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enggunaan teknologi di i-City
dalam pembangunan dan tawa-
ran produk adalah kunci utama
untuk meluaskan pengaruhnya
terhadap ekonomi Selangor.

Ia sekali gus menyumbang
kepada kemakmuran ekonomi
Shah Alam, khususnya ke arah
wawasan Selangor menjadi nege-
ri pintar menjelang 2025.

i-City diasaskan oleh keaz-

aman untuk menawarkan per-
bandaran gaya hidup bersepadu
sepenuhnya dengan suntikan
teknologi canggih, yang karak-
ternya dibentuk oleh beberapa
pakatan strategik bersama be-
berapa syarikat utama dunia.

Landskap keseluruhannya
akan menjadi mercu tanda Segi
Tiga Emas Selangor dan ultrapo-
lis seperti yang dirancang.

i-City menepati ciri yang di-
miliki oleh San Francisco kepa-
da Amerika Syarikat (AS).

Dalam pada status dan ke-
makmuran San Francisco men-
dapat manfaat daripada keha-
diran gergasi industri bertek-
nologi tinggi, penggunaan tekno-
logi di i-City akan menjadi daya
tarikan utama kepada perbanda-
ran itu.

Teknologi i-City kunci
utama tarikan di Selangor

Datuk Bandar Shah Alam, Datuk Haris Kasim (kiri) bersama Pengarah i-City, Monica Ong pada majlis
Sambutan Hari Perancangan Bandar Sedunia 2019 di Shah 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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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jelang
Liga M 2020

Kami tidak
pernah

mempertimbangkan
Marcote, namun
ada pihak yang
mencadangkan Totti
tetapi tidak sesuai
dengan keperluan
kami.

Izhar Moslim,
Naib Presiden FAS

Selangor tak
buru Totti
Kuala Lumpur: Persatuan Bo-
lasepak Selangor (FAS) sedang
memburu kepakaran asing
bagi mengisi jawatan Pengarah
Teknikal selaras dengan hasrat
Persatuan Bolasepak Malaysia
(FAM) yang bakal mewajib-
kan jawatan itu untuk setiap
pasukan.
Bagaimanapun, Naib

Presiden FAS, Izhar Moslim
mengesahkan dua individu
iaitu legenda bola sepak Itali,
Francesco Totti dan bekas pen-
gendali Kedah, Ramon Marcote
tidak berada dalam senarai
mereka kerana mereka sudah
memiliki beberapa nama yang
difikirkan sesuai untuk dijadi-
kan sasaran.
“Kami tidak pernah memper-

timbangkan Marcote, namun
ada pihak yang mencadangkan
Totti tetapi tidak sesuai dengan
keperluan kami.
“Apapun, kami memang

mencari pakar dari luar untuk
jawatan berkenaan dan sudah
ada beberapa nama namun
kami masih perlu membuat
pertimbangan. Kami jangka ia
dapat diselesaikan penghujung
tahun ini.
“Banyak inisiatif yang se-

dang kami usahakan. Jadi atau
tidak, ia bergantung kepada
sumber yang kami ada,” kata-
nya.
Terdahulu, Presiden FAM,

Datuk Hamidin Mohd Aminme-
negaskan jawatan pengarah te-
knikal wajib diwujudkan dalam
setiap pasukan yang bersaing
dalam Liga Malaysia (Liga M).
Hamidin berkata, kedegilan

dan kegagalan beberapa persatu-
an bola sepak negeri (FA) untuk
melantik Pengarah Teknikal
amat dikesali dan badan induk
itu bersedia untukmenjadikan
perkara itu mandatori dalam
masa terdekat.
Katanya, kegagalan FA untuk

menyediakan jawatan itu bukan
sahaja membantutkan usaha
melahirkan pemain berkualiti
malah ia turut menjejaskan eko-
sistem bola sepak di peringkat
akar um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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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aims to be hub for modest fashion 
PETALING JAYA: Selangor aims to 
position itself as the regional hub for 
modest fashion in the next five 
years through its Selangor Modest 
Fashion initiative. 

The initiative, which was 
launched this year by Invest 
Selangor through Royal Tanjung, 
will be championing local talents in 
its ambitious bid to be the region's 
powerhouse in the modest fashion 
industry. 

Modest fashion, which is not the 
same as Islamic fashion, focuses on 
stylish clothing, which conceals 
rather than accentuates the shape of 
the wearer's body. 

The modest fashion segment is 
proving to be one with growing 
demand, with Selangor Mentri 

u 
In 2015 alone, women 
globally spent US$44bil 
(RM181bil) on modest 
wear. 

Amiruddin Shari 

Besar Amirudin Shari emphasising 
the high potential of the industry. 

"In 2015 alone, women globally 
spent US$44bil (RM181bil) on mod-
est wear. 

"The fashion industry in Malaysia 

is growing at a steady pace of 12% 
per annum, with revenues estimat-
ed to grow to RMS.Sbil by 2023 from 
the current RM3.5bil in 2019. 

"Each year, new and upcoming 
talents are discovered and a majori-
ty of them are concentrated in 
Malaysia. The state of Selangor, 
notably Bangi and Shah Alam, has 
always been associated with modest 
fashion and we should realise the 
immense potential of this segment 
of the fashion industry," he said in a 
press conference after opening the 
event. 

The Selangor Modest Fashion 
event, opened with a Fashion 
Prelude on Nov 6, where original 
ready-to-wear collections by 
Selangor's renowned and aspiring 

designers were showcased. 
The designs blend elements of the 

modern and traditional, and were 
also inspired by traditional Malay 
fashion based on heritage styles 
unique only to Selangor. 

Such designs include the "Warisan 
Selangor" designs on the kain 
telepuk, Selangor kebaya and baju 
sikap - and feature unique produc-
tion methods, fabrics and prints. 

The event, which was held in col-
laboration with Yayasan Raja Muda 
Selangor, Selangor Youth Commu-
nity, Entrepreneurship Selangor 
and Royale Demure, brought togeth-
er apprentice, aspiring and estab-
lished designers to feature their 
designs. 

The programme also drew the 

support from the likes of Raja Muda 
of Selangor Tengku Amir Shah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and 
Invest Selangor CEO Datuk Hasan 
Azhari Idris. 

In its effort to nurture talents in 
the fashion industry, the initiative 
also organises incubator pro-
grammes in which aspiring fashion 
designers will be mentored and 
compete among themselves. 

The programme this year will 
reach a climax with the upcoming 
Fashion Gala on Dec 3. 

The gala promises to be a memo-
rable affair with royalty, socialites, 
lifestyle influencers and industry 
players set to further promote the 
growth of the modest fashion in the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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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ices for the 

FUTURE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is working with 
Unicef Malaysia to create a child-friendly 
city, and what better 
children appointed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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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 and take us 
seriously, say children 
Workshop participants want adults to consider 
their views, make changes for better quality of life 

Wong (standing, fourth from left) says adults can better plan for the 
country with children's ideas. 

By SHEILA SRI PRIYA 
sheilasripriya@thestar.com.my 

TEENAGERS like 16-year-old 
Allison Low want the public trans-
portation to arrive on time because 
they do not want to be late for 
school or for extra-curricular activ-
ities. 

They also want bus shelters to be 
built to provide shade for waiting 
passengers. 

These are among the points 
raised by children aged between 
seven and 17 who are in the run-
ning to be selected as child council-
lors by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They are being trained to articu-
late and share their views with the 
local council. 

MBPJ has organised a series of 
workshops for children to learn 
about child rights, express their 
views and learn the functions of 
the local council. 

The council's aim is to create a 
child-friendly city with the help of 
the children. 

Fifty of them are now being 
trained but only 24 will be appoint-
ed as child councillors during the 
Petaling Jaya Child-Friendly City 
Conference 2019 to be held by the 
end of the month. 

"If the bus is late, I will miss my 
classes. I want to focus on matters 
related to public transportation if I 
am chosen as a councillor," said 
Allison when expressing her ideas 
for the city of Petaling Jaya. 

Another councillor candidate, 
Qamal Mirza, 16, wants to focus on 
ensuring that children have more 
safe public recreational spaces 
such as basketball courts. 

"Adults must listen to us because 
we are the biggest users of these 
facilities. 

"In places like Kota Damansara 
9, the boys play football at the bas-
ketball court because there is no 
field for us to play in our neigh-
bourhood. 

"I have seen youths come to 
these places to vape and drink 
alcohol. They are bored so they 
engage in such activities," he said. 

His view is echoed by Kirtti 
Kesavan Thayalan, 16. 

Alayna says children want a 
space to express their ideas 
such as graffiti wall. 

Qamal wants to have more 
safe public recreational spaces 
such as basketball courts. 

"Children have different opin-
ions and adults should make a 
point to listen to us," said Kirtti 
Kesavan. 

He said he posted on social 
media about a high-rise develop-
ment in his neighbourhood, to 
have his voice heard. 

"Imagine how this tall building 
will soon change the traffic flow in 
my neighbourhood. We will not 
have the same quality of life as 
before," he added. 

Going green and safeguarding 
the environment matters to 
16-year-old Gitanjali Muhendaran. 

She wants to advocate compost-
ing as well as the sale of more veg-
etarian and vegan food in school 
canteens. 

Malaysia to be a child-friendly city. 
"This is a worldwide recognition. 

For the first time, we will have a 
child council recognised by the 
government," added the spokes-
man. 

Childline Malaysia project direc-
tor Datin PH Wong said children's 
opinions mattered and when their 
ideas were taken into account, they 
could become vital advocates of 
social causes. 

"Children are 40% of the 
Malaysia's population. A lot of our 
policies and laws will affect them. 

"We can better plan for the coun-
try with their ideas. 

"When you look at things from a 
child's perspective you can assess if 
the facility is good. 

"Some of the children who 
attended the MBPJ workshop ques-
tioned how they could feel safe 
when getting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said Wong. 

She said sometimes adults did 
not realise that children would like 
to go cycling but they felt the path-
ways were not safe. 

"We want local councils, teach-
ers at school and parents at home 
to always ask if their decision 
would impact a child," she added. 

Wong reminded that children 
too had rights. 

"When we talk to children, they 
often say all decisions are 
adult-centred. Hence it is no sur-
prise why children do not listen to 
adults. 

"Children also feel they are seen 
and not heard," said Wong, who 

Kirtti Kesavan (right), who says adults should make a point to listen to 
children, presenting his views on smoking during a workshop. 

Dr Au Yong advises children 
to surround themselves with 
like-minded people and pCish 
for positive changes. 

Council and experts 
In 2009, MBPJ organised a forum 

for the children to draft an action 
plan to build a more child-friendly 
city. 

In 2011, the local council 
appointed several child councillors. 

They worked with MBPJ and 
Unicef Malaysia on improving 
matters related to children, such as 
the condition and availability of 
playgrounds. 

This year, MBPJ aims to become 
a child-friendly city and wants to 
incorporate children's views in its 
city planning, said a spokesman 
from the council's City Planning 
Development Department. 

"MBPJ will sign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Unicef 

Gitanjali advocates composting 
and sale of vegetarian and vegan 
food in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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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are 
being trained to 
become the voice 
of the city 
through 
workshops 
organised by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 
Photo: ART 
CHEN/The Star 

was among the facilitators at some 
of MBPJ workshops for child coun-
cillors. 

She noted that countries such as 
India, Mongolia and UK were giv-
ing importance to the rights of chil-
dren. 

"We do not have vocal children 
who are able to stand up for a 
cause on their own such as Malala 
Yousafzai f r om Pakistan and Greta 
Thunberg f rom Sweden. 

"Even countries such as the 
Philippines and Indonesia have 
child leaders," she said. 

Child councillors' say 
Dr Au Yong Wai Leem, 26, was a 

child councillor for MBPJ in 2009. 
"In the past,-we h a d limited ave-

nues to be heard. Today w e have 
platforms such as The Star's R.AGE, 
which allow youth's voices to be 
heard. 

"Children's voices will now also 
be conveyed through child council-
lors," he said, adding that w h e n he 
was a child councillor, he worked 
on the issue of playground safety. 

"My advice to fu ture child coun-

Potential child councillors engaged in a team activity during one of the 
workshops. 

cillors is for them to su r round 
themselves with like-minded peo-
ple to enable them to push for posi-
tive changes in the cause they are 
championing," said Dr Au Yong. 

Alayna Rani Sreenivas, 26, works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 
and hopes children's needs would 
be fulfilled. 

"Children wan t to feel safe, espe-

cially in a public space such as a 
park. 

"They also wan t a space to 
express their ideas. A graffiti wall 
would be nice for that purpose, or 
any venue for them to express 
their thoughts and talents. 

"These ideas must be factored 
into a city," added Alayna, a fo rmer 
child councillor. 

ft 
\ Levels of child participation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types of participation. The 
levels of child participation become increasingly mean-
ingful and genuine as you move from level one (Manipu-
lation) up to eight (Child-Initiated, Shared Decisions with 
Adults). The first three levels cannot be considered truly 
participatory, but each of the subsequent five levels is 
appropriate for children based on the activity being 
engaged in and on the degree to which their participatory 
and decision-making skills have evolved. 

Child-initiated, shared decisions with adults 
• Children initiate project themselves while 

decision-making is shared with adults. 
• Children have the power to make positive 

change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adults. 
• Adults do not impose their views or try to 

direct the project but merely observe and act as sounding boards. 

jfaaaZZZX 

Child-initiated and directed 
• Children initiate and direct the project themselves. 
• Adults provide children with the tools, resources and information. 
• Decision making happens solely among the children. 

Adult-initiated, shared decisions with children 
• Adults initiate actions but share decision-making powers with children. 
• The initial idea might come from adults but children are involved with 

the planning,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particular project 

Consulted and informed 
• Children give advice on projects that are run by adults. 
• Children are not involved in the decision making but are asked to 

share ideas that will inform the decisions of adults. 
• Children need to be informed about how their advice will be used 

and made aware of the outcome by adults. 

Assigned but informed 
• Children are assigned a specific role in a project by adults. 
• Children understand the intentions of the project, who made the 

decision and why. 
• Children given a meaningful role for which they volunteer upon 

understanding the project's objective. 

Tokenism (ineffective participation) 
• Children asked to participate in a project run by adults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issues or the objective. 
• Children appeared to be given a voice but lacked choices for 

participation. 

I 
Sourc 
Partic 

Decoration (ineffective participation) 
• Children used to bolster a cause lead by adults by performing in a 

certain way. 
• Children do not contribute to the organising of the event rather they 

are used mainly to elicit an emotional response from the audience. 

Manipulation (ineffective participation) 
• Adults use children to promote a cause and pretend the cause is 

inspired by the children. 
• If children have no understanding of these issues or how their actions 

can contribute their participation can be viewed as manipulation. 

Source: The Levels of Child Participation were adapted from Har t, Roger A,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From Tokenism to Citizenship, UNICEF: Florence (1992). 

Page 3 of 3

11 Nov 2019
The Star, Malaysia

Author: Sheila Sri Priya • Section: Metro • Audience : 175,986 • Page: 1TO3
Printed Size: 1981.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99,696.00 • Item ID: MY0037832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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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lang roads undergo improvement 
RMlmil infrastructure project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next month 

Teng inspecting 
works at 
Lorong Gopeng 
in Klang town. 
The old 
pavement 
material was 
dug up and 
reused to save 
cost so that 
more areas 
around town 
can be 
refurbished. 

Story and photo 
by BRENDA CH'NG 
brenda@thestar.com.my 

THE infrastructure along nine 
roads in Klang are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upgraded with road resur-
facing, pedestrian pavement 
repairs and drainage works in pro-
gress. 

These works, which are happen-
ing at Jalan Goh Hock Huat, Lorong 
Gopeng, Jalan Nanas, Jalan Pasar, 
Leboh Tapah, Jalan Mantin, Lorong 
Tapah, Jalan Tapah and Jalan 
Temoh are scheduled for comple-
tion by the middle of next month. 

A total of RMlmil was spent 
under the Malaysian Road Records 
Information System (Marris) fund 
for this project. 

"All in all, I spent RM3.7mil from 
the Marris fund for my entire con-
stituency this year. I already have 
plans for areas to be upgraded 
next year, which will be submitted 
soon," said Bandar Baru Klang 
assemblyman Datuk Teng Chang 
Khim. 

He said this during a site visit to 
Lorong Gopeng where pavement 
works were being carried out. 

Teng said each assemblyman 
gets RM3mil per year from the 
Marris fund, but can request for 
additional funds from the local 
council if necessary. 

This year, Teng requested for an 
additional RM700.000 from the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for 
infrastructure upgrades. 

"Usually, I will assess an area 

based on a needs basis and get it 
upgraded before residents submit 
complaints," he said. 

Other areas where works have 
been completed are in Taman 

Berkeley, Taman Eng Ann and 
Kawasan 19. 

"I've also gotten the roads at the 
Kawasan 19 housing area resur-
faced and pedestrian walkways at 
Taman Berkeley and Eng Ann 
upgraded, because I believe this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in 
those areas," he said, adding that 
many people walk around those 
neighbourhoods. 

Teng also urged street hawkers 
to stop setting up food stalls on 
pedestrian walkways and roadside 
pavements because they are dam-
aging the infrastructure. 

"This is actually considered van-
dalism. Most people are unaware 
that their actions are damaging the 
infrastructure and we will have to 
waste more taxpayers' money for 
repairs. 

"Just because it is convenient to 
do business from the five foot way 
or pavement does not mean it is 
right," he said. 

Teng said most food traders also 
wash their dishes, among others, 
contributing to excess water flow-
ing onto the pavement or road, 
which in turn damages the infra-
structure in the long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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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RM3.8mil has been 
approved during the recent state 
assembly sitting for the Selangor 
Drainage and Irrigation 
Department (DID) to upgrade 
drainage and waterways at Taman 
Rasnah, Klang. 

This came after floodwaters rose, 
to lm on Nov 8 after heavy rain 
and tidal wave hit the neighbour-
hood, which left vehicles sub-
merged or stalled. 

Some residents did not make it 
to work because of road closures. 

