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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Menteri Besar dan
barisan EXCO Selangor diwajib-
kan mengisytihar harta ma-
sing-masing sebagai usaha me-
nyokong amalan budaya kerja

bersih, telus dan kompeten.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

ri, berkata langkah itu bertujuan
memastikan akauntabiliti serta
integriti kerajaan negeri dan di-
laksanakan hasil kolaborasi de-
ngan Suruhanjaya Pencegahan
RasuahMalaysia (SPRM)melalui
Ikrar Bebas Rasuah.
“Ia membabitkan semua Ahli

Majlis Mesyuarat Kerajaan Ne-
geri (EXCO)dansudahdilakukan
pada Perhimpunan Bulanan Pen-
jawat Awam pada 19 Ogos lalu,”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keti-

ka menjawab soalan Michelle Ng
Mei Sze (PH-Subang Jaya) sama
ada Kerajaan Selangor akan me-

ngikut langkah pengisytiharan
harta seperti dilakukanAhli Par-
limen, pada Persidangan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
or, di sini, semalam.
Malah, Amirudin berkata, Ke-

rajaan Selangor akan memper-
timbangkan cadangan SPRM
supaya langkah sama turut di-
lakukan terhadap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Kerajaan negeri akan mene-

liti perkara itu berikutan keba-
nyakanADUNSelangor tidak ter-
babit dalam kuasa eksekutif.
“Kita akan melaksanakan ca-

dangan ini mengikut kesesuaian
supaya pelaksanaannya bersifat
holistik,” katanya.

Headline MB Selangor, EXCO wajib isytihar harta
MediaTitle Berita Harian
Date 12 Nov 2019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Nasional Circulation 82,252
Page No 46 Readership 246,756
Language Malay ArticleSize 229 cm²
Journalist Norrasyidah Arshad AdValue RM 7,612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22,836



Tiada 
larangan 

minum arak 
di tempat 

awam 
di Selangor

10

Tiada larangan minum arak di tempat awam
SHAH ALAM - Tiada 
peraturan yang mela-
rang orang ramai mi-
num arak di tempat 
awam di Selangor seper-
ti larangan merokok.

Exco Kerajaan Tem-
patan, Pengangkutan 
Awam dan Pemba-
ngunan Kampung Baru 
negeri, Ng Sze Han ber-
kata, peraturan itu ba-
gaimanapun sukar di-
laksanakan kecuali terdapat 
peruntukan undang-undang khusus 
berhubung perkara tersebut di pe-
ringkat Persekutuan atau negeri.

“Namun, pihak berkuasa tempat-
an (PBT) mensyaratkan waktu ope-
rasi penjualan minuman keras meng-
ikut waktu yang dibenarkan iaitu 
sehingga jam 9 malam.

“Selain itu, PBT juga mensyarat-
kan peniaga untuk memastikan pe-
langgan tidak minum minuman keras 
di depan premis dan tempat terbuka,” 

katanya pada Sidang 
Dewan Undangan Ne-
geri Selangor (DUN) di 
sini semalam.

Sze Han berkata, 
PBT juga mengambil 
langkah dengan menja-
lankan rondaan peman-
tauan di lokasi awam 
bagi menangani masa-
lah kacau ganggu yang 
berpunca daripada 
orang mabuk.

“Kerajaan Selangor menetapkan 
satu garis panduan penjualan minum-
an keras yang diguna pakai di setiap 
PBT seperti mensyaratkan peniaga 
meletakkan papan tanda larangan 
menjual minuman keras kepada pem-
beli di bawah umur 18 tahun.

Menurutnya, Selangor juga me-
netapkan jarak operasi premis perni-
agaan minuman keras dari rumah 
ibadat seperti masjid, tokong dan kuil 
serta pejabat kerajaan, sekolah, hospi-
tal serta kawasan perumahan.

NG SZE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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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ibatkan 
Menteri Besar 

dan semua Exco 
di Selangor

MUHAMMAD 
AMINURALIF MOHD ZOKI

SHAH ALAM

sing-masing.
“Ini dapat dilihat mela-

lui kolaboratif bersama 
SPRM melalui tandata-
ngan Ikrar Bebas Rasuah 
melibatkan semua ahli 
Majlis Mesyuarat Kerajaan 
Negeri (MMKN) pada Per-
himpunan Bulanan Penja-
wat Awam yang diadakan 
pada 19 Ogos 2019 lepas,” 
katanya ketika sesi sidang 
Dewan Undangan Negeri 
Selangor (DUN) semalam.

Beliau berkata, cadang-
an itu sekali gus amat prak-
tikal untuk dilaksanakan 
sekiranya ada keperluan.

“Cadangan ini akan te-
rus diteliti dan dilaksana-
kan berdasarkan aspek 
praktikal dan kesesuaian 

Wajib isytihar harta

K erajaan Selangor me-
wajibkan Menteri 
Besar dan semua 

Exco di negeri itu mengisy-
tiharkan harta masing-
masing untuk memastikan 
integriti dan akauntabiliti 
dijunjung.

SIDANG DUN 
SELANGOR

N 

Menteri Besar Sela-
ngor, Amirudin Shari ber-
kata, ini sekali gus bagi 
memastikan semua kom-
ponen kerajaan Selangor 
mengamalkan budaya ker-
ja bersih, telus serta kom-
peten.

“Kerajaan Selangor te-
rima cadangan daripada 
Suruhanjaya Pencegahan 
Rasuah Malaysia (SPRM) 
supaya Ahli Dewan Un-
dangan Negeri (ADUN) 
mengisytiharkan harta ma-

AMIRUDIN

supaya pelaksanaannya 
bersifat holistik.

“Kerajaan Selangor juga 
mengambil kira sebahagian 
besar ADUN tidak terlibat 
dalam kuasa eksekutif,”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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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 FOR 
ELDERLY 

Selangor is 
in the midst of 
putting laws into 
place to ensure 
property developers 
include community 
centre for senior 
citizens in future 
projects. >4 

World Diabetes Day supplement. Thursday in The Star. 

Going ahead with 
recreation centres 
for the elderly 
State govt's proposal for developers to 
provide such facilities gets green light 

Keeping your blood 
sugar level in check? 

Understand what diabetes is and 
how it damages your body. 

THE Selangor Economic Action Council 
(MTES) has approved the state's proposal to 
get property developers to include a commu-
nity centre for senior citizens in their future 
projects. 

State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transport 
and new village development committee 
chairman Ng Sze Han said the council made 
the decision during its meeting in August. 

"To show that the state is committed in this 
matter, our Mentri Besar announced this in 
the 2019 budget speech and has proposed 
that developers provide a space for the 
elderly to carry out their daily activities," he 
said. 

Ng added that the state did not specifically 
provide halls or sports facilities for the 
senior folk. 

"All our public facilities and equipment are 
made for everyone to use regardless of age. 

"However, a few local councils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in Selangor 
worked with the Welfare Department to 
open activity centres for senior citizens," he 
said. 

To-date, Ng said there were 16 of such 
activity centres statewide. 

He was replying to Jamaliah Jamaluddin 
(PH-Bandar Utama), who asked if the state 
had plans to provide free social amenities 
such as community centres or sports facili-
ties to cater to the growing elderly communi-
ty in the state. 

On a separate matter, Ng said the state had 
set guidelines to tackle drinking and the sale 

of alcohol in public. 
Although drinking in public in the state is 

allowed, he said the police could take action 
against those who were a nuisance in public. 

"This is based on our park by-laws where 
the police can make arrests if those drinking 
in public cause trouble to the local communi-
ty," he said in response to Chua Wei Kiat's 
(PH-Rawang) question. 

The state, he added, had also set guidelines 
for local councils to implement, where shops 
selling alcohol must display a sign to prohibit 
sales to those aged 18 years and below. 

The respective local councils could also set 
a distance, at their own discretion, between 
shops selling alcohol and premises like 
schools, places of worship, government offic-
es, hospitals and residential areas, he added. 

Ng said enforcement officers also carry 

Special halls can be use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elderly. - Filepic 

U 
Our Mentri Besar has 
proposed that developers 
provide a space for the 
elderly to carry out their daily 
activities. 

Ng Sze Han m m 

out frequent checks and patrolling at drink-
ing hotspots or if there were complaints 
from the public. 

Later, state culture, tourism, Malay cus-
toms and heritage committee chairman 
Datuk Abdul Rashid Asari said 19 areas in 
five districts had been gazetted as heritage 
sites and would be promoted as tourist spots 
in Selangor. 

There are six sites in Kuala Langat, five 
in Klang, four in Kuala Selangor, with Hulu 
Selangor and Gombak having three and 
one respectively. 

The identified sites in Klang are Galeri 
DiRaja Sultan Abdul Aziz, Masjid DiRaja 
Sultan Suleiman, SMK Convent Klang, 
Gedong Raja Abdullah and Kota Raja 
Mahadi. 

The Kuil Sri Subramaniar Swamy (Batu 
Caves temple) is the identified heritage site 
in Gombak. 

"We have taken and are taking proactive 
steps to restoring and upgrading the heritage 
sites. 

"We are always in the process of carrying 
out studies to see other historical sites that 
can be gazetted," added Abdul Rashid in 
response to Juwairiya Zulkifli (PH-Bukit 
Melawati). 

Among other sites being looked at are 
Pekan Batu Arang in Gombak, Klang as a 
Royal Town, Kuala Kubu Lama and Baru as 
well as Pekan Kuala Selangor Lama. 

All the heritage sites gazetted will be 
included into a tourism programme which is 
aimed at promoting those sites to both local 
and foreign tourists. 

Some sites that had been upgraded are 
Gedung Raja Abdullah in Klang, Bukit 
Melawati in Kuala Selangor and Istana 
Bandar in Kuala Lang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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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l sensors to check water quality in three rivers' 
SELANGOR backbenchers have proposed 
that sensors be installed to check on water 
quality and odour at Sungai Langat, Sungai 
Semenyih and Sungai Selangor in light of 
frequent pollution. 

Learning that the state has only fitted one 
water quality sensor at Sungai Klang at a 
cost of RM100,000, Lau Weng San 
(PH-Banting) asked that similar sensors be 
installed in other rivers. 

It is learnt that Sungai Klang also has 
Internet and solar-operated close-circuit 
television (CCTV) at the site. 

"As the cost is not much, why can't the 
state instal this at other rivers that people 
depend on for water supply like Sungai 
Langat and Sungai Selangor," asked Lau. 

He also wanted to know the state's plan in 

detecting and containing water and air 
pollution, especially those involving chemical 
and open burning. 

Michelle Ng (PH-Subang Jaya) also 
questioned the lack of odour sensors at the 
three important rivers and if the state was 
ready to upgrade existing sensors to tackle 
pollution. 

Asking a related question, Zawawi 
Mughni (PH-Sungai Kandir) wanted to 
know why open burning was still rampant 
in Johan Setia despite air sensors installed 
there. 

Responding to all questions, state environ-
ment, green technology and consumer 
affair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ttee 
chairman Hee Loy Sian said the Smart 
Selangor Delivery Unit (SSDU) had installed 

air quality index sensors at 49 locations 
statewide costing RM395,000 and one water 
quality sensor at Sungai Klang. 

"As for the other rivers, it is to be fitted by 
Air Selangor or the Selangor Water 
Management Authority (Luas) and not 
SSDU," he said. 

Air quality sensors, he added, could only 
be used to detect unhealthy air quality and 
would not give enforcement officers infor-
mation on who was carrying out open burn-
ing, and where or when. 

"The Johan Setia area is huge, over 
l.OOOha; it is hard to monitor all the time. 

"However, whenever we are alerted, 
officers will head there immediately, but the 
culprits are no longer there when they 
arrive at the scene," said Hee. 

On another matter, state local govern-
ment, public transport and new village 
development committee chairman Ng Sze 
Han said the state's pilot project on CCTV 
involving facial recognition that was being 
carried out in Subang Jaya was expected to 
end next month. 

'It is going through analytical testing now 
and the CCTV features involves recognition 
of incidents and objects, facial recognition, 
and can also count the number of people 
present," he said. 

Ng said this in response to Lim Yi Wei 
(PH-Kampung Tunku) who raised privacy 
concerns over the CCTV features. 

He reassured Lim that many foreign coun-
tries used CCTV with facial recognition and it 
was safe to imp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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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cooperation leads to shutdown of illegal tahfiz 

Amirudin says two unregistered tahfiz are 
not cooperating with the authorities. 

By ANG ENG TAT 
metro@thestar.com.my 

TWO unregistered tahfiz in the state are 
facing closure for not cooperating with 
the authorities in regards to then-
registration, said Selangor Mentri Besar 
Amirudin Shari. 

"So far, we received two reports on tahfiz 
that do not want to cooperate. 

"We have ordered one school to shut 
down immediately. The negotiation for the 
other school is ongoing," he said. 

He said that since 2017, the state had 
worked closely with the Selangor 
Association of Quran Memorising 

Institutions (Pitas) to register and legalise 
tahfiz in the state. 

Building specifications for fire safety is 
required for registration to facilitate securi-
ty control and management. 

"We have about 300 private tahfiz in 
Selangor and more than 200 of them have 
registered under Pitas," he added. 

Amirudin was speaking to reporters after 
the launch of the World Town Planning Day 
2019 celebration in Shah Alam. 

He added that the registration of tahfiz 
was important to ensure safety at the reli-
gious schools following a fire at Pusat Tahfiz 
Darul Quran Ittifaqiyah in Kuala Lumpur 
two years ago. 

A total of 21 students and two teachers 
were killed in the tragedy on Sept 14, 
2017. 

It happened when the students and teach-
ers were trapped and unable to escape the 
blaze due to the design of the building. 

The building was said to have been built 
without planning approval and inspection 
by the Fire and Rescue Department. 

On another matter pertaining to tahfiz, 
Amirudin said the state would be reviewing 
the curriculum syllabus of religious schools. 

"We do not want them to have an 
unbalanced education. They need to be 
taught all aspects of life apart from 
religion,"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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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KALAIVANI MURUGASAN 
metro@thestar.com.my 

SEKOLAH Kebangsaan Sri Kelana 
has become the first school to 
receive a grant worth RM15,020 
from the PJ SEED initiative, mooted 
by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to broaden its recycling ini-
tiatives. 

The school had launched its win-
ning recycling campaign entitled 
"Contohi Saya Kitar Semula" under 
the SMART Ranger programme 
with the aim to reduce solid waste 
generation in the community, espe-
cially in schools. 

The campaign also marked the 
school's 15-year commitment to the 
first SMART (Start Managing All 
Resources Today) Ranger in 
Malaysia since its inception by 
non-profit organisation Global 
Environment Centre (GEC) in 2004. 

