违反社会常态、违反宗教或忤逆父母， 

就像她这次，她即将接受宗教局调查。

不过，对她而言，“去头巾”最大的恐惧是父母的反对。“其实我们 

(不戴头巾的女性）不怎么在乎社会的负面看法，但是害怕家人反对。”玛 
丽安李分享，通常女性一步步慢慢地去头巾，比如先缩短头巾的长度，渐 

渐开始露出-点头发，最后才完全不戴头巾。很多时候，女性不得不在 

途中放弃自主权，默默承受痛苦，因为她们不想因此失去家人。
那么为什么决定不戴头巾？玛丽安李不把问题指向宗教，她挑战 

的是父权主义。就如书中所写，西方穆斯林女性以戴头巾对抗伊斯兰 
恐惧症（lslamophobia);穆斯林为主的国家中女性以不戴头巾对抗 

伊斯兰化身体治理（Iskmised body-policing )，背后都是对抗父权。

关键在于，戴不戴头巾已然成了父权主义社会强加在女性身上的规 

定，女性并没有身体自主权。玛丽安李小时候也只被教育“穆斯林女 

性一定得戴头巾”，只能按照规定戴头巾，别无其他选择》

谈到父权主义行为，除了强迫女性戴头巾，玛丽安李举例，马来西 

亚穆斯林社会常以宗教之名规定女性不能当领袖，就算当了也只能是女 

性之间的领袖。穆斯林女性往往被限制在居家角色，但又不是家中 

的决策人。“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这种想法，教导女孩身体并不 

属于自己，女性先是属于父母，而且父亲比母亲握有更高决策 

权，然后是家中兄长，婚后又归属于丈夫。”

玛丽安李也分享，曾和穆斯林青年组织的女性辩论伊 

斯兰和女性主义好几个小时。她发现，那些穆斯林青年女 
性不只反对支持同性恋、双性恋及跨性别（LGBT)，还 

认为女性主义很危险，因为女性主义强调女性与丈夫平 

等，且不鼓励一夫多妻制。“这种错误的观念意识很平 

常，也不常被提起，因为女性本身就陷人父权思维，又 

把这些狭隘的想法传给下一代。”

10. 玛丽安李（左）从9岁开始戴头巾，图为11岁上学时摄。

11. 玛丽安李决定不戴头巾后，常有陌生网民私讯她戴头巾比较好看。她 
觉得这种问候其实带有歧视。

◄玛丽安李现在是女权运动活跃分子，强调女性 
自主权，衣着不由父权思维的社会左右。

在同样环境中长大的玛丽安李，是如何摆脱 

父权思维呢？“从小我就被教育要具有批判和论证 

思考，但通常都运用在其他事情上，不是和宗教相 

关。”是 '位社会学教授开始让她思考“头发到底 
算不算羞体”。她带着这个问题，查阅了很多学 

术、宗教研究资料，如此不停辩证……

她也曾拜访印尼宗教学者，也是印尼前宗教部 
长库来士（ M. Quraish Shihab ) 在讨论过程中，她 

找到答案：头巾并不是宗教产物，而是社会文化产 

物。

玛丽安李花了整一年时间不断探究头巾的起源 

和社会功能，不戴头巾的信念才得以坚定。这趟旅 

程，她觉得最重要的提问是头巾的功能，以及头巾 

如何变成当权者控制女性的工具。

她在书中提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马来电影中 

的女性都没有戴头巾；-本1970年刊出的杂志《Mastika》，封面是不戴头巾的7人女子乐 

团。过去，马来西亚穆斯林女性不戴头巾也没怎样，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

玛丽安李翻查社会学研究论文找到答案：国家独立后经济迅速发展，穆斯林女性也离 

开家乡往城市工作，以男性主导的马来社会担心女儿独自在城市生活，没人保护、照顾和 

管控她们的行为。另•方面，女性逐渐自主独立，经济也有所保障:在这样的演变下，社 

会以新的方式，用道德束缚女性头巾成为女性道德、纯洁、宗教和可敬的象征，头巾成 

为父权社会的产物。

女性应自主选择戴与不戴头巾
不戴头巾后，玛丽安李常常在社交媒体上接到各种陌生人的“慰问”和“关切”。 

例如，有陌生女子翻出她戴头巾的照片，称赞她好看，不戴头巾很可惜，还劝她终有一日 

会明白，愿真主指引她。她忍不住回呛对方，不自知这些看似无意的“问候”其实充满伤 

So
玛丽安李认为，无论男女，类似上述替不戴头巾者感到可惜，或者言语中企图劝她 

们重戴头巾的行为，都充满歧视在她看来，穆斯林女性“选择”不戴头巾也是错误的论 

述。因为在现有的社会环境氛围里，戴与不戴头巾根本不是公平的选择。不戴头巾的穆斯 

林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或社交媒体上都饱受抨击；戴头巾者会被称赞“比较好”。戴不戴 

头巾的“下场”是两极的。

戴与不戴头巾的选择，应该掌握在女性手中，且不必受到外界说三道四。玛丽安李强 

调，不管穆斯林女性要不要戴头巾，都不应遭到歧视。而在现有的社会氛围里，不戴头巾 

者特别受到强烈攻击和压迫。

戴头巾与否的课题，还是多方对话讨论。玛丽安李认为，在那之前人们必须诚实以 

对，认知到自己总以维护宗教之名强压他人。与此同时，她提醒不能忽略国内外的沙文主 

义者和伊斯兰恐惧症人士，滥用穆斯林女性的经验来助长仇恨。“关键在于教育大众，任 

何社会现象其实都存在细微差异，而要达致和谐共存，就得回归到维护基本人权。”

