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hah Alam: Universiti Se-
langor (Unisel) menang-
gung hutang lapuk RM30
juta menyebabkan univer-
siti itu merekodkan penu-
runan pendapatan sejak
2006.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kerajaan ne-

geri ketika ini menyusun
langkah bagi menyelesai-
kan hutang lapuk itu.
“Semalamkitamengada-

kan mesyuarat ahli lem-
baga pengarah untuk
membincangkan perkara
ini.
“Bagaimanapun, Unisel

kini berubah dan semua
Ahli Dewan Undangan Ne-
geri (Adun) boleh melawat
ke sana.
“Ada 4,000 pelajar di

kampus Unisel di Bestari
Jaya,” katanya ketika men-
jawab soalan tambahan
Ronnie Liu (DAP-Sungai
Pelek) berhubung peruntu-
kan yang disalurkan kera-
jaan negeri kepada Unisel.
Terdahulu, Mohd Shaid

Rosli (BERSATU - Jeram)
bertanya jumlah terkini pe-
lajar Unisel dan kos ope-
rasinya berbanding jumlah
pendapatan.

Hutang Unisel RM30j

AMIRU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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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I
PERANCANGAN

BANDAR
1. KANAK-KANAK
menyertai aktiviti
‘pushbike’ atau
basikal tanpa kayuh
pada Sambutan Hari
Perancangan Bandar
Sedunia 2019 dan Hari
Tanpa Kenderaan
Shah AlamNovember
2019 di Shah Alam,
baru-baru ini.

2. AKTIVITI mewarna
turut diadakan pada
program berkenaan.

3. PENGUNJUNG
mengambil peluang
menyertai acara
berbasikal.

4. ANTARA kanak-
kanak yangmenyertai
pertandingan
pushb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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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1 pelajar tidak bersekolah
Libatkan 11,031 
pelajar sekolah 
menengah dan 

1,250 murid 
sekolah rendah

ASYRAF MUHAMMAD

SHAH ALAM

S eramai 12,281 pelajar 
sekolah menengah 
dan rendah di Sela-

ngor didapati tidak mene-
ruskan persekolahan mere-
ka.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da-
ripada jumlah itu, seramai 
11,031 pelajar merupakan 
sekolah menengah manaka-

la sekolah rendah melibat-
kan seramai 1,250 murid.

Menurutnya, bagi seko-
lah menengah, bilangan ti-
dak meneruskan perseko-
lahan atas sebab berhenti 
seramai 10,094 pelajar. 

“Seramai 549 tidak ber-
minat ke sekolah, bekerja 
(183), masalah keluarga 
(123), sukar ke sekolah (43), 
berkahwin (19), takut ke se-
kolah (11) dan kemiskinan 
(9). 

“Bagi sekolah rendah 
pula, faktor berhenti sekolah 
membabitkan 863 murid, 
masalah keluarga (198), ti-

SIDANG DUN 
SELANGOR

N 

AMIRUDIN

dak berminat ke sekolah 
(128), sukar ke sekolah (29), 
kemiskinan (15), takut ke 
sekolah (8), bekerja (7) dan 
berkahwin (2),” katanya 
pada sesi Sidang Dewan Un-
dangan Negeri (DUN) Sela-
ngor di sini semalam.

Amirudin berkata demi-
kian bagi menjawab perta-
nyaan Mazwan Johar 
(Amanah-Sungai Ramal) 

yang ingin mengetahui jum-
lah pelajar sekolah di Sela-
ngor yang tidak meneruskan 
pengajian dan langkah kera-
jaan negeri memastikan 
pelajar yang bekerja tidak 
ketinggalan dalam akade-
mik.

Amirudin berkata, Ja-
batan Pendidikan Negeri 
(JPN) Selangor juga tidak 
mempunyai sistem khusus 
untuk membantu pelajar 
sekolah yang mempunyai 
masalah kewangan atau ke-
warganegaraan. 

“Namun JPN Selangor 
mempunyai cara memban-
tu pelajar yang layak antara-
nya Rancangan Makanan 
Tambahan (RMT), Tabung 
Kumpulan Wang Amanah 
Pelajar Miskin (KWAMP), 
program susu sekolah dan 
pelbagai lagi,”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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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DAR BUKIT RAJA INDUSTRIAL GATEWAY

3 FIRMS TO DEVELOP INDUSTRIAL SITE
Sime Property
forms JV with
Mitsui, Mitsubishi
for 15.78ha project

AYISY YUSOF
KLANG
bt@mediaprima.com.my

SIME Darby Property Bhd
(Sime Property), Mitsui &
Co Ltd (Mitsui) and Mit-
subishi Estate Co Ltd (Mit-

subishi) have formed a joint ven-
ture (JV) company — SDMIT De-
velopment Sdn Bhd (SDMIT) —
to develop a 15.78ha industrial
site in Bandar Bukit Raja.
SDMIT will invest an initial
RM200 million in the project,
which is expected to have RM500
million in gross development val-
ue.
MBK Real Estate, a unit of Mit-

sui, will provide build-to-suit
(BTS) solutions for facilities at
the development.
Located at Bandar Bukit Raja
Industrial Gateway, the facilities
would empower global supply
chain players with advantages.
Logistics service provider
Leschaco (Malaysia) SdnBhd and
consumer electronics chain store
Sengheng Electric (KL) Sdn Bhd
will be the first two tenants.
Sime Property acting group
chief executive officerDatukWan
Hashimi Albakri Wan Ahmad
Amin Jaffri said the tenants
made a good decision to set up
operations with a minimum of
10-year lease.
“Bandar Bukit Raja Industrial
Gateway benefits from being sit-
uated in Selangor, an economic
and manufacturing driven area
with excellent business infras-
tructure and accessibility, with
educated and highly skilled pop-
ulation,” he said at the ground-
breaking, here, yesterday.

(From left) Mitsui Malaysia managing director Daiji Kojima, Sime Property acting group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Datuk Wan Hashimi Albakri Wan Ahmad Amin Jaffri, Selangor State Investment, Industry and
Commerce and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committee chairman Datuk Teng Chang Khim, Leschaco
Malaysia managing director Lothar Lauszat and Sengheng Malaysia managing director Lim Kim Heng
at the ground-breaking ceremony for the industrial site in Klang yesterday. PIC BY SYARAFIQ ABD SAM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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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1 in state drop out of
school, says Selangor MB
SHAH ALAM: Selangor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 said 12,281 students
in the state had dropped out of
school. Of the total, 11,031 were stu-
dents from secondary school while
1,250were from primary schools.
“The number of secondary school stu-
dents who quit was 10,094, not in-
terested in studies (549), work (183),
family problems (123), difficulties
getting to school (43), married (19),
afraid to come to school (11) and
poverty (9). For primary schools, 863
pupils quit, family problems (198), not
interested in studies (128), difficulties
getting to school (29), poverty (15),
afraid to come to school (8), work (7)
andmarried (2),” he said at the Se-
langor state legislative assembly here
yeste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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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in 
of rising waters 

•fear 
Kampung Cempaka villagers in 
Petaling Jaya want the authorities 
to take concrete action to prevent 
flash floods from recurring after 
the worst incident last month 
that caused severe damage to 
their property and belongings. >2 

Dreading downpours: Flood barrier works 
are urgently needed at Sungai Kayu Ara 
in Petaling Jaya to prevent flash floods, as 
Kampung Cempaka villagers are affected 
each time the river breaks its b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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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sh floods return to 
haunt Kg Cempaka 

Residents hope flood barrier 
project in Sg Kayu Ara starts soon 

• B h H H B K 

Resident Teoh Jen Mei, who lives beside the river, showing how high the 
water rose to during the Oct 9 flash flood in Kampung Cempaka. 

Residents left their houses in a hurry during the Kampung Cempaka flash 
flood and were unable to save their vehicles and valuables. 

By SHEILA SRI PRIYA 
sheilasripriya@thestar.com.my 

KAMPUNG Cempaka in Petaling 
Jaya faced its worst flash flood last 
month, according to residents. 

The flooding of part of the 
50-year-old village occurred as 
Sungai Kayu Ara overflowed dur-
ing a downpour on Oct 9. 

Water rose up to 1.52m and vil-
lagers suffered material losses. 

Village chairman Theresa Lim 
said the flash flood that day was the 
worst she witnessed since her 
childhood as she grew up there. 

She feared if the deepening of 
the river did not take place soon, 
villagers would experience even 
more losses. 

The village has about 1,030 fami-
lies and 30% of its population were 
senior citizens. 

A sizeable number of residents 
here fall under the B40 category 
and they were the ones worst-hit, 
said Lim. 

"During one of the flash floods, a 
villager lost a pet when it was 
crushed by a refrigerator. 

"Water rises fast in a downpour 
and we must rush to higher ground 
immediately. 

"The villagers will usually drive 
their vehicles out and leave behind 
other belongings such as motorcy-
cle and household items. Sofas, tele-
visions, bed sets and racks are often 
damaged in the flash floods. 

"We have many in the B40 group 
who are tailors and work in con-
struction or factories. 

The losses affect them greater 
financially," she said. 

She added that flood victims 
found the cleaning up a bane. 

"The place smells like a sewer 
after the flood, and heaps of rub-
bish and damaged household items 
need to be discarded. 

We help each other during these 
trying times," she said. 

Lim hoped the authorities 
would realise that the river needed 
to be deepened urgently as the 
flash floods were affecting the resi-
dents emotionally and psychologi-
cally 

"A resident who lives close to the 
riverbank tells me she cannot sleep 
when it rains at night for fear of 
flooding. 

"She becomes very nervous and 
will just wait for the rain to subside 
before sleeping," said Lim. 

She said in the past, the river 
underwent a digging process to 
remove the soil and sediment dur-
ing former Damansara Utama 
assemblyman Yeo Bee Yin's term. 