Present at the launch were 
Petaling Jaya mayor Datuk 
Mohd Sayuthi Bakar and GEC River 
Care Programme manager and ini-
tiator of the SMART Ranger 
Programme Dr K. Kalithasan, SK 
Sri Kelana headmistress Zainah 
Mohd Lip and other MBPJ repre-
sentatives. 

"MBPJ launched the PJ SEED 
(Social, Environment, Economy 
Development) community grant 
earlier this year to encourage 
organisations to plan projects that 
would help the city council 
upgrade its achievements in sec-
tors such as Smart PJ, Circular City 
of PJ and Cashless Society of PJ. 

"MBPJ allocated RM3mil for the 
grant and RM449,622 has been dis-
tributed to eligible applicants thus 
far," said Mohd Sayuthi 

SK Sri Kelana's SMART Ranger 
programme, he said, was set up on 
Sept 26,2004,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Kelana Jaya Lake conservation 

Resourceful SK Sri Kelana 
gets RM15,020 grant 
Its 15-year commitment to recycling initiative lauded at campaign launch 

project. 
"The council has supported SK 

Sri Kelana's SMART Ranger pro-
gramme for the past 15 years. They 
are the first and best SMART 
Ranger in Malaysia. 

"We will keep supporting SMART 
Ranger for their future pro-
grammes so that they can be an 
example for PJ citizens," Mohd 
Sayuthi added. 

Dr Kalithasan said SMART 

Ranger was an educational pro-
gramme designed for training on 
natural and non-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with a focus on solid 
waste management in Malaysia. 

"The programme is an initiative 
by GEC to promote sustainable 
waste management through the 
zero-waste concept. 

"Over the years, SK Sri Kelana 
has won numerous awards and 
competitions both locally and inter-

nationally, including becoming the 
sixth most active school in the 
world to conduct recycling in 2005. 

"Now, it is also known as an edu-
cational centre as well as a model 
school for other schools,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he 
added. 

Dr Kalithasan said the school col-
lected all kinds of recyclables and 
had created an exchange counter 
(barter system) on a continuous 

Mohd Sayuthi (left) 
presenting a 
mock cheque 
for RM15.020 to 
Zainah (second from 
right). With them 
are (from second left) 
MBPJ Solid Waste 
Management and 
Public Cleansing 
Department director 
Lee Lih Shyan, 
Petaling Utama 
District Education 
Office head of school 
management unit 
Mohammad Jamal 
Ujang and 
Dr Kalithasan. 

and consistent basis. 
"As a symbol of gratitude to SK 

Sri Kelana, GEC is presenting them 
with RM2,000 for them to docu-
ment the SMART Ranger's journey 
and achievements for the past 15 
years in a book entitled Inspirasi 
SMART Ranger Y15." 

The guests of honour later visit-
ed the Information Centre and 
SMART Ranger Recycling Waste 
Collection at th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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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S S’GOR MB, EXCOS TO DECLARE 

ASSETS 
SHAH ALAM: It is now compulsory for the 
Selangor mentri besar and state executive 
councillors to declare their assets as part of 
efforts to promote a corruption-free work 
culture that is competent and transparent. 
This was announced yesterday at the state 
legislative assembly sitting. Mentri Besar 
Amirudin Shari said the move took effect on 
Aug 19, when all Selangor executive 
councillors took their oath to be free of 
corruption during the civil servants 
monthly assembly. The undertaking was in 
support of the Malaysian Anti-Corruption 
Commission (MACC),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move would ensure continued 
accountability and integrity of the state 
government’s leadership. Amirudin said 
this in response to a question from Michelle 
Ng Mei Sze (DAP-Subang Jaya), on whether 
the state government would follow the 
example of parliamentarians in declaring 
their assets. MACC’s proposal that all state 
assemblymen declare their assets will be 
considered, he said, adding that many 
assemblymen in Selangor were not holding 
positions with executive authority.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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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11日訊）雪州河流今年频 

辨别，也替官员们感到可怜，因他们需时 
时靠鼻子去辨别，毕竟当局并没有提供任 
{可{义亂
‘他强k，雪州政府共耗费39万5000令吉 
在州内安装空气感应器，目前则设有49个 

空气感应器，意味著差不多每个州选区都 
会有1个感应器。

气污染素质。”
他今日出席雪州议会 

第14届第2季第3次会议， 

答口头提问时，这麽指出 
许来贤指出，为了监1 

流污染，SSDU也在巴生t 

装了感应水质的感应器. 
耗费10万令吉。

沒感應器

并
■许来贤：河流异味都 

需靠人鼻辨别。

欲知更多详情，请拨电03-3343 7889 (广告与宣传部）或游览巴生百利广场官方面子书https://www.facebook.com/myklan卯arade/

雪

(莎阿南11日訊）雪州河流今年频 

频发生异味污染，掌管雪州自然环 

境、绿色工艺及消费人事务的行政议 

员许来贤坦言雪州目前没有可感应异 

味的感应器，任何异味都必须靠人的 
鼻子去辨另ij。

许来贤指出°，到底河流异味污染的“臭 
阈值” （Ton)是多少，必须靠鼻子去闻和

採用微型空氣感應器

他说，目前雪州政府采用的是来自台湾 
的微型空气感应器（Light Sensor)，而 

光度感应器与环境局现有设置的感应器是 
有区别，而环境局目前在雪州是设有5个感 

应器，并交由环境局监督。
“雪州政府安装的感应器属於感应空中 

污染素质的机器，并会感应各州选区的空

溪甘迪斯州议员扎瓦 
X威也质疑相关感应器 
是否可有效发挥作用，因 
目前佐汉士迪亚非法焚烧 
的情况依然持续性发生。

许来贤指出，佐汉士迪 
亚的确是雪州发生焚烧的 
黑区，不过碍于涉及的 
范围实在太大，也各有地 
主，难以24小时全天候监

焚燒黑區難全天候監督
督

°他说，巴生市议会也与 
各单位也有定时展开巡 
逻，一旦发生有任何焚烧 
活动就会立即发出罚款。

他指出，如果某些地段 
常发生焚烧迹象，雪州政

府也已开会决定会采取直 
接充公地段的措施，因此 
雪州政府绝 
不会 
协。

KLIA通往甘榜烏魯楚措

3個月内
#州政府预计在3个月内， 

$兴建一条从吉隆坡国际 
机场通往双溪比力甘榜乌鲁楚 
措（Kg Ulu Chuchoh)的捷径 

道路。
雪州行政议员依兹汉指出， 

一旦有关2公里的道路竣建， 

将为使用者节省开车时间。
“原本的路需要50分钟至一 

小时抵达，这条捷径只需要15 
至20分钟。”

依兹汉周一在雪州议会，口 
头回答双溪比力区州议员刘天

球的提问时，这么指出。
他说，如果根据公共工程局 

的指标，有关道路是需要3000 

万令吉建设。
“但我们通过城乡区的指 

标，只需要70万令吉魷可兴建 

一条符合规格的捷径。” 
刘天球也补充，超过1万名 

村民已签署备忘录，要求州政 
府兴建有关捷径。

“这条路现在是泥路，很多 
洞，只有摩哆可以抄捷径，汽 
车无法行走。”

公交大藍圖難全面執行
f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和华人新村事务及交通的行 

•政议员黄思汉指出，即使《雪州公共交通大蓝图》现阶 
段无法全面执行，不过相信有朝一曰可在适合的时段落实。

他指出，为了确保州内的公共交通更完善和统一，雪 
州政府也已草拟《雪州公共交通大蓝图》（Plan ]nduk 

Pengangkutan Awam-PIPAXS)，作为中央和雪州各单位参考。

他说，一旦备有上述公共交通大蓝图，雪州政府可更清楚掌 
握州内公共交通的路线，同时也可从中寻找新和替代路线，让 
所有公交系统可完善衔接。

“这份大蓝图是涵盖12项有轨的公共交通的路线，并可疏缓 

周内交通拥挤的情况。”

雪有19憲報文化古蹟
#州行政议员阿都拉昔指 
当出，雪州共有19个宪报 

的文化古迹，同时会继续探讨 
宪报有历史古迹价值的建筑或 
地段。

他说，19个宪报的文化古 
迹，分别有6个在瓜冷县、巴 
生县5个、瓜雪县4个、乌雪县 

3个及鹅唛县。
“目前，我们已在提升一些 

文化古迹，包括拉惹阿都拉仓 
库、瓜雪武吉美拉华蒂及瓜冷

皇宫。，，
i “拉昔今曰在雪州议会，

口头回答武吉美拉华蒂区州议 
员袓微丽雅的提问时，这么指 
Hi 〇

°他说，配合2020旅游大马 

年，州政府也通过和雪州旅游 
局推出各种旅游配套，吸引游 
客O

~°“当中包括了巴生皇城古 
迹步行活动，周末是免费开 
放。”

辦
更
多
中
學
生
交
流

動

■计场 
依在捷 
茲三径 
汉个道 
:月路 

雪内。 
^小丨， 
政兴 
府建 
预机

/^州妇女自我増值中心（pWB ) 

@将探讨举办更多和中学生交流 
的活动，以配合日后18岁就可以投 

票的措施。
雪州行政议员西蒂玛丽雅指出， 

过去州政府也有通过雪州妇女自我 
増值中心走入校园，但次数不多。

“我们采纳以后18岁的人民就可 

以投票，需要灌输中学生有关的知 
识和増加交流的建议，会考虑増 
加。”

她周一在雪州议会，口头回答武 
吉兰樟区州议员黄洁冰的口头提问 
时，这么指出。

西蒂玛丽雅说，今年1月到9月， 
雪州妇女自我増值中心举办了 923项 
活动，参与的人数高达3万7612人。

她也驳斥有关依约区州议员依德 
里斯在附加提问质疑州政府是否把 
雪州妇女自我増值中心的拨款用在 
雪州妇女竞争力机构（IWB)的说 

法。
“雪州妇女竞争力机构有自己拨 

款，不需要用到其他活动拨款。”

1婿人__^
雪

州行政议员哈妮查指出， 
莪房屋”计划的有19万人，

虽然申请“我的雪兰 
但符合申请资格的

只是差不多一半。
她说，截至9月15日，一共有19万2564人提出“我 

的雪兰莪房屋”计划的申请。
“但经过过滤后，其实符合申请资格的人只有差 

不多|半，很多人都是抱著碰运气的心态申请。” 
哈妮查周一在倉州议会上，口头回答双溪甘迪斯 

区州议员莫哈末查瓦威的提问时，这么指出。
她说，州政府通过今年的雪州行政会议，一共批 

准了 1万1690个我的雪耸莪房屋计划单位，其中4302 

个单位已经完成。
“其中 <在巴生°县批准最多，为5097个单位、接下 

来是鹅唛县3706、雪邦县1681、乌冷县561、瓜冷 
县394及八打灵县251。”

#州大臣阿米鲁丁指出，州政 
^府通过雪州政府关爱人民计 

划（]PR)，协肋B4〇和M0提升生 

活水平和收入。
他说，在14项关爱人民计划 

中，绝大部分都惠及了 B40群组， 

包括关爱母亲计划、免费水、乐 
龄亲善基金、免费医药卡等等。

“我的雪兰莪房屋计划则公开 
给民众，包括M40群组，家庭收入 

不超过1万令吉。”
阿米鲁丁周一在雪州议会，就 

有回答万挠区州议员蔡伟杰的提 
问时，这么指出。

他说，除了关爱人民计划，州 
政府也通过企业、农业和教育领 
域，让B40和M40子民申请，提高 

收入。

關提 
愛升 
人生 
民活 
計水 

丨丨j平

掌
管雪州卫生、福 
利、妇女与家庭事 

务的行政议员西蒂玛丽亚 
指出，若“雪州乐龄亲善 
基金” （SMUE)的申请 

者，没有继承人，申请者 
是可寻找第三者担任监护 
人（PEXJAGA )，并清楚

在申请表格中注明身分和 
丰旱呈官哲书

她出/根据现有条 
例，有资格申请作为“雪

雪州樂齡親善基金

可尋第三者
州乐龄亲善基金”申请者 
监护人，必须是申请者的 
儿子、妻子、丈夫、父 
母、孙子、兄弟姐妹等。

她说，若是由外人作为 
监护人，是必须呈上宣誓

书，以表明申请者并没有 
任何继承人，并允许第三 
者代为照顾申请者。

“雪州乐龄亲善基金可 
在雪州的所有州议员服务 
中心作出申请。”

暫擱置復興達魯依山市集
#州行政议员哈妮查指出， 
^考量到许多问题，州政府 

暂时搁置复兴达鲁依山市集计 
划。

她指出，达鲁依山市集是在 
2(MJ年兴建，经过两次更换承 
包商，才在2012年竣工。

她说，竣建后市集还展开过 
提升工程，但之后却没操作。

“如今，如果在没有一个长 
远计划下，再提升复兴，恐怕

就浪费钱。”
哈妮查周一在雪州议会、口 

头回答摩立区州议员哈斯努的 
提问时，这么指出。

她说，没有长远的计划包括 
还没鉴定定由哪个单位负责管 
理市集，由瓜冷县议会、还是 
土地局或私人单位管理？

“之前兴建市集的目的也是 
要推广本地产品，但暂时也没 
有商家有兴趣参与。”

她周一出席雪州议会第 
14届第2季第3次会议，回 

答班达马兰区州议员梁德 
志的口头提问时，这么指
LjJ 〇

i居早前报导，“雪州乐 
龄亲善基金” （SMUE)重 
组后取消2500令吉死亡抚 

恤金，改为每年派发100 
令吉佳节购物券给乐龄会 
员，新计划预计从10月起 
开跑。

#州议会第w届 
洽第2季第3次会 

议进入第二周，周 
一早上即有26名来 
自L SJ13国中学生到 

访参观。
雪州议长黄瑞来 

主持早上环节口头 
提问时，宣布周一 
早上有26名中学生 
在2名导师带领下， 

参观雪州议会厅， 
并欢迎众人到来。

我的雪蘭莪房屋計劃

探討申報財產建議
#州大臣阿米鲁丁指出，雪州政府的确接到反 
^贪会的建议，以接受所有州议员都必须申报 

财产的建议，而雪州政府方面则认为若真有必要 
是必须实施，但也考虑到目前大部分的州议员并 
没有执行权利（kuasa eksekutif)。

他说，为了维护清廉的体制，及确保雪州政府 
都秉持乾净、称职和透明的文化，雪州大臣和州 
行政议员都必须申报财产。

他指出，雪州大臣和州行政议员也已在今年8 
月19日签署反贪宣言，也接获反贪会的建议以让 

所有州议员申报财产。
“我们现阶段会继续探讨这个建议，以在适合 

的时段全面落实。”
雪州政府早在2009或2010年规定所有行政议员 

必须申报财产，主要是因雪州行政议员拥有一定 
的权利，因此有需要申报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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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助進行中計劃