六七十年代穆斯林女 

性不戴头巾，后来发生 

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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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佩玲吁村民速提呈表格

照片由潘佩玲提供

(万挠5日讯）鹅唛县 

乡村协调官潘佩玲呼吁县 

内村民，赶在今年12月31曰 

的截止日期前，联络各自 

的新村管委会办理达鲁益 

山水供计划的申请手续， 

以免在明年的3月1日丧失 

享有免费水供的福利。

她提醒，未能赶在截止前 

提呈申请和获批者，将在明年 

3月1日起必须每月缴付最低6 

令吉的水费e_

速与管委会联系了解

“有鉴于此，我呼吁仍未 
填写表格的村民，务必与各自 

的新村管委会联系，以了解本 

身是否符合申请条件。”

她说，为了让县内所有新 
村管委会掌握申请详情，进而 

协助各村村民提呈申请，她已 

在早前联合雪州水务管理公司 
(Air Selangor )，于太平村管 

委会会所举行说明会。

鹅唛县已9村开设柜台

“除了总公司派出高级职 

员沙力，鹅唛县和乌雪分公司 

也各自派出法兹力和阿兹兹做 

为代表，向管委会委员们做详

' “在参加于10月杪举行的

说明会后，截至目前为止，鹅

t各村管委会主 
席和委员们在出席说明 
会后合摄。前排左起为 
法兹力、阿兹兹、潘佩 

玲、说明会主场太平村 

管委会主席黄国亮与沙 

力。

—万挠新村管委会 
主席吴亚九（左）在村 

内茶室“开档”，协助 
村民填写申请表格。

唛县13村之中已有9村在先后 

在村内开设柜台，协助村民填 

与表格和提呈申请，免除年迈 
村民亲[1前往Syabas查询详情 

的舟车劳顿之苦。”

“以根登新村为例子，管 

委会是在每周四的夜晚8时至

10时在该村的乐龄中心开设柜 

台，为村民提供咨询服务和填 

写申请表格，反应热烈。”

潘佩玲表示，为了便于处 

理，管委会将在收集多份表格 

后方统…提呈，因此已填写表 

格的村民亦无需心急，相关单

位将在明年3月前发出申请批 

准与否的通知。

“由于核对资料耗时，因 

此呼吁在外工作或仍未行动 

的村民们，尽速回乡协助家中 

的父老向管委会做投报和申
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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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央5日讯）玻璃市宗 

教司拿督阿斯里说，非穆斯 

林可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 
接受伊斯兰义捐（Zakat )并 

非新措施，而是古代伊斯兰 

学者曾在伊斯兰经典屮所阐 

述的教义。

他在脸书发贴文解释， 

伊斯兰义捐不只是协助急需 
及贫穷人士 2个单位而已，还 

有其他6个义捐受惠单位包 

括义捐收集者、改信伊斯兰 

者、欠债人:、

“可惜，很多人对伊

玻宗教司：屬伊教義非新措施

符條件非穆可接受伊義捐
斯兰义捐缺乏认知，误以为 

义捐只能捐助急需及贫穷人 

士，，，

非穆天灾灾民可得援助
阿斯里去年宣布， 

玻州伊斯兰裁决理事会-- 

致通过，名为“伊斯兰义 

捐捐助灾民”的宗教裁决 
(FATWA),除了穆斯林， 

任何受天灾影响的非穆斯林

灾民也可得到援助。
该裁决阐明2个受惠单 

位，即在临时疏散中心安顿 

的天灾灾民，以及面对财 

物、住所及相关情况损失的 

灾民:若灾民不符合以上条 

件，灾民所得到的援助将不 

涉及义捐款项，而受惠的非 

穆斯林所得的援助，将列人 

改信伊斯兰信徒受援者类 

别〇

雪州苏丹沙拉弗丁殿下 

昨天谕令，该州所有伊斯兰 

义捐只能分配给穆斯林。

阿斯里认为，拨出义 

捐捐助非穆斯林，旨在传达 

伊斯兰教义所强调的美好与 

和谐，教导信徒不与他人结 
怨。

“我国的非穆斯林并不 

只是华裔及印裔，也有其他 

种族如暹裔、伊班、达雅、 

原住民等，也并非所有人是 

富裕的，他们也需要我们的 

照顾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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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雪州地方 

