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hah Alam: Sebanyak 290 tong
mengandungi bahankimia dijum-
pai dibuang pihak tidak bertang-
gungjawab di tebing SungaiKlang
di Kampung Kandan Dalam, Pu-
chong, dekat sini, Selasa lalu.
EXCO Alam Sekitar, Teknologi

Hijau, Sains, Teknologi dan Ino-
vasi (STI) dan Hal Ehwal Peng-
guna Selangor, Hee Loy Sian, ber-
kata siasatan mendapati bahan
kimia itu adalah Glycerin, sejenis
bahanyangbanyakdigunakanda-
lam industri makanan.
“Bahan kimia itu tidak berba-

haya serta diklasifikasikan tidak

reaktif dan higroskopis. Jabatan
Alam Sekitar (JAS) mengambil
sampel daripada semua tong yang
mempunyai bahan kimia itu un-
tuk siasatan lanjut.
“Terdapat 300 tong biru dijum-

pai di kawasan itu, tetapi hanya
290 masih mempunyai bahan ki-
mia di dalamnya, manakala 10
tong lagi sudah kosong, mungkin
isinya sudah di buang ke dalam
sungai berkenaan.
“Kerja membersihkan kawasan

itu juga sedang dijalankan kon-
traktor yang dilantik dan dijang-
ka selesai hari ini atau selewat-le-

Buang 290 tong bahan
kimia tepi Sungai Klang

watnya esok,” katanya di lobi De-
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
langor di sini, semalam.
Loy Sian berkata, siasatan lan-

jut dijalankan bagi mengenal pas-
ti syarikat yang sepatutnya ber-
tanggungjawab dalam kes pem-
buangan tong bahan kimia ber-
kenaan di kawasan itu.
“Kita syak perbuatan ini dibuat

kontraktor yang dilantik untuk
melupuskan bahan kimia. Mere-
ka hendak mengambil jalan mu-
dah dengan membuangnya di ka-
wasan berhampiran dengan
sungai,” katanya. BERNAMA

Unit Pengurusan Bencana Negeri (UPBN) bersama Jabatan Pengairan dan
Saliran memindahkan tong yang mengandungi kimia Glycerine, di Kampung
Kandan Dalam, Puchong. (Foto Ihsan UP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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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KR bina tembok
halang aktiviti

Oleh Syalikha Sazili
syalikha@bh.com.my

Gombak: Jabatan Kerja Raya
(JKR) akanmembina tembokkon-
krit di 10 tapak pembuangan sam-
pah haram bagi membendung pi-
hak tidak bertanggungjawab me-
neruskan pencemaran alam se-
kitar itu.
Kawasan terbabit ialah Sungai

Pusu, Batu 8 Gombak, Kundang,
Kuang, Kepong, Batu Caves, Ra-
wang dan Batu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Gombak Setia, Muham-

madHilman Idham, berkata, pem-
buangan sampah secara haram
ini bukan kali pertama, dan ia
adalah cabaran yang turut diha-
dapi di setiap sempadan negeri.
“Hari ini kita laksanakan ope-

rasi bersepadu antara kerajaan
negeri, JKRGombak, JabatanHu-
tan dan Pusat Khidmat Rakyat
bagi kerja pembersihan sampah
di tapak sampah haram ini.
“Lebih lima tan sampah ada di

sini dan memerlukan masa se-
minggu untuk membersihkannya
dengan mengambil kira cerun
yang agak curam ini.
“Tapak haram ini jadi tumpuan

individu atau syarikat kontraktor
untuk mengambil jalan mudah
membuang sampah kerana kawa-
san ini sunyi dan tiada kedia-
man,” katanya ketika ditemui
pada tapak pembuangan sampah
haram di Jalan Gombak, di sini,
semalam.
Kerja pembersihan mengguna-

kan traktor sampah mengambil

masa lebih tiga jam bagi mem-
bersihkan sebahagian sampah di
kawasan itu.
Turut hadir, Pengarah Jabatan

Pengurusan Sisa Pepejal dan Ke-
sihatan (JPSPK) Majlis Perban-
daran Selayang (MPS), Affendei
Samingan; Jurutera JKR Gom-
bak, Sompang Pichan dan Pega-
wai Hutan Daerah Selangor Te-
ngah, Khairul NizamMohamed.
MuhammadHilmanberkata, pi-

haknya sedang berbincang de-
ngan JKR bagi menambah pen-
cahayaan di kawasan berkenaan.
“Kebiasaannya operasi pem-

buangan sampah haram ini di-
jalankan pada waktu malam, jadi
kita mahu tambah lampu di ka-
wasan ini.
“Saya juga sedang membuat

permohonanuntuktambahpapan
tanda bagi kempen kelestarian
alam sekitar,” katanya.
Sebelumini,DekanFakultiSeni

dan Komunikasi Universiti Help,
Andy Hickson membangkitkan

isu pembuangan sampah haram
yang berleluasa di Jalan Gom-
bak.
Longgokan sampah itu menye-

babkan ketidakselesaan pendu-
duk berhampiran Hospital Orang
Asli Gombak.

Turut dikenal pasti sisa maka-
nandaripada syarikat perkhidma-
tan penghantaran makanan da-
lam talian, Foodpanda, dan sya-
rikat itu dilaporkan akan men-
jalankan siasatan terhadap dak-
waan berkenaan.

Tapak pembuangan sampah haram di Jalan Gombak

Pihak berkuasa
laksana operasi
bersepadu kekang
tindakan tak
bertanggungjawab

Hilman ditemui media selepas meninjau kawasan pembuangan sampah
haram di Jalan Gombak-Bentong, semalam. (Foto Rosdan Wahid/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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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er ditegur guna botol plastik
EXCO peringat
larangan bawa
bahan terbabit
ke semua
premis kerajaan
Oleh Khairul Azran Hussin
khaiazr@bh.com.my

Shah Alam: Sidang Dewan Ne-
geri Selangor (DUN) semalam, ga-
mat seketika selepas seorang wa-
kil rakyat menegur Speaker, Ng
Suee Lim kerana membawa botol
minuman plastik ketika bersi-
dang.
EXCO Alam Sekitar, Teknologi

Hijau, Sains, Teknologi dan Ino-
vasi dan Hal Ehwal Pengguna,
Hee Loy Sian, berkata semua pi-
hak sepatutnya sedar berhubung
larangan membawa bekas maka-
nan atau minuman plastik di se-
mua premis kerajaan bermula 1
Julai lalu.
“Oleh itu, saya tidak pasti ke-

napa Speaker masih mengguna-
kan botol plastik ini,” katanya

berseloroh sambil disambut de-
ngan sorakan semua ADUN.
Bagaimanapun, Suee Lim me-

nerima teguran itu dengan baik
dan akanmemastikan perkara itu
tidak berulang lagi.
“Terima kasih atas nasihat, sa-

ya akanmenambah baik padama-
sa hadapan,” katanya.
Selepas kempen bebas penggu-

naanbekaspolisterinadanbegplas-
tik berkuat kuasa 1 Januari 2016,
Kerajaan Selangor pada 1 Julai lalu
memulakankempenhindari penye-

dut minuman plastik.
Ini adalah antara usahamengu-

rangkan penggunaan penyedut
minuman plastik, bagaimanapun
penguatkuasaan larangan peng-
gunaan bahan itu hanya akan di-
jalankan pada 2025.

Sementara itu, Loji Rawatan
Air (LRA) Langat 2 fasa satu dan
dua dijadualkan mula beroperasi
pada Januari 2020, sekali gus me-
ningkatkan rizab air negeri ini ke
paras lebih tinggi.
EXCO Infrastruktur dan Kemu-

dahan Awam, Pemodenan Perta-
nian dan Industri Asas Tani, Iz-
ham Hashim, berkata ketika ini
LRA Langat 2 fasa satu dan dua
dalam proses percubaan bagi me-
mastikan ia mampu memenuhi
permintaan bekalan air di Lem-
bah Klang.
“Buat permulaan LRA Langat

satu dan dua akan mula mem-
bekalkan sebanyak 325 juta liter
air sehari (MLD)bermula Januari
tahun hadapan.
“PadaMac tahun hadapan juga,

sebanyak 240 MLD lagi akan di-
bekalkan menjadikan jumlah ke-
seluruhan bekalan air yang di-
salurkan LRA Langat 2 fasa satu
dan dua adalah 565 MLD.
“Sebenarnya pembinaan LRA

Langat membabitkan banyak pe-
ringkat. LRA Langat 2 fasa satu
dan dua sudah siap serta bersedia
untukberoperasi,”katanyaketika
ditemui pemberita di lobi DUN
Selangor.

Sidang DUN Selangor

Loy Sian berucap pada sidang DUN di Shah Alam, semalam. [Foto Faiz Anuar/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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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k bahan kimia
masuk Sungai Klang

Shah Alam: Puluhan tong
berisi sisa buangan kimia
gliserin yang ditemui di ka-
wasan tanah lapang berse-
belahan Sungai Klang di
Kampung Kandan Dalam
Puchong dialihkan kontrak-
tor dilantik Jabatan Pengai-
ran dan Saliran (JPS) Se-
langor, semalam.
Unit Pengurusan Bencana

Negeri Selangor (UPBN) da-
lam satu kenyataan, sema-
lam berkata, tong berkenaan
dialihkan bagi mengelakkan
bahan berkenaan memasuki
aliran Sungai Klang.
Kenyataan itu berka-

ta, UPBN Selangor
membuat pe-
mantauan da-
rat dan uda-
ra di lokasi
kejadian
tumpahan

bahan buangan sisa kimia
dan mendapati ada tumpa-
han bahan kimia gliserin
yang diletakkan di sebuah
kawasan lapang itu.
“Susulan itu, JPS melantik

kontraktor untuk mengalih-
kan sebahagian tong
yang terletak berhampiran
sungai.
“Kerja pengalihan tong

berkenaan dijalan-
kan dengan
bantuan kren
dan dibuat
bagi
menge-
lakkan
berlaku

tumpahan sisa kimia itu ke
dalam Sungai Klang,” kata-
nya.
Pada masa sama, UPBN

turut menampal notis tanpa
tempoh di kawasan binaan
haram itu.
“Kawasan berkenaan kini

selamat dan terkawal,” ka-
tanya.
Berdasarkan rakaman di-

buat dron milik UPBN Se-
langor, berpuluh-puluh tong
itu dikesan diletakkan di te-
bing Sungai Klang selain ke-
lihatan sisa dipercayai da-
ripada industri pembinaan
turut ada di tebing sungai
berkenaan.

UPBN bersama JPS memindahkan tong yang mengandungi sisa kimia gliserin di Kampung Kandan
Dalam Puchong.

Kawasan
berkenaan kini
selamat dan
terka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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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ta tujuh empangan
Bertujuan 

melindungi rizab 
sungai daripada 

gangguan dan 
pencemaran

SHAH ALAM

K erajaan Selangor 
melalui Lembaga 
Urus Air Sela-

ngor (LUAS) telah me-
wartakan kesemua tu-
juh empangan di 
negeri itu di bawah 
Seksyen 48, Enakmen LUAS 
1999.

Selain itu, sebanyak 413 dari-
pada 1,026 sungai kini turut me-
lalui proses pewartaan di bawah 
peruntukan sama.

ASYRAF MUHAMMAD

Exco Alam 
Sekitar, Tekno-

logi Hijau, Sains, Teknologi dan 
Inovasi (STI) dan Hal Ehwal 
Pengguna Selangor, Hee Loy Sian 
berkata, pewartaan itu bertujuan 
melindungi rizab sungai daripada 
gangguan atau pencemaran.

“LUAS dan Pengurusan Air 
Selangor Sdn Bhd (Air Selangor) 
juga telah membangunkan bebe-
rapa stesen telemetri kualiti air di 
hulu dari muka sauk sebagai 
amaran awal jika berlaku pence-
maran,” katanya pada Mesyuarat 
Ketiga (Bajet) Penggal Kedua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ke 14 di sini semalam.

Loy Sian berkata demikian 
bagi menjawab pertanyaan lisan 
Datuk Mohd Shamsudin Lias 
(BN-Sungai Burong) berhubung 
usaha kerajaan negeri mengge-
lakkan pencemaran sungai beru-
lang.

Loy Sian berkata, LUAS telah 
menubuhkan Jawatankuasa Pe-
muliharaan Sungai-Sungai Ne-
geri Selangor dan menggalakkan 
penglibatan agensi, komuniti, 
pertubuhan bukan kerajaan dan 
pihak berkepentingan bersama 
memulihara sumber itu.

“Pemantauan berkala dilak-
sanakan oleh LUAS bersama 
agensi berkaitan bagi memasti-
kan sumber air dan kawasan ta-
dahannya terpelihara.

“Penguatkuasaan bersepadu 
juga sentiasa dilaksanakan meli-
batkan siasatan, notis dan penge-
luaran kompaun termasuk pen-
dakwaan di mahkamah,” katanya.

Suasana Sidang DUN Selangor semalam.SIDANG DUN 
SELANGOR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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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 bersama 
pengusaha bubble tea
SHAH ALAM - Kerajaan 
Selangor akan mengadakan sesi 
dialog bersama pengusaha 
minuman bubble tea supaya 
menyokong Kempen Bebas 
Plastik. 

Exco Alam Sekitar, 
Teknologi Hijau, Sains, 
Teknologi dan Inovasi (STI) dan 
Hal Ehwal Pengguna Selangor, 
Hee Loy Sian berkata, kerajaan 
menggalakkan pengusaha 
terbabit menggunakan bahan 
alternatif lain. 

“Minuman bubble tea ini 
merupakan satu trend dan 
bilangan pengusahanya semakin 
meningkat di Subang Jaya, 
Petaling Jaya dan Kajang.

“Jadi kita minta mereka 
fikirkan bagaimana untuk 
membantu kerajaan 
mengurangkan penggunaan 
plastik pada masa akan datang 
di samping menjana 
keuntungan,”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ketika menjawab soalan 
tambahan Jamaliah Jamaluddin 
(DAP-Bandar Ut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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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vensyen Program Tunas Niaga (PROTUNe) rai usahawan muda
SHAH ALAM - Konven-
syen Program Tunas Nia-
ga (PROTUNe) peringkat 
negeri Selangor kali ke-21 
disertai 50 sekolah di selu-
ruh negeri membabitkan 
1,250 peserta terdiri dari-
pada pelajar Tingkatan Satu 
sehingga Tingkatan Lima.

Konvensyen yang diser-
tai 100 guru pembimbing itu 
membuktikan Perbadanan 
Kemajuan Negeri Selangor 
(PKNS) terus komited mela-
hirkan generasi usahawan 
sesuai hasrat kerajaan meran-
cakkan ekonomi melalui klus-
ter kecemerlangan.

Ketua Pegawai Eksekutif 
PKNS, Datuk Mohd Azizi Mohd Zain 
berkata, sejak dilaksanakan 20 tahun lalu, 
program PROTUNe melahirkan 24,325 
usahawan muda membabitkan 975 sya-
rikat didaftarkan sebagai Sdn Bhd.

“Bermula Februari hingga September 
tahun ini ramai usahawan muda berjaya 
menjual produk mereka,” katanya selepas 
merasmikan Konvensyen Program Tu-
nas Niaga (PROTUNe) kali ke-21 di 
Hotel De Palma, Seksyen 19 di sini se-
malam.

Mohd Azizi berkata, pada program 
PROTUNe itu juga turut diadakan satu 
pertandingan dengan setiap sekolah per-
lu menubuhkan syarikat dan mengusa-

paian mereka mengendalikan syarikat 
yang ditubuhkan.

“Ini kerana terdapat peningkatan 
jumlah keuntungan yang direkodkan 
berbanding tahun sebelumnya iaitu se-
banyak RM30,000,” katanya.

Proram berkenaan dianjurkan PKNS 
dengan kerjasama Jabatan Pendidikan 
Negeri Selangor.

Sebanyak 12 anugerah dipertanding-
kan antaranya Anugerah Hartawan Sai-
dina 3x, Anugerah Harapan, Anugerah 
Produk Kreatif Terbaik, Anugerah Pro-
duk Inovasi Terbaik, Anugerah Perkhid-
matan Terbaik, Anugerah Laporan Ke-

wangan Terbaik, Anugerah Pekerja 
Terbaik, Anugerah Ketua Pegawai Ekse-
kutif Terbaik, Anugerah Pengetua Ter-
baik, Anugerah Sekolah Terbaik, Anu-
gerah Persembahan Terbaik dan 
Anugerah Syarikat Terbaik.

Manakala bagi peserta Program Pe-
rintis Usahawan(PPU) terdapat lima 
anugerah dipertandingkan iaitu Anuge-
rah Persembahan Pentas Terbaik (PPU 
2019), Anugerah Jualan Terbaik Keselu-
ruhan PPU 2019, Kejohanan Hartawan 
Saidina 3x Terbaik PPU 2019, Anugerah 
Guru Besar Perintis Terbaik 2019 dan 
Anugerah Guru Perintis Terbaik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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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an jualan barangan.
Katanya, pertandingan itu berjaya 

mencapai sasarannya apabila syarikat 
yang beroperasi tahun ini berjaya mem-
peroleh rekod jualan berjumlah RM2.7 
juta dan mencatatkan keuntungan kese-
luruhan hampir RM700,000.

“PKNS berbangga dengan penca-

Bermula Februari 
hingga September 

tahun ini ramai 
usahawan muda berjaya 
menjual produk mereka." 
- Mohd Azi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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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nerusi perkhidmatan itu, KSSB menubuhkan anak syarikat baharu dikenali 
sebagai KSSB Consult Sdn Bhd (KSSB Consult) yang diperbadankan di bawah 
Akta Syarikat 2016 pada 11 Oktober lalu.
Ketua Jabatan Perhubungan Teknikal KSSB, Muhammad Faiz Zainuddin 

berkata, cetusan idea untuk penubuhan KSSB Consult adalah retetan daripada kesukaran 
dihadapi pihaknya sebelum ini dalam menyediakan kajian Penilaian Impak Alam Sekitar 
(EIA) dan Operasi Skim Perlombongan (OMS) untuk penilaian Jabatan-jabatan Teknikal.

“Sebelum sebarang aktiviti perlombongan dijalankan, kami perlu serahkan kajian EIA 
dan OMS ini kepada Jabatan Teknikal seperti Jabatan Mineral dan Geosains (JMG), 
Lembaga Urus Air Selangor (LUAS), Jabatan Alam Sekitar (JAS), Jabatan Pengairan 
dan Saliran (JPS), Jabatan Kerja Raya (JKR) serta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untuk 
penilaian dalam bidang kuasa agensi masing-masing. 

“Bagi penyediaan laporan kajian ini, kami pada mulanya terpaksa mengupah konsultan 
luar dan mengeluarkan belanja yang besar.

“Malah, tempoh masa yang diambil bagi penyediakan laporan kajian EIA dan OMS juga 
memakan masa antara enam bulan sehingga dua tahun,” katanya kepada Sinar Harian.

Muhammad Faiz berkata, lebih merumitkan, konsultan yang diupah oleh KSSB sebelum 
ini tidak memainkan peranan dengan sebaiknya dalam penyediaan laporan kajian EIA dan 
OMS.

Mampu jana perolehan pendapatan 
baharu menerusi tenaga kerja dalaman

KSSB Consult tawar 
khidmat konsultasi

Kumpulan Semesta Sdn Bhd (KSSB) mengambil peluang 

untuk menambah perolehan pendapatannya dengan 

menawarkan perkhidmatan konsultasi berkaitan aktiviti 

perlombongan.

membolehkan penyediaan laporan EIA dan OMS tersebut dijalankan sendiri oleh 
kakitangan KSSB yang turut berkemahiran dan berkelayakan.