減經濟部預算沒騙人
(吉隆坡11日讯）经济事务 

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说， 
尽管财政部在2020年度财政预 

算案中，减少该部不少预算， 
但他否认这对该部而言是一份 

“欺骗” （Curang)的预算 

案。
°他指出，在第11大马计划 

中，政府必须拨出50亿令吉发 

展新计划，每年理应获得财政 
部拨出10亿令吉拨款，但至今 
新计划发展开销仅有25亿令 
吉，尤其今年只有7亿1500万 
令吉，2020年更进一步减至1 
亿令吉〇

阿兹°敏阿里今日在国会下议 
院为2020年财政预算案委员会

阶段进行部门总结时，针对巫 
统亚娄区国会议员拿督斯里沙 
希淡卡欣为经济事务部打抱不 
平，站起来质疑财政部是否批 
出一个“欺骗”预算案一事， 
这&指

阿兹敏°阿里解释，该部了解 
国家财务现况与政府背负的债 
务，也曾与各部门进行协商， 
并获得财政部保证，有关10亿 
令吉仅用于经济事务部旗下新 
计划发展开销。

他说，已进行中的计划，则 
会获得财政部协肋，确保相 
关计划不会受到影响，甚至延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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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垃圾漂到海闸处，便无法进人村 

内，村民过后便把隔挡在外的垃圾拐走。

高多豪

(巴生11日訊）近千浮桶筑成 

闸”，守护五条港渔村“净”土！

“虾米之乡”五条港百年来面对垃圾围 
村的困境，乡村管理委员会因此奇思异

^ . w...想，利用近千个各式各样的塑料桶，与村尺，预料这个月会悉数完成。 他还说，有关“围墙要
民一手一脚“编织”全长约〗8〇公尺的海 “这个阻拦法设立在北区海以大油桶筑成，目前位于码头
闸，犹如为该村设下一道道“结界”，阻岸线一带，我们把一些塑料处的已经完成，由于该围墙有 
挡海洋垃圾和城市垃圾，继续入侵该村。桶，以渔网困绑成长形，形同两层油桶，因此上层将“一物 

目前，该村已完成大部分海闸，并初步一道海上防线，一.旦外来垃圾二用”，用来栽种花树“迎 
取得成果，估计阻笔了逾6〇°。外来垃圾，为随著海潮漂到该处，便会遭到客”，让旅客和村民一踏入该 
该村打造环保村目标迈进一大步。 阻挡，无法继续漂入村内。” 村，便可欣赏到美景。

五条港乡管会秘书许龙团受询时向《中 “至于‘篱网阻栏法’，是
国报》记者指出，海闸有3种方式围堵垃 因为村内一些地点无法使用塑
圾，包括海岸线的“漂浮阻栏法”、村内 他说第2种“围墙阳栏料桶，因此我们就使用篱芭，

■许龙团亲力亲为，为码头进行美化的墙同法”。、口 法”，^村将有约130公尺长，一形成一道阻挡墙，这个方式占

‘迎客，，，以便让返乡村民和游客留下丨票辟f法^主±^i〇公尽，，、所使的油桶超过5〇〇个，设置在少数，估计只有约5公尺长。..

liHiiHi

好印象。 使用逾4〇〇个塑料桶，目自丨』已完成2〇多公一•内一此邊略性地占筑起一他指出，海闸尽可能阻挡新

道道“5墙”，使iSi及同样无垃圾漂入，目前虽然还未全部

呼法漂入村内。 懿，挡了约6〇%
垃圾，效果非吊显者。

IBS顆芦駕

■全村将有约130公尺长的“围墙阻拦法”，让外来垃圾通通都漂不进村内。

■北区海域的海岸线上，将会设置全长 
约40公尺的漂浮海闸，阻挡新垃圾继续 

涌人村内。

■村民环保意识越来越强，过去40多天便捡了 3万多 

公斤的垃圾。

«护村”行动展开 
多天来，五条港渔 

村前后一共清走了 3万多公 

斤的垃圾！
许龙团指出，村内有许 

多垃圾“卡”在内陆地 
区，但是随著村民不断清 

If)理后，这些旧垃圾已经很 
少，目前该村可见的垃圾 
多数是红树林的枯枝，至 
于保丽龙、塑料瓶等“海

他说，该村的目标是打 
造“环保村”，最终成为 
全国渔村的模范，他相信 
只要约一、两年时间，便 
可达到这个目标。

他还说，除了设立海闸 
外，在过去40多天来，该 

村也发动了“护村”运 
动，带动村民清理垃圾和 
培养“垃圾不落地”美 
德，如今村民的环保意识 
越来越好，大家都不再随 
手把垃圾丢入海面了。

隐

鄕许;
管

—丨测明_^謂_戀m魅

'.纖

龙团指出，为了 
改善卫生情况， 

乡管会已经花费了 4、
5万令吉，包括鼓励 
村民垃圾交换食品、 
购买浮桶及相关工具

耗% ̂" °他说，所幸，一些 
R村民们义务协助，一 
2 些养渔场业者也以半 
甲价出售浮桶，甚致有 

者免费赠送，否则花 
■费可能更高，大家合 

力，一手一脚慢慢把 
SE所有海闸制作完成。 
S. “而且，我们的计

@也获得雪州行政议

生

■村民同心协力，合力打造一道又一道长长的垃圾防线。

员黄思汉的认可，给 
予我们不少特别拨 
款，这给了我们极大 
的鼓励。”

他还说，巴生市议 
会官员日前也到来巡 
视，并答应会送予乡 
管会花树，协助为 

“围墙阻拦法”进行 
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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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众贵宾主持亮灯仪式。左7起为陈凯希、陈燕辉、陈亚彬、陈宝福、陈祈福、陈声评、陈进发、陈锦龙、陈志明及伍醒

罱。

(巴生11日讯）巴生滨海陈 

氏宗亲会会长陈祈福指出，近 

年来，宗亲会会员不断増加， 
目前已超过1200人，希望更多 

陈氏宗亲加入宗亲会，期望未 
来会员人数能突破1509人，大 

家一起开创更辉煌的成就。

他前晚在巴生滨海陈氏宗亲 
会庆祝34周年、青年团24周年 

与妇女组15周年晚上致词时， 

如是指出。该晚宴筵开168 

席〇

k说，今年会庆主题为“血 

脉相承•同宗情深”，意味 

著宗亲会的存在，让每个人都 

能体会到血浓于水，相互扶持 

的血脉之情。

陳祈福：開創更輝煌成就

冀更多宗親加入會員
“我们的姓氏让我们多了一 

份凝聚力，时刻提醒我们，不 

忘陈氏前辈的精神，并于我们 

得以发扬和传承。”

獲撥5000活動基金

他指出，作为陈氏宗亲一分 

子，应当非常自豪和欣慰，宗 

亲的袓辈经历了漂洋过海，进 

过几代人的努力不懈拚搏，依

然在马来西亚、在巴生朝气蓬 

勃。
“我们今晚也颁发20年宗亲 

服务奖以及大专生奖学金及纪 

念品，希望大家继续秉持巴生 

滨海陈氏宗亲会的宗旨，并肩 

发展，让陈氏宗亲会更繁荣壮 

大 ”

° 巴生国会议员查尔斯代表巴 

生市议员伍醒罱说，雪州政府

拨款的雪州综合微型贷款计划 
(Hi Jr ah )，没有固打制，目 

的是协助想创业的年轻人，惟 

数据显示华裔申请率低落，他 

促请想要创业的年轻人可以来 

申请，州政府会全力协助。

他也代表巴生国会议员拨款 
5000令吉给巴生陈氏宗亲会， 

作为活动基金用途。

出席者包括马来西亚陈氏总 

会总会长拿督斯里陈进发、巴 

生滨海陈氏宗亲会名誉顾问陈 

凯希、高级拿督陈亚彬、永久 

荣誉会长陈燕辉、青年团团长 

兼筹委会主席陈宝福、马来西 

亚陈氏宗亲会总会荣誉总会长 

陈声评及陈锦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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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丨#,黃思漢：公共場所醉涵鬧事

H胃州政府僅能報g
(莎阿南11日讯）对于在公共 

场所醉酒闹事的事情，雪州政府 
只能采取巡逻的做法，一旦发生 
醉酒闹事就会向皇家警察投报， 
由警察采取行动。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 
和华人新村事务及交通的行政 
议员黄思汉指出，州内各地方政 
府都会派执法组前往公共场所巡 
逻，基于公共场所并没有禁止众 
人喝酒，因此各地方政府是在公

园设置告示牌，提醒众人勿在公 
共场所饮烈酒，以照顾到其他公 
众的安宁。

擬售賣烈酒指南

他今日在雪州议会上，回答万 
挠州议员蔡伟杰的口头提问时， 
这&指

fS说，#州政府也拟定了售卖 
烈酒的指南，即是所有业者都

必须出示告示牌，以禁止18岁以 

下的人买酒，而售卖酒的地点也 
必须与宗教场所、政府机构、学 
校、医院和住宅区有一段距离。

“2〇05年的公园法令（ 
Undang—Undang Kecil Taman 

(2005))也没有禁止众人在公共 

场所喝酒，而各地方政府也为了 
提醒众人勿在公共场所喝酒并骚 
扰他人，也已设置告示牌。” ■黄思汉：面对醉酒闹事的人， 

方政府会向警方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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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詩棋

10讒員缺應回驅
議長禁“代問”勸珍惜機會

mmm
isii 隹I

保護動物撥款不夠I

(莎阿南11日訊）雪州议 

会第14届第2季第3次会议才 

进入第二周的首日，惟有多 

达10名州议员缺席早上的口 

头提问环节，即使有州议员 

欲协助“代问”，但遭到雪 

州议长黄瑞林禁止，并劝州 

议员们理应珍惜机会！

在今早的口头提问中，基于有

约10名州议员缺席，另有2名州议 

员迟到，以及部分州议员在轮到 
本身的口头提问时已离席，导致 
多个题目直接跳过。

12提問“跳走”

黄瑞林受询时坦言，早上的口 
头提问环节，有约12个州议员的 
提问已“跳走”，有U 2名州议 

员是刚好步出雪州议会厅，另10

名州议员则是缺席会议。
他指出，如此情况需要改善和 

加强，以提高州议员的出席率， 
他也会与州议员们沟通，并通过 
后座议员俱乐部沟通。

“只有2名反对党议员出席，另 
4名反对党议员缺席，明显已有超 
过50°〖的反对党议员缺席会议，所 

以朝野政党的州议员都必须加强 
出席率。”

f拉港州议员王诗棋认为 
夕匕区区的4万令吉拨款，无 

法让讀州各地方政府有效保 
障动物的福利！

她说，野狗野猫的激増的 
数量也为民众构成危险，可 
是地方政府根本没有充足的 
拨款可应对，导致许多被逮

捕的动物在保护中心中因没 
有完善的照料和死亡和受重 
伤。

王诗棋指出，除了 一系列 
保护动物的醒觉运动需要举 
办，也需提升现有动物的庇 
护所，因此希望雪州政府可 
考虑増加动物的福利。

不希望促成缺席態度
瑞林指出，即使议长有权利引用议会常规第24 
(2)条文让州议员“代问”，但他也不希望为 

此促成州议员有懒散缺席会议的态度。
他指出，在上周的雪州议会中，他基于当天下起

狂风暴雨和发生水灾的特殊情况，让其他州议员代 
问，可是周一（11日）并没有如此情况，所以他不 
会随便引用议会常规第24 (2)条文。

黄瑞林指出，在周一的早上的会议中，他只接到 
新古毛区州议员李继香因需在医院体检，其他州议 
员并没报备。

撥5000萬展開精明租屋計劃

掌
管雪州房屋、城市发展 

‘的行政议员哈妮查指 
出，雪州政府共拨5000万令 
吉展开精明租屋计划（Skim 
Smart-Sewa)，而涉及的单位

则有29T个。

她说，涉及的单位主要是坐 
落在龙溪、双文丹、万挠、荅 
玲珑、双溪毛糯和布特拉高原 
等。

工程 地点 单位 最新进展

Pangsapuri Simfoni 玲珑 13 雪州房屋与地产局已 
移交钥起

Pangsapuri Alpinia 龙溪 50 雪州房屋与地产局已 
移交钥起

Antara Gapi 双文丹 4 雪州房屋与地产局已 
移交钥起

Kota Puteri 万挠 20 雪州房屋与地产局正 
准备移交钥匙

Bukit Rahman Putra 180 发展商正申请住用证

Pangsapuri Harmoni 30 工程已完成70°/。

鄧章欽，難本地產品
#管雪州投资、中小型工业及贸易的行 
¥政议员拿督邓章钦指出，为了协肋中 
小型企业家将本地产品逐步引进国内，甚 
至是国际市场，雪州政府会协肋业者在本 
地市场的产品、网上售出产品，以及提供 
贷款计划等。

他说，州内的中小型企业家除了受促积 
极参与国内举行的各大展销会，也必须主丨 
动参与国际的展销会，进一步向国际市场 
宣传各自的产品。

他也说，雪州的所有中小型企业并没有 
向雪州投资机构注册登记，不过根据中 
小型企业机构的数据显示，雪州共有1万 
3089间中小型企业公司，惟在雪州综合微 
型贷款计划中，共有4万6352个中小企业 

公司已作出申请。

擁16樂齡人士活動中心
$州目前共有16个乐龄人士活动中心 
g (PAWE)，提供老人消遣和活动的平 

台
^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指出，各地方政府 

是没有特别设立中心给老人消遣，目前所 
有的公共设备都开放给各群人民使用。

“然而，有好几个地方政府将配合福利 
局，设立乐龄人士活动中心。”

黄思汉周一口头回答万达镇区州议员嘉 
玛丽雅的提问时，这么指出。

“州政府也在2019年财政预算案呼吁发 

展商在兴建发展计划时，提供乐龄中心， 
有关课题在今年8月的经济行动理事会有 

讨论，将作进一步探讨。”

依德麵不滿沒撥款治排水
约区州议员依德利斯不满州政府没有 
拨款提升该区的排水系统，解决逢雨 

必灾的问题。
他说，依约区一共有7个传统村，其中4 

个逢雨必灾。
“就算是鹅唛淹水，也会淹到我这里， 

但是这么严重的淹水问题，完全没有获得 
正视。”