‘政府、公共 

交通及新村发展事务的 

行政议员黄思汉指出， 

根据现有的法令，地方 

政府确实有权将一些地 

区纳人宪报，作为收费 

停车位。

他冋应班达马兰 

州议员梁德志口头提问 

环节询及州政府是否会 

限制在传统甘榜、华人 

新村或渔村征收停车费 
时说，1987年陆路交通 

法令72 ( 1 )赋予任何 

执法或公共机构权限， 

可以将一些适合作为交 

通停车位的地区纳人宪 

报。

不过，他强调，至 

于收费问题可透过地方 

政府会议上进行讨论。

他披露，任何州议员或市议员都可 

在地方政府会议上提出建议，包括探讨 

适合作为停车位的地区P

適#

|權 
闢 
泊 
車

不妥当收费地区 
州议员可反映

另外，依约州议员伊德利斯打岔反 

映八丁燕带有居民居住在店屋，而随着 

该区的停车位已开始征收停车费，造成 

居住在店屋的居民十分不便，尤其他们 

每日都需要缴付不少的停车费，对居民 

形成庞大的负担。

黄思汉再强调，征收停车费是地方 

政府的权限，州议员若觉得有不妥当收 

费地区，可直接向地方政府反映。

黄思汉针对废塑料厂及停车位收费 

等课题进行回应。

@思汉指出， 

^^州政府已指 

示求地方政府若要发放 
废塑料厂营运执照，必 

须先取得两大部门的批 

准后，才允许有关工厂 

运作。

他说，州政府之前 

-直透过地方政府和执 

法部门展开联合行动， 

取缔那些造成环境污染 

的非法塑料厂，而地方 

政府也将持续监督各区 

情况，确保不会”蔓 

延”到新地区。

他披露，为严格 

控制带给环境影响的经 

济活动，州政府指示地 

方政府接下来发放执照 

时，有关业者必须事先 

取得国家固体废料管理 

局发出的废塑料特别准 
证（AP )及环境局批准 

的环境影响评估（EIA )报告。
“业者只有取得两大部门的批准 

后，地方政府才会考量发放营运执照给 

有关业者。”

黄思汉回应双溪比力州议员刘天球 

的口头提问时表示，发放特别准证是联 

邦政府的权限，并非由地方政府批准发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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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地方政府只处理设厂的技术 

条例、包括规划准证和建筑图册，惟地 

方政府进行审核时，也会取得环境局技 

术评估意见。

依茲漢：應對油棕價跌

鼓勵種菇菌

第14届 

第二季第 
三次雪州议 

会迈入第二 

天，主要辩 
论的课题集 
中在雪州明 

年度的财政 

预算案*

或食品加工
(沙亚南5日讯）由于油棕价格下降 

及病害现象，雪州政府已与原产业部商 

讨拟定短期解决方案，即鼓励业者尝试 

配置菇菌类或食品加工业。

掌管雪州基本建设、公共设施、农业现 

代化及农基工业事务的行政议员依兹汉在回答 

诚信党沙白州议员阿末慕斯达因的口头提问时 

表示，雪州政府透过农业发展计划及其他计划 

协助提升小园主及农民的收人，同时也鼓励他 

们投人与农业相关的行业，以减少对油棕的依

赖。

另外，他回答巫统双溪班让州议员英然提 

出是否用农药多量的附加提问时表示，沿海地 

区的土地面对土地不肥沃及农作物产量不多问 

题，本地大学包括布特拉大学已针对此问题进 

行多个研究。

“农作物的种子、肥料及农药都是由中央 

政府提供。目前我们已在沙A安南的沿海地带 

尝试以亲近大自然的方法种植农作物，•旦成 

功，州政府会扩大范围。”

阿米魯丁：保持強勁吸引力 雪去年吸資189億
州大臣阿米鲁丁指 

出，尽管国际经贸市 

场存在不稳定或冲突问题，但 

雪州依然保持强劲吸引力和竞 

争力，仅在去年就吸引189亿令 

吉投资，其中外资高达108亿令 

吉，高于本地投资的81亿令吉。

他说，雪州最主要的外来投 

资来自日本、中国和新加坡，估 
计之前的投资创造出2万6492个 

就业机会

他披露，从今年1月到9月 

为止，州政府批准的工厂工程 

有132项，投资额达59亿7000万 

令吉，预料可增加6628个就业机 

会。

“雪州继续作为国内主要 

经济贡献州属，仅在国内生产总 

值，雪州就贡献23.7%，依次为 

联邦直辖区16.1、砂拉越9.7%、 

柔佛9.6%、槟城6.7%和沙巴 

6.2%。”

国内生产总值增6.8%

阿米鲁丁在州议会上回应鵝 

唛斯迪亚州议员希尔曼口头提问 

时表示，雪州的国内生产总值在 
2017年高达3019亿令吉，2018年 

进一步增加6.8%，仓ij下3226亿令

阿米鲁丁（前排右）指 
雪州具吸引力和竞争力，仅 

在去年就吸引189亿令吉投 

资。

吉，足以显示雪州拥有强劲的经 

济发展，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州 

属。

他说，由于零售、通讯及金 

融发展蓬勃，造就服务业在去年 
增长7.6%，而电子与电器、汽车 

及运输领域的表现杰出也带动制 

造业成长7.3%。

他披露，建筑业相比2017 

年，2018年也显著成长8.2%。

雪積極經濟轉型

尔曼在附加提问环节

I询及由于美中贸易战 

影响，•些贸易转移到周边国 

家、地区或新兴国家，包括大 

马成为第四大的收益国家时， 

雪州是否能借此把握机会吸引 

这些投资。

阿米鲁丁回应时表示，大 

马不能继续与越南、柬埔寨、 

菲律宾等相提并论，尤其这几 

个国家目前以劳力资源为优 

势，而雪州近年来积极经济转 

型，朝向吸引电子或高科技等 

投资项目。
他说，雪州最近刚批准4项 

在瓜冷设厂的投资项目，包括 

-家日本和3家中国造纸厂，预 

估总投资达30亿令吉。

阿都拉昔：截至10月30

耗逾139萬提升景點
-管雪州文化 

-和旅游、马 

来习俗及遗产事务的行 
政议员拿督阿都拉昔指 

出，雪州政府在2019年 

已拨出150万令吉提升 

州内的旅游景点及其设 

施。

他解释，截至10 

月;30日，州政府共耗资 

139万3000令吉提升州 

内数个旅游景点及其设

备。

雪州旅遊景點提升計劃
►计划 地点 部门 数额

提升Sri Berkat 
度假村

福隆港

(Bukit Fraser)