Based on previous reports, roads 
that were closed included Jalan 
Sungai Rasau, KM3.5 of the 
Shahpadu Highway towards Shah 
Alam, Jalan Rajawali and the 

stretch from the Sungai Rasau toll 
plaza to the Shahpadu traffic 
lights. 

Other affected areas include 
Bandar Bukit Raja, Bukit Raja flyo-
ver, Sungai Rasau toll plaza, 
Padang Jawa in Klang as well as 
Taman Bukit Kemuning and 
Kampung Bukit Naga in Section 32, 
Shah Alam. 

Most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premises in Taman Rasnah also 
saw floodwaters entering. 

"In Klang, the flood was caused 
by three problems — the flyover 
construction, the Sungai Rasau 
river not being deep enough and 
the floodgate being too low," said 
Bandar Baru Klang assemblyman 
Datuk Teng Chang Khim. 

"Because the floodgate and the 
wall are too low, water actually 

overflowed onto the roads causing 
floods." 

He added that as a temporary 
measure, Selangor DID will clear 
and deepen Sungai Rasau. 

Previously, the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JKR) also spent 
RM4mil to upgrade drainage at 
Sungai Rasah, which is connected 
to Sungai Rasau. — By BRENDA 
CH'NG 

RM3.8mil for infrastructure 
upgrades to address floods 

Page 1 of 1

11 Nov 2019
The Star,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 Audience : 175,986 • Page: 4
Printed Size: 162.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3,888.00 • Item ID: MY003783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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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SQISTYNA IZZAATIE ZAMARI 
metro@thestar.com.my 

THE Kaj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j) has upgraded Sungai Chua 
Market to solve problems faced by 
market traders. 

"One of the main problems was 
broken gutters that led to water 
leaking onto the stalls during 
heavy rain," said MPKj councillor 
Nor Zulaila Abd Ghani in a press 
conference. 

"A total of six 73m gutters were 
repaired in June, which took two 
weeks to complete." 

Nor Zulaila added that the other 
upgrade was having the market 
repainted in a bright pink to make 
it more lively. 

"However, traders were seen 
drawing graffiti on the wall. 

"I hope the hawkers and trad-
ers will take good care of the facil-
ities provided by the govern-
ment," she said. 

Nor Zulaila added that it cost 
RM13,000 to repaint the market 
and RM20.000 for repair works. 

The project was paid using 
Bangi MP Dr Ong Kian Ming's allo-
cation, under the Mesra Rakyat 
Project (PMR) from the Bangi con-
stituency. 

Trader He Fong Lin, 53, hoped 
the government would upgrade 
the market building. 

"The distance between stalls is 
very close and the paths are so 

narrow,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customers to walk through," she 
said. 

Her son Cheah Yau Pang 
hoped the government would 
improve other aspects of the 

market in future. 
Also present during the press 

conference were Ong's personal 
assistant Khoo Khim Han and 
Sungai Chua village head Vincent 
Sia. 

Workers repairing the broken gutters, 
which previously resulted in water 
leaking onto stalls during downpours. 

MPKj repairs Sungai Chua 
Market for traders' com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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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at laksana bandar hijau
Kerajaan kawal 

projek 
pembangunan elak 
merosakkan alam 

sekitar

ASYRAF MUHAMMAD

SHAH ALAM

P rojek pembangunan perlu 
dirancang dan dikawal de-
ngan sebaiknya bagi me-

mastikan kelestarian alam dan 
tidak merosakkan alam sekitar. 

Menteri Wilayah Perseku-
tuan, Khalid Abdul Samad ber-
kata, ia juga bertujuan mewujud-
kan persekitaran bandar yang 
lebih berkualiti.

“Aktiviti pembangunan me-
rupakan penyumbang terbesar 
kepada kemerosotan kualiti alam 

m
r
b
t

k
d
J
d
w
K
b
n

l
a

Khalid (empat dari kiri) dan Amirudin (tiga dari kiri) menyampaikan anugerah bagi 
kategori bandar mampan kepada Majlis Bandaraya Shah Alam (MBSA) pada HPBS 
di Dataran Kemerdekaan Shah Alam semalam.

a
t
l

sekitar selain mendorong kepada 
pelepasan gas rumah hijau,” ka-
tanya kepada pemberita selepas 
merasmikan Hari Perancang 
Bandar Sedunia (HPBS) di Da-
taran Kemerdekaan Shah Alam 
di sini semalam.   

Hadir sama,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dan 
Ketua Pengarah Jabatan Peran-
cangan Bandar dan Desa (PLAN-
Malaysia), Datuk Mohd Anuar 
Maidin.

Khalid berkata, kesedaran 

k
b
2
s
d
m
d

masyarakat juga penting bagi me-
realisasikan perancangan ke arah 
bandar masa depan yang sejah-
tera dan mampan.

Sementara itu, Amirudin ber-
kata, kerajaan Selangor juga se-
dang merancang menubuhkan 
Jawatankuasa Penyelarasan Ban-
dar Berdaya Huni di bawah Ja-
wankuasa Tetap Perumahan dan 
Kehidupan Bandar tahun depan 
bagi mengawal aktiviti pemba-
ngunan dengan sebaiknya.

“Kehidupan bandar memer-
lukan perancangan dan peneliti-
an yang jitu berikutan kemiskin-
an bandar sebagai contoh lebih 
teruk berbanding kemiskinan di 
luar bandar pada ketika ini.

“Sebab itu menerusi strategi 
kemampanan sosial dalam pem-
bentangan Belanjawan Selangor 
2020 lalu kita letak beberapa ini-
siatif untuk kemiskinan bandar 
di samping meneruskan usaha 
menangani kehidupan di ban-
dar,”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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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撞{

司機喪命

■猛烈的撞击力导致30岁司机当场 

车毁人亡。

(八打灵再也10日讯）一名印裔男子独自驾驶 
轿车，从首邦市SS19区前往USJ6时，途经首邦市 

柏西兰杜祖安（Persiaran Tujuan )交通灯处，疑 

轿车失控撞向路旁的大树，导致男子当场丧命。

梳邦再也警区主任利斯京助理总监表示，事件 
是在凌晨3时30分左右发生，男死者是30岁的迪 

班。

他指出，猛烈的撞击力导致死者当场不治，遗 

体已被送往马大医药中心剖验。

他说，目前警方尚未接获目击者的投报，希望 

民众提供情报。

在此之前，为了减低柏西兰杜祖安交通灯处的 
车祸和死亡率，梳邦再也市议会在今年7月已斥资 

3万令吉，完成一系列的道路安全提升工程，不料 

在工程完成后不到一周，便发生一辆四驱车闯入 

反方向车道撞击另一辆轿车，酿一死一重伤的悲 
剧。（T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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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蘭莪行動黨大會

林冠英吁火箭黨員

拆穿巫伊雙面人把戲
(八打灵再也10曰讯）为 

避免民主行动党成为“夹 

心人”，成为华社和马来 

社会的箭乾，行动党秘书 

长林冠英呼吁党员向人民 

拆穿巫统和伊斯兰党玩弄 

‘‘双面人政治”的伎俩。

他于今日为雪兰莪行动党大会主持 

开幕时说，巫统和伊斯兰党一方面声 

称首相敦马哈迪和希盟政府是行动党 

的愧儡，在马来人面前说政府是行动

党的傀儡，而另_方面，马华却宣称 

行动党是马哈迪的傀偏。

“我们要拆穿他们，否则，我们就 

夹在中间成为两边的箭靶，‘双面人 

政治’是很危险的，有一个政党无视 

这问题，只因它现在只有一名国会议 

员而要人民让它在国会多一把声音， 

但那前议员（黄日升）的出席率比刘 

镇东（国防部副部长）差几倍，不知 

要怎样成为人民的喉舌？”

避免成为种族箭靶

林冠英说，尽管对方□□声声说要 

捍卫人民和华社的权利，但在执政时 

给予华校的拨款不多，独中也没有获 

得拨款，反而是希望联盟执政后，就 

史无前例拨款给独中。

“中选时，你以为他们可以做部 

长，他们（巫统和伊党）说非穆斯林

和非马来人不可以做部长，若是他们 

执政，不要说财长，连部长也没得 

做，到底在争取什么鬼呢？所以我们 

要揭露这些政治。”

林冠英指出，为了掩饰本身的弱点 

及贪污问题，伊党和巫统的领袖曾发 

表诸如非马来人或非穆斯林不能在内 

阁担任部长职务；多源流学校应当关 

闭；以种族的角度质疑法院的判决； 

指控由非穆斯林管理的财政部接管了 
大马伊斯兰发展局（JAKIM )，以及 

抵制非穆斯林的产品及生意等言论。

因此，他对马华仍可以与巫伊为伍 

及合作感到不解。

他说，当他揭发反对党的极端主义 

言论时，对方反而怪罪他和行动党， 

因此，他要质问反对党，若能证明发 

表极端言论者是何人，巫统和伊党领 

袖是否会勇于采取行动。

■雪兰莪州行动党领导层和嘉宾在常年表大会合影留念；前排左起为邓章钦、张菲倩' 

徐来贤、哥宾星、林冠英、阿都拉昔、刘天球、黄瑞林、黄思汉、甘纳巴迪劳、刘永山

欧阳捍华、依兹汉 

、梁德志和拉吉夫。

拉曼大學撥款問題

斥馬華利用媒體撒謊
■关政府对拉大拨款的问题，林冠英表示，马华利用其 

@对中英文主流媒体的控制来散布谎言。

他说，马华是迄今唯一为底下教育机构要求公帑资助的 

政党，而首相已提出书面支持，如果马华下放对拉大的政 
治控制权，交由校友及华社管理，则拉大将能从2019年起 

每年至少获得3000万令吉的拨款。

"教育与政党分离素来是民主国家实践的原则，否则， 

政府将必须资助所有政党运营的教育机构，如此一来，政 

府很快就会用光资金。”

林冠英也促请人民团结起来，攻破反对党的谎言，以及 

他们的种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尤其是希望联盟秘书长 

拿督斯里赛夫丁所提及的“暗势力”所带来的危险。

“更糟的是，若马华在丹绒比艾补选中取得胜利，不仅 
让伊党和巫统的种族主义及极端主义宗教主义得到认可， 
而且还会加剧‘暗势力’的力量，以便通过不民主的方 
式推翻在2018年大选中人民选出的政府并建立‘后门政 

JT

承認基層有不滿聲音

吁友黨圑結確保共贏
冠英说，行动党丹绒比艾的基层对要为土著团结党候 

^选人助选确实有不满的情绪，但他呼吁所有希望联盟. 

友党团结一致，以确保“共赢”。

他于今日为雪兰莪行动党代表大会主持开幕后受询时， 

不否认基层之间存在不满，但他认为他们需要共同努力并 

共同赢得胜利。

"要嘛我们一起赢，要嘛一起输，记住，希盟落败也是 

各友党的落败，因此，我们必须朝著相同的目标努力。”

针对网媒《当今大马》指行动党基层不满为土团党候人 

助选，但同时又不想让马华候选人赢的报导，林冠英说， 

这些其实是希盟每日都得面对的问题，有的攻击甚至是来 

自内部，这对希盟而言是严峻的考验，他们必须依靠领袖 

们的智慧来逐步克服。

"我认为我们必须克服它（不满情绪）.，因为另一种选

择是让反对党胜利，这意味著什么？更严重的种族主义和 

宗教极端主义，并且变相鼓励1暗势力’建立‘后门政 

府这将会背叛人民在上届大选给予的委托。”

询及希盟会否对马华在丹绒比艾的群众大会或活动明显 

吸引大批人潮而感到担忧时，林冠英说，这是由选民决 

定，希盟尊重人民的选择。

“当我们的活动吸引人潮时却被媒体淡化，当我们的活 

动不吸引人潮，就被媒体渲染，有时这要取决于时机与宣 

传。这是我们每天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最重要的是投票 

日° "

“你还得考虑到一点，当马华吸引的人群规模与我们不 

相上下，或甚至人群更小时，他们会宣称有庞大的人潮， 

但当我们吸引类似规模的人群时，他们宣称人群很小。"

林冠英表示，希盟只是专注开展工作，并向人们解释为 

什么支持希盟是至关重要，以便确保发展政策可以继续推 

行，而且希盟的治理是为所有人，不是单一种族和单一种 
宗教。“马华只谈论华人，它结盟的另一方则谈论单一种 

族和宗教。”（LMY)

盼内部解決霹大臣爭議
冠英希望在没有双重标准与盟友的精神下，在希望联 

W盟内部解决霹雳州务大臣发表“孤军对抗行动党论” 

言论引发的事件。

为确保不会出现双重标准，他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获得 

解决，否则将会被视为存在双重标准。

他说，希盟的原则是不会有双重标准，同时公平对待所 

有人，因此认为这事件应该在丹绒比艾区国会议席补选后 

全合予澄清0

林冠英于今日为雪兰莪行动党代表大会主持开幕后，询 

及行动党中委兼双溪比力区州议员刘天球因批评首相敦马 

哈迪而被交由纪律委员会处置，霹雳州务大臣是否也应该 
受同样对待的问题时，如此回应。他说，这个问题将由希

盟在内部解决，他相信这事件应该本著盟友的精神在内部 

解决。

"希盟领袖不应该在公开场合发表违反希盟精神的言 

论。” “我的这番言论不仅限于丹绒比艾，也面向霹雳州 

政府，行动党支持希盟霹州政府，但也必须要意识到一个 

事实，我们占了很小的多数，我不仅代表自己还代表希盟 

领袖发言，我们希望霹州政府保持稳定，并继续保持团 

结° ”

林冠英坦言，任何反面言论都是无益的，霹雳州务大臣 

必须做出努力，尤其是要确保希盟政府的稳定且力量不受 

影响。他说，他们希望能够传达出这一信息传，同时他昨 

天所说，州务大臣也必须澄清，行动党支持其领导下的 

希盟政府，而州务大臣必须努力确保州政府持续稳定。 

(LMY)

l=t=l 州行动党主席哥宾 

星说，在党中须关 

注与草根的关系，确保与 
基层更密切，并透过举办 

更多活动来团结草根与州 

领导层的关系，以有效传 

达党的讯息。

他今早为雪州行动党大 

会致词时表示，该党是多 

元种族政党，会继续秉持 
党的原则，从1969年大 

选开始，委派多元种族及 

背景的候选人上阵，该党 

会为了全体人民履行职 

责，不计种族宗教，创建 

国家更美好的未来。

他提及，这是他担任州 

主席后首次召开的大会， 

今年也是忙碌的一年，在 

过去的18个月，部分党 

员被委任为部长、副部 

长，相信所有该党的正副 

部长、州行政议员都会努 

力履行职责。

“这是一个多元种族、 

多元文化的独特国家，这 

是国家重要的资产，虽然 

出现许多课题，但这些不 

是借口。"

“许多国家羡慕我国， 

最主要原因是特别的背 

景，这些是我们的优势， 

我们必须同心协力打造和 
谐社会，创建更强的经 

济。”
哥宾星声称，早前已揭 

发许多滥权、贪污等问 

题，这是当前所面对的挑 

战，必须提升公共领域素 

质，也是新政府积极的方 
向。

他表示，希盟的竞选宣 

言提到，减轻国人的生活 
经济压力，政府的转型及

哥賓星促黨圑結

關注草根上傳下達

■哥宾星声称，党领导层须加强与草推■基层的关 

系0

■在去年党选中被拉下马的雪州行动党前主席潘 
俭伟（右二），也有出席今年的雪州行动党常年 

代表大会。

改革，重新审视现有法 

律等，大家都有所醒觉 

及认同这些宣言非常重 

要，因此希盟有责任履 

行这些承诺，以人民的 

利益为大前提。

他强调，国家要在国 

际上竞争，必须加强经 

济，但面对巨大的经济 

挑战外，也要搞好基本 

设施，转换新的思维，

他相信政府已在进行 

中_，迎向更好的未来， 

惟这个政府还很年轻。

"希盟政府已深入讨 

论很多课题，不论是党 

中央或内阁层面，包括 

国家的利益，确保国 

家继续迈向成功，身为 

党的一员，应支持政 

府。”（TK M )

黨員一致通過大會提案
州行动党常年代表大会周日早在 

目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市民礼堂召 

开，并由财政部长兼行动党秘书长主 
持开幕仪式。大会获300名雪州行动党 

代表出席，党员一致通过雪州行动党 

2019年常年代表大会提案。

希盟成员党代表也受邀出席这项代表 
大会，出席的代表包括公正党雪州署理 

主席许来贤、诚信党雪州主席依兹汉及 

土团党雪州主席拿督阿都拉昔。

此外，雪州行动党秘书刘天球在回答 

辩论时声称，雪州行动党成立法律局和 

农业及渔业局，法律局由张菲倩负责及 

农业及渔业局则由他负责管理。
出席常年代表大会者尚有雪州署理主 

席欧阳捍华、副主席黄瑞林、甘纳巴 

迪劳、秘书刘天球、副秘书王建民、财 

政黄思汉、副财政李景宏、副组织秘书 
刘永山、郑文福、宣传秘书张菲倩、副 

宣传秘书李富豪、执委拿督邓章钦、州 
委嘉玛莉亚、梁德志、西华古玛及拉吉 
夫。（TKM)

財部確保免受州政府拖累

批1億付丹公僕薪金
冠英说，财政部于 

W上个月批准主要用 

作支付公务员薪金的1亿 

令吉贷款给吉兰丹州政 

府，因为联邦政府要确 

保公务员不会成为州政 

府管理不善的受害者。

他说，尽管批准了这 

笔贷款，希盟政府依然 

会受到批评，但人民的 

福利最为重要，因此他 

们不会理会，并将继续 

为了人民的福利做正确 

的事。

“吉兰丹州的公务员 

无需担心，你们会持续 

获得薪资，否则那将是 

—件严重的事，届时我 

们可能会采取行动。”