依德利斯周一在雪州议会，参与2020年 

财政预算案的发展开销辩论时，这么指
〇

5也说，根据水利灌溉局的拨款，显示瓜 
冷的拨款是零。

■黄思汉（右2)召开记者会，交代《每日新闻》标题有误导性一事，并和 

该报记者沟通。右起为莫哈末法库拉茲及蔡伟杰。

《每日新聞》標題錯誤

黃思漢：不負責任行為^促:
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抨击《每曰新 
闻》的标题锘误诠释州政府鼓励 

公众在公共场所喝酒，是一种不负责 
任和不怀好意的行为。

他说，根据早上回答万挠区州议员 
蔡伟杰的提问，是说地方条例没有阻 
止公众在公园喝酒，但州政府有设立 

告示牌，提醒公众不要在公共场所喝 
酒。

~ “结果《每日新闻》的标题是写州 

政府不阻止在公共场所喝酒，好像诠 
释到州政府鼓励公众在公共场所喝 
酒。”
1黄思汉周三^£雪州议会，趁著中路

区州议会莫哈末法 
库拉兹提出有关问 

出这项纠

《每曰新 
闻》撤回有关新

闻，勿造成误会。
“我知道这是很敏感的课题，但根 

据现有的2005年地方条例，很久了， 

是没有阻止，但地方政府有做好预防 
措施。”

同时，莫哈末法库拉兹也促请《每 
曰新闻》针对此事道歉。

“《每日新闻》必须更改标题，因 

为很多人只看标题，没有看内容，这 
样就会制造误会。”

此外，轰埠区州议会沙拉胡丁也促 
请部长认真探讨新闻操守，不关是平 
面新闻还是网上新闻，都该召见不负 
责任的总编辑问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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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怡威促增土著發展撥款
++榜东姑区州议员林怡威促请州政府增 
tl加土著发展拨款，并提升社会对土著 

的认识。
她说，雪州2020年财政预算案拨款50万 

令吉给土著发展，有点太少。

“我也建议州政府通过这项拨款，举办 
土著交流活动，介绍土著，让大众多加认
识。’’

¥木怡威周一在霄州议会，参与2020年财 

政预算案的发展开销辩论时，这么指出。

唛斯迪亚区州议员希尔曼强调，各地方政府的服 
W务就直接反映雪州政府的形象，因此各地方政府 

的服务表现都必须有所提升，避免影响雪州政府的形 
象。

他指出，早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应对灾难，都成 
立了紧急行动小组（Skuad Pantas)，如此自动自发的 

精神值得效仿和持续。
他也为此建议各地方政府就收集固体垃圾事务，成 

立紧急行动小组，以可在短时间内处理垃圾的投诉。

視頻監視系統今年完成測驗
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指出， 
梳邦再也的安全视频监 

视管理系统将在今年内完成测 
验。

他说，有关系统涵盖脸部配 
对、物体辨识、人数点算及仪

表板建设。
黄思汉周一在雪州议会，口 

头回答甘榜东姑区州议员林怡 
威的提问时，这么指出。

此外，他说在八打灵再也， 
一共有60个由州政府监控的闭 

路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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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魯楚措至KLIA

繞道料3個月内動工
(沙亚南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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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州 

政府预计在3个月内展开乌鲁楚措机 

场绕道（Jalan Pintas Hulu Chuchoh 
Ke KLIA)工程。

依兹汉今天在雪州议会午休时段在 

议会走廊对媒体表示，土地局原则上 

同意这项耗资70万令吉的机场绕道工 

程，州政府将在雪州议会结束后提呈 

有关工程资料。

他说，目前双溪比力往返机场的 
路线包括5号联邦公路、B48路，全 

长39公里车程耗时约50分钟；只有 

2公里的乌鲁楚措绕道是雪邦甘榜乌

鲁楚措与吉隆坡国际机场的替代路 

线，能大大缩短雪邦往返双溪比力 

的车程。

"我们曾与大臣讨论，了解到州政 

府拥有资金及承担工程费用。根据 

公共工程局的数据，这项工程需耗 

资3000万令吉，但我们拥有其它方 

案，工程费只需70万令吉。”

l=t=l 州大臣阿米鲁丁透 

露，雪州政府的确 查全
/丨、|串

響報

if
姐座 
>、、、> ■

行待

接获反贪会的建议要求所 

有州议员申报财产，州政 

府认为若真有必要是可实 

施的，但需考虑到目前大 

部分州议员并没有行政权 
利。

他在回答行动党首邦市 

州议员黄美诗的口头提问 
时表示，为了维护清廉体 

制，确保雪州政府秉持干 

净、称职与透明的文化，

雪州大臣及行政议员都必 

须申报财产。

他说，他和州行政议员都已在今年 
8月19日签署反贪宣言，至于反贪会 

建议让所有州议员也申报财产一事， 

现阶段州政府会继续探讨，已,以合适 

的时段全面落实。

馨響

■行动党首邦市州议员黄美诗（前排左三）带领150名来自首邦市4所中学的学生参观雪州议会，让学生们了 

解州议会程序与运作模式。首邦市州议员办公室青年发展组是从今年7月起开放让青年群体，尤其是中学生参 

观雪州议会，增广见闻。

黄思漢：綜合規劃公交

大藍圖文件交各機構
州地方政府、公 

@共交通及新村发 

展事务行政议员黄思 

汉表示，州政府已将 

雪州公共交通大蓝图 

文件交给州内所有政 
府单位和私人机构， 

以此建立一个交通系 

统的综合规划。

他回答行动党万达 

镇州议员嘉玛莉亚的

口头提问时指出，研 

究公共交通大蓝图是 

为了设计出公交路线 

及交通枢纽的草图和 

替代方案，让政府可 

根据当前状况及雪州 

子民的需求，制定出 

最合适的公共交通系 

统。
他表示，大蓝图的 

规划已确定了公交系

统使用所拟议的12 

条具最佳路线的公共 

交通走廊，间接解决 

了公共区域的交通问 

题。“然而，执行上 

述规划仍需各方的参 
与，尤其是联邦政府 

运输执法机构。”
他说，雪州政府已 

在和经济事务部于8 

月9日联办的‘‘第12 

大马计划巡回活动” 

中，列出上述12条公 

共交通走廊，以作考 

虑0

續探討憲報古蹟建築
州文化和旅游、马来习俗及遗产事 

目务委员会主席拿督阿都拉昔表示， 
雪州目前共有19个宪报的文化古迹，州政 

府除积极提升国家遗址及文物建筑，也会 

继续探讨宪报有历史古迹价值的建筑或地 

段0
他回答公正党武吉美拉华蒂州议员祖薇 

丽亚的□头提问时指出，19个宪报的文化 
古迹分别是瓜冷县6个、巴生县5个、瓜雪 

县4个、乌雪县3个及鹅唛县1个。

此外，他透露配合2020大马旅游年， 

州政府通过与雪州旅游局推出各种旅游配 

套，吸引更多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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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騎蚊型腳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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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騎蚊型腳車

捕6少年包括父母
(安邦再也11日讯）6名年龄 

介于11至16岁的少年，因在安 

邦区危险骑乘非法改装脚车， 

结果被警方发现他们危险骑 

车，将他们扣留调查。同时， 

警方也以疏忽照顾的角度逮 

捕这6名少年的父母，一旦罪 

成，罚款最高5000令吉，或坐 

牢不超过2年，或两者兼施。

Rmiopi
免律师费@免印

警方也在逮捕行动中，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112 

(3)条文没收6辆非法改装的脚车；这6名少年父母来自不同 

的背景，包括保安员、商人及酒店管理层等，他们在接受 

警方录取口供后，已获准□头保释。

警对6少年开罚单

安邦再也警区主任诺阿兹米说，交警于昨晚8时51分， 

在安邦柯沙斯花园（Taman Kosas )地区发现上述6名少年 
危险骑车，并将他们带返班丹英达警局查办。

他透露，这6名少年分别是11岁（3人）、15岁（1人） 

及16岁（2人），其中2名分别15及16岁的少年已綴学。

他说，警方对6名少年开出罚单，同时以2001年儿童法 

令第33 (父母或监护人疏于照顾孩子）条文逮捕他们的父 

母。

阿兹米说，有关案件还在调查，调查报告会在近期内交 
由副检查司定夺。

莲花苑区州议员黎潍福曾于10月30日在安邦再也市议员 

蔡煨宗、市议员郭纬界、莲花苑区投诉部主任丘建生及黎 

潍福特别助理费道斯等人陪同下，针对为数约10人，年龄

十余岁的孩子在夜间聚集在安邦美华花园，然后在大马路 
上玩命"飙车”耍杂技，置生死于度外事件前往安邦再也 

警区总部报案，并希望警方派出便衣警员调查，并取缔蚊 

子脚车党。

较早前，全国副总警长拿督马兹兰提醒家长，勿轻易允 

许孩子改装脚车，因警方可以以疏于照顾孩子的罪名对付 
父母，包括传召问话。（TSI )

警：視案情需要

援兒童法令對付父母
4_(_对6名危险骑蚊型脚车少年被捕，他们的父母也遭扣 

"bY查，是否由全国警察交通调查及执法部下达，雪州刑 

事调查主任法兹阿末对此没有作出正式回应，

仅表示警方是视乎案情需要，援引儿童法令对付父母。 

他透露，在雪州地区的蚊型脚车案件，至今共有2宗是援 

引儿童法令来进行调查。

不过，法兹阿末不愿透露这2宗案件的地点。（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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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河装有感应器防污染时，这么回 

应。

较早前，许来贤回应万津州议 

员刘永山有关精明雪州传递单位 

(SSDU)在防范污染所扮演角色的 

口头提问时指出，监督河水污染方 

面，精明雪州传递中心在巴生河安 

装一粒水质感应器，由Landasan 

Lumayan有限公司操作。

他说，该计划耗费10万令 

吉，包括感应器、网络系统、太阳 

能闭路电视及建设月台费：感应器 

可测试水素质指数的6项元素。

他继指除此之外，雪州水供管 

理公司或雪州水供管理机构也有在 

他们的河流管辖地段安装感应器|

许来贤（站者）指官员目前以鼻子来 

辨别异味的污染，旁为黄思汉。

雪州政府耗费39 

万5000令吉在州内各 

处安装空"C素质感应 

器，包拈相关设备供 

应。

许来贤指丨丨丨，精 

明雪州传递单位自安 

装空气素质指数感应 

器后，目前有能力按 

时段去测试细悬浮微 

粒（PM2.5)。

他指出，虽然环 

境局也有安装感应 

器，但与州政府并不 

f样，州政府是采用 

台湾技术的感应器，

台湾目前就装有3000 

个相关感应器，而雪 

抖丨政府目前在大部分 

州选区安装49个空气 

素质感应器

他回应双溪甘迪斯州议员扎瓦威 

的附加提问时强调，相关感应器只是 

测试空气素质，无法感应露天焚烧。

充公土地杜绝露天焚烧

针对佐汉瑟迪亚的污染问题，许 

来贤强调，州政府不时加强当地巡 

逻，包拈即场开罚单给违例者，惟当 

地土地逾有1000公顷，官员很难全面 

监督。

无论如何，他指目前州行政理事 

会已同意，在针对多次发生露天焚烧 

的地段，展开土地充公行动来杜绝露 

天焚烧问题。

按雪

1州 i装
试肌

||

微^ 
粒S

质
感
应
器

黄金州
料3个月内兴建

GOLDENCENTRAL

雪州议会

没有感应器测试

河流异味靠官员闻辨
雪州政府目前并没有感应器测 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指出，目

试河流的异味，一切得靠官员的鼻前没有感应器可测试异味，有时更

子“闻臭判断’

麵力腿棚漏1

是为难了官员，无论是多严重的污 

染，也都纯靠鼻子去“闻辨”。

掌管雪州自然环境、绿色科技 

及消费人事务的许来贤今旱出席雪 

州立法议会第14届第2季第3次 

回应梳邦再也州员黄美诗的 

问，要求州政府在主要生水 

供应河流，即冷岳河、雪河及士毛

(莎阿南11日讯）雪州政府捎来好消息，计划在 

3个月内兴建一条从吉隆坡国际机场通往双溪比 

力甘榜乌鲁楚措（Kg Ulu Chuchoh)的捷径道 

路，方便民众往返机场。

掌管雪州基本建设及公共设施、农基工业和 

现代化农业事务的行政议员依兹汉哈欣指出，一 

旦有关2公里的道路建竣，可作为新的替代路， 

缩短使用者到机场的时间。

依
兹汉哈欣说，目前民 

•众是使用其他交替路 

通往机场，路程约50分钟至1 

小时，一旦捷径建竣，路程只 

需15至20分钟。

他今日出席雪州立法议会 

第14届第2季第3次会议，口 

头回应双溪比力州议员刘天球 

的询问时这么说。后者过去多 

次争取从甘榜乌鲁楚措开设捷 

径往机场，以缩短距离。

依兹汉哈欣说，该计划经 

由公共工程局城外项0管理单 

位道路组负责，纳入在第12大 

马计划下，但由于资金庞大， 

涉及3000万令吉，无法展开。

他也提到，涉及的路段属 

于大马机场公司，所以雪邦县 

土地局曾献议该公R]以企业社 

会责任的方式去落实这计划， 

但该公司基于该地段作为未来 

第4航道而拒绝。

无论如何，他指0前该计 

划转交由州政府旗下大臣机构 

兴建，并使用城乡的规格兴 

建，费用只需70万令吉就可兴 

建一条捷径。

雪州立法议会上午时段有约10位议员没有出席

上午时段议员缺席率高
多数没说明原因

依兹汉哈欣：州政府将在3个月内耗费70万令吉建捷径往机 

场0

若无最求家属

可委监护人处理乐龄基金
“雪州乐龄亲善基金” 

(SMUE)的申请者若没有最亲 

的家属继承，可另委任监护 

人，代为处理申请事宜。

掌管雪州卫生、福利、妇 

女与家庭事务的行政议员西蒂 

玛丽亚今早口头回应班达马兰 

州议员梁德志的提问时说，申 

请者可寻找第三者担任监护 

人，并清楚在申请表格中注明 

身分关系和提呈宣誓书。

“根据现有条例，有资格 

申请作为雪州乐龄亲善基金申

请者监护人的必须是申请者的 

儿子、妻子、丈夫、父母、孙 

子、兄弟姐妹等。”