Beliau berkata, khidmat penyediaan laporan tersebut dapat ditawarkan kepada 
pihak lain dan memberikan pulangan pendapatan kepada KSSB.

“Maka atas dasar itu, KSSB Consult ditubuhkan selaras bagi menambahkan 
perkhidmatan kami di samping mengurangkan kos yang dikeluarkan kepada 
 konsultan luar sebelum ini.

“KSSB Consult dapat memberikan nilai tambah kepada perkhidmatan sedia ada 
kami yang sebelum ini hanya memfokuskan kepada aktiviti perlombongan dan cuci 
gali pasir,” katanya.

Sementara itu, Ketua Pegawai Perundangan KSSB Consult, Dazrin Darbi 
berkata, penubuhan anak syarikat baharu itu dapat menjadi model terbaik dalam 
penyampaian perkhidmatan konsultasi melibatkan aktiviti perlombongan.

Beliau berkata, sebelum ini tiada Prosedur Operasi Standard (SOP) atau piawaian 
ditetapkan, cuma yang ada hanyalah amalan dan prosedur yang berdasarkan 
aktiviti- aktiviti perlombongan dan pengorekkan sungai yang sedia ada.

“Walaupun terdapat akta, tetapi apa yang kita laksanakan adalah amalan praktis 
sebenar yang sepatutnya diguna pakai (dalam perkhidmatan pengurusan dan 
konsultasi perlombongan),” katanya.

Selain itu, Dazrin berkata, KSSB Consult juga akan memainkan peranan 
dalam beberapa aktiviti komersial lain melibatkan penyediaan dokumen, borang 
permohonan, kajian, pelan, spesifikasi, laporan dan kertas cadangan. 

Menurutnya, kajian impak yang dilaksanakan oleh KSSB Consult turut mengambil 
kira aspek alam persekitaran melibatkan flora dan fauna bagi mengenal pasti sama 
ada terdapat spesies tumbuhan atau haiwan yang dikategorikan sebagai hampir 
pupus.

“Kita juga mengkaji kesan sebarang aktiviti yang dijalankan terhadap penduduk 
asal di sesuatu kawasan dalam penyediaan laporan ini.

“Sebarang bentuk aktiviti perlombongan mahupun pembinaan semestinya akan 
memberi kesan kepada persekitaran dan komuniti, tapi apa yang penting adalah 
bagaimana kita mengawalnya dan menguruskan risiko yang telah dikenalpasti dari 
berlaku. 

“Semua ini akan dimasukkan dalam laporan kajian impak supaya apabila 
pemantauan dibuat, kita memiliki satu sumber rujukan yang boleh dijadikan panduan 
kepada pemaju atau pelombong,” katanya.

Katanya, ia dapat 
dilihat dengan jelas apabila 
konsultan dilantik sebelum 
ini gagal mempertahankan 
laporan kajian mereka 
ketika dibentangkan kepada 
Jabatan-jabatan Teknikal 
terlibat.

“Konsultan hanya 
mempunyai pengetahuan 
dalam menyediakan laporan 
namun mereka tidak 
berada di lapangan untuk 
mengetahui situasi sebenar 
di sana.

“Justeru, kami di KSSB 
mula berfikir mengapa perlu 
kami mengeluarkan kos yang 
mahal kepada konsultan ini 
sedangkan mereka sendiri 
gagal membentangkan dan 
mempertahankan laporan 
yang dibawa ke Jabatan-
jabatan Teknikal ini,” 
katanya.

Oleh sebab demikian, 
Muhammad Faiz berkata 
satu cadangan telah dibawa 
ke peringkat atasan bagi 

Dazrin

Faiz

Pemantauan Kualiti Udara di sekitar tapak operasi

KSSB mula berfikir mengapa perlu kami 
mengeluarkan kos yang mahal kepada konsultan ini 
sedangkan mereka sendiri gagal membentangkan 
dan mempertahankan laporan yang dibawa ke 
Jabatan-jabatan Teknikal ini

Aktiviti 
Ekplorasi 

Bahan Batuan 
dan Mi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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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drawing up guidelines to check operators of unlicensed hostels. >4 

Guidelines on illegal 
hostels being planned 
S'gor to check on owners converting their houses for profit 
GUIDELINES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unli-
censed hostels is being drawn up following 
an increase in such operations from houses 
in Selangor. 

Terrace houses, which are illegally reno-
vated and fitted with partitions, are pre-
dominant in Subang Jaya, Petaling Jaya and 
Shah Alam. 

"We are working on the guidelines as fast 
as possible," said Ng Sze Han (PH-Kinrara). 

"Now the respective local councils are in 
the process of collecting data and we will 
see what guidelines work for everyone 
statewide." 

Sze Han, who is also the local govern-
ment, public transport and new village 
development committee chairman said this 
in response to a question from Michelle Ng 
(PH-Subang Jaya). 

Michelle said guidelines for hostels 
drawn up before 2016 existed but were not 
used after that. 

"Why don't we just use those guidelines 
for all other local councils instead of draw-
ing up a new one?" she asked. 

Elizabeth Wong (PH-Bukit Lanjan) also 
asked if the new guidelines, once finalised, 
would be used on existing illegal hostels or 
would the operators be given amnesty. 

Sze Han said the guidelines for Subang 
Jaya, which was localised to the area, might 
not be suitable for other areas in Selangor. 

He said the new guidelines would take 
into account all aspects so it could apply 
statewide. 

Unlicensed hostel owners, he said would 
not be let off the hook easily and would 
have to toe the line. 

"If the operators do not follow the guide-
lines, then enforcement action will be taken 
against them, including asking them to 
restore the building to its original state," 
said Sze Han. 

He added that owners who turned their 
homes into hostels without approval from 
the local council could be fined up to 
RM25.000 and an additional RM500 for 
every offence after the first notice. 

On a separate matter, state housing and 

urban living committee chairman Haniza 
Talha said owners of Selangor's affordable 
home project Rumah Idaman Rakyat 
Selangor were reminded not to rent or sell 
their properties within the first five years. 

"Owners who break the rules will face 
action. 

"There is however an exception where 
owners can appeal to rent out their unit if 
they have a good reason such as being 
transferred for work to another area," she 
said. 

Haniza said this in response to a question 
by Datuk Mohd Imran Tamrin (BN-Sungai 
Panjang) and Rajiv Rishyakaran (PH-Bukit 
Gasing) who wanted to know if action 
would be taken against the rule breakers. 

She added that discussions were taking 
place on the possibility of legalising this as 

part of the sale and purchase agreement. 
"We are discussing these things with 

developers and if this happens, the rule 
becomes legally binding," she said. 

Haniza said Rumah Idaman was an 
improved version of Rumah Selangorku 
where the houses, inclusive of fitting and 
furniture, were handed over to purchasers. 

The scheme is open to first homebuyers, 
aged 18 years and above, with a monthly 
household income of RM10,000 and below. 

There are two pilot projects in Kajang 
that are awaiting planning permits. 

"Action will also be taken against those 
who rent out the units to foreigners, reno-
vate illegally, or turn them into hostels. 

"Our enforcement team will check based 
on complaints received and take the neces-
sary action," she said. 

Guidelines on illegal hostels are being drawn up by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 File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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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ugal budget, 
smart choices 
With a smaller expenditure planned for next year, 
Selangor is prioritising digit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benefits for the urban poor.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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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rudin tabling Selangor's Budget 2020 at the state assembly. On his right is Teng. 

RM300mil for six-year 
Smart Selangor initiative 
By OH ING YEEN 
ingyeen@thestar.com.my 

MORE than 50% of Selangor's Budget 2020 is 
focused on developing infrastructure 
towards meeting its Smart State 2025 vision. 

Mentri Besar Amirudin Shari said the state 
spent RM47mil three years ago and next 
year, RM50mil has been allocated for the 
programme. 

"It is estimated that RM300mil will be allo-
cated in the next six years for the Smart 
State programme.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boost invest-
ments and spur the economy, such as the 
aerospace industry," he told reporters after 
tabling the budget at the Selangor state 
assembly. 

Amirudin announced a frugal budget of 
RM2.33bil for 2020 last Friday.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amount was 
slightly lower than 2019's budget of 
RM2.56bil and the RM3.12bil for 2018. 

Of the RM2.33bil, 51.44% amounting to 
RM1.2bil would go towards administrative 
expenditure and the remaining 48.56% of 
RM1.13bil is allocated for development costs. 

The state's Budget 2020 will focus on five 
main trusts - boosting the state economy, 
education, safety, health and social aspects. 

In line with the theme Selangor Negeri 
Unggul, Kehidupan Bermartabat, Budget 2020 
wa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following strate-
gies, namely generating and empowering 
state economic growth, providing top educa-
tion agenda, establishing a safe and healthy 
state, and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sustaina-
bility. 

The estimated revenue for 2020 is 
RM2.2bil with land premium as the main 
contributor at RM968.40mil (44.02%), fol-
lowed by land tax at RM568.21mil (25.83%), 
and federal allocation of RM224.84mil (10.22 
%). 

Smart Selangor 
To achieve Premier Smart State by 2025, 

Amirudin said the state government would 
continue with its Smart Selangor initiative. 

This is to be done by developing smart 
solutions and an integrated platform 
between the local authorities and state 
departments, improve quality of public secu-
rity monitoring, and the state government's 
digital infrastructure. 

MB: State seeks support of investors, 
private sector to match allocation 
Selangor Budget 2020 

RM2.33bi i 

RM2.2b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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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such, the state is allocating RM300mil 
for the Smart Selangor initiative for six years 
with RM50mil for 2020 alone. 

"We are confident that investors and the 
private sector will support this effort by 
matching the sum at a ratio of 1:1, making 
the funds RM600mil," he said. 

Commenting on the budget, Selangor 
investment, industry and trade, small and 
medium industries committee chairman 
Datuk Teng Chang Khim said Smart Selangor 
was the highlight of the state's Budget 2020. 

"RM300mil is allocated for a span of six 
years, at RM50mil per year, this is the high-
est amount by any state government for such 
a project," he said. 

Among the things to look out for are facial 
recognition cameras, upgrades to traffic 
management, and amenities for a cashless 
society. 

"Each council will have 1,000 cameras 
installed. It can help reduce the crime rate. 
There will be a date and command centre. 

"With a computing cloud, it can be con-

nected to JPJ (Road Transport Department) 
and the police," he said, adding that this was 
not an ad hoc project but a comprehensive 
plan. 

Teng said a 243ha infra-ready land in 
Sepang has been identified for the electronic 
and electrical sector. 

"We will collaborate with private develop-
ers to promote this area as the single largest 
dedicated industry area for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he said. 

Teng said an 809ha private land within the 
3S belt of Serendah, Subang, and Sepang, has 
been identified and is set to be developed as 
the largest aerospace park in the country. 

'It will take approximately five years to 
complete and we hope Selangor will become 
the aerospace hub in the region," he said. 

Since the Smart Selangor initiative was 
announced in 2016, it has achieved 26% of 
its goals. 

Among the achievements includ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lligent Response 
Selangor to solve public compl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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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will start its inaugural food bank for the urban poor with a RM5mil fund. -

The Smart Selangor Parking app allows 
users to pay for parking and compounds 
online for most councils in Selangor. 

Help for urban poor 
Amirudin said the Selangor Food Bank 

Programme, its inaugural one, would receive 
an initial funding of RM5mil to help the 
urban poor. 

"According to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 2019 
report, one out of nine people face nutrient 
problems. 

"The Selangor Food Bank Programme will 
be carried out in Public Housing Projects 
(PPR) and is expected to benefit 2,000 fami-
lies in Selangor. 

The state will also carry out programmes 
to get the urban poor out of the poverty 
cycle. 

Among them is the blueprint to help small 
business owners with a monthly income of 
below RM1,500 or household income below 
RM3,000. 

Aid in the form of machines and tools will 
be presented for businesses such as food 
processing, handicrafts, and sewing. 

For this, the state government is allocating 
RM2.5mil, an increase of RM500,000 com-
pared to last year's allocation, to those who 
fulfil the criteria. 

Youths will also get help in the form of 
subsidy for motorcycle licence. 

The state will allocate RMlmil for the Ride 

(Roda Darul Ehsan) scheme, to benefit 3,000 
youths in Selangor who take up motor 
licence training courses, by providing them a 
subsidy of RM350. 

"With the motor licence, they are able to 
join the service and logistics sectors," 
Amirudin said. 

The allocation has been increased for sev-
eral programmes to benefit deserving 
Selangor folks. 

"For the Peduli Sihat programme, we have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recipients to 85,000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65,000, and allo-
cated RM42.5mil. 

"As for the Kasih Ibu Smart Selangor 
(KISS) programme, which was introduced in 
2017, we have increased the number of 
recipients to 25,000, an extra 5,000 compared 
to previously," he said. 

Among the health aid to be provided to 
Selangor residents is a RM2mil allocation to 
help tuberculosis patients with a household 
income of less than RM1.000 a month to be 
treated for six months upon diagnosis, said 
Amirudin. 

To tackle the issue of increasing dengue 
cases in the state, RM5mil has been allocated 
to continue with preventive and control 
measures,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state also 
allocated RMlmil to go towards awareness 
and prevention of mental illness activities. 

RM500mil has been allocated to help disa-
bled children with rehabilitative therapy, 
purchases of equipment among other special 
requirements. 

Filepic 

An additional 5,000 people will receive benefits with the KISS card, bringing the total to 
25,000. - Filepic 

Recipients 
of the Peduli 
Sihat scheme 
have increased 
to 85,000. 
— Filepic 

Smart Selangor is the highlight of Budget 2020, says Amirudin who is looking into an 
airplane engine after attending a Smart Selangor apprenticeship graduation in this file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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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to complete water 
treatment plant by 2022 
THE Langat 2 Water Treatment Plant project 
will be completed within three years. 

As of Sept 30, its first phase was 78.61% 
completed. 

State environment, green technology, sci-
ence and consumer affairs committee chair-
man Hee Loy Sian said the first phase was 
supposed to have reached 83.76% comple-
tion, but was delayed due to technical issue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project is being car-
ried out by Pengurusan Aset Air Bhd (PAAB). 

He was responding to Rajiv Rishyakaran 
(PH-Bukit Gasing) who asked on its progress. 

He said the plant, once completed, would 
supply 565 million litres of treated water, 
channelled via Pengurusan Air Selangor Sdn 
Bhd, to users in Kuala Lumpur. 

Hee added that testing and commissioning 
works that began on July 7 was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by year end. 

"The plant is divided into two streams, 
namely stream A and B. Each stream is fur-
ther subdivided into sections 1 and 2," Hee 
said. 

In response to Datuk Mohd Shamsudin 
Lias (BN-Sungai Burong) who asked on 
efforts taken to address frequent water pol-
lution in Selangor, Hee said 413 rivers had 
been gazetted under Section 48 of Selangor 

Waters Management Authority (Luas 
Enactment) 1999. 

"This amount comprises 40% of the total 
1,026 rivers in Selangor. 

"Gazetting the rivers and streams helps 
preserve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the riv-
ers," he said. 

Hee added that the state government, 
through Selangor Waters Management 
Authority (Luas), formed a committee aimed 
at working with the agencies, local commu-
nitie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in river restoration efforts. 

"A number of telemetry stations were 
installed to monitor the water quality of riv-
ers and act as an early warning system when 
pollution is detected," he said. 

Ean Yong Hian Wah (PH-Seri Kembangan) 
asked on the efforts to be taken to address 
the discharge of chemical substances into 
rivers. 

Hee said the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 
Luas and National Water Services 
Commission would increase monitoring and 
enforcement at premises with the potential 
to discharge untreated substances. 

"Legal action will be taken against these 
premises if they are found polluting rivers," 
he said. 

The Langat 2 Water Treatment Plant project 
will be completed within three years. 
— File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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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mblymen 
tickled by irony 
of using plastic 
at meetings 
LAUGHTER filled the house after Rajiv 
Rishyakaran (PH-Bukit Casing) questioned 
the presence of single-use plastic water bot-
tles at meetings, which was contrary to the 
state's commitment to curb single-use plas-
tics. 

Speaker Ng Suee Lim replied that the state 
government would make the necessary 
improvements, gaining the approval of 
assemblymen who thumped the tables with 
their hands. 

This joke arose after Hee Loy Sian 
(PH-Kajang) answered a question by Datuk 
Rosni Sihar (BN-Hulu Bernam) about the 
state's ban on plastic straws. 

"Based on our exco meeting previously, 
the state approved the ban on single-use 
plastics in government buildings, starting 
with the state secretariat, effective July 1," 
said Hee, who is also the environment, green 
technology and consumer affair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committee 
chairman. 

Hee urged all government officers to take 
the lead and stop the use of single-use plas-
tics for the public to follow suit. 

In relation to this, Jamaliah Jamaluddin 
(PH-Bandar Utama) asked the state to tackle 
the use of plastic containers at bubble tea 
shops mushrooming statewide. 

"We are not carrying out any enforcement 
against eateries still using plastics for now as 
we are in the education and awareness 
stage. 

"But there are plans to start enforcement 
efforts in future. 

"For bubble tea operators, we are plan-
ning a dialogue with those involved to come 
up with ways to improve the packaging and 
find alternative materials to plastic," he said. 

This year, RM456,000 was allocated to all 
12 local councils to carry out green activities 
to curb single-use plastics. 

Another RM20,000 was spent on Karnival 
Kepenggunaan Siswa Selangor 2019 and the 
"No Straw" awareness programme involving 
various parties such as schools and non-gov-
ernmental organisations. 

Headline Assemblymen tickled by irony of using plastic at meetings
MediaTitle The Star
Date 08 Nov 2019 Color Black/white
Section Metro Circulation 175,986
Page No 4 Readership 527,958
Language English ArticleSize 130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3,108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9,324



Cancer NGO gets RM49,000 through charity high tea 
CANCER Network Association (KanWork) alongside War 
on Cancer Malaysia and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UPM) 
Alumni Association organised a charity high tea to raise 
funds for cancer patients and survivors. 

KanWork chairman Dr Mazanah Muhamad said they 
came up with a new initiative called Wakaf KanWork 
where people could donate to the cause. 

KanWork has already published two books — Panduan 
Untuk Penjaga Pesakit Kanser (Guide for Cancer 
Caretakers) and Memahami Kanser: Panduan Untuk 
Pesakit, (Understanding Cancer: A Patient's Guide) — spon-
sored by Lembaga Zakat Selangor to educate the public 
about cancer. 

"About 700 of us here are affected by cancer. We hope 
this charity event will help strengthen our bond to fight 
cancer," said Mazanah at the event held in UPM. 

Six organisations comprising Usaha Jana Sdn Bhd, 
Pharmaniaga Bhd, Academy of Medicine Malaysia, Zharish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Women Heritage Vision Malaysia 
and Aeon Co (M) Bhd donated RM49,000 to KanWork. 

Gracing the event was Tengku Permaisuri Selangor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kin who launched Wakaf 
KanWork and the two books. 

KanWork is a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 aimed at 
helping cancer patients through informational, emotional 
and spiritual support. Set up in 2005, KanWork provides 
cancer awareness programmes and support system for 
people associated with cancer. — By HANIS SOFEA 
ZULKCFLI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kin 
visiting the 
exhibition at the 
charity high tea. 
—NORAFIFI 
EHSAN/The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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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sues 
MPSJ over 
stray dog 
incident 
SHAH ALAM: The man who tried to 
intervene as a Subang Jaya Munici-
pal Council (MPSJ) worker was 
catching a stray dog has filed a civil 
suit against the council for alleged 
assault. 