林冠英也是行动党秘 

书长；他于今日为雪兰 

莪行动党代表大会主持 

开幕后召开的记者会上 

说，希盟政府去年也批 

准91 50万令吉给吉兰丹 

州政府，以确保公务员 

不会因州政府管理不善 

且低效率而受拖累，所 

以这其实并不是什么新 
鲜事。

较早前致词时，林冠 

英以不点名方式说，如 

果交由某个马来穆斯林 

政党执政，马来西亚将 

被毁灭。

“公务员届时将不会 

领到他们的薪水，因为 

马来西亚由一群不知道 

如何管理国家的领导人 

来管理。”

"他们已证明无法有 

效地管理州政府，导致 

无法支付薪水，必须寻 

求联邦政府的帮助，如 

果他们执政，我们就会 

完蛋了。”

另外，林冠英说，虽 

然财政部于1月已发放拨 

款给各部门，但一些部 
门迟至5月或6月才分配 

给机构，导致2019年的 

一些政府发展项目被迫 

推迟于明年开始，也意 

味著拨款要于明年才能 

支付开销。

他说，这种延迟是不 

必要的，财政部已开会 

讨论及鉴定问题所在， 

确保不会重演类似情 
况，即2020年的发展开

销会在2020年支付。

“这将于2 0 2 0年仓丨J 
造1双刺激’效果，有 

助于提升我国的经济表 

现，尽管今年的政府发 

展开销没有全部支出， 

但经济的发展仍然令人 

鼓舞。”
他也预测明年情况不 

会变得更糟。

询及这涉及什么部门 

时，林冠英说，这是内 

部问题，因问题已解 
决，他不想多言。

他说，相比前朝国阵 

政府的运作方式，中央 

政府公务员需要时间来 
适应希盟的方式。

他以本身于2008年出 

任槟城州首席部长的经 

历为例说，槟城州政府 
用了2至3年时间，才让 

公务员全面接受他的政 

策与行政风格。

“这是我们面对的挑 

战之一，不只是在中央 

政府层面，也包括州 

政府，必须逐步应对与 

理，因此要求人民保持 

耐心，当我们能够按照 

政府的政策与方针作 

为一个团队行动时， 

我们将看到真正的成 
果。，’（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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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冠英: 觀頌]阻政策执行

麟
M政部长林冠英揭今年发展计划延宕，问题 

出在政府内的“暗势力”！

林冠英揭露，今年国内的很多发展计划遭 

拖延，问题就出在“没拿到钱”。

他说，其实《2019年财政预算案》的发展 

拨款，早在今年1月间就已经发放，然而各个 

部门和机构却是在今年的5月至6月份，才提

领到拨款。

“外交部长拿督赛夫丁阿都拉曾警告，政府 

内有‘暗势力'（deep state)，而我的部门就 

出现这样的案例。”

“《2019年财政预算案》的发展拨款，早在 

今年1月份就已经发出去了。可是，到各个 

局、机构的手上却是在5月至6月份。”

“各个单位确认拨款后，还要进行公开招 

标、设计等工作，正式动工的时间已经是10月 

份了。”

林冠英也是民主行动党秘书长。他周曰是 

在八打灵再也市政厅礼堂为2019年雪兰莪州行 

动党常年代表大会开幕时，如是指出。

他指出，尽管该笔拨款属于《2019年财政

预算案》拨款，但却用作于2020年的工作。

他说，虽然希望联盟执政18个月，但政府 

官员中仍有不少国阵支持者，导致政府的政策 

无法有效执行。

“这股‘暗势力’不只是要组‘后门政 

府’，还要破坏整个公务员体制。”

♦ 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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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长揭今年发展计划延宕

间题出在政府_
(八打灵再也10日讯）财政部长林年1月份就已经发出去了。可是，到各个局、机

冠英揭今年发展计划延宕，问题出在政 

府内的“暗势力”！

林冠英揭露，今年国内的很多发展计划遭拖 

延，问题就出在“没拿到钱”。

他说，其实《2019年财政预算案》的发展拨 

款，早在今年1月间就已经发放，然而各个部门 

和机构却是在今年的5月至6月份，才提领到拨 

款0

“外交部长拿督赛夫丁阿都拉曾警告，政府内 

有‘暗势力’ （deep state)，而我的部门就出现 

这样的案例。”

“《2019年财政预算案》的发展拨款，早在今

构的手上却是在5月至6月份。”

“各个单位确认拨款后，还要进行公开招标、 

设计等工作，正式动工的时间已经是10月份 

了 °”

林冠英也是民主行动党秘书长。他周日是在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礼堂为2019年雪兰莪州行动党 

常年代表大会开幕时，如是指出。

他指出，尽管该笔拨款属于《2019年财政预 

算案》拨款，但却用作于2020年的工作。

他说，虽然希望联盟执政18个月，但政府官 

员中仍有不少国阵支持者，导致政府的政策无法 

有效执行。

“这犹如我当初甫担任槟州首长，州政府内亦

有不少前朝的支持者，这需要至少2到3年的时 

间才能够有显著的改善。”

“这股‘暗势力’不只是要组‘后门政府’， 

还要破坏整个公务员体制。”

无论如何，他提醒公务员，他们是为人民服 

务，因此务必遵循法律条例和尊重人民的决定。

此外，林冠英较后在接受媒体质询时表示， 

他不愿归咎部门哪一个层级出现纰漏，财政部也 

已经开会解决。

“所以，明年的发展计划应该会优于今年，毕 

竟有2笔拨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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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放手拉大管理权

3千万拨款马上到
“ 华放手拉曼大学学院，3000万令 

q吉马上到！”

财政部长林冠英重申，希望联盟政府 

拒绝政党控制学校，因此只要马华放手将 

拉曼大学学院（简称“拉大”）的管理权交 

予该校校友会或华社，3000万令吉的拨款 

将立刻发出。

他也是民主行动党秘书长。他周曰在 

为雪州行动党常年大会开幕时表示，全世 

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拨款予政党控制 

的学校或机构。

“政党可以设立学校，没有问题。但， 

不可能获得政府的拨款，否则土著团结党 

设立学校、人民公正党也设立学校，而且

每年都要求拨款，那政府不是很快破产 

吗？”

“因此，只要马华放手拉大的管理权， 

不是交给希盟政府，而是交给拉大校友会 

或是华社，我保证至少3000万令吉的拨 

款，马上就会发放。”

林冠英也促马华停止炒作拉大课题， 

甚至将其炒作为种族敏感课题，因整起事 

件在于马华不愿放手拉大导致。

他强调，首相敦马哈迪亦认同政党不 

能控制学校，因此才会拒绝派发拨款予拉 

大0

“如果马华放手，我保证拉大每年最少 

能够获得3000万令吉！ ” #

丹无法支付公务员薪资

中央批1亿贷款支援

提醒丹绒比艾党基层

大局为重倾力助选
PP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以 

合作才能共赢”，提醒 

丹绒比艾的党基层必须以大局 

为重，倾力为希望联盟候选人 

卡敏助选。

他坦言，丹绒比艾的党基层 

的确出现不满土著团结党的声 

音，但倘若土团候选人在这场补 

选中落选，盟党亦会跟着遭殃。

“我们不否认党基层出现不 

满的声音。但，必须强调的是 

唯有通过合作，才能共赢。否 

则，就只有共输。”

“如果反对党胜出了，国内 

将出现愈来愈多的种族及极端 

主义课题。更严重的情况，甚 

至可能出现‘组后门政府’， 

这样肯定辜负人民在本届大选 

对我们的嘱咐。”

他周日在主持雪州行动党

大会，针对媒体报道该党丹绒 

比艾基层不想帮土团助选，却 

又不愿见马华候选人胜出的复 

杂心情时表示，其实媒体的标 

题每曰在变动，如今这个报道 

已成“旧闻”。

不过，他随后提醒，选举 

的成败非单一政党受到影响， 

盟党亦会受到波及，因此党基 

层必须放下歧见，为希盟候选 

人助选。

针对补选期间所举办的政 

治讲座，马华的“人气”似乎比希 

盟来得高，林冠英则回应，他交 

予人民来定夺，且“人气”很主 

观，也是媒体的诠释。

“4人气’部分很主观，有 

时要看时间点和公共议题。最 

重要的还是在投票日当天，成 

绩出炉后才能知晓。” #

巫伊领袖发表种族极端论
兰丹州政府无法支付该州公务员薪 

厂资，中央政府批1亿令吉贷款支援。

财政部长林冠英披露，他在上个月接 

获丹州政府发出的求助信，以要求中央政 

府拨款予该州，作为支付该州公务员薪资 

用途。

“上个月，财政部批准了这笔1亿令吉 

贷款的申请，因为丹州政府面对行政问题， 

尤其是支付公务员薪资方面。”

他说，这已并非首例，希望联盟政府至 

今已经批准了丹州政府的两项财务申请， 

其中一项是在去年915◦万令吉’而另一项 

是上个月的1亿令吉。

“中央政府不希望各州公务员，因为行 

政效率低或施政不佳等，成为受害者。”

林冠英也是民主行动党秘书长。他周 

曰是在为雪州行动党常年大会开幕时，这 

么表示。他感叹，尽管中央政府批准有关贷 

款，但依然遭有心人攻击。

“无论如何，政府仍以人民利益为主。 

吉兰丹公务员无需担心无法获得薪资，因 

为这些申请已获批。

“不过，如果没有获得薪金，那就是更 

大事件，（中央政府)也可能会采取对付（行 

动），因为需支付薪金(给丹州公务员）。”#

促黄日昇表达立场
士太冠英也促国阵丹绒比艾国 

#席补选候选人拿督斯里黄 

曰昇表态，有关巫统与伊斯兰党 

领袖发表种族及极端言论的立 

场0

他更揶揄黄日昇，指其誓言 

要作当人民喉舌，然而翻开国会 

历史记录，却发现他的出席率竟 

然比当时的居銮国会议员刘镇东 

(现国防部副部长）还要低。

“他说要当人民喉舌，可 

是他的国会出席率比刘镇东 

差好几倍。我真的不知道他 

要怎么当人民喉舌？”

“他更表明要捍卫华社的 

权益。然而，在面对巫统与伊 

党领袖，一再发表‘关闭华淡 

小’、杯葛非穆斯林商品行动、 

非穆斯林不能任部长等言论， 

他们却假装没听到。” #

哥宾星谈转型挂保证

马新社RTM不裁员

a讯与多媒体部长哥宾星挂 

保证，《马新社)〉与大马 

广播电视台（RTM)不裁员！ 

他说，尽管新兴媒体取代 

传统媒体，但《马新社》与大 

马广播电视台并不会裁员，不 

过需因应时代趋势进行转型。

“全球的媒体生态圈正在 

改变，未来所有的媒体的载体 

肯定是新科技，而像是印刷媒 

体等传统媒体亦会被淘汰。” 

“这也就是当前许多传统 

媒体，正在思考未来定位的原 

因。”

不过，他表示，政府旗下 

的两大媒体也顺应时代趋势， 

像是《马新社》已经更改节目 

编排'而大马广播电视台也完 

成了类比信号转数位信号的工 

作，相信未来制播的节目会非 

常优质。

“《马新社》方面，我目前 

没有收到任何管理层的通知指 

要进行裁员。至于大马广播电 

视台，它们正在进行数码化， 

预料工作是有增无减。”

哥宾星也是雪州民主行动 

党主席。他周日是在出席雪州 

行动党常年大会后，受询近期 

国内数家媒体削减人力一事， 

而政府旗下的两大媒体会否加 

入裁员行列时，做出这项回 

应。

无论如何，他强调，工作 

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相当重要 

的，因此政府会尽最大能力的 

保留这些雇员。

他也期盼，《马来西亚前 

锋报》的前雇员能够被新公司 

给吸纳。

出席者包括民主行动党秘 

书长林冠英、雪州行动党署理 

主席欧阳捍华、州副主席兼雪 

州议长黃瑞林、州副主席兼雪 

州行政议员甘纳巴迪劳、州财 

政兼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州 

秘书兼全国中委刘天球、州执 

委兼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 

等；外宾包括人民公正党雪州 

副主席兼雪州行政议员许来 

贤、雪州诚信党主席依兹汉、 

土团党副主席拉昔等。#

晟视

主行动党冀盟党处理霹 

雳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 

并提醒需

一视同仁”！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表 

希望联盟在处理内部矛盾 

事件时，需持同样标准，因此 

希望土著团结党能够处理霹雳 

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末费沙的 

“孤身对抗行动党”视频风 

波。

他周曰在出席雪州行动党 

常年大会后，受询土团党要求 

该党处置党中委刘天球抨击首 

相，如今阿末费沙亦发表损害 

盟党言论，该党会否施压土团 

党处治阿末费沙是，做出这项

回应。

不过，林冠英表示，由于目前各政党都 

忙于丹绒比艾国席补选工作，因此他希望盟 

党能在补选后处理这起事件。

他强调，希盟在处理内部纷争时，不应 

该有双重标准。

“希盟一再强调公平、公正。若本身的 

政党不公正、不公平，如何对其他人公正和
公平呢？”

林冠英表示，他和其他希盟领袖一样， 

支持各州希盟政府和州领导人，惟州领导人 

所发表的任何言论必须谨慎。

他提醒，霹雳州仅是以简单多数票执 

政，因此为了确保州政权，任何领袖都不应 

发表过激言论。#

通讯多媒体部研拟

鉴定新闻机制

a讯与多媒体部研拟鉴定新闻真伪机 

制，促媒体错误报道时需澄清及纠

正。

通讯及多媒体部长哥宾星披露，该 

部正与数家媒体讨论建议一个平台，以 

鉴定新闻是否属实。

他说，国内充斥着诸多假新闻，尤其 

是在社交媒体，混淆大众接收正确资讯。

“我们正和一些媒体讨论，是否能搭建 

平台来鉴定这些假新闻。”

哥宾星表不，虽然目前通讯及多媒 

体委员会有提供鉴定假新闻的网站，但 

由于添加过程繁琐，再加上每曰都有不 

同的假新闻出现，因此才有这项计划。

“如果要将一条假新闻添加至网页，投 

报者需先向警方报案。警方开档调查后， 

再将有关案件的档案号交给通讯及多媒体 

委员会。”

“过后，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要将有 

关的新闻交给技术组来鉴定。倘若鉴定结 

果真的是假新闻，还要通报警方调查，最 

终调查报告再交由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 

来决定，要不要将该新闻加入假新闻网站 

内。”

他也认为，杜绝假新闻的责任除了 

在政府，媒体也肩负其中的责任，因此 

倘若媒体发现错误报道，除了澄清和纠 

正，也应该重新刊登正确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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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年设撕结济走W
阿兹敏：刺激乡镇发展

(笨珍10日讯）明年起，政 

府将在柔佛州设立新的经济走 

廊，带动州内发展及刺激小地方 

经济活动。

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指出，他昨曰听取有关建议汇报，会提 

呈经济行动理事会及首相敦马哈迪医 

生。

“我们将设立新发展核心，发展大小 

城镇，甚至柔佛州。”

“我们不要发展只集中在巴生河流域 

或大城市而已，其他小地区也需要政府 

关注及发展，这能造福当地居民。”

他今日（10日）出席补选活动后， 

向记者这么说。

阿兹敏指出，新经济走廊是长期计 

划，可能横跨10年，以确保经济发展蓬 

勃。

他说，目前柔州沿海地区如麻坡及 

荅株巴辖都有发展，希望其他乡镇也有 

发展。

“需要发展的城镇数目还在考虑中， 

我认为，丹绒比艾整体上不会被排除在

外，至于细节将在联邦阶段讨论。” 

对于内政部长丹斯里慕尤丁建议的 

丹绒比艾发展蓝图，他说，该部获知此事， 

蓝图将在部门及经济行动理事会阶段讨

论0

他说，目前已批准约2000万令吉发 

展该国会选区，这拨款是在已故国会议 
员拿督莫哈末法立在位时通过的。#

▲阿兹敏阿里（左4 

起）为卡敏站台时宣 

布，政府明年将在柔佛 

州设立新的经济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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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沈可婷无罪释放

控方入禀高庭上诉

阿米尔纳鲁丁（左2起）与莫哈末沙菲益，针对8少年骑士被撞死案， 

女被告获判无罪释放，周日提出上诉。

(新山10日讯）针对女司机被 

控撞死8名少年脚车骑士案的法庭 

裁决，柔州总检察署主任阿米尔纳 

鲁丁及慕哈末沙菲益副检察司周曰 

上午削往新山法庭，提呈上诉文 

件。

阿米尔纳鲁丁表示，控方是基 

于不满被告被判处无罪释放，同时 

也认为有值得上诉的理据，因此提 

出上诉。他说，控方认为有数项上 

诉理由，如被告的身份、事发地点 

昏暗和被告不熟悉该路段等。

“推事在判决中提到，控方无法 

证明被告的身份，但为什么被告没 

有通过辩护律师提出该争议点。” 

他续说，推事也指当时路段昏

暗，但控方已证明该地点有足够亮 

度0

“如果对路段不熟悉就能被视为 
无辜？这不正确。”

阿米尔纳鲁丁今早大约9时30 

分入禀上诉后，在法庭外向记者交

代最新进展。陪同出席者包括负责 

此案的副检察司莫哈末沙菲益，以 

及警方新山南区查案官尤索夫。

声明非因压力而上诉

阿米尔纳鲁丁提出的数项理 

据，包括被告的身份；发生意外的 

地点；以及被告声称不熟悉出事路 

段等理由。

但他强调，控方不是在死者家 

属，或其他人施压下入禀上诉。

他指出，检察署只是根据推事 

庭的裁决，采取正常程序而已。
2017年2月18日，柔佛新山 

内环公路靠近玛目地亚坟场路段发 

生一起死亡交通意外，轿车司机沈 

可婷撞上骑蚊型脚车而占据道路的 

一群青少年，酿成8死8伤的悲 

剧0

当局之后起诉沈可婷危险驾驶 

导致他人死亡，但经过审讯，推事 

庭于10月28日判定沈可婷当时没 

有超速也没有酒驾，因而表罪不成 

立，获得无罪释放。

无论如何，这起案件却在丹绒 

比艾补选时，成了朝野双方热议的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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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雳苏丹纳兹林莎殿下主持检阅仪仗队仪式