公共工程局 

(JKR )
130万令吉

提升苏丹阿都阿兹 

皇家展览馆的 

数码电子显示板

巴生苏丹阿都阿兹 

皇家展览馆 

(Galeri Diraja 
Sultan Abdul Aziz)

雪州

旅游局
3万令吉

士毛月热水湖的 

甘榜巴西崙鲁 

(Kampung Pasir 
Baru )美化工程

士毛月
乌鲁冷岳 

县土地局
6万3000令吉

总计 139万3000令吉

嘉玛莉亚建议雪州政府向卖珍奶的商家征收塑料费， 
以减少对环境污染现象。

嘉瑪莉亞：減少環境污染

應向珍奶店徵塑料費
K动党万达镇州议员嘉玛莉亚认 

为，雪州政府应向商家，尤其 

是售卖珍奶的商家征收塑料费，以减少对 

环境污染的现象。

她在辩论环节表示，随着珍珠奶茶 

潮，许多商业区出现多间珍珠奶茶店，塑 

料杯垃圾也随之增加因此，她认为州政 

府应向商家征收塑料费及给予使用纸杯的 

商家给予税务奖赏a

“同时，我也促请州政府尽快实行该 

建议，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同时，我也赞 

同州政府明年向商家收取每个塑料袋20仙 

的措施。”

促正视千百家新村及SS4D水灾

另外，她也吁请雪州政府关注及正视千百家新村及SS4D面 

对的闪电水灾问题a

她说，千百家新村及SS4D位于卡尤阿拉河旁，每逢雨季， 

该区就会面对闪电水灾问题，让居民蒙受不必要的损失。
“千百家新村及SS4D共120间住家在过去10月9日面对严 

重的闪电水灾，水位高约5呎，灾黎家中的家具及电器遭淹 

坏。”

她说，根据雪州水利灌溉局表示，卡尤阿拉河原本涵盖 
在2016年白沙罗河提升计划中，惟该计划截至目前为止仍未进 

行。

“居民日夜提心吊胆，担心再次发生闪电水灾。因此，我 
希望州政府关注千百家新村及SS4D闪电水灾问题。”

对米鲁丁（右起）与邓章钦（中）及罗兹雅在州议会上 
针对一些课题进行谈论。

嘉玛莉亚
建议州政府给予 

使用纸杯的商家 

税务奖赏。

羅茲雅：無固打分配

綜合微貸少華裔申請
#管企业发展及乡村 

与传统村发展事务 

的行政议员罗兹雅表示，尽 

管雪州综合微型贷款计划并 

不存在固打分配，惟鲜少华 

裔提出申请参与：

她在回答巫统士毛月 

州议员查卡利亚的口头提问 

及附加提问时表示，由于该 

计划的贷款数额不高，因此 

无法吸引华裔提出申请及参 

与：

“该计划同时开放给任 

何欲提升生活水平的人，包 
括单亲妈妈、青年及残障人 

士，欢迎他们提出申请。”

此外，她说，根据数 

据显7K，截至2019年6月为 

止，“平民变英雄” （Zero to 

Hero )贷款计划成功协助提升 

雪州单亲妈妈的收人达19%。

“该计划从2016年开 

始，截至今年8月为止，共有 

676名参与者，其中594人已达 

提升生意收人的目标，其余 
的82人则仍在学习屮-”

她说，该计划得到正面 

的反应及受到小型企..家的 

欢迎，其中能提供更多就业 

机会、提升社会生活水平及 

协助推动本地产品及本地旅 

游业：

鄭章欽：創新創業加速器計劃

20創投企業受惠
管雪州投资、T.商 

及中小型T.业事 

务的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表 

示，雪州政府透过雪州资讯 

科技与电子商务理事会推动 

的“雪兰莪创新创业加速器 

计划”，成功让20间有创意理 

念的创投企业受惠。

他在回答行动党杜顺大 

州议员艾德里的口头提问时 
表示，该计划是于2018及2019 

年推动，理事会通过雪州创 
投探索活动召集15个创投群 

组，并提出各种推广及发展 

创投领域相关的建议。
“该计划吸引60个创投

公司参与，被选中的企业将 
参与为期4个月的培训课程及 

有机会向投资者进行路演及 

投资机会。”
他说，共有20个创投 

企业受邀前往中国及印尼观 

摩；被选中的公司获得政府 

主要资助机构摇篮基金有限 
公司及Secure Angel Investment 

颁发摇篮投资计划。
“创投企业于201 8及 

2019年共取得2600万令吉的商 

品交易总额。因此，州政府 

将继续推行该计划，协助促 

进州内创投企业的发展。”