她说，若没有最亲的家 

属，可由外人作为监护人，必 

须呈上宣誓书以表明申请者并 

没任何继承人，并允许第三者 

代为照顾申请者。

“雪州乐龄亲善基金可在 

雪州所有州议员服务中心申 

请，并把相关宣誓书交给州议 

员服务中心鉴定，交给州政府 

处理即可。”

雪兰莪州立法议会上 

午时段州议员出席率不 

高，共有10位议员没出 

席，另有两位迟到。

雪州议长黄瑞林在午 

休时刻接受媒体询问时坦 

言出席率不理想，而且 

10位上午没出席的州议 

员，除了新古毛州议员李 

继香报备需留院体检外， 

其他人皆没说明原W。

“以往大多数人会传 

短讯告假，包括生病等， 

这都可被接纳，但今天另 

9位议员却没说明原因， 

有可能在忙其他事；当中 

4位是反对党议员。” 

他强调，由于议员缺 

席率高，造成问题快速被 

跳过，其中杜顺大州议员 

及邓普勒州议员因到他们

的题目时，迟到及不在座 

位而被跳过。

他强调，雪州是打造 

先锋的州，希望议员可勤 

奋出席，善用议会平台反 

映民生课题。他也将找相 

关议员沟通，包括通过议 

员后座俱乐部说明，希望 

下届川席人数更理想。

不开放议员代问

询及为何今日不开放 

il:别的议员代表缺席议员 

代问时，黄瑞林指不希望 

让议员变得懒散。

黄瑞林说，上周五因 

为情况特殊，下起狂风暴 

雨，许多地方水灾，造成 

议员需处理选区事宜或大 

塞车，所以才允许援引议 

会常规第24 (2)条文代

问。今日则并没特殊情 

况，所以不开放代问。

不过，午休后州会在 

下午2时30分继续后， 

不少早上缺席的议员陆续 

报到，甚至参与2020年 

供应法案的辩论。

黄
瑞
林
促
议
员
勤
出
席
议
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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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雪州州议会

公园喝酒闹事警方可釆行动
尽管2005年公园条规没 

禁止人民在公园喝'M，但若有 

人喝酒后闹事，警方可针对闹 

事者米取行动。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指与 

此同时，地方政府也有在公园 

装置告示牌，提醒大家禁止在

公共地方喝烈M及需顾及其他 

到访者的安宁。

他今旱口头回应万挠州议 

员蔡伟杰的提问时说，为了制 

止有人在公园闹事，地方政府 

有派员巡逻，一旦发现有人喝 

M闹事就会报警处理。

“州政府也在各地方政府 

制定指南，如制止18岁以下 

者购买酒，售酒地点需与宗教 

场所（如回教堂、庙宇）、政 

府机构、学校、医院及住宅区 

保持距离。

指公共场所不禁暍酒

媒体标题引争论
媒体被指玩弄公园没禁喝 所不禁喝酒。中路州议员法 

示牌不允许喝酒闹事，因而 

要求相关报章收回有关标 

题。

在座有希盟州议员也站起 

来讨伐，认为该报章必须道

歉.〇

酒法令标题，试图误导他 

人，在雪州议会引起小争 

论，轰埠州议员沙烈阿米鲁 

丁要求通讯与多媒体部长哥 

宾星采取行动，严厉对付不 

负责任的报道。

《每日新闻》针对今早黄 

思汉回应蔡伟杰的公园闹事 

提问的回应，标题指公共场

古鲁拉西在午后的辩论 

环节特提出此事，并引 

起黄思汉的共鸣。

黄思汉立即站起来 

在会上强调，他的回应 

是指现有地方政府 

2005年公园条规没禁 

止公园喝M，但地方政 

府也积极采取措施设告

摄像分析安全监管试验 

梳邦市会年杪完成测试
黄思汉说，雪州梳邦再也市议会正在进行摄像分析安 

全与监管管理系统试验计划，预计今年尾完成测试。

他今旱口头回应甘榜东姑州议员林怡威的提问时说， 

通过这计划可分析人脸、事件或物体、人数计算及发展仪 

表板。

60类比电眼在州政府旗下

询及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旗下是否有类比闭路电视时 

黄思汉指没有，但有60个类比闭路电视在州政府旗下。

王诗棋：只4万元

动物福利拨款不足
无拉港州议员王诗棋认为，州政府给予动物福利的拨 

款只有4万令吉是不足够的，尤其是许多动物，丨M拨款 

不足在被抓过程造成动物死亡或重伤，这款额也无法改 

善动物保护中心的设备。

她今午辩论2020年3州政府财政预算案拨款分配时 

说，地方政府在管理流浪动物课题上，尤其是野狗，常 

被人民批评…

“尽管大部分流浪动物源自主人的弃养，地方政府也 

是基于民众投诉流浪动物数量多，危及安全而采取行 

动。，’

她认为因拨款不足，导致流浪动物无法在动物保护中 

心获得良好照顾而死亡或受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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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实隆博物馆还原历史
(吉隆坡11日讯）隆雪华堂会长拿督 

翁清玉指出，该华堂计划在近期内充 

实吉隆坡博物馆，包括呈现吉隆坡功 

臣叶亚来如何建设吉隆坡的历史，以 

还原历史真实原貌。

他指出，我国出现有心人士，企 

图篡改吉隆坡历史，因此该华堂创立 

吉隆坡博物馆，旨在呈现吉隆坡历史 

真实原貌，还原历史，以反击极端人 

士企图篡改历史之举。

“吉
隆坡有160年历 

史，我们要促使吉

隆坡博物馆更加充实……这是 

近期要做的，希望人们给予支
士土 ” 
f寸0

隆雪华堂周年晚宴

翁清玉上周日在隆雪华堂 

96周年堂庆晚宴时致同说，配 

合该华堂堂庆，吉隆坡博物馆

筹备举行事迹特展，展出前人 

为隆雪华堂奋斗的百年事迹。

他说，5* 09大选后，朝野 

阵营处心积虑争取马来选票， 

无形中边缘化华裔，令华社感 

到忧虑，呼吁华社关注国家政 

治局势发展；若政局发展不平 

衡，须给予指正说出心里话。

翁清玉同时指出，政府不 

但批准莱纳斯稀土厂继续营

运，且有者与莱纳斯公司签 

约，计划将相关废料提炼成肥 

料的建议，令人感到担忧。

另一:方面，工委会主席拿 

督黄振兴指出，举办堂庆晚宴 

旨在筹募隆雪华堂行政开销， 

目前大会已筹得45万令吉， 

打破原定的30万令吉目标， 

因此感谢各界包括该华堂会员 

的慷慨资助。

吴明璋（前排左起）、林进权、林广有、冯志立、翁清玉及嘉宾主持鸣锣仪式。前排右起为丁才 

荣、吴晟昊、方贵伦、黄振兴及郭素沁。

郭素沁：不认同仅一届

希盟政府终会渡过难关

法

原产业部氏郭素沁指出， 

希盟执政后面对多项挑战，如 

今就如雪兰莪州政府当年改朝 

换代后一般，一开始不受看 

好，但最终仍会顺利渡过难 

义。

她说，政府当前面对内部 

和外部挑战，包括经济不理 

想、种族和宗教主义、政府机 

关内部出现暗势力、假新闻 

等，即便很多人认为希盟会是 

一届政府，她却不认同这看

郭素沁自认并非是个表现 

最好的部长，但她希望在推动 

国家迈向共享繁荣社会的过程 

中，各族能一起努力，对抗种 

族宗教主义。

“我接受对政府的批评， 

也呼吁各社团尝试接触友族， 

展示友善，以期我国社会未来 

或能迈向各族平等，互助友

翁清玉：免极端者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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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珍11日讯坊间盛传马华在丹绒比艾国席补选 

中可蠃5000票的说法，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魏家祥 

表示，本身与丹绒比艾国阵候选人拿督斯里黄日升根 

本没有考虑可蠃多少票，对他而言，目前选惰依然是 

「五五波」，未到最后不知鹿死谁手。

丹绒比艾

辛f选
提名：2/11 投票：16/11

他强调，冤有头，债有主， 

选民不应因某人本身涉及的官非， 

而在补选中不支持马华候选人。

他是于昨晚在马华于笨珍宜 

康省超市外主办的战车政治演讲 

中，不点名回应民主行动党，指 

选民在来临的丹级比艾补选中’ 

投马华等于支持纳吉的论述。

魏家祥表不，如果「某人」 

涉及一些行为而惹上官非，就应 

面对司法程序的对付，所谓「- 

人做事一人当」，选民不该听取 

他人的胡说八道。

他也指控马来尊严大会是由 

教育部所举办，因为其背后的主 

办者是4所国立大学。

「该大会议决案建议6年内 

关闭华小，实现单源流教育议 

程，然而作为教育部副部长的行

动党古来国会议员竟然不作声。 

为此，我建议行动党应举办行动 

党尊严大会，并由刘天球来代表 

行动党争取尊严。」

要求选民打脸敦马

共有300名民众出席上述马 

华政治讲座，场面热烈。一同出 

席的国阵领袖包括前青体部长兼 

巫统林茂国会议员凯里、巫统柔 

州署理主席拿督诺嘉兹兰、马华 

总秘书张盛闻、马青总团长王晓 

庭及黄日升等。

张盛闻表示，丹绒比艾补选 

最大的挑战是土著团结党，为此 

他要求选民支持国阵，打脸首相 

敦马哈迪。

他质疑，经济事务部长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及教育部副部长 

张念群昨日分别宣布的新经济走 

廊计划及郭鹤尧华小建校，归纳 

为政府收买选民选票之举。

在演讲过程中，可能是一时 

口快，张盛闻错将郭鹤尧华小错 

称为「陈胜尧华小j。

他抨击，希盟政府为了补选 

而改动经济规划，显示国家经济 

发展蓝图缺乏规划，无法有效提 

振大马经济。

黄曰升则在会上点名行动党 

北干那那州议员杨敦祥，指其空 

口说白话，至今为止仍无法协助 

修补笨珍大街破损的道路。

他说，希盟执政后，人民要 

求州议员协助却求助无门，即使 

是县议员也不见影，他呼吁选民 
以手中一票教训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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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箱9促对付不负霣任投导

雪州议会今午进入财政预算 

案辩论环节时，诚信党中路州议 

员法鲁拉兹提醒州议会同僚谨慎 

发言，事因由雪州行政议员黄思 

汉在议会回答万挠州议员蔡伟杰 

的言论已被媒体扭曲。

黄思汉今早回答口头提问的 

内容，原话是指2005年地方法令 

是没有一条法规，禁止公众在公 

共场所喝酒。然而，地方政府可 

在当地竖立警示牌，提醒公众不 

要在公共场合喝酒闹事。

就此，马来媒体《每曰 

新闻》报导借题发挥，标题竟 

写「雪州不禁止在公共场合喝 

酒！」，结果引来许多马来州议 

员的社交平台和智能手机遭马来 

选民轰炸问责。黄思汉随即公开 

要求《每曰新闻》收回该标题。

土团党轰埠州议员沙烈阿 

米鲁丁表示，希盟执政以来，媒 

体不负责任的风气早已存在，尤 

其是网络新闻更趋不负责任’因 

此，通讯与多媒体部长哥宾星必 

须米取彳T动’严厉对付不负责任 

的报导。

设售卖酒精饮料指南

此外，许多希盟州议员也抨 

击《每日新闻》动机邪恶，并要 

求该报章道歉，同时呼吁中央政 

府，即通讯与多媒体部门必须展 

开行动，以正视听，否则假新闻 

会随之泛滥。

黄思汉今日在州议会结束 

后，在万挠州议员蔡伟杰、中路

州议员法鲁拉兹、双溪坎迪斯州 

议员扎瓦威、斯里斯迪亚州议员 

哈里米陪同下，在雪州议会附属 

大厦召开紧急记者会作出澄清。

较早前，黄思汉也指出， 

-旦接获公众在公共场合妨碍 

和骚扰的投报，地方政府将加强 

巡逻。一旦发现有人酗酒引发骚 

乱，第一时间可向警方投报，以 

采取进一步行动。

他表示，州政府已拟定一套 

售卖酒精饮料的指南，目前已应 

用在雪州各个县市政府，目的是 

要确保店家不会将酒类饮料兜售 

予未满18岁的少年。

「无论如何，只要有关人士 

在公共场合的酗酒行为，给公众 

带来不便，警方就有权力对闹事

者米取彳"7动。J

另一方面，黄思汉披露，有 

关梳邦再也市议会范围内所安置 

用于防范罪案的智能面部辨别系 

统（Rlntls Sistem )目前正在测 

试阶段，整个测试和建设预计会 

在今年年底完成。

他是在回答甘榜东姑州议员 

林怡威，有关精明雪州防范罪案 

的智能面部辨认系统时，表示有 

关测试内容包括脸部识别、侵略 

性事件和物体、人流量统计，以 

及仪表板的建设等。

他补充，目前只有八打灵再 

也市政厅有安装模拟信号的闭路 

电视，另外，雪州政府大厦范围 

内则有安装60个模拟信号的闭路 

电视。

莎阿南11日讯雪州政府不阻止公☆在公共场合 

喝酒？媒体过度诠释饮酒课题引发轩然大波！雪州希 

盟州议员要求通讯及多媒体部门采取行动，对付动机 

不良的新闻标题！

雪兰莪 
立法议会

黃思汉（后排右）表示，地方政府无杈阻止民众在公共场合 

喝酒，惟逮捕酗酒闹事者乃是警方的杈力。 -徐慧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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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长敦促州议员守吋
莎阿南11日讯I逾10名州议

员今早缺席口头提问环节，雪州 

议会口头问答环节连跳9题，引起 

雪州议长黄瑞林关注，开腔敦促 

州议员遵守时间勿迟到！

雪州议会进行第7天，尽管 

雪州议长不断敦促州议员要守时 

出席，要珍惜口头问答环节的机 

会。惟，今早的州议会仍有超过 

10名州议员迟到或缺席。

在雪州议长黄瑞林禁止州 

议员代替缺席的同僚提问的情况 

下，多达9道口头提问环节的问题 

被搁置，让准备好的答案和提问 

机会白白浪费。

黄瑞林解释，雪州议会举 

办期间，议员迟到最严重的是上 

周五，因为上周五蒙雨连绵和淹 

水，相信议员不是故意迟到。

他指出，当天，他允准州议 

员代替同僚提问，乃是议会常规 

赋予议长的权力。但是，今天的 

情况跟周五不一样，议长不能随 

便允许和纵容议员迟到的行为， 

以免长期变成懒散或怠慢。

黄瑞林说，今天6名反对党 

议员只来了2名，这意味超过50% 

的反对党缺席。其实不仅反对党 

议员，连执政党议员也有多人迟 

到，这现象真的需改善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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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來賢7州政兩蚕^探測it
編輯：李俐苇 +板

