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CE pacu
ekonomi
anjung utara
Selangor
Shah Alam: Pembinaan Lebuh-
raya Pesisiran Pantai Barat
(WCE) dapat memberi impak be-
sar dan memacu pembangunan
ekonomi anjung utara di negeri
ini, kata Menteri Besar, Amiru-
din Shari.
Beliau berkata, ini kerana pe-

ningkatan aliran trafik melalui
WCE akan memberi limpahan
ekonomi kepada penduduk di Sa-
bak Bernam, Sungai Besar, Tan-
jong Karang, Kuala Selangor dan
Hulu Selangor.
“Pada masa sama, kerajaan ne-

geri juga meminta EXCO kera-
jaan negeri yang berkaitan me-
lihat potensi pembangunan yang
sewajarnya dibangunkan di ka-
wasan terbabit,” katanya menja-
wab soalan tambahan Ahmad
Mustain Othman (PH-Sabak) ber-
hubung jumlah peruntukan kera-
jaan negeri kepada daerah Sabak
Bernam pada sidang Dewan Un-
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di sini, semalam.
WCE sepanjang 233 kilometer

dibina dengan kos keseluruhan
RM5.044 bilion dengan RM3.122
bilion adalah kos bagi pakej pem-
binaan di Selangor, manakala
RM1.922 bilion lagi membabitkan
pakej pembinaan di Perak.
Jajaran WCE di Selangor ber-

mula dari Jalan Banting-KLIA
(B18) hingga Persimpangan Ber-
tingkat Tanjong Karang sepan-
jang 93.8 kilometer, manakala di
Perak bermula dari Jalan Perse-
kutuan (FR5) di Hutan Melintang
ke Plaza Tol Changkat Jering se-
panjang 139.2 kilometer.
Sementara itu, Amirudin ber-

kata, kerajaan negeri tidak per-
nah meminggirkan kawasan uta-
ra di negeri itu.
“Pelbagai usaha diambil dan

setakat ini, kita masih mempu-
nyai ekonomi hiliran serta per-
khidmatan di kawasan ini.
“Antaranya, Gugusan Ekope-

lancongan bagi kawasan Kuala
Selangor, Taman Negeri, Pesisi-
ran Pantai Morib dan Sungai Pe-
lek.
“Selain itu, kita turut melak-

sanakan Gugusan Perikanan dan
Akuakultur di Kuala Selangor
dan Sabak, manakala Gugusan
Pertanian dan Industri Asas Tani
bagi kawasan Tanjong Karang
dan Sungai Air Tawar,” katanya.

Pelbagai usaha
diambil dan

setakat ini, kita masih
mempunyai ekonomi
hiliran serta
perkhidmatan
di kawasan ini.
Amirudin Shar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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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ang Dewan Undangan Negeri Selangor

Selangor salur bantuan
kepada ibu ‘tinggal’
Pemohon perlu
serah pengesahan
laporan polis,
sokongan
ketua kampung
Oleh Khairul Azran Hussin
khaiazr@bh.com.my

Shah Alam: Kerajaan Selangor
akan menyalurkan bantuan ke-
pada golongan ibu ‘tinggal’ bagi
memastikan kehidupan keluarga
mereka lebih terurus.
Ibu ‘tinggal’ ialah isteri yang

diabaikan dan ditinggalkan
suami dalam tempoh tertentu se-
hingga menjejaskan kehidupan
golongan itu serta anak mereka.
Pengerusi Jawatankuasa Kesi-

hatan, Kebajikan, Pemberdayaan
Wanita dan Keluarga negeri, Dr

SitiMariahMahmud,berkata ibu
‘tinggal’ perlu menyerahkan pe-
ngesahan laporan polis dan so-
kongan ketua kampung bagi me-
layakkanmerekamenerima ban-
tuan itu.
“Bantuan disalurkan kepada

golongan ini agak sukar dilak-
sanakan kerana mereka masih
mempunyai suami yang sah, te-
tapi suami ini seperti biskut ‘chi-
psmore’ kerana sekejap ada se-

kejap tiada.
“Berbeza dengan ibu tunggal

yang mempunyai pendaftaran
(cerai atau kematian) yang sah,
tetapi sebaliknya pula keadaan
bagi ibu ‘tinggal’.
“Bantuanuntuk anak ibu ‘ting-

gal’ juga sukar diberikan beri-
kutan mereka tidak dikategori-
kan sebagai anak yatim,” kata-
nya pada sidang Dewan Unda-
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di

sini, semalam.
Beliau menjawab soalan tam-

bahan Rizam Ismail (BN-Sungai
Air Tawar) yang ingin tahu ban-
tuan boleh disalurkan kepada go-
longan isteri yang diabaikan
suami.
Terdahulu, Rozana Zainal Abi-

din (PKR-Permatang) bertanya
bilangan ibu tunggal yang ber-
jaya dibantu denganmemberi pe-
luang pekerjaan atau perniaga-
an.
Mengulas lanjut, Dr Mariah

berkata, seramai 614 peserta ber-
jaya dilatih menerusi Program
I-Kit dan I-Keunit sejak 2010 se-
hingga 2017.
“Antara kemahiran diajar ke-

pada golongan ibu tunggal ialah
kursus pastri, jahitan baju ku-
rung, kraf tangan, spa, reflek-
sologi, sulaman manik, persona-
liti dan kecantikan, produk In-
dustri Kecil dan Sederhana (IKS),
francais dan penyediaan maka-
nan,” katanya.

Dr Siti Mariah Rizam Is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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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mbinaan WCE beri
impak pembangunan
Shah Alam: Menteri Be-
sar, Amirudin Shari ber-
kata, pembinaan Lebuh-
raya Pesisiran Pantai Ba-
rat (WCE) memberi im-
pak besar serta memacu
pembangunan ekonomi
Anjung Utara di negeri
ini.
Beliauberkata, pening-

katan aliran trafik yang
melalui WCE akan mem-
beri limpahan ekonomi
kepada penduduk di Sa-
bak Bernam, Sungai Be-
sar, Tanjong Karang,
Kuala Selangor dan Hulu
Selangor.
“Pada masa sama, ke-

rajaan negeri juga me-
minta Exco kerajaan ne-
geri yang berkaitan me-
lihat potensi pembangu-
nan yang sewajarnya di-
bangunkan di kawasan
terbabit,”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

an ketika menjawab soa-
lan tambahan Ahmad
Mustain Othman (Ama-
nah-Sabak) berhubung
jumlah peruntukan kera-
jaan negeri kepada dae-
rah Sabak Bernam pada
Sidang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di
sini, semalam.
WCE sepanjang 233 km

dibina dengan kos kese-
luruhan RM5.044 bilion
dengan RM3.122 bilion
adalah kos bagi pakej
pembinaan di Selangor
manakala RM1.922 bilion
lagi membabitkan pakej
pembinaan di Perak.
JajaranWCE di Selang-

or bermula dari Jalan
Banting-KLIA (B18)
hingga Persimpangan
Bertingkat Tanjong Ka-
rang sepanjang 93.8km
manakala di Perak ber-
mula dari Jalan Perseku-
tuan (FR5) di Hutan Me-
lintang ke Plaza Tol
Changkat Jering sepan-
jang 139.2 km.
Dalam pada itu, Ami-

rudin berkata, kerajaan
negeri tidak pernah me-
minggirkan kawasan
utara di negeri itu.
“Pelbagai usaha sudah

diambil setakat ini. Se-
takat ini, kita masih
mempunyai ekonomi hi-
liran dan perkhidmatan
di kawasan berkenaan.
“Antaranya Gugusan

Eko-Pelancongan bagi
kawasan Kuala Selangor,
Taman Negeri, Pesisiran
Pantai Morib dan Sungai
Pelek.
“Selain itu, kita turut

melaksanakan Gugusan
Perikanan dan Akua-
kultur di Kuala Selangor
dan Sabak manakala Gu-
gusan Pertanian dan In-
dustri Asas Tani bagi ka-
wasan Tanjung Karang
dan Sungai Air Tawar,”
katanya.

‘‘Pada masa sama,kerajaan negeri juga
meminta Exco
kerajaan negeri
yang berkaitan
melihat potensi
pembangunan yang
sewajarnya
dibangunkan
di kawasan
terbabit”

Amirudin Sh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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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at kos operasi, bahan api
KDEB Waste 

Management jalin 
kerjasama dengan 

Petronas Dagangan 
Berhad

MUHAMMAD AMINURALIF 
MOHD ZOKI

SHAH ALAM 

KDEB Waste Management 
memeterai perjanjian ber-
sama Petronas Dagangan 

Berhad sebagai menyokong Pet-
ronas SmartPay Fleet Card 
Scheme. 

Usaha itu juga membuktikan 
keyakinan syarikat tersebut ter-
hadap produk tempatan, khusus-
nya minyak keluaran Petronas.

Perjanjian tersebut diwakili 
Pengarah Urusan KDEB Waste 
Management, Ramli Mohd Tahir 
dan Pengarah Urusan Petronas 
Dagangan Berhad, Datuk Seri 
Syed Zainal Abidin Syed Moha-
med Tahir yang disaksikan oleh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
din Shari.

Ramli berkata, beliau yakin 

Amirudin (enam dari kiri), Syed Zainal Abidin (lima dari kiri) dan Ramli (tiga dari kanan) selepas Majlis Menandatangani 
Perjanjian SmartPay Fleet Card Scheme antara KDEB Waste Management dan Petronas Dagangan Berhad di Shah Alam 
semalam. 

kerjasama antara KDEB Waste 
Management dan Petronas Da-
gangan Berhad mampu membe-
rikan penjimatan kepada sub 
kontraktor syarikat berkenaan, 
khususnya melalui penawaran 
rebet dan insentif lain.

“Kami yakin dapat menjimat-
kan kos operasi yang semakin 
meningkat setiap hari, khususnya 
kos bahan api,” katanya pada Maj-
lis Menandatangani Perjanjian 
Petronas SmartPay Fleet Card 
Scheme bersama Petronas Da-
gangan Berhad di Shah Alam 

Convention Centre (SACC) di 
sini semalam.

Hadir sama, Exco Kerajaan 
Tempatan, Pengangkutan Awam 
dan Pembangunan Kampung 
Baru, Ng Sze Han.

Ramli berkata, kolaboratif itu 
membolehkan pihaknya me-
mantau dan membuat analisis 
trend penggunaan minyak untuk 
lori KDEB Waste Management.

“Ini kerana semua data peng-
gunaan minyak akan dapat di-
uruskan secara berpusat dengan 
lebih sistematik. Perjanjian hari 

ini (semalam) adalah fasa perta-
ma kerjasama antara kedua-dua 
pihak dan akan diteruskan untuk 
fasa seterusnya.

“Dengan keberadaan stesen 
minyak Petronas di lokasi stra-
tegik di seluruh Malaysia, ia akan 
memberi kemudahan kepada 
pihak subkontraktor kami untuk 
mengisi minyak lori kompaktor 
dan jentera (roro) mereka di 
mana-mana stesen Petronas 
yang berdekatan,” katanya.

Beliau berkata, KDEB Waste 
Management dahulunya sebuah 

syarikat kecil yang hanya mem-
punyai tiga kakitangan tetapi kini 
memiliki seramai 300 kakita-
ngan, hampir 1,000 buah lori, 
1,000 subkontraktor dan kira-
kira 8,000 pekerja di lapangan 
setiap hari.

“Tanggal 1 Julai 2016 adalah 
tarikh yang amat bersejarah ke-
rana syarikat ini telah mula ber-
operasi secara rasmi di kawasan 
Majlis Perbandaran Klang 
(MPK) sebagai projek perintis.

“Sehingga hari ini, daripada 
keseluruhan 12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di Selangor, pi-
hak kami telah beroperasi di 11 
PBT kecuali Majlis Bandaraya 
Shah Alam (MBSA) yang bakal 
menerima perkhidmatan dari-
pada kami pada awal tahun de-
pan,” katanya.

Ramli berkata, KDEB Waste 
Management juga telah mem-
buat satu anjakan paradigma 
dalam pengurusan sisa pepejal 
di Malaysia.

“Kami memiliki model per-
niagaan yang unik dan telah 
membuat pelaburan besar de-
ngan membeli lori kompaktor 
serta roro baharu yang sesuai 
untuk industri sisa pepejal dan 
pembersihan awam di Selangor,"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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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kan untuk umat Islam’
Tindakan boleh 
diambil kepada 
umat Islam yang 

minum arak

NUR FARHANA 
ABDUL MANAN

SHAH ALAM

T iada sebarang kebena-
ran meminum arak 
kepada umat Islam di 

Selangor sama ada di tempat 
terbuka atau tertutup.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Meru, 
Mohd Fakhrulrazi Mohd 
Mokhtar berkata, tindakan 
boleh dikenakan di bawah 
Seksyen 18 (1)(2) Enakmen 
Jenayah Syariah Negeri Se-
langor 1995 terhadap umat 
Islam yang minum minu-
man keras.

Menurutnya, bagaima-
napun, orang bukan Islam 
tidak terikat dengan perun-

rokok tetapi kenyataan itu 
hanya merujuk kepada rak-
yat bukan Islam di negeri itu.

Dalam pada itu, Sze Han 
berkata, Undang-Undang 
Kecil Taman (2005) yang 
digunapakai oleh pihak ber-
kuasa tempatan (PBT) di 
Selangor tidak menetapkan 
larangan untuk meminum 
arak di taman awam. 

Menurutnya, jawapan 
yang diberi pada sesi sidang 
DUN itu merujuk kepada 
sesi soal jawab Dewan Ne-

Perlu wujud larangan minum 
arak secara terbuka

SHAH ALAM - Satu dasar larangan minum arak 
di tempat awam perlu diwujudkan bagi memeli-
hara kesucian Islam sebagai agama Persekutuan.

Ketua Pemuda Pas Selangor, Hanafi Zulkapli 
berkata, peruntukan sedia ada terlalu terbuka dan 
tidak bersifat mencegah kerana tindakan penguat-
kuasaan hanya dikenakan jika wujud perkara yang 
tidak diingini.

“Islam sudah menetapkan arah membawa ke-
mudaratan dan kajian makmal membuktikan ba-
hayanya termasuk kemalangan, pergaduhan dan 
sebagainya,”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di sini 
semalam.

Beliau berkata, dasar larangan minum arak 
secara terbuka di tempat awam akan memboleh-
kan kawalan secara menyeluruh ke atas setiap 
orang Islam dan bukan Islam secara umum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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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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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 SZE HAN

agaganiaga
ng

Laporan Sinar Harian semalam.

MOHD FAKHRULRAZI

geri Selangor bertajuk Kacau 
Ganggu Di Kawasan Awam 
yang ditanya oleh ADUN 
Rawang, Chua Wei Kiat.

“Jawapan ini telah disa-
lahtafsir oleh media.

“Walaupun tiada lara-
ngan ditetapkan dalam Un-
dang-Undang Kecil Taman 
2005, PBT telah mengambil 
inisiatif memasang papan 
tanda peringatan melarang 
minuman keras di kawasan 
awam bagi menjaga kesele-
saan dan ketenteraman,”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
taan di sini semalam.

tukan Enakmen Jenayah 
Syariah itu.

“Sebagai wakil rakyat 
Muslim, saya membantah 
dan menegaskan tiada se-
barang kebenaran sama ada 
minum di tempat terbuka 

atau tertutup. Bagi mereka 
yang bukan Muslim perlu 
memahami sensitiviti umat 
Islam,” katanya ketika dihu-
bungi di sini semalam.

Semalam Sinar Harian 
melaporkan Exco Kerajaan 

ISU TIADA

LARANGAN MINUM ARAK

DI TEMPAT AWAM

Tempatan, Pengangkutan 
Awam Dan Pembangunan 
Kampung Baru Selangor, Ng 
Sze Han pada sesi sidang 
Dewan Undangan Negeri 
Selangor (DUN) berkata, 
tidak ada pera turan mela-
rang orang ramai minum 
arak di tempat awam di Se-
langor seperti larangan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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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of 
possibilities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plans 
to revitalise the Chetty Padang 
in a bid to encourage community 
engagement, with stakeholders 
and former sportsmen 
welcoming the idea. >2&3 

Performance stage 

Multipurpose 
court 

,— Maze 
garden 

Grand stand 

Dry fountain 

Food truck 

Archway 
Taman Warisan 

Page 1 of 3

13 Nov 2019
The Star, Malaysia

Author: Edward Rajendra • Section: Metro • Audience : 175,986 • Page: 1TO3
Printed Size: 2021.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01,709.00 • Item ID: MY0037853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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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iving good ol1 

Chetty Padang 
MPK working to transform field into urban oasis 
with aim to attract people of all ages 

Stories by EDWARD RAJENDRA 
edward@thestar.com.my 

KLANG residents are in support 
of the local council's plan to spend 
an estimated RM2.5mil to restore 
the neglected Chetty Padang in 
Jalan Bukit Jawa, Klang. 

Klang Municipal Council's 
(MPK) Gardens Parks and 
Recreation Department acting 
director Nurul Huda Bahrom said 
it planned to revitalise and return 
the old sports field to function as 
an important public space. 

She said with the upgrading 
project, people would have access 
to more public parks and public 
amenities. 

"Our department's aim is to 
spur a new era of resident engage-
ment, public involvement and 
community-building. 

"The approved allocation gives 
MPK an opportunity to turn this 
triangular field, the size of a little 
more than three football fields, 
into an urban oasis for people to 
come together. 

"It is the only green lung in the 
area," she said. 

Chetty Padang, which is within 
Little India's enclave was popular 
from the 1940s to 1980s as a pub-
he space for sporting activities 
such as cricket and hockey. 

Nurul said MPK was working 
with a landscape architecture,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urban design firm to transform 
the 1.34ha field at Lot. 42 to 

a place that would appeal to 
millennials, senior citizens, sports 
enthusiasts and children. 

"In engaging with the public, 
we know that many of them want 
sporting facilities to be main-
tained and enhanced. 

"We understand that the field 
has been used since the mid-1940s 
as a training ground for cricket, 
football, hockey and athletics. 

"It was a wide parcel of land 

until the 1970s but more than half 
has been taken up for the south 
Klang district police station and a 
carpark across the Hindu temple," 
she said. 

Nurul said a dry fountain plaza, 
maze garden, multipurpose games 
courts, chess plaza, terrace seat-
ing, seating plaza, football field, 
mini grand stand and jogging 
track were among the ideas pro-
posed by the consultant architect 

Aerial view of the triangular Chetty Padang in Klang's Little India, with the Sri Nagara Thandayuthapani temple on the left, Jalan Dato Hamzah on the 
right and Jalan Kota at the end of the field. - Photos: IZZRAFIQ ALIAS/The Star 

SMttttii 

A view of Padang Chetty with the Sri Nagara Thandayuthapani temple in the background. 

Nurul says the upgrading of Padang Chetty will 
mean more public parks and public amenities for 
the people. 

HAN KAWASAN CADANGAN |6«y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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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STAND MULTIPURPOSE COURT 

TIMBER LOOSE 
DECKING 

MAZE GARDEN 

JOGGING TRACK 

LOOSE GRAVEL 

TERRACE SEATING OVERLOOKING 
THE MAZE GARDEN 

i 

and urban designer. 
"In the recommended plans, an 

archway with the proposed name 
Taman Warisan will be built at 
the main entrance that is along 
the same road as the Sri Nagara 
Thandayuthapani Temple, Jalan 
Bukit Jawa. 

"We also plan to have at least 25 
food trucks. 

"Our goal is to create more job 
opportunities for locals in tour-
ism," she said.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Indi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KLSICCI) Klang 
Chapter chairman N.P. Raman 
was happy that MPK planned to 
make Little India more appealing 
to locals and foreign tourists. 

"MPK's Gardens Parks and 
Recreation Department is doing 
the right thing as the public park 

can be a catalyst for positive 
change in Little India towards 
community building," he said. 

"MPK must also consider using 
timber wood for the benches and 
picnic tables. 

"The new field must also be 
child-friendly with the use of 
grass over concrete for the 
ground. 

"The park must also cater to 
senior citizens and take into 
account their needs and mobility 
issues," he said. 