許來賢：巡邏監督

防農民露天焚燒
管雪州环境、绿色T.艺、消费人、科学、 

T艺及革新事务的行政议员许来贤指出， 

雪州政府将与农业及农基工业部合作，以确保农业 
T.作者以露天焚烧以外的方式进行农业活动d

他说，环境局（JAS)、巴生市议会及巴生土地 

局（PDT )将联手在巴生佐汉斯迪亚（Johan Setia )

进行巡逻及监督露天焚烧的农业丁作者。

他还说，雪州政府将对民众及农民实施有关环 

境教育和意识的计划，以便他们在环境保护的领域 

上能与政府一同合作，不再参与露天焚烧活动： 
他强调，在2003年环境素质法令中，有数项 

焚烧活动不被归类为露天焚烧，包括焚烧生病的植 

物、被感染的动物尸体等。

此外，当局将援引大马环境局1974年环境素质 

法令29A ( 2 )或29B条文被取缔违规者a

他补充，州政府可透过设立布告板、分发册子 

或使用媒体进行宣传，以提高民众对露天焚烧所带 

来的危害，并提高他们的环保意识。

法克魯拉茲：請州政府“開眼”

應修法解決外勞搶灘

$路州议员莫哈末法克 
""I""1鲁拉兹呼吁州政府 

“开眼”，修法解决外劳抢滩及 

霸占本地人经商的机会。

他说，由于地方政府面对执 

法权限上的受限，每次行动时，

只能向没营业执照的业者执法， 
如充公桌椅和营业Ti具等，无法 

有效根治问题。

“有时候，一些出租摊位的 

本地人还维护这些外籍人士，并 

辩称是本身的员工，让违例的外

劳得以脱身。”

他参与财政预算案辩论环节 

时表示，州政府应严惩违例者， 

积极去修改法令，继而保障本地 

人的权益a.

另外，莫哈末法克鲁拉兹指 

出，据他了解，雪州有地方政府 
延迟缴付达鲁益山（KEDB )垃 

圾集团清理费，这可能会影响到 

垃圾清理服务工作，希望州政府 

能关注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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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5日讯）妇女及 

家庭发展部支持以法律行动 

对付不照顾孩子的父母。

马新社报导，妇女部副 

部长杨巧双指出，根据2001 

年儿童法令条文，应该采取 

法律行动，确保父母更关注 

孩子福利。

“在儿童法令确实有条 

文，若父母让孩子暴露在风 

险中或存在疏忽问题，又或

楊巧雙：父母須懂養育技能

“疏於照顧孩子應嚴懲”
者父母没有仔细照顾孩子， 

可以采取行动。

“若有儿童没被照顾得 

好，我们（部门）支持援引 

这法令执法，让父母认真照 

顾孩子福利。”

她今日为养育孩子工作

坊主持开幕时，这么说。

武吉阿曼交通调查及执 

法部总监拿督阿兹斯曼昨R 

警告，若父母疏于照顾，让 

孩子成为蚊型脚车党危害自 

己及其他道路使用者性命， 

其父母将受到法律对付。

不过，杨巧双认为，有 

时不能完全归咎父母，因为 

有的孩子就算被责备及管教 

仍不听话，因此最重要是父 

母具备养育子女的技能。

她希望与孩子有沟通问 

题的父母可联络国家人口及 

家庭发展局（LPPKN )，以 

获取辅导援助及养育孩子课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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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思漢：處理固體廢料

11地方政府選用達魯益山
#管雪州 

地方政 

府、公共交通及新 

村发展事务的行政 

议员黄思汉指出， 
雪州12个地方政府 

当中，其中11个地 

方政府已选用达鲁 
益山集团（KDEB) 

协助处理固体废 

料，惟沙亚南市政 

厅（MBSA)尚未采 

用。

他说，该集团 

将11个地方政府的 

合约授予承包商

*巴生市议会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大型与园艺垃圾

*梳邦再也市议会

附加提問
黃瑞林：提局議會運

雪州議會會議

雪州议长

黄瑞林提醒州

议员若要附加

提问时，需在

30秒内完
30秒内完成提

问，而行政议
员也需要在3分

钟时间内作出

回应C

(沙亚南5日讯）为让雪州议会 

更有效运作，雪州议长黄瑞林提醒 

任何州议员需在30秒内完成口头提 

问环节的附加提问，避免发表冗长 

提问或意见。

黄瑞林向媒体指出，不少州议员过 

去喜欢在附加提问时发表过长的言论或 

提问，迟迟没有切人要点，拖延提问环 

节。

他说，为了不要浪费议会时间， 

让更多问题可以做出回应和探讨更多课 

题，所以他再次提醒所有州议员，需把 

握好附件提问的限制时间

州议会上设“交通灯”
“州议会上仍设有‘交通灯’，-

旦州议员在附加提问时快要20秒，就会 

亮‘黄灯’，若到超过30秒就会转换成 

‘红灯’，这时我就会出手制止继续提 

I可〇 ”

他补充，州议会过去已设交通灯， 

只不过有部分州议员提问时，依然超过 

限制的时间，为此特别在议会开始时做 

出提醒。

黄瑞林表示，行政议员也需在3分钟 

内完成回应，若有关课题非常重大，议 

长或副议长都会通融行政议员用更长时 

间作出冋应。

当记者询及会否限制提出附加提问 

的人数，他回应说，议长或副议长需胥 

视当下的状况，尤其需考量到时间和课 

题的重要性，所以目前并没有限制附加 

提问人数。

“明年可到泰農業展考察”