大額會 社區報
12. 11. 2019 星期二105

無法探
(沙亚南11曰讯）掌管雪 

州环境、绿色工艺、消费人、 

科学工艺及革新事务的行政议 

员许来贤指出，雪州大臣机构 

(MBI )旗下精明雪州传递单 

位（SSDU)所安装的49台空气 

探测器只能探測空气质素指数 

(AQI)，并不能探测露天焚 

烧的状况。

他补充，虽然环境局也有安装 

探测器，但雪州政府所安装的探测 

器是采用台湾技术，与环境局的不 

—■样。

-许来贤是在口头问答环节回答 

双溪甘迪斯州议员扎瓦威提问，精 

明雪州传递单位下的探测器能否检 

测露天焚烧指数时，这么表示。

他表示，州政府耗资39万5000 

令吉安装空气探测器，其中包括购 

买闭路电视、网络系统、USB充电 

器、空气素质检测器服务及委任承 

包商安装器材等。

“不过，目前州政府在精明雪

雪州議會會議

州传递单位下安装的探测器仅能探 
.测PM2.5悬浮粒子”

佐汉斯迪亚加强巡逻

针对佐汉斯迪亚因露天焚烧 

而引起的空气污染问题，许来贤指 

出，州政府会不时前往该处加强巡 

逻，包括开罚单违例者，惟该地面 

积有l〇p〇公顷，巡视的官员也难以 
全面监鲁。

“不°过，州政府已在行政议会 

上同意，严厉对付露天焚烧活动。 

若业主，仍视若无睹，将会面对土地 

被充公〇 ”

黄思汉（右）表示，部分地方政府与社会福利局合作， 

行乐龄人士活动中心。左为许来贤。
以推

巴生河已裝水質感應器
K动党万津州议员刘永山

Ha

出席率不理想

12議員題目被“跳過”
g 14届第二季第三次雪州议会的第二 

$周首日上午因州议员出席率不理 
想，首度出现12名州议员的题目在口头问答 

环节中接连被“跳过”情况！
雪州议会在上周五的第6天因早上下雨，

到处塞车和发生闪电水灾，许多州议员迟到 

而延迟开始口头问答环节；没想到今早天气 

晴朗，却有多名议员缺席上述环节。

雪州议会长黄瑞林较后受询时表示，今 

曰议会的出席率并不理想，在口头问答环节 

中有12名州议员的题目接连被“跳过”，有 

关情况还有待改善，以前进一步提高州议员 
的出席率。

黄瑞林：有 
超过10_道口头提 
问被跳过；州议 
员的出席率还有 

待改善及加强。

和首邦市州议员黄美诗 
分别在附加提问环节上，要求州 

政府在主要供应生水的河流，即 

冷岳河及胃,兰莪河装上探测器和 

“气体”感应器防污染。

针对刘永山的提问，许来贤表 

示，在监督河水污染方面，精明雪 

州传递单位已在巴生河安装一台水 

质感应器，并由Landasan LumAyan 

私人有限公司进行操作。

他补充，该计划共耗资10万 

令吉，包括探测器、网络系统、

太阳能闭路电视等，而该探测器 
能检测水质的6项元_。.

“此外，雪州水供管理局 
(LUAS )也有在他们河流管辖区 

内安装探测器。”

另一方面，许来贤也回应黄 

美诗说，由于目前没有可测试异 

味的感应器，所以官员都是靠鼻 

子“闻”臭判断

“现在是没省感应器可测 

试异味的，无论多大型的固体 

废料，，官员都必须靠嗅觉来判 

断”

#管雪州投资、工 

¥商及中小型企 

业事务的行政议员拿督邓 

章钦表示，雪兰莪投资也. 

进机构(Invest Selangor )

一直都有协助中小型企业 

提高产品的质量与产量，

以迈人国际市场， flF

邓章钦在口头环节回 

答公正党美丹花园州议员 

三苏菲道勿斯提问州政府 

如何协助当地中小企业推 

进产品时表示，雪州政府 

一直都有安排中小企业参 

加室地的展销会以推广 

本地中小企业的产品。

“本地产品并非无 

人问津，曾有一次外国顾 

客在展销会上向本地中小 

型业者下订单，而且要求 

的货量庞大，但本地业者 
最多只能满足50%的需求 

量/结果无法做成生意。” 

他指出，州政府也 

安排中小型企业参与各种 

会展，包括雪兰莪国际商 

业峰会、大马国际清真展 

大臣關愛人民計劃惠IM0及M40

邓章钦指 
出，雪州政府一 
直安排中氺企业 

参展销会，以推 

广产品。

针对知识与技 

能培训方面，邓章 

钦透露，雪州政府 

每一年都会开设课 
程，为50至100名本地企业 

进行培训，包括在阿络社 

交平台.上建立电商，使用’ 

网络进行交易、产品照片 

和视频设计及网络市场营 

销手法等。

“根据雪州经济策划 
机构的单位统计，迄今为 

•州大臣阿米鲁丁指 

出，州政府一'直 

关注B40低收人群体及M40 

群体，其中在关爱人民计划 

(IPR)下，各群体更能享有 

政府所提供的各种福利，以提 

升及改善人民的生活品质。

阿米鲁丁在口头环节回 

答万挠州议员蔡伟杰提问，州 

政府如何帮助B40及M40群体 

时，这么表示。

阿米鲁丁表示，关爱人民 

计划是一项长期的计划，其中 

不仅提供津贴及援助金，而且

阿米鲁丁

探討申報財產建議
@州大臣阿米鲁丁透露，雪州政

3府接获反贪会要求所有州议员 

必须申报财产的建议，而州政府方面认 

为，若真有必要，可以实施，但也考虑 

到目前大部分的州议员并没有行政权力 
(Kuasa Eksekutif ) 〇

他在回答行动党首邦市州议员黄美

还确保B40及M40在内的各个 

不同阶层人士皆能从中受惠。

他解释，除了关爱人民计 
划，B40还能在雪州精明母亲关 

怀计划（KISS)、达鲁益山水供 

计划（Skim Air Darul Ehsan )、

走，去购物（Jom Shopping)

礼券及人民补习中心计划等受 

惠。
“M40群体也能在‘我 

的雪兰莪房屋计划’ （Rumah政府一直以来关注 
Selangorku,)及‘先租后售’ B4〇及M4〇群体， 

(Smart Sewa)等获得福以便让人民的生活 
利。，’ 能得到改善。..

诗的口头提问时表示，为了维护清廉的 

体制，并确保雪州政府都秉持干净、称 

职与透明的文化，雪州大臣及雪州行政 

议员都必须申报财产〇

他说，他和雪州行政议员都已在今 
年8月19日签署反贪宣言，至于反贪会所 

建议让所有州议员也申报财产一事，州 

政府现阶段会继续探讨该建议，以在适 

合时全面落实。

通融由在场议员代提问

他补充，基于上周五早上因闪电水灾而导致不少提问的议员 

缺席，因此他特另樋融由在场的议员代为提问6

他说，今日并无特殊原因，因此他不会援引议会常规第24条 
文第2项，允许州议员代替缺席者提问。

他认为，若经常允许州议员代替缺席者提问，会养成州议员 

的惰性及经常缺席议会，因此他不会随便行使议长的这项权利。

雪州共有56名州议员，至少10名州议员缺席早上时段的口头 

问答环节，加上2名州议员不在议会厅。

黄瑞林：会私下与议员沟通

黄瑞林指出，至少有10名州议员缺席早上的口头问答环节， 
还有2名州议员，分别是行动党杜顺大州议员艾德里及诚信党邓普 

勒公园州议员莫哈末沙尼因迟到或在轮到他们提问时不在议会厅 

甲.，使得今早有超过10道口头提问被跳过。

“我会私下与州议员们沟通，M时也通过雪州议会后座议员 

俱乐部跟他们沟通，毕竟州议会的n头问答吋段是非常珍贵及重 

要，能够让州议员为自己的选区子民反映心声，并向大臣和行政 

议员提出咨询及获取回应，不应就此白內浪费机会。”

反对党议员出席率也不理想

“反对党议员的出席率也不理想，6名反对党议员中，只有两 

人出席，出蓆率不超过50%, •因此朝野议员都需要再加强。”

黄瑞林透露，今口缺席的州议员屮，只有行动党新古毛州议 

员李继香向他告病假，对方在上个月患上骨痛热症，今日必须到 

医院进行体检，且有留院的可能，因此被迫缺席州议会。

2〇19年第_M届第二季第三次雪州议会在周一（11日））迈 

入第七天，因许多州议员缺席，以致许多提问在问答环节上被 

“跳过”。
(MIHASI、曰本的国际 

食品与饮料展，甚至到香 

港和印尼等。

止，州政府在相关的课程 
中，一共为470名本地中小 

企业者提供培训〇 ”

雪精明租賃房屋計劃

獲撥50萬購297單位
•管雪州房屋及城市生活事务的行政议员哈妮查 

I透露，2019年的雪州精明租赁房屋计划（Skim 

Smart Sewa)拨款有5000万令吉，涉及购买297个单位〇 

她指出，已向雪州房屋与地产局（LPHS )提交钥匙 
的单位有67个、与雪州房屋与地产局进行提交钥匙程序的 

有20个单位、发展商取得住用证的单位有180个，以及已 

完成协议及完成70%工程的单位有3(Kh。

她表示，已向雪州房屋与地产局提交钥匙的单位，分别 
是崙玲瑰（Bemnang )、龙溪及双文丹的组屋与排屋。

哈妮查今早回答伊党昔江港州议员阿呆尤努斯的口头 

提问时，这么表示。

哈妮查：截至9月

19萬人申請我的雪州房屋

今年9月15日.

我的雪兰莪房屋的申请者 

多达19万2564人，另有未 

成功申请的5万6782人还在 

我的雪兰莪房屋注册系统 
(SPPR)等候名单内。

哈妮查回答公正党 

双溪甘迪斯州议员扎瓦威 

的口头提问时表示，今年

:完工的我的雪兰莪房屋达4302个单位，分别是A型（142 

个）、B型（536个）、C型‘（2174个）及D型（145(外）6 

“雪州政府今年批准的12个我的雪兰莪房屋计划设有 

1万1690^单位〇 ”

雪婦女增值中心項目

逾3萬人參與
#管雪州卫4、.福利及加强妇女与 

• I家庭事务的行政议员西蒂玛丽亚

指出，雪州妇女自我增值中心‘_(PWB)在今 

年首9个月内共举办多达923个项目，参与人 
数达3万7612人。

她回答公正党武吉兰樟州议员黄洁冰的 

口头提问时表示其中46个项目是去年9月起 

推行的女性与法规课程，吸引1694人参与。

'MBgaaasEagasgBBa^sg^iEtsB^BBaajawffiaBgEffia^eBaaaaaiSeaaBiascBsgeMsgi

雪州政府批准的2019年 
我的雪蘭莪房屋

县属 项目 |单位数量

鹅唛 3 3706
乌冷 2 . 561
巴生 2 5097
瓜雪 1 394

八打灵 2 251
雪邦 2 1681

g动党无拉港州议员王诗棋 
1 J认为，区区4万令吉拨款无 

法it雪州各地方政府有效保障动物 

的福利。

王诗棋是于今午雪州议会参 
与2019年财政预算案辩论环节时指 

出，由于部分不负责任的主人弃养 

动物，导致大街小巷出现许多野 

狗、野猫及其他动物，而各地方政 

府在处理流浪动物的课题上则经常 

被民众责骂。

她表示，流浪动物的激增数量 

为民众构成危险，但地方政府却没@ 

有足够的拨款去应对此事，导致许 

多动物被捕捉后，在保护中心因没 

有完善的照料而死亡或受重伤。

因此，她认为，|:雪州_政府在动 

物福利的环节上，只有区区的4万令 

吉拨款明显不足。

她指出，雪州政府除了需要 

举办一系列保护劫物的醒觉运动，

也需提升现有动物的庇护所，因此 

希望雪州政府可考虑增加动物的福 

利。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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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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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的女儿 
娜出席玲听 

SRC案裁决。

(吉隆坡11日讯）高庭 

法官莫哈末纳兹兰指出，在 

SRC国际公司于2011年从退 

休基金局（KWAP)获得两 

笔总共40亿令吉贷款，作为 

时任首相和财政部长的被告 

(纳吉）是一名公职人员， 

他发挥了作用。

他说，被告在2011及2012年 

的内阁会议上批准KWAP提供贷 

款给SRC公司，如果没有政府担 

保，KWAP的贷款将不会获得批 

准，如果被告当时不是首相或财 

政部长，也将无法提前发放贷款 

给 SRC。.

没针对银行疏忽采行动
他说，部分贷款之后流人了 

被告在大马银行的私人账户，虽 

然被告对此感到惊讶，但没有针 

对银行疏忽指示任何人报警或采 

取法律行动。

“被告行使了相当大的权 
力，在SRC公司的备忘录及章程中 

纳人了第117条文（成为公司的名 

誉顾问）进而牢控了SRC。”

纳兹兰在今早念出判词时 

指出，总的来看，被告这种参与 

是非同寻常的，说明了涉及被告 

的私人和个人利益，这已证明了 
2009年反贪会法令第23条下阐明 

的利益《

胡斯尼曾图干预遭阻挠
他说，被告在SRC公司的个 

人利益可见于2011年1月SRC成立 

时划下了其计划的背景，被告的 
滥权行为，最终令4200万令吉资 

金转人到他的AmBank银行账户 
巾。

他指出，前第二财长拿督斯 

里阿末胡斯尼曾试图干预，但遭 

到被告的阻挠。

他说，这些都是被告要反驳 

的证据，他发现被告以权谋私的 

事实已得到证明，因此宣判其滥 

权的表面证据成立。

可被视为 
SRC “影子董事”
在3项刑事失信控状方面，纳 

兹兰说，根据全部证据来看，可 

以将被告视为SRC公司的“影子董 

事”，而且在纳吉的指示下，从 

第一笔贷款中的18亿令吉款项被 

转移到两家海外银行。

他说，被告作为时任首相， 
他是SRC公司的名誉顾问，在SRC 

公司具有巨大影响力，包括有权 

罢免董事，而且董事都必须寻求 
他的批准，所以虽然SRC是私人公 

司，但被告对SRC公司的控制是巨 

大和“压倒性”的:

他指出，公司章程增加第117 

条文改变了SRC公司的架构，因为 

这令被告完全控制了该公司。
他说，从Gandingan Mentari流 

人Ihsan Perdana (简称IPSB ), 

再流人被告账户的资金存在不当 

行为的要素。Gandingan Mentari和 

IPSB是SRC的子公司

他说，证人之-•，即一马人 

民基金会前首席执行员官Ung Su 

Lingf共称，她是在被告的已故前机 

要秘书拿督阿兹林指示下，将资 

金转移到被告的账户:
他说，SRC公司前首席执行 

员聂法依沙是SRC公司的4200万令 

吉资金，流到被告账户的联系， 
被告用这笔资金签发15张支票以 

用于各种用途，包括被告的信用 

卡债务

他说，辩方称这笔资金来 

肉沙地阿拉伯王室的说法是无法 

被理解的，因为这笔钱早已被使 
用，因此，他裁定被告面对的3项 

失信控状皆表罪成立。

4200萬資金從非法活動得來
兹兰说，至于在3项洗黑钱控状方面，在此案中，非法 

丨活动指的就是失信罪.在这种情况下，已证明上游犯 
罪，而该笔4200万令吉资金是从非法活动得来的。

他说，资金已从SRC转移出去，这笔资金的转移构成失信 

罪，而流人纳吉账户的4200万令吉可以说是非法活动的结果。

此前，控辩双方曾在陈词时，对于纳吉涉及的2001年反洗黑 

钱和反恐融资法令控状，是否需要先行证明“上游犯罪”持有不 

同意见。.