Resident Robert Lee, 71, said 
Klang folk were happy with MPK's 
decision to upgrade the field and 
that it was long overdue and a 
milestone. 

"It is a huge investment but will 
benefit the public as it will inject 
urban vibrancy into the field," he 
said. 

Lee said the urban planner 
should hold an exhibition of the 
proposed project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plans and give 
constructive input. 

Little India businessman 
Michael Lim, 72, gave the thumbs 
up for the project and agreed with 
Lee that stakeholders should be 
kept informed on plans for the 
project through an exhibition or 
an artist impression on social 
media. 

"These days, people connect on 
social media and it will be good if 
MPK puts up the plans for people 
to hav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to expect. 

"I support the refurbishment of 
Chetty Padang as it will create a 
people-centred urban space and 
strengthen ties among the peo-
ple," he added. 

INTERLOCKING PAVEMENT 
WALKWAY 

Artist's 
impression 
of the 
proposed 
terrace 
seating area 
(above) as 
well as 
the multi-
purpose 
plaza and 
court (below) 
for the 
rejuvenated 
Chetty 
Padang. 

| PERFORMANCE STAGE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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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sportsmen happy 
with plans for field 
CHETTY Padang, which was a 
training ground for numerous 
sportsmen, gets its name from the 
Chettiar merchants of Tamil Nadu 
in South India who conducted 
their moneylending business 
across the field at Jalan Raya 
Barat, Klang. 

Adding to that, the 150-year-old 
Sri Nagara Thandayuthapani 
Hindu temple and the Nattukotai 
Chettiar town house on one side 
of the field are managed by the 
Chettiar community. 

Former national hockey league 
assistant manager P. Mohan, 62, 
who represented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in many sports 
events in the past, said the field 
was a popular place for the com-
munity to gather in the evenings 
during the 1970s. 

"As a student, I saw them at the 
field and later in the mid-1970s 
and even 1980s, the Chettiars 
formed part of Klang's Little India. 

"From these roots many Indian 
merchants went on to grow in the 
area, hence todays Indian busi-
ness enclave," he said. 

Mohan added that Chetty 
Padang was a grass pitch 
where students trained under the 
national School Development 
Programme in the 1980s. 

"The field was under MPK 
Engineering Department's pur-
view. Its technical team was led by 
the late Tan Leong Hong, a task 
master who ensured that every 10 
days, the pitch and its surround-
ing area was maintained." 

Mohan said from 1978 to 2004, 
he had participated in at least 500 
hockey friendly matches there. 

"In 1987, most sportsmen 
moved to the Pandamaran Hockey 
Stadium because of its artificial 
turf. It was good for fast play and 
precise ball control." 

He said with the new artificial 
turf, fewer sportsmen played at 
Chetty Padang. 

From 1997 onwards, the field's 
condition deteriorated as it was 
poorly maintained. 

Nevertheless, people from 
nearby neighbourhoods still use 
the field for football training or to 
play basketball. 

Former national hockey league 
manager Anthony Louis, 62, said 
Chetty Padang was a historical 
field for sportsmen but agreed 
that it was time MPK did some-
thing to breathe new life into the 
neglected public space. 

"I am happy that MPK has pro-
posed that various new elements 
be added to keep up with the 
times but there must be a ground 
for football and hockey. 

"We must keep the sporting 
spirit intact," he said, adding that 
upgrading Chetty Padang would 
encourage millennials and people 
of various ages to visit the field. 

Former MPK Health Department 
director Zulkifli Abbas, who 
retired from playing international 
hockey after the Los Angeles • 
Olympics in 1984, said Chetty 
Padang was close to his heart. 

"It was here that I was moulded 
to become the nation's No. 1 goal-
keeper and I used to run up the 
slopes for stamina. 

"Chetty Padang is the ground 
that produced the likes of the late 
Sukhvinderjeet Singh, S. Siva-
balan, Abdul Rahi Ahmad, Zulkifli 
Zainal, Mohd Jailani Jamil, S. 
Prabaharan, M. Shanmuganathan, 
S. Sivabalan and K. Ghandinesan, 
among the many who made it in 
sports," he added. 

Former national coach C. 
Paramalingam, 84, said Chetty 
Padang used to be the centre of 
activity for Klang's youngsters 
who were active in hockey, foot-
ball and cricket. 

"Chetty Padang has a rich tradi-
tion in producing great players 
who represented the council, state 
and nation. 

"MPK must maintain two pitch-
es for football and hockey and 
encourage the games to continue. 

"It is good that the field would 
be rejuvenated and not left in a 
neglected state," he added. 

Mohan: In 1987, most sportsmen 
moved to the Pandamaran Hockey 
Stadium as it had an artificial turf. 

Paramalingam: Chetty Padang 
used to be the centre of activity 
for youngsters who played hockey, 
football and cricket. 

Zulkifli: Chetty Padang has 
produced many great sportsmen. 

Louis agrees it is time for MPK to 
rejuvenate the neglecte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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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ASSEMBLY Politicians with relevant experience can hold top posts in local councils >4 
VIJENTHI NAIR and GRACE CHEN at the Selangor State Assembly 

6 Events STARMETRO, WEDNESDAY 13 NOVEMBE

'Politicians can head local councils1 

Those appointed must have relevant skills and expertise to bring to the role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can be 
appointed to top management 
positions in local authorities, says 
Ng Sze Han. 

However, the state local govern-
ment, public transport and new 
village development committee 
chairman added that many 
aspects needed to be considered 
before the appointment. This 
would include the candidate hav-
ing the relevant management 
experience because overseeing a 
local authority was not easy, he 
said. 

Ng was replying to a question by 
Mohd Sany Hamzan (PH-Taman 
Templer) on whether the state 
would consider appointing politi-

cians to head such bodies. 
To a follow-up question from 

Harumaini Omar (PH-Batang Kali) 
on vacancies in local authorities, 
Ng said transfer of staff — wheth-
er permanent or temporary — 
was common in agencies to fill 
vacancies with those with the rele-
vant skills and required expertise. 

"The state does not have a 
mechanism or schedule to change 
the top management between 
local authorities, as it will depend 
on the present need, in line with 
the law. 

"For local authority staff, 
excluding the top management, 
redesignation and transfers are 
done within the local authority 

according to their needs," he said. 
Ng sai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rough the Housing and Local 
Government Ministry was study-
ing the feasibility of forming a 
Local Authority Service 
Commission to facilitate these 
transfers. 

"If successful, all staff transfers 
including those in the top manage-
ment between the local authorities 
are expected to boost their career 
development," he added. 

Ng said all transfers within the 
local authorities were at the dis-
cretion of the mayor or council 
president. 

"If a transfer that is not related 
to ones qualification is made, com-

plaints can be lodged with the 
state for investigation," added Ng. 

Selangor Mentri Besar Amirudin 
Shari (PH-Sungai Tua) said the 
transfers between local authorities 
in the state in 2009 and 2010 
resulted in some positions remain-
ing vacant for long periods. 

"Such transfers can only happen 
if the person and the local authori-
ties concerned are agreeable. 

"The ministry's initiative to form 
a commission is encouraged 
because it will enable transfers 
between the local authorities in 
the country. Otherwise, Selangor 
will implement a mechanism to 
facilitate such transfers within the 
state," he said. 

u 
The state does not 
have a mechanism or 
schedule to change 
the top management 
between local 
authorities, as it will 
depend on the present 
need, in line with the 
law. 

Ng Sze Han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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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sting development in Selangor's 
northern corridor districts 
ECOTOURISM and agriculture 
plans will be implemented in the 
districts of Sabak Bernam, Kuala 
Selangor and Hulu Selangor to 
boost development in the areas. 

Mentri Besar Amirudin Shari 
said in the agriculture sector, a 
technical committee under the 
State Economic Planning Unit 
(UPEN) had been established to 
discuss plans to increase produc-
tion and introduce new types of 
food crop for livestock. 

This would reduce the state's 
dependence on imported animal 
feed, said Amirudin during the 
question-and-answer session. 

Plans include the cultivation of 
sorghum — a cereal grain popu-
larly used as animal feed but now 
used for the manufacturing of glu-
ten-free flour — in Sungai Panjang 
and a 40.47ha roselle cultivation 
project in Sungai Ayer Tawar for 
the local and export markets. 

He said the state government 
was also introducing the cultiva-
tion of lemon myrtle, a flowering 
plant predominantly used in the 
manufacture of essential oils, in 
Sungai Tengi. 

The project, to be undertaken 
by a private company, would occu-
py 48.56ha and would be the first 
and largest of its kind in the coun-
try. 

For ecotourism, Amirudin said 
four pilot projects promoting 
homestay elements, commercial 
accommodation, extreme sports, 
jetties and boat services were 
launched in July at Taman Tasik 

Millennium, a recreational park in 
Kuala Kubu Baru. 

To a question about Invest 
Selangor's foreign missions to woo 
investors, state investment, indus-
try and commerce, and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committee 
chairman Datuk Teng Chang Khim 
said 16 delegations went to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Japan, the 
Philippines, Hong Kong, Taiwan, 
China and Indonesia to offer 

information, advisory services as 
well as start-up or expansion 
assistance to potential and exist-
ing investors. 

The total cost for these missions 
up to September was estimated at 
about RM12mil and took into 
account the publication of promo-
tional materials and exhibition 
organisation and participation. 

From January to June this year, 
the total investment capital by for-

Selangor plans to 
increase roselle 
cultivation in the 
state as part of 
efforts to 
introduce new 
types of food crop 
for livestock and 
export purposes. 
— Filepic 

eign investors in Selangor for 
approved projects in the manufac-
turing sector stood at RM3.82bil, 
said Teng. 

He named China as contributing 
the most to the state's foreign 
investment programme. 

Chinese consumers had also 
developed a liking for Malaysian 
3-in-l coffees, biscuits ^nd durian, 
as well as electronic products, he 
added 

Page 1 of 1

13 Nov 2019
The Star,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 Audience : 175,986 • Page: 4
Printed Size: 368.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8,591.27 • Item ID: MY003785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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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兆福:B生说了算
(吉隆坡12日讯）对于商用车辆司机的体检能否过关上

路，交通部长陆兆福声明，只有医生才能证明一个人是否适 

合开车。

华玲区国会议员拿督阿都阿兹周二在国会下议院问答环节，提出附加提 

问关于丹绒比艾一名罗里司机因为体检报告证实患上糖尿病，而不获准继续 

驾驶上路一事。

对此，陆兆福回应说，“如果一个人适合工作，我不认为那会是一个课 

题。如果司机是健康的，陆路交通局亮绿灯并没有问题。”

他说明，也只有医生可以确诊一个人是否适合开车上路。

上个月31日，一批罗里司机因陆路交通局在更新罗里执照方面施加严 

厉条件，包括需体检证明健康情况，更有传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无法更新执 

照后，展开抗议行动。虽然当局否认此事，但罗里司机同业仍在全国各地进 

行抗议。

陆兆福指出，假设罗里司机获得医生证明可继续驾驶，患有高血压及糖 

尿病的罗里司机还是可以更新驾驶执照。

他指出，不是所有糖尿病或高血压患者都不能驾驶罗里，但只有医生可 

以鉴定一个人的健康情况是否适合驾驶，而不是陆路交通局。

“因此，陆路交通局无法鉴定一个人的健康情况，只有医生可以，所以 

只要他们（罗里司机）接受治疗，吃药以及获得医生证明可驾驶，就没有问 

题。”

他强调，政府关注罗里司机福利，但对于民众的安全问题也不会妥协。

“我们也一直在寻找基金来协助他们，相信华玲（国会议员）也有很多 

基金可以提供援助。”

另外，陆兆福在回答荅都加湾区国会议员卡斯杜丽的提问时也披露，为 

了确保良好的供应，政府正在考虑针对商用车辆驾驶员建设一个全国数据

陆兆福：只有医生可以确诊一个人是否适合开车上路。（档案照）

库0

他说，有关数据库旨在监测商用车辆驾驶员，以及消除不良驾驶，但建 

设前政府还需要进行详细研究。#

沈良西会见我国议员
“彰显大马挺柬国民主”

我流放的柬埔寨反对党 

^领袖沈良西今天在国会 
与我国国会议员会面，并形 

容这项会面极具意义，彰显 

马来西亚的国会议员和政党 

支持柬埔寨的民主。

他相信，这是关心柬埔 

寨民主大马的国会议员和政 

党要传给柬埔寨人民一项讯 

息，柬埔寨人民肯定会感激 

大马人民和国会议员。

他也表示没有在交流会 

上提出任何协助，并相信大 

马的国会议员能很好地推广

民主理念。

他续说，除了中国以 

外，全球都支持柬埔寨恢复 

民主。

他说，结合内部和外在 

压力，是柬埔寨目前恢复民 

主的最好时机，他原本希望 

能尽快回到柬埔寨，但泰国 

当局在受到柬埔寨首相洪森 

的压力下，阻止他登上从巴 

黎飞往泰国的航班。

他说，柬埔寨的民主问 

题关系到该国从中国手中独 

立，并强调不会允许中国在

柬埔寨的土地上建设军事设 

施0

沈良西在应公正党苔东 

埔国会议员努鲁依莎之邀， 
到国会与我国国会议员的交 

流后，于国会大厦门口外接 

受媒体访问时，如是指出。

询及他返回柬埔寨的日 

期时，沈良西指出，一旦获 

得在柬埔寨同僚确认一些可 

能性后，就会尝试寻求其它 

管道返国。

另一方面，柬埔寨救国 

党（CNRP)副主席莫淑华

沈良西（中）与莫淑华周二到国会与议员们会面后，向媒体 

发表谈话。

(MuSochua)则会在今日离 但她以安全理由，拒绝

开大马。 透露她的目的地国家。#

骗局受害者多是女性
杨巧双：别轻易汇款陌生人

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说，大部分澳门骗局和 

父二1非洲骗局的受骗者是女性。

她指出，今年1月至10月，政府接获1911宗澳门骗局投 

报，其中1109宗荼件的受骗者是女性。

杨巧双今（12曰）天在国会走廊和内政部副部长莫哈末阿吉 

斯召开联合记者会时说，她指出，政府在上述期间接获1303宗 

非洲骗局的投报，其中女性受骗者有1070人。

“不法集团通常联络受害者，说一些令女性感到害怕的话，例 

如指他们涉嫌罪案、有欠债或有传票等。”

“如果接到类似电话，公众受促向相关机构查询。”

“不要轻易相信，也不要跟从指示给出大马卡（身份证）号码 

或银行户头号码。”

另一方面，杨巧双提醒公众，不要汇款给从网上认识的人士，以 

免坠入非洲骗局的陷阱。此外，莫哈末阿吉斯说，警方已经设立网 

站 http://ccid.rmp.gov.my/semakmule，让公众查询钱驴户头。

他指出，警方将在上述网站发布正在调查的银行户头号码， 

公众受促不要汇款到有关户头。#

杨巧双：大部分澳门 

骗局和非洲骗局的 

受骗者，都是女性。

西维尔：我国仍有 

权重新检讨新加坡 

水供价格。

西维尔：根据马新协议

我国有权检讨水供价格
7[^源、土地及天然资源部 

长西维尔说，虽然新加 

坡指随着我国没有在1987年 

至2012年期间检讨水供价格 

后已失去这项权利，但我国仍 

有权重新检讨。

他指出，总检察署已经证 

实，根据1962年水供协议第 

14条文，在协议签署后，每 

年仍可检讨水供价格。

他说，该部准备针对此事 

与新加坡当局会面。

“我们希望新加坡可以接 

受我国政府的建议，以商讨这 

项课题。我们需要这么做，因为 

(每1000加仑3仙）水价不合 
理，若与其他国家出售原水的 

价格比较，也显得太便宜。” 

他今天（12曰）在国会

下议院部长问答环节时，回答 

希盟昔加末国会议员拿督斯里 

山达拉的提问时，这么说。
西维尔举例，中国以每 

1000加仑14令吉50仙售水 

给香港，每1000加仑5令吉 

8◦仙售水给台湾，而在国 

内，彭亨以每1〇◦◦加仑46仙 

出售原水给雪兰莪，柔佛以每 

100◦加仑46仙出售原水给马 

六甲。

因此，他说，我国不应该 

继续以每1〇〇〇加仑3仙的价 

格售水给新加坡。

他指出，我国需要耗资确 

保新加坡每天从柔佛河抽取2 

亿5000万加仑原水，该部也 

花费将近1亿令吉建设屏障， 

避免海水进入河中。#

沙比里：推出新政策

选委会应生与各党讨论
会反对方领袖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 

认为，选举委员会在推出任何新政策 

前，应该跟各政党开会讨论，而不是仅发函 

通知新条规。
他周二在国会走廊接受媒体询问时指 

出，此前，仅是在举办政治演讲前，需要向警 

方申请准证，如今就连沿户拜访前要申请准 

证，以及竞选车在开动时，不能打开扬声器 

及宣传片。他质疑选委会，究竟为何要落实 

新的政策？

“难道是为了让希盟赢得丹绒比艾国席 

补选？ ”他也不清楚选委会究竟是依据哪些法令，来制定这些新条 

规。

他希望选委会仍然是保持独立的机构，而不是受联邦政府掌 

控;并质疑若选委会违法，巫统会不惜寻求法律途径来处理此事。

“我们会研究此事，若证实选委会违法，我们会入禀法庭寻求 
公平。” #

依斯迈沙比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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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仅禁飞美额外航班

民航局降级无碍马航
(吉隆坡12日讯）经济事务部

K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认为， 

美国联邦航空局把马来西亚民 

航管理局的航空监管级别下调

至第2级，并不会对马航带来 

巨大影响。

他说，目前对方并没有撤 

走现有的航班起降时刻、安排

和行程，而只是不能进人美国 

的额外航班。

阿兹敏在国会走廊针对美 

国联邦航空局的行动，可能对 

马航构成的影响，如此回答新 

闻界的问题

他说，尽管美国联邦航空 

局下调级别是一项严重的问 

题，但此事仍在调查中-

“这个问题是关于观点， 

因为美国当局关注航空公司监 

管，而不是针对航空公司。

“一般人以为这似乎会对 

马航和其他从我国离境的航空 

公司造成重大影响，我们需要 

纠正这种观念，这是与监管机 

构有又，我们需要处理美国当 

局提出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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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位少欠规划坑洞多

腦酿停车麵
(加影12日讯）加影医院停车场坑洞 

处处，泊车位也没妥善规划，民众胡 

乱泊车问题常现，引发诟病！

据《南洋商报》记者了解，加影

医院向来泊车位短缺’院方虽在水槽 

旁开辟更多泊车位，但却没完善道路 

设施，以致出入停车场的道路到处是 

坑洞。

■其是一旦下雨，这些

夕匕坑洞被水淹盖后对民 

众构成威胁，更不时发生车底 

卡人洞的事件，不少民众中招 

后只能徒叹哀哉，若问题不严 

重还好，否则得花费修理。

据观察，加影医院水槽旁 

有逾百个泊车位，惟因没妥善 

规划，一些泊车位积水，加上 

大树被砍后粗壮的树干没移 

走，以致相关空间也无法泊 

车0

民众投诉时说，3个月 

前，停车场的坑洞不大，只是 

小洞，惟相信W久无填补，停 

车场的路烂问题R趋恶化，小 

洞变大坑，对出人的轿车司机 

构成威胁《

大路旁违法泊车

加影医院院方为免民众胡 

乱泊车引发更严重的阻塞问 

题，除了在转角处置放路障， 

也以路障分隔道路，阻止民众

I

• Hfl炉7从1
'

_丨丨
fill 丨

加影医院泊车位严重短缺，院方只好在转角处置路障，以防民众泊车

把车子停在路中。

由于泊车位短缺，很多时 

候，民众兜兜转转多圈仍无法

找到泊车位后，惟有把轿车停 在大路旁属违法行为，会接到违

在医院外面的大路旁。 例泊车的罚单，W此促请市议会

不过，民众也担心把车辆停 及执法单位等酌情处理。

m::、1 凝

魏
黎，..