莫哈末賽再建議種大麻
团党而榄州议员 

.莫哈末赛今午再

度于州议会建议州政府考 

虑种植大麻。

他今午参与财政预算 

案辩论环节时说，泰国都 

合法化医疗用途的大麻， 

州政府可在明年到泰国农 

业展进行考察，他也可以 

对此亲丨1解释，相信州政 

府或州议员会对种植大麻 

大有改观。

他披露，他在今年3 

月于州议会发表感谢雪州 

苏丹施政御词时提出此建

议后，遭到许多人取笑， 

但其实外界对大麻用于医 

疗用途有很大误解。

“从农业的角度而 

n，我认为种植大麻有很 

大的潜质，甚至还可以出 

口大麻到国外。”

而榄缺照明 
建议增20街灯

莫哈末赛建议雪州政 

府每年拨款在其州选区建 

设20盏街灯，并让他决定 

街灯的地点和位置。

他指出，而榄区的道 

路因缺乏街灯照明，导致

每月内平均发生2至3宗死 

亡车祸或撞牛意外。

“由公共工程局 

(JKR)建设的街灯多数 

位于大道两旁，但往往忽 

略郊区情况，因此希望雪 

州政府每年能拨款在郊区 

建设20盏街灯，并由他决 

定街灯地点，如设在经常 

发生车祸处。”

他认为，如果州政府 

每年在其选区增设20盏路 

灯，那5年后，该区就会 

增加100盏路灯。

他补充，虽然雪州是 

我国发展最前卫及最富有 

的州属，但住在郊外地区 

的人民早有的福利却和城 

市地区有别。 开渉及930份台约，

指=

11

统双武隆州议员拿 

督兰苏丁再次点

多$
缺再
點

燃议会“口水战”，引发多 

名执政党希盟州议员打岔反 

驳！

三苏丁于今午参与财政 

预算案辩论环节时，直言雪 
州大臣阿米鲁丁提呈的2020 

年的财政预算案与去年毫无 

差别，甚至还有许多缺点。

他说，虽然州政府_ -直 

声称雪州的国内生产总值高 

举全国之首，但实际上雪州 

过去一直贡献超过20%,甚至 

. 在前大臣丹斯里卡立执政时

代，就有达到23.7%的高峰数 
ffi。

他直言，最令人垢病的 
是雪州储备金持续下跌，从 

卡立执政的2013年时高峰期 

的30亿令吉下跌到2018年21亿令吉。

“州政府无法增加财源增加储备金， 

显示如今的雪州大臣执政无方。”

□ □K

希盟议员纷打岔反驳

其中421份是固体垃圾、509公共卫生及大型与园艺垃圾。

=苏丁抨击雪州政府的储备金持续下 

跌一事，引起许多希盟州议员不满，纷纷 

站起来要求打岔作出反驳，但三苏丁屡次 

拒绝希盟州议员打岔，直到希盟州议员不 

断站起来插话，>.苏丁才“勉强”让路打 

岔。
万津州议员刘永山指出，他在2008年 

就担任州议员，依稀记得反对党州议员曾 

抨击雪州储备金增加，却不愿花费发展等 

同于事无补，如今州政府积极利用储备金 

于惠民计划，=苏丁却反指责州政府执政 

不力，造成储备金下跌的言论似乎非常矛 

盾。

同时，鹅唛斯迪亚州议员希尔曼也反 

驳说，州政府若不用储备金，又如何推动 

州内的经济发展。

面对希盟州议员的质疑，1苏丁反 

指他并非反对州政府利用储备金于惠民政 

策，而是储备金每年持续下跌，终有-天 

会耗尽，而他责怪州政府竟然没有想办法 

增加财源收人，却只一昧的花钱。

他强调，若要使用更多的预算，就要 

懂得从其他方面增加财源收人。

尽管三苏丁作出反驳后，但他的言论 

还是引起许多希盟州议员不满和打岔，惟 

他坚持不再“让路”，甚至大声脱口对希 

盟州议员说出“请坐下”。

由于二苏丁不肯再让路其他州议员打 

岔，希盟州议员也无可奈何，也碍于时间 

限制，苏丁过后就谈论其他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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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小看20仙污染費
20仙能买什么？ 一颗糖果？或是一个塑料袋？

雪州政府早在2010年1月9日推行每周六为“无 

塑料袋日”运动。各大购物广场不可在周六提供 

免费的塑料袋，若消费者欲索取塑料袋则需付费20 

仙，商家可将收集到的费用捐助慈善。
这项措施经过7年的适应期，州政府宣布从 

2017年1月1日起全面实行免用塑料袋及禁用保丽龙 

措施，加大力度禁塑。

自从免用塑料袋措施开始，许多民众为了不让 

商家“赚” 20仙，已养成自备环保袋购物的习惯， 

车上或手提袋都会备好环保袋。

惟仍有部分民众继续索取塑料袋，不在乎缴付 

区区20仙的污染费，有时甚至是商家主动提供免费 

塑料袋。

不少消费者应该都会纳闷，这20仙最终去了哪 

里？塑料袋的成本值20仙？商家“赚”了这20仙， 

是否有回馈社会？或是将这笔钱当成牟利用途？

无论如何，为了杜绝商家赚污染费牟利，州 

政府计划从明年1月1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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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小看这20仙，积少成多也是一笔庞大款 