霹苏丹63岁华诞

响礼炮册封253人
(江沙10日讯)配合庆祝 

63岁华诞，霹雳州苏丹纳兹林 

莎殿下周日早上在江沙王宫主 

持检阅礼后，出席在江沙王宫 

荅莱隆斯里宫殿举行的祝暇及 

册封仪式，宫内外冠盖云集， 

场面庄严。

仪仗部队由马来王家工程 

部队工兵团103名马来王家军 

人及3名军官组成，红土坎皇 
家海军乐队随后奏起乐曲，并 

升放21响礼炮示庆。

霹雳州苏丹纳兹林莎殿下 

周曰在江沙依斯干达王宫，主持 

殿下63岁华诞的首轮册封有功 

臣民仪式时，宣读御词指出，我 

国种族团结正遭受到威胁，尤其 

打着极端种族及宗教名义的口 

号越来越受到关注，这情况犹如 

点燃的煤炭，若不马上加以遏 

止，必会引发大火，对国家造成 

毁灭性的伤害。

殿下指出，一个国家的历史 

起源于人民团结及统一，而团结 

因素更是当年驱使我国人民争 

取独立的基本条件，若人民和平 

相处，国家则会安宁及繁荣。

殿下也指出，我国各族之 

间在现阶段却更倾向于寻找彼 

此的差异处，而非共同点，国 

人也似乎失去了追求彼此共同 

点的“指南针”，这种情况下 

去令人感到担忧。

鉴此，殿下表示，政府促 

进国人团结，建立各族人民统 

一公民身份的工作刻不容缓， 

以消磨各族之间的偏见及怀 

疑，并在舒适及自在的环境下 

生活，珍惜彼此在这一片国土 

上存有的差异性。

殿下说，伊斯兰教应成为 

受到尊敬的宗教，而不是令人 

敬而远之或感到畏惧的宗教， 

无论是穆斯林或非穆斯林的领

全国总警长丹斯里阿都哈密受 

封SPTS拿督斯里邦里玛勋 

衔。

袖也应深入理解伊斯兰教教 

义，贯彻中庸的治国理念。

配合霹州苏丹纳兹林莎63 
岁华诞，今年册封各级勋章给 

253名有功社会人士，册封仪 

式将分别订在11月10日(星期 

日)及16日(星期六)上午9时， 

在江沙王宫举行。

首曰册封仪式于周曰早上9 

时30分进行，受封SPMP拿督斯 

里(1人）、SPTS拿督斯里邦里玛 

勋衔(1人）、DPCM拿督勋衔(1 

人）、DPMP 拿督（11 人）、DPMP 
Kehormat 拿督（1 人）、DPTS 拿 

督(4人)将接受册封。

霹州王室理事会秘书拿督 

阿育哈欣受封SPMP拿督斯里 

勋衔、全国总警长丹斯里阿都 

哈密受封SPTS拿督斯里邦里 

玛勋衔、霹州秘书再纳受封 

DPCM拿督勋衔、沙地阿拉伯 

驻马大使马末受封拿督(DPMP 
Kehormat)、霹州行政议员阿斯 

慕尼及尤努斯、人力资源部退 

休副秘书长林荣福(译音)也受 

封DPMP拿督勋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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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免费水优惠B40篇年杪前通注册
巴生10日讯想要从明年3月1日起，立即享有免费水优惠 

的水供用户，受促必须在今年12月31日前完成注册。

邓章钦（左3)呼吁巴生民众年底前完成注册免费水账户。左 

起为陈如坚、严玉梅和沙拉瓦南。

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 

披露，其州选区服务中心连续2天 

架设流动柜台〃成功协助150户完 

成免费水注册。

也是巴生新城州议员的他， 

今早于巴生卫星市宜康省超市， 

出席「乐龄亲善基金（SMUE )购 

物活动」时向媒体指出，申请者 

一旦成功获批准，明年3月1日 

起，即可享有免费水优惠。

他指出，有关免费水注册 

账户，其实全年供开放申请，不 

过，州政府每年只进行2次审核。 

凡是12月31日肖I」未申请的民众’ 

那么3月1日将无法享有免费水福 

利，必须等候下一轮审核。

他强调，新免费水政策是经 

过一番考量，最终决定只让真正

有需要，即B40的家庭（家庭总收 

入4000令吉以下）受惠。而且， 

一个人只允许注册一个账户，不 

能注册多个免费水账户。「过去 

用户是根据房屋单位来获取免费 

水福利，如今，只有B40的家庭符 

合享有免费水的资格。」

开设柜台讲解

他透露，为让民众理解雪州 

免费水的新政策，本身的服务中 

心已连续2天开设柜台，向民众讲 

解新政策详情，并协助注册免费 

水账户。民众若懂得上网，也可 

自行上网进行注册登记。

据了解，今早在巴生卫星市 

宜康省超市除了举办乐龄人士购

物活动，同时也协助办理免费水 

账户注册。除了卫星市外，其余 

两个地点还包括永安镇民众会堂 

和巴生百家利小贩中心。

出席活动的嘉宾，还包括巴 

生市议员黄智荣、严玉梅、陈如 

坚以及州选区服务中心助理沙拉 

瓦南等。

邓章钦指出，今天所举办的 

乐龄亲善基金购物活动，受惠人 

士达到1000人。受惠者主要来自 

巴生新城州选区，年龄在60岁以 

上，并于10月、11月和12月生日 

的乐龄人士。

他透露，服务中心团队在联 

系乐龄人士时，发现当中有30% 

无法取得联系，因联络电话已停 

止服务。为此，希望乐龄人士关

注并定时向服务中心更新联络方 

式。

他表示，一旦3次都无法领 

取优惠，其名额将自动被取消，

以让给其他有需要的人。惟，州 

政府会事先跟国民登记局进行核 

对，以确保受惠人士尚居住在雪 

州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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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金明(左肩權午「孩有

萌g」j交园彌呈觀痴于政

SSS生爾噘級
放K20年内零涝染

吉隆坡10日讯I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高级秘书邱金明表示，州政府 

过去10年来不断努力整治河流，如今巴生河已从第四级污染，改善至第 

二级（上游）及第三级（下游），希望未来20年内能够达到零污染！

他指出，巴生河过去的水 

源是非常清澈和干净，无奈来到 

近代，却达到第四级污染，就连 

鱼儿也没办法生存。

「所以，州政府这些年来 

都不断努力整治河流，同时也推 

行了雪州海洋关口计划（净化、 

治理和振兴巴生河），放眼未来 

20年内将河流整治成零污染。」 

「除了整治河流，州政府 

现阶段也推行节省用水运动，教 

育民众爱惜水源，避免浪费。」 

邱金明是于今日代表许来 

贤出席「孩有明天」校园计划 

启动礼时，如此表示。出席者 

包括新加坡禹治集团（Watch 

Water Plus )总执行长王旆帷、 

Googood Aquatech首席执行员陈

造贤、大马《环环相扣》生态文 

明传播中心会长李达华博士、律 

师张玮伦及盒子科技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拿督温斯钦等。

「孩有明天」是新加坡禹 

治集团、Googood Aquatech与校 

方及环保单位配合推行的计划， 

旨为提倡爱护水源和环保的重要 

性，并将健康和安全的水源带入 

校园。

饮水机赠学校

陈造贤指出，该公司将从 

明年次季开始，率先送出100台 

饮水机，给隆雪地区有需要的学 

校，并放眼在5年内，至少送出2 

万台饮水机给国内各源流学校。

「不仅是饮水机免费置入校 

园，我们也会承担安装费用，以 

及每年更换滤芯和人工费用，而 

且每捐赠一台，还会每年捐出500 

令吉给该校充作建校基金。」

「金金河污染事件，敲响 

了对河流保护的警钟，因而希望 

借著这项校园计划，能够从教育 

方面著手，提倡环境保护和爱惜 

水源的重要性。」

邱金明也赞扬，该企业所 

履行的社会责任，并希望该责任 
精神受到其他企业所学习。「无 

论如何，也希望企业所扮演的角 

色，并不是止步于捐献饮水机， 

让孩子喝到优质水源而已，更重 

要的是教育工作，让所有人了解 

保护环境和水源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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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旅游局推广5瀑布
莎阿南10日讯I

雪州旅游局（Tourism 

Selangor)致力推广雪 

州旅游休闲好去处，日 

前公布推介雪州5大最 

佳瀑布消暑胜地。

5大瀑布包括 

Sungai Tekala、Ai「

Terjun Kanching 、

Lata Medang 、 Sungai 

PI sang及Sungai 

Chiling，分别涵盖不 

同的环境及活动，适合 

民众周末时与朋友或家 

人前往度过休闲时光，

参观者还可借此体验日常所感受不到休闲风情。

雪州旅游局发文告指出，雪州拥有极其丰富的自然环 

境、充满宁静且干净的瀑布景点，并强调公众需履行维护 

自然环境清洁的责任，以确保后代子孙也可以一览这番美 

景0 网址：www.selangor.travel

图为网友 zulhellmyjl^：^ 

Sungai Chiling暴布照。

Page 1 of 1

11 Nov 2019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85,616 • Page: A36
Printed Size: 145.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543.08 • Item ID: MY003783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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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岁华裔女司机被控撞死 

8名少年脚车骑士案，获新山 

推事庭宣判无罪释放。惟控方 

不满上述判决，以及认为有值 

得上诉的理据，于周日人稟新 

山法庭，提出上诉。

各界关注及议论，更在丹绒比 

艾补选成为政治人物的课题。

国阵兼巫统主席拿督斯里 

阿末扎希日前针对案件，发表 

法庭审讯呈双重标准论，引起 

轩然大波。

女司机获无罪释放也引起

轩然大波。

报导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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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斕女漏跳饞供

题可$議自年J月1繼I- 
无P释放，去

新山10日讯I女司机被控撞死8名少年脚车 

骑士案，控方不满女被告获判无罪释放，今日 

入稟新山法庭提出上诉。

柔州总检察署主任阿米尔纳

鲁 丁及慕哈末沙菲益副检察司今 

曰上午肖1」往新山法庭 '提呈上诉 

文件。

阿米尔纳鲁丁表示，控方是 

基于不满被告被判处无罪释放， 

同时也认为有值得上诉的理据， 

因此提出上诉。

他说，控方认为有数项上诉 

理由，如被告的身份、事发地点 

昏暗和被告不熟悉该路段等。

他续说，推事也指当时路段 

昏暗，但控方已证明该地点有足 

够亮度。

「如果对路段不熟悉就能被 

视为无辜？这不正确。」

无论如何，这起案件却在丹 

绒比艾补选时，已成为朝野双方 

热议的课题。

国阵兼巫统主席拿督斯里阿 

末扎希先是于本月6日，在龟咯崩 

山出席由巫统宣传局主办的丹绒 

比艾国席补选政治大讲堂活动上 

炮轰，在希盟政府及总检察长汤 

米汤姆斯监管下，国家司法正遭 

到腐蚀，并列举包括近日泰米尔 

之虎事件及8名少年骑士被撞死 

案，涉案者均被轻易释放。

封面A条

»撞死8少年案

女面机判无罪

随后，就有希盟领袖对阿末 

扎希的言论作出回应，包括行动 

党武吉牛汝莪国会议员蓝卡巴星 

指前者的言论宛如影射政府干预 

司法，并有藐视法庭之嫌，因此 

促请总检察长对付阿末扎希。

质疑我国司法

而内政部长兼土团党主席丹 

斯里慕尤丁则指，对巫统主席拿 

督斯里阿末扎希公然质疑法庭针 

对8名少年脚车骑士被撞死案的判 

决感到讶异。

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家祥 

回应时则指出，不应将沈可婷撞 

死8名蚊型脚车骑士案与泰米尔之

审讯2年多表罪不成立

女司机沈可婷被控于2017年2月18日，凌晨3时20 

分，在新山内环公路鲁莽及危险驾驶，导致8名骑脚踏 

车的少年死亡，抵触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 (1)条 

文（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

在上述条文下，一旦罪名成立，可被判监禁最少2 

年，最高不超过10年，以及罚款最少5000令吉，最高不 

超过2万令吉。

此案经过两年多审訊后，法庭在今年10月28日宣 

判。承审推事西蒂哈嘉以女被告事发时有系上安全带、 

没有超速，而且也有使用公路的杈利，宣判表罪不成 

立，当庭无罪释放，并归还早前被扣押的驾照和一万令 

吉保释金。

阿米尔纳鲁丁（左）与莫哈末沙菲益周日针对8少年骑士被撞 

死案，女被告获判无罪释放，向法庭提出上诉。

虎案及消防员莫哈末阿迪殉职案 

相提并论。

而阿末扎希昨日再度回应课 

题时则强调，其言论，只是出于 

对失去孩子父母的同情，同时也 

替这些父母说出心声，不曾质疑 

及批评我国司法制度。

无论如何，阿米尔纳鲁丁今

曰受媒体询问时，也否认控方是 

基于死者家属或是任何一方的压 

力，对案件判决提出上诉。

他强调，提出上诉是正常的 

程序。

他说，今日提呈上诉书，接 

下来在完成相关程序后M更等十矢 

高庭择定开审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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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月杪截止3月起执行

速申谓雪免费水I
租户符资格可申请

邓章钦指出，按人登记， 

算房产业主拥有3个单位， 

过，若其外租2个单位给租 

，后者在符合资格下，也可 

过申请来享有免费水的福

他说，州政府目前设定一 

年审核两次，为此，第一期的 

申请截止日为12月31 FI，接 

着就会审核，包括向公积金 

局、内陆税收局、公务员退休 

基金局等部门核对资料。

MsRAN

bermuu

雪州乐龄亲善基金将设法 

处理无法联系上的会员，包括 

向国民登记局确定其是否仍居 

住在雪州。

邓章钦指出，上个月派发 

会员生日100令吉购物礼券 

时，该选区面对约半登记人失 

联问题，如今再次举办派发礼 

券活动时，则也有逾30%.登记 

人士失联。

“我在此提醒登记者，若 

更新联络号码，务必通知州选 

区服务中心，倘若情况没有改 

善，即一连两二次都无法联系

上，州政府或设法处理，包括 

确定他们是否还居住在这 

里。”

他也说，为了改善雪州乐 

龄亲善基金的派发效率，州选 

区将于1年举办4次，即结合 

3个月时段进行一次派发工

作。.

“今R我们共准备1000份 

礼券，以便派发给10月至12 

月生日的会员，同时，也特別 

选择周日派发，以方便乐龄人 

士出席，尤其孩子没有上班， 

可以载送他们过来等。”

务0

“申请程序简单，即只需 

提供家庭水费单据和身分证号 

码即可，我们昨天在河边路和 

巴生百利广场进行的2场登记 

工作，供收集到150个登记， 

今天则在永安镇、百家利和卫 

星市设立登丨己柜台，主要希望 

il:更多人知道申请事宜。”

出席者包括巴生市议员黄 

智荣、严玉梅、陈如坚、州选 

区服务中心助理沙拉瓦南等。 卫星市宜康超市挤满乐龄人士，以便领取雪州乐龄亲善基金及了解免费水申请事宜

巴生新镇州选区于9日和10日，在5个地点设立免费水申请柜台，陈如坚（左起）、严玉梅陪同邓章钦巡视和了解申请情况

(巴生10日讯）雪兰莪州免费水全年开放申请，惟 

—年只有2次审核时段，第一期申请截止日期为12 

月31日，并于明年3月1日开始执行。

雪州行政议员兼巴生新镇州议员拿督邓章钦表

示，免费水福利政策修改后，相信仍有很多人不了 

解该福利如今是附条件给予申请的，包括个人或夫 

妻收入少于4000令吉、按“一个身分一个账户”供 

雪州子民申请等。 ，

“新措施主要希望该福利可 

直接惠及中低收人群体，闪为 

过去每户皆获得此优惠福利， 

或让一个拥有三个雄位的房产 

业者皆享有此福利，如今则只 

il:有需要的人十享受而已。”

他补充，倘若人们来不及 

于第一期截止日期前提出申 

请，仍可继续在全年开放时段 

提出申请，惟申请者就得等候 

半年才进行的第二次审批批准 

后，才能取得免费水优惠了。

乐龄基金将处理失联会员

章钦说：“过去的 

^1)发配是根据房子单 

位获得该福利优惠的，如今则 

只提供给家庭收人低于4000 

令吉的中低群体，换言之，就 

算申请者搬家，只要给予通 

知，也将继续享有该优惠福 

利。”

他今R在卫星市宜康超市 

出席雪州乐龄亲善基金 

(SMUE)发放10月至12月，

3个月的会员生日100令吉购

物礼券分发仪式后，向媒体这 

么说。

须有水费单和身分证

邓章钦指出，尽管雪州子 

民可上网登记，或是前往州选 

区服务中心索取表格申请，惟 

担心有很多人仍不了解免费水 

申请方式，尤其乐龄人士，为 

此，该州选区服务中心于9日 

和10日，特別设立登记柜 

台，向市民宣传及提供申请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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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汉：工商会传递政商心声
(蒲种10日讯）金銮州议员黄

思汉表示，商业活动社区需要 

工商会平台，作为政商之间的 

桥梁，以传递政府政策与商家 

心声。

“蒲种从30年前的橡胶园 

与锡矿小镇，成为全马发展最 

蓬勃的重镇。成立一年的蒲种 

中华总商会，扮演政府与商家 

之间的桥梁，积极传达与宣传 

政府推行的政策。”

黄思汉昨晚出席在蒲种益

智华小的蒲种中华总商会庆祝 

成立一周年丨火典暨宣誓就职典 

礼致词时说，雪州政府推行的 

一些政策都获商会良好宣传， 

包拈丨丨:更多商界人士了解州政 

府最后一次推出的非法工厂漂 

白计划与政策内容。

大会筵开80席，出席嘉宾 

包拈能源、工艺、科学、气候 

变化与环境部长杨美盈、马来 

两亚中华总商会副财政叶翊 

瑚、蒲种中华总商会主席朱贵

财、署理会长梁润林、副会K: 