'Tor a year, we did not have any 
flash flood problem. However, the 
problem continued after that," said 
Lim. 

She added that the authorities 
were also trying to break some of 
the larger stones in the river which 
might improve water flow. 

"However, we are still waiting 
for the river to be dug deeper. This 
needs to be undertaken by 
Drainage and Irrigation 
Department Selangor (DID) and we 
were told by the department that it 

is still waiting for funding," she 
said. 

Bandar Utama assemblyman 
Jamaliah Jamaluddin spoke about 
the flash flood issue at the state 
assembly recently. 

She said the flash flood issue 
could not be prolonged. The matter 
had brought great fear and suffer-
ing to the residents. 

"The recent flash flood caused 
damage to 120 houses. When they 
see the water rising fast, villagers 
frantically remove their vehicles 
from their houses. 

"Many of the poor residents 
affected by the floods have house-
hold income of below RM1,500. 

"This is even lower compared to 

the national B40 household income, 
which is supposed to be RM4,000 
and lower. Their losses cannot be 
taken lightly," added Jamaliah. 

The Sungai Damansara flood bar-
rier project was approved under 
the scope of the 11th Malaysian 
Plan in 2016. Some RM64mil was 
allocated for it. Of the budget, 
Sungai Kayu Ara has a budget allo-
cation of RM20mil. 

"However, up until now, the pro-
ject has not started. 

"I hope Selangor Mentri Besar 
Amirudin Shari and the state will 
view this matter seriously," she 
said. 

At press time, DID has yet to 
respond on the 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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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JENTHI NAIR and SHEILA SRI PRIYA at the Selangor State Assembly 

MBPJ to implement homestay 
guidelines beginning Jan 1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will be the first local 
authority in the state to implement 
guidelines on homestays from Jan 
1 next year. 

State culture, tourism, Malay 
customs and heritage chairman 
Datuk Abdul Rashid Asari said that 
MBPJ was in the midst of prepar-
ing the documents after holding a 
seminar on Oct 9 and 10 calling for 
a registry of such businesses. 

"The state, local authorities and 
Malaysi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are 
preparing the guidelines. 

"The Housing and Local Govern-
ment Ministry has proposed a 
'Short Term Accommodation 
Regulatory Framework' draft for 
accommodation with the concept 
of 'bed and breakfast' or 'short 
term rental'. 

"With the guidelines in place, 
local authorities or any related 
party will have authority and a 
legal reference to allow control 
and enforce rules for such activity. 

'That way, problems such as dis-
turbance and traffic can be 
resolved," he said to a question 
from Michelle Ng (PH-Subang 
Jaya). 

The state assembly was also told 
that Selangor will be extending its 

free tuition programme - Program 
Tuisyen Rakyat Selangor (PTRS) -
to UPSR pupils next year. 

Mentri Besar Amirudin Shari 
said the initiative was to prevent 
students from dropping out of 
school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primary to secondary school. 

"PTRS kicked off last year and 
involved 14,000 academically weak 
students in Form Five who were 
taking the Sijil Pelajaran Malaysia 
(SPM) examination. 

"Menteri Besar Incorporated 
funded 10,000 students. The pro-
gramme was introduced to ensure 
that Form Five students, who are 
academically weak and uncomfort-
able to go to school fearing bullies 
or getting scolded, have a support 
system. 

"PTRS also accepted students 
from poor families," he said in 
reply to questions by Mazwan 
Johar (PH-Sungai Ramal). 

Amirudin said based on statistics 
from Jan 1 to Oct 23, the state 
recorded 11,031 cases of dropouts 
in secondary schools and 1,250 
cases in primary schools. 

"The reasons cited at secondary 
schools included stop schooling 
(10,094), not interested (549), work-
ing (183), family problems (123), 

having difficulty going to school 
(43), getting married (19), afraid to 
go to school (11) and poverty (9). 

"In the case of primary schools 
the reasons included stop school-
ing (863), family problems (198), 
not interested (128), having diffi-
culty going to school (29), poverty 
(15), afraid to go to school (8), 
working (7) and married (2)," he 
said. 

He added that the state did not 
have a specific mechanism to help 
students with financial or citizen-
ship problems. 

"However, the state Education 
Department has programmes for 
deserving students such as 
Rancangan Makanan Tambahan, 
Tabung Kumpulan Wang Amanah 
Pelajar Miskin and Free Milk 
Programme, among others. 

"Other programmes include 
Program Ziarah Cakna by the 
Education Ministry, where the 
school management visits and 
explains about the students' plight 
to their families and teachers pro-
vide counselling for potential drop-
outs. 

"Dropouts are also encouraged 
to rejoin and submit their applica-
tion to the state or district educa-
tion departments,"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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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 No plans to appoint 
assemblymen as 
local council advisors 
THERE was a debate over the pow-
ers of state legislators and council-
lors. 

Mohd Shaid Rosli (PH-Jeram) 
questioned if the state had plans to 
appoint all assemblymen as advis-
ers to local councils in their respec-
tive areas. 

State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transport and new village develop-
ment committee chairman Ng Sze 
Han said there were no plans to 
appoint assemblymen as advisers 
to their respective local councils. 

"However, the state has request-
ed all local councils to hold an 
engagement session or meeting 
with the assemblymen or MPs, 
including those from the 
Opposition, four times a year. 

"This is to ensure there is two-
way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local council and the elected repre-
sentatives. This will provide room 
for ideas and suggestions to be 
shared," said Ng. 

Mohd Shaid had said the four-
times-a-year state assembly ses-
sions were not enough for assem-
blymen to raise concerns in their 
areas. 

He added that the assemblymen's 
power seemed to have "vanished" 

as they were not able to participate 
in local council meetings. 

However, Ng said the statement 
was wrong as the real reason was 
to have clear separation of powers, 
as the assemblyman was a legisla-
tor and not an executive. 

"Legislators have the power to 
create laws,"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attendance of assemblymen at 
the state assembly was not good. 

"We can consider increasing the 
state assembly sessions to give 
assemblymen more time to discuss 
their issues." 

Rajiv Rishyakaran (PH-Bukit 
Gasing) pointed out that assembly-
men were voted in by the elector-
ate, but many decisions were made 
by local councillors who were not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The decisions are made by the 
local council and at times the 
assemblyman has to face the brunt 
of the decision when we were not 
even involved in the decision-mak-
ing process. 

"It is best we carry out the local 
council elections fast," said Rajiv. 

Ng said the state was waiting for 
approval from the Housing and 
Local Government Ministry to hold 
local government e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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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s and visitors at the 2019 Selangor Mini Entrepreneur Expo for the Gombak 
district at Melawati Mall, Kuala Lumpur. - Photos: SHAARI CHE MAT/The Star 

Encouraging 
Gombak youth to 
go into business 
Mini entrepreneurial expo raises awareness 
of available aid from state government 

Amirudin speaking at the launch of the 
expo in Gombak. 

ness and offered us a RM30,000 grant to buy 
bakery equipment under DUMS," she said. 

SitL Noorikha said many micro-entrepre-
neurs did not know about the types of assis-
tance offered by the state government. 

"There were many in the same batch as me 
who received aid, but they were unable to 
maintain their businesses even with the state 
government's support. 

"It takes hard work to succeed in business, 
especially in our current economy which is 
very challenging," she said. 

Samza Food Industries founder Dr 
Mohamed Zairul Mohd Yunus said it was 
important to have young energy in his busi-
ness. 

"We want young people to contribute to 
our business, as they help bring new perspec-
tives and knowledge of current trends," he 
said. 

Mohamed Zairul said he had taken part in 
several expos in the past, both lo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The state has helped my business a lot by 
allowing us to be featured in these expos," he 
said, adding that his company also received a 
RM20.000 grant for machinery through 
DUMS. 

Another exhibitor, Hidayah Bakery and 
Frozen Food owner Timah Mat Noh, a 
first-timer at the expo, said she was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to promote her business 
to a wider audience. 

She said she received a curry puff sealing 
machine from the state as a gift for winning 
the best shop in Gombak award. 

The next Mexus will be held this Saturday 
at Dewan Dato' Penggawa Permatang at the 
District Land Office in Kuala Selangor. 

By KYRISHA RAJAN 
metro@thestar.com.my 

THE eighth 2019 Selangor Mini Entrepreneur 
Expo (Mexus) for Gombak showcased 14 
youth entrepreneurs from the district. 

This edition was jointly organised by the 
District and Land Office of Gombak and the 
Selangor entrepreneur, rural, village and tra-
ditional village development committee. 

Committee chairman Rodziah Ismail said 
the expo was a one-stop centre for entrepre-
neurs to gain education, exposure and aware-
ness about the various aspects of business. 

"For every location that we hold Mexus, 
there would be a specific theme. The theme 
for this eighth Mexus was 70m Belia Niaga'. 

"We hope the youth in Gombak will take 
advantage of this to rise and become success-
ful entrepreneurs," she said at the expo held 
at Melawati Mall, Kuala Lumpur. 

"We usually hear that these entrepreneuri-
al expos are too big, so the Selangor govern-
ment decided to hold mini expos specifically 
for micro-entrepreneurs," Rodziah added. 

The entrepreneurs featured in the exhibi-
tion were recipients of the Selangor Micro-
Entrepreneur Fund (DUMS). 

DUMS provides aid of up to a maximum of 
RM30,000 to micro-entrepreneurs from all 
types of industries in the state . 

Selangor Mentri Besar Amirudin Shari 
launched the Mexus event in Gombak and 
presented DUMS aid worth RM153,754 and 
Hijrah Selangor Foundation funding worth 
RM465,000 to deserving business owners. 

"I hope entrepreneurial development in 
Selangor will truly better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of our state and country," he said in 
his speech. 

'1 am very happy with the creation of 
Mexus as we can introduce the entrepreneur-
ial development products provided by the 
state government, such as DUMS and the 
Hijrah Selangor to the people." 