The civil suit by Koh Tat Meng was 
filed at the Magistrate's Court here 
yesterday by his lawyers Rajesh 
Nagarajan and Sachpreetaj Singh. 

The four respondents named were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MPSJ, 
council president Noraini Roslan and 
council worker Mohd Sadruddin 
Mohd Rosli. 

In his suit, Koh stated that he had 
on Oct 3 tried to intervene as MPSJ 
personnel were trying to capture a 
stray dog near his home. 

He claimed Mohd Sadruddin had 
pushed him against a car when the 
stray dog took shelter under it and 
pressed his arm against Koh's neck. 

Koh, 47, is seeking general dam-
ages of RM50,000, interest, cost and 
other relief as deemed appropriate 
by the court, and a public apology 
issued by all four defendants. 

Rajesh said the suit was a last 
resort as no action was taken against 
Mohd Sadruddin for assaulting Koh. 

Koh was earlier charged for 
obstructing a public servant in the 
course of his du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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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女性服tfli外，雪州端庄时装也少不了男性时装， 
设计师的卡其色“效用服tr尽显男性的绅士风格。

■东姑阿米尔沙（右起）在阿米鲁丁（左2)的陪同下，颁发奖杯绐优秀 

的端庄时装设计师。

1雪州端庄时装秀致力将时尚 

与商业融合，把时尚价值与 

设计转化为经济效益，我希望透过 

设计师激励人心的心路历程，能激 

发更多时装界人才，在时装界建立 

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

主题为“重新定义端庄时装”的 

时装秀，展示雪州年轻设计师的原 
创高级成衣（RTW)，创作灵感来 

自于摩登却又不失端庄的雪州传统 

时尚，而当晚的节目亮点，包括雪 

州独特的马来皇家时装展示，当中 
包括印金布（Kain Telepuk)、雪

州娘惹服饰（Kebaya)及男性服 

饰。

阿米鲁丁提及，雪州端庄时装秀 
将在今年12月3日，在四季酒店展 

开时装晚会，届时将邀请国内外皇 

室、社会名流、企业家、名人与网 

红等各领域专家参与其盛，共同推 

广与促进雪州端庄时装业的发展。

“该场晚会将以雪州的州花，即 

丹绒花作为主题，丹绒花散发独特 

香气，具有优雅、品味与奢华的象 

徵。” ■女人是世界最美丽的花卉，设计师善用花卉元素，塑造前 

卫与视觉感十足的设计穿在模特儿身上，颇有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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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场所见，当地非

法垃圾包括餐馆厨其余、

饮食包装垃圾、工业垃圾

等，导致臭气熏天，环境

卫生相当恶劣，还滋生许

多黑斑蚊与引来苍蝇飞 
^111*.

夕牛〇

蚊子滋生蒼蠅多

欧阳捍华披露，目击者 

已拍摄倾倒垃圾的罗厘照 

片，他们也已掌握非法倾 

倒垃圾者的身分，而且对 

方并非首次倾倒垃圾。

他促请梳邦再也市议会 

向有关人士发出警告信与 

采取严厉行动，同时必须 
指示冷岳2滤水站计划有关 

承包商在短期内清理有关 

非法垃圾。

他要求承包商必须在出 

入口放置路障，禁止非法 

罗厘进入，避免“垃圾 

虫”有机可乘。

出席者包括梳邦再也市 

议员戴贞兴、唐竟发、王 

奕翔和沙登新村村长方年 

泰。

(沙登7日讯）沙登岭 

BS 10/4路后方空地，半年 

前因冷岳2滤水站计划工程 

开辟小路，岂知引来非法 

倾倒垃圾活动，尽管已多 

次清理，但不法人士仍持 

续倾倒垃圾，导致距离约 
40公尺的居民被迫闻臭度 

曰，叫苦连天！

由于非法垃圾地段与住 

宅区为邻，当地居民均担 

心有关情况会衍生健康问 

题、骨痛热症病例増加， 

因此希望执法当局采取对 

付行动，还他们一个环境 

卫生的家园。

行动党史里肯邦安州议 

员欧阳捍华指出，有关地 
段目前正在展开冷岳2滤 

水站计划工程，但出入口 

没有封锁，因此相信非法 

罗厘是通过捷径与g华路 
(Jalan Mawar)的交界处 

驶入有关小路，趁机倾倒 

非法垃圾。

他说，当地的非法垃圾 

曾获清理，但垃圾虫仍然 

把非法垃圾丢在该地，令 

附近居民忍无可忍。

♦张润添 
(54岁，居民） 羅厘司機態度惡劣

4住在沙登岭第10区，自从有 

A关单位把后方空地开辟成小 

路进行工程后，就引来垃圾虫非法 

倾倒垃圾。

大约半年前，我在家时常闻到垃 

圾异味，查寻下才发现住家附近突 

现非法垃圾场。

那些非法垃圾随后获得清理，但 

一段时日后又再度出现，我忍无

可忍，最后向人民代议士求 

助，最终又清理干净，重复 
发生约3次，直到最近再次 

有非法罗厘进入倾倒垃圾。

我早前刚巧碰上倾倒非法垃圾的 

罗厘，我上前拦截阻止，对方（男 

子）还恶人先告状，反问我有没有 

亲眼看见他倒垃圾，而我不多加理 

会，还拍摄对方的照片。

这种情况已严重影响日常生活， 

之前曾堆满垃圾，恶臭味飘至屋 

内，难以忍受！

■欧阳捍华（前排左3)巡视位于BS 10/4路后方的非法垃圾场，促请在当地进行冷 

岳2滤水站工程的承包商承担责任，清理非法垃圾，前排右为唐竟发。

多次清理也多次傾倒

空地變非法垃圾場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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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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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7日訊）为了美化社区，万 

宜国会议员王建民拨款4万令吉粉刷 

新村篮球场，并在篮球场旁边建设 

一座“我爱锡米山”石梯，让这个 

石梯顿时成了民众打卡新地点。

加影市议员颜丽丽说，有关石梯在两周 
前兴建，王建民上周日（3日）晚为石梯 

主持亮灯仪式后，许多锡米山居民纷纷到 

来拍照打卡。

她说，锡米山新村难得有个休闲地方， 

自从篮球场重新粉刷和建设“我爱锡米 

山”石梯后，到篮球场和公园的人潮増 

加，接下来会举办大扫除，把篮球场周遭

拼3齡争。

她今日°与其同僚丘钦瀚及锡米山新村村 

长谢伟贤一起巡视有关工程时，这么指 

[tl〇

°她说，除了建设“我爱锡米山”石 
梯，2万令吉.的工程也包括维修锡米山新 

村牌坊，把牌坊上的新村名字，更换为 
LH3灯字型。

牌坊換LED燈字型

丘钦瀚说，篮球场粉刷工程费为2万令 

吉，根据现场巡视，球场有一些漆料已脱 

落，承包商会使用与机场跑道同样材质的

漆料，再上一层漆。

他说，这项工程从10月初开始进行，工 

程包括更换两个篮板和球框，以及篮球 

场旁边的舞台。

他透露，明年计划包括提升锡米山民众 

会堂以及美化篮球场旁边的儿童游乐场， 

为游乐场安装照明灯。

“民众会堂现有设备因为过于简陋和陈 

旧，以致使用率不高，我们会和市议会讨 

论如何提升设备。”

他认为，民众会堂地点适中，在篮球场 

隔壁，也有泊车位，可以举办很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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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t日讯）

马来西亚森林研究院 
(FRIM)主办“认识 

龙脑香植物：我们低 

地森林的标志”环 
境觉醒活动，吸引32 

名学生参与。

来自甲洞国中、宜 

信园国中、武吉加丁 

国中$斯里根登国中 
的中三学生，在FRIM 

研究员带领下参加各 

种有趣的活动，如讲 

座，角色扮演和交流 

活动。
今年，FR1M通过雪 

州环境、绿色工艺、

科学、科技、创新及 

消费人事务常务委 

员会，精明雪兰莪
(Smart Selangor)、 

经济策划单位（UPEX)

雪州政府的拨款，主办各项 

环境觉醒活动。
FRIM于5月3日举办“ 

FRIM的夜生活”（夜间森林 

导览活动），11月26至27曰 

举办“认识森林宝藏”环境

森
林
研
究
院

醒
活
動

吸

雪州

获得

教育营。

前天的活动由掌 

管环境、绿色工 

艺、科技、创新及 

消费人事务的雪州 

行政议员许来贤主 

持开幕，出席者包 
括FRIM总监拿督阿 

都•拉迪夫博士、 

鹅唛县教育局主任 
沙佐利、FRIM森林 

与环境部主任伊斯 
I 迈博士、FRIM生态 

■ 旅游及城市森林组 
(EUF)主任诺阿兹 

玲博士。

龙脑香科（
Dipterocarpaceae

)的物种广泛分 

布于马来西亚森 

林中，森林乔木中它占了 

大多数，故此被认为是我 
国森林的标志。在FRIM， 

可在研究种植区看到龙脑 

香科植物的踪影，而龙脑 
香树木林（D i p t e r ocar p 

Arboretum)就种植了120 

种。

學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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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社媒推動旅遊雪州活動
f管雪州旅游、文化、 
•f•马来人习俗及遗产事 
务的_州行政议员拿督阿 
都拉昔说，雪州旅游局已 
通过各社交媒体，推动旅 
游雪州的活动，也籍此促 
销各类雪州产品。

阿都拉昔回答武吉加星 
区州议员拉吉夫的附加提 
问时说，雪州政府目前通 
过雪州旅游局通过各社交 
媒体进行促销雪州旅游和 
产品的活动，包括面子 
书、推特、网站专页、部 
落格等。

他说，雪州旅游局通过 
各社交管道，推介“Take 

Me Anywhere”旅游活动， 
并设有5大语言，即马来 

文、英文、中文、日本及

阿拉伯文。
此外，他在回答武吉加 

星区州议员拉吉夫的口头 
提问时说，在2018年到雪 

州旅游的本地游客人数共 
有401万人，在旅游雪州的 

国内外游客人数中是占了 
55%。

他说，从今年1月至6月 
为止，总共有186万位来自 

国内的游客来雪州旅游， 
若和去年同时期相比已増 
4%。

推出各項旅遊配套

他指出，蕾州政府和着 
州旅游局在今年内也推动 
各项旅游雪州的活动，吸 
引本地旅游，以及把雪州

产品推销到本地市场。
他说，州政府今年积极 

通过马来西亚国际旅游展 
(MATTA FAIR)、大马国 

际旅游等，向国内外游客 
推动雪州旅游。

“雪州旅游局今年也推 
动Skuad Kembara Sekolah

活动，向雪州的教师和学 
生们介绍更多雪州的旅 
游景点，包括推动本地产 
品，此活动也获得雪州教 
育局的支持。”

他说，马印航空 
(Malindo Air)和 

亚航也参与体验游
(Familiarization

Trip)活动，向雪州以外 

的旅游单位推荐旅游雪州 
活动，有关旅游单位也将 
会在大马旅游市推出各项 
旅游配套。

冷岳2)慮水站

首階段工程完成78.6W
f管雪州基本建设、公 
•f•共设施、现代农业与 
农基工业事务的行政议员依 
兹汉哈欣指出，冷岳2滤水 

站的第一阶段建筑工程目前 
已完成78.61%，比预期的 
83.76%延迟 5.16%。

他说，整体上的建筑工作 
已完成95%，这工程分为2 

个阶段，且各别分成两个部 
份；其中一部份的工程阶段 
已经完成建筑，目前正在测 
试阶段，预料可在12月31曰 

完成。
他指出，一旦该部份工程 

完成后，即可输出每日565

百万公升净水给吉隆坡市中 
心和南区。

他说，测试工作是为了确 
保输水设备，能负荷每曰的 
565百万公升净水负荷MP

他指出，州政府将确保冷 
岳2滤水站的计划能够如期 
在2022年完成，未完成的工 

作则包括污泥处理、北部输 
水管隧道和安邦蓄水池。

他补充，雪州断水与该滤 
水站建筑工程无关，断水的 
原因很多时候都是涉及第三 
方问题，包括水源污染、建 
设工程破坏地下水管等。

f管雪州房屋、城市发展的行政议员哈 
•妮查指出，州政府拟把雪州“梦想家 

园Z计划的房屋地契，转为“价格控制房 
屋（rumah harga kawalan)，以防止购 
屋者在5年内转售。

她今日出席雪州第14届第2季第3次雪州 

议会，针对双溪班让区州议员英然提出， 
上述房屋地契中，并无注明5年内不准转

哈
妮
查

夢想家園計劃地契 

擬轉價格控制房屋

售，很难在法律上约束购屋者的提问时， 
如是回应。

她说，这房屋地契原是注明是廉价或中 
价房屋。

“我°们在研究把这转成 
价格控制房屋，以禁止购 
屋者从签署买卖合约当天 
起的5年内转售牟利。”

她指出，梦想家园的购 
屋者，也被禁止拿到钥匙 
后转租，一单发现也会采 
取行动对付。

“这计划目的是让Bb40

与M4 0阶层居者有其 

屋，若他们把房子转 
租，就违背这宗旨。” 

此外，她说，目前有 
2项梦想家园的房屋计 

划在规划及申请相关的 
发展、广告及销售准 

证。
“基于这些准证尚未获批，该房屋计划 

也还未公开让人申请。”

—英然（右）向哈尼查 
(左）提问州政府如何 

防范“梦想家园”购屋 

者炒卖。

m
拔
沒

f管雪州房屋、城市发展的行 
•f■政议员哈妮查指出，丹绒士 
拔还未有“我的謹州房屋”计划， 
但附近的雪邦区则有22项工程。

她说，雪邦区内的22项“我的雪 
兰莪房屋”计划，共有9074个单 

位，符合资格者可申请购买。
她认为，丹戎士拔和雪邦算是靠 

近的距离，因此，丹域:士拔虽没有 
“我的雪兰莪房屋”计划，但雲邦 

有，因此不会造成困扰。
此外，她说，州政府有向州议员 

汇报该计划详情，并鼓励州议员 
转告选民，让大家受惠，却造成有 
人误会州议员在为该计划房屋做宣 
传。

她强调，州议员有义务通知选民 
有关州政府的惠民计划详情，人民 
无需过度反应，以为州议员“卖房 
子”。

羅茲雅:商酬PKK_
I管雪州企业发展、乡村及传统村发 
•f■展事务的雪州行政议员罗兹雅说， 

着州政府将和乡区发展部讨论，以针对 
各乡村管理委员会（MPKK)的管理区进 
行重组。

罗<兹°雅周四在第14?第2季第3次会议 

州议会，回答邓普勒花园区州员莫哈末 
沙尼的附加提问时说，雪州政府也了解 
在雪州的一些乡村管理委员会的地区对 
过大或太小的问题。

她说，有些乡村管理委员会所管辖的 
甘榜区太大，甚至涉及不同的州议席， 
有者可能一个甘榜只有廿多户家庭等。

此外，罗兹雅回答摩立区州议员哈斯 
努的口头提问时说，雪州共有371个乡 
村管理委员会，雪州每年都会拨出2万 

令吉予各管理委员会。

(莎阿南7日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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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政府打算与手摇饮 

料店业者对话，商讨如何 

減少使用塑料用具。

“目前这类饮料店如雨后春 
努般林立，塑料的用量也会很 
大，为地方政府带来困扰。” 

他今日出席雪州第14届第2 
季第3次雪州议会，回答乌鲁 

安南区州议员拿督罗斯妮的的 
口头提问时，这么指出。

许来贤说，州政府没有打算 
限制这些行业的扩张，但会与 
业者对话，导找替代方案，业

者赚钱的同时，也与州政府一 
同合作减少塑料。

p

暫不取締

此外，他说，州政府在零塑 
料运动中，规定所有雪州餐饮 
业者零塑料，但目前不会取 
缔，只是在教导。

“未来时机成熟，我们会执 
法取缔发出罚单。”

他说，州政府透过12个地方 

政府举办零塑料活动，广告 
板、传单等，耗资45万6000令 

吉进行宣传。
“我们也与贸消部、学校、 

非政府组织合作，推行零塑料 
活动。”

■许来贤（左）指出，州政府拟与手摇饮料业者对话，探讨减少塑料用品替代方 

案，右为黄思汉。

士毛月河濾水站暫停操作

水源污染異味是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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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发生 

的士毛月河滤水站暂停操 
作事故，是因发生水源污 
染导致出现异味，雪州水 
供管理局（LUAS)也马上 

启动水源污染紧急委员会 
及采取即时行动，展开全 
方面调查。

他说，该委员会展开的

调查包括，在武吉马哥打 
(Bukit Mahkota)住宅区

和污水处理站抽取样本检 
验和监督等，也进行去除 
异味工作，滤水站于隔曰 
凌晨4时30分恢复操作。

他周四的雪州议会口头 
问答环节中坦言，在这起 
事件中，污水处理公司英 
达丽水（IWK)也是受害 

者，该公司处理污水程序 
和标准是确保污水经处理

后，排入排水沟前，水内 
化学物品没有超标，却没 
有任何关于异味的判据条 
例。

他说，他已建议将水异 
味的情况加入上述程序的 
标准项目之一。

此外，他也指出，州政 
府透过雪州水供管理局， 
将州内10 2 6条河流公布宪 

报，保护河流和水源免受 
污染。

他i兑，该局已在河流关 
口建设数个水质测试器， 
以便及早探测到水质的变 
更，同时州政府已成立雪 
州河流修复委员会，并鼓 
励非政府组织、社区团体 
等单位来协助守护河流。

4思汉说，州政府目前正针对排屋改 
I装宿舍”的问题，拟定一份新指南， 
以更全面地对付这类业主。

他指出，目前地方政府是根据1974道 
路、沟渠及建筑物法令86 (a)条文，与1976 
地方政府法令78条文取缔违例业主a

他说，若排屋改装为宿舍并未获得批 
准，则有关改装建筑不会被归类为住宅， 
据1974道路、沟渠及建筑物法令，违例更 
改建筑物用途会被罚款不超过2万5000令 
吉，同时每一项错误也会被罚款不超过500

“°在1976地方政府法令下，让他人居住 

在拥挤且可能带来安全与卫生风险者，一 
旦罪成会被罚款不超过2000令吉，或六个 

月监禁，或两者兼施，同时被定罪后有关 
错误还在继续的话，每日会被ill款不超过 
100令吉。”

梳邦再也区州议员黄美诗提问，梳邦再 
也市议会过去拥有相关的指南，然而在 
2016年后就不再使用，州政府何不重新采 
用该指南。

黄思汉°回答表示，有关指南或许适用在 
梳邦再也，但未必适合其他地区。

“我们要拟定一份全面，能够在雪州通 
用的指南，梳邦再也市议会的指南会是他 
们的参照物之”

他说，这指南仍需一段时间来完成。
他指出，上述指南完成后，若屋主无法 

满足指南的标准，地方政府可以取缔并勒 
令屋主把改造过的房屋恢复原状。

許來賢：議員缺席無法回答提問
#州行政议员许来贤周四上午在 
^ 口头提问环节，抱怨一些州议 

员缺席，以致他周三和周四无法顺

利回答州议员的口头提问。
许来贤原本是要回答乌鲁安南区 

州议员的提问，但因为州议员缺

席，在议长允许下，改由而榄区议 
员莫哈末赛益代为提问。

“我周三本来准备回答双溪武隆 

区州议员拿督三苏丁的提问，他也 
没有出席，如果三苏丁周四再缺 
席，我便不用再回答提问。”