：•於V ’ A’ -

I
刘云汉接获民众投诉，指加影医院停车场路洞处处。

刘云汉盼善士

报效沙石暂补洞
加影医院巡察员刘云汉今 

日受询时说，医院虽有整300 

个泊车位，但不足于供民众及 

医务人员使用，W此该院泊车 

位向来短缺。

“接获投诉指停车场坑洞 

处处后，就向院方反映，院方 

表示11月初已致函雪州卫生 

局，但因今年的款项已用完， 

卫生部要求明年再度提呈申 

请。”

他说，停车场的道路已严 

重损坏，坑洞不可能等到明年 

才填补，为此，院方有反映以 

便向善心人十征求沙石以暂时

补洞e

“我们有向加影州议员反 

映此问题，同时也希望善心人 

士可以报效两二车沙石供路补 

洞

没地建多层停车场

他说，加影医院空间有 

限，已没地段兴建多层停车 

场，不过，相信儿童和妇产 

科楼搬迁后，可以解决问 

题

“新的儿童和妇产科楼是 

在加影双溪直鲁，工程刻在进 

行0 ”

在路中置放路障，是不要让民众把轿车泊在路中 洋灰堆积，平白浪费一个泊车位 停车场路洞处处，车底卡洞事件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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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雪州议会

黄思汉：考量经验适合性

可魏治人物任地方高官
(莎阿南12日讯）雪州行政议员黄思 

汉说，政府有权在需要时，委任政治 

人物出任地方政府市长或主席一职。

他说，基于管理一个地方政府并 

不容易，一般会考量对方的经验及是 

否合适。

思汉是掌管饩州地方 

政府、公共交通及新 

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员，今旱 

针对地方政府官员调派计划口 

头提问，回应邓普勒州议员莫 

哈末沙尼的附加提问时这么 

说。

官员调换计划

较早前，峑冬加里州议员 

哈鲁迈尼提问有关官员凋换计 

划，尤其是应用在局级官员身

上以保有经验的事，黄思汉口 

头回应时说，州政府目前是援 

引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以委 

任地方政府高级官员，即市 

K:、主席、副市tc：、副主席及 

秘书。

他说，也会通过雪州州行 

政会议及州的12个地方政府 

服务政策（PP12/2008)，即以 

调借委任、临时调换及永久调 

换的政策及程序作出审批。

“临时惜用或是调换是一

家机构为了获取有经验及拥有 

t?长官员的服务，而采取的委 

任方式，作为公开或不公开的 

填补方式。”

黄思汉说，州政府并无制 

定任何机制或制表，以把一个 

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调去另一 

个地方政府；而是按情况需要

专里〇

他说，至于地方政府的官 

员，一般是按内部需要在内部 

作出调派。

阿米鲁丁（站者）：政府通过农业及生态旅游带动北部发展。旁 

为邓章钦。

阿米鲁丁：符3条件

地方高官可内部调换
阿米鲁丁指出，只要符合 

3项条件，即可进行地方政府 

高级官员内部调换制度。

“这包括被调换者同意， 

被取代者同意，以及两方的地 

方政府主席皆同意：而州政府

曾在2009年及2010年采取这 

种方式吸纳官员，但面对一些 

后遗症。

他今早针对峑冬加里州议 

员哈鲁迈尼建议州后府旗下的 

地方政府相互调派，来增进经

黄思汉：“地方政府服务委员 

会”有利于执行官员调换工作 

及程序。

验吸取的附加提问时，这么回 

应，

阿米鲁丁说，W为在官员 

的调换及吸纳之间，面对政府 

公务员等级的架构问题，例如 

44及52级的官员无法进行调 

换，使到一些由52级官员担 

任的职位丢空无人填补。

他说，因此，官员的调换 

改由房屋与地方政府部进行更 

为合适，可全国性进行互补及 

调换。

黄思汉：若新位置非专长

官员可向州政府投诉
巴生港口阿兹米占担心， 

官员会否在调派机制下被调离 

原有专业领域，加剧他们的不 

便，对此，黄思汉表示地方政

府有权展开内部调派。

“如果官员觉得木身被调 

往不熟悉或不专长的组，可向 

州政府投诉及展开调查。”

另外，而榄州议员莫哈末 

沙益罗斯里在附加提问时，建 

议i丨:州议员也有权力参与调派 

的建议，并指有面对一些官员 

不愿和州议员配合的窘境，使 

事情复杂化。

黄思汉重申，相关议员可 

作出建议，但是否调派该官 

员，其权限在于地方政府的主 

席，取决于主席的决定。

建议设地方政府服务委会 

执行官员调换不只限内部
黄思汉说，房屋与地方政 

府部正研究，建议成立“地方 

政府服务委员会”，以执行官 

员调换，包括地方政府的高级

沙白州议员慕斯达因不满 

雪州北部发展被忽略，今旱在 

口头加提问时，要求大臣阿米 

鲁丁回应州内190亿令吉投资 

额，有多少钱是在沙内区流 

动。

阿米鲁丁坦言，该区并非 

没有工业地段，州政府过去也 

有积极通过子公司拉拢外资的 

到来，惟却没有人愿在当地投 

资。

官员及普通官员。

他说，在这委员会下，普 

通官员不再只限内部调派，反 

之可在其他地方政府间调派，

“我手上S前也没有州内 

各区的投资额分配表，无法回 

答沙白到底有多少投资额，但 

也不能说当地完全没有投资， 

W为在整个经济体下，沙白还 

是有被带动的。”

他说，包拈下游丁业、服 

务或是支援性质的，例如属于 

轻工业的零食会售卖到莎阿 

南、八打灵再也，甚至吉隆 

坡，这也是一种经济的流动。

可促进地方政府官员及职员的 

进步。

“同时，目前在雪州执行 

的高级官员调派，虽坐高职领 

高薪，但只是表面上的调换， 

大多数的公务员身分还保留在 

原有地方政府，没有正式迁调 

到新的地方政府。”

他说，一旦委员会成立， 

皆可解决这些问题。

此外，较旱前，阿米鲁丁 

回应有关北部发展的口头提问 

时也提及，北部主要分为两大 

区块发展，即农业与生态旅 

游，涉及地区有瓜拉雪兰莪、 

沙白安南及乌鲁雪兰莪。

他说，在农业方面，州政 

府通过州经济策略单位来加强 

当地的农耕技术，也积极培育 

新品种，如新品种玉蜀泰、种 

植丰T橡香桃（Lemon Myrlle ) 

等0

“在旅游方面，州政府都 

积极的宣传当地旅游产品，如 

通过繁华旅游计划，推广农业 

产品等。”

大臣：非没工业地段

外资不愿到沙白区

礼占依斯迈抱怨选区没工业规划
双溪侨华州议员礼占依斯 

迈也抱怨其选区没有丁业规划 

区，要求州政府设工业区吸引 

投资到来-

阿米鲁丁在回应他的附加 

提问时说，州政府是按照县署 

去规划工业区，并按照地点来 

规划，包拈积极鼓励设立廉价

厂区，吸引青年回家乡发展。

他也在议会上，点名相关 

的州行政议员，包拈依占哈欣 

和罗兹雅，关注潜在发展的丁 

业地段，尤其是已规划或宪报 

颁布的工业地段。

体。

他说，这包括设有工业投 

资中心、推广旅游、举办运动 

会、筒化执照申请、加强宣传 

等。

革新发展沙白安南
针对如何革新沙白安南县 通过物理或非物理性的方式来 

议会，阿米鲁丁指，该会积极 革新当地，发展当地的经济

雪州2008至2019年

滤水站被逼关闭744次
雪州从2008至2019年期 

间，因为污染事件，被逼关闭 

滤水站744次，影响净水的供 

应。

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提 

出，引发污染的原因有积油或 

柴油（35宗）、工厂排放或工 

业区及污水站排放（51宗）、

生水的氨过高（19宗）、大雨 

使土地工程泥水失控造成混浊 

(599宗）及其他因素污染（40 

宗）。

他今早口头回应万挠州议 

员蔡伟杰有关水供的污染时 

说，出现污染的地点有河流下 

游及滤水站的生水采取处，如

雪河、冷岳河及士毛月河等。

“为防范河水受污染，州 

政府通过3州水供管理机构援 

引1999年雪州水供管理机构 

法令宪报颁布7个水坝，以及 

州内1026支河流有413条 

(40%)下在进行宪报颁布， 

以保护河流”

他说，雪州水供管理机构 

及雪州水供管理公司也在滤水 

站的生水采取处前安装多个水 

质测仪站，提前拉警报。

他说，州政府也经常与相 

关单位展开监督，并发出警告 

给违例者及加强调查工作。

拉柏汉达冈滤水站

首期料日产2亿公升净水
拉柏汉达R滤水站首期建 

设预计每日生产2亿公升净 

水，当中5600万公升净水将 

会率先供应给原有地区，即万 

津、蚬山（Jm’ga)、双溪布雅 

及柯拉南等。

“一旦雪州经济策划单位

雪兰莪州政府计划通过地 

方政府，代为管理商家所收取 

的20仙使用塑料袋“污染 

费”。

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指 

出，一旦明日召开的州行政议 

会同意，州政府将从明年1月 

1 R开始，管理辖区内商家所 

收到的“污染费”。

他说，这些费用将作为地 

方政府推广零塑料袋运动的基 

金。

新兴行业制造塑料垃圾问 

题，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指 

出，州政府目前正在安排见面 

会，会见该些业者讨论塑料问 

题。

他说，这包括珍珠奶茶业 

者、快餐业者、外卖速递业者

把滤水站移交给霑州水供管理 

公司，即会在近期内分配 

水。”

掌管雪州基本建设、公共 

设施、现代化农业及农基丁业 

事务的行政议员依占哈欣说， 

另外1亿4400万公水的净

他是掌管雪州雪州自然环 

境、绿色科技及消费人事务， 

口头回应淡江州议员沙哈里有 

关征收污染费的去处时，这么 

回应。

许来贤早前也针对班达马 

兰梁德志口头提问询问政府是 

否有采取行动对付免费供应塑 

料袋的业者时，只表示州政府 

现阶段以软性教育方式提高醒 

覚。

“目前并没有发罚单对付

等，以讨论一些问题的衍生。

他是针对甘榜东姑州议员 

林怡威在今早附加提问环节， 

指时下盛行的食物速递业，业 

者用大量的塑料袋为包装，也 

供应一次性塑料汤匙叉，要求 

州政府关注时，这么回应《

水，将在雪州经济策划单位完 

成从新蚬山蓄水池，接往原有 

主要的万津镇及昔江港（巴 

生-万津路）水供系统后，即 

会开始分配水。

他今旱口头回应万津州议 

员刘永山有关拉柏汉达冈滤水 

站现有生产量及分配时这么 

说。

他也说，衔接水管工程目 

前由雪州经济策划单位执行。

业者，但雪州政府有通过地方 

政府，在商业执照或准证条例 

下，禁止提供塑料袋，并会监 

督及警告免费供塑料袋者。”

他说，州政府也积极通过 

学校教育学生，远离塑料袋， 

以提高对环境的醒觉。

许来贤：政府计划_由地方政 

府管理塑料袋“污染费”。

地方政府拟代收塑料袋费

会见业者讨论塑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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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福坠楼案

警传召欧阳桿华问话
(莎阿南12日讯）雪州警察

总部今午针对赵明福坠楼 

案，传召史里肯邦州议员欧 

阳捍华问话。

欧阳捍华事后在雪州立 

法议会走廊受媒体询问时 

说，他于上星期接获雪州警 

察总部的来电，要求他今午 

3叶30分到总部录取口供， 

并由刑事罪案调查组高级警 

官问话，长约一小时。

“据我了解，他们是接

获总检察署的指示，重新援 

引刑事法典第342条文（错 

误囚禁）调查赵明福坠楼 

案，在342 (2)条文下，一 

旦罪成，违例者将被判刑。
if

他再强调不相信赵明福 

是会自杀的人，并希望警方 

重新启动调査。

他也希望相关的证人配 

合警方的调查，丨丨:事件水落 

石出。

Page 1 of 1

13 Nov 2019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al • Audience : 27,667 • Page: A19
Printed Size: 169.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1,280.30 • Item ID: MY0037854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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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会报道

电话诈骗爱情包裹

女性受骗者比男多

杨巧双：若问题已获得回 

应，理应不再呈交国会。

(吉隆坡12日讯）今年1月至 

10月，国内总共发生1911宗 

涉及损失金额9404万451令 

吉的电话诈骗案，女受害者尚 

达1109人，男性802人。

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部 

副部长杨巧双说，商业犯罪集 

I才丨中的电话诈骗和非洲爱情包 

裹事件，受害者主要是女性。

恐吓方式敲诈

她指出，该期间的1303 

宗非洲爱情包裹诈骗中，涉及 

损失金额为6773万7419令 

吉，男女受害者分別是230人

我国今年1月至1〇月商业犯罪集团案件

干案手法
案件

数量
损失金额

受害者

(男）

受害者

(女）

网上购物 2947 2469万1509令吉21仙 1906 1040

电话诈骗 1911 9404万451令吉65仙 802 1109

爱情包裹 1303 6773万7419令吉38仙 230 1070

投资诈骗 842 2亿78万1043令吉90仙 577 264

不存在货款 4151 3889万4980令吉87仙 2261 1889

及1070人。

杨巧双今日在国会走廊召 

开记者会时说，电话诈骗案的 

十案者，多数利用恐吓方式， 

包括澳门骗局，或谎称受害者 

子女被扣留、拖欠罚单或涉嫌 

罪案等，利用受害者的恐慌心 

理，从中敲诈一笔款项。

“至于非洲爱情包裹，诈 

骗者则以要送受害者礼物，而 

该礼物包裹被卡在关口为由， 

要求对方汇款以取得相关包

m 0

“女性，特別是家庭主 

妇，应该提供警惕，如果事件 

牵涉政府相关单位的通知，需 

先向相关政府单位确认消息真 

实性。

“民众在进行任何交易 

前，可到商业罪案调查官网 

http: / / ccid. rmp. gov. my / 

semakmule查询对方的银行户 

头，该网站将显示相关户头是 

否跟商业罪案有关。”

6次回答同一4果题
杨巧双提醒参考记录

社区康复中心（PDK)主 

任与义工津贴与福利，成为多 

名国会议员喜欢提问的课题！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 

副部K杨巧双说，自去年起，

这已是她第6次回答此课题， 

有鉴于此，她提醒议员应参考 

国会记录后，才提交问题。

“每次国会都有人提出相 

关问题，我只是要提醒，以免

浪费议会时间回答相同问 

题。”

杨巧双今天在下议院回答 

公正党马莫区国会议员努琳爱 

娜提问时这么说，唯其言论引 

起反对党议员不满，质疑杨巧 

双回答问题的能力。

巫统江沙区国会议员拿汀 

玛丝杜拉提出附加问题时为努 

琳爱娜叫屈，指杨巧双虽然答

了 6次，惟每名议员的提问与 

关注点不同。

杨巧双强调，根据议会常 

规第23条，若问题已获得回 

应，相关问题理应不再呈交国 

会0

她解释，她并非拒绝回答 

问题，而是该课题已先后6次 

回答，惟她还是有责任会回答 

相关问题。

张健仁：战略性推广

为优质国货拓海外市场
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 

不反对为木地产品，尤其是马 

来西亚制造的产品引人新市场 

的建议#

该部副部长张健仁说，尽 

管如此，还是需要先义注产品 

标签及安全课题，以保障消费 

人使用相关产品时的安全。

他今天在国会下议院问答 

环节时，回答土团党打昔牛汝 

莪国会议员拿督沙布丁的提问 

时说：“该部也将与在大马的 

外国霸级市场，推动海外贸易 

行动，以战略性方式透过马来 

西亚走向全球/马来两亚口味 

运动，特別是在萨拉热窝（波

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上海 

(中国）和迪拜（阿联酋）， 

推广购买大马产品活动” 

他说，战略行动将能够为 

潜在和优质的木地产品打开市 

场机会，他也对此感到乐观。

利用电商优势推动

沙布丁是询问贸消部是否 

有计划推出网购平台或手机应 

用程序，例如Lazada及 

Sliopee，专注为本地中小企业 

推销本地产品，并且让这些产

品有制度进人全球市场。

张健仁说，该部将会利用 

国内数字经济生态系统及电子 

商务基础设施的优势，在国内 

各大网上购物平台推动。

“该部在与Sliopee合作 

后，取得100%的销售增长， 

同时，来自木地企业约3500 

项大马制造产品的预订量也增 

长了 132%。”

他说，除此之外，该部还 

与亚航航空公司合作，在机上 

推广木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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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执

文律ffl w

©天不谈丹绒比艾补选。并不是这场补选不重 

要，而是尝试解剖它背后扑朔迷离的大马马 

来政治。

上个月的马来人尊严大会，巫统与伊党在种族 

及宗教情绪上左右开弓，提出各种极端的议案。 

伊党青年团署理主席兼巴西马国会议员阿末法迪 

里提出宗教议案时，毫不客气的公开说不可以让 

非马来人及非穆斯林当政府的最高领袖，当中包 

括首相、副首相、州务大臣、首席部长、财政部 

长、教育部长、国防部长及内政部长都不可以。

甚至是首席大法官、总检察长、政府首 

席秘书、全国总警长及军队总参谋长， 

也不可以由非马来人及非穆斯林担任。 

但是，因为丹绒比艾补选，我们看 

到伊党主席哈迪阿旺亲自上火线为 

马华候选人背书，称为了“国家和 

谐”，伊党与巫统的合作必须让像 
马华这样的非穆斯林政党当选。另 

一方面，我们惊闻打着新马来西亚 

旗号的霹雳希盟州务大臣阿末法依 

沙指他在霹州捍卫马来人及宗教地位 
时，必须独自与行动党作战的言论，引 

起非议。

其实，基于历史因素与政治现实，多元种族的 

大马政坛从来都是由以马来人为主的政党主导。 

其中两大主角分别为打着民族主义旗帜的巫统和 

以建立伊斯兰国为己任的伊党。而这两者宿敌之 

间竞争之激烈，可达到各自支持者"老死不相往 
来”的地步！

当然，之前也曾出现诸如46精神党般昙花一现 

的第三股势力政党，但不变的是巫统与伊党两雄 

争霸，此消彼长的零和格局。这两虎相争的格局 
一直持续到308政治海啸后，打出多元种族新政 

治、以安华为首的公正党异军突起方"破局”。

尽管如此，回顾这崭新“三雄三分天下”局面 

之出现，从一开始就暗流汹涌，险象环生。三党 

之间的关系矛盾重重，扑朔迷离。伊党与公正党 

虽同是民联成员党，但就雪州民联政府委任刘秀

梅担任雪州发展机构代总经理一事，雪州伊党就 

公开倒戈与巫统同声同气大力反对。

同样的，当伊党吉打州政府一意孤行推动房屋 

计划实行50%土著固打，更导致公正党华裔议员 

恫言退出民联。在公正党居林万拉荅鲁国会议员 
朱基菲里率众闯入“改信伊教”座谈会事件中， 

更罕有的看到了巫统、伊党与公正党人同时站台 

的现象。

更重要的是，大家不该忘记当时更传出巫统与 

伊党密谈风波。根据前雪州大臣在其部落格揭 

露，巫统曾献议伊党出掌雪州大臣职位，以捍卫 

伊斯兰教和马来人的地位与利益。《当今大马》 

也探悉，阿都拉曾向伊党开出优厚条件，献议副 

首相、内阁部长等职。按照这项条件，届时伊党 
将拥有4州州务大臣职位，包括保住原有的吉兰 

丹、吉打、霹雳，另加雪兰莪。如果当时密谈成 
功，整个308政治海啸带来的将是马来人轴心政权 

(Paksi Melayu )成形，而非大家欲见的政治两线 

制与多元种族政治！

看到扑朔迷离的政治死结

在509全民起义后，又出现了土团党。而这盘根 

错节、错综复杂的马来政治多角关系之间的磨合 

与变化将主宰了大马政局未来的发展。

但我想起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 

亚森在反省多元文化主义的《身份认同与暴力》

(Identity and Violence )—书中的话：“人类 

生命重要的意义在于负责任地理性思考，并自由 

选择自身的身份认同。”因此一名马来人、穆斯 

林，同时是一名马来西亚人，他可以负责任地理 

性思考，并自由选择自身的身份认同，又或者不 

负责任的放弃思考与自由选择，只谈我们（马来 
人与穆斯林）Vs.他们（非马来人与非穆斯林）。 
非马来人与非穆斯林何尝不是一样。

可是，那么马来西亚人在哪里？马来西亚又会 

在哪里呢？因为丹绒比艾补选 > 我看到了其背后 

扑朔迷离的大马政治的死结一一各族根深蒂固的 

身份政治。

治政份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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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捍華：涉及者將判刑