Amirudin said Selangor had many entre-
preneurial programmes to help people at 
every stage of their business. 

Khaliff Cookies managing director and 
Mexus exhibitor Siti Noorikha Mahbob said 
she owed a lot of her success to the DUMS aid. 

Khaliff Cookies has been operating for 
three years. 

"We started as a small business in the vil-
lage with a model of RM5,000 for equipment. 

"As we got more customers, we expanded 
and rented a shop.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saw that we were passionate about our bu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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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3日訊）人力资源部长古拉将在本月底向内阁建议， 

为丈夫提供7天陪产假，并争取在12月提呈到国会
文轉A4 ♦

Blnysi

SIGHED
the petition

■出席者手持字报，要求政府实行7天陪产假。 ■苏米特拉（左起）移交印有联署人数的牌板给古拉和杨巧双；右起为沈志勤和法米法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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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產假或7天

古拉：下月提呈國會

♦文接封面

古拉说，目前公务员已经享 
有7天陪产假，一旦上述建议 

通过，届时私人界也将强制给 

予男性T天的陪产假。

“如果这次国会来不及 
的话，等（明年）3月的会 

i义。”

^拉也已经和相关利益者对 

话，而争取雇主的同意并不容 

易，但有一点要做的是，我国 

必须改变过往的思想，让丈夫 予男性T天的陪产假。

古拉今日与妇女、家庭及社 

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在国 

会大厦外，从妇女援助组织 
(WA0)代表手中接过“7天陪 

产假”联署后，向媒体这么指 
出；有关联署共获得3万9340 

人响应。

古拉说，政府原本建议提供 
3天陪产假，但随著今曰的会 

面，他会向内阁建议7天的陪 

产假，最终结果将由内阁定 

夺。
他补充，他希望90天产假建 

议也能在12月提呈国会通过， 

但由于目前还有很多其他法案 

等待通过，这无疑对他来说是 

个挑战。

必须改变过往的思想，让丈夫 

在妻子分娩时有时间在旁照 

料。

1 °另外，杨巧双也说，她支持 

父亲应享有陪产假的建议，表 

明该妇女部在这个课题上会支 

持人资部的行动。

她说，新生婴儿在出生时应 

有父母陪伴在侧，并分享本身 

的接生经历，指产妇在分娩后 

几天，会面对很难起床的情 

况，因此非常需要有人帮忙。

出席者还有农业及农基工业 

部副部长沈志勤、公正党班底 
谷区国会议员法米法兹、妇女 

援助组织执行董事苏米特拉、 

著名艺人达芬妮依尔京，及 
Youtube 网红Ji nnyboy。

蘇米特拉：3天陪產假不夠

苏
米特拉认为，虽然政府计持。

1划提供3天的陪产假，但 

这是不够的，在私人界工作的 

丈夫，理应享有和政府界提供 
的7天陪产假。

“我很高兴政府理解陪产假 

的重要，但要开始的话就给 

点有意义的，而不是橱窗修饰
(window dressing);要开始 

就给7天，之后再向3个月目标 

迈进。”

她说，分娩可说是妇女一个 

困难的时刻，无论是为夫还 

是为父者，都理应在旁提供支

她欢迎古拉指会向内阁提呈7 

天陪产假的建议，希望内阁能 

作出正面的决定。

另外，达芬妮依尔京则说， 

陪产假将能允许父亲在孩子出 

生时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夫妻 

间也能分担照顾新生儿的责 

任，让母亲有更多时间休息和 

恢复过来。

她说，当她分娩时父母都身 

在沙巴，所幸其丈夫一直伴随 

左右和照顾孩子，才不至于让 

她变得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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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建議3天陪產假”

僱聯會驁訝麗QJJ_

報導•沈燕玲

(吉隆坡1S日讯）大马雇主联合 

会执行董事拿督三苏丁直言，他 

对人力资源部长古拉指将向内阁建 
议，为丈夫提供7天陪产假一事感 

到惊讶，因为最后一次与技术委员 

会开会讨论此事时，当时的建议为 
连续3天陪产假，没想到会出现朝

他今日接受°《中国报》电访时指 

出，上一次的会议于周一（11曰） 

进行，除了该会代表，人力资源部 
官员和大马职工总会（MTIC)代表 

皆有出席。

“我不太确定为何会发生这样的 

事情，因为7天陪产假是（人力资 

源）部门一开始提出的建议，在经 
过多番讨论后，最终改为连续3天 

假期。

■三苏丁

“我不知道 

为何会发生这 

样的事情，因 

为讨论和宣布 

的完全是两回

事‘丁说，

只要不是完全 
由雇主承担落 

实该措施的成 

本，该会基本
上赞同3天陪产连假一事；他认 

为，雇主、雇员和政府都应该共同 

承担有关成本。

政府應承擔30%成本

他以社险和就业保险计划 
(EIS)为例，指保费都是由雇主 

和雇员缴纳，但政府也应该扮演 
其角色，承担至少30%的陪产假成 

本，以减轻雇主和雇员的负担，而 
非一味由雇主承担。

■民众手持大字报，要求落实7天陪产假。

询及下一步行动，三苏丁 

指出，该会将直接与大马职 

工总会讨论此事，并期望双 

方能达成共识，届时再将讨 

论结果提交给有关部门。

古拉今早与妇女、家庭及 

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在 

国会大厦外，接过妇女援助 
组织（WA0)代表提交的“7

天陪产假”联署后，指会在 

本月底向内阁提出有关建 
议，并争取在12月提呈到国 

会
他说，政府原建议3天陪 

产假，但随著今日的会面， 
他会向内阁建议7天的陪产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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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1S日讯）雪 
州政府推出“雪州青年 
结婚奖掖计划”，40岁 

以下的新婚雪州子民只 
要参与由妇女、家庭与 
社会发展局举办的婚姻 
课程，就可获得每人300 

令吉奖掖。
掌管雪州青年、体育 

及人力资本发展事务的 
行政议员凯鲁丁说，这 
项计划是鉴於社会发展 
局的统计显不，有二分 
之一的婚姻，不到5年就 

以离婚收场。

推出雪州青年獎掖計劃

參蟈姻課程ill®)
“从雪州宗教局与国 

民登记局的数据也显 
示，不到5年就离婚者 
中，30岁至40岁者最

°他说，因此，州政府 
重新调整了青年结婚奖 
掖计划，不是结婚就给 
予奖励，而是要新婚夫

妇参与婚姻课程後才发 
Hi 〇

“这项讲座包括为时 
半天，内容有情绪管 
理、财政管理、新手父 
母技能等在婚姻中的重
剪玍rw 口”

凯^°丁今午在雪州议 
会午休期间召开记者会

时，如是指出。
他说，这项计划只提 

供给新婚青年，只要是 
在2018年9月1日後注册 

结婚者即可申请。
“去年9月1日至今年 

12月31日注册者，可以 
在明年6月尾之前申请， 

而在明年1月1日才结婚 
者，则需结婚6个月後才 
能申请。”

欲知详情，可浏览 
igems . yawas . my,申请 
在11月18日开放。

凱魯丁：須雙方首次結婚
山n鲁丁指出，这项福利只给第一次结婚的雪州子 

.民，若夫妇双方都符合资格，则会各获300令
* 即600令吉。

他说，若是配偶其中一人不符资格，则只会获得
3QQ^^

“符合°资格者必须出席课程才会获得奖掖，而若

其配偶不符合资格，则可不出席，但我们是鼓励夫 
妻一同上课。”

他说，奖掖会在课程结束後，发出国家储蓄银行 
的存款券，让受惠者到银行存款，该笔存款可以在 
45天後提出。

他指出，州政府已计划拨款55万603令吉在这项计 
划中，目标会有1500人参与这计划，不过他们没设
上限，即使申请者超过1 .wn人，他们也无任欢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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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設委會
ti：邦再也区州议员黄美

丨l诗建议雪州政府成立 

一个委员会，委任包括各 
个相关部门官员，以针对 
雪州频发生河流污染致造 
成滤水站停止运作一事采 
取行动，避免似频似问题 
频发生。

黄美诗下午在雪州议会 
中，提呈Jl述动议，该动 
议也获得通过。

她说，如果因河水污染 
而导致滤水站停止运作， 
以致人民面对水供突中断 
一事是数年发生一次，一 
般人民还可接受，但如果 
是一年内发生数次类似的 
问题，确实是让人民难于 
接受，也让人民要知道雪 
州政府已采取什么行动。

她指出，在今年内总共 
发生4次水供中断问题，主 
要是因为河流污染，影响 
当地滤水站及滤水站也停 
止运作。

她说，6月20日，在士毛 

月河发生污染，造成士毛 
月滤水站停止运作2天， 
当时共有512个地区受影 
响，涉及的用户共37万

7141 个。
“在T月19日，雪河发生 

污染，造成滤水站停止操 
作2天，雪河第1期、第2 
期、第3期和兰达班让滤水 
站都受到影响，共有1133 

个地区面对断水，涉及的 
用户共有116万6842个。”