彳&来贤在回答州政府推 
p_r动零塑料行动的提问 

时，发现议长黄瑞林桌上 
出现塑料瓶装水，而出言 
提醒。

他指出，雪州行政会议 
早前已规定州政府机构范 
围内，禁用一次性塑料。

“所以，我不明白为何 
议长黄瑞林桌上会出现一

瓶塑料瓶装水。”
他语毕，即引起议会厅

内一阵笑声。
许来贤说，既然已定下 

条例，希望州议员们能以 
身作则。

黄瑞林也即时回应，感 
谢许来贤提醒，并表示会 
改善。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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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二（5日）在 

蒲种甘榜甘丹（Kampung Kandan)发生的巴生河污染事 

件，州政府已展开调查。
他说，在该处河岸发现的污染来源是300个桶，但桶 

内物质并不是有害化学物，像是食物残渣和含有甘油 
(丙三醇）的物质。
他指出，在该处发现的300个桶，其中10个是空桶， 

相信里面物质已被倒入河中。
他坦言，类似河流污染事件并不是首次发生，尽管州 

政府已积极监督，还是免不了一再发生，因监督工作无 
法全天候24小时、在每个地方进行。

他说，每一次的河流污染情况，最令人担心的是污染 
物是有害的化学物质，虽然此次的污染事件没有发现任 
何有害物质，但也对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

他指出，州政府目前正在进行清理工作，希望周五 
(8曰）能完成清理。

聖淘沙建公共市集須覓地點
f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 
•f■交通和华人新村事务及 
交通的行政议员黄思汉指出， 
圣淘沙区目前没有公共市集， 
若要建筑一个公共市集，必须 
有合适的地点。

圣淘沙区州议员古纳拉加是 
于周四，在雪州议会的口头问 
答环节中，促请州政府，尽快

在区内建设公共市集，让小贩 
能够有个合适、合法的营业 
地。

唯，黄思汉解释，圣淘沙区 
内要建设公共市集，并不是时 
间因素，而是地方政府必须有 
这方面的经济能力和寻得合适 
的地点，才能建筑。

擬指南對付排屋改裝宿舍業主

許來賢：商減用塑料用具

與手摧料店業截

蒲種觀顯臟流适議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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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溪比力7日訊）双 

溪比力区州议员刘天球强调，保 

护自己健康和生命靠大家。

他出席斯里双溪比力花园灭蚊大扫除运 

动，致词时做出上述呼吁。

此次灭大扫除运动由雪邦市议会与雪邦布特 

拉区居民协商委员会联办，雪邦县卫生局和斯 

里双溪比力花园睦邻计划志愿警卫队协办。

雪骨痛熱症全國踞首

刘天球指出，雪州饱受骨痛热症侵袭，几乎每年 

位居全国榜首，他很开心并赞扬雪邦市议员维再 

雅积极举办灭蚊醒觉与大扫除运动。

他认为，自己的健康自己要照顾。

“我也曾患上骨痛热症，患病的痛苦非笔墨 

能形容；不但累人害己，一个不小心还会致 

命，我们要确保乾净的水源是流动的活水，

所有沟渠需要清理和保持流水通畅，瓶瓶 
罐罐不要乱丢和藏水，家里的水缸要 

加盖，花盆不要积水，保护自己健

康和生命靠大家。” i

■志愿警卫队揭开后院不堪人目的情况

■大扫除整理出一卡车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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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攔執法隊捉流浪狗

男子入稟起訴4造
(莎阿南7日讯）早前被指阻拦 

梳邦再也市议会捉狗队捕捉流浪 
狗，而酿发冲突的华裔男子，今 
曰入禀法庭，起诉雪州政府和梳 
邦再也市议会等4造，索偿5万令 

吉及要求对方公开道歉。
起诉人许达明是通过代表律师 

拉杰斯和塞皮塔于今日入禀推事 
庭，并将讀州政府、梳邦再也市 
议会、市议会主席诺莱妮以及市 
议会官员莫哈末沙鲁丁列为答辩 
人。

《星报》报导，许达明在诉状 
中指出，梳邦再也市议会官员于 
10月3日尝试在其住家附近逮捕流

浪狗时，他尝试介入；而流浪狗 
躲进车底寻求庇护时，莫哈末沙 
鲁丁则把他推到车上，并用手臂 
按压其颈项。

索償5萬要求道歉

许达明就此索取5万令吉的普 

通赔偿、其他法庭认为合适的赔 
偿，以及要求所有答辩人公开道 
歉。

1 立杰斯随后向记者指出，其当 
事人是基于莫哈末沙鲁丁没有受 
到对付，才决定入禀法庭。

“许达明已经就此事报警，遗 
憾的是，攻击他的梳邦再也市议 
会官员没有受到对付。我们别无 
选择，只有采取民事诉讼。”

47岁的许达明早前因阻碍莫哈 

末沙鲁丁执行公务，而在推事庭 
面控，抵触刑事法典第186条文 

(妨碍公务员执法），但他否认 
有罪，获准以2000令吉及一名担 
保人保外候审，案件将在11月26 

曰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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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7日讯）5名男子 

企图在公寓单位内进行非自 
然性行为被逮个正著，被控 
上莎阿南方伊斯兰高庭，5人 

罪成各被判监禁、罚款和鞭 
笞。

°其中，名42岁的被告，被 

法官莫哈末阿斯里判处T个月 
监禁、罚款4900令吉以及鞭 
笞6次；这名已婚被告，更遭 

到法官怒斥，指他的行为是 
背叛家庭。

企圖進行非自然性行為

5男判監禁麵靈
其余4名年龄介于27岁至3T 

岁的被告则判处6个月监禁， 
罚款4800令吉，以及鞭笞6

若上述5名被告未能缴付罚 
款，将面对3至4个月监禁取 

代的惩罚。

根据控状指出，这5名被告 
被控于2018年11月9日晚上9 
时30分左右，在万宜新镇1 

公寓单位内试图进行非自然 
性行为。

他们因此抵触1995年伊斯 

*刑事罪法令（雪：S莪）并

与同等法令第28条文同读。

此案生控官为雪州宗教局 
(JUS)主控官阿特拉斯莫 

哈末辛，5名被告代表律师为 

努艾因。
根据媒体去年11月11日的 

报导，雪州宗教局在接到民 
众投报指万宜新镇一公寓单 
位有人企图进行不道德行为 
后，随即上门展开突击行 
动，并逮捕5名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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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站不提供加額服務
阿茲敏促大道公司檢討

(吉隆坡7日讯）南 

北大道公司旗下收费 
站出口从本月5日起不 

再提供“一触即通”

加额服务后，引起道 

路使用者的不满，而 

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认为，

该公司管理层应该考 

虑使用者的意见后，

重新检讨不提供加额 

服务的决定。

“他们（南北大道公司）应 

该提供其他服务的选择给大道 
使用者〇，，

他说°，做出不提供加额服务 

的决定，或许来自南北大道公 
$管理层。

阿兹^阿里今日在国会走 

廊，被媒体询及南北大道公司

■阿茲敏

宣布停止提供加额服 

务，引起大道使用者不 

满时，如是指出。

他认为，大道使用者 

的意见很重要，且需要 

给予关注，因大道所设 

立的服务，都是为了提 

供使用者方便和舒适。

南北大道公司本月1 
曰宣布，该公司旗下收 

费站出口从本月5曰起 

不再提供“一触即通”加额服 

务，但客户服务中心和特定收 

费站入口将如常运作。

该公司说，此举是为了减少 

南北大道南部和南部因大道使 

用者为“一触即通”加额所导 

致的交通阻塞，同时也为了保 

障收费站人员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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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是很严重的 
我才会开除一个

负责开除别人。
“有时候人都会做 

错，这就是法律存在的

開除人非我職責 他也笑言，若他的职 
责是开除别人，他最想 
要开除经常发言的反对 
党代表。

g对党日前建议首相 
敦马哈迪向国家元 

首进谏，开除总检察长 
汤米汤姆斯，而马哈迪 
周四回应，其职责不是

執政年半聯盟關係保持

■•表現
(布城7日讯）首相敦马哈 

迪指出，希盟执政一年半来 

的表现令他非常满意，最大 

的成就是希望联盟依然维持 

联盟关系，关系没有破裂。

他指出，希望联盟4个成员党有 

很多党员，一定会出现不同的声 
音，但希盟还是携手走到今天。

他说，现今政府的表现令人满 
意，包括政权交接没有发生冲 
突、内阁运作正常、人民没有不 
满及与外国协商没出现大问题。

“就如最近我国代表在泰国一

些圆桌会议发言，建议都被接 
受，如果我国没有能力，早已被 
杯葛了。”

马哈迪今曰与内阁部长召开政 
府表现特别委员会会议後，召开 
记者会时这麽说。

準備好被挑戰

他续指，这一年半来开内阁会 
议，他随时准备好被挑战，但最 
後部长都会达成一致共识。

“我的角色就是听完意见後做 
总结。”

此外，他承诺，政府会在5年内 

落实所有希盟宣ir，而最主要的 
是打击贪污。

“当时我们承诺5年内落实宣 

言，现在才1年半，确实有一些进 
展较慢，但还有时间。”

“政府对打击贪污非常认真和 
注重，我国通过不少有关打击贪 
污的法令，也设立机构。”

出席者包括副首相拿督斯里旺 
阿兹莎、财政部长林冠英、经济 
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国防部长莫哈末沙布及卫生部长 
拿督斯里袓基菲里阿末等。

■马哈迪（左3)满意希盟政府执政1年半的表现；左起为阿茲敏阿里、林冠英、旺阿茲莎、莫哈末沙 

布及祖基菲里阿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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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嚴

议员阿兹米 
占促请雪州 
森林局、地 
方政府和土 
地局等，严 
正看待红树 

_ 林被侵入及
■阿茲米占进行非法砍 

伐的活动，并加强取缔行 
动。

他说，在雪州包括巴生一 
带的沿海区，尤其是一些有 
红树林的地区，非法砍代红 
树林的情况相当的严重。

他指出，红树林大量数量 
的被砍伐，除了将造成环境 

y-i-的破坏，也造成沿海一带出 
现泥沙流失及被侵袭的情 

I J况，鱼类的繁殖之处也逐渐 
减少。

他说，不管是#州森林局，还是地方政 
府，各单位都应加强取缔行动，避免非法 
砍代活动一再进行。

“我们从外面望去，看不到有什么分 
别，但如果从高空望下去，可见到周边的 
红树林都不见了，很多时候那些非法砍伐 
者都是趁著晚上时分来非法砍伐。”

掌管營州环境、绿色工艺、消费人、科 
学工艺及革新事务的行政议员许来贤说， 
红树林不一定是在着州森林局管辖，若在 

森林保留地范围内的红树林，才属于森林 
局管辖。

他说，一般位于沿河、沿海一带的红树 
林属于地方政府或土地局管辖，他也希望 
各单位能负起监督的工作。

他指出，雪州政府、雪州森林局等在非 
政府组织的配合下，推动种植红树林的活 
动。

“保护红树林不只是涉及环境保护，及 
确俣沿Mi沿海一帯的泥+不合亭至丨IM水

【150清真寺禁政治活動
將對付涉及者
#州大臣阿米鲁丁说，若任何人士 
$和政党把政治活动带入清真寺、 

祈祷室等，且做出诽谤、抵毁任何人的 
貪论都将会受到对付。

阿米鲁丁说，雪州苏丹沙拉夫丁殿 
下、雪州宗教局已下达指示，即是一切 
有关政治活动都不应该在清真寺、祈祷 
室内举行，包括一些政治演讲在内。

他说，清真寺及祈祷室等不应该被人 
利用作为政治活动包括政治演讲的地 
点，并且散播一些诽谤性、人身攻击、
抵毀性等古汾

'针对苔1^加°里区州议员哈鲁麦尼提 
出，有来自希盟的政治人物在清真寺进 
行政治演讲活动时，他说，不管是任何 
的政党，只要是在清真寺内进行任何的 
政治活动，都是不被允许。

他说，他将和雪州宗教局进协讨论， 
以便清真寺管理层能加强监督工作。包 
括在清真寺安装闭路电视等。

阿米鲁丁今曰在雪州议会中，总结财 
政预算案辩论时，发表上述的谈话。

针对有关某前议员曾在清真寺发表攻 
击性言论时，他说，他对于这些攻击性 
的言论是习以为常，尤其是一些政治人 
物也利用社交媒体发表类似的言论。

他说，他不把这些攻击性言论当一回 
事，但如果是涉及到诽谤及抵毁性的言 
论，他就认为应采取行动对付有关人 
士。

至于邓普勒区州议员提出州议员要使 
用清真寺举行活动，被管理层拒绝时， 

阿米鲁丁说，使用清真寺并不是问题， 
如果是一般的移交捐款活动，只要是在 
比较适合的地点，一般上还是可以接 
受。

^说，不管任何人士、政党等，如果 
要在清真寺或祈祷室举行活动，应在适 
合地点举行，包括清真寺及祈祷室外， 
也不应影响穆斯林的祈祷时间。

公務員特別援金 

視表現能力分配
#州大臣阿米鲁丁说，雪州公务员 
3的特别援助金主要是根据公务员 

表现和能力分配，因此才有介于500令 
吉至2个月薪金等不同的等级。

阿米鲁丁针对州议员日前在辩论财政 
预算案时，提出有关于雪州公务员的特 
别援肋金课题做出回应。

他说，雪州政府在开斋节时已发放1 
个月薪金的花红，因此在特别援助金数

效指标（kpi)进行评分，包括部门和 

个人表现等，雪州政府也执行评估的制 
度。

他说，即使有关公务员只取得500 

令吉的特别援助金，但不会做为其合约 
的评估。

针对昔江港区州议员拿督阿末尤努斯 
所提出的一些表现不好的公务员时，他 
再度强调特别援助金是以公务员的表现 
和能力发放。

“发放特别援助金时，不是只有500 
令吉至2个月薪金，有些可能是拿了 1个 

月、1个半月或者是四分之三个月的薪 
金不等，最少的也有500令吉P ”

同R计 TT、进儿丨、丨I'W吕令丨丨丨f壬n 韓断

大臣：明年調整

出席州會
雪州身

(莎阿南7曰訊）从明 

年开始，雪州议员出席州 

议会的议会津贴将调整， 

从原有的75令吉调整至 

350令吉

雪州臣阿米鲁丁说，雪州 
议长在过去曾多次争取调整议 
员的开会津贴，州政府目前已 
批准把议员的议会开会津贴从 
75令吉调整至350令吉。

雪州议长黄瑞林在议会休会 
后接受媒体的询问时说，他非

常欢迎州政府的决定，尤其是 
州议员的州议会开会津贴已有 
30年未曾调整过，如今国会的 
开会津贴已是'一天400令吉。

他说，州议员出席州议会的 
开会津贴是每日75令吉，从明 

年开始，这津贴则将调高至 
350令吉。

出席一整天才可領足

他指出，同时，从明年开 
始，州议员出席州议会的签到

阿米魯丁：擬建立系統

善用電子錢包服務
#>州大臣阿米鲁丁说，雪州场上现有的电子钱包服务。” 
^政府目前计划建立雪州电 他说，乌雪县议会也推出

子钱包系统，并且善用市场上CEPAT电子钱包，将协助县议

现有的电子钱包的服务。
阿米鲁丁说，目前，在国内 

的电子钱包服务相当多，市场 
上至少有46个电子钱包服务， 

包括各银行也推出本身的电子 
钱包系统，包括Boost、Touch 
n’Go、GrabPay、支付宝等， 

大部分都是在巴生河流域。

会处理各项缴付事务，也让居 
民更加方便。

此外，大臣强调附加供应方 
案的必要性，他说，雪州政府 
在每一年増设附加拨款并不是 

在财务上管理不当或者是使用 
不当。

他说，雪州政府每年在财政
他以砂越拉为例说，砂拉越预算案中规划款的使用，主要 

开发本身的电子钱包系统，即都是在财拨款的预测，到年中
是SARAWAK PAY。

他说，电子钱包系统在市场 
上具备潜能，虽然目前彼此有 
竞争的情况，但未来的发展趋 
势还是不可小看。

“我们将设立公民电子支 
付平台（ citizen e-payment 
platform,简称CEPAT)，除 

了本身的电子钱包，也善用市

的5月、6月分时，在拨款的使 

用上也逐渐成形，也让州政府 
能再度进行附加预算。

“雪州政府也拥有足够的财 
力，在收入方面的收获也相当 
的高，在今年至1〇月分，州 
政府在收入方面的收获已获 
得847。，在去年的同时期是 
697〇0 "

也将分开一天两次，即是上午 
一和下午各别签到一次。

他重申，如果州议员在州议 
会期间出席一整天的议会，将 
领取完整的350令吉。

他说，但如果该议员只是早 
上签到和出席上午时段的议 
会，则将领取200令吉；但如果 

议员是在下午签到和出席下午 
的议会，则是领取150令吉。

“希望这次的改变，能鼓励 
议员们踊跃出席和参与州议会 
的活动，州议员们耗时很多时 
间准备提问，但如果是因为他 
们没有出席或迟到而跳过了其

问题，也是非常的可惜。”
黄瑞林说，在这数天的州议 

会中，尤其是在上午的口头提 
问的环节，也因为一些州议员 
没有出席或者是迟到，而造成 
行政议员也无法回答及跳过相 
关的问题，对州议会的认知不 
强。

i也说，在平常时间，州议员 
是把工作放在州选区上，但在 
州议会开会期间，他希望州议 
员们能执行其工作和责任，把 
焦点放在州议会中，使用州议 
会平台，讨论州政府的政策。

■邓章钦（左）在辩论环节回答州议员的提问，右为阿米鲁 

丁。

$米鲁丁 
说，如果各单位 
能给予雪州政府 
全面配合，同舟 
共济，他相信雪 
州政府的2020年财政预案的1 
亿3300万令吉赤字有望减少。

他说，以雪州政府在过去数 
年的财务情况，虽然雪州政府 
列出赤字预算，但最终在数字 
上证明赤字都能获得减少。

他指出，在阿兹敏阿里出任 
雪州大臣时，在2017年赤字

n若各單位能全面配

政薩赤字有望減少
曾达9亿令吉，但终成功把赤 
字减少至4亿令吉。

他说，在去年，奮州政府也 
成功把3亿600万令告的赤字， 
减少至今年的1亿3300万令
士n c

“我相信如果大家继续努 

力，我相信1亿33〇〇万令吉的 
赤字也将能于明年减少。”

或海水的侵袭，也能发展成为旅游景点， 
吸引游客的来到。”

额介于500令吉至2个月新金。

他指出，特别援助金的发放主要是根 
据公务员的表现，当局也将根据关键绩

花园区州议员莫哈末沙尼，也参与有关 
公务员特别援助金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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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y又倒没完没了
建濾水站開闢小路變垃圾場