拿督何玉铭、拿督余福林、拿 

督赖惠平、法律顾问黄宝林、 

总协调彭康贤、工委会主席吴 

永泰与理事成员等。

黄思汉、杨美盈与叶翊瑚 

受邀监誓蒲种中华总商会第一 

届理事就职典礼。大会也捐款 

4万令吉予八打灵发展华小工 

委会、1万令吉予马来西亚仝 

国校长职工会，以及1万令吉 

予蒲种丁商俱乐部。

蒲种中华总商会庆祝成立1周年庆典以鸣锣击鼓为晚宴掀开序幕。前排左起为彭康贤、赖惠平、何玉 

铭、吴永泰、朱贵财、叶翊瑚、杨美盈、黄思汉、梁润林与余福林。

杨美盈：招商引资推动下游工业
朱贵财表布；，蒲种中华总 

商会的3大宗旨，是扮演蒲种 

工商界与政府之间的重要桥 

梁，提供创业平台和提拔经商 

的年轻人，以及推动慈善福利 

丁作。

朱贵财：助年轻人创业

他透露，商会将不定期举 

办商业与法律商业座谈会，也 

支持有意创业的年轻人。

他说，商会鼓励资金不足

的年轻人向商会招揽投资，聚 

资创立公司，共享发展成果。

“援助蒲种区内弱势群 

体，推动慈善与护理工作，弘 

扬中华文化及发展母语教育， 

也都被列为商会的常年任 

务。”

另外，杨美盈呼吁丁商界 

闭结招商引资，引人大量外资 

激起我国下游工业发展，将我 

国的产品推出国外销售，经济 

才会繁荣。

她表示，中华商会组织对 

大马十分重要，中国是大马的 

最大贸易国，财政预算案有特 

别管道以吸引中国前来我国投 

资。

“政府需处理中美贸易战 

带来的影响，以及前朝政府遗 

留下来的问题，以搞好国家经 

济。明年的财政预算案主要是 

让经济转型，增强商界的竞争 

力。政府与商人民合作，能促 

使国家经济增长。”

Page 1 of 1

11 Nov 2019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KL/Selangor • Audience : 27,667 • Page: B1
Printed Size: 556.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6,993.71 • Item ID: MY003783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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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来贤：水质改善治巴生河工程见效
(吉隆坡10日讯）雪兰莪州政

府多年整治巴生河工程已见成 

效，河段下游水质已降为3级 

污染，上游降为2级污染，未 

来20年0标是将巴生河打造 

成零污染河流。

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的高 

级秘书邱金明指出，巴生河水 

质遭到第4级污染，鱼无法生 

存，经过这几年的河流整治丁 

程，已有改善。

“雪州政府执政11年，不 

间断处理州内水资源污染问 

题，保护水流不只是政府，而 

是每个人的义务，州政府从明 

年开始，给予环境部门拨款也 

会逐年增加，并将讯息推往各 

所学校，从小栽培学生环保意 

识。，’

他今早代表不克出席的许 

来贤主持旧巴生路崇文华小举

“孩有明天”校园计划启动礼，Googood Aquatech赠送饮水机 

予崇文华小，左起温斯钦、李达华和陈造贤，右起张玮伦、王 

施帏和邱金明。

办的“孩有明天”校园计划启 

动礼致词时，这么说。

该项计划主要是向学生灌 

输爱护水源和保护校园饮水系 

统，包括饮水机、健康饮用水 

安全意识，新加坡禹治集团 

(Walch Waler Plus)和 Googood

Aquatecli签署合作协议，赠送 

饮水机予校方。

出席嘉宾包括合作单位盒 

子科技iBOXChain执行董事温 

斯钦、律师张玮伦、大马《环 

环相扣》生态文明传播中心会 

长李达华博士等等。

Googood Aquatech承诺明年赞助学校t欠水机

Googood Aquatech 总执行 

长陈造贤指出，国内许多华小 

饮水机由热心人士报效，惟缺 

乏保养与更换滤芯，导致学生

健康可能受影响，W此该公司 

承诺在明年第二季，免费赠送 

饮水机予国内学校，及承担安 

装费与相关维护费用。

同时，每间获赠 

Aqualec.h从心智教育出发，利 

用技术为社会创造价值，公司 

0标是在2025年之前，赠送2 

万台饮水机予国内学校。

“只要孩子对水源安全有 同时，每间获赠 

饮水机的学校，可获 

得该公R]每年捐献500 

令吉作为建校基金。

他说，Googood

“只要孩子对水源安全有 

了意识，类似巴西古当金金河 

污染事件，导致小学生吸人毒 

气引发后遗症的案件在未来会 

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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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钦：没承诺立即承认统考

同僚应为失言道歉

(巴生10日讯）雪州行政议员

拿督邓章钦向华社澄清，希望 

联盟竞选宣言没承诺执政后马 

上承认统考文凭，并坦言是一 

些党同僚遭竞选热情冲昏脑作 

出误导言论，若涉及同僚愿澄 

清道歉，大家心里或好过些。

也是雪州民主行动党州委 

的他说，鉴于华社因误导性言 

论，一直对希盟政府未兑现诺 

言大感不满，木身才首度在公 

开场合谈论此问题。

“大选期间，民情汹涌， 

我承认确实有同僚在演讲时， 

不慎把话讲过了头，而且不只

一位党同志，宵有提及只要改 

朝换代，马上承认统考文 

凭。”

巴生中华独中周年宴

邓章钦昨晚为巴生中华独 

中创校108周年晚宴致开幕词 

时说，这些同僚年纪太轻，经 

验不足，容易情绪作祟，一旦 

台下鼓掌，就容易忘了自己讲 

什么，如今他们当上高官，理 

应出来道歉，纠正错误，说明 

宣言没指要马上承认统考。

“事实上，政府确实无法 

立刻承认统考，就如每个国家

在承认一个文凭时，都需要按 

程序处理及获相关单位认可， 

希望人民给予时间，丨丨:未到期 

‘支票’获处理，若五年后 

‘支票’仍不过账，则可给予 

惩罚。”

他说，最近极端马来民族 

主义者通过法律途径，要求宣 

判母语教育体系违反宪法的， 

惟，相信华社不管是教育领 

域、社N1、在朝在野的政治团 

体或任何机构等，都有一致看 

法和决心，要捍卫联邦宪法赋 

予各族母语教育的权利。

会上，他也宣布拨款1万 

令吉给中华独中。

出席者包括巴生中华独中 

董事长拿督蔡崇伟、校长戴庆 

义、家教协会主席李勇陞及校 

友会会长吴国民。 蔡崇伟（左）为巴生中华独中校史馆《中流史苑》主持揭幕仪式

吴国民：明年学生人数破2000
巴生中华独中校友会会长 

吴国民说，中华独中的学生人 

数近2000人，相信明年学生 

人数可以突破2000人，并创 

下该校历史新高纪录。

“目前是校务最辉煌的时 

期，校友人数也持续增长，学 

校与社会的关系愈来愈緊密，

支持学校的力量会愈来愈強 

大，并让学校越办越好。”

家教协会主席李勇陞指 

出，近年来独中教育备受肯 

定，为此，董事会提出兴建宿 

舍大楼，除了提供更好的居住 

环境给住校生、也腾出更多空 

间，容纳学生进行活动。

推展人工智械机器中心
巴生中华独中校史馆《中流史苑》、《吴瑞娟走廊》开幕，左起杨国华、吴国民 

玉枝、黄东春、王庆祥、符永道、蔡贵进、李勇陞、戴庆义联合剪彩。

尤文明、卢顺荣、刘官金、李登基、蔡崇伟、黄

蔡崇伟：筹建新宿舍大楼
巴生中华独中董事氏拿督 

蔡崇伟指出，该校正筹建新宿 

舍大楼，楼高六层、可容纳 

600寄宿生及远地而来服务的

教师，以提供舒适居住环境， 

提高教学效益。

他说，独中教育虽还没得 

到政府艰认，但却获得社会各

界认同，中华独中也顺应需 

求，加强软硬体设施建设及师 

资聘用等。

“晚宴盈余部分将拨人中 

华独中教职员福利基金，使该 

基金能达到300万令吉0标， 

il:教职员安心以中华为家：剩

余数额则悉数拨人新宿舍大楼 

的筹建基金。”

他说，雪隆八独中新生人 

数激增，巴生中华独中也增收 

新生，明年将开办10班，秉 

持有教无类原则，将开一班特 

普班，以满足家氏学生要求。

巴生中华独中校史馆《中 

流史苑》及《吴瑞娟走廊》欣 

逢该校创校108周年隆重开 

幕，同时，该校也举行人工智 

械机器智慧中心推展仪式。

有关工程获该校杨国华董 

事出资筹建，在精心策划及R 

以继夜督丁，此工程如期配合 

校庆准时竣丁。

《中流史苑》校史馆、收

集与展示巴生中华独中百年大 

事纪，校史资料，也表彰先贤 

功绩，文献照片，还原史迹， 

包括从购地建校、重建校舍、 

开办初中、战后光复二校复 

办、增办高中、高师光华、分 

办改制、停办危机、复兴中 

华、义助丹中、建设改革、迈 

向中兴、世纪弦歌，百年中华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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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能无限2.0》第二届青少

年潜能培训营

主办：全民学习辅导教育 

学会、梳邦再也市 

议会第10区居委会

日期：11月29日至12月 

1曰

地点： Devvan Serbaguna 

MPSJ, Jalan Belatuk

联络：颜老师012 -346 

0903、陈老师017- 

631 4280

备注：对象是50位13至 

17岁的青少年，费 

用150令吉；线上 

报名 hLtp://dny.cc/ 

Ofstcz

截止日期：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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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苏丹：威胁迫在眉睫

繼德之火鱺止
(江沙10日讯）霹雳州苏丹纳兹灵莎殿下表示，我国 

的种族团结正受到威胁，尤其是种族及宗教极端的言 

论愈来愈受关注，宛如被点燃的煤炭，若不立即遏 

止，必会引发仇恨大火，进而对国家造成毁灭性的伤

害。

“由种族与宗教纠纷所引发的人民暴怒，是我国迫 

在眉睫的挑战与威胁，非常严重，甚至可快速毁灭国

豕0

苏丹纳兹灵莎殿下与霹州苏丹后端姑莎拉沙林出席册封仪式。

阿都哈密封拿督斯里
配合庆祝63岁华诞，霹 

雳州苏丹纳兹灵莎周R上午出 

席在江沙皇宫荅莱隆斯里宫殿 

举行的祝嘏及册封仪式，场面 

庄严肃穆。

殿下一旱在皇宫主持检阅 

礼，仪仗部队由马来王家工程 

部队工兵团103名马来王家军 

人，及3名军官组成；红土坎 

皇家海军乐队随后奏乐，以及 

升放21响礼炮。

殿下配合华诞赐封各级勋 

章给253名有功社会人士，册 

封仪式于周日（10 FI )及木月 

16 FI (星期六）上午9时，在 

江沙王宫举行。

首日册封仪式于周R上午

9时进行，受封人士的勋衔包 

括SPMP拿督斯里（1人）、 

SPTS拿督斯里勋衔（1人）、 

DPCM拿督勋衔（1人）、 

DPMP 拿督（11人）、DPMP 拿 

督（1人）、DPTS拿督（4人） 

其中霹州王室理事会秘书 

拿督阿育哈欣受封SPMP拿督 

斯里勋衔，警察总长丹斯里阿 

都哈密受封SPTS拿督斯里勋 

衔，霹州秘书再纳受封DPCM 

拿督勋衔，沙地阿拉伯驻马大 

使马茂H.S戈当受封拿督 

(DPMP);霹州行政议员阿斯 

慕尼及阿都尤努斯、人力资源 

部前副秘书长（营运）林荣福 

也受封DPMP拿督勋衔。

下担心各族人民变得 

冷漠，似乎逐渐失去 

追求彼此共同点的“指南 

针”，并开始疏远彼此。

殿下表示，为了消除各族 

之间的偏见与怀疑，政府加强 

国民团结、建立各族人民统一 

公民身分的工作刻不容缓，让 

他们在舒适及自在的环境下生 

活，珍惜彼此之间的差异。

殿下今早在江沙皇宫峑莱 

隆斯里宫殿举行的霹苏丹63 

岁华诞首轮册封有功臣民仪式 

宣读御同时如此指出。

牢记敦依斯迈叮咛

殿下指出，敦依斯迈在我 

国独立后担任内政部K：时，曾 

提及我国当时正面临共产党及 

共产主义这两大挑战，前者可 

依靠武力镇压及被击垮，但后 

者散布在不同社区，足以分裂 

人民，难以依靠武装镇压与击 

垮《

“敦依斯迈的忧虑在1969 

年5月13日成为事实，因此 

他的叮咛必须被重提，并牢记 

在各族人民心中。”

需有智慧领袖调解

殿下说，我国目前不需要 

战争，而是需要一名胸襟宽 

广、有远见、耐心、成熟、冷 

静、理性及充满智慧的领袖， 

以控制各族之间的冲突，确保 

国家不会W宗教与种族误解而 

受到危害。

殿下提及，I才丨结是当年驱 

使我国人民争取独立的基本条 

件，若人民和平相处，国家就 

会安宁及繁荣。

出席者包拈霹州苏丹后端 

姑莎拉沙林、王储拉惹查化、 

王储妃拉惹诺玛哈妮、二王拿 

督斯里拉惹依斯干达、四王阿 

兹兰慕沙法沙、霹雳州务大臣 

拿督斯里阿末法依查，以及大 

臣夫人拿汀斯里诺米。

面对“倒大臣”风波

王储赞阿末法依查冷静
王储拉惹查化赞扬霹雳州 

务大臣拿督斯里阿末法依查在 

面对“倒大臣”风波中，保持 

冷静、克制及不受情绪影响而 

说出无礼的话。

殿下说，在去年，当阿末 

法依查领导霹雳州政府不到一 

年的时间，已有传言指有人要 

倒他或与倒他的亲近者，而更 

令人震惊的是幕后主使被传是 

某些州行政议员。

殿下在霹州苏丹63岁华

诞册封仪式致御同说，今年发 

生数宗引起大众关注的事件包 

括有人试图动摇州政府政权， 

涉及者被指是两三名议员，有 

关传言包括要对阿末法依查投 

不信任票等。

“所幸有关事件只处于互 

相指控的阶段，还未到严重情 

况；霹州政府以微差议席执 

政，有人心试图改变现状，夺 

取政权。”

“种族团结”被渲染
拉惹查化说，近FI有关种 

族I才丨结课题，被有心人士通过 

社交媒体渲染，并发表敏感言 

论，以及只为单一种族举办活 

动的现象。

殿下说，虽然无从判断上 

述课题是事实或只是夸大其 

同。

他促请人民保持冷静，并 

共同维护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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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正賢：提供更好服務

油明雄塞她畲

抵腎想音釅冒
(安邦10日讯）吉隆坡医药基金会主席拿督洪正贤建议 

全国各地提供洗肾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应团结力量，设立一 

个马来西亚洗肾慈善总会，以便为肾脏病患者提供更好的 

服务。

他目前东 
西马境内约 

有400家由非政府组织管理的洗肾 

中心，但目前各自为政。他欢迎各 
地有关组织与吉隆坡医药基金会联 
系，大家探讨成立总会事宜。

他说，成立总会后，大家集思 
益，由总会出面向政府争取更多有 
关肾脏病患者的利益也较容易。

他昨晚基金会成立15周年纪念， 

于昨晚举办“爱心来自你我他”筹 
款晚宴上致词时，如是指出。晚宴 
筹款目标为100万令吉，以尽早筹 
建本身的洗肾中心。该晚宴地点为 
华总大厦，筵开约100席。

他也揭露，一些政府机构确实存 
在小拿破仑，基金会也深受到这类 

政府官员的影响。
他说，天课局（Lembaga Zakat

)过去数年曾推荐一些肾病患者进 
入基金会管理的洗肾中心洗肾，但 
却一直拖欠洗肾费用，由2017年 

拖欠至今，总数约18万令吉。不过 

最近在莲花苑区州议员黎潍娼协助 
下，这笔拖欠款项可能有望收回， 
该局表示在下周二会有答覆。

政府機構存在小拿破崙

他说，基金会的洗肾中心须大笔 
资金操作，包括租金及行政费用， 
因此若该局拖欠洗肾费，对于基金 
会的财务有显著影响。在此之前， 
该局官员也以该基金会迟迟未更新 
执照为由，不愿付款，有关数额逾 
20万令吉已难追究。

黎潍福也是出席晚宴的主宾之 
一。他在受邀致词时回应，他会继 
续跟进此事，协助基金会收回有关

欠款。
他也会跟进有关卫生部更新洗肾 

中心执照过程缓慢之事。据洪正贤 
反映，洗肾中心更新执照需时9个 
月至一年之久，使洗肾中心的营运 
甚为困难。

黎潍福也会向财政部查询是否有 
拨款予提供洗肾服务的非政府组 
织，若目前无拨款，要求将来提供 
拨款，让这些组织有较充裕资金， 
为肾病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在这方面，雪州政府多年来都 
有协肋洗肾患者，只要符合特定条 
件，这些患者每年可获得5000令吉 

洗肾津贴。”
黎潍福宣布拨款3000令吉予吉隆 

坡医药基金会，作为该会活动基 
金。

金会 15)rf年 15TH ANjgili^ERSAR^fflj
Portubuh^n ivi^cilfunrf Kuala Lumpur

9th November, 2019f

■吉隆坡医药基金会15周年纪念筹款晚宴，主宾敬酒之影，左3起为林锦如、叶怡兴、郑懿铭、黎潍 

福、洪正贤、梁国伟、辜庆吉及刘文勤。

洪
正贤说，国内肾病 
患者每年増加约1 

万人，很快就会突破5万 

人，庞大的医疗开销，令 
政府感到很沉重。因此洗 
肾组织是在协助政府，为 
有关病黎服务。

“这些患者每次须洗肾 
4小时，不但须忍受洗肾 

痛苦，家人还要应付沉重 
的洗肾负担，处境令人同 
情。，，

每年增約1萬腎病患者
他说，基金会多年来秉 

著服务人群的宗旨，为 
超过1000名各族肾病患者 
提供廉宜及优质的洗肾服 
务。随著肾病患者増加， 
前来治疗的患者越来越 
多，两间中心都不敷应 
用，且须担忧租约问题因 
此基金会决定举办慈善晚 
宴，以筹集善款购置本身