黄美诗说，上述污染问 
题是因为黑油泄漏，但在 
调查之后却不了了之。

停止互相推卸責任

她说，在T月21曰，因在 

八丁燕带一带发生1〇〇公 
升的柴油污染，以致当时 
雪河第:二期滤水站停天运 
作4天。

她说，当时，雪州第1、 
第2及第3，兰道班让滤水 

站等都受到影响，停水的 
地点总共有11 33个，涉及 
116万6842个用户。

她指出，污染的河流在 
采沙范围，在事后，传来 
是有钓鱼客涉及，但之后 
传出警方扣留了两人及采 
取调查，但截至目前为 
止，也没有进一步消息。

她说，在9月28日，土毛

難詩：涵潑11骷」

黃思漢：丨証編申請讎

miu
(莎阿南13日訊）掌管雪州地方 

政府、公共交通和华人新村事务及 

交通的行政议员黃思汉指出，州政 

府的非法工厂漂白计划让很多人产 

生误解，误以为所有非法工厂都得 

以漂白，转为合法工厂。

他在周三的雪州议会动议辩论中解释， 
所谓的非法工厂漂白，是让未获得准证的 
正规工厂申请准证，而不是让进行非法操 
作、污染及破坏环境的工厂去申请准证。

莎阿南市廳小組來協調這項工作

他强调，州政府不会批准这类的非法工 
厂申请漂白，包括在河边和不合适土地上 
操作的非法工厂等，若这些工厂持续操 
作，将被对付。

他指出，允许申请漂白的工厂包括在没 
有获得土地局批准转换土地用途的土地上 
进行工厂操作和没有住用证的工厂。

他说，莎阿南市政厅已成立小组来协调 
这项工作，并催促还未申请漂白的工厂业 
者尽快提呈申请。

他指出，州政府为了鼓励更多业者提出 
申请，也采取了许多措施，包括，举办路 
演，向民众推介这项计。

他指出，州政府的这项漂白计划仅开放 
1年时间让业者申请，并指出，由于大马 

人都有’’最后一分钟”的习惯，故，为了避 
免在最后期限才来临时抱佛脚，因此呼吁 
业者尽快做出申请。

他补充，州政府的这项计划也得到土地 
局的配合，将原本所需的6个月处理手续 
缩短至3个月，因此，申请者可以很快就 

得以漂白。

月河发生污染，被鉴定是 
来自于当地的化污池，当 
时造成37万2031个用户受 

影响。
“在上述污染课题发生 

后，对于调查也没有进一 
步的消自 ”

她说r随著上述污染课 
题的发生，也让人置问为 
何肇祸者没被发现和采取 
行动、各部门增加人力及 
雪州政府是否采取行动、 
雪州政府是否有用高科技 
的技术以免污染物流入河 
流、排污系统、成立临时 
委员会采取法律行动，把 
加强过滤系统列入选建议 
法令之中、紧急水供措施 
等。

°她说，她们建议雪州政 
府成立一个委员会，包括 
有政府部门和单位，如雪 
州政府、地方政府、雪州 
水供管理公司、雪州水供 
管理机构、英达丽水、环 
竟局、国家水务委员会 
等。

°她指出，各单位应该要 
相合作，停止互相推卸的 
文化，除了采取行动对付 
违例者，也应采取行动避 
免类似问题一再发生。

她也希望行政议员们也 
应扮演其角色，共同监督 
雪州情况，避免问题重 
演。

思
漢

蓋掌

府
脏

地意

方_
政任

I #1 „………

BB三盖方式是选举 
问口找举，这样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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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政府并无意委 
任州议员为选区内地方政 
府的顾问，因这将引起压 
制权利情况产生。

他说，州政府有鼓励州 
议员每年和地方政府展开4 

次的会议，这是为了互相 
传达人民和政府的意见和 
心声，这样一来，州议员 
也有责任确保选区内的发 
展是对日后有利的。

不过，武吉加星州议员

州選區每年300萬修路經費

阿茲米占促重新探討
巴

生港口区议员阿兹米 
占促请雪州政府重

地方政府选 
这样一来，地方政府 

所做的决策将由地方政府 
领袖负责承担，因这是民 
选的领袖。

新探讨大马道路档案系统 
(M a r r i s )中，每一■个州选 

区每1年获得300万令吉重铺 
和维修道路的经费的事项。

他说，对于一些范围和面 
积非常大的州选区，1年300 

万令吉重铺和维修道路的费 
用并不足够，以致一些维修 
计划只能拖延至隔年进行， 
但对于一些州选区而言，每 
年300万令吉的拨款也用不

部分道路已重铺，部分也由 
地方政府进行，只剩下工程 
局所管辖的道路。

他说，但班达马兰州选区 
虽然在第14届全国大选已一 

分为二，但该州选区的范围 
还是相当的大，以致300万令 
吉也不够应付重铺和维修道 
路的需求。

官員應監督晚間施工

兀C
他也以新古毛州选区和班 

达马兰州选区为例子，他 

“希望重铺道路也应以需 
要性为考量，不要一些地区 
的道路每年重铺，但有一些 
地区因拨款不足，数十年都 
未曾重铺和维修过。”

议会提呈地方政府遴选委员 
会报告时，这么指出。

阿兹米占也希望州政府关 
注有关铺路承包商的素质， 
包括把工程不理想及留下诸 
多问题的承包商列入黑名单 
之中。
~他1兑，一些铺路工程素质 
不佳，刚铺完数天后就出现 
损坏的情况，有者则是在雨 
季时铺路，以致铺过道路不 
耐及容易损毁等。

“我也希当局能考量不要 
根据道路的长度，也应把道 
路宽度都计划包含在内，为 
有些路段虽然是两休车道， 
但有些却是三至四条车道， 

如果重铺起来就有一些差 
距。，，

°他促请铺路工程在晚上进

员在场监督情况，确保铺路 

鋪路工程圈鱷國

阿
兹米占希望铺路Jfi程获得协 
调，包括公共措施工程，不

要每次当铺路工程进不久之后， 
其他公共措施工程之后又来挖屈 
掘。

5也也促请当局考量加强铺路工 
程及使用更好素质的原料，提升 
该道路的素质，虽然将提高铺路 
成本，但至少让道路更加的耐 
用。

k说，常遇到一些道路是“无 
主”的，也没有人要认领，也不
知道路是在那一个单位管辖之

■刘永山在雪州议会中积极参与辩论环

节。

中，他也希望这些“无主”道路 
^•日概丨味A

他在是提呈°报告之后，也公开 
赞扬士毛月区州议员，在该委员 
会举行期间，从来都没有缺席过 
会议。

州
议
会
上
发
表
意
见
。

 
顾
问
。

黄思汉指出，州政府也希望尽快重新启 
动地方政府选举，可目前仍在等待房屋部 
的决策。

说，新古毛州选区每一年的 
300万令吉的拨款用不完，大

未曾重铺和维修过。”
阿兹米 

占在雪州

员在场监督情况，确保铺路 
工程是符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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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全民前進 

打造全球商貿樞杻

雪州政府撥款3億 

推動精明雪蘭莪6年計劃

雪
州政府所推动的策略，主要 

引领全民往大目标和大愿景 

前进，让雪州成为全球的商贸枢 

杻。
邓章钦透露，从2015年开始举 

办雪S莪国际商展，是招商引资 

的途径之一。从商展再扩大至雪 

兰莪智慧城市与数码经济大会、 

雪兰莪东盟商务论坛和雪兰莪研 

发与创新展会，再把以上四大亮 

点结合至今日规模庞大的_兰莪 

国际商务峰会（SIBS)，全面开 

启东盟之门，无论是进入东盟市 

场或走出东盟市场，雪州是一个 

平台。
2019年第3届雪兰莪国际商务 

峰会取得最高増长，吸引了 3万 

5000人次的到访，超出原订的3 

万目标；交易额方面亦达到预期 

中的2亿5000万令吉。若加上由 

马来西亚一中国总商会（MCCC) 

和大会联办的第9届马中企业家 

大会，总交易额则达到4亿5000 

万令吉。
他说，2020年雪兰莪国际商务

峰会将在吉隆坡会展中心开办， 
开设展台从400増加至600，预计 

可吸引4万名访客量及促成3亿令 

吉的交易额。

“我们采取步骤性及策略性的 

工作，主动出击到国外拜访各机 

构，并把雪:兰莪带至海外，让外 

资更了解雪州的经贸先天条件和 

和优势。”