“錯誤囚禁”查明福案
(沙亚南12日讯）越明福命案出现 

新转机！雪州警察总部针对此宗坠楼 

案重新开档，并在今午传召了史里肯 

邦区安州议员欧阳捍华前往录取口 

供。

欧阳捍华在雪州议会召开记者会声 

称，他在上周接获雪州总检查署的来 

电，告知他总检察署将援引《刑事法 
典》第342条文，即“错误囚禁”的 

罪名来重新调查此案，同时要求他前 

往录取口供。赵明福生前曾是他的政 

治秘书。

当天在场人士都是第一人证

他是在下午3时30分，前往沙亚南 

雪州警察总部，由来S刑事罪案调查 

组高级官员负责为他录供，大约在1小 

时内完成。

由于今日仍有雪州议会在进行，因 
此，他在出席第14届第二季第三次雪 

州议会上午时段的口头问答环节后， 

便赶往警局录供；之后再度返回议会 

参与辩论。
他提到，根据刑事法典342第二条 

文，凡涉及非法囚禁的人，即当天的 

涉案者一旦证实违法，在此条文下肯

定会被定罪判刑。

他表示，在此条文下展开调 

查，意味著当天在场的人士都是 

第一人证，现场所有人都是涉案 

者，都会被警方再度传召问话。

“总检察署援引此法令指示开 
档调查，并非排除赵明福被谋 

杀，而是在开档调查后，在查案 

过程中其实也可依据各种线索调 

查赵明福的‘死亡元素’。”
欧阳捍华说，他只是其中一位 

接获通知前往录供的人，相信随 

着案件重新开档后，涉及的人都 

会陆续接获协助调查的通知。

他提及，一路走来，他都希望 

能重新启动及重新调查赵明福坠 

楼案，而他也不相信对方是会自 

杀的人。

“我也希望警方的调查报告能 

尽早出炉，以还赵明福和家属一个公 

道。同时也希望涉及此案件的证人，

■欧阳捍华说，他希望涉及赵明福（小 

图）命案的证人，能配合警方的调查， 

以便让案件水落石出。

能配合警方的调查，让案件水落石 
出。”（TKM )

趙麗蘭：盼早日揪出兇手

#明福胞妹赵丽兰今日接受《光明日报》访问时说，她 

^■是接到记者的来电通知，才知道警方重新调查赵明福 

案。

她与家人都希望此案能够水落石出，并将凶手找出来。 

她坦言，今年6月警方已重启调查，然而却援引刑事法典 
第342条文（非法囚禁）来查案，她与家人都无法接受。

“我们也在7月的追思赵明福活动上表明了我们的看法， 

而我们的代表律师蓝卡巴星则告知我们，可以安排我们与 

全国警察总长会面反映此事。”
她说，奈何她在8月生产所以与全国警察总长会面的事项 

最终没有成形，如今她与家人等待蓝卡巴星给予他们安排 

会见全国警察总长，并要当面反映她们不认同警方援引刑 

事法典第342条文（非法囚禁）来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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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苘問題回答了 6次

楊巧雙勸勿浪費時間掀議
(吉隆坡1 2日讯） 

鉴于有关增加社区康复 
中心（PDK )管理人和 

员工的津贴课题已在国 

会下议院回答了 6次，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 

部副部长杨巧双因此劝 

请国会议员不要重复提 

问，因为这等于浪费时 

间。

她指出，她和部长拿 

督斯里旺阿兹莎从去年 

到今天，已第六次重复 

回答有关增加社区康复

中心（PDK )管理人和 

员工的津贴课题，"我 

要求YB翻阅国会记录， 

并仔细聆听答案。我要 

说明清楚，以便不要浪 
费议会的时间。”

遭巫统议员围攻

不过，杨巧双的回答 

却遭到巫统国会议员的 

群起围攻，认为她的言 

论欠公平，而且每个选 
区都有同样的问题。

巫统仁保区国会议员

拿督沙林语带不满的提 

高声量说，国会问题编 

排是由国会负责，他提 

的问题至今还未出来。

对此，杨巧双说，根 
据《议会常规》第23条 

文，部长已回答的问题 

以及重复多次回答的问 

题，都不应该重复。

“通常国会议员在辩 

论时要求把话记录在 

案，我要把重复回答6次 

的话记录在案，这是我 
的责任。”（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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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巧雙：受害者佔最多數

女性須慎防騙局
(吉隆坡12曰讯）妇女、家庭及社 

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呼吁公众，尤其 

是家中的妇孺，务必对各种商业犯罪集 

团展开的各种诈骗案提高警惕，慎防上 

当。

她说，根据内政部给予妇女部的数 

据，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组今年截至10 

月共接获1万1154宗诈骗案，受害者所 

蒙受的损失超过4亿令吉。

杨巧双也是民主行动党泗岩沫区国会 

议员；她于今日在国会走廊召开记者会 

说，警方数据显示，商业犯罪集团于1 

月至10月所干下的欺诈案中，电话诈 

骗案包括澳门骗局及非洲爱情包裹骗案 

的受害者以女性占大多数。

“这期间共有1911宗电话诈骗案， 

涉及9404万451令吉的金钱损失，其中 

受害女性有1109人，男性则802人。”

“同期间发生的1303宗非洲爱情包 

裹诈骗案，则造成6773万7419令吉的 

金钱损失，女性受害者多达1070人，

■杨巧双劝请女 

性尤其是家中的 

妇孺，务必时 

刻警惕电话诈骗 

案。

而男性230人。”

杨巧双说，包括 

澳门骗局等电话诈 

骗案的诈骗者，多 

数是通过恐吓方式 

或谎称受害者的子 

女被警察逮捕、拖 

欠罚单或当事人涉 

嫌罪案等伎俩，利 

用人们的恐惧与害 

怕的心理，向受害者敲诈款项。

她说，非洲爱情包裹骗案的诈骗者则 

是以送受害者礼物为由，之后讹称礼物 

包g被卡在关□，要求对方汇款以取得 

包裹。

勿随意提供个人资料

她劝请女性尤其是家中的妇孺，尤其 

家中的老奶奶，务必时刻警惕这类电话 

诈骗案，而在接获这类电话时也无需过 

于慌张，放下电话，不必理会对方说什 

么。

她说，根据警方的调查，澳门骗局及 

非洲爱情包裹骗案的造案手法，都是拨 

电通知受害人有关可让对方感到害怕的 

事，如指对方涉及犯罪、欠债等。

因此，杨巧双吁请接到这类电话的公 

众，不要听从他们的指示，更不要随意 

提供个人资料。

‘‘如果要确认消息，请你联络当局查 

证o ”

此外，她也提醒，千万不要把钱汇人 
这些通过网络被称为虚拟的人的银行户 

头。

她促请民众，在进行任何交易 

前，先登入警方商业罪案调查官 

方网站（http://ccid.rmp.gov.my/ 
semakmule i查询对方的银行户头， 

网站将会显示户头是否涉及商业罪案。 
(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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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務部：聯合2部門與獅城談判

生水賣太便宜須檢討
(吉隆坡12日讯）水务、土地及天然资源部长希维尔说，卖给新 

加坡的生水价格有必要检讨，而内阁已经同意由该部、外交部及总 

检察署一起与新加坡谈判。

■希维尔：卖给新加坡的生水价格有必要检讨。

水費漲幅最多僅0.71仙
13%〇

他于今日在国会下议院 

回答人民公正党昔加末区 

国会议员拿督斯里山德拉 

的提问时，指卖给新加坡 

的生水，每1000加仑才3 

仙是不合理及太便宜了。

他举例说，中国卖生水 

给香港是1000加仑14令吉 

50仙、卖给澳门是6令吉 

80仙、台湾则是5令吉80 

仙，而土耳其卖给塞浦路 

斯是10令吉37仙。

“即使是彭亨卖生水给 

雪兰莪也要每1000加仑46 

仙，柔佛卖生水给马六甲 
则是50仙。"

希维尔说，新加坡认为 
它以每1000加仑50仙的 

价格将净水卖给柔佛州是 

“津贴”及利惠柔佛人 

民，我国才因此没有于 

1987年及2012年要求检 

讨生水价格；其实我国卖 

生水给新加坡才是津贴许 

多，还不包括1 927年至 

1961年免费提供给新加坡 

的生水。

“若只是为人民提供生

水，从1962年至2018年 

的收益总数估计可达38亿 
4000万令吉，这笔钱肯定 

能够让柔佛的水供更加具 

有永续性。”

花费巨资供水狮城

他表示，水务部尊重马 
来西亚在《1962年协议》 

中需要履行的义务，但我 

国在提供新加坡生水方面 

已经付出太多，而且是由 

柔佛全民承担。

他说，为了确保每天从 

柔佛河供应2亿5000万加 

仑的生水给新加坡，我国 

花费巨资，包括耗资1亿令 

吉兴建柔佛河堤坝，以防 

止海水倒流至柔佛河。

"我国在这方面的投 
资，显然与从每1000加 

仑仅3仙的生水价格不对 

等〇 ”

希维尔也透露，拨款从 

霹雳输送水往槟城、彭亨 
往柔佛、柔北往柔南的建 

议，目前正在研究中。 

(LMY)

隹尔说，在“水费制 

胃定机制” （TSM) 

落实后，水务部保证水费 

的涨幅将介于每1000公升 
0.06 至 0.71 仙。

“与其他家庭开销相 

比，水费仅占很小的部 

分，就是5至6%,反观电 

费占34%、互联网28%、 

通讯费17%及有线电视占

他说，水供公司必须投 

资大笔资金进行各项工 

程，所以必须平衡水供公 

司的财务能力，以便支付 

水供设备的费用以及水供 

的营运费。

上个月，水务部副部长 

东姑朱比里说，水费制定 

机制将于明年落实。

數計劃減少依賴獅城淨水
7[^务部长希维尔说，天气炎热及旱季太长导致生水短 
^\缺，以及柔南区（新山和哥打丁宜）对净水的需求 

提高，是柔佛州面对水供问题的主要原因。

他指出，新山县的储水量只有4%,而对净水的需求则 

每年平均增加3.5%或每天3500万公升，倘若净水量没有 

增加，明年需求量估计将每天增多1135万公升，届时的 
储水量为零。

"为了减少依赖新加坡的净水而推行的‘零度依赖计 

划’，包括在第11个马来西亚计划中从大素里里河输水 

计划，估计2028年竣工；柔佛河岸边存水计划，估计 

2024年完成。”

他说，在第12个马来西亚计划下则有柔佛河沿岸及乌 

鲁大素里里河堤坝计划，以及开发地下水计划、提高净 

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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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届第二季第三次雪州议会周二进入第八天，州议员这一天的出席率 

比起周一好许多。

黄思漢：與房地部研究

設服委會調動地方官員
(沙亚南12日讯）掌管雪州地方政 

府、公共交通及华人新村发展事务的行 

政议员黄思汉指出，联邦政府将通过城 
市和谐、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研究成立 

一个政府部门服务委员会，以落实将地 

方官员包括高级官员调到不同的地方政 

府服务。

他说，州政府现阶段未设相关机制， 

所有官员皆根据需求在个别地方政府内 

部进行职务调整。他是回答峑冬加里州 

议员哈鲁麦尼的□头提问时如是指出。

他说，一旦联邦政府成立相关委员 

会，即可合法地将各地方政府的官员进 

行调动。
黄思汉还表示，官员的职务安排为市 

长、市议会或县议会主席的权限，官员 

若面对被放在不对或是未根据其资历安 

排所任职的部门，可向州政府投诉。

他补充，委任一名政治人物领导地方 

政府的建议是行得通，但当中有很多考 

虑包括经验及管理能力。

哈鲁麦尼在附加提问时询问，在等待 
落实有关政策前，可否先实施2个不同 

的地方政府交换（swap )各别官员。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对此"帮忙”解 

释，有关建议可行，州政府此前也曾进 
行类似的调动，但必须符合3个条件， 

计官员本身以及两个涉及的地方政府都 

必须同意。

拉柏漢達崗濾水站

日産2億公升淨水
管雪州基本建设和公共设施、农 

业现代化及农基工业事务的行政 

议员依兹汉指出，第一期拉柏汉达岗 
(Labohan Dagang )滤水站每日共生 

产2亿公升净水，其中5600万公升净水 

率先投入生产及运作，并通过输水系统 

输至万津、双溪峑也、甘榜双溪朗等地

区。

他在雪州议会回答万津州议员1刘永 

山的口头提问时指出，该滤水站将 

会在短时间内由雪州经济策划单位 
(UPEN )移交给雪州水务管理公司 

(Air Selaqgor)后即投入运作。
他补充，该滤水站其余的1亿4400万 

公升净水，将会在雪州经济策划单位完 

成在万津及昔江港一带的水管更换工程 

后投入运作。

議長要查誰是文抄公
@州大臣阿米鲁丁在回答公正党丹 

兰绒士拔州议员柏汉有关雪兰莪基 

金会的□头提问时指出，该问题他早前 

已答覆了公正党巴生港口州议员阿兹米

占及公正党依约州议员依德利斯的□头 

提问，有趣的是阿兹米占与柏汉的口头 
提问一模一样，他笑说需要加以调查。

雪州议长黄瑞林听后说雪州议会出现 

文抄公，他会调查究竟是谁抄谁的口头 

提问。

發生744次生水污染事件
@州环境、绿色工 

g艺、消费人、科 

学、工艺及革新事务委 

员会主席许来贤表示， 
雪州从2008至2019年之 

间共发生744次生水污染 

事件，生水处理厂被逼 

暂停影响了净水供应。
他在回答公正党万挠 

区州议员蔡伟杰的口头 

提问时表示，生水被污 
染的原因包括柴油污染 

(35宗）、工厂废料污

染（51宗）、氨及锰矿 

(Manganese )污染 

(19宗）、大雨导致生 

水污浊（599宗）及浮物 

及pH值高（40宗）。

“生水污染都是发生 

在未进入生水处理厂的 

河流范围，如雪河、冷 

岳河、士毛月河、斯利 

瑟河、安邦Intake、安南 

河及鹅唛河。”

对此，雪州政府及雪 

州水供管理局（LUAS )

在河流范围兴建了侦测 

生水质量站，一旦发生 

污染事件，会及时发出 

通知。“政府也成立雪 

州河流管理委员会监督 

生水质量，由我负责管 

理该委员会。同时，我 

们也与各政府部门、非 

政府组织及社区团体合 

作负起监督工作。” 

他说，一旦发现任何 

生水污染事件，州政府 
将采取执法行动，包括 

开罚单及告上法庭。 

(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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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德志吁雪州樂If人士

登記申請樂齡!!冓物券
(巴生I2日讯）班达 

马兰区州议员梁德志， 
呼吁60岁以上雪州乐龄 

人士，到附近州议员服 
务中心登记，申请乐龄 
人士购物券。

梁德志日前晚上为巴 
生直落玻璃乐龄联谊会 
新届理事宣誓就职主持 
监誓仪式时，这么呼 
吁。出席者，包括巴生 
市议员吕精伟、前市议 
员李富豪、行动党巴生 
国会选区联委会主席郑

文福等。
他说，雪州政府之前 

是给往生者抚恤金2500 

令吉，但是一些乐龄人 
士认为，由于在生之 
年，无法享受这福利， 
建议改为购物券，在每 
年生日前可以拿到100 
令吉购物券。

他说，之前的2500令 

吉抚恤金是无需登记， 
但是，如今的购物券必 
须先登记。购物券除了 
给60岁以上雪州乐龄人

巴生直落玻璃樂齡聯誼會 
第三屆理事會（2019-2021)

主席 吕福财

署理主席 陈汶来

副主席 李建发、李兴财

总务 阿纳马来

副总务 阮亚兴

财政 陈威仲

理事 陈志忠、陈来宝

查账 郑亚清、林国和

福利 柯明志、陈来海

士，此外，凡持有残障人士卡者， 
年齡不受限制也可登记。

他呼吁乐龄人士尽早登记，当局 
需要3至6个月时间处理。

巴生直落玻璃乐龄联谊会吕福财 
说，希望梁德志州议员及市议员， 
在各方面给予协助，让该会继续为 
乐龄会员及人民服务。

IlSiill
■吕福财（前排左）率领直落玻璃乐龄联谊会新届理事宣誓就职，由吕精伟（右

^ >刀^由士 II/T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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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珍1 2曰 

讯）民政党主席 
拿督刘华才说，
基于丹绒比艾国 
席补选是巫统与 
伊斯兰党正式结 

接納巫伊8結盟條件？
盟后的首场补 
选，国阵必须向 
人民解释，是否 
已全盘接纳哈迪阿旺开出的8项 

结盟条件？
“根据伊党党报报导，伊党主 

席拿督斯里哈迪阿旺今年3月23 
曰开出8项结盟条件，包括巫统 

须禁酒及禁止公开跳舞、伊党不 
受国阵纪律行动机制束缚、伊党 
可自由在政府部门，及大学宣扬 
伊斯苎教义 ”

他运，巫:伊已正式结盟，伊党 
也支持国阵在这场补选派出马华 
候选人上阵，那针对巫伊结盟的 
8项条件，国阵是否全盘接纳所

瓤華才：國陣須交代
有条件或部分条件，应清楚向丹 
绒比艾选民表明立场。

刘华才今午在笨珍召开记者 
会，也批评希盟政府不曾停止派 
发补选糖果，这已违反公平竞选 
原则。

不公平事情不斷發生

“虽然民政党不赞同教育部长 
马智礼在竞选期间宣布拨款300 
万令吉给选区内6所国小建礼堂 

的做法，因这明显是补选糖果， 
但能够利惠学生，民政党还是恭 
贺这些受惠学校。”

他希望政府不要厚此薄彼，应 
让区内华小及淡小也获得拨款， 
也希望希盟政府无论补选胜败， 
都须兑现在补选中承诺的拨款。

“今天进入竞选期第11天， 
虽然早在补选前民政党就吁请 
所有参选政党确保补选的公平与 
干净，但过去11天来，我们不断 
看到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包括该 
党候选人温蒂宣传品多次被破 
坏。”

出席者包括民政党副主席邱孝 
利、总财政方志伟，以及妇女组 
主席黄爱欢。

若勝選不加入希盟國陣

刘 华才重申，如果民政党在 
丹绒比艾国席补选胜出， 

该党既不会加入希盟，也不会 
重回国阵。

他促请特定政党不要玩弄肮 
脏伎俩，发动网军在社交媒体 
上诽谤民政党，指该党收了经 
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 
里100万令吉到丹绒比艾搅局。

“我今天以民政党主席身 
分，郑重否认民政党收取任何 
人的资金；民政党上阵补选的 
立场明确，就是给人民多一个 
选择，让第三势力或第三把声 
音从丹绒比艾崛起。”

刘华才说，网军通过社交媒 
体贴文，指民政党收了希盟100 
万令吉，以分散选票，这些都 
是谎言及诽谤，因为该党参选 
目的只有一个，即提供第三选 
择给不喜欢希盟、也不支持国 

阵的选民。
他重申未与阿兹敏阿里接 

触，也未接获任何要求加入希 
盟的献议。该党迄今未针对此 
事报警，因网军在社交媒体贴 

文后，隔一阵子又撤除，未留 
下明显证据。

“我们将与律师团研究后， 
再看如何处理。”

國會議員津貼納選區基金

溫蒂承諾每月捐1萬6

■刘华才（前右3)促请国阵解释，是否已全盘接纳伊斯兰党开出的8项结盟条件，坐 

者右起黄爱欢、方志伟、温蒂及邱孝利。

1绒比艾国席补选民 
7政党候选人温蒂t 
布，一旦中选为国会议 
员，她将在任期内捐出 
每月1万6000令吉津贴， 
即1年19万2000令香? 