额。过去，政府要求商家使用“污染费”进 

行企业社会责任活动，惟仍有部分商家没尽 

企业责任，而当成收入之一。

这20仙虽小，却也时刻提醒着我们，不 

要花钱污染环境，真的没有必要花钱“买” 

塑料袋。

当我们有计划前往购物时，为何不 
携带环保袋？希望民众加强醒觉意识， 

从自身开始减少使用塑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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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郑雨週（左起）及蔡倡蔚成功等到曹观友步出州议会，把 

备忘录移交到他手上。
郑雨週（左四起）及叶彩英等人移交备忘录给花芝娜。

(槟城5日讯）居民坚决反对在住宅区建电讯 

塔，槟州工程及基本设施委员会主席再里尔则引述 

权威和官方单位的数据和说法，指电讯塔对人体无 

害。

丹绒武雅珍珠山和巩固花园、卡巴星道 

Summer Place公寓及亲斤港Taman Seri Puteri组 

屋的约20名居民，今早到槟州议会（槟大会堂） 

外高举大字报抗议，并移交备忘录予槟首席部长曹 

观友，由也是丹狨武雅州议员再里尔的选区助理花 

芝娜代领。

陪同示威的社会主义前进阵线发起人蔡倡蔚 

及郑雨週，较后则成功等到曹观友步出州议会会 

场，把备忘录交到曹观友手上。 再里爾弓 指無害人體

再里尔（右三）在新闻发布会上，以数据来表示电讯塔的安全性c

再
里尔稍后在议会厅外召开新闻 

发布会，引述了权威和官方单 

-些数据和说法，以讲述电讯塔的安位的- 

全性。
他说，他于10月29日收到珍珠山居 

民的投诉信，指槟州水供机构的地段上兴 
建了电讯塔_

他说，当地居民投诉的2项亨情，分 

别是指电讯塔辐射会危害人体健康，以及 

没有与居民商讨就建电讯塔。

“我已向大马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 

反映上述问题，并在10月31日得到回覆， 

该委员会指当地的电讯塔安全及不危害 

附近居民的健康，也遵从了世界卫生组织 

(WHO)和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 

UCNIRP )的准绳。”

他说，该委员会也补充，卫生部及 

马来西亚核子机构做了各种的电讯塔辐射 
研究，所得结果与WHO及ICNIRP相符。

他强调.全世界科学家在这30年来 

已进行了 24万个有关电讯塔对生物系统的 

电磁场研究，WHO也做了总结，电讯塔 

电磁场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指建电讯塔无需与居民讨论程序

“根据马来西亚核子机构，电讯塔 

发射的信号被归纳为‘非电离射线’，是

微弱的信号，不会有辐射危害”
“现在是21此纪，是一切都要上网 

的时代，如果我现在叫大马通讯与多媒体 

委员会关掉信号发射器，我很确定所有人 

都会疯掉，我会收到更多投诉。”

针对珍珠山居民投诉当局在建电讯 

塔前，并没有与居民沟通，再里尔说，地 

方政府并没有建电讯塔前须与居民讨论的 

程序。

“再说，马来西亚通讯与多媒体委 

员会也认为没有必要，毕竟电讯塔就有如 

电灯柱、交通灯般，是基本设施

他也指，根据房地部建电讯塔准 
绳，高度45公尺以下的电讯塔，必须距离 

最近的建筑物至少20公尺，而珍珠山的电 

讯塔，则距离民宅约100公尺。

他说，如果居民的投诉有依据，如 

获得官方机构如核能机构、政府诊所或 

私人医院的证明，那州政府会1上采取行 

动。反之，州政府会依据现有的证实电讯 

塔安全的官方报告及证据，来看待电讯塔 

的建设.。

他也说，槟州如今有互联网连接 

大蓝图，也定下把槟州打造成“千兆城 

(Gigabit City) ”的11标，所以州政府有 

责任带领槟州朝向数字经济的发展前进。

多媒體委會.
建通訊基設fg展數字經濟

通
讯与多媒体委员会北 

马区主任理查阿都马 

列说，该会希望促进全国各地 
的通讯服务，在2020年财政预 

算案内也获得拨款，将在全国 

建设更多通讯基设，以发展我 

国的数字经济。

“我们希望获得大众的 

合作来推动上述措施，如果大 

家都反对，那么我们在建基设 

上就会遇到阻扰，而槟州成为 

智能城市的目标，或也将落 

空。，’

張美美：水源暴露在電訊塔輻射

在f

‘今导的示威，珍珠山 

L居民张美美申诉， 
当地现有2座电讯塔的150公尺 

范围内，是高密度住宅区，电 

讯塔也靠近槟州水供机构的水

槽。

她说，水槽与电讯塔的距 

离只不过数公尺，该水槽供应 

水源予当地居民，但是却暴露 

在电讯塔辐射之下。

黃田榮：火箭忘記曾反對建電訊塔

Summer Place公寓居民 

黃田荣则说，其公寓附 

近便有一座电讯塔，他要求州 

政府移除这些在住宅区的电讯 

塔，同时挑战再里尔辩论电讯 

塔是否无害。

“再里尔作为一名年轻 

议员，他已经忘记，行动党在 
2008年执政槟州前也曾反对建 

电讯塔，我希望他们还记得当 

初的这个原则。”