拥有的洗肾中心。
他相信，在热心人士的 

支持下，基金会将能达致 

目标。这次的筹款晚宴是 
好的开始。

出席该晚宴者包括协办 
机构为吉隆坡（班丹） 
福建会馆及该会馆青年团 
各成员，筹委会圭刘文 
勤、财政林锦如、法律顾

问郑懿铭、马华班丹区会 
主席拿督梁国伟、马来西 
亚建筑总会会长叶怡兴及 
吉隆坡（班丹）福建会 
馆署理主席辜庆吉等。

吉隆坡医药基金会目前 
拥有两间洗肾中心，其中 
一间位于接近安邦坊的安 
邦城市广？的拿督李国枝 

洗肾中心，另一间为班丹 
英达PMKL洗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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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金明：整治工程見成效

II E生河沒
(吉隆坡1 〇日訊）雪州行政议员 

许来贤的高级秘书邱金明指出，州 

政府多年来整治巴生河的工程已见 

成效，未来20年的目标是将巴生河 

打造成零污染河流。

他
说，巴生河的水质遭到第4级污 

染，鱼只无法生存，经过这几 
年的河流整治工程，河段下游 
水质已降为3级污染，上游降为 
2级污染。

<他指i，雪州政府执政11 
年，不间断处理州内水资源污 
染的问题，水资源的保护不只 
是政府，而是每个人的义务， 
州政府从明年开始，给予环境 
部门的拨款也会逐年増加，同 
时将讯息推往各所学校，从小 
栽培学生环保意识。

贈送飲水機

许来贤今早不克出席旧巴生 
路崇文华小举办“孩有明天” 
校园计划启动礼，由邱金明代 
为出席，致词这么指出。

该项计划主要是向学生灌输 
爱护水源和保护校园饮水系 
统，包括饮水机、健康饮用水 
的安全意识，新加坡禹治集 
团（Watch Water Plus)和 
Googood Aquatech签署合作协 

议，赠送饮水机予校方。

Googood Aquatech总执f了长 

陈造贤指出，国内许多华小的 
饮水机都由热心人土报效，惟 
缺乏保养与更换滤芯，可能导 
致学生的健康受影响，因此其 
公司承诺在明年第二季，免费 
赠送饮水机予国内的学校，并 
承担每台机器的安装费与相关 
维护费用。

同时，每间获赠饮水机的学 
校，也获得该公司每年捐献500 

令吉作为建校基金。
他说，Googood Aquatech从 

心智教育出发，利用技术为 
社会创造价值，公司目标是在 
2025年之前，赠送2万台饮水机 

予国内所有学校。
“只要孩子们对水源安全有 

了意识，类似巴西古当金金河 
污染事件，导致小学生吸入毒 
气引发后遗症的案件在未来会 
减少。”

出席嘉宾包括合作单位盒子 
科技iBOXChai n执行董事温斯 

钦、律师张玮伦、大马《环环 
相扣》生态文明传播中心会长 
李达华博士等等。

■ “孩有明天”校园计划启动礼，Googood Aquatech赠送饮水机予崇文华小， 

左起温斯钦、李达华和陈造贤，右起张玮伦、王旆帏和邱金明。

丨作予
王协国右 
旆议内^ 
帏，的。 
^明学 
左年校 
2第， 
起二左 
^季为 
与免邱

造赠明
贤送及
签饮张
署水玮
合机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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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没有说马上承认。”
邓章钦强调，要马上承认统考文 

凭，是不可能的事，私人学院要申 
请课程承认，也必须相关部门单位 
鉴定，每个国家对文凭承认，需要 
有程序和经过相关单位认可，希望

人民给予时间。
他说，“支票”还没到期，在处 

理著，5年后，“支票”不能过账， 

才做出惩罚。
“最近非常极端马来民族主义者 

通过法庭，要法庭宣判母语教育体

系是违反宪法的，但我们也有权利 
捍卫宪法给我们的保护，相信华社 
不管在教育圈、社团、在朝在野的 
政治团体或任何机构等，都有一致 
看法与决心，在法律上捍卫联邦宪 
法给我们母语教育的权利。”

(巴生1 0日 

讯）雪州行政议 

员拿督邓章钦指出，在希盟竞 

选宣言里，没有说改朝换代执 

政后，马上承认统考文凭，而 

讲马上承认的是几位演讲非常 

出色的党同事，遗憾到现在， 

他们还没出来道歉，表示当时 

讲过了头。
邓章钦昨晚为巴生中华独中创校 

108周年晚宴致开幕词时，这么指 

出。他在会上拨款1万令吉给中华独 
中。

°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 
谈论此问题，希盟政府到现在还没 
承认，令大家不满意，如果有关领 
袖道歉，相信大家心里好过些。

他说，大选刚过去一年多，竞选 
那时民情汹涌，大家都希望改朝 
换代，听政治演讲，站在台上演讲 
者看到台下人反应热烈，讲话讲过 
头。

他看到自己党同志，不只一位， 
演讲很厉害，讲过头了，他们说， 
只要改朝换代，马上承认独中统考 
文凭。

承B統奪宣言
年輕黨同事應道歉

巴生中笔獨虫1明週菜松慶

■中华独中合唱团演唱（忆鸣)

巴
生中华独中董事长 
拿督蔡崇伟指出， 

该校正筹建新宿舍大楼， 
楼高六层、可容纳600寄 

宿生，也可为远地而来中 
华服务的老师，提供舒适 
居住环境，提高教学效

^说，晚宴的盈余，部 
分将拨入中华独中教职员 
福利基金。

他说，独中教育虽还没 
得到政府承认，但却已 
经得到社会各界认同，中

夕:SL 崇偉：照顧教職員福利

部分盈餘撥入基金
华独中也顺应需求，加强 
软硬体设施建设。今年更 
聘请杏坛先锋戴庆义校长 
掌校，使中华处处生气勃 
勃。

他说，雪隆8独中新生 

人数激増，巴生中华独中 
也増收新生，明年将开办

10班，同时，也秉持有教 
无类原则，将开一班特普 
班，以满足家长学生要 
求。
k长戴庆义指出，在中 

华掌校223天，每一天充 

满愿景与期待，中华背负 
著百年历史的使命，承载

著华教先贤的教诲，承诺 
著创建魅力学府的愿景！ 

他说，在这223天真正 

与爱华教之士共事，见证 
了真正为华教贡献的人 
士，这感动与温暖了他在 
中华掌校的曰子！

他说，“中流史苑”校 
史馆，记载了 108年中华 

发展史，历经沧桑艰辛， 
至今傲立杏坛，只因大家 
凝心聚力，砥柱屹然立中 
流，中华独中越办越好。

'f ^ ^

—巴生中华独中董事热烈 

庆祝创校108周年纪念， 
左5起为戴庆义、蔡崇 

伟、筹委会主席李登基。

t李登基（右2)代表董家 

协校友会赠送纪念品绐蔡崇 
伟（左2)，由校长戴庆义 

(左），邓章钦（右）见证。

教
协会主席李勇升指出，中华独中走过108 

年，学校稳健发展，在董事长拿督蔡崇 
伟局绅的领导下，E机构精诚团结，学校的 
硬体设备日益完善。在完成耗资千万令吉综 
合大楼的建设后，董事会又提出了兴建宿舍 
大楼的计划。

他说，近年来独中教育备受肯定，许多家 
长选择将孩子送到独中接受教育.遗憾的是 
许多独中面临学生爆满的情况。董事会提出 
兴建宿舍大楼，除了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给 
住校生、也腾出更多的空间，容纳更多的学 
生及进行活动。

校友会会长吴国民说，中华独中的学生人 
数已经迫近2000人，相信明年学生人数可以 
突破2000人，是该校历史新高的纪录。

他指出，目前是校务最辉煌的时期，这表 
示校友人数持续成长，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愈 
来愈紧密，支持学校的力量会愈来愈强大， 
学校也会越办越好。

李勇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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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10日讯）雪州免费水 
首期申请截止是12月31曰，符 

合资料居民受促尽快提出申

尽管雪州免费水是全年开放申请， 
不过州政府1年仅审核2次，第一期申 
请截止曰期为12月31曰，并于明年3月 

1曰开始执行。
雪州行政议员兼巴生新镇州议员拿 

督邓章钦说，州政府目前设定一年进 
行两次审核工作，第一期的申请截止 
曰为12月31曰，接著会审核，包括向 

公积金局、所得税局、公务员退休基 
金局等部门核对资料。

他指出，倘若人们来不及于第一期 
截止日期前提出申请，仍可继续在全 
年开放时段提出申请，但，申请者就 
得等候半年才进行的第二次审批批准 
后，才能取得免费水优惠了。

他说，免费水福利政策修改后，相 
信仍有很多人不了解该福利如今是附 
条件给予申请，包括个人或夫妻收入 
少于4000令吉、按“一个身分一个账 

户”供雪州子民申请等。

文轉C2 ♦

■巴生新镇州选区于9日和10日，在5个地点设立免费水申请柜台，陈如坚（左起）、严玉梅陪 

同邓章钦巡视和了解申请情况。

i+1 rTTC±3 位给租户，后者在符合资格下，也可通过申
右付負怡租尸Hi RJ中明请縛赖财的福利。

A …M “新措施虫要希望该福利可直接惠及中低
草f人fc出，§户右付合货格，同样可申柄收入群体，因为过去每户皆获得此优惠福利，或 

I享有免费水福利。_ ^ 让一个拥有3个单位的房产业者皆享有此福利，
他说，一人右拥有3个房广单位，另外租2个单如今则只让有需要的人士享受而已。”

雪州免費水計劃，從2019年9月30曰 
至12月31曰的網上申請或下載表格

可联络：胃丨州水供公司_

♦什么是雪州免费水计划?____________________

雪州免费水计划是经改善的免费水计划，主要
是给州特定子民gy免费水费:________________

♦谁有资格申请免费水计划?__________________

这项计划供符合以下条件者申请:______________

1:申请者必须是居住在雪州的大马公民 
2:每月家庭收入4000令吉或以下 

(夫妻两人收入、单身）
3:住家独立水表或共用水表（廉价组屋）
4:使用共用水表的廉价组屋居民必须获得联合 

公共管理层或管理单位的认证
5: f名申请者只限申请1 个水供户头_________

♦雪州免费水计划申请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9月30日gl2月31曰。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何申请雪州免费水计划？ —
1 ： • ss:i pr • selangor. g〇v. my 甲 i青
2:申请表格可从以下管道获取:
氺 www.airselangor•com
*可在10个雪州水供管理公司服务柜台索取 
*社会服务中心（PKM)

欲知详情，可浏览www. ai rsel angor • com或拨打 

15300查询，也可浏览雪州水供面子书专页。

年
底
截
止
申
請

年
僅
審
核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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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免費水年底截止申

♦文接C1 設櫃檯提供申請服務
邓章钦指出，过去是首20立方米水是 

免费，如今则只提供给家庭收入低于 
4000令吉的中低群体，申请者搬家，只 

要给予通知，也将继续享有该优惠福 
利。

他今日在卫星市宜康超市出席雪州乐 
龄亲善基金（SMUE)发放10月至I2月，3 

个月的会员生日1〇〇令吉购物礼券分发仪 
式后，这么指出。

可上網登記

邓章钦指出，尽管雪州子民可上网登 
记，抑或前往州选区服务中心索取表格

申请，但担心有很多人仍不了解免费水 
申请方式，尤其乐龄人士，为此，该州 
选区服务中心于9日和10日，特别设立登 

记柜台，向市民宣传及提供申请服务。
“申请程序简单，即只需提供家庭水 

费单据和身分份证号码即可，我们昨天 
在河边路和巴生百利广场进行的2场登记 
工作，供收集到150个登记，相对，今 

天则在永安镇、百家利和卫星市设立登 
记柜台，主要希望让更多人知道申请事 
宜 ”

°出席者包括巴生市议员黄智荣、严玉 
梅、陈如坚、州选区服务中心助理沙拉 
瓦南等。

■卫星市宜康超市挤满乐龄人士，以便领取雪州乐龄亲善基金及了解免费水申请 
事宜。

樂齡親善基金

登記局查詢失聯韻
多州乐龄亲善基金将设 
g法处理无法联系上 
的会员，包括向国民登记 
局确定其是否仍居住在雪 
州。

邓章钦指出，上个月派 
发会员生曰100令吉购物礼 
券时，该选区面对约半登

记人失联问题，如今，再 
次举办派发礼券活动时， 
则也有逾30%登记人士失 

联。
“我在此提醒登记者， 

若更新联络号码，务必通 
知州选区服务中心，倘若 
情况没有改善，即一连2、

3次都无法联系上，州政府 
或设法处理，包括确定他 
们是否还居住在这里。” 

他也说，为了改善雪州 
乐龄亲善基金的派发效 
率，州选区将于1年举办4 
次，即结合三个月时段进 
行一次派发工作。

“我们共准备1000份礼 
券，以便派发给10月至12 

月生日的会员，同时，也 
特别选择周日派发，以方 
便乐龄人士出席，尤其孩 
子没有上班，可以载送他 
们过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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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溧棠：獅團合作打穩基建

推廣舞獅文化發展

■雪兰莪龙狮锦标賽荣登冠军、亚军、季军领奖后与梁溧棠、叶志强、冯广 

业全体合影。

■雪兰莪龙狮总会举办第2届龙狮锦标賽前举行集体击鼓开幕。图左起：锺 

华烈、梁国胜、冯广福、李国涛、龙藉濉、梁溧棠、黄小真、叶德顺、冯广 

业、王友泰及叶志强等人合影。

(八打灵再也日讯）马来西 
亚龙狮运动协会暨雪兰莪龙狮总 
会生席梁溧棠呼吁各狮团切勿漠 
视舞狮精神，共同努力维持团结 
与和谐，为我国的舞狮文化打造 
强劲与稳健的支柱。

他曰前主持雪兰莪州第2届龙 

狮锦标赛开幕礼时称，一旦打稳 
基建后，便能著手推广舞狮队文 
化艺术发展，并且将舞狮声势唱 
响国际舞台。

促進獅團交流

此外，他提及，今届锦标赛共 
有6个比赛项目，当中包括传统 

南狮自选与舞龙，比赛旨在加强 
龙狮运动形式的多样化，提供运 
动竞技与学习平台，促进各狮团 
的交流。

“眼见各狮团在我国各项赛事 
屡创佳绩，更在世界锦标赛荣获 
百余次冠军美誉，继而让龙狮成 
为家喻户晓的运动，我感到非常 
欣慰，这是社会各造的鼎力支持 
和互信所得来的成果。”

雪兰莪州第2届龙狮锦标赛曰 

前在蒲种101购物广场盛大举 
办，现场共有约45队龙狮团，逾

300人参赛；出席者包括雪州行 

政议员兼金銮区州议员黄思汉、 
行政议员代表黄小真、梳邦再也 
市议员、八打灵再也市议员王 
友泰、蒲种101商业广场经理龙 
藉濉、狮总副主席叶志强师傅、 
拿督斯里梁国胜、李国涛师傅、 
冯广业师傅、冯广福师傅、林秉 
锹、锺华烈及叶顺德。

该场锦标塞在梁溧棠击鼓开幕 
后，正式拉开帷幕，参赛队伍的 
实力不相上下，卖力表现的龙狮 
表演吸引许多民众驻足围观，不 
时响起热烈掌声，场面热闹非 
凡。

经过一番龙争虎斗后，狮队冠 
军由雪州安邦玄龙体育会（A) 

队夺得，亚军及季军得主分别为 
雪州万挠玄龙体育会（蓝队）及 
雪州安邦玄龙体育会（B)队， 

殿军则由雪州安邦金英龙狮体育 
会U)队夺得。

在龙队方面，冠军得主为雪州 
南胜蔡李佛体育会，亚军及季军 
得生则是雪州安邦金英龙狮体育 
会（A)队及雪州安邦金英龙狮 
体育会（B)队。

Page 1 of 1

11 Nov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3
Printed Size: 504.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9,941.68 • Item ID: MY003783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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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阿南10日讯）雪州大臣 
阿米鲁丁指出，全雪州共有两 
所未注册的宗教学校，其中一 
所已被查封！

他指出，另一所学校未注册 
的学校，已被指示遵守所有条 
规与程序，必须确保已申请执 
照才可投入运作。

“我们在201T年展开了对付 

这种非法宗教学校（未注册）
的执法行动，发现全雪州共有 
300所学校是没有注册的。” H

他说，根据最新报告显示，入入_ 
目前只剩下两所学校不愿注 
册，其中一所已被查封，另一 
所仍等待注册程序，业主除了 
要更新建筑发展蓝图，也须遵 
守安全规格。

他是今日在莎阿南独立广 
场，出席“世界城市规划曰”
活动时，对于首相署部长（宗 
教事务）慕加希尤索夫在曰 
前，呼吁家长为孩子选择有注 
册的合法宗教，避免发生不愉 
快事件的言论时，作出以上回应。出席者还包 
括活动开幕人联邦直辖区部长卡立沙末。

他称，州政府将要求所有宗教学校遵守建筑 
发展的条规，以此保障学生的安全。

“我们已从吉隆坡甘榜拿督克拉末宗教寄宿 
学校失火案中，吸取教训，为了避免此类事件 
不再发生，州政府要求他们掌握建筑发展的基 
本知识，如制定建筑计划、发展许可证及安全 
控制等〇 ”
1 “此°外，消防局也和宗教学校协会配合，监 

督学校建筑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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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厘國__
路口太窄翻覆堵住道路