(沙登7日讯）雪州沙登岭 

BS 10/4路后方一块空地， 

半年前因冷岳2滤水站计划 

工程而开辟小路，岂料却导 

致非法倾倒垃圾行径，尽管 

已多次清理，但有关人士依 

然违法持续倾倒垃圾，导致 

距离约40公尺的居民被迫闻 

臭度日，难受异常！
■欧阳捍华（前排左三）巡视非法垃圾场，促请在当地进行冷岳2滤水 

站工程的承包商承担责任，清理非法垃圾。前排右为唐竟发。

行动党史里肯邦安州议 
员欧阳捍华指出，有关地 

段正在展开冷岳2滤水站计 

划工程，但出入口没有封 

锁，相信运载垃圾的罗里是 
通过捷径与美华路（Jalan 
Mawar )的交界处驶入有 

关小路，在该处非法倾倒垃 

圾°

他说，当地曾清理过多次 

非法垃圾，但“垃圾虫’’仍 

然把非法垃圾丢弃在该地， 

附近的居民已经忍无可忍。

臭气熏无环境恶劣

现场所见，有关非法垃圾 

包括餐馆厨余、饮食包装、 
工业垃圾等，臭气熏天，环

境卫生相当恶劣，引来苍蝇 

飞舞，居民们担心滋生黑斑 

蚊。
欧阳捍华披露，有居民目 

击并且拍摄到倾倒垃圾的罗 

里照片，他们也已掌握非法 
倾倒垃圾者的身分，对方并 

非首次倾倒垃圾，因此他促 

请梳邦再也市议会向有关人 

士发出警告信与采取严厉行 
动，同时指示冷岳2滤水站 

计划承包商在短期内清理有 

关垃圾。

他同时要求承包商在出入 

□放置路障，禁止非法罗 

里进入，避免垃圾虫有机可 

乘。

由于非法垃圾地段与住宅

■空地各处布满垃圾，被弃置的有工业垃圾和装修工 

程留下的建筑废料。

区为邻，当地居民皆担心有 

关情况会衍生健康问题、骨 

痛热症病例增加，因此希望 

执法当局能够尽快采取对付 

行动，还他们一个卫生清洁

的环境。

出席者包括梳邦再也市议 

员戴贞兴、唐竟发、王奕翔 

和沙登新村村长方年泰。

臭味飄入屋

居民斥影響作息
居

■张润添：垃圾的 

恶臭味飘至屋内， 
我们都难以忍受。

民张润添（54岁）说：“我住在沙登岭第 

10区，此区多年来相安无事，但自从后方 

的空地开辟成小路进行工程之后，就引来垃圾虫 
非法倾倒垃圾。

大约半年前，当时我在家不时会闻到垃圾异

味，观察后才发现住家附近突现非法垃圾场。那 

些非法垃圾随后有获清理，但不久又再出现，我 

忍无可忍向议员求助，又获清理干净。这种情况 
重复约3次，直到最近又有罗里进入倒垃圾。

我曾试过阻止倾倒非法垃圾的罗里，对方（男 

子）还恶人先告状，反问我有没有亲眼看见他倒 

垃圾，我不理他，还拍摄对方的照片。

这种情况已严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垃圾的 
恶臭味飘至屋内，我们都难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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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7曰 

讯）掌管雪州环 
境、绿色工艺、 
科学工艺、革新 

及消费人事务的 

行政议员许来贤 
指出，州政府准 

备与珍珠奶茶业 

者展开对话会’ 

探讨解决塑料的 

问题。

他说，手摇饮 

料珍珠奶茶在我 

国近期掀起热 

潮，“我明白这 

类奶茶店所引发 

的塑料问题，如 

塑料杯、塑料袋 

及塑料吸管，但 

州政府无计划禁 

止他们营业。”

许来贤是在州

許來賢：或要求換杯具

與珍奶業者對話談減塑
议会口头提问环 

节附加提问时， 

回答万达镇州议 

员嘉玛莉亚的提 
问〇

拨45.6万办环保活动

除了该部门和 

业者，他也会要 

求地方政府加入 

对话会。“我们 

也许可要求对方 

更换所使用的茶 

杯和吸管，尽量 

减少使用塑料产 

品。”

他还披露，州

^雪州議#
..w

政府共拨出45万 

6000给州内12个 

地方政府，以举 

办各种减塑与环 

保活动。

他说，地方政 

府通过广告牌、 

电子平台及布 

条，宣传环保活 

动，呼吁民众积

极参与。

“州政府也通 

过地方政府举办 

大扫除活动，如 

沙滩清洁、世界 

河流曰嘉年华、 

清洁河流活动及 
校园环保活动 
等〇 ”

黄瑞林用塑料瓶被調侃

雪：,州议长黄瑞林在议僚议员调侃! 

会上使用塑料瓶， 他是在口头提问的附 

结果遭来自行动党的同加提问环节时，被武吉

::

■雪州议长黄瑞林被议员调侃使用塑料瓶后，其 

座位右侧的塑料瓶较后被取走，换上一个白色陶 

瓷杯。

加星州议员拉吉夫发现 

使用塑料瓶，被对方以 

不点名的方式质问。

拉吉夫向掌管雪州环 

境、绿色工艺、科学工 
艺、革新及消费人事务 

的行政议员许来贤质 

问，为何州政府积极推 

动减塑活动，议会上却 

出现塑料产品。
许来贤回答说，雪州 

行政议会已议决州内所 
有政府机构今年7月1曰 

起，禁用一次性塑料产 

品。"其实，我也不知 

道为何议长还使用一次 

性塑料瓶？”

许来贤的回答顿时引 

起众议员哄堂，而黄瑞 

林赶紧承诺会认真对待 

此事，会作出改进。

上半年186萬本地旅客訪雪
#管雪州文化和旅 

■游、马来习俗及遗

产事务的行政议员拿督 
阿都拉昔披露，今年1月 
至6月，雪州共吸引186 

万本地旅客到访，比去 
年同时期增长4%。

他说，雪州在2018年 

共吸引401万本地旅客， 

占到访雪州的海内外旅 

客人数的55%。

“州政府今年通过

MATTA FAIR旅游展、大 

马国际旅游展等活动， 

向海内外旅客推广州内 

旅游。”他是在口头提 
问环节时，回答武吉加 

星州议员拉吉夫的提 
问。

旅游局今年也举 
办 “Skuad Kembara 
Sekolah ” ，到学校向 

老师和学生提倡本地旅 

游0

航空公司如马印航 

■空和亚航也全力配 

合，推出熟悉旅游 
(Familiarization Trip ) 

和体验之旅（FAM 
Trip)配套。

另外，雪州旅游局通 

过各社交管道，推介 
"Take Me Anywhere" 

旅游活动；该宣传平台 
设有马来文、英文、中 

文、日本及阿拉伯文5种 

语言。

4我的雪房屋”首5年禁租售
公正党再也谷州议员 

哈妮查表示，雪州政府 

会与“我的雪兰莪房 

屋”计划、雪州子民期 

望房屋计划的联合管理 

机构以及地方政府建筑 

物委员会合作，确保购 

屋者用于自住用途，勿 

将房屋转租或转售给第

二方牟利。

同时，她提醒“我的 

雪兰莪房屋”计划是让 

购屋者实现居者有其屋 

的愿望，并非供他们进 

行投资用途，因此雪州 

政府正视该问题，定期 

采取调查及执法行动。

她在回答巫统双溪班

让州议员英然的□头提 

问时表示，“我的雪兰 

莪房屋”计划及雪州子 

民期望房屋是让购屋者 
自住，购屋者在首5年不 

允许转售给第三者。

“尽管条例不允许屋 

主转租或转售单位，但 

那些因工作关系迁至他 

处的屋主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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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邦市7日讯）雪 

州政府放眼在未来5年 

成为时装枢纽（fashion 
hub)。雪州大臣阿米

■设计师阿伦赛夫用蓝色与黑色，带出昼与夜的 

差别和感受。

大臣：收人逐年增

雪放眼成時裝樞紐

增长12%，单是今年就 

带来35亿令吉的收入。 
他估计2023年，时装领 

域有望可增长至55亿令 

吉收入。
“大马每年都培育许 

多时装设计师，雪州的 

万宜及沙亚南是其中一 

个培育地。”

有关活动由雪州政府 

通过雪兰莪投资促进机 
构，与雪州王储基金 

会、雪州青年社区协 
会、雪州企业家协会及 

Royale Demure联办， 

并以州花丹绒花（Bunga 
Tanjung )为主题。” 

大臣说，雪州摩登时 

装活动关注与时装及潮 

流，为有潜能的时装设 

计师提供平台，让他们 

展现自己的设计。

他说，活动现场也介 

绍雪兰莪传统马来印金 
布（Kain Telepuk )、雪 

兰莪卡荅雅及马来男子 
服装Baju Sikap，凸显其 

独有的设计和特色。
“我们还将于12月3日 

在吉隆坡四季酒店举行 

时装晚宴，并邀请本地 
及国际王室、艺人和社 

会人士参与，将本地服 

装设计推介给他们。”

州
席
表
年
 

雪
出
时
每
 

与
沙
动
域
 

晚
尔
活
领
 

三
米
装
装
 

周
阿
时
时
 

于
姑
登
马
 

是
东
摩
大
 

丁
储
州
， 

鲁
王
雪
示

Page 1 of 1

08 Nov 2019
Guang Ming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Supplement • Audience : 49,712 • Page: KB6
Printed Size: 220.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3,333.33 • Item ID: MY0037806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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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茲敏：停止爲一觸即通卡充值

南北大道應聽民意
(吉隆坡7日讯）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促南北大道公司（Plus )管理层，对大道收费站不再 

为触即通”卡充值的决定重作检讨，并听取大道 

使用者的意见。

“关闭收费站充值服务，相信是大道管理层的决 

定，但大道使用者的意见也很重要，因为所有的设备 

都是为了方便用户。”
他于今日在国会走廊受询时说，若要关闭收费站的 

充值中心，大道公司理应为用户提供其他设施便利。
南北大道有限公司从11月5日起，不再在收费站的收 

费柜台提供“一触即通”的充值服务，但客户服务中 

心及特定收费站入□的充值柜台则会如常运作。

根据南北大道公司早前发出的文告，此举是为了减 

少南北大道因大道使用者为"一触即通”卡充值所造 

成的交通阻塞，同时也保障收费站职员的安全。
南北大道公司指出，从2016至2018年期间，国内共 

发生81起重型车辆撞收费站的意外事故。（LMY)

■阿兹敏促请南北大 

道公司管理层检讨关 

闭大道收费站柜台为 
一触即通卡充值服务 

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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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

错

法

(布城7日讯）首相敦马哈迪表示，除 

非总检察长丹斯里汤米汤姆斯犯下严重过 

错，否则不会随便开除他。
他今天（7曰）是针对反对党吁请首相 

议国家元首，开除总检察长丹斯里汤米 

汤姆斯的课题时，如是表示。

“我的工作不是开除人，有时人也会犯 

错，我也想开除一些反对党，但是我们有 

法治精神，我们遵从法治，除非发生严重 

大错，否则我不轻易开除他人，尽管人们 

总是叫我开除这人，开除那些人。”

另外，针对柬埔寨流亡国外的反对党 

领袖莫淑华（Mu Sochua)，在大马境内 

遭移民局逮捕的课题，马哈迪表示，我国 

正在为她寻找收留她的第三国家。

“我们要遣返她，但又有人叫她回来， 

我们在为她寻找第三个国家，我们不想与 

其他国家政府对抗，因为这非我国内政事 

务0

据《路透社》报导，莫淑华是柬埔寨 

救国党（CNRP)的副主席，她在上周被 

泰国政府禁止入境，之后转往印尼雅加 

达，并在当地召开记者会，宣布她准备与 

其他救国党领袖在周六返回柬埔寨。

此举引起柬埔寨政府不满，并要求印 

尼政府迅速逮捕莫淑莫，并将她遣返柬埔 

寨。#

首不

f便 

S总
璧i佥
错察

马哈迪（右2)今天在首相主持兑现竞选宣言特别委员会会议。 

左起为卫生部长拿督斯里祖基菲里、交通部长陆兆福、经济事务 
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及财政部长 

林冠英。

内阁成员合作没问题
壬何歧见在共识下达成协议

首
相敦马哈迪强调，内 

阁成员之间合作没有 

问题，任何的歧见会在会议中 

透过寻求共识的精神下达成协 

议0

“虽然内阁成员在会议外或 

许有各自的意见，但是在内阁 

会议中，最后都会达致共识， 

我也在内阁会议中准备s拳殴’ 

那些反对我的人，只是没敢这 

么做，大家最最终都会同意。”

马哈迪今天在首相署主持 

兑现竞选宣言特别委员会会议 

后，在记者会上如是表示，他 

的上述自我调侃的言论也引起 

哄堂大笑。

马哈迪续说，身为首相的 

工作就是在聆听各种意见后负 

责总结，阁员最终也接受他的 

结论。

较早时，马哈迪也表示， 

希盟至今已执政一年半，并已 

兑现许多竞选宣言，只是一些

需要时间来兑现。

询及若在他任期期间无法 

兑现所有宣言，马哈迪表示， 

党会接棒完成，并笑着对着发 

问的记者说：“我才不会掉入 

你的圈套中。”

他举例，安稳接替政权、 

肃贪及推行新计划，包括 
《2030年共享繁荣愿景》等， 

人民也普遍上接受希盟政府的 

措施。

对于反对党一再质疑新政 

府的表现，马哈迪认为，反对 

党在前朝期间不向偷钱的领袖 

谏言，现在才来给予新政府治 

国建议。“我们在过去已经给 

了机会，但他们做了什么？谏 

言的领袖都被开除了。”

“这是一个独裁者所为，不 

像之前的独裁者(马哈迪自我调 

侃），以前的独裁者是好人，在位 
了 22年，虽然重新接任首相首 

相，但不会任职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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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办端庄时装秀培养设计师

雪拟打造成时尚枢纽
(八打灵再也7日讯）雪州首个“端庄时装秀” （Selangor Modest Fashion)启动，为本土时装设计师提供 

迎合全球时装市场需求的机会，推广雪州时装业发展。

主题为“重新定义端庄时装”的时装秀，由雪州投资促进机构与雪州王储基金会（YRMS)、雪州青年 

组织与企业家携手打造，活动旨在培养符合国际资格的设计师，以期将雪州定义为时装业的“时尚枢纽”。

■=l=* :莪州务大臣阿米鲁 

丁说，3年前，州政 

府曾举办“回教时装秀”，经 

过更深层研究与计划，推出 

“端庄时装秀”。

本土设计具潜能

“雪州有许多服饰店所售 

卖的本土设计，都有很大的潜 

能，成为雪州独有的标志，而 

端庄服装秀只是个开端，仅呈 

现州内约40至50%的本土设 

计，我们期望未来能迈向更高 

端的时尚文化。”

他昨晚陪同雪州王储东姑 

阿敏在双威M店出席“雪州端 

庄时装秀”后，召开记者会这 

么说。

马来皇家时装成亮点

“马来两亚的时装业正以 

每年增长12%高速成LC：，估计 

2023年，时装业为雪州带来的 

经济收益，会从2019年的35 

亿令吉增至55亿令吉。”

他说，我国每年都会出现 

有潜质的设计师，尤其在万宜 

与莎阿南地区，服饰店业者都 

能快速瞄准端庄时装的市场。

另处，昨晚的时装秀展示

东姑阿敏（右三起）及阿米鲁 

丁颁发奖杯给优秀的设计师， 

鼓励年轻设计师扩大版图，让 

“雪州端庄时装”文化更加广 

为人知。

了 3州年轻设计师的原创高级 

成衣（RTW)，创作灵感来自 

于摩登却又不失端庄的雪州传 

统时尚，而当晚的节目売点是 

雪州独特的马来皇家时装展 

示，当中包拈印金布（Kain 

Telepuk )、雪州娘惹服饰 

(Kebay a)及男性服饰。

以雪州州花即丹绒花作为主题，再融入日式风格与夺目的色彩 

的服装设计，让人眼前一亮。

除了女性服饰，雪州端庄时装也少不了男性 

时装，设计师的卡其色“效用服饰”尽显男 

性的绅士风格。

大臣:与商业融合

将时尚变经济效益
阿米鲁丁说，“雪州端庄时装秀” 

致力融合时尚与商业，把时尚价值与 

设计转化为经济效益。

“我希望透过设计师激励人心的心 

路历程，能激发更多时装界人才，在 

时装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 

他也说，雪州端庄时装秀将在今 

年12月3 R，在四季酒店展开时装晚 

会，届时将邀请国内外皇室、社会名 

流、企业家、名人与网红等各领域专 

家参与其盛，共同推广与促进雪州端 

庄时装业的发展。

“该场晚会将以雪州的州花，即丹 

绒花作为主题，丹绒花散发独特香 

气，具有优雅、品味与奢华的象征。”

印金布是雪州遗留的传统时尚文化之 

一，高贵华丽的背后隐藏着讲究复杂的 

制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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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承包商清理非法垃圾。前排右为唐竟发。

因滤水站计划工程幵辟

小路沦非法倒垃圾热点
(沙登7日讯）又一个非法

垃圾场！

雪州沙登岭BS 10/4路 

后方一块空地，半年前因 

冷岳2滤水站计划工程开 

辟小路后，却沦为非法倒 

垃圾的地点，虽然已多次 

清理，但相关人士无视法 

纪继续到来倒垃圾，导致 

距离约40公尺的居民被迫 

闻臭度日。

行动党史里肯邦安州议 

员欧阳捍华今早前往现场 

巡视时说，该地段正在展 

开冷岳2滤水站计划工 

程，但出人口没有封锁， 

相信运载垃圾的罗里是通 

过捷径与美华路（Jalan 

Mawai’）的交界处驶人有义 

小路后倾倒垃圾。

现场所见，非法垃圾场 

的垃圾包括餐馆厨余、饮 

食包装、工业垃圾等等，

环境脏且臭，还引来苍蝇， 

居民们也担心滋生黑斑蚊， 

衍生健康问题，希望执法当 

局采取行动。

欧阳捍华说，当地曾清 

理过多次非法垃圾，但“垃 

圾虫”仍然把非法垃圾丢弃 

在该地，附近的居民已经忍 

无可忍。他说，有居民目击 

并且拍摄到倾倒垃圾的罗里 

照片，他们也已掌握非法倾 

倒垃圾者的身分。

他说，对方并非首次倾 

倒垃圾，因此促请梳邦再也 

市议会向有关人士发出警告 

信与采取严厉行动，同时指 

示冷岳2滤水站计划承包 

商，在短期内清理有关垃 

圾，并在出人口放置路障， 

禁止罗里非法进人倒垃圾。

出席者包括梳邦再也市 

议员戴贞兴、唐竟发、王奕 

翔和沙登新村村长方年泰。

居民：在家也闻到垃圾味
住在沙登岭第10区的居民张润添 

指出，该区多年来相安无事，但自从 

后方的空地开辟成小路进行工程之 

后，就引来垃圾虫非法倾倒垃圾。半 

年前，当时他在家不时会闻到垃圾异 

味，观察后才发现住家附近突现非法 

垃圾场。

“随后这些垃圾虽获清理，但不久 

又再出现，我忍无可忍向议员求助，

又获清理干净。这种情况重复约3次，直到最近乂有罗里进 

人倒垃圾。

:我曾试过阻止倾倒非法垃圾的罗里，对方（男子）还 

恶人先告状，反问我有没有亲眼看见他倒垃圾，我不理他， 

还拍摄对方的照片^ ”

他说，这种情况已严重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垃圾的恶 

臭味飘至屋内，他们都难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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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州 议 会

(莎阿南7日讯）雪州政府为免雪州梦想之家（Program Rumah Idaman Selangor)的房屋在期 

限内被转售，探讨把房屋地契改为“价格控制房屋”，加强法律约束。

雪州行政议员哈妮查指出，州政府正在讨论这事项，若成功把房屋地契改为“价格控制房 

屋”，购买者从签署买卖合约起，5年内不得转售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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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出席议会津贴