作为丹绒比艾国会选区 
发展用途及照顾选民福 
利。

她坦言，这11天跑选 
区拜票，许多选民都问

她，一旦中选为国会议 
员，能为丹绒比艾选民 
做些什么？

“我明白民政党没有 
政府资源，因此决定一 
旦中选，就把国会议员 
每月津贴捐出，归入一 
个选区基金，全数回馈 
给丹绒比艾选民。” 

询及自己分文未取， 
是否会有影响，温蒂

说：“我还是律师”， 
还可靠律师收入维持生 
计。

民政党主席拿督刘华 
才说，希盟国会议员每 
年可获50万令吉拨款， 

而温蒂捐献的津贴占这 
拨款额的387。，民政党将 

透明化管理这笔基金， 
确保丹绒比艾选民真正 
受惠。

一旦中选，温蒂将 

设立国会议员服务中 
心，并交由服务中心分 
配及规划有关基金的用
、今 ”
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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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康空间，

串州目前共有16间乐龄人士活动中心 

g (PAWE)，提供年长者消遣和活动的平 

台

° °我们不时也有看到这些现象，就是面对经济 

问题、身患重病又独居的年长者，也许会因为 

内心的脆弱，成为自寻短见的一群。

其实，年长者活了大半辈子，到了年纪老 

迈，也不应只呆坐在家，他们也需要社交活 

动，以维持身心健康、不感觉寂寞和被遗弃。 

中央政府鼓励非政府机构为乐齡人士提供一个团 

让老人家除了待在家里，也可以到中心和其他乐 

龄人士相聚交流。

这期的雪州议会，乐龄人士活动中心被数名议员提起，

了解州内的老人的福利，是否会获得关注。

什么是乐龄人士活动中心？这中心不仅举办休闲活动给 

退休人士，也设有技能训练如电脑课程等，让退休人士自 

我提升。
中央政府放眼在全国222个国会选区都设有一间乐龄人

活动中心，但一个选区一间，其实够吗？

所以，许多议员都鼓励地方政府和福利局、非政府组织 

配合，设立更多的乐龄人士活动中心，照顾这群长者的福 

利。

探悉，雪州政府也建议私人发展商，在兴建发展计划 

时，通过社会企业责任，提供乐龄人士活动中心。

然而，这项建议还在探讨中，希望可以早日落成，惠及 

社区的长者，让他们感受人间的爱。

設
活
動
中
心
惠
長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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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提高環境意識活動開銷

明年趄

' 一 %

雪維舞

我的雪蘭莪房屋禁轉粗
#州行政议员哈妮查指出， 
&除非有合理理由，否则我 

的雪兰莪房屋不能转租。
她说，人民向雪州房屋及地 

产局（LPHS)申请购屋时，已 

明文规定屋子只供自住不能出 
租。
k说，我的雪兰莪房屋只能 

在5年后出售，5年内也不能转 

租，除非有合理的理由。
“转租的合理理由如到外地 

工作，无法居住在该单位，则 
可以申请转租。”

哈妮查周二出席雪州议会，
口头回答巴生港口区州议员阿 
兹米占的提问时，这么指出。

她说，一旦发现有人转租单 
位，会根据建筑物管制法令采 
取行动，包括发出警告信。

“我们也建议管理层，如

联合管理委员会，拟定一个条 
规，包括在移交钥匙前，列明 
不能转租。”

她说，任何有关转租我的雪 
兰莪房屋单位的投诉，可以直 
接向电邮、致电、书信给雪州 
房屋及地产局投诉。

目前，雪州房屋及地产局也 
在针对19个涉及转租的单位展 

开调查。”

(莎阿南I2日訊）雪州政府将在 

2020年1月1日起，落实由地方政府 

征收20仙塑料袋费用的措施。

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指出，所征收到 
的费用，将充作提高人民对环境意识的 
活动开销，包括提供、种树等。

“但有关措施，还是得在明日（13 

曰）的州政会议讨论及通过，才可以在 
明年落实。”

他今日在_ 州议会，口头回答班达马 

S区州议员梁德志的提问时，这么指 
Hi 〇

1午来贤说，目前有关的20仙塑料袋费 

是由商家徵收，州政府也鼓励商家征收 
了费用后，进行社会企业责任。

“可以是提供免费环保袋，但有的商 
家有做，有的商家没有。”

无论如何，他说虽然根据执照里阐明 
商家必须征收20仙的塑料袋，但州政府

并没有对提供免费塑料袋的商家采取严 
厉行动。

將會與商家對話

“我们没有给罚单，而是发 
警告信、通告，还是用教育的 
方式教导商家。”

针对甘榜东姑区州议员林 
怡威在附加提问提出一些 
电召送餐服务如Grab 

、Food Panda 还有 

提供塑料袋和塑料 
餐具，许来贤说将 
会召见一些商家对 
话。

“包括奶茶店业 
者，还有电召送餐 
商家，我们还在敲 
定对话的日期。”

#州大臣阿米鲁丁 
@说，州政府没 

有忽略雪州北部的发 
展，也曾在沙白安南 
一带设立和推动工业 
园计划，但因没有投 
资者设厂，以致当地 
工业活动一直无法推 
动。

阿米鲁丁回答双溪 
侨华区州议员里占依 
斯迈和沙白安南区州 
议员慕斯达因的附加 
提问时说，雪州政府 
过去曾通过雪州子公 
司在沙白安一带推动 
工业计划，却因为没 
有投资者进入，以致 
计划也无法进行。

他说，尽管如此，
沙白安南一带仍然 

在雪州政府和 
子公司的工 
业园计划下 
受惠，尤其是下游 
或支援性的工业活 
动，如轻工业、 
食品加工业等。

他指出，雪州 
政府将通过子公 

司尝试在沙白一带 
再推动工业活动，以便 
能吸引投资者。

目又

蠢略
推北

他也点名依兹汉、 
罗兹雅等，掌管基本 
设施、乡区发展等事 
务的行政议员、各单 
位等，推动当地各基 
本设施及计划等，以 
便能进一步提升当地 
工商业活动的潜能。

“目前，当地有些 
地段被列为工业区， 
也有些地段的土地用 
途被宪报为工业地 
段，州政府将进一步 
和各单位进行探讨， 
以进一步推动吸引投 
资者进入沙白安南的 
计划。”

此外，他在回答双 
溪侨华区州议员里占 
的口头提问时说，北 
部主要分为两大区块 
发展，即农业与牲态 
旅游，涉及地区有瓜 
拉雪兰莪、沙白安南 

及乌鲁雪if莪。

他农。业方面，州政府 
通过州经济策略单位来提升当 
地的农耕技术，也积极培育新 
品种，如新品种玉蜀黍、种植 
甜橘，还有生产出口饲料等。

“在旅游方面，州政府都积 
极的宣传当地旅游产品，也包 
括推广农业产品。”

■阿米鲁丁 ：中央将成立一个地方政府事务委员会， 
处理地方政府高官调动的事务。

房政部設地方政府事務委會

有助協調官員調動_ #州大臣阿米鲁丁说，一且 
$房屋和地方政府部成立地 

方政府事务委员会后，将有助 
于协调涉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官 
员调动。

阿米鲁丁在雪州议会中，回 
答苔冬加里区州议员哈鲁麦尼 
的附加提问时说，雪州政府也 
是能执行官员的调动，但雪州 
政执行的话，将会受到权限的 
限制，也只能及州内各县的县 
与县之间的调动。

他指出，但如果由房屋及地 
方政府部执行的话，所调动的

范围将涉及全国性的，而不只 
是州内的县与县之间调动或者 
是借出官员。

他说，雪州政府曾于2009年 
至2010年之间曾经在雪州进行 

一些官员的调动，但当时却面 
对一些问题，即是在44等级和 
52等级的职位无法填补。

“如果要展开官员之间的调 
动话，当事人双方必须要同 
意，涉的地方政府也必须同意 
要放人，有关互调的情况才可 
进行。”

地方政府服務委會成立

普通官員可跨州調動
答覆和其] 
疑行政议f

SMUE購物禮券受惠者

_手機號碼
州行政议员西蒂玛 

@丽雅提醒雪州乐龄 
亲善基金（SMUE)受惠者 

更新手机联络，以顺利享 
受100令吉的“走，一起 

去购物”计划购物礼券。
她说，#州乐龄亲善基 

金重整后第二个月，发现 
一些受惠者因为手机号码 
联络不上，无法顺利派发

们提醒受惠者，必 
须更新资料，填写手机 
号码，这样才方便联络 
Jl。”

^蒂玛丽雅周二在雪州

议会，口头回答万达镇区 
州议员嘉玛丽雅的提问 
时，这么指出。

此外，她说为了更方便 
受惠者，州政府也探讨可 
伸缩性使用购物券，即一 
个月的其中一天，而非限 
制的一天而已。

“我们会继续用这个方 
式走下去，不会回复之 
前发出死亡抚恤金的模 
式。”

她说，很多人认为100 
令吉虽然不是很多，但对 
一些没有现金在手的长辈 
而言，也是很开心的事。

生

SMUE重新整頓開銷更大

4H行政议员西蒂玛丽 
雅驳斥，州政府重 

新整顿雪州乐龄亲善基金 
(SMUE) “走，一起去购 

物”计划，比原本提供抚 
恤金给家属的开销更高， 
但州政府认为是值得的。

她说，根据过去提供抚 
恤金的模式，在20 16年 
至2018年，每年拨款介 
于2700万令吉至2800万令

° ° “今年截至4月30曰的抚 
恤金预计开销为2200万令 

吉，而整顿后的走，一起

去购物计划，9月到12月 
预计是1300万令吉，合共 
3500万令吉，比之前的开 

销更大。”
西蒂°玛丽雅周二在雪州 

议会上，针对议员们的辩 
论提问，作出以上总结。

她说，根据统计，今年 
奮州满60岁以上的老人有 
54万人，如果每个人都登 
记，州政府就要准备5000 

万令吉，之前这个计划是 
给到74岁，但行政议员都 

反对，认为应该要给到长 
辈离世为止。

t應从丨

木彳白

導

//p

744 
次

2008年至2019年，因为 

生水污染导致滤水站停 
止操作高达744次。

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指 
出，其中599次是因为下大雨 

导致土质不受控制，提高河 
水污浊度，因此必须关闭滤
水姑。

“51次是受到工厂、工业 

区及污水处理厂排出的污水 
影响、35次是漏油事件、19 

次因为氨水和锰指数提高、 
以及40次是发现其他漂浮物 
和Ph值高的物体。”

他周二出席雪州议会，口 
头回答万挠区州议员蔡伟杰 
的提问时，这么指出。

许来贤说，发生河流污染 
的河的下游，已经还没输入 
滤水站的生水，包括在雪兰 

莪河、冷岳河、士毛月河、沙白安南士里昔 
河、安南河及鹅唛河。

“州政府有责任确保水源乾净及安全使 
用，因此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通过雪州水 
务管理机构宪报T个水坝。”

他说，州政府也宪报了 1026支河中的413 
支河或40%，以保护河流。

“我们也有兴建了好几个水质探测站、加 
强观察、采取执法行动对付导致河流污染的 
单位。”

■许来贤 
(左）回答提问 

时乐开怀，坐在身 

旁的黄思汉也忍 
不住大笑。

$州行政议员黄思汉说，目 
i前只有高级官员能在雪州 
县市议会中进行调动或互调， 
普通官员则只能进行内部调 
职。

黄思汉今午在州议会午 
休之后接受媒体询问时 
说，一旦地方政府服务 

委员会(SURUHANJAYA 

PERKHIDMATAN P 1 IIAK 

BERKUASA TEMPATAN) 

成立之后，从普通官员 
至高级官员都可以跨地 
方政府、跨州的进行调

动。
他说，虽然目前高级官员可 

在雪州内进行跨县的互调，即 
是从一个地方政府调到其他地 
方政府。

他指出，至于普通官员不能 
跨县调整，只可在原有的地方 
政府进行内部的调动。

“虽然目前高级官员能调到 
其他地方政府服务，也能领取 
新职位的薪金，但其公务员身 
分还是保留在原有地方政府的 
纪录中，我相信一旦该委员会 
成立后就可解决此问题。”

淡江区州议员沙阿里在口头 
提问环节时，置疑行政议员的 

;提问不相符，让他质 
[员答非所问。

他也当场再提出其问题，与 
黄思汉确认其问题。

沙阿里指他曾在阿兹敏阿里 
出任雪州大臣时，和现任大臣 
阿米鲁丁时期，提出相同问 
题，但同样的问题却获得不同 
的答案，让他质疑其中是否有 
错误，其问题在会议记录中也 
有出入

黄思k之后被询及上述问题 
时回应，他是根据有关提问做 
出回答。

他说，如果沙阿里认为其问 
题和会议记录有出入，应该要 
和议长询问和厘清，并不应在 
州议会中提出询问。

縣市議會主席或市長職

有權委政治人物出任
州行政议员黄思汉说，雪 

$州政府有权力委任政治人 
物出任县市议会主席或市长， 
但也得视有关人选是否拥有行 
政管理和地方政府管理的能 
力。

黄思汉周二回答邓普勒花园 
区州议员莫哈末沙尼的附加口 
头提问时，确认雪州政府委任 
政治人物出任县市议会主席和 
市长的权力。

他说，雪州政府必须考量许 
多因素，确保有关政治人物， 
更有责任和能力的执行其任务 

“无论如何，最重要还是有 
关人选是否有管理地方政府的 
经验和能力，因为掌管一个地 
方政府并不是如此的容易，因 
此有关人选的遴选是非常重 
要〇 ”

°黄思汉在回答荅冬加里区州

议员哈鲁麦尼的口头提问时 
说，雪州政府没有拟定在各地 
方政府之间互相调动高层官 
员，因需要视各方政府的需要 
性和相关的条令。

他说，目前涉及到市长、县 
市议会主席、副市长、副县市 
议会主席、秘书等职位，是根 
据19T6年地方政府法令（171条 

文）下执行，并在获得雪州行 
政会议中通过。

他指出，这也必须在2008年 
服务通令第12项下获得批准， 

即是借出、暂时性调动和永久 
性调动的政策和程序。

“目前，房屋和地方政府部 
将成立地方政府事务委员会， 
涉及地方政府高官的调动、借 
出等事务及地方政府高官的遴 
选等。”

/^>州大臣指出，赤 
^贫人民房屋援肋 

计划（PPRT)的受惠 

者申请年齢，已从50 
岁降至45岁。

他说，有关福利是 
在2008年开始推行， 

协助收入有限的贫穷 
村民新建或维修屋 
子。

“之前的年龄限制 
是50岁至65岁，现在 
是45岁至T5岁。”

阿米鲁丁周三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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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jJ 〇

1 °他说，降低罗数到 
45岁是合理的，因为 

这年龄的人群还是属 
于积极的一群，除了 
残障人士以外。

“而有关不符合岁 
数限制的残障人士 
申请，则可酌情处 
理。”

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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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2曰讯） 

妇女、家庭与社会 

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 

说，我国今年1月至 

10月涉及犯罪集团的 

商业罪案中，电话诈 

骗案和非洲爱情包裹 

的受害者，皆以女性 

居高

&说，该期间共有 
1911宗电话诈骗案， 

涉及损失金额为9404 

万451令吉，其中受害 

女性为11 09人，男性 

是802人。

她也说，同期的 
1303宗非洲爱情包裏诈 

骗案中，涉及损失金额 
为6773万7419令吉，涉 

及男性是230人，女性 

则高达10T0人。

杨巧双今日在国会 

走廊召开记者会时 

说，电话诈骗案犯

楊巧雙：今年首10月

II誦受害者麵
案者多数利用恐吓方 

式，包括澳门骗局， 

或谎称受害者子女被 

扣留、拖欠罚单或涉 

嫌罪案等，利用受害 

者的恐惧心理，从中 

敲诈一笔款项。

“至於非洲爱情包

裹，诈骗者则以要送 

受害者礼物，礼物包 

裹被卡在关口为由， 

要求对方汇款以取得 

相关包裹。”

她劝请女性，特别 

是家庭主妇，需对此 

类案件多加小心，尤

为涉及政府相关单位 

的通知，需先向相关 

政府单位再三确认消 

息真实性。

她也促请民众，在 

进行任何交易前，可 

到商业罪案调查官方 
网站（http://ccid.

rmp.gov.my/ 

semakmu1e )查 

询对方的银行P 

头，该网站将显 

示相关户头是否 

涉及商业罪案。

我國今年1月至10月非法集團商業罪案數據

犯案手法 案件数量（宗） 损失金额 受害者人数（男） 受害者人数（女）

网上购物 2947 2469万1509令吉21仙 1906 1040

电话诈骗 1911 9404万451令吉65仙 802 1109

非洲爱情包裹 1303 6773万7419令吉38仙 230 1070

投资诈骗 842 2亿78万1 (M3令吉90仙 577 264

不存在的贷款 4151 3889万4980令吉8T仙 2261 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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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召歐陽擇華戀
(莎阿南I2日讯）雪州警察总部今 

午传召史里肯邦区安州议员欧阳捍华 

录取口供，重新开档调查其前政治秘 

书赵明福坠楼案。
欧阳捍华今日下午3时30分，前往位于莎 

阿南的雪警察总部，由来自刑事罪案调查 
组高级官员负责，有关录取口供事宜是耗 
时1个小时完成。

警方是在总检察署指示下，针对赵明福 
坠楼案重新开档，援引刑事法典342条文 

(错误囚禁）调查赵明福坠楼案。

由于今日还是雪州议会举行期间，欧阳 
捍华在完成录取口供之后，再返回雪州议 
会。

不信他會自殺

欧阳捍华接受媒体询问时说，他于上个 
星期，接到雪州警察总部来电，并提出警 
方将传召他到来雪州警察总部针对赵明福 
坠楼案录取口供，并表明有关行动是在接 
获总检察署的指示下进行。

他相信他只是其中一位受通知前往录取 
口供的人，相信随著该案件重新开档之 
后，涉及的人会接获协助调查的通知。

他指出，据了解，警方是援引刑事法典 
第342条文（错误囚禁）调查赵明福坠楼

欧
阳
捍

mm
贫雪原貪總部助產

案，并在（2 )条文 

下，一旦罪成，违例 
者将被判刑。

“一路来都希望能 
重新启动及重新调查 
赵明福坠楼案，我也不 
相信他是会自杀的人，
我也希望警方的调查报 
告能尽早出炉，以还回 
赵明福和其家属一个公
N-Xi. ”

道。
2009年7月15日，当年 

30岁的赵明福被反贪会以证人身分，协 
助调查一宗选区拨款事件，但第二天下 
午被发现橫尸在雪州反贪会大厦隔邻的 
5楼屋顶，引起社会震惊。

赵家自此不断寻求真相，直至换政府 
后捎来重启调查此案的一丝曙光。

湯米：會拉蒂花阿都哈密

H鷗I審f

■ci頁和(^卵*5篇19 想u

巧is?—!驗挪
..4^® lj

•謂2Uii 没醤 * 2
爾构.39ft 2似線扣

開檔重查趙明福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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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敏：希山個人看法

iwi
■阿茲敏

■达基尤丁认为，既然表罪成立，任何 

人就不应该就纳吉案做评论。

(吉隆坡I2日讯）公正 
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 
敏阿里认为，巫统前副主 
席拿督斯里希山慕丁形容 
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勇敢 
面对表罪成立，仅是希山 
慕丁的个人看法〇
'“这是党员^前党主席的意见。就随他 
吧，因纳吉不是我的（党）主席。”

他更揶揄说：“那是你的老板 
(bossmu)，不是我的老板（bossku)。”

阿兹敏阿里今日在国会走廊，接受媒体访 
问时，如是指出。

此外，针对巫统最高理事拿督洛曼指首相 
敦马哈迪医生干预司法一事，阿兹敏阿里为 
马哈迪护航，并指称首相是具有法治精神的 
原则。

他说，纳吉早前在审讯期间，请假或要求 
展延，都是由法庭决定，政府不曾干预法庭 
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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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虫升起滚动式垃圾桶倒完木枝后，准备离开。