城
事I

林雁芳

(加影10日訊）堵住 

了路口不让转，再进去 

住宅区U转！

前阵子有许多驾驶人士 
及罗厘司机经常在士毛月 
双威镇(Bandar Sunway 
Semenyih)路口红绿灯处U 

转往加影方向，引发交通安 
全问题，市议会于是在路口

的道路分界堤放置石墩及塑 
料障碍物，以延长道路分界 
堤，阻止车辆在路口 U转。

不料路口被堵后，还是 
有罗厘司机进入L:转，只不 
过司机这次进入住宅区U 

转，使到士毛月帝沙美华
(Taman Desa Mewah)路 

口成了重型罗厘非法U转的 

“新路口”。

交警維持交通

据本报了解，该路口经常 
有罗厘从加影方向来到这个 
路口 L:转，转得过的最多让 

驾驶人士避一避，转不过的 
翻覆，堵住整条主要道路， 
当地居民就头痛了。

昨天下午又有一辆载著再 
循环废纸的罗厘在有关路口 
U转，但转不过，结果罗厘 
在路口翻覆，堵住士毛月双

t 士毛月帝沙美华路口经 —神手挖开路肩， 

威镇和帝沙美华花园的主 
要道路，导致该道路交通 
瘫痪约4小时。

这起罗厘翻覆事件是在 
昨午2时许发生，事发后， 

整条主要道路被堵住，居 
民进出不得，交警到场维 
持交通。
|当地居民向《中国报》 
指出，交通瘫痪后，最后 
由当地一项工程的神手挖 
断路肩，让车辆暂时铲上 
路肩进入帝沙美华，居民 
才能够回家。

居民说，罗厘在路口翻 
覆的事故已发生3次，加影 

市议会知道问题所在，但 
没有下一步行动。

居民认为，市议会可以 
兴建道路分界堤，阻止罗 
原转。

居S也建议驾驶人士， 
若要L:转回加影，其实可 
以从||油油站旁边进入奇 
亚拉阅业中心（Kawasan 

Perniagaan Kiara) ，

再从士毛月双威镇的红绿 
灯驶出士毛月路往加影方 
向。

地
點
■
■

士
毛
月
帝
沙
美
華

常有罗厘U转。 车辆暂时通车。

建分界堤更難U轉
影市议员巴拉认为，兴建道 

人路分界堤无法阻止罗厘进入 

士毛月双威镇或帝沙美华L:转，只 
会让这些罗厘更难u转。

他受本报访问时说，帝沙美华 
路口有一项公寓工程正在施工 
中，若在路口増建道路分界堤， 
也会造成工地罗厘进出困难。

他已向当地公寓工程的发展商 
了解情况，证实这些U转的罗厘都 
是从外面进入住宅区U转，而非当 
地工地的罗厘。

他相信，这些罗厘司机大多数 
使用导航，才会进入住宅区L:转， 
而昨午罗厘翻覆事故是第2次发 

生。
他透露，加影市议会两周前进 

行会议，有计划提升当地路口， 
但现阶段还在探讨中。

t 一辆载著废纸的罗厘在路口u转时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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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貴財：提拔年輕商人
$贵财指出，蒲种中华总商会成立有三 

f大宗旨，扮演蒲种工商界与政府之间 

的重要桥梁、提供创业平台和提拔经商的年 

轻人、以及推动慈善福利工作。

他说，其商会不定期举办商业座谈会和法 

律商业座谈会，让蒲种工商界吸收商业最新 

资讯；同时也支持有意创业的年轻人，鼓励 

资金不足的年轻人向商会招揽投资，聚资创 

立公司，共同共享发展成果。

他指出，商会也不忘援肋蒲种区内的弱势 

群体，推动慈善和护理工作，弘扬中华文化 

及发展母语教育，这被列为商会的常年任务。

楊美盈吁團結招商

■朱贵财

，美盈呼吁工商界团结起 

「来招商引资，将大量外 

资引入激起我国下游工业发展 

起来，将我国的产品推出国外 

销售，经济才会繁荣。

她说，政府要搞好国家经 

济，需处理中美贸易战带来的 

影响，以及前朝政府遗留下来 

的问题，明年度财政预算案主 

要是让经济转型，増强商界的

竞争力。

“中华商会组织对马来西亚 

十分重要，中国是与大马贸易 

的最大国家，财政预算案有特 

别管道，吸引中国外资前来我 

国投资。”

她指出，只要政府、商家与 

人民互相合作，还是能促使国 

家经济成长。

■嘉宾受邀鸣锣击鼓为晚宴掀开序幕，前排左起为彭康贤、赖惠平、何玉铭、吴永泰、朱贵财、杨美盈、叶翊瑚、黄思汉、 

梁润林和余福林。

(蒲种1 0曰 

訊）金銮区州议 

员黄思汉指出，

蒲种从30年前的 

橡胶园与锡矿小 

镇，打造成为全 

马发展最蓬勃的 

重镇，商业活动 

社区需要工商会 

平台，作为政商

之间的桥梁，传递政府政策及传递 

商家的心声。

他说，蒲种中华总商会成立一年，扮 

演著政府与商家间桥梁，并积极传达与 

宣传政府推行的政策。

他指出，雪州政府推行的一些政策都 

透过商会获得良好宣传，包括州政府最 

后一次推出非法工厂漂白计划，让更多 

商界人士了解相关计划与政策的内容。

讓商界嘹解計劃

黄思汉昨晚在蒲种益智华小，出席蒲 

种中华总商会庆祝成立1周年庆典暨宣 

誓就职礼致词时，这么指出。

黃思漢：下情上達

蒲種申總
大会筵开80席，出席嘉宾有能源、工 

艺、科学、气候变化与环境部长杨美 

盈、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副财政叶翊 

瑚、蒲种中华总商会主席朱贵财、署理 

会长梁润林、副会长拿督何玉铭、拿督 

余福林和拿督赖惠平、法律顾问黄宝 

林、总协调彭康贤、工委会主席吴永泰 

及理事成员等等。

黄思汉、杨美盈和叶翊瑚受邀监誓蒲 

种中华总商会第一届理事就职典礼。

大会也捐助4万令吉给八打灵发展华 

小工委会、1万令吉给马来西亚全国校 

长职工会，及1万令吉予蒲种工商俱乐 

部，由朱贵财移交模型支票给受惠单位 

的代表。

蒲種中總週年宴曁就職禮

C

监
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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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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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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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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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政府自2017年落实禁用塑料袋和 

征收20仙塑料袋“污染费”措施，同时也 

禁用保丽龙。

今年7月1日开始减少使用塑料吸管 

政策，禁止餐饮业者主动提供、准备或 

将塑料吸管放置在柜台处，让顾客自行取 

.用
这类政策都是为了迈向2025年的零塑 

料目标，勿让塑料影响环境，以保护地球 

环境和下一代。
其实，日常生活中一次性塑料制品 

无处不在，从吃的、喝的及用的如饮料 

杯、瓶子、保鲜膜、塑料袋、吸管、餐 

具、盘子、家具、雨衣及雨鞋等，种类众 

多。
很多人贪图方便，都愿意购买2〇仙 

塑料袋，又或者在早市巴刹或、夜市购买物 

品时，随手都可得好几个塑料'袋。
他们甚至会反驳指20仙反正不能买 

到什么东西，又或者说就算他少用塑料 

袋，别人还是会用，单凭他的力量也做不 

了什么。
也有人说_，各超市所售卖的产品都

是以塑料包装，直接要求政府禁止批发 

商或各商家禁用塑料比较容易，又或者 

不负责任说就算塑料污染，影响的也是 

下一代。
我知道一次性塑料产品充斥曰常生 

活，零塑料袋说易行难，但是若你、 

我都不愿意踏出第一步，只要每一次 

使用塑料垃圾，就会加重塑料污染。

你愿意让“我”走向“我 

们”，一起加入加速减塑活动吗？

説
亮
話

陈
佩
丝
 peisze@

sinchew
.com

.m
^

讓

『
我
』
變
成
『我
們
』I

起
減
塑

Page 1 of 1

11 Nov 2019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2
Printed Size: 149.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4,488.00 • Item ID: MY0037832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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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匕源科艺及环境部长杨美盈指 

0匕出，在明年的财政预算案 

中，所有措施都是为了让经济转型，增 

加经济竞争力，希望将大马经济搞好， 

不管全球经济情况多么遭，相信只要政 

府、商人、全马人民一起配合，就会绝 

处逢生。

我国经济面对两大难题，中美贸易 

战，以致全球经济低迷，另一项则是前 

朝政府的债务，但这不能是借口，政府 

也在财政预算案中推出多项对商人有利 

的计划，希望整顿经济，让人民有更好 

的生活。

(蒲种10日讯）蒲种中华总 

商会主席朱贵财指出，该会成立 

有三大宗旨，其中一项最重要的 

任务就是扮演蒲种工商界及政府 

之间的重要桥樑。

他表示，该会常提供经商经验及 

知识座谈会给会员参与，不定期举办 

商业座谈会议及法律商业座谈会，让 

蒲种工商界吸取商业最新资讯。

他昨晚出席蒲种中华总商会庆 

祝成立一周年庆典暨宣誓就职典礼时 

说，该会提供蒲种年轻人创业平台以 

及提拔有意经商的年轻人，全力支持 

和给力他们，只要他们有好的创意概 

念，创业资金不足，可向该会招投资 

来创立公司，惟必须要合情合理、合 

法的按照商业模式进行。

他指出，这也有利于总商会的未 

来发展，将全力支持年轻企业，共享 

发展成果〇 >

“我们也积极推动慈善和福利工 

作，发扬文化及发展母语教育，并将 

这列为该会的常年任务。”

朱贵财（右四起）在杨美盈见证下，移交模拟支票给八打灵发展华小工委 
会由主席张国郁（左三）接领」左起为赖惠平及黄思汉；右起为梁润林、彭 
康贤及叶翎瑚。

蒲種發展最蓬勃重鎮之一

雪
州行政议员兼该会顾问黄思 

汉致辞时表示，昔日的蒲# 

是锡矿小镇，经过30年的发展，“大 

蒲种”范围已扩大至布城边界，蒲种 

已成为我国发展最蓬勃的重镇之一。

也是金銮州议员的他说，除了屋 

业发展蓬勃，蒲种的商业、工业活动 
也迅速崛起，在过去30年也造就许多 

成功的企业人士，设有各种国际、本 

地银行及各类工商业，惟缺乏凝聚所 

有工商界在一个平台。

他指出，在该会现有理事的提议 

下，才有成立蒲种中华总商会概念， 

经过积极推动筹备，终于成功成立及 
迎来一周年，接下来希望与中总配 

合，把该会的三大宗旨带给蒲种工商 

界最大好处。

他指出，该会将扮演工商界与政 

府之间的桥樑，因目前面对的其中一 

项问题是尽管政府有很好的政策，但 

无法有效传达至工商界，业者也不了 

解亲政府的亲商的政策。

把握机会漂白非法工厂

他举例，雪州政府已推出最后一 

次的非法工厂漂白计划，为期一年至 
明年9月杪，希望大家珍惜这次机会漂 

白，把工业合法化a
“若业者在特定时间内缴清土 

地用途转换税的地价，将折扣10%至 

30%,州政府也允许只缴10%费用以继 

续经营。”.

他也会晤了好多工商界人士， 

了解他们的需求，因此此次推出的漂 

泊计划是奖励与惩罚并行，一年后尚 
未漂泊者，面对最大的惩罚是充公土 

地，惟政府所给予的奖赏优惠却是令 

人难以相信。

此外，他指出，有人试图把化学 

废料倒人巴生河，所’幸有居民向雪州 

环境局投报，在1个半小时内抵达现场 

采取行动，这是政府体制内的改革， 

证明居民与政府配合，能把很多事做 

得得更好。

楊美盈：預算案利惠商人

全民配合搞好經濟

杨美盈（前排右四）.为蒲种中华总商会庆祝成立一周年庆典进行鸣锣仪式。 
前排左起为赖惠平、何玉铭、吴永泰、朱贵财及叶鉬瑚；前排右一起为梁润林及

黄思汉。‘. . 5,

明年目标重回工业

她表示，根据国行的报告，大马经 

济在已经去工业化，从工业更换至服务 

业，但这不是高价值的服务业，因此明 

年财政预算案的精神就是重回工业，以 

便有更多制作、商业及就业机会。
“我国的外资表现提升，2018年与 

2017年相比增加了47%，544亿令吉增加 

至801亿令吉，今年上半年与去年上半 

年相比，增加了^7%,从251亿令吉增加 

至495亿令吉。”

她说，内阁常讨论减少官僚的繁 

文缛节问题，让批准的外资很快实行，

带来快速的经济效益，若是批了很多外 

资，但因为有很多官僚体制，导致项目 

延迟，这样我国经济的成长也会减低。：

她指出，为了增加我国的外资， 

中华总商会的成立对大马很重要，因为 

中国是我茵最大的交易国，政府看到潜 

能，特别设有中国外资特别管道，并成 
立了投资吉隆坡（Invest KL)。

她鼓励中华总商会与政府一起招商

引资，让外国人来马投资，让整个下游 

工业就能发展起来。

她也说，不只是外资进来，我国的 

服务、产品也要卖出去，政府拨10亿令 

吉给有出口潜力的中小企业能够出口。

她表示，政府也拨出10亿令吉吸引 

外资，设有特别配套，美国及中国的世 
界500强最大的企业，在大马投资50亿令 

吉，制作15万的就业机会就能享有。

蒲種中華總商會週年慶典暨就職禮

朱贵财（右 
七）带领蒲种中 

华总商会.第一届 
理事会，在叶栩 
瑚（右一起）、 
黄思汉及杨美盈 

见证下，宣誓就 
职。

朱貴財：扮演工商界政府橋樑

蒲種中總提供創業平台

作

H

利福善慈动推

社
区
和
化
分
 

、种
善
文
一
 

会
蒲
慈
华
献
 

社
胁
动
中
货

.

 

负
援
推
扬
育
 

肩
持
，弘
教
 

忘
秉
体
持
语
 

不

，群
秉
母
 

会
任
势
也
展
 

该
责
弱
时
发
 

■

，的
的
同
为
 

示
动
助
，力
 

表
活
帮
作
余
 

他
益
要
工
遗
。 

公
需
利
不
量
 

区
内
福
及
力

会
活
展
商
。长
财
种
席
及
 

商
益
发H

会
部
总
蒲
主
荣
 

总
公
灵
种
工
境
副
、副

.

国
 

华
善
打
蒲
职
环

％I

泰

、叶
 

中
慈
八
给
长
及
商
永
林
书
 

种
为
给
吉
校
艺
总
吴
润
秘
 

蒲
作
吉
令
国
科
华
席
梁

'

 

，吉
令
万
膨

+■
主
勝
铭
 

是

W
fl7
亚
能
亚
会
主
玉
 

的
於3

各
西
括
西
委
理
何
 

提

67
献

，来
包
来
筹
署
、
。 

一
飾
捐
会
马
者
马
、

#1
平
贤
 

得
捐
括
委
及
席
、瑚
商
惠
康
 

值
上
包H

部
出
盈
翊
总
赖
彭
 

会
，小乐
美
叶
华
督
员
 

在
动
华
俱
杨
政
中
拿
委

Page 1 of 1

11 Nov 2019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7
Printed Size: 823.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4,939.39 • Item ID: MY0037832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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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生中華獨中創校108週年晚宴

众嘉 
宾为巴生中 

华独中创校 

108周年晚宴 
联合主持鸣 
镑击鼓剪彩 
开幕仪式。 

前排左起为 

邓章钦、李 
登基及蔡崇 

伟。

馬上總嫌考”
鄧章欽:同僚“講過頭”應道歉

巴生中华独中董事热烈庆祝创校108周年纪念。左五起为戴庆义、蔡崇伟及李 

登基。

蔡崇偉：籌建宿舍大樓提供舒適環境

(巴生10日讯），雪州行政议员 

拿督邓章钦指出，希盟竞选宣言 

里，没有说改朝换代执政后，马上 

承认统考文凭；而说马上承认的， 

其实是几位演讲非常出色的同僚， 

遗憾他们至今还没为当时“讲过了 

头，，道歉〇

他说，大选刚过去一年多，竞选时 

民情汹涌，大家都希望改朝换代并聆听 

政治演讲；而演讲者看到台下人反应热 

烈，则讲话“讲过头”。

“我看到党同志，不只一位，演讲 

很厉害的，讲过头了，他们说只要改朝 

换代，马上承认独中统考文凭。”

拨款1万给中华独中

邓章钦昨晚为巴生中华独中创校 
108周年晚宴致开幕词时，如是指出。 

他也在会上宣布拨款1万令吉给中华独 
中〇

，邓章钦表示，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 

场合谈论这个问题，希盟政府至今仍未 

承认独中统考文凭，令大家感到不满， 

倘若相关同僚道歉，大家心里会好过 
些〇

“如果他们承认，我们受到的压 

力就没那么大，他们年纪太轻,经验不 

足，情绪作祟，演讲一鼓掌，就忘了自 

己讲什么，如今他们当上高官，应该出 

来道歉，承认当时讲过了头，竞选宣言 

没有说马上承认。”

他说，要马上承认统考文凭是不 

可能的，私人学院要申请课程承认，也 

要相关部门单位鉴定才可以做到&每个 
国家对文凭的承认，都需要相关单位认 

可，这些程序要处理。，

他希望人民给予时间，现在“支 
票”还没到期，且也在处理着；若5年 

后，“支票”不能过账，才来惩罚他

E生中华独中董事长拿督蔡崇伟 

指出，该校正筹建新宿舍大 
楼，楼高6层、可容纳600名寄宿生，也 

可为远地而来中华服务的老师提供舒适’ 

居住环境，提高教学效益。

“晚宴的部分盈余将拨人中华独中 
教职员福利基金，使该基金能达到300万 

令吉目标，让教职员安心以中华为家, 

以同事为兄弟姐妹，以学生为自己子 

女。如果还有剩余，将悉数拨人新宿舍 

大楼的筹建基金，希望大楼工程能顺利 

展开。:”