他说，再里尔曾发表“让 

电讯商自由选择地段建电讯 

塔”的K论，感到震惊。

指曹觀友保證 

先徵求居民同意

“槟州首席部长曹观友向

反对在住宅区兴建电讯塔的卡 

巴星道居民保证，电讯公司在 
架设5G电讯塔前，必须先征得 

居民同意，以作为州政府批准 
白條件*，

黄田荣今午通知媒体，指 

他在移交备忘录时与曹观友见 

面，获首长做出上述保证。他 

也致函向首长道谢。

他说，当地居民已于今年 
9月28日致函首长，要求把电讯 

塔搬离住宅区至少500公尺，这 

也是日落洞国会议员雷尔及双 

溪槟榔州议员林秀琴的承诺。
他也呼吁州政府遵循2015 

年电讯塔指南，即若电讯公司 

没有征得居民同意，那州政府 

将拒绝仟何拟建的电讯塔。

孫樹平：
無執照電訊塔操作半年

首
次挺身反对的新港Taman Seri 

Puteri组屋居民孙树平说，该 

组屋顶层目前有10个电讯塔，最新装 

置的电讯塔至今仍未获得执照，却已

蔡倡蔚促槟州政府，在解决电 

讯塔纠纷时，可考虑采纳“通讯民主 

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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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
>州首席部长曹 

观友说，在这 

个时代，各项消息都急速 

传播，而要控制假消总非 

易事，但n前仍有…些法 

令可监管假消息和不实言 

论。

他开玩笑地说：“迎 

来5G的时代，相信假消息 

会传播得更快。”

针对近年来的多项假 

消息，他说，州政府已向 

警方和多媒体及通讯委员 

会投报，案件也正在调查 

中

他指出，目前有通讯 

及多媒体法令、煽动法令 

和刑事法典等法令，可坩于对付发布 

假新闻或不实言论者。

他今日在州议会口头提问环节， 

冋答答眼达南区州议员沙迪斯提问关 

于州政府打击假新闻的措施。

曹观友说，虽然废除假新闻法 

令法案已在国会下议院通过，但却在 

上议院卡关。不过，该法案一年行还 

可以再度提呈，届时不需要通过上议 

院

@州首席部长曹观友说，州政府将考虑及时公 

布当局履行槟岛南部填海计划环境影响报告 

(EIA )附带72项条件的最新进展。

他今日江槟州第14届第2季第2次议会口头提问环节 

时，针对双溪赖区州议员尤索夫建议州政府拟出清单， 

以便让公众监督时这么说。

“我们可以像希盟列出竞选宣言已兑现的承诺那

样："
他说，该计划的的环境评估报告（EIA)于今年6 

月25日获环境局批准，也符合《1974年环境素质法》第 

34A (3)条文。州政府需遵守所有相关条件，也承诺在 

获得所有批准前，不会执行该计划。

“当M江执行该计划前需要遵守数个条件，包括提 

呈环境管理计划（EMP)，以及在工程进行期间监督水 

质、空气素质和噪音等。”

惠槟未来工业经济发展

他强调，每项计划都有正、反面。此计划对槟州未 

来工业和经济发展有好处，但却造成生态冲击。不过， 

当局将就负面的课题，提供解决和纾缓方案，也将在环 

境局的监督下遵守条件。
另外，他指出，EIA的300万令吉费用先由计划执 

行伙伴SRS支付，随后州政府再根据工程交付伙伴合约 

(IWA)内容支付。

李凱倫：稅收不多影響不大

建議廉屋續豁免門牌稅
U章武莫区州议员李凯伦建议，槟州政府不妨延续早前

^^豁免廉价屋、中廉价屋门牌税的政策，以让B40群体受 

惠。

他在新闻发布会上针对槟威两地地方政府调整门牌税-事 

说，他认为廉价M,中廉价屋的门牌税收入不大，在槟威两地的 

4500万令吉及3900万令吉额外收人中，所占比例不高，影响也不 

大。

魏晓隆：涨税须提升公共服务素质

武吉丁雅区州议员魏晓隆则说，槟威两地地方政府既然决定 

调涨门牌税，那就必须提升公共服务素质。

他认为槟州地方政府应该检视市议员的委任及运作方式，他 
以八打灵冉也市政厅为例，指该厅的行政面积为97平方公里，但 

其24名市议员人数，却与行政面积达747平方公里的威省市政厅相 

冋。
“第二，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有规划市议员在哪区服务，反观 

槟州并没有，因此槟州不妨参考，让市议员能为人民提供更好服 
务〇 ’’

魏晓隆也说，门牌税调涨，但威省市政厅却没有为所有甘榜

诺丽拉（左起）、魏晓隆、李凯伦召开新闻发布会。

提供清洁服务，更有官员指甘榜村民所支付的门牌税率较 

低，所以无法获得与住宅区相同水平的服务。

“我认为，这理由是不合理和具歧视性的。”

他说，雪兰莪与沙巴的市议会，都有把服务扩展到甘 

榜，因为甘榜部分人也有支付门牌税。
他也呼吁州政府施压联邦政府以恢复地方选举，让人民 

选出能代表他们的市议员。
本南地区州议员诺丽拉则说，威省目前已有SP Arena会 

展中心，她不明白为何需要再耗资3000万令吉来兴建柏达会 

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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