遮羅厘車牌■朝電眼微

■议
垃会
圾。
虫
朝
闭
路
电
视
镜
头
咧
嘴
微
笑

m
佛
在

fcm林雁芳

(加影I2日讯）“你有张 

良计，我有过墙梯”，“垃 

圾虫”预先遮掉罗厘车牌， 

在路边非法倒垃圾后，还朝 

闭路电视镜头咧嘴微笑，彷 

佛在挑衅执法单位！

2名疑似印裔男子的垃圾虫，昨 

天凌晨12时58分驾驶一辆罗厘到 

还在倒垃圾后对著镜头笑，无疑 

是在挑战他！

堆高土地“禁”入

无拉港新村工业区12路一块马 

来保留地空置多年，一度成为非 

法垃圾场，当地厂家为了杜绝非 

法垃圾，早前已堆高土地防止罗 

厘进入空地倒垃圾，厂家在今年T 

月进一步行动，在该路安装3台闭

路电视揪垃圾虫。

神建华说，自从堆高土地及安 

装闭路电视后，非法倒垃圾活动 

已大大减少，直到昨天又发生这 
.宗事(牛。

\也指°出，对方倒在路边的是一 

些木枝，当中有很多铁钉，危及 

道路使用者安全。

“这些木枝都很长，相信是来 

自建筑工地或装修废料。”

循手機號碼尋車主
据闭路电视拍摄到的画 

面，有关罗厘车牌已被遮 

盖，车身的注册公司名字与地 

址也看不清楚，只露出车后的 

滚动式垃圾桶上的数个手机号 

码。

神建华说，这类罗厘一般上 

到处租借滚动式垃圾桶（Tong 

R〇 R〇)，想要找到车主，需 

要车辆的注册公司名字与地 

址。

“目前只有滚动式垃圾桶上 

的数个手机号码，我们只能 

从这些商用垃圾桶租借公司找 

人。”

他已向市议会反映此问题， 

同时自己也会亲自联络有关垃 

圾桶租借公司，了解情况。

他说，若有关垃圾桶租借公 

司位于加影市议会管辖区，市 

议会便可以采取行动。

无拉港新村工业区12路路边倒垃 

圾，他们有备而来，把罗厘车牌 

遮盖起来后再倒垃圾，临走前还 

抬头往上望，对著路边的闭路电 

视镜头咧嘴微笑。

加影市议员神建华认为，对方 

的行为有如挑衅他及市议会执法 

单位。

神建华自从在市议会接管无拉 

港地区后，致力扫除及打击非法 

垃圾。

他说，整个地区的民众都知道 

他最讨厌非法垃圾，因此，对方 

明知道那里有闭路电视还敢来，

’滅

_麵圃

■被垃圾虫倒在工业区12路路边的木枝。
■闭路电视只看见滚动式垃圾桶上的手机 

联络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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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納百穢 9 怪誰9

±周六，300桶不知名 

化学废料被弃置在蒲 
种的巴生河边。明显的， 

丢弃者把那里当成是可以 
乱丢垃圾的荒野，反正神 
不知鬼不觉；或准备将桶 
里的化学液体倒入河里， 
让河水稀释后随川而去， 
也是神不知鬼不觉。无论 
何种心思，都一样对流域 
生态系里所有生命造成伤 
害。

河流是生命的泉源。 
我们都知道，有水就有 
生命，有水也才有人的聚 
落。古云：人逐水草而 
居，在人类的迁移史中， 
都是沿著河的命脉开枝散 
叶，才有了今天的你我， 
以及未来的世世代代。只 
是随著现代科技发展和城 
市生活型态的改变，我们

渐渐被砖墙屋瓦、道路、 
商场及各种建设重重包 
围，再也看不到河，我们 
从此以为我们跟河没了关 
系，对河的态度也转向冷 
漠，更别说亲近河流！

變成理所當然

过去，洗衣、洗澡、洗 
菜靠河，家里的畜牲、蔬 

菜，甚至家人的杯子，都 
需要河水。今天，我们只 
需要扭开水笼头，干净冷 
冽的自来水就哗啦哗啦的 
流下来，方便到我们早已 
忘了自来水来自哪里？所 
以把自己不要的废物倒进 
河里变成理所当然，因为 
河是河，我是我，河再臭 
再脏也不关我的事。

事实上，我们喝的水绝 
大部分都来自河流，无论 
是水坝或滤水站，都依 
赖河水的栏截与汇聚再处

理。根据卫生部的统计， 
我们的饮用水有80 • 5%来 
自河流的滤水站，18.2%来 
自水坝，另1.3°。来自地下 

水。滤水站一般分大中小 
型三级，中小型只能处理 
小规模的污染杂质，污染 
质一旦超过滤水负荷量， 
就必须关闭清理，周边居 
民也就没水喝。上月蒲 
种、加影等区饮用水出现 
异味，就是士毛月河滤水 
站出状况。

還有乾淨水可喝嗎？

这么重要的河流，却天 
天吞下排山倒海的有毒物 
质：工厂化学排放进河 
里、养鸡场废水进河、矿 
场有毒废料流入河，连全 
国3000万人口的家庭污 

水，也全都直通河川。而 
河流，仍每天扮演著它灌 
溉、饲养、饮用、工业、

供给水坝、发电等等的角 
色。但这种汇聚百秽的河 
水，你敢用吗？

我们的河流治理，目前 
除了依赖“1974年环境质 

量法”规范工业、农业及 
商业的排污指标外，家庭 
排污目前似乎并没有完整 
的家庭与小型商业排污管 
理制度。而环境法下的合 
法排污量，却又出现不计 
河流大小、水量、排污总 
量等脱离现实的问题，以

致排污方皆符合标准但河 
水质量却远远超出《全国 
水质标准》的问题。

今天，全国477条河流 

中，有51条被列为“污染 
河流”，其中32条为第五 

级污染的“死河”。再这 
样下去，我们还有干净的 
水可以喝吗？不管是政 
府、企业或你我他，都该 
为这日愈严重的问题负起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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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及新村 

‘发展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表示， 
州政府与达鲁益山集团（KDEB)的合约期限 

为7年，雪州目前已有11个地方政府采用达鲁 

益山集团的服务。

他作发展开销辩论总结时表示，该集团旗 

下有1000间公司及承包商，并非垄断式服务。

他说，该集团协助许多与收集固体垃圾相 

关的小型商家，并不时观察他们的表现。

“截至目前为止，该集团已与11个表现较 

差的承包商终止合约。”

100万改善流浪猫狗问题

另外，他说，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在2019年 

财政预算案中统一拨款100万令吉，展开动物 
控制计划（projek kawalan haiwan )，确保流浪 

猫狗问题获得改善。

“州政府透过上述计划，善用拨款提升流 

浪动物收容所和解决空间不足问题、让地方政 

府员工学习捉流浪动物训练、购买所需工具及 

提高醒觉。”

質疑黃思漢答非所問

沙阿里要求釐清提問答案

诚
信党淡江区州议 

员沙阿里在口头 

提问环节时，质疑行政议 

员答非所问，并要求行政 

议员厘清提问及答案。

他在黄思汉回答他有 

关淡江优景柏兰岭商家搬 

迁至新地点的提问时，质 

疑黄思汉的回答与其提问 

不相符，他当场再重覆提 

问，与黄思汉互相确认。

沙阿里说，他曾针 

对相同问题而向前雪州大 

臣拿督斯里阿兹敏及雪州

大臣阿米鲁丁提问，惟却 

获不同答案i■因此，他质 

疑间中是否出现错误。同 

时，他也质疑，提问在议 
事录（hansarrl)中的记录 

有失误。

无论如何，黄思汉较 

后对记者表示，他是根据 

最新情况作出回答，若沙 

阿里认为之前的提问与议 

事录出现错误，理应向议 

长询问及厘清，而非在州 

议会中发出提问。

•管雪州房屋及城市 

¥生活事务的行政议 

员哈妮查指出，人民向雪州 
房屋与地产局（LPHS)申请 

“我的雪兰莪房屋”（Rmnah 

Selangorku)时，已明文规定 

房屋只供自住不能出租，除非 

有合理的理由，否则不能转租 

予他人。

针对“我的雪兰莪房屋计 

划”所引发的转租单位问题， 

她表示，我的雪兰莪房屋只能 

在5年后出售，5年内也不能被 

转租。

“若有无法避免的原因， 

涉及人士则需要提出书面申
4主，，
飞冃O

哈妮查在州议会口头问答 

环节，针对巴生港口区州议员 

阿兹米占的提问这么表示。

她说，转租的理由必须是 

充分且合理的，比如因工作关 

系迁至别处的屋主例外或无法 

居住在该单位等。

“-旦发现有人转租，州 

政府则会根据建筑物管制法令 

采取相应行动，其中包括发警 

告信。”

1 “我们在转交钥匙给屋 

主前，也会与他们进行一场对 

话，以交代清楚人住房屋单位 

守则。”

她透露，目前州政府也针 

对19间涉及转租的房屋单位展 

开调查a

“若民众有接获任何转租 

‘我的雪兰莪房屋’事件或投 

诉，可致电或将相关讯息电邮 

至雪州房屋与地产局反映，以 

便有关当局能采取行动。”

阿米魯丁：要達成“精明州”

LP撥1〇〇萬反毒
雪州議會會議

(沙亚南12日讯）雪州大臣 

阿米鲁丁指出，为了达成“精明 

州”目标，州内现所面对的社会 

问题亟需解决，其中包括滥用毒 

品问题，州政府明年财政预算 

案中，首次拨出100万令吉，与 

反毒机构配合，大力提倡反毒运 

动。

他也说，令人羞愧的是，雪州的 

沙内安南为毒品交易“黑区”，在当 

地可以找到全国最便宜毒品，当中也 

不乏非法人境者涉及毒品交易。

“雪州还有数个地区同样面对 

毒品问题，州政府即使曾采取执法行 

动，但仍无法彻底解决问题。所以，

如今才会决定拨款反毒，包括预防和 

宣导丁作，也会走人校园教育学生， 

特别是青少年最容易受毒品诱惑。

同时，阿米鲁丁指出，为了迈向 

“精明州”方向，不仅州政府，所有 

州议员包括反对党议员也必须拥有相 

同理念；时“精明州”不是专注于高 

科技上的发展而已，更重要的是提供 

给子民的服务达精明水平。

拨500万推展精明项目

他也说，州政府配合“精明州” 

目标，也会拨款500万令吉，用作推展 

精明项目。

此外，他透露，他即将前往巴塞 

罗纳参与一项与精明州课题相关的会 

议，同行的还有新加坡外交代表，这 

也显示雪州拥有•定的“精明州”水 

准，才能以州级政府身分代表马来西 

亚，与其他国家代表共同参与会议， 

值得骄傲。

阿米鲁丁在总结时，点名沙白安 
南面对毒品交易问题，州政府将在明 

年财政预算案中拨出100万令吉，作为 

打击毒品用途。

凱魯丁 ：思維方向改變

多辦活動貼近年輕人

凯鲁丁认为，雪州政府应举行更多年轻人喜爱的活动 

去贴近他们；右为许来贤。

►管雪州青年发 

'展、体育及人文 

发展的行政议员凯鲁丁认 

为，年轻人的思想已改变， 

州政府应举办更多更贴近年 

轻人的活动，包括娱乐活 

动、体育活动、文化活动及 

嘉年华，迎合他们的需求。

他作发展开销辩论总结 

时表示，现今的年轻人追求 

时尚及喜欢多元事物，不喜

欢被约束，与早前的方向有 

明显改变。

“我们要更贴近年轻 

人，而不是控制他们。” 

他也说，青年推动委员 
会（PeBT )主要举办适合年 

轻人的活动，而该区的州议 

员则扮演监督角色。同时， 

他也认同有审核账目的必要 

性。

4校中學生參觀議會廳

在
-行动党首邦市州议员黄 
L美诗带领下，150名来自 

首邦市4所中学的中学生于星期- 

(11日）早上参观雪州议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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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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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办公 

室预计在2020年第一与第二季度 

将举办更多学生参观州议会与国 

会的活动^

图为黄美诗（坐者中）与学 

生合照。

西蒂：非資金不足才換方式

購物券費用比撫恤金多

►管雪州卫生、福利、加强 

-妇女及家庭事务的行政议 

员西蒂玛丽亚表示，州政府更换发放 

“走，去购物”（Jom Shopping)礼券 

后，花费比原本用在雪州乐龄亲善基 
金（SMUE)还高，驳斥州政府因资金 

不足，改派“走，去购物”礼券给长 

者的说法。

她指出，雪州乐龄亲善基金于今 

年4月发放的最后一批基金，共拨出约 

2200万令吉；而州政府接着在短短几 

个月内所发放的“走，去购物”礼券 

就需1300万令吉，总共3500万令吉。

“然而，于2016、2017及2018 

年，花在雪州乐龄亲善基金上的钱分

别为2800万、2700万及2800万令吉， 

足以见得‘走，去购物’礼券开销远 

比抚恤金来得高。”

西蒂玛丽亚也说，雪州约有54万 

4000名乐龄人士，若每人都向州政府 

申请，州政府至少需准备5000万令吉 

拨款。

“还有议员建议，将受惠者最高 
年龄从74岁延长至受惠者逝世为止， 

这也是 '笔开销〇 ’’

7 她说，州政府将雪州乐龄亲善基 
金改为每年发放的“走，去购物”礼 

券，主要是因为希望能让乐龄人士在 

世时获益，而非在逝世后由子女获得 

这笔抚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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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德志：到議員服務中心登記

雪樂齡人速申請購物券

吕福财（前排 

左一）率领直落玻 
璃乐龄联谊会新届 

理事宣誓就职，由 

吕精伟（右起）及 

梁德志监誓

(巴生12日讯）班达马兰区州议员 

梁德志呼吁60岁以上雪州乐龄人士，到 

附近州议员服务屮心登记，申请乐龄人 

士购物券。

梁德志日前为巴生直落玻璃乐龄 

联谊会新届理事宣誓就职主持监誓仪式 

时，这么呼吁。出席者包括巴生市议员 

吕精伟、前市议员李富豪、行动党巴生 

国会选区联委会主席郑文福等8:

他说，雪州政府之前是给往生者 

抚恤金2500令吉，但是，-些乐龄人士_. 

认为，由于在有生之年，无法享受这福 

利，建议改为购物券，在每年生日前可 

以拿到100令吉购物券〇

他说，之前的2500令吉抚恤金是 

无需登记，但是，如今的购物券必须先 

登记。购物券除了给60岁以上雪州乐龄

人士外，凡持有残障人士卡者，年龄不 

受限制，也可登记。他呼吁乐龄人士尽 

早登记，当局需要3至6个月时间处理。

巴生直落玻璃乐龄联谊会吕福财表 

示，希望梁德志及市议员，在各方面给 

予协助，让该会继续为乐龄会员及人民 

服务9

巴生直落玻璃樂齡聯誼會 
第三屆理事會（2019-2021 )

主席

副主席

吕福财 署理主席陈汶来

李建发、李兴财

总务 阿纳马来副总务阮亚兴

财政 陈威仲

理事 陈志忠、陈来宝

查账 郑亚清、林国和

福利 柯明志、陈来海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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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召歐陽捍華錄供

M
(沙亚 

南1 2日讯） 

赵明福坠楼 

案出现新进 

展！总检察 

署指示警方 

援引刑事法典 
第342条文，即 

‘‘错误囚禁”， 

重新开档调查此 

案。

因此，警方今午传 

召了行动党史里肯邦安区州议 
员欧阳捍华到雪州警察总部录 

口供。

赵明福生前是欧阳捍华担 

任雪州行政议员期间的助理秘 

书。
欧阳捍华今日下午在雪州 

议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时透露， 

他在上周接获雪州警方来电， 

传召他到雪州警察总部，针对

赵明福坠楼案录取口供。

他指出，警方是在接到总 

检察署的指示后传召他，并补 

充，警方将援引刑事法典第342 

条文，即“错误囚禁”重新调查 

此案。

若罪成监1年罚2000

根据有关条文，罪成者的 
最高刑罚是监禁1年或罚款2000 

令吉；或两者兼施。

因此，欧阳捍华今早出席 
州议会会议后，于下午3时30分 

前往雪州警察总部录供，在录供 

_小时后，再回到州议会召开新 

闻发布会。
欧阳捍华表示，相信在该 

案重新调查后，涉及此案的人士 

将会接获协助的通知，接受警方 

录供。

他也说，总检察署以刑事 

法典第342条文指示警方重新调

查此案，并不是排除赵明福被谋 

杀，@是在查案过程中，其实也 

可依g各种线索调查促成赵明福 

的亡元素’’。

‘:我始终不相信赵明福会 

自杀，希望警方能够尽快查明真 

相，让!整个案件水落石出，以还 

赵明福;和家属一个公道。

‘1我也希望涉及此案件的 

证人，能够配合警方的调查。”

总检察署在一封志期今年7 

月8日给赵明福家属代表律师蓝 

卡巴星的信中指出，将援引刑事 
法典第]342条文（错误囚禁）调 

查赵明福坠楼。

指没土够证据援引谋杀条文

总检察长丹斯里汤米汤姆 

斯在信中说，没有足够的证据可 

以援引刑事法典第302条文（谋 

杀）重新调查此案。

他的这项决定引起赵家和

行动党的不满。
赵明福是于2009年7月15日 

下午5时许被雪州反贪会官员带 

回总部，协助调查雪州民联州 

议员被指滥用选区拨款事件， 

但翌日却被发现卧尸在沙亚南 

Masalam大厦5楼阳台。

验尸庭于2011年1月5曰将 

坠楼事故列为“悬案”，即死因 

不明。

时任总检察长丹斯里阿都 

干尼和赵家随后入禀沙亚南高 

庭，寻求检讨验尸庭的“悬案” 

决定

高庭于2011年12月1曰以证 

据不足为由，驳回赵家寻求检讨 

验尸庭“悬案”判决的申请，赵 

家过后就此判决入禀上诉庭。
上诉庭于2014年9月5曰推 

翻验尸庭宣判赵明福坠楼命案为 

“悬案”的裁决，改为在反贪会 

“扣留期间死亡’’。

欧阳捍华表示，希 

望可以尽早还回趙明福 

和其家人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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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种12日讯）适逢12月份圣诞节及国际残障 

人士日，蒲种美门残障关怀基金会将与蒲种区基督 
教会、慈善团体于12月7日联办“爱•蒲种圣诞嘉 

年华”，借此促进人与人的交流及打造爱心社会。
圣诞嘉年华于蒲种市中心特易购霸级市场举 

行，活动由下午4时开始：当天将设立摊位提供各 

种服务和亲子活动，包括欢乐游戏、特殊教育、遗 

嘱咨询/辅导咨询、法律咨询等。

筹委会主席彭河祥牧师呼吁民众别错过这个 

适宜全家老少的亲子嘉年华，来感受节庆的欢乐气 

氛。

他说，配合国际残障人士日，当天也将进行 

“陪你义骑轮行”，希望通过这项醒觉活动，建立 

公众对无障碍环境的包容和意识，并打造残健共容 

的友善和谐社会。

蒲種美門基督教會等

12月7聯辦聖誕嘉年華
蒲种美门执行主任谢灵霖表示，此次醒觉活动 

也邀请不同的残障类别人士，如盲人、聋哑、学习 

障碍、肢体残障等团体一起响应。

这项活动公开给公众及各类别障碍人士参与项 

如轮椅、手摇自行车、儿童自行车、婴儿手推 

车及义走，皆欢迎报名参加。报名截止R期为11月 
15日，报名捐款为60令吉：

届时，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梳邦区国会议员 

黄基全以及林静苗等多位本地艺人将亲临现场并与 

大众…起游行以行动支持此项具有意义的醒觉意识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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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届第二季第三次雪州议会在周二（12日）迈入第八天，州议员出席率还算理想。