他说，独中教育虽还没得到政府 

承认，但却已经得到社会各界认同，中 

华独中也顺应需求，加强软硬体设施建 

设，今年更聘请杏坛先锋戴庆义校长掌

校，使中华处处生气勃勃。

他说，雪隆八独中新生入数剧增， 

巴生中华独中也增收新生，明年将开办 

10班，同时也秉持有教无类原则，将开 

一班特普班，以满足家长学生要求。

戴庆义:见证为华教贡献人士

巴生中华独中校长戴庆义指出，他 
在中华掌校223天里，真正与热爱华教 

之士共事，见证了真正为华教贡献的人 

士，这温暖了他在中华掌校的日子。

他说，该校“中流史苑”校史馆记 
载了 108年中华发展史，历经沧桑艰辛， 

至今傲立杏坛，只因大家凝心聚力，砥 

柱屹然立中流，中华独中越办越好。

们。

他也提及，近来有极端马来民族主 

义者通过法庭，要挑战母语教育体系违 

反宪法，但大家也有权利捍卫宪法给予 

各族的保护，相信华社不管在教育圈、 

社团、朝野政治团体或任何机构等，都 

有一致看法与决心，在法律上捍卫联邦 

宪法赋予母语教育的权利。

李登 
基（右二 

起）代表董 
家协校友会 
赠送纪念品 

给领导董事 
会多年的蔡 
崇伟。左一 

为戴庆义； 
右一为邓章 

钦。

李勇陞：學校硬體設備日益完善

吴国民：料明年学生突破2千人

校友会会长吴国民说，中华独中的 
学生人数目前已经迫近2000人，相信明 

年学生人数可以突破2000人，是该校历 

史新嵩的纪录。

“目前是校务最辉煌的时期，这表 

示校友人数持续成长，学校与社会的关 

系愈来愈紧密，支持学校的力量会愈来 

愈强大，学校也会越办越好。，’

家
教协会主席李勇陞指出，中华 

-独中走过108年，学校稳健发 

展，在董事长拿督蔡崇伟的领导下，三 

机构精诚团结，学校的硬体设备日益完 

善，尤其在完成耗资千万令吉综合大楼

的建设后，董事会又提出兴建宿舍大楼 

的计划。

他说，近年来独中教育备受肯定， 

许多家长选择将孩子送到独中接受教育, 

遗憾的是许多独中面临学生爆满的情 

况；因此，董事会提出兴建宿舍大楼， 

除了提供更好的居住坏境给住校生，也 

腾出更多的空间，容纳更多的学生及进 

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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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0日讯）雪 

州行政议员许来贤高级 

秘书邱金明表示，雪州政 
府设下目标，放眼在20年 

内让巴生河达零污染水 

平！

他指出，雪州政府 

近年努力整治巴生河，经 

过10年的努力，河流上游 

的水质污染已降至2级， 

而河流下游则降至3级。

他说，以前的巴生 

河水源清澈，在不断受到 

污染后，7JC质变黑，达到 

最污染程度，因此希望透 

过净化工程后，能够达到 

零污染水平。

邱金明今日代表 
许来贤出席由Googood 

Aquatech私人有限公司和 

新加坡禹治集团主办的 

“孩有明天”校园计划启 

动礼时，这么表示。

水源污染多是人为

邱金明说，保护k 

源是每一个人的责任；雪 

州的水源不断被污染，大 

，部分原因是人为因素。

“以矿泉水瓶为

邱金明：水質污染已降低

放眼20年内巴生河零污染

例，尽管有一部分水瓶去 

了垃圾废料处理厂或土 

埋场，但还有一部分进人 

了河流及海洋，造成水源 

污染。”

他表示，_雪州政府 

大力推广无塑料运动，希 

望大家减少使用一次性 

塑料，并在各校推展相关 

讯息，让学生从小培养好 

习惯。他也希望雪州政府 

给予环境部门的拨款可 

逐年增加，让他们能为改 
善雪州环境与水源污染 

付出更多。

他表示，雪州政府 

非常鼓励私人企业以履 

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式 

回馈社会，而今日新加 

坡禹治集团及马来西亚| 
Googood Aquatech私人有 

限公司的付出，值得其他 

企业学习。

—温斯钦（左起）、李达华、陈造 

贤、邱金明、王旆帏及张玮伦进行“孩 

有明天”校园计划启动仪式。

Googood Aquatech 

私人有限公司总 

成行长陈造贤指出，为履 

行企业社会责任，该公司 
设下在2025年前，送出2 

万台饮水机给各源流学校 

的目标，让每个学生都能 

够喝到健康水。

'他说，该公司不仅免 

费送出饮水机，还会承担 

一系列的费用，包括安装 

水喉费用及常年更换滤芯 

的服务费，并承诺每个获 

赠饮水机的学校，都会再 

获得该公司每年捐款500 

令吉充作建校基金。
“只要饮水机还存在 

于该校园的一天，我们都 

不会中断有关捐款。

他表示，该公司希

Googood Aquatech公司

盼5年内送學校2萬飲水機

望在2020年前，就可送出 

100台饮水机，预计从_雪_ 

隆区各源流学校开始该计 

划。他们也没有设定每 
一所学校只赠送1台饮水 

机，反而将视学生人数来 

决定饮水机数量，并预计 
180至200名学生共享一台 

饮水机〇

“我们会派员到各校 

实地考察，挑出目前最有 

需要的学校，率先给他们 

安装水机。

他说.，许多父母已 

意识到饮用健康水的重要 

性，因此学生除了带书

本，还要自行带大容量的 

水瓶；上述计划能减轻学 

生的负担及重量，让学生 

只要带水瓶到校就可以喝 

到健康水。.:

培养学生环保意识

他透露，该公司还会 

举办一系列的讲座，让学 

生更了解环保及爱护水源 

的重要性，并培养他们的 

环保意识。

他表示，柔佛州巴西 

古当金金河化毒污染事件 

导致附近许多学生吸人大 

量废气，出现中毒及休克

状态，而这些化学物质一 

旦被吸人人体，也有致癌 

的可能性。

他透露，该公司对此 

事也开始反省，除了能治 

水、治河、治湖之外，还 

能为社会及学校付出怎样 

的行动，于是他和他的团 

队开始走访数所学校，考 

察学生的饮水状况。

“我们发现，大部分 

学府内所安装的饮水系统 
都有2大问题必须提升， 

即大部分饮水机都加入磷 

酸盐的成分，所产生的 

‘钠’成分将导致学生患 

土肾结石及老人痴呆症的 

可能性，以及饮用水系统 

的更换及保养因经费问题 

而出现不确定性因素。”

邱金明（左一）及张玮伦 

(右一）见证下，王稀__(左二 

起）与陈造贤进行签署合作协议 

备忘录仪式

王把
旆健
幃康
:水

册
帝
到
干
家
萬
戶

加坡禹治集团

胃总执行长王旆 

帏表示，该公司是一家 
拥有35年经验的德国治 

水技术公司，为了保护 

水源而付出很多努力。

她说，把健康水 

带到千家万户是他们的 

目标。维护一个健康的 

地球，让孩们都有“明 

夫，，

°出席者包括盒子 

科技执行董事拿督温斯 

钦、大马《环环相扣》 

生态文明传播中心会长 

李达华博士及张玮伦律 

师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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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10日讯）明日国内将有两大值得关注 

的法庭案件进行裁决，分别是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涉及 

SRC国际公司3项刑事失信、1项滥权和3项洗钱案，以及 

大马土著权威党（PUTRA)副主席莫哈末凯鲁兴讼挑战 

政府设立华淡学校是否违宪一案。
纳吉涉及SRC国际公司3项刑事失信、1项滥权和3项 

洗钱案，承审此案的高庭法官莫哈末纳兹兰较早前择定 

于明日（11日）上午10时，在吉隆坡第三刑事高庭宣判 

纳吉是否表罪成立。
此案从今年4月3日开审至8月27 R长达57天审讯 

中，控方总共传召了57名证人上庭；法官已在10月22日 

及23日聆听控辩双方的口头陈词。

纳吉被指于2011年8月17日至2015年2月10日之间， 

犯下3项刑事失信、1项滥权和3项洗钱罪行v

择定是否审理违宪案

至于挑战政府设立华淡学校是否违宪•案，马来亚 

大法官丹斯里阿兹占于本月4日聆听起诉方及答辩方的 

书面陈词后，择定11月11日裁定是否审理相关申请。
另外，华团及印裔组织也提出以“法庭之友”身分 

协助发言，这项申请也获法官批准。

介人此案的也包括行动党、马华、董教总、华理 

会、大马淡米尔基金、淡米尔小学校友会等；代表律师 
是拿督古迪亚星、黄觥发及拿督峑斯迪安：

檢控團隊VS辯護律師團

法官宣判裁决

纳吉表罪成立

纳吉必须进入 

抗辩阶段

有3个选项

檢控團隊

在证人栏宣誓自辩, 

接受控方交叉盘问

在被告栏自辩 依萨莫哈末 汤米 
尤索夫 汤姆斯

保持沉默

视辩方律师是否得以成功 

挑起疑点，让纳吉脱罪
莫哈末 唐纳德 玛诺 
依扎约瑟法兰克林兹古律

辯護律師團

莫哈末沙菲宜

1
哈威德吉星

莫哈末 希旦崙兰 苏莱曼
阿斯鲁夫 邱景辉

莫哈末赛夫丁布迪曼 苏海米 
哈欣慕赛米 伊布拉欣

納吉案土權指華淡小違憲

法庭今裁決2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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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工程未改善車禍黑區

男子失控撞樹死

猛烈的撞击力导致车毁人亡。.

(八打灵再也10日讯）首邦市 
柏西兰杜祖安（Persiaran Tujuan ) 

交通灯处的死亡车祸率高居不下， 
政府虽在今年7月已耗资3万令吉展 

开提升工程，但依旧无法彻底改善 
该区车祸情况，工程完成后车祸仍 

发生，今日更再添一车祸亡魂。

梳邦再也警区主任利斯京助 
理总监指出，今日凌晨3时30分左 

右，印裔死者迪班（30岁）独自驾 

驶轿车从首邦市SS19区前往USJ6方 

向时，不知何故失控撞向路旁的大 

树当场身亡。遗体较后送往马大医 

药中心进行剖验。

.他说，警方目前尚未接获任 

何目击者的投报，希望目睹车祸的 

民众向警方提供情报助查。

为减少该路段交通灯处的车 

祸和死亡率，梳邦再也市议会在今 

年7月已斥资3万令吉，完成一系列 

的道路安全提升工程，不料在工程 

完成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发生一 
辆四驱车闯入反方向车道撞击另一 

辆轿车的死亡车祸，酿1死1重伤惨 

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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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牙宾星：党领导层必 
须加强与草4艮基层的关系。 哥賓星：有效傳達黨訊息

[八打灵再也10 

曰讯）雪州行动党主 

席哥宾星表示，党领 

导层必须关注与草根 

的关系，确保与基层 

更密切，并透过举办 

更多活动来团结草根 

与州领导层的关系， 

以有效传达党的讯 

〇

須
提
升
公
±b

li
域
素
質

他今早在雪州行 

动党大会上致词时表 

示，该党是多元种族 

的政党，从1969年大 

选开始就委派多元种 

族及背景的候选人上

阵。为了全体人民履

行职责，不计种族_ 

教，创建国家更好^ 

未来。

"WT宾星说，此次是他首次担
胃任州主席召开的大会，今 

年是很忙的一年，在过去的18个月， 

部分党员也被委任部长、副部长，相 

信所有该党的正副部长、州行政议员 

都会努力履行各自的职责。

他指出，早前已经揭发许多滥 

权、贪污等问题，而新政府目前面对 

的挑战是必须提升公共领域素质。

他说，希盟的竞选宣言提及减 

轻国人的生活经济压力，政府的转型 

及改革,重新审视现有法律等，大家 

都有所醒觉及认同这些宣言非常重 

要，因此希盟有责任履行这些承诺， 

以人民的利益为大前提。

此外，他表示，国家要在国际 

上竞争，必须加强经济，但面对巨大 

的经济挑战之外'也要搞好基本设施， 

转换新思维，他相信政府已在进行 

中，迎向更好的未来，惟目前这个政 

府还很年轻。

他说，希盟政府已深入讨论很 

多课题，不管是党中央或是内阁层 

面，包括国家的利益，确保国家继续 

迈向成功，身为党的一员，要支持政 

府。

在去年党 
选中被拉下马 

的雪州行动党 
前主席潘俭伟 
(中）也出席 

今年的雪州行 

动党常年代表 
大会。

#州行动党常年代表大会今¥ 

3在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公民礼 

堂召开，由财政部长兼行动党秘书长 

林冠英主持开幕仪式。
.大会获得300名雪州行动党代表出 

席，党员一致通过雪州行动党2019年 

常年代表大会提案。'

同时，希盟成员党代表也受邀出 

席雪州行动党代表大会。出席的代表 

包括公正党雪州署理主席许来贤、诚 

信党雪州主席依兹汉及土团党雪州主 

席拿督阿都拉昔。

成立法律局農業及漁業局
$州行动党秘书刘天球回答辩论时表示，

3雪州行动党成立法律局和农业及渔业 

局，其中法律局由张菲倩负责及农业及渔业局则 

由刘天球负责管理。

出席常年代表大会者有雪州行动党署理主席 

欧阳捍华、副主席黄瑞林、甘纳巴迪劳、秘书刘 

天球、副秘书王建民、财政黄思汉、副财政李景 

宏、副组织秘书刘永山、郑文福、宣传秘书张菲 

倩、副宣传秘书李富豪、州委拿督邓章钦、州委 

嘉玛莉亚、梁德志、西华古玛及拉吉夫。

雪州行动党领导层及嘉宾出席常 
年代表大会时合影。前排左起为邓章 

钦、张菲倩、欧阳捍华、依兹汉、许来 
贤、哥宾星、林冠英、阿都拉昔、刘天 

球、黄瑞林、黄思汉、甘纳巴迪劳、刘 

永山、梁德志及拉吉夫。

雪州行动党I 2019年常年代表大会提案• •

,t.支持2020年財政预算案

•全力支持联邦政府发布的2020年财政预 

算案，并通过简报会、问答环节、宣传 

等，协助雪州人民了解2020年财政预算 

案的要点。

2.重新引入地方政府选举

-敦促重新引入地方政府选举以扩大民主 

，以便人民可以选择没有贪污或滥权， 

且能胜任地方议会重要职位的候选人。

3•对涉及1MDB丑闻和其他丑闻的人士提 

起诉讼

•敦促联邦政府继续对涉及1MDB丑闻和 

影响人民生活的其他丑闻人士进行调查 

和采取严厉行动，以让正义得到伸张， 

以及把他们盗取的钱还给国家。

4•废除煽动法令和其他恶法

•根据希望联盟在第14届大选宣言中所许 

下的承诺（第27条承诺），敦促联邦政 

府致力废除煽动法令和其他打压马来西 

亚人民的法令，例如国家安全罪行（特 

别措施）法令（SOSMA )，以防止更多 

人民可能成为这些暴虐法令的受害者。

5•改革警察部队，增强人民对警察的信心

•敦促警队继续进行改革，例如设立独立 

警察投诉及行为不检委员会（IPCMC K 

及修改其他政策，以确保恢复人民对警 

察的信心；正面看待独立警察投诉及行 

为不检委员会法令提交給特别遴选委员 

会的举动以进行审议，以及改进法案的 

细节。

氐承认统考

-根据希望联盟在第14届大选宣言中所许 

下的承诺（第50条承诺），敦促政府承 

认统考。统考应该与大学入学资格的现 

有一般条件同等，因为其他私人高等学 

院和国际领先的大学已经承认统考。

7 •在雪兰莪州进行选医划分

•尽管雪州的选民人数是全国最多，但在 

2018年重新划分选区时，国会及州议席 

并未增加。

•随着18岁以上的选良的自动注册，雪州 

的选民人数将增加，因此敦促雪兰莪州 

政府增加州议席，以便选举委员会能够 

在雪兰莪州进行选区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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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10日讯）雪州大臣阿米 

鲁丁指出，雪州自2017年以来.已有逾 

90%的私立宗教学校及马哈可兰经私 

立学校（Maahad Tahfiz )向教育局注 

册，目前只有2所私立宗教学校仍拒绝 

注册
“报告显示，目前有2所私立宗 

教学校拒绝注册，而我们已经采取行 

动，包括勒令其中一所学校关闭。”

开设宗教学校须提申请

他强调，若要开设一所宗教学校，相关创办人必 

须提出申请，而政府若要批准一所宗教学校的成立， 

必须有多方面的考虑，其中包括该建筑物的安全和课 

程纲要等。

他说，州政府未来也将关注马哈可兰经学校的 

教育课程纲要，以强化该教育体系，让其课纲呈现平

衡。 . .

沙亚南市政厅于“世界城市规划 
日”活动上，举办各种趣味活动，让小 

孩参与。

盼2030年减40%碳排放量

阿米鲁丁在活动上致词时表示，雪 

州政府为了朝低碳城市的目标迈进，在 
雪州各县市共种植6万2645棵树木，希望 

能在2030年减少40%的碳排放量。

他说，为了减少雪州的碳排放量， 

州政府也拟定了各种策略，并通过各地 

方政府与机构合作举办各种活动，除了 

从中提高人民的环保意i只外，也让雪州 

能成为一个“精明”且易居的地方。

出席活动者包括联邦直辖区部长卡 

立沙末、沙亚南市长拿督哈利斯、公关 

部主任沙林等。

“我们会审阅马哈可兰经学校的课程纲要，因为 

我们不希望该校的教育课纲局限学生的发展，学生也 

需要接触其他方面的事物。”
阿米鲁丁今日出席在沙亚南独立广场举办的2019 

年世界城市规划日活动后，受询及彭亨州联增一所宗 
教学校的一名7岁学生疑被虐打致死的事件一事时，如 

是指出。

阿米鲁，丁（左二起）及卡立沙末为2019年世界城 

市规划日主持开幕礼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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