邓章钦本身亦会亲自主持每 

月的协调会议，集合各个相关部 

门与海内外投资者进行洽谈，更 

有效地解决在设厂或经营过程中 

所面对的问题，并在探讨商机的 

初期已开始给予协调，如投资条 

件、准证或执照、奖掖等。

在执行一连串的推广策略，硬 

体设施方面亦会同步加强。州政 

府较早已宣布，会在雪邦一带 
拨出一块143英亩的土地，作为 

建设雪兰莪商业首府，设立一个 

具有气派的商业中心形像，把会 

展中心、展厅、金融中心等全部 

集中在同一区，实践“打造雪州 

成为全球商贸枢杻”的愿景。

左+对最新公布的2〇20年雪州财政预算 t I案，拿督邓章钦表示，州政府拨款3亿 

令吉作为推动“精明雪兰莪”发展长达6年 

的计划，相信未来雪州将成为我国智慧城市 

的模范。

他说，这项拨款将用于发展雪州智慧城 

市，在雪州各人口密集区增加智能闭路电视 

监控，以便能加强社区保安，并能更全面收 

集和分析道路交通状况。

此外，州政府为巩固雪州作为投资和贸易 

枢纽，将持续拨款1100万令吉予雪州国际商 

业高峰会，亦将拨款1900万令吉来做海外投 

资，吸引更多有潜质的国家注资进雪州。
为响应工业4.0计划，州政府将在来年将 

5个行业纳入焦点发展，包括电机与电子、 

物流工具、生命科学、饮食业和机械与工具 

等，并拨款3000万令吉做投资活动，迈向雪 

州成东南亚市场的目标。

a Reed EnhibitiorsMMW览兔®

12018年按費總額逾189億

實至名歸
(莎阿南l3日訊）雪兰莪不负“马来西亚 

黃金州”之美誉，在2018年取得189亿4700 

万令吉投资总额，达到25年来的经贸巅 

峰，表现十分亮眼！

掌管雪州投资、工商及中小型工业事务的行政议 
员拿督邓章钦指出，在这创新高的投资总额中，外 

国投资占了 577。，即108亿3696万令吉，国内投资则 

占43°。，即S1亿1〇43万令吉。这数据亦显示了雪州是 

外资和内资最为平均的州属。
参与2018年雪竺莪制造业项目的海外投资，中 

国占榜首，投资额为39亿令吉，亦是历年来中国在 

雪州注入最多的投资额。然而总结1987年至2018年 

的6大外资最高的国家，依序为日本（259亿8000万 

令吉）、美国（I57亿7〇〇〇万令吉）、新加坡（I22 
亿7〇00万令吉）、中国亿1000万令吉）、德国 

(58亿(3000万令吉）及台湾（44亿9〇00万令吉）。

藉着策略地理位置和完善基本建设，雪州一直是 

国内外企业青睐的投资州属，并在2 018年的招商引 

资表现卓越，共获得241个制造业项目，成为全国获 

得最多投资项目的州属。

他说，在过去十年，雪州平均每年皆取得200或以 

上的项目，这证明了雪州拥有较为广泛及平稳的基 

础，即使在经济稍为疲弱的时候亦能常居最高项目 

之位置。

雪州每年贡献给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了

近四分之一。2018年的增长表现，更是占据全国生 

产总值23.7?。，再次稳坐我国经济动脉的头把交椅。

**雪州是全马最早迈入工业化的州属，之前已有 

外资入驻，接着吸引了更多投资进来。此外，这里 

也是很多中小型企业的集中区，也许他们的投资额 

不大，但量多且发展项目多样化，在雪州内资方面

给予很大的支撑点。这是促使雪州比其他州属更吸 

金的两大优势。”

当被询及今年的引资投资额时，邓章钦透露，今 
年的目标是1〇〇亿令吉，而截至6月份已引进了60亿 

令吉，如依据此进度，估计到年底可达到120亿令 

吉。

▲邓章钦（右4)和雪州商务代表团参观巴黎国际航空航天展的大马展示馆，与国防部长莫哈末沙布（左 

5)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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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钦（右2)与雪州商务代表团拜访位于英国普雷斯顿的英国航 

空航天公司BAE，并参观该公司的知识与技能学院。

4大理事會招商引資 

飛機維修業廣受青睞

邓
章钦透露，过往雪州在招 

商引资方面缺乏明确的大 

方向，四周撒网的方式既费时又 

耗力。
“在2014年年杪我接管雪州投 

资、工商及中小型工业事务后， 

与相关研究所从数据分析中找 

出及锁定制造业内的五大领域， 

即电子与电器、交通工具配备、 

机械配备、食品与饮料及生命科 

学 ”

“州政府在招商引资的努力 

中，成立了雪州资讯科技与电 
子商务理事会（STTEC)、雪州 

清真工业理事会、雪州航空航天 

科技理事会和雪州生物科技理事 

会，以进行招商引资的工作。”

他说，成立以上4大理事会主 

要宗旨是集合政府与商界的力 

量，打造一个集思广益的平台， 

专注并一致地推动制造业与服务 

业的领域。

在交通工具配备领域中，飞 

机零件制造业和飞机维修业受到 

大力关注。从过去这几年极速的 

进展，力证了此策略的可行性。 

雪州在这国内两大行业的份额， 
从两年前的62%已提升至目前的 

65%，估计到今年年杪可提升至 

70〇〇。

雪州是大马航空航天工业的主

要枢纽，梳邦、雪邦及双文丹都 

是州内重要的航空工业区域。

“合顺与劳斯莱斯亦已于一年 

前在雪州双文丹设立合资公司， 
平均每日生产最新波音787机型 

的引擎机匣运往新加坡装置。同 

时，今年年尾即将有一家法国大 

型私人飞机维修公司把其在本区 

域的中心从新加坡迁至梳邦。”

随着亚洲的国际航空业务发展 

曰益迅速，单通道飞机的需求量 

相继提高，因此飞机维修业务有 

必要顺势拓展，前景更是无可限 

量。

邓章钦指出，州政府已在雪 
邦物色到一片2000英亩的土地来 

作为本区域航空业零件及维修的 

最大基地，由雪兰莪投资促进机 
构（Invest Selangor)招_引 

资，并与国际公司讨论将业务搬 

迁到雪州，进行重新安置，重点 

发展此领域。

“目前已有多家航空业维修 

公司在马营运多年，他们亦有意 

进行业务拓展，并推动大马成为 

本区域的航空业维修中心。大马 

的航空业技术趋向成熟及享有口 

碑，除了国外民航机，中东区的 

军用飞机亦前来大马进行保养和 

维修。”

随

加強人力培訓 
鞏固領頭羊地位

著周边国家的迅速崛起，政府亦与中央政府合作为外资提 

在航空业方面亦有所发供奖掖，同时在人力方面加强训 

展，邓章钦强调，这对我国来说练，以提升技术水平。

也是一个警愒，需要持续加强条 “州政府亦是最积极投资在人 

件，以建立和巩固大马成为本区力培训的州属，与雪州人力资源 

域飞机零件制造及飞机维修业领发展中心联手提升人力和技术， 

头羊的地位。 尤其是在航空业维修方面的专才

他说，大马除了拥有绝对优人员。同时与私人界公司配合举 

势的基本条件，如地理位置、教办训练课程，制造更多技术提升 

育水平、良好的投资环境等，州和就业机会。”

主办单位ORGANISED BY

獅纖匕顯

撥1000英畝土地發展生物灣計劃 

生
命科学领域内包含生物科技、 

药剂、专用化学品、医疗器材 

和保健，这亦是雪州工业发展五大 

核心领域之一:。州政府在巴生英达 

岛拨出1000英亩的土地，发展雪。兰 

莪生物湾计划，并于去年进行了动 

土礼。

邓章钦指出，综观雪州的生产总 
值，60°。来自服务业，收入来自物流 

业、保险、教育、医药服务、旅游 

等方面。

他举例说，巴生英达岛的物流 

业发展包括：全球著名家具零售商 
宜家（TKEA)在设立全世界第3大 

及东协最大的分销中心，还有本 

田东南亚区制造和分销中心、富 
豪（Volvo)亚太区最大的制造及 

分销中心，电子乐器的领导品牌 
一 Roland亦把原位于东京的总部搬 

至巴生港口，长远计划是在雪州生 
产70%的产品并分销至各国各区；这 

都彰显了雪州在物流领域的实力。

◄邓章钦（左4)接管雪州投资工商事务后，展开策略性的招商引资的工 

作，与海内外资伙伴保有密切联系。

雪州大臣机构总 

执行长拉惹沙林

►邓章钦在“放 

眼亚洲”电子业 

投资高峰论坛中 

分享雪兰莪州的 

投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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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邦13日讯）双 

溪比力区州议员刘天球 
呼吁全民一起努力，多种树 

以降低全球暖化的速度。
他指出，报道指出全球暖化效应 

开始；全球很多岛屿包括马来西亚的部 
分岛屿将会下沉或被海洋淹没，其中关丹 

和巴生市的一半面积或在2030年开始下沉。

“北极冰山溶化，唯一可做的就是种树不随意 
焚烧，使用低碳电子汽车或是采用太阳仪器。全 
球暖化表示温度每年都在上升，世界变得越来越 
热，这不是危言耸听，10年后，将目睹这个情况发 
生。，’

^天球日前为马来西亚雨林学院主办，雪邦市议 
会及雪州森林局协办的巴眼拉浪海滩种树活动主持 
开幕致词时，这么指出。出席者有马来西亚雨林局 
副主席拿督英拉、拿督伊斯迈尔、布特拉大学教授 
再迪、雪邦市议员维再雅和朱卡耐、雪邦市议会官 
员卢海拉以及200余名参与种树计划义工。

百萬棵樹仍不夠

他指出，减碳有很多方式，最重要是国家、政 
府、企业、学院甚至居民等都扮演重要角色。

他说，树种了要管理和看护好。他透露，10年前 
时任着州行政议员期间，就设定2008-2013期间每 
年种植百万棵树的目标遍布全州12区域，虽然部分 

区域甚至种植更多树，但树量还是不足够。
“如果大马要保持常青和清洁，全民都要种树。

明年是雪邦旅游年，也是大马旅游年。巴眼拉浪海 

滩成为著名旅游景点，周边有许多花草树林环抱也■刘天球（站者左3起）、维再雅、卢海拉、伊斯迈尔哈伦及朱 

是吸引焦点。” 卡耐，完成种树宏愿后表赞。

T义工们分工合作种树，保护地 

球绿林义不容辞。

I 200多名大人小孩齐心协力为巴 

眼拉浪海滩种250棵树。

伊斯迈尔哈伦指出，
“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是 

功德无量的壮举。
他指出，当局多次推动种树活 

动，主要是提高和唤起民众关注海 
岸线和沙滩红树林保护和维护的醒觉，
种树不仅有效保护海边，同时保护海洋生 
物如海鱼、螃蟹等繁殖和生长的健康环境， 
最终达到生态平衡的目标。

他说，种树好处非常多，除了提供食物给动 
物，更是降低气候变更的侵害主要因素，防止 
部分沙滩或陆地下沉。

他指出，树林最美之处是加速吸收二氧化碳 
的能力和过程，即每1公顷树林可吸收高达200 
吨的碳气，此外还保持微气候水平，为人类提 
供氧气，甚至于为附近的海岸线减低高达T倍 
的海啸或大海潮的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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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量僅能供應30%

mtmmm
7農業計劃

俅
兹汉哈欣说，雪州农业 
局在乌冷区规划了 7项农 

业计划，振兴当地的农业。

他指出，当地拥有许多历 

史悠久果园，并有潜力发展 

为种植榴莲及其他高价值水 

果。
当地有188.3亩果园获 

得农业局的帮助，无论新旧 

果园计划，当局也有提供奖

掖。，’