纳兹兰说，根据上述的论据，控方已成功证明了被告滥权、 

失信和洗黑钱，被告所有的7项控状皆表罪成立，这也意味着纳 

吉必须进人自辩阶段。

審訊57天傳召57證人
.案从今年4月3日开审至8月27日完成控方举证阶段，在 

i长达57天的审讯中，控方总共传召了57名证人

法官在10月22日及23日聆听了控辩双方的口头陈词

此案的检控团队由丹斯里汤米汤姆斯亲自带队，成员包括拿 

督苏莱曼阿都拉、拿督希旦峑兰、依萨莫哈末尤索夫、唐纳德约 

瑟法兰克林、玛诺兹古律、莫哈末赛夫丁哈欣慕赛米、苏莱曼邱 
景辉、拿督苏海米伊布拉欣、布迪曼、莫哈末阿斯鲁夫、莫哈末 

做L。

纳吉的辩护律师团队以资深律师丹斯里莫哈末沙菲宜为首， 

其余律师有哈威德吉星、法汉、拉玛哈兹兰、莫哈末法汉、莎西 

拉哈娜比、旺艾祖丁。

此;

法庭座無虛席
外，1MDB案的主控官拿督 

斯里哥巴斯里南高级副检 

察司和主控官阿克南有出席聆听今日 

的SRC案裁决。

纳吉。

另外，逾百名国内外媒体是于 
今早上7时陆续抵达吉隆坡大使路法 

庭，并在7时45分开始换取SRC案裁 

决采访通行证。通行证分为4种类 

型，分别为庭内听审、视频直播、摄 

—支持 
者自觉地分 
站两边，让 
出一道路迎 

接纳吉。

纳吉的出现，引起支持者一 

阵骚动，争相上前拍照和问候。

吉隆坡第二刑事高庭是于今早 
上9点48分开放让公众和媒体进人等 

候，所有人必须先通过安检才获准人 

内。

依斯迈沙瓦勒南到场声援
法庭内座无虚席，迟来者甚至 

没有位子坐，纳吉于10点10分进了庭 

内后，先与支持者握手后坐在公众席 

与他们聊天，心情似乎相当轻松；反 

对党领袖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利和国 

大党署理主席沙瓦勒南等有到场声援

影及公众。法庭今日只是派发共30个 

采访通行证给国丨外媒体人员进人庭 

内采访。

另外有逾30名媒体人员获准换 

取视频直播通行证，在另一个庭通过 

视频S播观看庭内的裁决过程，视频 

直播庭座无虚席。
值得一提的是，和过往的SRC案 

提控日或开审日相比，此次媒体人员 

获取采访通行证的情况也相较有序。

另外，也可看见有律师在法庭 

门口关切今日的SRC裁决。

进入抗辩阶段

在证人栏宣誓自辩， 在被告栏自辩 保持沉默

接受控方交叉盘问 T T

高庭宣判

■*=■ mi
有非

~1~ on
无非

辩方上诉至上诉庭释放 控方上诉至上诉庭

___I
上诉庭宣判

-*=■ an
有非

~1~ nu
无非

辩方上诉至联邦法院

释放控方上诉至联邦法院

联邦法院宣判

无罪|■►释放

■*=■ nn
有非

|在刑事失信罪下，可面对监禁最高20年、

|鞭笞与罚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在渎职滥权罪下，可面对监禁最高20年、

1罚款1万令吉或不少于贿金5倍。

(视何者为高)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在洗黑钱罪下，可面对监禁最高15年、

I罚款最高1500万令吉或洗钱款额5倍。

(视何者为高）

请求国家元首特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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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濱海陳氏宗親晚宴——
等。

雪隆會甯會館慶三喜

巴生滨海陈氏宗亲会理事与媒体合影。左起为
众嘉宾为周年庆晚宴进行切蛋糕仪式。前排左四起为陈声评、陈锦 

伍醒高、陈祈福、陈进发、陈凯希、陈燕辉、陈亚彬、陈国水及陈关金芝、苏学民、陈燕辉、陈凯希、陈祈福、伍醒

罱、陈进发及郭富广。

陳進發：入禀挑戰華淡小違憲

“土權撈政治資本”
(巴生11日讯）马来西 

亚陈氏总会总会长拿督斯里 

陈进发表示，土著权威党人 

禀法庭挑战华淡小的存在是 

违宪的做法，显然是恶意炒 

作，旨在捞取廉价的政治资 

本。

他直言，该党根本在 

无视多元族群和平共处的事 

实；这宗法庭案件将对华小 

与淡小的生存，以及国家教 

育体系带来巨大的挑战。

陈进发日前出席巴生滨 

海陈氏宗亲会34周年、青年 

团24周年与妇女组15周年纪 

念晚宴时这样指出。

促希盟正视

“在此，我谨代表马来 

西亚陈氏宗亲总会呼吁希盟 

政府正视此案，并提供法律 

援助，以捍卫华小和淡小在 

宪法下的地位，杜绝任何人 

玩弄种族主义。”

他表示，华小与淡小在 

马来西亚已有超过百年的历 

史，同时在联邦宪法第151 

(A)和（B)条文下，有 

列明保障各族学习母语的权 

利，因此华小和淡小是在联 

邦宪法的保护下所设立的， 

没有任何法律或个人意志能 

凌驾于联邦宪法之上。

陈祈福：

我国政治氛围不健康

巴生滨海陈氏宗亲会会 

长陈祈福指出，’马来西亚是 

个多元种族及文化的国家， 

但我国最近的政治局势却处 

于不稳定的状态_，因此大家 

必须更加团结，结合印裔社 

会的力量，表达马来西亚公

民的立场与诉求。

他表示，今年会庆主 

题为“血脉相承•同宗情 

深”，这意味着宗亲会的存 

在就是让每个人都能体会到 

血浓于水，相互扶持的血脉 

之情。

° 陈祈福表示，这几年该 

会会员人数不断增加，目前 

已超过1200人，希望未来会 

有更多陈氏宗亲加人，以期 

能突破1509人，一同开创更 

辉煌的成就。

伍醒罱促想创业者 

申请Hijrah
巴生区国会议员查尔 

斯代表巴生市议员伍醒罱表 

示，雪州政府拨款的雪州综

合微型贷款计划（Hijrah ) 

没有固打制目的是协助想 

创业的年轻人，惟数据显示 
华裔申请率偏低，因此他促 

请想要创业的年轻人踊跃申 

请。

他也代表耷尔斯拨款 

5000令吉给巴生陈氏宗亲 

'会，作为活动基金用途。

晚宴筵开168席，该会 

也颁发大专生奖学金和纪念 

品，以及20年宗亲服务奖给 

服务多年的宗亲。

出席晚宴者包括马来 

西亚陈氏宗亲总会荣誉总会 

长陈锦龙和陈声评、巴生滨 

海陈氏宗亲会名誉顾问陈凯 

希、陈毓仕、拿督陈亚彬、 

拿督斯里陈国水、永久荣誉 

会长陈燕辉、青年团团长陈 

宝福、妇女组主席陈秀环及 

星洲日报中马区副总经理郭 

富广。

巴生滨海陈氏宗亲会盛大举办34周年纪念晚宴左八起为陈凯希、陈燕辉、.陈亚彬、陈宝福、陈祈福、陈声评、陈进 

发、陈锦龙、陈志明及伍醒罱。

年会庆晚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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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伟杰解释清理 
工作的延误有可能是 
因为内部沟通不_足所 
致，_他承诺跟进以纾 

解民困。=

挠州议员蔡伟杰解释，在市 

议会管理区内负责砍树的是 

园坦组官员，但接下来的清理工作则 

由垃圾承包商接手，所以是由两个不 
同的单位来个别执行任务。

疑2涉及单位未做好沟通

“从这个投诉来推测，极大可能 

是两个¥位并未做好沟通工作，以至 

承包商未有及时做清理〇 ”

他表示，将艳投诉转介至市议会 

相关单位，要求即时采取行动。

“我理解独居长者的无助心理， 

所以十分乐意为他们提供服务。欢迎 

居民到我的服务中心来做更具体的投 

诉，使我们掌握更多详情，以便做出 
更有效率的行动和解决问题。”

砍樹不清理堆路邊逾月
士拉央市會留手尾惹民怨

(万挠11日讯）砍了倾倒向排 

屋的60呎髙大树，却又留下堆积如 

山的树干在路边不理，让居民怨叹 

士拉央市议会做事仅做一半，留下 

手尾使人不满!
万挠百乐岭第8区1路有年近7 

旬的陈姓居民表示，早前通过《大 

都会》社区向万挠州议员蔡伟杰投 

诉，指屋前山坡处有数棵大树已经 
长得逾60呎高，树身甚至已经倾斜 

向民宅一事后，市议会在3天内便上 

门砍树，让他深感欣慰。

“我认为本区议员行动快速， 

值得赞赏。而市议会受到州议员的 

压力后也迅速反应，本应表一功， 

无奈官员却只砍树而不收拾手尾， 

把堆得小山一样高的树干丢在边 

几近一个月，树阻碍交通之余大家 

也难以找到地方停车，所以又有了 

新烦恼。、，.

担心有人放火烧树

“我对市议会的做法感到不 

解，砍树和清理树干应是同一套工 

作，为何土作只做一半便置之不 

理，让居民承受后果？如今树干已 

被晒得枯黄，我担心有露天焚烧习

市议会砍树近乎一个月没有善后，让 

居民感到不满。’：

惯的左邻右舍会放火烧树，以生烟驱蚊，

但此举会导致我的哮喘病发作〇 ”

较早前，陈老先生申诉市议会已多 

年未曾修剪树桠，屋前山坡处有数棵逾60 

呎高的大树，恐会不堪狂风吹送会倒下压

居民向蔡伟杰做出的投报在3天即受理后，对蔡伟杰赞赏有加。

中排屋，让他寝食难安、._i_

他说，居民和停泊在树旁的轿车， 

曾遭被风刮下的枝桠击中，虽然人车皆无 

碍，但想到年杪雨季来临时恐会肇生意： 

外，始终感到寝食难安。

“我已年老，不会国语和不懂使用 

手机的高科技向市议会做投诉，子女也离 

乡背井在外工作，无法为我解决烦恼，所 

以希望市议会或州议员能敦促市议会清理 

场地，让居民重新拥有安宁的生活。”

蔡
偉
傑
： 
已
助
反
映
投
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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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蒂瑪麗亞：沒後代或親人

SMUE申請者可填親近人士
#管雪州卫生、福利及加强妇女与家 

庭事务的行政议员西蒂玛丽亚指 
出，如果雪州乐龄亲善基金（SMUE)的申请 

者没有后代或亲人，可以让关系最亲近的人 

士枳仟监护人，惟必须进行宣誓程序。

西蒂玛丽亚今日在雪州议会问答环节 

屮，回答行动党班达马兰州议员梁德志的口 .

头提向时，这么指出。

她表示，雪州乐龄亲善基金申请者必须在 

监护人栏H屮填写直属关系的亲人，惟如采没 

有后代，则被允许选择关系M亲近的人士。 西蒂玛丽

她说，申请者可以前往州议员的办公室亚：如果雪州子 

申请雪州乐龄亲善基金。 ’民^•意申请雪州

“如果真的没有子女或亲人，有关申请者乐龄亲善基金， 

可以把宣誓信、附有州议员服务中心核准的申请可以前往州议员 
表格呈交垄雪兰莪子民基金会（YAWAS)。” 服务中心。

阿都拉昔：採積極措施提升

雪有19憲報文化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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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拉昔表示，雪州目前共有 

19个宪报的文化古迹，并采 

取积极措施来提升国家遗址 

及文物建筑，同时也会继续 

探讨宪报有历史古迹价值的 

建筑或地段。

他回答公正党武吉美拉 

华蒂州议员祖薇丽亚的口头 

提问时指出19个宪报上的文 

化古迹，分别是瓜冷县6个、 

巴生县5个、瓜雪县4个、乌雪 

县3个及鹅唛县1个。

他说，州政府已提升一些文化 

古迹，包括巴生拉惹阿都拉仓库、瓜 
雪美拉华帝山及瓜冷皇宫。

此外，他透露，配合2020大马 

旅游年，州政府通过与雪州旅游局 

推出各种旅游配套，吸引更多游客。

他说，上述旅游配套包括横跨 

瓜雪、瓜冷及巴生的雪兰莪皇家步道 
配套（Selangor Royal Trail)、于周末 

免费开放的巴生皇城古迹步行活动、 
每周六举办的加影古迹步道（Kajang 

Heritage Walk_)，以及雪州旅游局与 

各地方政府合作举办，与旅行社组织 
-次实地考察或体验之旅。

都拉昔表示，雪州政 

府目前没有将甘榜武 
吉泽拉克再也（kampung Bukit 

Cherakahjaya_)打造成农业旅游 

胜地或民宿的计划。

“不过，雪州政府通过雪 
州旅游局欢迎上述提IX,以帮 

助所有已准备好,并有潜力在国 

内外开发和推广的旅游产品。” 

他说，甘榜武吉泽拉克 

再也的居民可参考雪州多个农 

业旅游或民宿等相关的激励措 

施，并通过农业部及旅游、艺 

术与文化部的合资企业，打造 

民宿。

阿都拉昔今早回答诚信党 

中路州议员莫哈末法克鲁拉兹 

的口头提冋时，如是指出6

口

澤
拉
克
再
也
沒
建
民
宿

黃思漢：依民衆需求重規劃

黄思汉表示，雪州公共交通大蓝图的规划也确定了公交系统使用所拟议的12条具有最佳路线的 

公共交通走廊。（档案照）.