腼约束梦想之雜黼：
明年起增至350元

妮查是掌管赁州房屋及城市生活 

事务的行政议员，她今早在附加 

提问环节，针对双溪班丨丨:州议员英然有义 

州政府现有的我的雪兰莪房屋合约没有说 

明约束期限，难有法律约束一事如此回 

应。

雪州梦想之家是我的雪兰莪房屋的升级版。（档案照）

雪州立法议会明年起，将调高议员出席议会的津 

从75令吉增至350令吉。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在议会宣布这项消息时说，经 

过雪州议氏不断争取，州政府已批准议员的开会津贴 

调高至350令吉。

据了解，雪州立法议会自1980年起，就没有调整 

过议员出席会议的津贴，议员无论是上午出席或下午 

出席及离开，只要签到即获得75令吉。

另一方面，雪州议长黄瑞林接受媒体询问时说， 

明年开始州议会召开时会分为两次签到，早上签到的 

议员可取得200令吉，下午乂签到者可获得150令 

吉，共可获得350令吉，若只是下午签到者，只可获 

得150令吉。

“我们借此鼓励议员勤奋参与议会及尽责任，议会 

是非常重要的平台，以讨论和处理一些民生问题。”

他说，一些议员在州议会期间，会为了处理选区 

事宜而缺乏议会，惟他个人认为这是其次，可交由助 

理去代理或议会后才跟进。

“他们缺席，会导致提问因此被跳过不获提问，对 

议会的认知不强。”

较早前今旱在口头提问环节，雪州行政议员许来 

贤也抱怨，他昨天和今天都无法顺利回应议员的提 

问…

他原欲于今日回应乌鲁安南州议员的提问，但W 
为对方没有出席，最终获议K允许下，由而榄州议员 

莫哈末赛代为提问。

“我昨天已准备好答案要回应双溪武隆州议员拿督 

3苏丁，但后者没有出席，若待会他再缺席，意味着 

我无需回应任何提问。”

探讨更改地契

避免被炒高价格

她说，早前的我的雪兰莪房屋分为廉 

价或是中价单位，为免有人购作为投资用 

途或是炒高价格，仅以合约方式限制5年 

内不能转售。

她也声明，雪州梦想之家是我的雪兰 

莪房屋的升级版，房屋单位将有厨柜、地 

面也会铺上瓷砖的，是开放给满18岁以 

上的大马公民申请。

“尤其是在雪州没有房屋，以月收人 

在1万令吉以下的B40及M60为目标。”

她说，成功购屋者领取锁匙后，不可 

私下将相关单位转租他人，包括外籍人 

士。

她说，州政府将与建筑物委员会及联 

合管理机构合作监督，包括制定组屋条 

规，对违例者采取行动付，除非屋主W丁 

作搬离雪州，州政府可例外处理脱售。

鼓励议员勤奋尽责

哈的
妮地
查契

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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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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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教堂祈祷室禁政治演说
雪兰莪州务大臣阿米鲁丁强调， 

任何人在回教堂或是祈祷室进行政治 

演说，或是做出有违宗教以外的事 

谊，如诽谤、煽动情感等，将被对 

付。

他指出，雪州苏丹殿下已谕令， 

雪州宗教局也已下达指示，不可在回 

教堂或祈涛室内进行与政治有关的活 

动，包括演说。

他说，一旦宗教局接获相关的投 

诉，即会采取行动对付违例者。

他今R出席雪州立法议会第14届 

第二季第3次议会，总结2020年雪州

财政预算案辩论时这样说。

他表示会和雪州宗教局讨论，在 

回教党或祈祷室安装闭路电视作监督 

用途。

针对有关某前议员曾在回教堂发 

表攻击性言论一事，阿米鲁丁说对相 

关攻击性言论是习以为常，尤其是一 

些政治人物，也利用社交媒体发表类 

似的言论。

他并不把这些攻击性言论当一回 

事，但认为如果是涉及到诽镑及抵毁 

性的言论，应采取行动对付有关人 

十.

加影2梦想之家获批
哈妮查说，雪州政府h前在加影市议会辖内批准 

了两项雪州梦想之家，惟基于尚没有取得销售准证及 

广告准证，暂时还没有开放申请。

她说，该两项计划目前正在处理发展准证。

设机制评估公务员 

按表现发特别援金
雪州政府或许将成为国内其他州政府的参考例 

子，以公务员的表现发出介于500令吉至2个月的特 

别援助金。

阿米鲁丁说，州政府针对这项特別援助金在年头 

作出讨论，决定设有一个机制，按公务员的表现，特 

別发放特别援助金给他们。

“我们已讨论此事，包拈以局及个人的方式作出评 

估，在局方面会着重整体表现。”

他说，在个人方面会着种公务员的纪律及个人绩 

效表现，绩效是否达标，有否超越期望或低于期望 

等。

尽管有议员认为这种分配法或会影响到公务员的 

心情及自信；惟阿米鲁丁说，这只是特别援助金；所 

有的公务员已在开斋节取得一个月的花红。

他说，特别援助金是按表现与能力发放，这相等 

于有的人再多拿500令吉或介于2个月内的薪金。

他也提醒公务员必须改变思维及作出行动，才能 

与雪州一起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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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2地方政府合作

45万推免塑料吸管措施
(莎阿南7日讯）雪州政府与

12个地方政府联手合作，共动 

用了 45万6000令吉，以推广 

雪州“免用塑料吸管”措施。

掌管雪州自然环境、绿色 

科技及消费人事务的州行政议 

员许来贤披露，州政府和12 

个地方政府合作，举办了多项 

有关雪州免用塑料吸管措施的 

活动，其中包拈斋戒月市集推 

行免塑料运动、免塑料嘉年华 

等活动，鼓励人民减少使用塑 

料，以及提高人民对环境保护 

的醒觉意识。

他说，地方政府也透过张 

挂广告牌、社交网络、及在地 

方政府部门附近挂布条等措 

施，积极推广免用塑料。

他回应乌鲁安南州议员罗

丝妮的口头提问时说，雪州政 

府也耗资2万令吉，和国内贸 

易及消费人事务部、学校、非 

政府机构合作，举办各种醒觉 

意识运动。

另外，回应斯里士蒂亚州 

议员哈里米附加提问，关于免 

塑料水管是否只在特定餐厅实 

施以及是否会罚款时，许来贤 

表示，这项措施在雪州每间餐 

厅落实，目前为止并没有采取 

严厉执法行动。

“因为现阶段主要是希望 

能教育人民及提高人民爱护环 

境的意识，但不排除未来人地 

罚款或采取其他更严厉的执法 

行动《 “

回应万达镇州议员嘉玛丽 

雅附加提问，关于是否会对付

在雪州迅速发展，但增加大量 

塑料垃圾的珍珠奶茶行业时， 

许来贤表示，雪州政府目前不 

会有任何措施对付商家，但会 

在短期内和商家对话，以讨论 

商家如何能减少使用一次性塑 

料，更改成使用更符合环保效 

应的包装。

“我也呼吁商家除了在赚 

取盈利，也应该协助州政府， 

一起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 “

当在回应武吉加星区州议 

员拉吉夫的附加提问，关于如 

何能减少使用塑料瓶时，他表 

示，其实在今年7月召开的行 

政议会会议已通过一项措施， 

即禁止在政府部门使用一次性 

塑料。

他说，但截至目前还有很

“根据1976年地方政府法 

令（171法令）第78条文，若 

业主允许“拥挤房屋”，且在 

拥挤情况下危害公众，一旦罪 

成，罚款不超过2000令吉或 

监禁不超过6个月或两者两者 

兼施，罪成后若罪行持续，则 

每天额外罚款不超过100令 

吉。”

他表示，地方政府0前正 

在制定更完善得一套法令或指 

南，以解决问题。

此外，回应黄美诗的附加

许来贤：地方政府透过广告宣 

传、社交网络平台等管道积极 

推广免用塑料措施。

多政府部门获官员继续使用， 

并揶揄议K：黄瑞琳桌上的塑料 

瓶就是一例。

”若要人民停止使用塑料 

水瓶，政府部门就应该以身作 

则，率先免用塑料瓶，这样人 

民才会跟随政府的脚步，减少 

使用一次性塑料。“

提问有关州政府是否会直接使 

用2016年梳邦再也市议会推 

出的指南，若不，相关指南何 

时会执行时，黄思汉说梳邦再 

也市议会的指南只适合当地的 

执法。.

他说，目前州政府正在在 

收集各个地方政府的资料，尤 

其是八t ]灵再也市政厅、梳邦 

再也市议会以及莎阿南市政厅 

的资料，W这3个地方政府的 

辖区有较多学生宿舍，新指南 

也会尽快推行。

排屋擅改建宿舍可罚2.5万
掌管地方政府、公共交通 

和新村发展的雪州行政议员黄 

思汉说，业主未事先获得地方 

政府批准就私自把排屋改建成 

多房式宿舍，将会受到法律制 

裁.。

他说，业主可在1974年道 

路、沟渠及建筑物（133法令） 

第70 (12)条文下被提控，一 

旦罪成，罚款不超过2万5000 

令吉，罪成后罪行持续则每天

额外罚款不超过500令吉。

他回应梳邦再也州议员黄 

美诗口头提问时说，为了解决 

上述问题，地方政府采取了几 

项执法行动，包括援引1974 

年道路、沟渠及建筑物（133 

法令）第86 (a)条文执法。

“根据这项法令，如果该 

房屋状况造成滋扰或危害公 

众，政府可以把违例者控上法 

庭。”

大臣:若各单位配合

预算案赤字有望减少
阿米鲁丁指出，若州内各 

单位能给予州政府全面配合， 

同舟共济，相信雪州政府的 

2020年财政预案的1亿3300 

万令吉赤字有望减少。

他说，尤其是以雪州政府 

在过去数年的财务情况，虽然 

雪州政府列出赤字预算，但最 

终在数字上证明赤字都能获得 

减少。

“在阿兹敏阿里出任雪州

大臣时，在2017年赤字曾达9 

亿令吉，最终成功把赤字减少 

至4亿令吉。”

此外，阿米鲁丁说，雪州 

政府正如力朝向精明州迈进， 

同时也在今年成立了公民电子 

支付平台（CEPat)，提供更 

便捷的服务。

他说，全国市场S前共有 

多达46个电子钱包，所以州 

州政府也建立电子钱包系统。

冷岳2滤水站工程落后5%
掌管基本建设、公共设 

施、现代化农业及农基工业事 

务的雪州行政议员依占哈欣表 

示，冷岳2滤水站计划的第一• 

阶段工程进展比原定计划落后 

5.16%，根据原木计划，今年 

9月30日原本应该完成 

83.76%，惟现阶段只完成 

78.61%。

他说，至于滤水站设施建 

设方面，原定丁程进展应该已 

完成100%，0前只完成95% 

工程。

“整个工程其实分成A、B 

两个流程，每个流程的工程乂 

分成两个部分。有关A流程的 

设施于今年7月7 R已完成， 

目前正在测试水源分配和输送 

的工作。”

他说，整个测试阶段将在 

今年12月31日完成，预计明 

年1月正式运作，A流程将可 

提供5亿6500万公升（JLH) 

的净水。

依占哈欣说，测试丁程是 

为确保输水设备能够承受每天 

输送5亿6500万公升净水的 

负荷量，雪州水务管理机构必 

须确保这些设施能够正常运 

作，而这些水源将主要供应予 

吉隆坡南区和吉隆坡市中心。

此外，他回应武吉加星州 

议员拉吉夫的口头提问时表 

示，雪州政府确保整个冷岳2 

滤水站计划，丁程能够按原定 

计划于2022年竣工，其余未 

完成的设施包括污泥处理、北 

部输水管隧道，以及安邦蓄水 

池。.

“至于其他跟工程有关的 

蓄水池，预计将按时在2020 

年竣丁。”

依占哈欣于午休时段也向 

媒体解释，畀州制水问题跟冷 

岳2滤水站计划无关，雪州发 

生制水很多时候是第三方问 

题，包括水源污染、建设工程 

破坏地下输水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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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马：兑现最大竞选承诺

希盟5党有歧见也没事
打贪成绩受国际肯定

(布城7日讯）首相敦马哈迪

医生说，希望联盟所兑现的 

最大竞选宣言承诺，就是维

系了联盟的稳定，5个政党组 

成的政府，可以顺畅运作。

“由5党组成政府，其中—

个还不是联盟成员，各党有不 

同意见，但可以和平接过政权 

并顺畅运作，就是最大的承诺

兑现。”

马哈迪今日主持政府承诺 

全国委员会会议后，在记者会 

这么说。

出席者包括副首相拿督斯 

里旺阿兹莎医生、财政部LC：林 

冠英、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交通部长陆兆 

福、人力资源部长古拉、原产 

业部长郭素沁、卫生部K：拿督 

斯里祖基菲里博十、首相署部 

长拿督刘伟强及教育部副部LC： 

张念群。

还有时间兑现承诺

他说’政府在没有面对任 

何问题，也没有发生暴力或骚 

乱事件下，虽然在委任他成为 

首相有一些延迟，但还是安全 

地接过政权。

“各成员党组成的联盟政 

府，根据共识治理国家，一年 

半后，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可 

以顺畅治国，撤换贪污的官 

员，建立有效率的行政机 

关《 ”

他说，有些承诺已兑现， 

有些是已做到一半；兑现的时 

限是5年，我们还有时间，所 

有承诺都会兑现。

马哈迪说，政府会兑现所 

有竞选承诺，首要是打贪。

“大的贪污已处理，反贪会 

积极办事，全世界的政府都来 

询问我们怎样打贪。

“政府的打贪和行政改革， 

U:马来两亚在国际上受到肯 

定。出席联合国大会和东盟峰 

会时，我国所提出的意见和看 

法受到高度评价，在国际的形 

象受到广泛接受。”

他说，反对党现在批评希 

盟这个没做，那个没做，还要 

给意见。

“以前为何他们不提意见给 

盗贼政府和‘小偷’？

马哈迪说，我国政府遵循 

东盟原则，秉持不干预他国内 

政的原则，看待亲民主派的柬 

埔寨人代表求见于他，以请教 

民主经验一事。

另外，针对一名柬埔寨人 

在吉隆坡机场被扣留，马哈迪 

说，正在寻找有哪一个国家会 

收留她。

“我们已经给机会他们了… 

那些当时批评的人被革除，包 

括（内政部长丹斯里）慕尤丁、 

(沙巴首席部K：拿督斯里）沙 

菲依和吉打大臣（拿督斯里慕 

克力）。看来那是一名独裁 

者。现在，以前当了 22年的 

‘独裁者’回来了。2009年后， 

政策变了‘现金为王’，但人民 

最终不支持。”

马哈迪说，政府理政与治 

国，必会面对批评。反对党的 

工作就只是在批评，如果有朝 

一日反对党执政，也会面对相 

同的命运。但是，还是要感谢 

这些批评。

“他们可能在他国犯了 

罪，不是在我国。”

报道指我国扣留了柬埔寨 

在野党领袖莫淑华（Mu 

Socliua )，外交部长拿督斯里 

赛夫丁也证实有关报道。并解 

释说，她被拘留纯粹是有执法 

单位要向她问话，以了解她来 

大马的用意。

马哈迪在一众部长的陪同下，发表谈话。左起郭素沁、古拉、陆兆福、阿兹敏及林冠英。右起祖 

基菲里、莫哈末沙布及旺阿兹莎。

柬领袖被扣寻他国收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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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加额服务喊停

阿兹敏促一触即通检讨
(吉隆坡7日讯）经

济事务部LC：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今R 

促南北大道公司考 

量民意，检讨旗下

收费站的 触即

通”加额服务喊停 

的决定。

他说，该公司 

必须考量大部分的 

大道使用者，并不 

同意这项措施。

他今天在国会 

走廊对记者说，义闭“一触即 

通”卡加额通道可能是该公司

阿兹敏： 

rxi 〇
,山、

管理层的决定。

南北大道宣布 

木月5日起停止在 

旗下大道收费站提 

供“一触即通”卡 

现金加额服务，以 

减少塞车情况。

阿兹敏说： 

“我希望南北大道 

管理层仔细研究这 

项决定，考量大道 

使用者的意见。 

“他们（南北 

大道）应该提供选择，以方便 

使用者。”

应考量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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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莎阿南7日讯

雪州行政议员拿督 

JjJ 阿都拉昔披露，今 

7■■年从1月截至6月为 

止，雪州共吸引了 

186万名本地旅客到 

访，比去年同时期 

增长4%。

他指出，州政 

府今年积极通过各 

种旅游展、大马国 

H I 际旅游展（MATTA 

FAIR )，大马国内

186旅游协会（mitta ) 
一及其他活动等’向 

海内外旅客推广雪 

州旅游景点。

他是在回答武 

吉加武吉加星州议 

员拉吉夫的提问时 

透露，雪州于2018 

年总共吸引401万本 

地旅客，占到访雪 

州的海内外旅客人 

数的55 %。

他透露，雪州旅游局今 

年也举办「Skuad Kembara 

Sekolah」，即到学校向老师 

和学生推介本地旅游景点。

他补充，航空公司在推 

动旅游方面，也给予极力的

游
客

配入 如马印航空（Malindo

Air )和亚航，推出熟悉旅 

(Familiarization Trip ) 

和体验之旅（FAM Trip )配 

套。

他说，通过上述活动， 

州政府也希望雪州之外的旅 

游局也能够提供类似旅游配 

套，为国内旅游市场给予优 

惠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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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将团此審jSjyi嫌滅费
莎阿南7日讯|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披露，州政 

府将与珍珠奶茶业者展开对话，探讨减少使用塑料 

的方式，希望尽量减少塑料或使用替代品，以配合 

州政府的无塑料政策。

他指出，手摇饮料珍珠奶茶 

在八打灵再也、加影和梳邦再也到 

处都有许多专卖店，确实引发塑料 

问题，包括塑料杯、塑料袋及塑料 

吸管等，唯州政府目前没有阻止珍 

珠奶茶店营业。

许来贤在回答万达镇州议员 

嘉玛丽亚，有关珍珠奶茶专卖店泛 

滥的现象时指出，州政府将展开对 

话会，除了该部门和业者，他也会 

要求地方政府一起加入对话会。

他表示，希望珍奶业者能更 

换奶茶杯和吸管，尽量减少使用塑 

料产品，以便业者在赚取盈利时， 

也为环境和社会献力，同时也不违

雪兰莪 
立法议会

背雪州政府的「无塑料」政策。

耗45万推行减塑

许来贤随后在回答乌鲁安南 

州议员拿督罗斯尼的提问时霹雳， 

州政府共耗资45万6000令吉来推动 

无塑料政策，拨款经已发放到雪州 

12个县市议会。

另外’武吉加星州议贝拉吉

许来贤（左）表示，雪州政府将会晤珍珠奶茶业者，以要求业 

者配合「无塑料政策」，減少塑料的使用。 _骆曼-

夫在附加提问时质疑，州政府虽然 

推动无塑料政策，不过雪州议会厅 

桌上却依然还在使用塑料。

对此，许来贤，州行政议会 

已议决从今年7月1日开始，在州 

政府大厦范围内所有的政府机构

禁止一次性塑料的使用。他无奈表 

示，不解为何州议会为何至今还在 

使用塑料，结果引起州议会内哄堂 

大笑。议长黄瑞林见状则表示不好 

意思，并承诺下一次州议会必作出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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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屋级领fd站台 
聞六聞B火力金IT
新山7日讯|距离丹绒比艾国席补选剩下约9天， 