他指出，当局也开放让公 

目前已有13业者参与。

他说，第5项就是发展 

菇菌类的种植，这 

行业可以利用 

先进科技培植

且产量高，市 __

场需求也大。

他指出，、在乌 ■依茲汉哈欣
冷有2个永久食品 

出产园（TKPM)，分别 

位於士毛月与Batang Si。

“士毛月的TKPM有38公 

(莎阿南13日訊）雪州粮食生产 

低，目前仅能供应257。至30%需求，其 

佘都是依赖入口。

掌管雪州基本建设、公共设施、现代农业 

及农基工业事的雪州行政议员依兹汉哈 

欣说，由于雪的各农粮食生产量还不 

是很高，因此目前大部分的农产品还 

;是有赖于进口。

他指出，目前，雪州的本地粮食 
自供自足的产屬：相当低，只有25% 

至30%，其余的则有赖于进口。

依兹汉是于今日在雪州议会 

中回答依约区州议员依德 

利斯的附加提问时说，在 

雪州，目前出口量比较高 

的是椰子、鸡蛋和牛肉类 
等。

指出，目前，在雪州还有一 
些废置土地，他将会和各相关部门 

讨论，让有关土地能使用在农业发展上，以 

提入粮食生产量。

有地主的地段，有些已因没有进行种植活 

动，也让相关土地处在空置和野草丛生的情 

況•。”

' k兹汉也接一些农民的申诉，即是当他们 

种植有收获时，却面对地主对于相关农作物 

与趣，以及要收回土地的情况。

沒善用空置地

依约区州议员依德利斯说，在其选区有不 

少空置土地的问题，另外也包括一些地主因 

年长及没有能力再种植，以致一些地主空置 

及没有被使用。

州议会于周三举行时，当掌管雪州地方政 

府、公共交通和新村发展事务的雪州行政议 

员黄思汉针对依约区州议员依德利斯的口头 

答案做出回答时，依德利斯表明其问题主要 

是针对农业，因此改为依兹汉针对该问题作 

出回答。

另外，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说，在雪州有 

一些空置的地段，一些地方政府也推动社区 

菜园的计划，善用些空置的地段。

众申请在荒废土地上种植，
目前乌冷已经有45公顷荒地 

被开发。

“我们也有在当地发展施 

肥计划，这计划是种植哈蜜 

瓜、辣椒、黄瓜等，哈密瓜 

及辣椒市场需求高，目前已 
经有23公顷土地在施行这计 

划。”

他指出，花卉与装饰是很 
有潜力的市场，当局也在乌 

冷进行开发这方面的种植，

顷，有8名业者经营，而另一 
个则有58公顷，13名业者经 

营，主要农作物为菠萝蜜、

杨桃，同时也有种植蔬菜作 

为副产品。”
他指出，第7项计划是开发 

有机菜园，目前当地有3座有 

机农场，农业局也会鼓励农 

民参与有机种植，生产更多 

无农药无化学品的农产物，

并提尚收入。

“除了一些空置的地段，另外包括一些 “如果这些地段未来将进行发展之时，有 

关社区菜园将会把土地移交出来。

廠協調基設
兹汉哈欣说，州政府已也被委任为技术顾问。

W与各电讯公司， 成立一

个数码基设委员会，以协调 

雪州的数码基设，包括光纤 
化及5G的测试。

他指出，该委员会由他领 
导，同时精明雪兰莪与SSDU

他说，雪州是我国其中一 
个进行5G测试的州属，在雪 

州进行的测试包括数码保 

健、教育、娱乐与媒体，及 

精明城市。

“而进行测试的地点则位

於赛城、莎阿南玛拉工艺大 

学、梳@再也、八打灵市政 
厅及龙溪Gamuda Cove。”

政精行▲所Si出i 
明雪二莪也在与赛城的5 G &塑h茶杯和塑料吸管

(莎阿南1S日讯）掌 

管雷州环境、绿色工 

艺、消费人、科学工艺 

及革新事务的雪州行政 

议员许来贤说，雪州政 

府将于下个月和珍珠奶 
茶业者举行对话会，以

Openlab一同研究， 

的应用，如何恵及子民。

5G在雪^1小| 问题寻求解决方案。

许来贤今日在雪州议 

会回答梳邦再也州议员 

黄美诗和甘榜东姑区州 

议员林怡威的附加提问 

时也促请公众减少过量 

饮用相关饮品，尤其是 

该饮料的甜度过量，不

杯業

響者
顏i

話
■件实 

贤指州政 

府下月将与 
手摇饮料业 

者对话。

只是有制造环境问题， 

对于健康也不利。

他说，喝珍珠奶茶目 

前几乎已成为时尚的潮 

流，相信有多年轻人也 

非常爱喝。

他指出，除了大量珍 

奶茶店的开设，尤其是 

在梳邦再也和八打灵再 

也一带，也出现塑料杯 

和塑料吸管的问题。

沒禁珍珠奶茶業

他指出，他们没有禁 

止珍珠奶茶业，但有关 

塑料杯和塑料吸管的问 

题则必须要一步的探 

讨。

“因此，我们需要和 

这些业者讨论，是否能 

改用其他品质的杯子和 

吸管，如果还是没有任 

何行动，我们将会再探 

讨进一步的行动。” 

梳邦再也区州议员黄 

美诗说，目前开设珍珠 

奶茶店的店铺相当多，而且 

其中有部分是来自于国外 

的品牌，包括一些加盟 

店在内，但所使用的都 

是塑料杯和塑料吸管， 

她也希望雪州政府针对 

此事寻求对策。

甘納巴迪勞：處理非法宗教場所

樂齡親善基金撫恤金

至10月撥1820萬
掌

■西蒂玛丽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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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雪州 
惠民计划中的乐龄亲善基金，在5月31曰 

停止执行的去世抚恤金，截止今年10月31 

曰，耗资总共1820万令吉。

她周三的雪州议会口头问答环节中说， 
2019年的“走！ 一起去购物”乐龄亲善计 

划，则耗资600万令奢。

她指出，在这项计划中申请成为会员者 
有32万1584名，仍在世的会员则有21万 

1944名，享有“走！ 一起去购物”的计划 

则有7万3388名会员。

她补充，州政府目前仍未有为乐龄人士 

购买医疗保险的计划，不过，若州政府在 

曰后有能力，将不排除把这项建议纳入考 

量。

t州大臣阿米鲁丁在本 

季最後一日的雪州议 

会宣布休会时发表议会感 

言时说，瓜冷县议会已获 

房屋部批准，升格为市议 

会。

他说，这是州政府今年 

来最大的成就之并期

望梳邦再也市议会申请 

升格为市政厅一事也将 

获得批准。

他指出，州政府於今 
年向房屋部提出将州内3 

个地方政府升格，包括，

升格为市议会。

他说，瓜雪县议会升格 

为市议会的申请必须再提

f管雪州社会经济、关爱政 

府事务的行政议员甘纳 
巴迪劳指出，州政府在2008年 

已成立了 “非伊斯兰事务委员 

会”，主要是处理非伊斯兰;宗 

教事务课题，包括常见的违建

梳邦再也市议会升为市政呈书面文件以作申请程 

厅、瓜雪和瓜冷县议会则序。

沒為“遺棄媽媽”啓動新計劃

江区州议员赛 
阿里建议，州 

大臣不要担任超过5 

家官联公司的董事成 

员，并下放权力给行 

政议员代劳。
他说，大臣可以选择他认为最重要的5 

家公司任职，而其他的可以委任行政议员 

或其他高级官员代劳。

他在提呈动议时也建议州政府，重新编 
排所有官联公司的董事。

这项提议也获得雪州反对党领袖里占赞

任超過5家官聯公司董事成nns
同，里占还建议州政府，増加官联公司内 

独立董事人数，或以独立董事取代部分董 

事，以达到制衡效果。

他也针对有一名非大臣机构成员拿督阿 

末苏海迪，在T家官联公司担任董事一事 

提出质疑。

i蒂玛丽亚也特别召开新闻 

#发布会，澄清一些媒体于 
12曰就“遗弃妈妈”报导中的误 

解。

她说，州政府并无特别为遭丈 

夫遗弃的单亲妈妈启动另一项计 

划，而是允许这群妈妈申请任何 

符合资格的现有惠民计划。

她指出，除了这些现有的惠民 

计划，这些急需援肋的母亲也可 

向州议员申请援助金，可是必须 

要有村长、地方领袖或报案证明 

自己和孩子已遭丈夫遗弃。

她坦言，这些申请者的书面资 

料显示已婚且非丧偶或离婚，只 

是丈夫没有承担照顾妻子和家庭 

的责任，导致这些母亲的生活桔 

据，单亲母亲的惠民计划也无法

申请。

为此，她才说，州政府愿意协 

助被困在这些窘境的母亲，可是 

前提是必须有证明。

此外，她也在记者会上回答媒 

体提出有关雪州政府大厦的无障 

碍设施建设问题。

西蒂玛丽亚指出，州政府大 

厦目前确实没有任何无障碍设 

施，引起身障者的不便，故，州 

政府已计划増设这些设施，方便 

曰后来访的身障者。

她坦9,州政府大厦已建成多 
年，所以要改造、装修都得耗资 

庞大费用和时间，不过，州政府 

依然将増设这些设施，打造无障 

碍环境给每个雪州子民。

大臣：董事未必需是大_

阿

明年1月推出Alrbnb規範
$州行政议员阿都拉昔说，州政府、地方政府及大马 
g城市规划师协会合作，制定规范Airbnb民宿行业，

并预计可以在明年1月推出。

他指出，房政部已经推出“短期住宿监管框架”，作 

为执法单位针对民宿业者制定指南的参考。

“未来这指南出炉后，地方政府或其他相关单位，拥 

就有足够的依据及条例可援，以对付违例业者。”