黃思漢：地方政府服務委會若成立

黄思汉：不同区域的人手调动，由 

房地部去做总比州政府来得好，届时雪 

州官员将有机会调职至全国其他州属服 
务，不仅限于雪州而已*

许来贤表示，州政府有意把20仙塑 

料袋的“污染费”交由地方政府管理3

4官員調動

雪州議會會議

(沙亚南12日讯）掌管 

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及 

华人新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 

员黄思汉指出，联邦政府 

一旦顺利成立“地方政府 

服务委员会”（Suruhanjaya 

Perkhidmatan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将可解决目前 

所面对的“官员调动”问 

题。

他说，州政府现阶段并未 

设有官员相互调职的机制，不

过在现有条例下，州政府有权 

委派高职官员包括市长、市议 

会主席及秘书等，到任何地方 

政府去上班，只是有关人士的 

公务员身分，依然会保留在原 

有服务的地方政府。

同时，他表示，州内各 

地方政府管理层以外的官员， 

现在也是依据各区需求和官员 

经验，在各自服务的地方政府 

作内部职务调整，没有跨越县 

市。

他也说，联邦政府通过 

城市和谐、房屋及地方政府 

部门研究成立-•个“地方政 

府服务委员会”（Suruhanjaya 

Perkhidmatan Pihak Berkuasa 

Tempatan)，一■旦成功，将可 

解决官员相互调动问题。

他今日在雪州议会上回答 

崙冬加里区州议员哈鲁麦尼的 

口头提问时，如是指出。

官職安排是市長或市會主席權限
#思汉也表示，官员职务安 

M排是地方政府领导人，包 

括市长或市议会主席的权限；若面对 

官员被放在不对或未依据其资质安排 

所任职部门，届时可向州政府投诉彻 

查，以免发生滥权事故。

他也说，任何人都可向地方政

府领导建议让某某升职，但最后还需 

由市长、县市议会主席作明智决定。

此外，他说，委任-名政治人 

物成为“地方政府领导”的建议是可 

行的，不过当中还有很多考量因素包 

括经验及管理能力，管理需有充足经 

验。

大臣：“交換”官員需地方政府點頭

m7K,在等待房地部成立上 
述委员会之前，可否先实施由2个不 

同的地方政府“交换”（swap)官员 

试跑，如乌雪县议会与沙白安南县议 

会互换官员，因为这或许有助官员提 

升本身专业及技能，并且有更多升迁 

空间。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认为，这建 

议值得考虑，因为州政府之前也曾做 

过类似人手调动，惟前提是须符合3

大条件，包括官员本身须同意调至另 

-个地方政府，还有两个涉及的地方 

政府都得点头。
他说，州政府曾于2009及2010 

年进行官员“交换”，但却面对职位 

调动后出现空缺情况。

“不同区域的人手调动，由房 

地部去做总比州政府来得好，届时雪 

州官员将有机会调职至全国其他州属 

服务，不仅限于雪州而已。”

西蒂：若證實被抛棄

單親媽媽援金將優先批

黄瑞林说，他将调查究竟谁抄袭谁的口头提问。

2議員提問一模一樣

州議會有“文抄公”？
►州议会出现文抄公

,copy cat ) ? !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江冋 

答公正党丹绒士拔区州议员 

柏汉关于“雪兰莪基金会” 

的口头提问时指出，该问题 

他早前已和公正党巴生港口 

区州议员阿兹米占及公正党 

依约区州议员依德利斯的口

头提问-同回答了；但有趣 

的是，柏汉的口头提问，竟 

然和阿兹米占的是一模一样 

的，笑说州议会需加以调 

查。

雪州议长黄瑞林听 

后，怀疑州议会出现“文抄 

公”，表明他将调查，究竟 

是谁抄谁的口头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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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丈夫抛弃的 

“寡妇”，比较难获州政府提供的援 

助金，因为丈夫下落未明，让州政府 

难以鉴定她们现有情况，有否符合受 

惠资格。

“-般上，若一名已婚妇女在有 

孩子的情况下，证实被丈夫所抛弃或 

已离婚，申请援助金会更顺利，也比 

较容易被通过。”

她说，可是，有些妇女的丈夫非 

常不负责任，有时出现，有时又“人 

间蒸发”，让州政府单位很难确认妇 

女有否符合受惠条件。若丈夫失踪很 

久了，有关单位还得向警局确认丈夫 

去向，才能决定要援助该妇女与否。

未来更关注单亲妈妈个案

也是沙登区州议员的西蒂玛丽亚 

在州议会上回答伯马登区州议员罗扎 

娜的提问时指出，进一步讲述州政府 

如何帮助这些妇女，提供怎样的援助

或创造就业机会给她们。未来，州政 

府也会多关注这类个案。

她表示，为了帮助孤苦无依的单 
亲妈妈学习谋生技能，州政府于2010 

至2017年曾推出“单亲妈妈育儿技能 

计划”（I-KIT)和“孵化创业妇女 

计划”（I-KeuNita)，培养.技之 

长。

“据数字显示，州政府从2010年 

至今，在上述两项计划推展下，已成 
功培训614名妇女，而且州政府也通 

过社会福利局（JKM)为有需要的妇 

女提供福利及及时援助。”

她解释，-些单亲妇女没申请州 

政府所提供的援助计划，是因为她们 

认为自己在经济上有独立能力，不需 

要任何形式的帮助；有者则因不晓得 

州政府有提供援助，以致申请的人数 

并不多6

“之后，州政府将会更积极地宣 

传各项惠及单亲妈妈福利的计划，以 

帮助更多单亲妈妈，为她们提供各种 

援助与支持。”

勸議員勿重複提問

黄
1■瑞林较后接受记 

，者追访时表示， 
阿兹米占和依德利斯2人的 

口头提问相似度达95%，觉 

得2人或在K相讨论后没协 

调，发出同样提问。
“州议会首次发生2议 

员发问相似提问，是比较特 

殊的现象，我会针对这种现 

象展开内部调查，并劝告议

员下次勿重复提问，避免浪 

费时间。”

他也认为，这是不健 

康且不体面的，议员可以有 

很多发挥空间及提问方式， 

即使要问同样课题，也可采 

用不同方式。

“无论如何，我会 

确保R后不再发生这种现
仓 ”家〇

李繼香阿希夫請病假

黄
瑞林也表示，州议会今日出席率不错，不过有2州 

议员申请病假，包括行动党新古毛州议员李继香 

和土团党龙溪州议员阿希夫。
“李继香因人院请病假2天；阿希夫则因患水痘而申请 

-周病假，他出席首日州议会后就告假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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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20仙的塑料袋“污染 

费”是归商家所有，惟雪 

州政府有意在明年1月1日 

起，将商家所征收到的这 

项费用交由地方政府“管 
理”，以作为举办或推广 

减塑活动的“基金”，惟 

这项计划仍未通过。

他说，上述的计划 

州政府目前采取的是“软 
性”（Soft)的策略，透过 

地方政府举办的各项醒觉 

活动教育及培养人民减少 

使用塑料袋的习惯

“为了更有效落实 

减塑的目标，州政府也与 

地方政府举办各种零塑料 
(Bebas Plastik )的活动， 

其中包括在斋戒月市集 

上，禁用保丽龙，更要求 

民众自备容器及环保袋， 

以便能减少使用塑料袋， 

同时，更要求商家不要主

許^

臣X

貝袋
交曹

I茺
政;咸
府論

i基

理金
动提供塑 

料袋给民 

众。”

许来 n—I

贤在口头回

答环节上，回应多名州议 

员有#减塑的疑问时，如 

是表

他解释，州政府自 
2017年落实禁用塑料袋和 

征收20仙塑料袋的措施 

后，并要求商家使用向民 
众征收的20仙“塑料费” 

推行企业社会责任活动， 

惟至今还是有部分商家没 
尽企业社会责任（CSR)，

也没举办回馈社会的活 

动。

“若商家拒绝配合，

主动提供塑料袋给消费 

者，地方政府有权援引地 

方政府法令，直接给商家 

劝告、警告或开罚单，因 

商家在申请营业执照时， 

便有条文规定不能主动提 

供塑料袋给消费者

擬策解決訂餐塑袋包裝
#对甘榜东姑州议 

t丨员林怡威提问， 

Grab Food及FoorlPanda夕卜送 

骑士在取餐时，业者依旧会 

以塑料袋为包装，甚至还提 

供塑料餐具，许来贤表示， 

之后会与业者及外送骑士举 

办一场对话会，以寻求其他 

的替代方案。

较早前，依德利斯也 

提出州政府或许可以使用 

“纸质”的塑料袋（Kertas 

Plastik),许来贤回答，若 

使用纸质的塑料袋，商家必 

须承担高成本费用。

“而且，若使用纸质 

的塑料袋，需要砍伐更多的 

树木，这也不是办法。”

2008至2019年

雪生水被污染744次
来贤表，在 

1^2008 年至 2019 年 

之间，州政府共面对744次 

生水被污染事件，被迫暂 

停生水处理厂运作，进而 

影响净水供应。

他在回答公正党万 

挠区州议员蔡伟杰的口头 

提问时表示，生水被污 

染的原因包括柴油污染 

(35宗）、工厂排出废料 

污染（51宗）、氨及锰矿 

(Manganese )污染（19 

宗）、大雨导致生水污浊 
(599宗）及浮物及pH值高 

(40宗）。

“这些生水污染都是 

发生在未进人生水处理厂 

的河流范围，包括雪河、 

冷岳河、士毛月河、斯利

瑟河、安邦Intake、安南河 

及鹅唛河。”

他说，州政府及雪州 
水供管理局（LUAS )在河 

流范围兴建几个侦测生水 

质量站，• &发生任何污 

染事件，都会及时给予通 

知。

“我们也成立雪州河 

流管理委员会来监督生水 

质量，并由我来负责管理 

委员会工作。同时，我们 

也与政府部门、非政府组 

织及社区团体合作，负起 

监督责任。”

他说，•旦发现任何 

生水污染事件，州政府将 

采取执法行动，包括开罚 

单及提告涉案者上庭。

第一期拉柏漢達崗濾水站

5600公升淨水率先輸出
、管雪州基本建设 

-和公共设施、农 

业现代化及农基工业事务的 

行政议员依兹汉指出，第 
-期拉柏汉达岗（Labohan 

Dagang)滤水站每日生产2 

亿公升净水，其中5600公升 
的净水将率先投人生产及运 

作，并通过现有输水系统输 

至万津、双溪峑也及甘榜双 

溪朗等地区。

他今日在州议会上回

答万津区州议员刘永山的口 

头提问时指出，该滤水站将 

会在短时间内，即雪州经 
济策划单位（UPEN )将它 

移交给雪州水务管理公司 

(Air Selangor )后，投人运 

作。

他补充，该滤水站另 

外的1亿4400万公升净水， 

将会在雪州经济策划单位完 

成万津及昔江港一带水管更 

换丁程后，投人运作。

鄧章欽：或投資他地更廉價

外來因素致企業出走
、管雪州投资、工 

‘商及中小型工业 

事务的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 

指出，大多数企业离开雪州 

而选择到外地进行投资， 

主要是受到外来因素所致，

其中包括产品在本地已没市 

场，或其他地方提出更廉价 

土地或员工。

他在回答乌鲁安南州议 
员拿督罗斯妮的口头提问时 

说，州政府今年内，共在国

午休前的议会厅气氛愉悦，有 
不少州议员在会议进行时，与同僚 

相互交流。

外举行16场活动，打造平台 

对外宣传雪州，以吸引更多 

外国投资者前来。

他也表示，雪兰莪投资 

促进机构（Invest Selangor ) 

共花费1200万7917令吉27 
仙，作为举办各项宣传活 

动、对话会及展览等经费。
今年1至6月期间，在雪州获 

批的国外投资金额共达38亿 

1565万9559令吉。

—阿兹米 

占（面向镜头 

者）在摄影拍 
摄照片时，恰 

好望向镜头， 
并比出赞的手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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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加侖3仙不合理”
希維爾：賣獅城生水價須檢討
(吉隆坡12日讯）水务、土地及天然资源部长希维尔指 

出，中国卖生水给香港是1000加仑14令吉50仙、卖给澳门是 

6令吉80仙、台湾则是5令吉80仙，而土耳其卖给塞浦路斯是 

10令吉37仙，我国卖给新加坡生水价格每1000加仑3仙是不 

合理及太便宜了。

他在国会下议院回答公正党昔加末区国会议员拿督斯里 

山德拉时说，即使是彭亨卖水给雪州是每1000加仑46仙、柔 

佛卖水给马六甲则是50仙。

他说，因此，卖给新加坡的生水价格必须检讨，内阁已 

经同意由该部、外交部和总检察署一起开始与新加坡谈判。
“新加坡认为我国没有在1987和2012年要求检讨生水 

价格是因为新加坡以每1000加仑净水价格卖给柔佛州是‘津 

贴’及利惠柔佛人民；其实我国卖生水给新加坡才是津贴许 
多，还不包括1927至1961年免费给新加坡生水。”

他指出，如果我国只是为国民提供生水，估计从1962至 

2018年的收益总数可达38亿4000万令吉，这笔钱肯定能够让 

柔佛的水供更加具有永续性。

耗1亿兴建柔佛河堤坝

他说，该部尊重1962年协议中大马需要履行的义务，但 

是我国在提供新加坡生水方面已经付出太多，而且是由柔佛 

全民去承担。

他指出，我国已经耗资很多钱，以确保每日从柔佛河供 
应2亿5000万加仑的生水给新加坡，其中包括耗资1亿令吉兴 

建柔佛河堤坝防止海水倒流至柔佛河。

“显然我国在这方面的投资，与从每1000加仑仅3仙的 

生水水价不对等〇 ”

他也说，目前在研究中的建议拨款从霹雳输送水往槟 

城、彭亨往柔佛、柔北往柔南。

TSM落實後水費僅微漲

希
维尔指出，该部保证，水费制定机制（TSM)落 

实后，水费的涨幅介于每1 〇〇〇公升0.06至0.71仙而 

已。

他说，这与其他家庭开销相比之下，水费只是占很小的 
部分，也就是5%至6%，电费占34%、互联网28%、通讯费 

17%和有线电视占13%。

“由于必须投资大笔资金进行各项工程，因此必须平衡 

水供公司的财务能力，以便支付水供设备的费用以及水供的 

营运费。”

该部副部长东姑朱比里上个月说，水费制定机制 

(TSM)将在明年落实。

數計劃減少依賴獅城淨水

至
于柔佛州面对的水供问题，他指出，主要是因为 

i天气炎热和旱季太长导致生水短缺，以及柔南区 

(新山和哥打丁宜）对净水的需求提局。
“新山县的储水量只有4%，对净水的需求则平均每年 

增加3.5%或每日3500万公升；如果净水量没有增加，估计需 

求量到了明年提升至每日1135万公升，而储水量为零。” 

他指出，为了减少依赖新加坡的净水而推行的“零度依 

赖计划”，包括在第11大马计划中从大素里里河输水计划， 
估计2028年竣工；柔佛河岸边存水计划，估计2024年完成。

“在第12大马计划则是柔佛河沿岸及乌鲁大素里里河堤 

坝计划，以及开发地下水计划、提高净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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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問題已回答6次”
楊巧雙勸議員勿重複提問
(吉隆坡I2日讯）“YB(尊贵的），请你们翻查国 

会记录，这道问题已回答了 6次。”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今日在下议院 

苦口婆心劝请尊贵的国会议员不好重复提问同样问题，因 

为这等于浪费时间0

她劝请国会议员翻查国会记录和仔细聆听部长的回 

答，她和副首相从去年开始在下议院已针对有关增加社区 
康复中心（PDK)管理人和员工的津贴课题，作出6次回 

答。

答覆遭群起围攻

“我要求YB翻阅国会记录，和仔细聆听答案，这是 

我和部长拿督斯里旺阿兹莎第六次重复回答同样的问题。 

我要说明清楚，以便不要浪费议会的时间a ”

杨巧双的答覆遭到巫统议员群起围攻，认为她的言论 

有欠公平，而且每个选区都有同样的问题Q

巫统仁保区国会议员拿督沙林不满提高声量表示，国 

会问题编排是由国会负责，他提的问题至今还未出来。
杨巧双解释，根据议会常规第23条文，部长已回答的 

问题和重复多次回答的问题，不应该再重复

“通常国会议员在辩论时要求把话记录在案，我要把 

重复回答6次的话记录在案，这是我的责任。”

Page 1 of 1

13 Nov 2019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4
Printed Size: 108.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2,405.45 • Item ID: MY0037853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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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巧雙:1 〇翻 1 萬1154宗

詐騙案刮走4億 
(吉隆坡12日讯）从今年 

1至10月，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组 
•共接获1万1154宗诈骗案，受 

害者总共损失超过4亿令吉，妇 

女及家庭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 

促请公众，尤其是家中妇孺提 

高警惕，慎防各种商业犯罪集 

团各种诈骗案。

也是行动党泗岩沫区国会 

议员的杨巧双在国会走廊召开 

新闻发布会说，根据警方的数 

据，今年1月至10月，商业犯罪 

集团的种种欺诈案中，电话诈 

骗案包括澳门骗局和非洲爱情 

包裹骗案最多，受害者以女性 

占大多数。
她说，该期间共有1911宗 

电话诈骗案，涉及损失金额为 

9404万451令吉，其中受害女性 

为1109人，男性是802人：

她也说，该期间的1303宗 

非洲爱情包裹诈骗案中，损失 
金额高达6773万7419令吉，男 

性有230人，女性则高达1070 

人。

杨巧双披露，电话诈骗 

案包括澳门骗局多数利用恐吓 

方式或谎称受害者的子女被警

我國今年1月至10月的 

各類商業罪案數據

察逮捕、拖欠罚单或当事人涉 

嫌罪案等，利用人们的恐惧心 

理，敲诈受害者。

劝家中妇孺提局警1易

“至于非洲爱情包裹骗案 

则以要送受害者礼物为由，然 

后声称礼物包裹卡在关口，要 

求对方汇款以取得包裹。”

她劝请女性尤其是家中妇 

孺时刻警惕，尤其家中老人家 

接获这类电话不必感到慌张， 

不须理会对方说什么只要盖上 

电话1

“澳门骗局和非洲爱情 

包裹骗案的造案手法•般是 

致电指受害人涉及犯罪、欠债 

等。”

“公众不要完全听从他 

们的指示，更不要随意提供个 

人资料。你如果要确认有关消 

息，可联络有关当局查证。”

“切记勿避免把钱汇给入 

这些人提供的户头。”

杨巧双也促请民众浏 

览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组的官
网(http://ccid.rmp.gov.my/ 

semakmule )，任何受警方调查 

的银行 

户头都 

会展示 

在该网 

站。干案手法 案件宗数 损失数额
受害者人数

男 女

网上购物 2947 2469万1509令吉21仙 1906 1040

电话诈骗 1911 9404万451令吉65仙 802 1109

非洲爱情 

包暴骗案
1303 6773万7419令吉38仙 230 1070

投资诈骗 842 2亿78万1043令吉90仙 577 264

不存在的贷款 4151 3889万4980令吉87仙 2261 1889

资料来源：大马皇家警察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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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2日 

讯）经济事务部长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指 

出，他不认为美国联 
邦航空总署（FAA) 

降低马来西亚飞航安 

全的评级的做法将会 

带来重大的影响，因 

为我国在美国现有的 

飞航服务仍保持不 

变，只是不能增加新 

航线服务。

针对监管机构 

非航空公司

他今日在国会走 

廊受询时对记者说， 
美国当局其实是针对 

监管机构，而非航空 

公司，因此需要改变人们对此事的 

认知。

“首相昨天已经发了文告，我 
们须认真看待此事，在还未采取任 

何行动之前，必须了解清楚美国联 

邦航空总署所提出的关注。”

询及此事将在我国经济上造成 

甚么影响时，阿兹敏说，暂时看不 

出有什么重大的影响，因为所有目 

前的航线都保持•样，只是不能增 

加新的航线。

主

P可窿

茲飛

李目平

美被

服影

不早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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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顺3中M生▼邊业1起!^照辱