来临的周六与周日势必成为参选各政党集中火力赶在 

下周六投票日之前的政治秀。根据各政党行程，来临 

的周末将冠盖云集，势必掀起补选另一波高潮！

其中，国阵已于周三晚，在 

丹绒比艾选区的马来乡区拉响首 

炮，大阵仗动员反对党领袖为丹 

绒比艾国阵候选人黄日升站台。

与国阵的集中火力动员所有 

国阵成员党与伊党不同，希盟各 

盟党之间，将会各自举办政治讲 

座与走访选区来为希盟候选人卡 

敏站台助选。

据悉，来临周六与周曰，行 

动党、公正党与土著团结党分别 

有中央领袖及部长走访选区，但 

首相敦马哈迪与公正党主席拿督 

斯里安华，分别在本月13日（下 

周三）与本月11日（下周一）到 

丹绒比艾为希盟11 矣选人助选。

行动党将在来临周六于北干 

那那与笨珍两地，举办两场大型 

政治讲座，出席的希盟领袖包括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资深领袖 

林吉祥、该党正副部长级领袖杨 

美盈、张念群、刘镇东及公正党 

柔州署理主席潘伟斯等。而在周

日，该党也同样会举办两场大型 

政治讲座。

至于公正党，有消息指来临 

超级周六与周日，该党署理主席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及砂州公正 

党主席巴鲁比安、全国副主席祖 

莱达也会到访，还未敲定行程。

土著团结党周末将举办活动 

的部长级领袖包括教育部长马智 

礼、企业发展部长礼端等。

民政大会移师新山

国家诚信党主席莫哈末沙布 

也同样在本月11日（周一）再临 

丹绒比艾，在此之前，该党署理 

主席拿督斯里沙拉胡丁阿育几乎 

每周都现身选区。

至于民政党，为配合这次丹 

绒比艾补选，该党三机构全国代 

表大会，已确定在来临周六即本 

月9日移师柔佛州新山成功滨海酒 

店（Berjaya Waterfront)举行。

丹绒比艾

^选
提名：2/11 投票：16/11 V

刘文聪

根据该党消息，除了所有中 

央领袖会出席代表大会，该党前 

主席拿督斯里马袖强也将于本月 

10日（周日）到丹绒比艾走访选 

区，为温蒂助选，南来的重量级 

领袖也包括该党另一前主席许子 

根，只是行程还未确定。

国阵这一方，来临周六与周 

曰，纳吉将再次亲临，势必发动 

另一波「我的老板」旋风，而类 

似于周三晚的反对党重量级领袖 

齐聚的国阵政治大讲堂活动，也 

在下周四的投票前夕（14曰）举 

办，作最后冲刺。

从各政党的排兵布阵及重量 

级领袖的行程安排来看，来临周 

六与周日已预见会火热，但各党 

最后冲刺，应该会落在11月16曰 

投票日肖1」两天才掀起最局潮。

安努亚慕沙（左起）、哈斯尼、魏家祥、阿末扎希、黄曰升、 

等反对党领袖呼吁丹绒比艾选民支持囯阵候选人黄日升。

哈迪阿旺、沙拉瓦南与希山慕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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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中）希望南北大道公司，能重新检讨关闭一触即通卡加额通道的决定。 -顏泉春-

「一触即通加额通道应重开」
吉隆坡7日讯|经济事务部

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认为， 

南北大道公司（PLUS )应该重开 

「一触即通」（Touch n Go )加 

额服务通道。

他说，关闭加额服务通道的 

决定可能是来自管理层，但希望 

管理层能够重新研究，并将使用 

者的意见纳入考虑。

他指出，南北大道公司应该

为道路使用者提供其他选择。

阿兹敏今日在国会走廊受询 

时说，道路使用者的意见非常重 

要，应该给予关注，为他们提供 

方便和舒适的使用道路。

「我希望管理层会重新的仔 

细研究，并考量到道路使用者的 

意见，他们应该准备其他选择以 

方便使用者。」

南北大道公司日前宣布，南

北大道全国收费站不再提供一触 

即通的加额服务通道后，引起驾 

车人士的不满，纷纷到该官方网 

站质问，更有网民反问既然不提 

供加额服务，不如直接废除收费 

站。

南北大道公司日前以要解决 

使用者为加额所导致的交通阻塞 

问题，以及保障收费站人员的安 

全为由，宣布从今年11月5日起， 

旗下的收费站不再提供一触即通 

卡加额服务，惟客户服务中心及 

特定的收费站入口将照常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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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應州议会漳M増至RM350
莎阿南7曰讯|雪州大臣阿米鲁丁今天在州议 

会中宣布，明年起州议员出席州议会的津贴，将 

从原本的75令吉一口气调高至350令吉。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宣布，明年起州议员出席议会的津贴将会 

从原本的75令吉，增加至350令吉。 -骆曼-

他在财政预算案辩论环节时 

解释，经过雪州议长黄瑞林不断 

争取，州政府已批准议员的出席 

州议会的津贴调高至350令吉。

据了解，一般县市议员的开 

会津贴已达100至150令吉，就连 

国会的开会津贴也有400令吉；但 

州议会一开就是整天，州议员的 

津贴却只领75令吉。

针对上述事宜，黄瑞林在下 

午州议会辩论环节结束后，回答 

记者提问时指出，雪州议员出席 

州议会的津贴已超过30年未曾调 

整，所以才提出申请作出调整。

「州议会的津贴从1980年至 

今未曾调整，所以，新津贴从明 

年1月起正式生效。提高津贴除 

了应付通货膨胀，也鼓励州议员 

勤奋出席州议会。」

他指出，新津贴生效后，出 

席州议会的州议员必须签到2次， 

才能获得350令吉的完整津贴。此 

举乃为确保州议员负责任，无论

是口头提问、政策辩论都全程参 

与州议会。

签到分成早上与下午

他透露，落实新津贴后，州 

议员签到分成早上与下午，早上 

签到可获200令吉，下午签到时则 

获得150令吉的津贴。目前，州议 

员只需要签到一次，就可获得75 

令吉的津贴。

他指出，许多议员在州议会 

早上环节迟到，希望州议员能够 

加强时间观念。

「提问环节是行政议员回应 

州议员问责州政府的问题，若行

政议员回答问题时，提问的议员 

迟到或缺席，他们的问题就会被 

调走。那些提问都是州议员要求 

政府回答的，政府辛苦准备的答 

案，却因为州议员迟到或缺席导 

致提问被调走，白白失去一个回 

答的机会。」

他表示，很多议员对州议 

会功能认识不深，以为州选区事

务比州议会重要。其实州议会就 

是为了辩论政策，是议员的主要 

工作。州议员必须了解州议会优 

先，选区其次。

另一方面，黄瑞林透露，这 

一次雪州议会，在州议会附属大 

厦增设多个资料看板，目的是让 

到访的客人清楚知道州议会在辩 

论什么问题，进行到什么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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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7日讯I雪州行政议员 

黄思汉披露，为了避免对住宅区 

和市民造成不必要的干扰，雪州政 

府将拟定统一法令，严厉管制雪州 

境内排屋非法改建为外劳宿舍的现 

象0

黄思汉在回答梳邦再也州议 

员黄美诗的提问时指出，地方政府 

可援引1974年道路、沟渠与建筑 

法令（133号法令）第86(a)条文， 

来对付非法改建、扩建而对周遭民 

众造成干扰、不便，或生命威胁的 

业主。

他透露，根据1976年地方政

统一法令严管排屋非法改建外劳宿舍
府法令（171号法令）第78条文 

(超过住户人数限制），任何房屋 

居住人数过多超过负荷，对环境卫 

生和住户个人健康造成影响’屋主 

的行为属于违法。

「根据上述法令，屋主一旦 

罪成，最高罚款不超过2000令吉， 

或监禁不超过6个月、或两者兼 

施。如果继续无视地方政府的警 

告不加改善，在上述法令下，屋主 

会被追加i1」款’以每天100令吉计

算，直到情况改善为止。」

黄思汉指出，如果屋主在扩 

建和装修上，没有根据地方政府房 

屋指南，在未获得批准图测而进行 

违法改建。屋主将抵触1974年道 

路、沟渠与建筑法令第70 ( 12 ) 

条文。

「在抵触上述法令下，屋主 

一旦罪成，最高罚款不超过2万 

5000令吉，以及每一个违法扩建的 

部分逐个算，每一项罚款最多不超

过500令吉。」

针对黄美诗指出，梳邦再也 

市议会于201 6年已拟定的地方法 

令，为何州政府不参考作为所有 

地方政府统一使用的法令。黄思 

汉则表示，每一个县市议会的地区 

不同，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梳邦再 

也市议会和莎阿南市政厅都是拥有 

很多改建宿舍的案例，州政府需要 

搜集更多以资料，拟定更完善的法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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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7日讯|雪州行政议员 

许来贤披露，为避免河流水源继续 

遭受污染和干扰，雪州政府已经为 

7个水坝和413河流进行宪报。

许来贤指出，上述水坝与河 

流是根据1999年雪兰莪水务管理

7水坝413河列宪报
机构(LUAS)法令第48条文，进行刊 

登宪报，是为禁止水坝、河流、河 

岸保留地遭受污染和破坏。

许来贤在会回应双溪武隆州 

议员拿督三苏丁的提问时指出，雪 

州水务管理机构和雪州水供公司也

在沿著河流多处地点设立水质测量 

站点，作为任何水质污染的预警系 

统。

「雪州水务管理机构将进行 

定期监控，以确保水供和蓄水区受 

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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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岳2)虑水站工程落后5%
莎阿南7日讯|雪州行政

议员依兹汉披露，冷岳2滤水 

站计划的第一阶段工程进展比 

原定计划落后5.16%，根据原 

本计划，今年9月30日原本应 

该完成83.76%，然而实际上只 

完成78.61 % J

依兹汉解释，针对滤水站 

设施建设方面，原定工程进展 

应该已完成100%，唯目前只完 

成95%工程。整个工程其实分 

成A、B两个流程，每个流程的 

工程又分成两个部分。

他透露，有关A流程可提 

供每日5亿6500万公升（JLH ) 

净水的设施于今年7月7日经已

完成，目前正在测试水源分配 

和输送的工作，整个测试阶段 

将在今年12月31日完成，预计 

明年1月正式运作。

他指出，测试工程是为 

确保输水设备能够承受每天输 

送5亿6500万公升净水的负荷 

量，雪州水务管理机构必须确 

保这些设施能够正常运作，而 

这些水源将主要供应予吉隆坡 

南区和吉隆坡市中心。

他表示，雪州政府确保整 

个整个冷岳2滤水站计划，工 

程能够按原定计划于2022年竣 

工。其余未完成的设施包括污 

泥处理、北部输水管隧道，以

及安邦蓄水池。至于其他跟工 

程有关的蓄水池，预计将按时 

在2020年竣工。

依兹汉是在回应武吉加星 

州议员拉吉夫的提问时，向州 

议会汇报有关冷岳2滤水站的 

进展。同时，他在午休时也向 

媒体解释，整个冷岳2滤水站 

工程分成多个阶段进行。

另一方面，依兹汉也向媒 

体澄清，雪州制水问题跟冷岳 

2滤水站计划无关。

他指出，雪州发生制水很 

多时候是第三方问题，包括水 

源污染、建设工程破坏地下输 

水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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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妮查提醒购买我的雪兰莪房屋者，不要当作是一个 

房产投资。右为行政议员茜蒂玛丽雅。

哈妮查："我的雪房屋”非供投資

購屋者首5年禁轉售
(沙亚南7日讯）雪州行政议员哈妮查提醒购屋者，

“我的雪兰莪房屋”计划是让购屋者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愿 

望，并非供他们进行投资用途。

因此，她说，州政府会与“我的雪兰莪房屋”计划、雪 

州子民期望房屋计划的联合管理机构及地方政府建筑物委员 

会合作，确保购屋者用于自住用途，勿将房屋单位转租或转 

售给第二方牟取利益。

促州政府調查執法
+是再也谷区州议员的哈妮查促请州政府正视该问 

题，并定期采取调查及执法行动6 

她在回答巫统双溪班让区州议员英然的口头提问时表 

示，“我的雪兰莪房屋”计划及雪州子民期望房屋是让购屋 

者自住用途，因此购屋者在首5年内，不允许转售给第1者。

“尽管我们设下条例，不允许屋主转租或转售单位，但 

我们会给予遇上因工作关系迁至他处的屋主例外。”

丹絨士拔沒房屋計劃

哈:示，州政府目前没计划在丹绒士拔兴建“我的雪兰 

莪”房屋及雪州子民期望房屋计划。

“不过，州政府在毗邻的雪邦县有22项‘我的雪兰莪’ 

房屋及雪州子民期望房屋计划，丹绒士拔的民众可考虑申请 

及购买雪邦县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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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党巴生港口州议员阿兹米占（前排右）起立发 

言时，邻座的诚信党中路州议员莫哈末法克鲁拉兹（前排 

左）和公正党斯里斯迪亚州议员哈利梅（后排左）同时做 

出左手托左额的动作，形成有趣画面。

大臣：具發展潛能

雪擬設電子錢包系統
(沙亚南7日讯）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指出，全国市场目 

前共有多达46个电子钱包，而州政府亦计划建立电子钱包的 

系统。

阿米鲁丁表示，雪州政府今年甫成立公民电子支付平台 
(citizen e-payment platform,简称CEPAT),而砂拉越已拥 

有自己的电子钱包Sarawak Pay。

“现阶段几乎所有银行都有各自的电子钱包系统，H前 

大部分电子钱包公司还处于宣传阶段，虽然竞争激烈，但确 
实具有发展的潜能。”

他在财政预算案辩论的总结环节时表示，全马设有许多 

电子钱包服务，大部分位于巴生河流域，包括Boost, Touch 

n’Go、（irabPay、支付宝等等。

特別援金依表現發放
米鲁丁说，雪州政府是根据公务员的表现与能力 
来发放特别援助金，所以才会分出介于500令吉至 

2个月薪资的级别。

此外，州政府也会依据关键绩效指标（KPI)为公务员 

进行评估。

他说，州政府已于今年的开斋节发放一个月花红，至 
于特别援助金，则是介于500令吉至2个月薪资:

政治活動帶入清真寺將被對付

米鲁丁指出，雪州政府会根据现有的法律条规，

针对把政治活动带人清真寺或祈祷室，做出诽镑 

或诋毁K论的个人，包括政治人物展开对付行动。

他表示，雪州苏丹沙拉夫丁殿下以及雪州宗教局都已 

下达指示，指任何涉及政治的活动，包括政治演说都不该 
在清真寺或祈祷室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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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茲漢：多是第三方問題

頻M水無關S水站IHI

雪州議會會議r

(沙亚南7曰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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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雪州频频制水问题 

跟冷岳2滤水站计划无关。

他说，雪州发生制水很多 

时候是第三方问题，包括水源 

污染、建设工程破坏地下输水 

管等。
他也表示，冷岳河2滤水 

站丁程第一阶段应在今年9月 

30日完成83.76%,可却只完 

成78.61%,比原定计划落后 

5.16%。

工程比原定計劃慢
兹汉回应武吉加星州议员 

#拉吉夫的提问说，冷岳河 

2滤水站整个建筑工程也比原定计划 

缓慢，截至目前为止，建筑工程只 
完成95%。

“同样的，此丁程也分为A、B

將確保工程按計劃竣工

两个流程，每个流程的T.程又分成 

两个部分。”
他说，有关A流程可提供5亿 

6500万公升（JLH )净水的设施，并 

已在今年7月7日完成。

“

巨
前A流程正进行测试 

水源分配和输送的T 

作，整个测试阶段将在今年12月31 

日完成，预计明年1月正式运作。” 

依兹汉表示，雪州政府将确保

整个冷岳2滤水站计划工程能够按原 

定计划于2022年竣工，其余未完成 

的设施包括污泥处理、北部输水管 

隧道，以及安邦蓄水池。

Page 1 of 1

08 Nov 2019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7
Printed Size: 254.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7,696.97 • Item ID: MY0037805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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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茲漢：待詳細報告

將對付污染巴生河者
(沙亚南7日讯）掌管 

雪州基本建设、公共设施、 

农业现代化及农基工业事务 

的行政议员依兹汉针对巴生 

河河流污染亨件表示，他 

目前已接获该投报，惟目前 

仍未接获雪州水供管理局 
(LUAS )及雪州水利灌溉 

局的详细报告。

“无论如何，•旦接获 

详细报告后，我们会与地方 

政府及相关单位••同采取执 

法行动，对付违例者。”

他接受媒体访问时表 

示，他对该事件感到遗憾， 

雪州有些河流污染情况严 

重，同时也有河流充斥垃圾 

的问题，白沙罗河早前就曾 

发生河流污染事件:

“这些问题存在已久， 

我们发现河流范围，尤其是 

树林的范围面对污染及垃圾 

问题的可能性高。”

他说，他们不时与地方 

政府采取执法行动，充公违 

例者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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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來賢：雪政府每年種植

盼紅樹林範圍擴大
(沙亚南7日讯）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指出，州政府 

与部分地方政府每年都种植红树，希望红树林范围逐渐扩 

大，同时严禁任何人士非法砍伐红树林。

“我们最近也在巴生河…个红树林保留地打造旅游景 

点，希望数年后可以吸引大量访客到访参观。”

许来贤表示，并非所有雪州的红树林都是隶属雪州森 

林局管理，不过•般上红树林保留地是由雪州森林局管负 

责，部分红树林则是由土地局或地方政府管理。

许来贤今日在总结环节上表示，州政府向来在打击非 

法活动中都严厉监督与执法。

阿兹米占：发现夜间非法砍伐

另外，公正党巴生港口区州议员阿兹米占表示，他发 

现有人在夜间非法砍伐红树林，不管是哪一个单位负责监 

督红树林，有关当局都必须严厉执法。

他说，红树林不是一朝…夕就能成长，而是需要长达 
5至10年长久的时间。若红树林遭破坏，水里动物繁殖量 

减弱、自然生态也会失衡，因此，他希望社会能够提高保 

护红树林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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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收費站充值掀不滿

阿茲敏襄Plus聽取民聲
(吉隆坡7日讯）经济事务 

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促请 

南北大道公司(Plus)管理层检讨 

关闭大道收费站提供“-触即 

通”卡充值服务的决定，并听 

取大道使用者的意见。

他今日在国会走廊对记者 

说，相信这是大道管理层的决 

定，但是大道使用者的意见也 

很重要，因为所有的设备都是 

为了方便用户。

“若要关闭收费站的充值 

服务，大道公理应为他们的 

用户提供其他设施便利”

南北大道有限公司从本月 

5日起，在收费站的出口将不 

再提供“-触即通”的充值服通”卡加额所造成的交通 

务，但客户服务中心和特定收阻塞，-方面也保障收费 

费站人口的加额柜台将如常运站职员的安全。
作。 该公司披露，从2016

南北大道公司之前发文告至2018年期间，国内总共发 

解释，此举是为了减少南北生了81起重型车辆撞收费 

大道因大道使用者为触即站的意外事故。

阿兹敏阿里促请南北 

大道公司管理层检讨大道 

收费站出口关闭，不再为 

使用者充值一触即通卡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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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fe賢：

志消隊擬購水槽車
米山新村管理委员会主席谢伟贤 

说，该新村超过40%消防栓无法 

操作，为防突发事故发生缺水救灾，万宜志 

愿消防队已计划购小型水槽车，以防不时之 

需。

他说，新村部分消防栓的器材例如铜接 

环等，被吸毒者偷去贱卖，造成消防栓失去 

作用，志愿消防队添购小型水槽车，-方面

是他们的小型消防车是无法储水，救灾时要 

使用消防栓，如果拥有水槽车，能够在必要 

时派上用场。

他也呼吁更多民众加人志愿消防队，H 

前万宜志愿消防队只有12名成员，他们各有 

各丁作，人手不足够，他希望有更多民众加 

人成为志愿消防队一分子。

他表示，消拯局在明年初将会捐赠一辆 

二手四轮驱动车给该志愿消防队，目前的会 

所不大，因此将会计划扩充该会所，以便未 

来能够置放更多设备。

顔麗麗：

擬明年美化公園

M丽丽指出，锡米山新村多项美化及提升T 

程是在10月份展开，尤以牌楼经过多年的 
风雨洗礼，不但残旧且出现脱落，因此拨款2万令吉 

进行整修，并且增加LED灯，

她表示，篮球场地经过评估后，也另外拨出2万 

令吉为占地4700平方尺的场地进行粉刷，以及更换篮 

球板架等设施，这些T程已完成，明年将会计划把村 

委会会所前面休闲公园进行美化，打造一个更舒适的 

休闲地方。

她说，设立“我爱锡米山”牌子不但让当地村 

民或外来民众拍照打卡，透过这类打卡景点吸引更多 

人前来锡米山。.