“天课局拥有一个帮助孩子回到学校的计划，若孩子 

为穆斯林，我们可以交给天课局协助，而福利局也可以帮助 

非穆斯林孩子。”

米鲁丁解释阿末苏海迪原任经济策划 

单位主任，尔後其任职的官联公司也 

与经济发展有关。

“董事未必需是大臣机构成员。”

他指出，他们也要看该官联公司的业务 

方向，有的以建筑工程、建筑物管理或涉 

及加工业、服务业等。

他说，他们需要不同领域的人才，发挥 

最大效用。

他指出，他们也会以雪州人优先的原则 

遴选，除非没人选。

官聯公司喆體■逾M萬
州大臣阿米鲁丁说，雪州 
各官联公司在2018年的税 

后利润，总和达到〗902万1285令

他指出，除了有盈利 

夕卜，也有公司是面对亏 

损，而部分蒙受亏损的 

公司是属于州政府特殊 
目的机构（SPV)，非 

以盈利为目的。
他说，其中KDEB在去 

年亏损为2829万令吉， 

而这些亏损有部分是因为 

支付了免费水的水费。

1250中小學生輟學

■阿都拉昔

ifer米鲁丁说，根据雪州教育 
H局数据，雪州有1万1031名 

中学生、1250名小学生，因各种 

原因而辍学。

他指出，其中有部分学生是因 

为工作而选择辍学，州政府为了 

这些孩子不会因工作而荒废学 

业，推出了雪州人民补习计划。

“这计划可以提供更弹性化的 

上课时间，也让低收入家庭的孩

子能够继续求学。”

他指出，雪州教育局目前并没 

有帮助面对经济困难学生的计 

划，不过则有一个机制，去帮助 

这些学生获得援助。

“这些包括食物计划、清贫学 

生基金、学校牛奶计划等。” 

他指出，州政府方面，也能透 

过福利局及天课局协助这些学 

生。

和霸占土地问题。

他说，该委员会每年至少召 
开6次会议商讨这些事务，且州 

政府也为这些宗教场所准备了 

许多策略，包括，确保每发展 

项目都有根据州政府发展指南 

(第二版本）。

他坦言，州政府会对非法建 

筑或非法霸占土地的庙宇采取 

行动，可是，州政府欧依然会 

透过该委员会和庙方展开对 

话，并尽力协助他们漂白这些 

原是非法的宗教场所。
他说，在2008年前就建立了 

的非法宗教场所，州政府也极 

力协助他们漂白，并提供他们 

一些方案，包括寻找新的合适 

地段给他们迁所。

他也指出，将排屋式住家转 

变成宗教场所是不被允许的， 

可是，若是独立式洋房，州政 

府则会依据地区需求、信徒人 

数和附近居民的意愿来定夺是 

否批准做为合法的宗教场所。

f管雪州房屋、 

城市发展的 

行政议员哈妮查指 

出，州政府在第_ 

期的“我的蕾;i 

莪”房屋计划中， 

鼓励发展商在城外 

的地区多建筑排屋 

或最低限度是城市 

屋的房屋类型，吸 

引更多购屋者购

°她在雪州议会早 

上的口头问答环节 

中说，为了提升人 

民对这项计划的兴 

趣，州政府采取了 

许多宣传措施，包 

括透过网络、媒体 

宣.传、举办公开活 

动，让民众申请购 

买、举办房产展、 

公开让公务员申请 

购买，同时将相关 

资料和计划告知各 

区州议员，让他们 

也协助让选民得知 

这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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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萊達：阻阿茲敏主持大會

安華
(笨珍1S日讯）公正党副主 

席袓莱达指出，该党主席拿督 

斯里安华不应打破传统，即不 

让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 

阿里主持该党妇女组和青年团 

大会。

她说，根据该党传统，党妇 

女组和青年团大会都是由党署 

理主席主持，自己也不解到底 

发生了什么事，阿兹敏阿里无 

法主持该党妇女组和青年团大

袓莱达也是房屋及地方政府 

部长，今日在笨珍龟咯山顶为 
社区消拯队（PBK)骑脚踏车 

活动主持鸣笛仪式后，如是指

1 °她说，从创党至今都不曾出

现如此情况，因此希望安华能 

够检讨，勿打破传统，否则将 

对党造成负面的印象。

另一方面，她说，每个州选 

区至少要有一个社区消拯队 
(PBK)，以便在发生紧急事故 

时，消拯员能够骑脚踏车前往 

灾场提供援助。

她说，据她所了解，全国约 
有2000个社区消拯队，不过多 

半是在沙巴州，主要沙巴州有 

很多甘榜，当发生紧急事故 

时，导致一些消防车无法到 

达。

出席者包括柔州地方政府、 

城市和谐及环境委员会主席陈 

正春，以及柔州消拯局主任拿 
督耶哈亚马迪斯。

■祖莱达（左）为脚踏车賽主持鸣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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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资料收集，知道工厂 
或货仓内到底放置什么物品或化 
学物品，包括一些轻工业区的工 
厂内，相关资料也应提供予消拯 
局。

他之前曾前往英达岛轻工业区 
巡视时，发现一些工厂内放有一 
些桶装有不明成分的物品，桶外 
只有骨骼头标志，但并没有注明 
相关成分。

發生火災不堪設想

亚化学物的桶。”
他说，所幸该火灾是在白天发 

生，隔壁工厂业者也有通知消拯 
局移走化学物品，若是火灾在晚 
上发生及业者没有告知，后果不 
堪设想、。
'他ik根据他向隱州消拯局 

了解，如果当天火灾及引发爆炸 
及渉及到该批阿尼亚化学品的 
话，将会波及25至30公里范围， 

届时巴生港口一带将会受到冲 
击。
_ ~ “之前也曾发生阿摩尼亚泄 
漏，造成人命伤亡的意外，我们 
不知雪州一些轻工业区中有多少 
轻工业厂放置了多少危险及化学 
物品，一旦发生事故的话，附近 

一带的居民将遭殃，f州政府和 
也方政府关注此问题，因一旦意 
外的发生后果是不堪设想。”

*

工廠生產危險化學物品

阿茲米占促設監督機構
(莎阿南I3曰讯）巴生港口区 

州议员阿兹米占促请譽州政府成 
立一个监督机构，全面监督区内 
一些生产危险化学物品的工厂， 
掌握一些危险物品和化学物品的 
存放，避免一些化学和危险物品 
隐藏在轻工业区中，连消拯局也 
不知情。

阿兹米占在雪州议会中提呈上 
述的动议，有关动议也获得通 
过。

但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认 
为有关动议需要更改相关字眼， 
主要是涉及地方政府，并不在于 
州政府。

阿兹米占说，地方政府和雪州 
政府应全面监督州内所有工厂， 
尤其涉及到生产危险物品和化学 
物品的工厂。

他说，当局也应对这些工厂进

法魯拉S:酐腫力■方政府
路区州议员莫哈末法鲁拉兹说，2天前在中 

■i"1路有一间化学工厂发也生火灾，该工厂就位 
于加埔小河旁，该河流就流入住宅区。

他说，所幸消拯员最终控制火势，否则后果不 
堪想，必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他指出，中路之目I』也有一宗火烧工厂的蒽外， 
在火灾发生后才揭发该工厂是练毒厂，涉及非法 
勾当。

“我认为应下放更多权力予地方政府，让地方 
政府能加强监督工作，不只是确定是否有放置危 
险和化学物品，也确保这些工厂不会被滥用，并 
进行非法勾当。”

有
置
。
，拯
阿
知
尼
 

没
放
料
时
消
吨
通
摩
 

也
所
资
生
知

.5

者
阿
 

M-

厂
的
发

告
rl

l
有
 

拯
工
品
灾
才
17
该
装
 

消
的
物
火
烈
糧
在
走
 

□
带
学
宗
轉

1
也
移
 

港
一
化
一

 
一i

:r
，

功
 

生

□
和
在

cr
tT
物
成
 

巴
港
品
，

IX
其
学
队
 

，生
物
前
间
是
化
拯
 

说
巴
险
日
一
即
亚
消
 

他
关
危
“
壁

，尼

， 

有的隔局摩下

Page 1 of 1

14 Nov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6
Printed Size: 418.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8,245.00 • Item ID: MY0037865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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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阿南13日讯）4 

年前因伪造文件，以挪 
用州选区1万3380令吉 

公款，而在今年5月被 

地庭判处罪成，判监3 

年的雪州直落拿督区前 

州议员拿督罗志兴，今 
曰向高庭上诉得直减 

刑，即日起就可恢复自 

由身。

高庭法官拿督莫哈末 

亚兹今日批准上诉人罗 

志兴申请，指地庭判处 
的3年监禁刑期过於严 

重，改判罗氏只需监禁 
半年，刑期从5月2曰算 

起，所以当事人即曰恢 

复自由。
41岁的罗志兴是于今 

年5月在替代控状下改 

口认罪後，被地庭法官 
罗兹拉判处监禁3年及 
罚款6万6900令吉，遂 

向高庭上诉，要求减低 

监禁刑罚至半年。

根据罗志兴向高庭提 

呈的书面陈词，地庭法 

官在判词中说明，指在 

严重案件中，法庭不会 

考虑被告认罪后求情要 

求降低刑罚的要求，违 

反被告认罪的法律原则。

罗志兴的代表律师黄启斌在 

该书面陈词中指出，其当事人 
罗志兴在2016年被行动党开除 

党籍，并在之後已经知错，在

等待上诉之际也没有申 

请暂缓服刑。

“上诉人在服刑前 
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支 
柱，其3名孩子仍然年 

幼。”
__ 根据控状，时任行动 

□ □ 党直落拿督区州议员罗
--------- ^志兴於2015年6月8曰和

9月23日，在位於雪州 

瓜拉冷岳的办公室内， 

利用直落拿督区欢庆 
2015年教师节的伪造获 

批拨款文件，私自挪用 

选区公款。
他因此抵触2009年反贪会法 

令第18条文，并可在相同法令 

第24条文下同读，一旦罪成， 

可被判处监禁不超过20年，及 

罚款不少於贿赂金额5倍数额或 

1万令吉，视何者为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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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议会第14届第2季第3次会议即将来到尾 