今年50中学1350师生参与

雪兰莪州教育厅课程 

主管赛达都表示，今年的 

「PROTUNe中学生企业」计 

划吸引了 50所来自雪州的中 

学代表参与。

在选定的100名老师指 

导下，共有1250名学生参与 

活动，通过此平台学习经营 

生意、推销产品、管理公司 

及财务状况等。

她指出，每个组别是 

由1位老师和5位学生组成小 

团队，老师从旁指导，而学 

生则售卖各个不同种类的产 

品’包括饮食、服装、蔬菜 

及手工艺品等’从招揽顾客 

到结帐，每个过程都让学生 

获益良多，体验到经营生意 

的乐趣与实践操作。

她说，该活动自1998年 

举办至今，已成功培养超过 

2万4325名「企业家』：，创 

建高达975家公司，并在今 

年取得67万令吉的净利润及 

270万令吉的营业额，相较

于去年增长了 4.1 %的利润， 

创下佳绩。

「PROTUNe中学生企 

业」颁奖典礼共颁发了 12个 

奖项，分别是3x英雄奖、最 

佳服务奖、产品创新奖、最 

佳年度财务报表奖、最佳员 

工奖、最佳首席执行员奖、 

最佳领导老师奖、最佳校长 

奖、最佳学校奖、最佳表现 

奖、最佳公司奖及最佳创意 

产品与期望奖。

此外，现场还有颁发5 

个企业家创业计划（Program 

Perintis Usahawan )的特另ij 

奖项，分别是3x英雄冠军 

奖、总体最佳销售奖、最佳 

表现奖、最佳参与指导老师 

奖及最佳指导老师奖；成功 

送出总值超过2万6500令吉 

的现金奖。

出席嘉宾包括雪州发展 

机构首席企业官西蒂祖百达 

及首席营运员诺丽达。

网站：www.pkns.gov.my

「PROTUNe中学生企业」计 

划是由PKNS与雪兰莪教育局共同 

举办的项目。通过该计划让学生 

在就学期间亲身学习与体验企业 

管理，并有机会建立自己的公 

司，参与各项与企业有关的活 

动，进而体验并学习成为一个成

功的企业家。

雪州发展机构首席执行员拿 

督莫哈末阿兹兹表示，该计划从 

今年2月开始至9月30日，所有参 

与师生在这期间学习企业管理知 

识，销售及展示各自的产品与服 

务，亲身管理生意，而主办单位

也在这段期间评估参与者的整体 

表现，并从中选出优胜队伍。

他透露，学生可透过这些计 

划学习更多知识，借此提升自我 

能力及发掘自身潜力；而参与的 

老师也可趁此机会自我进修，成 

为更专业化、拥有正面思想、诚 

实及自律的老师，为学生树立好 
榜样，将好习惯传授予学生。

他指出，雪兰莪作为马来西 

亚经济发展最出色的州属，同时 

也是大马国内生产总值（GDP )贡 

献最大的州属，因此该机构将致 

力通过举办这些活动，以培训更 

具竞争力的企业家，为国家经济 

繁荣作出更多贡献，以应对工业 

4.0和全球市场的挑战。

「雪州政府日前在『雪州 

2020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将 

拨款3680万令吉予『雪州创业计 

划j，协助雪州企业家创造更多 

收入，促进国家经济增长。」

£g wliB
武吉加丁国中的学生团队Bitara Gading私人有限公司在颁奖 

典礼上，展示自身的产品和介绍公司背景。

UN

雪州发展机构（PKNS)日前于莎阿南De Palma酒店举办第21届PROTUNe中 

学生企业颁奖典礼，表扬表现出色的PROTUNe参赛学生及老师，同时借此培 

养和发掘学生的管理与经营企业方面的潜力。

西蒂祖百达（后排右3起）、诺丽达、赛达都及莫哈末阿兹兹，与「最佳公司奖」的冠军团队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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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消协促政府禁电子烟
槟城12日讯|随著我国最近 

发生3宗疑是和吸电子烟有关的疾 

病，槟州消费人协会促请政府禁 

止一切电子烟和烟具，因为超过 

40个国家已这么做了。

槟消协莫希丁阿都卡迪今曰 

发文告指出，中国是最近加入禁 

止或管制电子烟的国家之一，中 

国有740万吸电子烟者，也是最大 

的电子烟产品生产国。

他表示，根据媒体报导， 

最近有一位有哮喘病的17岁少 

年被送进纳闽的医院，他「肺内 

部严重损坏，怀疑是吸电子烟所 

致」，另一宗案例是马来男子万 

穆哈马德阿米鲁宣称吸电子烟加 

速了他鼻子里一块肿瘤的生长，

而且还引发他的扁桃体发炎。

他说，另一位被怀疑是吸电 

子烟的受害者，是来自雪州梳邦 

的莫哈末菲道勿斯，他因骨痛热 

症送院，但在骨痛热症痊愈后， 

医生发现他肺内有液体，结果得 

动手术除掉。

「卫生部说，将彻查纳闽病 

例以确定它是否因吸电子烟造成 

的。不管这肺病是什么造成的， 

我们都促请卫生部禁止电子烟和 

烟具，因吸电子烟的年轻人害怕 

对健康不利，或转去抽香烟。」

他也认为，政府不可让烟草 

业者参与任何控制烟草政策的讨 

论，因为已知道他们会干预政府 

拟定烟草控制政策的工作。

他说，虽然我国保持「烟草 

业者不准直接参与制定政策」的 

态度，但有迹像显示政府已接受 

亲烟草业的政策。

「举例，卫生部建议禁止所 

有电子尼古丁传送系统、电子非 

尼古丁传送系统以及电子烟，但 

在吸电子烟者团体或组织的大力 

游说下，却被国内贸易与消费人 

事务部所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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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也E&爱情骗届

吉隆坡12日讯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 

指出，坠入「爱情骗局」（love Scam)的大马人不只是女 

性，男性也坠入爱情骗局，根据内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今年坠入爱情骗局所涉及的数额超过6700万令吉。

她今日在国会走廊召开 

记者会时说，在所有1303宗 

爱情骗局的案件中，其中有 

1070人是女性’ 230人是男 

性。受骗的数额达到6773万 

7419令吉38仙。

另外，杨巧双也指出， 

澳门骗局所涉及的数额则达 

到9404万451令吉65仙，在所 

有1911宗所投报的案件中， 

其中1109人是女性，802人是

杨巧双促请囯人，在接 

到疑是诈骗电话时不要 

慌张，可先查询有关电 

话的真伪。 -骆曼-

男性。

设网站查诈骗户头

她说'澳n骗局和爱情 

骗局专挑寂寞的女性下手， 

由于涉及友谊和人际关系" 

她们甚至在得知受骗后因感 

到羞愧而不敢向警方投报。

「她们也担心受到家人 

异样的眼光。」

因此，杨巧双促请国 

人，在接到疑是诈骗电话时 

不要慌张，可先查询有关电 

话的真伪，且不要随意就给 

出联络号码、银行户头号码 

或身份证号码等。

她说，为了防止国人受 

到诈骗，警方也设立一个网 

站(http://ccid.rmp.gov.my/ 

semakmule/)，让国人可查询 

诈骗户头。

2019年诈骗事件及涉及的数额

(损失公数额)

2469万 
1509令吉21仙

2261 3889万 
1889 | 4980令吉87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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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福案欧阳捍华录供
莎阿南12日讯|雪州斯里肯

邦安州议员欧阳捍华今午就赵明 

福案件，到雪州警察总部录供。

欧阳捍华表示，他是于上周 

接获警方的通知，总检察署指示 

以刑事法典342条文（非法拘禁） 

来重新调查此案，所以今天约见 

录口供。

他指出，根据刑事法典342 

条文，凡是涉及非法拘禁的人， 

即当天的涉案者一旦证实违法， 

在此条文下肯定获罪判刑。

「在此条文展开调查，意 

味著当天在场的人士都是第一证 

人。现场所有人都是涉案者'都

会一一被警方再度传召问话。」 

欧阳捍华也是赵明福生前上 

司。他今日在雪州议会召开记者 

会时透露，警方向他录供的过程 

大约一个小时。

他也解释，总检察署以此法 

令指示开裆调查，并非排除赵明 

福被谋杀，而是在开档调查后， 

在查案过程中其实也可依据蛛丝 

马迹查询谋杀的元素。

他强调，赵明福案件重启是 

个关键开始，本身始终不信赵明 

福会自杀，希望警方能尽快查明 

真相，让整个案件的真相彰显， 

以还赵明福和家属一个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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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遗弃」单亲妈妈可申请援助
莎阿南12日讯|遭「遗弃」

的单亲妈妈一旦证实生活负担 

重，也可向雪州政府申请援助。

雪州行政议员西蒂玛丽亚披 

露，遭遗弃的单亲妈妈必须获得 

警方的报案书和村长的支持信， 

才能获得享有雪州政府援助的资 

格。

她解释，所谓的遭遗弃的单 

亲妈妈，有的未离婚就遭丈夫抛 

弃，独自在养育子女的母亲。她 

们的丈夫很多时候是失踪的，偶 

尔又会出现。

「跟这群妈妈相比，单亲 

妈妈的援助金申请也比较容易处

理。因为，只要有法律证明，证 

实丈夫死亡或离婚，就能拥有申 

请资格。」

她指出，这群母亲的孩子 

更艰苦，由于拥有生父，即便爸 

爸失踪了，这些孩子并不属于孤 

儿，因此在申请援助资格上有点 

困难。

她是于今早在州议会上回复 

国阵双溪桥华州议员礼占的附加 

提问时，作出上述发言。

同时，西蒂玛丽亚在回答问 

题时指出，部分单亲妈妈不喜欢 

被标签，所以，在处理单亲妈妈 

的工作上比较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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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12日讯|雪州大臣阿

米鲁丁表示，地方官员的升迁或 

调派属于地方政府的权力，州政 

府在官员委任上必须符合三个条 

例才能成事，不能单方面建议就 

能决定。

他说，州政府在调派官员 

时，首先必须获得有关官员的同 

意；其二、被派往上任的地方政 

府是否接受；其三、原有的政府 

机构是否愿意放行。

「必须了解政府行政结构， 

州政府曾作出人事调动，结果空 

缺久久无人填补。尤其是44级别 

至52级别的官员，官员调派到地 

方政府部门后，留下的52级别空 

缺无合适人选能够上任。」

他强调，地方官员的委派工 

作，最好由中央政府处理。因为 

这不是雪州境内互相调派，而是 

可从全国各地调动人选。

政府人物可任市长

阿米鲁丁是于今早在雪州议 

会回答荅东加里州议员哈露麦尼 

的提问时指，这么表示。

稍早前，多名州议员包括榄 

州议员莫哈末赛益、邓普勒公园

钦进行交流。

州议员莫哈末沙尼及巴生港口州 

议员阿兹米占纷纷针对地方官员 

的委任和升迁事宜，围攻掌管地 

方政府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

黄思汉强调，地方官员的升 

迁属于市政厅市长和县市议会主 

席的权力。虽然，州政府在升迁 

上可提出建议，惟最后还是市长 

或市议会主席说了算。

他也透露，中央房屋和地方 

政府部目前正努力成立一个中央 

委员会。

针对市长或县市议会主席职 

务是否能够委派政治人物担任一 

事；黄思汉则表示，政治人物是

可担任市长，不过最终必须根据 

人选的专业和经验。

针对州议员是否有权力决定 

地方官员的委派，事由很多地方 

政府官员不愿合作一事。黄思汉 

则强调，州议员有权提建议，惟 

决定权在市长和县市议会主席。

另外，阿兹米占也投诉很多 

地方政府未根据专业和能力进行 

升迁，导致地方政府在处理事务 

上不见成效一事。

黄思汉则表示，如果州议员 

发现地方官员有不合格，在相关 

位置上不具能力或不合适的，欢 

迎向州政府作出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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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黻说不的境条件
——谈性骚扰

木/口玉

•自由工作者

梁知良能

果付你高薪，但附加条件却是要你

接受一位喜欢毛手毛脚的上司，那 

你会为了五斗米而折腰吗？

这所谓的职场潜规则，日前竟明文 

写在一封录取面试的电邮上而广为网传， 

进而成为媒体报道的题材。一名网友是在 

面子书分享其女性友人申请基薪介于5000 

令吉至7000令吉的私人秘书一职5其后竟 

分，但目前我国并没有专为性骚扰而订立 

的法律条文，相关案件通常会按情况援引 

刑事法典第354条文（非礼）、第377D条 

文（强制猥亵）和第509条文（侮辱他人 

贞洁）审理。

根据YouGov Omnibus针对1002名马来 

西亚人进行的抽样调查发现，超过三分之 

一或36 %的马来西亚女性遭受过性骚扰， 

男性也有六分之一（17% )曾遭受过性 

骚扰。

糟糕的是，在遭受性骚扰的人中， 

只有一半（53% )会报告或告诉某人所经 

历的事，余者都只会哑忍。报告列明， 

人们选择不举报性骚扰的主要原因是尴 

尬（54% )、觉得没人能对这个问题做

任何事情（38% )，或者害怕受到打击 

(26 % ) °

该报告也声明，如果对自己被性 

骚扰而作出举报，大多数人会告诉朋友 

(54% )或家人（51 % )，而非警察 

(只有15 % )

为什么性骚扰的受害者会如此无助 

呢？因为举证责任总是由受害者来承担， 

而且他/她在过程中，经常还会受到质疑 

和怀疑，甚至事后还会被针对等。

如果我们要性骚扰受害者勇敢说 

不，那当务之急应该是制定反性骚扰法 

令，让他/她在法律网的保护下安全站出 

来，而不是面对二度甚至多度伤害的孤立 

无援！

收到该公司令人愤慨的电邮。

此电邮是发给申请者，直接声明这 

家位于吉隆坡公司的董事是个「思想开 

放」的人，工作时可能会对人毛手毛脚， 

所以若这名申请者能接受董事的举动，那 

他们才会处理申请者的履历。

制定反性骚扰法令

分享此电邮的网友，也在贴文直接 

标签人力资源部长古拉及妇女、家庭和社 

会发展副部长杨巧双，希望他们两人能采 

取行动对付在精神上剥削和性骚扰雇员的 

资方。

当贴文广传后，尽管也有一些落井 

下石和挪输的留_ ^但欣慰的是’网友们 

几乎一面倒地谴责该公司的做法，并敦促 

资方应尊重女性。同时，也有一些网友留 

言：这就是为何我们需要一项反歧视和反 

性骚扰法令。

虽说大马有「职场性骚扰防治准 

则」，而且劳工法令也列有性骚扰的部

Page 1 of 1

13 Nov 2019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85,616 • Page: A41b
Printed Size: 444.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7,787.08 • Item ID: MY003785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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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隆坡12日讯|相同的

问题从去年至今重复提问了 

6次，到底该不该在国会殿堂 

里再回答呢？这项课题今日 

在国会下议院掀争议。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 

部副部长杨巧双今日在国会 

问答环节，在回答公正党偏 

莫国会议员努阿兹琳娜关于 

社区辅导中心官员的津贴问 

题如直g ’这项问题从去年 

至今已被提问了6次，因此她 

要求国会议员仔细阅读国会 

会议记录，以及听取部长的 

解答。

覆对努阿兹琳娜不公平。此 

时，杨巧双则援引议会常规 

第23条文回应道，已在议会 

厅内重复回答多次的问题， 

无需再回答了。

杨巧双的回应再次引起 

在野党议员的不满，砂民进 

党民都鲁国会议员拿督斯里 

张庆信质问杨巧双：「到底 

有什么不满？直接回答问题 

就好。」

沙林沙律菲也再次坐在 

位子上呛声说，「不是我们 

编排问题，是国会的问题， 

既然认为已问了 6次而不要再

杨巧双批反对党

相同问题重复了 6次
她解释，此举是为了不 

要浪费国会会议的时间。

在野党议员不满

不过，杨巧双的这个说 

法引起在野党议员的不满， 

巫统仁保国会议员拿督沙林 

沙律菲率先呛声杨巧双，指 

编排题目的不是国会议员， 

并质问到底是谁选择题目 

的。

巫统江沙国会议员拿 

汀玛斯杜拉也为努阿兹琳娜 

「抱屈」，直指杨巧双的答

回答，那么为何不要把我的 

问题编排上来

此时，主持会议的下议 

院议长丹斯里莫哈末阿里夫 

警告议员坐在位子上，却不 

要站起来打岔，这是什么样 

的情况？

议长过后也指示副部长 

接著回答提问。

杨巧双此时解释，不是 

她拒绝回答问题，而是这课 

题已回答了6次之多，她只是 

要提醒，并作为国会会议记 

录的一部分，但她还是会回 

答有关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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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转粗纽屋投級面州要S屋由
莎阿南12日讯|雪州行政议员哈尼查披露，雪 

州房屋和地产局（LPHS)将援引2001年雪州房屋地 

产局法令第6条文，对州内雪州房屋（RSKU)出租 

第三者的19宗案例展开调查。

雪兰莪 
立法议会

哈尼查透露，这19个遭投诉 

的单位，分别来自蒲种普特拉组 

屋（2个）、巴生柏廊镇阿兹丽雅 

组屋（10个）、加影卡普拉荅尤 

组屋（1个）、实达阿南De柏玛 

组屋（2个）、De基亚拉组屋（2 

个）及武吉丁宜泰弗里斯组屋(2 

单)。

「同时，巴生柏廊镇阿兹丽 

雅组屋有6个单位，因出租予外 

劳而遭雪州房屋和地产局发出警 

告。雪州房屋和地产局会继续沿 

著出租与租户的线索，以揭露更 

多抵触雪州房屋的法律问题。」 

她指出，州政府也将援引 

1971年地方政府法令（1971号法 

令）和1974年道路、沟渠与建筑 

法令（133号法令）去调查屋主 

是否涉及非法装修、非法接驳电 

线、住户人数拥挤，以及妨碍和 

干扰公众等。任何违例的案例将 

交予房屋建筑委员会和地方政府

米取法律彳"7动。

哈尼查今日在雪州议会回答 

巴生港口州议员阿兹米占的提问 

时透露，州政府已建议发展商、 

组屋联合管理机构和联合管理委 

员会，依据2013年分层管理法令 

(维护与管理），以设立管理条 

例来维护和保护组屋区的安全。

拟条例保障卫生环境

哈尼查也指出，为了应付雪 

州房屋拥有者出租单位的问题， 

雪州房屋和地产局将重新仔细 

检讨和追查，有关出租单位的屋 

主，究竟是透过哪一个途径获得 

雪州房屋的优惠。

「房屋局将会与地方政府和 

房屋建筑委员会展开联合行动， 

在1971年地方政府法令和1974 

年道路、沟渠与建筑法令的条例 

下，对出租单位的屋主展开法律

行动。j

她表示，在2001年雪州房屋 

和地产法令第38条文下，州政府 

将向雪州房屋出租第三者的屋主 

开出警告信，并要求屋主必须作 

出合理解释。

另一方面，哈尼查也透露， 

州政府也在著手拟定地方条例， 

以确保屋主遵守雪州房屋的条 

例。同时，任何违例者也遭受罚 

款，以为了确保组屋区的安全和 

卫生环境受保障。

「雪州房屋和地产局将继 

续协调，以配合地方政府展开执 

法。往后任何获得雪州房屋的雪 

州子民，州政府也会给予严厉监 

管，包括向屋主阐明不得出租或 

转卖第三者。j

她补充，任何发现雪州房屋 

计划出现问题，可直接联络雪州 

房屋和地产局，或到官网直接作 

出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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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军诽镑民政党收百万」
笨珍12日讯|民政党全国主 

席刘华才呼吁，特定政党不要玩 

弄肮脏伎俩，发动网军在社交媒 

体上诽镑民政党，指民政党收了 

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阿兹敏阿里 

的100万令吉到丹绒比艾国席补选 

搅局。

他重申，民政党上阵丹绒比 

艾国席补选，并没收取希盟或国 

阵资金，且无论结果输赢，该党 

都不会和希盟结为盟党或重返国 

阵怀抱，而是作为独立政党，给 

予人民第三个选择。

刘华才今日下午在笨珍一间 

餐馆召开新闻发布会，作出上述 

澄清和呼吁。

他表示，这场补选也是巫伊

正式结盟后的首场补选，国阵须 

向选民清楚交代，是否已接受伊 

党主席哈迪阿旺在今年3月提出的 

8个结盟条件，包括巫统须支持禁 

酒及公开跳舞；伊党不受国阵纪 

律行动机制的束缚；伊党可在政 

府部门和大学宣扬伊斯兰教等。

此外，他提到，该党不赞同 

教育部长马智礼在竞选期间宣布 

拨款300万令吉，供丹绒比艾国会 

选区内的6间国小建设礼堂做法。

他认为，这明显是补选糖 

果，但能够利惠学生，惟希望政 

府不要厚此薄彼，区内的华小及 

泰小也应该获得拨款，并希望无 

论补选胜败，政府都必须兑现这 

些在补选中承诺的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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