丘欽激：

提升大會堂增租用率
外，市议员丘钦瀚表示，该新村有一所多 
年未曾翻新的民众大会堂，基于建筑物陈 

旧，设备十分简陋，不适合进行活动，变成使用率不 

高，他会计划将该大会堂进行提升，以加强租用率。

他说，该大会堂的地点理想，只要全面提升设 

施，民众租用率也会提高。

牌樓裝燈設打卡點 ▲

钃米山躕村#^
(加影7日讯）锡米山新村 

近期完成两项总值4万令吉提升工 

程，其中作为新村地标的牌楼， 

经过整修及增设LED灯后，晚间照 

亮新村夜空，同时在村委会会所 

前增设“我爱锡米山”牌子成为 

新的打卡景点，感觉焕然一新。

除了新村牌楼整修工程，新 

村篮球场也进行提升工程，更换 

篮球架、篮球场地板维护整修及 

墙面粉刷等，而上述两项工程经 

费是获得万宜国会议员拨款。

加影市议员颜丽丽、丘钦 

瀚、锡米山新村管理委员会主席 

谢伟贤、副主席魏子泉及万宜区 

社青团团长李文彬等人视察完工 

后的工程。

逆:'

锡米山新村多了一个打卡景点，民众可在“我爱锡米山”的牌子留影。前排左起为颜丽丽及丘 

钦瀚；后排右二起为李文彬、魏子泉及谢伟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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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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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每年增長12%

雪放腰成皤裝腰纽
(首邦市7日讯）雪州大 

臣阿米鲁丁表示，雪州政府 

放眼在未来5年成为时装枢纽 

(fashion hub ) a J

他于周三晚与雪州王储东姑阿 

米尔沙出席雪州摩登时装活动时表 

示，大马时装领域每年增长12%，单 

是今年就带来35亿令吉的收人。

同时，他估计于2023年，时装 

领域有望可增长至55亿令吉收人！ 

“大马每年都培育许多有才 

华及潜能的时装设计师，而雪州的 

万宜及沙亚南则是其中…个培育 

地。”

及阿米鲁丁颁 

奖给得奖者后

m
(右二起）及东 

姑阿米尔沙向工 

作人员了解印金 

布的制作方法。

丁设计师菲 
柔丝以鲜艳的红色 

及神秘黑色作为配 

搭，以强烈的颜色 

对比带出女性清楚 

自己喜欢什么东西 
的一面。：

—设计师旺 

及玛丽以浅蓝色 

及橙色带出海边 

夕阳的感觉，叙 

述夕阳无限好。

提供平台讓設計師展現

阿
'米鲁丁说，雪州摩登时装活动关注与时装 

1及潮流相关的事务，为有潜能的时装设计 

师提供平台，让他们展现自己的设if。

“雪州政府透过雪兰莪投资促进机构，与雪州 

#储基金会、雪州青年社区协会、雪州企业家协会
及Royale Demure联办该活动，并以雪州之花------ 丹

绒花（BungaTanjmig)作为主题霤”

他说，活动现场也介绍雪兰莪传统马来印金布 
(KainTelepuk)、雪兰莪格番雅及马来男子服装 

BajuSikap,凸显其独有的设计及特色t

“与此同时，我们将于12月3日在吉隆坡四季酒 

店举行时装晚宴，并邀请本地及国际皇室、艺人及 

社会人£参与，并将本地服装设计推介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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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登嶺非法垃圾
垃圾蟲猖狂居民聞臭度曰

(沙登7日讯）野 

火烧不尽，春风吹又

生！

沙登岭BS 10/4路后 

方-•块空地早在半年前 
因冷岳2滤水站计划工程 

而开辟小路，岂知引起 

非法倾倒垃圾活动，尽 

管已多次清理，但非法 

人士依然猖狂违法、持 

续倾倒垃圾，导致距离 
仅约40公尺的住宅区居 

民被迫不时闻臭度日， 

叫苦连天。

由于非法垃圾地段 

与住宅区为邻，当地居 

民均担心有关情况会衍 

生健康问题、骨痛热症 

病例增加，因此希望执 

法当局采取对付行动， 

还他们一个环境卫生的 

家园。

有关空地在今年上半年因展开冷岳2滤水站工程而开辟小路，但却 
引来垃圾虫非法倾倒垃圾，严重影响当地的卫生。

欧阳捍华（前排左三）星期四早上巡视位于BS 10/4路后方的非法垃圾场，促请在当地进行冷岳2滤 
水站工程的承包商承担责任，清理非法垃圾。前排右为唐竟发D

空地各处布满非法垃圾，其中一隅被弃置的有工业垃圾和装修工程 

所留下的建筑废料。

歐陽轉正展開濾水站工程

K动党史里肯邦安州议 

员欧阳捍华表示，有 
关地段目前正在展开冷岳2滤水 

站计划T.程，但出人口没有封 

锁，因此相信非法罗里是通过捷 
径与美华路（Jalan Mawar )的交 

界处驶人有关小路，趁机倾倒非 

法垃圾，

他说，当地的非法垃圾曾 

获清理，但垃圾虫仍然把非法垃 

圾丢弃在该地，令附近居民忍无 

可忍。

根据现场所见，当地的非 

法垃圾包括餐馆厨余、饮食包装 

垃圾、丁业垃圾等，导致臭气熏 

天，环境卫生相当恶劣，还滋生 

许多黑斑蚊及引来苍蝇飞舞。

目击者拍下照片

欧阳捍华披露，击者已 

成功拍摄倾倒垃圾的罗里照片， 

而且他们也已掌握非法倾倒垃圾 

者的身分，而且对方并非首次倾

倒垃圾。

因此，他促请梳邦再也市 

议会向有关人士发出警告信与采 

取严厉行动，同时必须指示冷岳 

2滤水站计划有关承包商在短期 

之内清理有关非法垃圾

他同时也要求承包商必须 

在出人口置放路障，禁止非法罗 

m进人，避免“垃圾虫”有机可 

乘。

出席者包括梳邦再也市议 

员戴贞兴、唐竟发、王奕翔和沙 

登新村村长方年泰。

惡臭影響曰常生活
張潤添（54歲，居民）

住在沙登岭第10区，这 

K里向来相安无事，但自 

从有关单位把后方的空地开辟成小路， 

以进行工程之后，就引来垃圾虫非法倾 

倒垃圾。

这个情况发生于大约半年之前，当 

时我在住家时常闻到垃圾异味，查寻之 

下才发现住家附近突现非法垃圾场: 

那些非法垃圾随后获得清理，但

-段时日后又再度出现非法垃圾，我忍 

无可忍，最后向人民代议士求助，最终 

又清理干净。这种情况持续重复大约3 

次，直到最近再次有非法罗里进人倾倒 

垃圾。

我早前刚巧碰上倾倒非法垃圾的罗 

里，我上前拦截阻止，对方（男子）还 

恶人先告状，反问我有没有亲眼看见他 

倒垃圾，而我不多加理会，还拍摄对方 

的照片。

这种情况已严重影响我们居民的日 

常生活，之前曾堆满垃圾，恶臭味飘至 

屋内，我们都难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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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7日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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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州政府将在最短时间内， 

完成拟定•份更全面和适合雪州使用的“学生屋指南”。

他在回答行动党首邦市区州议员黄美诗的口头提问及 

附加提问时表示，雪州各地方政府目前正在收集与学生屋相 

关的资料及数据，尤其是学生屋情况较为严重的八打灵再也 

市政厅、沙亚南市政厅及梳邦再也市议会。

“旦接获民众的投报，地方政府将援引1974年道 

路、沟渠及建筑物法令（133法令）对付违例的学生屋屋 

主。-旦罪成，违例者可面对不超过2000令吉罚款或监禁不 

超过两年。”

梳邦市會指南量身定製不適用

黄
美诗指出，梳邦再也市议会于2016年之前就已有学 

生屋指南，她质疑为何雪州政府不采用该指南。

黄思汉回应表示，由于该指南是为梳邦再也市议会量身 

定制，并不适合其他地方政府使用。

“雪州需要一个更全面的学生屋指南，而梳邦再血市议 

会早前使用的指南仅适合该市议会使用，并不适合用于其他 

地方政府。”

另外，他回答公正党武吉兰樟州议员黄洁冰的附加提问 

时重申，任何不遵守条例的学生屋屋主都能被对付3

『
学
生
屋
指
南
』
。

黄
思
汉

•
•

州

政
府
会
拟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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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适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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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方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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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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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較去年增4%

雪迎186萬人次本地遊客

(沙亚南7日讯）掌管 

雪州文化和旅游、马来习俗 

及遗产事务的行政议员拿督 

阿都拉昔披露，雪州今年1 
月至6月为止，共吸引186万 

人次本地游客到访，比去年 
同时期增长4%。

他说，雪州在2018年全 

年共吸引401万人次本地游 

客，占到访雪州的海内外游 
客人数的55%。

“州政府今年积极通过

旅游展、大马国际旅游展及 

其他活动，向海内外游客推 

广州内旅游。”

他是在口头提问环节 

时，如此回答武吉加武吉加 

星州议员拉吉夫。

他说，旅游局今年也会 

到学校向老师和学生提倡本

地旅游。

“与此同时，航空公 

司也给予极力的配合，如马 

印航空（Malinrlo Air )和亚 

航，推出各种旅游配套:、” 

另外，他说，雪州旅 

游局通过各社交管道，推介 
“带我到处去” （Take Me

Anywhere )旅游活动。该宣 

传平台设5大语言，即马来 

文、英文、中文、日本及阿 

拉伯文。

雪州旅游局已推介 
设有5大语言的“Take me 

anywhere”网页，以宣传州 

内各种旅游景点。
他说，这5大语言包括 

英文、马来文、中文、日本 

及阿拉伯文，以方便不同国 

家游客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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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來賢：要求與業者對話

關塑料晶H纽

雪州議會會議

(沙亚南7日讯） 

掌管雪州环境绿色工 

艺、科学工艺、革新及 

消费人事务的行政议员 

许来贤指出，雪州政府 

不会因珍珠奶茶店所制 

造的塑料垃圾而禁止他 

们营业，反之会要求与 

珍珠奶茶业者展开对话 

会，以探讨塑料用品的 

问题。

他说，手摇饮料珍 

珠奶茶在我国近期掀起热 

潮，包括在八打灵再也、 

首邦市及其他地点

“我明白这类奶茶店 

所引发的塑料问题，如塑 

料杯、塑料袋及塑料吸管 

等，但州政府暂无计划禁 

止他们营业。”

许来贤是在州议会 

口头提问环节的附加提问 

时，这么回答万达镇区州 

议员嘉玛莉亚的问题。 促州議員積極出席州議會

要求地方政府加入對話
-来贤说，除了该部门和业者外之1、纪

“或许我们可以要求对方该换所使用的 

奶茶杯和吸管，尽量减少使用塑料用品。”
/山&亡目K? "/r lite扭7万1T车I丨占/t 口 rf J+T台b 4

许
来贤促请州议员积极出席州议会，并直 

_接点名双武隆区州议员拿督一1苏丁。

由于乌鲁安南区州议员拿督罗斯妮缺席，由而 

榄区州议员莫哈末赛代向许来贤提问，令许来贤极 

为不满。

他说，之前他因三苏丁缺席而无法在州议会口 

头提问环节上，直接给予对方答案，结果今早又有 

议员没有出现。

“如果议长黄瑞林不批准代问，若下•题提问 

的双武隆区州议员拿督三苏丁也缺席，我基本上就 

不用回答问题。”他说，希望州议员在州议会上扮 

演好自己的角色，积极出席州议会。

K I外，他也会要求地方政府一起加 人_丨川

人对话会，以解决垃圾的问题。 环境和社云献力。

撥逾45萬辦環保活動
&来贤披露，州政府共拨出45万 

#6000令吉给雪州12个地方政府， 

以举办各种减塑与环保活动。

他说，地方政府通过广告牌、电子平

台及布条等，宣传环保活动，呼吁民众积 

极参与。

“州政府也通过地方政府举办大扫除 

活动，如沙滩清洁、世界河流日嘉年华、 

清洁河流活动及校园环保活动等。”

Page 1 of 1

08 Nov 2019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6
Printed Size: 428.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2,892.00 • Item ID: MY0037807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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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林受询时指出,这 

^«项计划将在明年1月开 

始正式生效，而且议员被规定 

必须签到两次，才能获得350令 

吉的开会津贴。

他说，目前州议员只需要 
早上签到 '次，就可以获75令 

吉的津贴，但从明年就必须早 

午各别签到。

“若只是早上签到，只能 
获得200令吉的津贴；如果只是 

下午签到，就只能有150令吉的 

津贴。”

鼓勵議員積極參與州議盖会
曰

@瑞林说，这是希望可以做到平衡、 

M透明及鼓励议员积极参与州议会， 

毕竟州议会是议员辩论政策和向人民表达心声 

的平台。

“州议员在州议会期间，应该以在州议会 

为主，会议结束后才投人选区的活动。”

另外，黄瑞林指出，他已在议会厅大楼和 
隔壁附属大楼增设3个电子看板，介绍州议会 

的流程，以让访客作为参考。

雪州議員出席州議會

津貼提高至350令吉
(沙亚南7日讯）雪州 

大臣阿米鲁丁宣布，州议员 

出席州议会的津贴，将从75 

令吉提高至350令吉s

他在辩论环节时说，经 

雪州议长黄瑞林不断争取， 

州政府已批准议员的开会津 
贴调高至350令吉。..

据了解，黄瑞林曾因州 
议员的津贴超过30年没有调 

整，而呈函提出申请，以寻 

求行政议会通过。

他当时指出，-般县市 

议员的开会津贴已达100至 

150令吉，就连国会的开会津 

贴也有400令吉；但州议会-- 

开就是整天，州议员却只领 
75令吉津贴。

明
年
1

月
生
效

黃
瑞
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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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7 R讯）巴 

生圣淘沙区州议员古纳拉 

加要求州政府，在圣淘 

沙区内兴建一座公共巴 

刹。

他说，圣淘沙并没 

有任何一座公共巴刹，民 

众都是到早市、夜市或霸 

级市场选购食材。

“若州政府能兴建 

-座公共巴刹，请务必优 

先让早市或夜市的小贩率 

先拥有到巴刹经营生意的

古納拉加促州政府 
聖淘沙建公共巴剎
权利

黄思汉：

因土地问题未建巴刹

不过，黄思汉在面 

对古纳拉加的要求，指未 

在当地兴建巴刹是因为土

地的问题。

他强调，不是州政 

府不要兴建，而是在兴建 

前需寻觅合适的地点，并 

加以考察，而他也欢迎 

古纳拉加给予地点的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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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7日讯）

雪州议长黄瑞林在议会 

上使用塑料瓶，结果遭 

其他议员调侃。

他是在口头提问的 

附加提问环节时，被武 

吉加星州议员拉吉夫发 

现使用塑料瓶，因此，

被对方以不点名的方式 

发出质问。

拉吉夫向行政议员 

许来贤发出质问，为何 

州政府积极推动减塑活 

动，议会上却出现塑料 

〇

黃瑞林：

認真看待並改進

拉吉夫不點名質問

黃瑞林用塑料瓶遭調侃

许
来贤回答说，雪 

州行政议会已批 

准州内所有的政府机构， 
在今年7月1日起，禁用-- 

次性塑料产品^

“其实，我也不知道 

为何议长，还是会使用-- 

次性塑料瓶？”

结果，许来贤的答 

案顿时引起众议员哄堂大 

笑，而黄瑞林也赶紧承诺 
会认真对待此事，下次会 

做出改进。

侃,

一支塑料瓶矿泉水，让黄瑞林遭到同僚调 

而他也承诺会检讨。

黄瑞林被同僚调侃使用塑料瓶后，其议 

长位子右侧的塑料瓶较后已被取走，取而代 

之的是白色陶資:杯。

黄瑞林因使用塑料瓶矿泉水被同僚调侃后，议会厅内所有议员不禁哄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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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7日讯）雪州 

政府为境内7个水坝和413河 

流进行宪报，以禁止河流、 

水坝及河岸保留地受到污染 

和破坏。

设水质测量站点定期监控

雪州政府根据1999年雪 

州水供管理局（LUAS )法 

令第48条文，为这些河流和 

水坝进行宪报。

雪爲7水壩413河流憲報

禁污染河流水壩保留地
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是 

今日回应双溪武隆州议员拿 

督三苏丁的提问时，透露这 

项消息6

他说，雪州水供管理局 

和雪州水供公司也在沿着河 

流多处地点设立水质测量站

点，作为水质污染的预警系 

统，定期进行监控。

“各单位也会配合调查 

和展开执法行动，包括发出 

警告信、开罚单，甚至将违 

法者控上法庭。”

他补充，州政府也通过

雪州水供管理局，设立雪州 

河流保护委员会，以致力鼓 

励相关的机构、社区、非政 

府组织，以及有关的团体进 

行河流保护工作。

“州政府于今年10月 

1日致函能源、科学、科 

技、环境和气候变化部门 

(MESTECC),建议加强 1974 

年环境素质法令的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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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清
(沙亚南7日讯） 

针对位于蒲种甘榜甘丹 
(Kampung Kandan )的 

巴生河11月5日发生污染 

◄公正党武吉兰樟州议员黄洁冰 

(左起）转过身与后座的行动党万津州 

i义员刘永山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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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河11月5日发生污染 

事件，行政议员许来贤指 

出，有关当局目前正积极 

展开清理行动，预计明天 

完成清理工作。

他说，当局发现河 

岸现场共放置多达300个 

大桶，其中290个是含有 

化学物，另10个桶则是空 

桶，相信桶内之前的物质 

已流人河内。

许来贤在州议会走廊 

染完
成

接受媒体追访时指出，州 

政府已把有关大桶与物质 

送往检验，同时积极展开 

调查。

“相信这些化学物可能是与食物 

残渣有关。”

当局发现河岸现场共放置多达300个大桶，其中 

290个是含有化学物，另10个桶则是空桶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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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大厦议会厅旁的 
附属大厦（Bangunan 

Annex )发生玻璃漏 

水事件，导致地面积 

水，4名清洁工人马上 

清理现场，将地面的 

积水抹干及烘干，避 

免路过的州议员及新 

闻人员滑倒。

根据记者现场观 

察，附属大厦底层大 

厅，靠近通往议会厅 

旁门附近的范围出现 

积水q同时，该旁门 

也是通往底层大厅的 

其中一个通道。

清洁工人表示， 

雨水是从玻璃窗的细 

缝流人而形成积水。她们见状后赶紧 

拿起工具、水桶及烘干机，将积水抹 

干。

她们说，适逢大雨，该大厅就会 

出现积水，且相关现象已维持一段时 

间，她们必须出动几名丁作人员，才 

能在最短时间将地面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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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政府大厦议会厅旁的附属大厦底层大厅出现玻 

璃漏水及地面积水，清洁工人忙于清理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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