管雪基本建设、公共设施、 

农业现代化及农基T.业事务的 

行政议员依兹汉指出，雪州政府预计在3 

个月内展开耗资70万令吉的乌鲁楚措机场 
绕道（JALAN PINTAS HULU CHUCH0H 

KE KLIA)丄程。

依兹汉今n在雪州议会午休时段 

于议会走廊接受媒体追访时表示，土地 
局已原则上冏意进行乌鲁楚措机场绕道 

丁程，而州政府将在本次霄州议会结朿 

后，提呈有关$程的资料。

他说，目前双溪比力往返机场的路

线包括全长39公里的5.号联邦公路和B48 

路，车程耗时约50分钟；而K有2公里长 

的乌鲁楚措机场绕道是雪邦甘榜乌鲁楚 
措（Kg Hulu Chuchoh)通往吉隆坡国际 

机场的捷径，能够大大缩短雪邦往返双 

溪比力的车程。

他补充，工程竣工后，车程有望节 
省至少35分钟，而单程只需15至20分钟。

依兹汉表示，乌鲁楚措机场绕道相 

当重要，他也曾亲临当地巡视，而州政 

府将会裉据雪邦县土地局定下的建议展 

开这项工程。

“我们曾和大臣讨论，了解到州政 

府拥有资金及承担工程费用。根据公共 
工程局的数据，这项工程需耗资3000万 

令吉，但我们拥有其他方案，工程费只 

需70方令吉。”

依兹汉早前在何答环节回答行动 

党双溪比力州议员刘天球的口头提问时 

表示，涉及绕道的地段属于大马机场控 

股，对方之前也指计划打造第四条飞行 

跑道r因此认为不需要这个绕道。

他说，政府不能强硬展开道路工 

程，但他们有其他方案进行，譬如采取 

企业社会责任等方式，以便顺利展开绕 

道工程。

此外，刘天球也提到，有超过1万名 

双溪比力居民签名表示支持打造绕道。

(沙亚南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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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政 

府已将雪州公共交通大蓝 

图的基本文件交给雪州所. 

有政府单位及私人机构， 

以建立一个交通系_统的综 

舍规划.

拟议12条最佳公交路线

他回答行动竞万达镇州 

议员嘉玛莉亚的口头提问时 

指出，雪州政府进行雪州公' 

共交通大蓝图的研究，目的 

是为了设计出公交路线及交 

通枢纽的草图和替代方案, 

让政府可根据当前的状况及 

雪州子民的需求，制定出最 

合适的公共交通系统〇 :

他表示，雪州公共交通 

大蓝图的规划也确定了公交 
系统使用所拟议的12条具有 

最佳路线的公共交通走廊， 

间接为雪州政府解决公共区 

-域的交通问题。、.

“即便如此，执行上述 

规划仍需要各方面的参与， 

尤其是相关的运输执法机 

构，特别是联邦政府等级的 

机构。”

他说，雪州政府已在由 

经济事务部与雪州政府于8月 

9日联办的“第十二大马计 

划巡回活动”中，.列出上述 
12条公共交通走廊，以作考 

虑。

°他指出，，若该计划不适 
合或无法实施，雪州政府也 

欢迎嘉玛莉亚提出建议，根 

据当前情况和发展来修改和 

改进现有计划。

允發展項目設樂齡中心
研究納《雪州規劃指南》

思汉指出，:雪州政 

府已同薏雪州城 

乡规划组把发展商需在发展 

项目中打造乐龄人士社区中 

心空间的建议，并研究纳人s 

《雪州规划指南》第三修订 

版.中。.

部分地方政府目前 

正在与社会福利局合作，

以推行乐龄人士活动中心 
(PAWE ),让年长者活跃于'

社区及各项活动，加强社交 

能力1 - ....

分析人臉辨識等 ，

電眼測試料年尾完成

黄思汉表示，其他政府 

机构、•非政府组织与社会福 

利局合作，提供活动中心相 

关服务，而雪州至今共有16 

所乐龄人士活动中心。

他回答行动党万达镇州 

议员嘉玛莉亚的口头提问时 

表示，地方政府目前没有提 

供专门让乐龄人士使用的公 

共设施如礼堂及运动场所， 

所有设施均不分年龄层使 

用。

思汉指出，梳邦再 

也市议会的监察 

与安全视频分析管理系统的 

试验计划正处于分析测试人 

脸辨识、事物、计算人数、 
发展仪表盘（Dashboard )阶 

段，预计今年尾能完成测试 

过程。

他回答行动党甘榜东姑

州议员林怡威的口头提问时 

说，雪州议会范围目前设有 
60部类比（Analog)闭路电 

视，而八打灵再也市政厅管 

辖范围则没有相关设施。

黄思汉在回答林怡威的 

附加提向时表示，人脸辨识闭 

路电视并非全新的设施，许多 

外国都正在使用相关设备。

遏制 
制52 
公疋

共賣

合酒

醉

鬧黄思汉（前排中）在新闻发布会上针对《每日新闻》的新闻

事距
标题做出澄清，并强调地方政府都有在公共场合设置不可饮酒的 

告示牌。左起是哈利梅、蔡伟杰和扎瓦威；右起是哈斯努和莫哈 

末法克鲁拉兹。，

胃进思汉指出，为

Mi#制有人在公 

共场合醉酒闹事，滋扰安宁，州政府 

已在售卖酒精饮品指南设定店家必须 
展示只限18岁以下者买酒的告示牌，_ 

以供地方政府作为管制售卖之用途。

“不仅如此，州政府还会制定+ 

卖酒精场所的距离，比如不能太靠;ik 

宗教场所，如清真寺、庙宇、学校、j 

医院及住宅区等。”

他在回答公正党万挠州议员_ 

伟杰提问，州政府对在公共场合“# 
扰”（kacau ganggu )喝酒闹事的伞■ 

众.，将采取什么行动时，.这么表示。
.黄思汉也表示，在公共场所喝 

酒，一旦喝醉后将引发_多社会向 

题，如醉酒闹事、骚扰等，因此地方 

政府亦会加强巡逻次数，以免发生不 

愉快的事件。

“若在公共场所进行巡逻时，发 

现有人醉酒闹事’执法人员就会跟警方 

投报，以让警方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黄思汉表示，州政府目前未制 

定有关不可在公共场所喝酒或吸烟的 

条规或限制，除非联邦政府有明文规 
定，否则很难对违例者采取行动。

“地方政府也规定商家卖酒的间 

只能到晚上卯t同时商家也必须确保 

顾客不会在商店前及公开场合喝酒。1

《每》“没禁公共场所饮酒” 

标题应撤回

另一方面，'诚信党中路州议员莫 
哈末法克鲁拉兹在下午时段的2020年 

供应法案辩论环节时，针对黄思汉奄 

何答环节回答有关遏制喝酒闹事的课 

题，指有媒体报道的标题可能会挑遍 

不必要的争议/因此他希望有关报道

每曰新闻的网站于下午已修改有关 

标题，改为“在公共场所饮酒滋，事，当 

局将采取行动”。.

'能够纠正。，

“如今很多人都是标题党，沒有读 

新闻内容，我们担心的是读者可能会只 

看标题就感到不满，结果延伸和挑起其 

它课题。”

黄i、汉随即要求发言并重复其答 

案，他也直接点名马来媒体《每日新闻》 

相关报道的标题“没有禁止在公共场所 

饮酒”是并不负*任和不怀好意；他也 

促请《每日新闻》撤回与纠正该标题。

公园会设不可饮酒告示牌

黄思汉在议会结束后召开新闻发布 
会强调，现有的2005年地方条例并没有 

阻止民众在公共场合饮酒，但地方政府 

都有采取行动，在公园设立不可饮酒的 

告示牌。-

同时，蔡伟杰解释:，他在口头提问 
环节提出相关问题是为解决问题，与种 

族、宗教课题毫无关联。

此外，公正党双溪甘迪斯州议员扎 

瓦威表示，他对有关新闻的标题所挑起 

的课题深感遗憾，虽然每日新闻已更改标 

题，但他在今日下午已接获许多清真寺、 

穆斯林友人发送讯息询问有关课题。

出席新闻发布会者包括公正党斯里 

斯迪亚州议员哈利梅及诚信党摩立州议 

员哈斯努。

计在3个•月内展 
开耗资70万令吉 

的乌鲁楚措机场 

绕道工裎。

依兹汉：一 

旦有了乌鲁楚措 
机场绕道，便能 
缩短双溪比力来 
往机场的距离， 

节省至少35分钟 

的车程。

依茲漢：烏魯楚措機場繞道

料3個月内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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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大和會 社區報 星期二I 〇7

T吕采颐（左起）、叶柏权、方贵伦及单敬茵呼吁 
大家踊跃报名参加第二届民主演说坊“魅力自信口才训 

练班”，以提升个人的表达能力和自信心。

—涉及武吉免登城市中心地下隧道工程的路段, 

即汉都亚路及,滅美路，将在明年6月杪竣工。

半山芭樟卡淡比多拉路

有望年秒恢復通車
.(八打灵再也11日讯）

近9个月阶段性改道与封 

路的半山芭樟卡淡比多拉 

路（Jalan Changkat Thambi 

Dolkh ),有望在今年杪 

或明年1月竣工，并恢复通 

车。-
半山芭樟卡淡比多拉 

路是配合武吉免登城市中心 
(BBCC)的地下隧道X程，而 

展开近9个月的分阶段改道和封 

路，这期间造成该路段交通拥 

挤。

方贵伦盼速完工疏解交通

.行动党武吉免登区国会议 

员方贵伦今日出席第二届民主演 

说坊“魅力自信口才训练班”

新闻发布会时，如是指出。他 

说，BBCC地下隧道I:程所涉 

及的路段包括汉都业路（jalan 

HangTuah )及燕美路（Jalan 

Imbi),则丁•明年6月杪竣工。

他说，该隧道工程造成该区和涉 

及路段的交通更为拥挤，我们因此向有 

关当局和该工程的发展商反映，希望能 

尽快完成该隧道工程，以疏解该路的交 

通。

单敬茵促勿双重停车

吉隆坡市政局谘询理事会成员单敬 

茵表示，由于樟卡淡比多拉路在施工期 

间导致交通陷入更拥挤的状态，所以造 

成该路段的交通繁忙及停车位不足。

她促请驾驶人士给予耐心及遵守交 

通规则，勿双重停车，以免造成他人不 

武吉免登城市中心的地下隧道工程有望在今年杪或明年1月竣工，同时恢复通车a

以华语为媒介语。”
叶柏权：内容避免敏感议题

武吉免登居民理事会主席叶柏权 

说，该口才训练班的课程内容不谈政 

治、宗教及生意性质的课题，避免牵涉 

敏感议题。

他表示，参加口才训练班的学员每 
月须缴付40令吉的场地费用，学费则由 

武吉免登居民理事会资助。
“参加第一届口才训练班的学员包 

栝学生或讲师等，年龄最小的学员为11 
岁，最年长的学员则是逾60岁，因此第 

二届的口才训练班依旧没有年龄限制，

吕采颐：学员之间相互学习
第一届民主演说坊“魅力自信口才 

训练班”学员吕采颐说，参加口才训练 

班的学员都放下身分，以虚心的态度学 

习，学员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相互学 

习。

有意报名参加口才训练班者， 
可致电或透过What sApp联系单敬茵 

(012-2881 387),或叶柏权（-012-319 
1686),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通规则，勿双重停车，以免造成他人不 

便。

魅力自信口才训练班后日开课

第二届民主演说坊“魅力自信口才 
训练班”于本月14日（星期四），晚上 

8时至10时30分，在吉隆坡富都广场酒 

店（HotelPuduPlaza) 3楼会议厅正式开 
课〇

该口才训练班是由武吉免登居民理 

事会主办，共有10堂课，每堂课皆在星 
期四晚上进行，为期3个月，最后一堂 

课则在明年2月6日。

方贵伦指出，该口才训练班的主要 

目的是培养及训练学员的表达能力，从 

中增加自信心，勇于在大众面前发表谈 

话或演说，并且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表示，口才对各行各业都非常重 

要，不仅是政治人物或生意人，在谈话 

或沟通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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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邦市11日讯）掌管旅游及文 

化事务的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阿都拉昔表 

示，雪州将于12月举行介绍各族传统舞 

蹈、歌曲及食物的文化节，让国民透过 

各族文化更深一层了解彼此。

他是在昨午出席大马旅游活动时表. 
示，雪州已做好准备迎接大马2020年旅 

游年，他希望透过与不同单位合作举办 

不同种类的活动，将雪州最为独特的一 

面推广至国内外，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 

前来观光。

邀请国外媒体参与体验

“目前我们已设立拥有5种语言的 

网站，受到国外游客的青睐。另外，我 

们也向外国，包括英国、迪拜、中国 

及德国等推广雪州特产和介绍雪州产 

品

他说，雪州政府同时也邀请国外媒 

体及网媒前来雪州参与体验活动，让他 

们亲身体验后，再传达给更多人。

文化艺术品成旅游卖点

阿都拉昔表示，由国家文化艺术学院（ASWARA) 

举办的大马旅游活动包含我国各族的文化艺术特色，以各 

族#统舞蹈传达文化及艺术的讯息，让更多人了解彼此间 

的传统文化，进而达到团结及和谐生活的目的。

“这次的洁动由联邦政府及雪州政府合作举办，让活 

动更有意义d: ”

他说，雪州是一个拥有文化、艺术及历史的州属，他 

相信雪州的文化、艺术及历史将是推广旅游的重要卖点。

“雪州也成为艺术家的焦点州属，他们不仅居住在雪 

州，同时也创迨他们的文化艺术品，而这就是雪州旅游卖 
，点〇 ’’

〇出席活动者包括雪州经济策划单位旅游及文化部副主 

任何末纳兹米、国家文化艺术学院主席拿督拉西迪、教育 

圭任马亚沙哈、土团党加埔区部秘书卡马鲁扎曼及非政府 

组织IMAMiilj主席阿末非道等人。

-_阿却拉昔（左二）为大马旅游活动主持闭幕•仪式。右 

起为拉西迪、-马亚沙哈及阿末非道；左一为阿末纳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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