声，而在第二周的首日，早上的多道口头 

提问就不断的“跳”，也直接反映了多名州议 

员缺席，虽然有同僚欲协助代问，可是议长黄 

瑞林都一一拒绝！

黄瑞林也承认出席率不理想，无论是朝野州 

议员都必须提高本身在雪州议会的出席率，也 

苦口婆心劝说口头提问非常重要，让州议员们 

为各自选区的人民发声和反映问题，又怎能白白错过呢？ 

虽然很多人会觉得早上的提问比较属于各自州选区的地 

方性问题，可能事不关己己不劳心，但对当地居民而言却 

是非常重要，居民只能靠州议员在此刻直接向雪州政府和 

行政议员表达心声，如果州议员缺席或碰巧错过了机会， 

那不是又要再等下回的州议会吗？
我了解州议员并不好当，也身兼多职，甚至一天24小时 

都必须随时候命，偶尔也因选区的工作而被迫缺席雪州议 
会，可是一年3次的雪州议会，开会时间也是大概两周一 

至五的时间，州议员可好好分配时间，把握和珍惜州议会 

这个平台。
我相信YB们在雪州议会的表现，人民会看在眼里的！

YB

表
現
看
在
民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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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路工程不達標頻損壞

建議臟_』1S罪
-th榜东姑区州议员林怡 
tl威、万津区州议员刘 

永山及中路区州议员莫哈 
末沟鲁拉兹，也建议把承 
包商列入黑名单之中，避 
免铺路工程不理想、不达 
标及频损坏的情况一再重 
演。

~°上述建议也获得许多州 
议员的支持，并认为雪州

也参与辩称有关铺路工程 
的问题。

刘永山建议使用更高科 
技的技术及原料作为铺路 
工程，例如塑料等，提高 
道路素质，此方法在国外 
已被使用。

可以塑料作原料

更严厉的行动，对付有关 

他说，在瓜冷一带也有 
一些州公路在进行铺路工 
程时也使用一些新原料， 

可使用部分的拨款，研究 
在道路、沟渠和斜坡等工 
程使用最新的技术，加强 
和提升工程的素质。”

林怡威说，塑料作为原 
料使用在铺路已在一些国 
家如印度等使用，因此掌 
管雪州环境、绿色工艺、 
消费人、科学工艺及革新 
事务的雪州行政议员许来 
贤可做出考量，减少塑料 
袋所桁生的问题，也让塑 
料可在使用。

她说，在八打灵再也 
区，在铺路工程时，常被 
疏忽的是旁路和后巷，只 
有前面大路被重铺。

“在把承包商列入黑名 

各單位應加強合作

■州议会在直播 

津区州议员刘永山认为，随著中央政府也 
夕」是希盟执政，在已是同一政府的情况下， 
各单位应该要加强合作，避免河流污染的问题 
发生。

刘永山说，在一年前，当士毛月滤水站发生 
污染课题时，他也曾前往该月滤水站巡视情 
况，但从去年迄今，河流污染的问题还是一再 
的发生，包括最近一宗也涉及英达丽水的河水 
污染课题，英达丽水之后也发出文告澄清与排 
污系统无关。

他指出，_州是一个缺进州，州政府从滤水 
站及河流等，都应加强监监督，尤其是在附近 
一带进行的各项活动，避免河流受污染的问题 
发生。

“在这之前，在监督工作上，各部门都是各 
别进行，但如今在雪州和中央政府都是希盟政 
府的情况下，各部门应该要互相的配合，更有 
效的管制污染课题。

铺路承包商。
武吉加星区州议员拉吉 

夫、万达镇区州议员嘉玛 
丽雅、淡江区州议员沙阿 
南和万津区州议员刘永山

程时也使用一些新原料， 
作为铺路的工程，目前在 
试用阶段。

“在铺路可使用新技术 
进行，其他单位如工程 
局、地方政府、水利局等

“在把承包商列入黑名 
单之后，我认为应更严正 
执行，把负责人列入黑名 
单，不要只是公字，因为
他们很容易开设一间公
司，重新去竞标。

■州议会在直播 

大臣回答问题 

时，手语翻译 

员，翻译著大臣 

的谈话。

持有人列黑名單才有效提升鋪路素質延長使用期

®达兰区州议员梁德志也\促请州政府应该把承包 
公司的持有人名字列入黑名 
单，而不是把公司名字列入 
黑名单。
~他说，有关人士可以在公 
司名字被列入黑名单之后， 
关闭该公司，又再重新注册 
一间新公司，再使用新公司 
的名字去竞标铺路工程。

“如果是把公司持有人名 
列入黑名单，一且程不符合 

条标及不理想，有关人士在 
被列入黑名单之后，就无法 
再竞标铺路工程。”

梁志德也支持有关30 0万

令吉不敷使用的情况，并表 
明其选区确是面对如此的问 
题，一旦道路情况破损及已 
没有拨款进行维修时，州议 
员则常要面对民众的责骂。

他也促请雪州政府把住宅 
区道路和主要公路的铺路工 
程标准列为不同等级。

他说，巴生港口和巴生港 
口路一带有许多重型罗厘、 
拖格罗厘等川行，道路容易 
损坏。

“如果把一般住宅区的铺 
路标准用在主要公路，道路 
也非法负荷及容易损坏。”

莫
哈末法鲁拉兹建议雪州政府把铺路的 
焦点放置主要道路，加强重铺道路的

素质，尤其是用更高高科技的技术使用铺 
路，延长道路使用期。

他说，如果铺路工程素质好，该路可使 
用的期限更久，也无须一再的进行铺路， 
也节省拨款。

他说，由于一些承包商在进行工程时所 
铺的道路情况不理想，路况也不耐久及短 
时间出现问题，以致人民代议士常面对选 
民的申诉和不满。

“虽然地政府在铺路工程时，会聆听人 
民代议士的意见，但在铺路工程进行后， 
发现道路工程并不理想，也留下许多毛 
尾，虽然在工程上州议员不能插手，但也 
有责任为人民发声。”

各單位應加強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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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福園洗腎中心慶10週年

慈善—宴籌逾42萬
(吉隆坡13日讯）甲 

洞逸福园洗肾中心管理 

委.贝会筹办的1 0周年 

‘‘爱•与关怀”两场慈 

善晚宴圆满结束，共筹 
获42万6794令吉。

筹委会主席斯文史蒂 

亚（阿仁）感谢各界热 

心踊跃支持此次筹款晚 

宴，并大力支持投标福 

品，使得大会筹获超过 

40万令吉，不过距离180

万令吉目标还很遥远。

他不忘在向百忙中受 

邀前来的嘉宾致谢。出 

席晚宴嘉宾包括白沙 
罗区国会议员兼财政部 

长政治秘书潘俭伟、甲 

洞区国会议员林立迎、 

雪兰莪州行政议员凯鲁 

丁、武吉兰障区州议员 

黄洁冰代表陈百强、士 

拉央市议员黄伟强和余 

深恩。

■潘俭伟(右）、林立迎（左）和凯鲁丁，将雪 

兰莪州政府的荣誉证书移交给管理委员会主席斯 

文史蒂亚（左二；）。

潘俭伟拨款5000令 

吉，林立迎也捐献大会 

1万令吉，凯鲁丁除拨出 

2888令吉款项，也代表 

雪兰莪州政府颁发荣誉 

证书，肯定甲洞逸福园 

洗肾中心过去10年来对 

国家及社会的贡献。

3议员共捐17888元

Genesis Industrial 
Development有限公司 

于当晚的投标福品环节 

中成为“标王"，以6万 

2888令吉投下其中一项 

福品，CPI FC控股有限 

公司不落人后，捐献3项 

福品之外，也以2万2888 
标下其中一项禧品。

晚会的高潮莫过于颁 

发敬业感恩奖予中心的 

医务及行政人员，CPI 
FC控股有限公司曾宪光 

夫人代表管理委员会移 

交奖项，感谢他们近10 

年来的付出。

甲洞逸福园洗肾中心 

于2009由善心人士筹 

办，过去10年来共为各 

族165位肾病患者提供洗 

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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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援組織國會請願

要求男員工享7天陪産假
他将把让男员工享有7天有薪假的建议 

带进内阁商讨，由内阁作出3或7天有 

薪陪产假的最终决定，因人力资源部 

已在制定这方面的政策及展开研究工 

作，然而必须经过内阁同意。

古拉：须内阁同意

(吉隆坡13曰讯）妇女援 

助组织（WOA)向人力资 

源部长古拉和妇女及家庭

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提呈人¥55修正的J25 

请愿书，要求让私人界男 

员工享有7天有薪陪产假。

妇女援助组织执行总监苏米特拉 

说，组织因接获很多有关7天陪产假并 

不足够的反馈而发起的“让私人界男 
员工享有7天有薪陪产假”请愿活动， 

已获得3万9340个签署。

“这是人民，包括爸爸、妈妈及社 

区所要的，我们努力鼓吹妇女重返职 

场，但女性面对孩子及家庭的压力与 

责任，是妇女不愿重回职场的其中一 
个原因。”

她今日到国会提呈请愿书时说，该 

组织希望政府能听见人民的心声，致 
力于让私人界男员工享有7天有薪陪产 

假。另外，古拉在接过请愿书后说，

会中提呈；一旦修正案通过，所有雇 

主都需遵守。

他说，他曾向马来西亚美国商会了 

解情况，发现他们给予的陪产假是以 

月来计算，这让他感到惊讶。

"因此，我希望可以获得双臝的方 

案。部门目前正在了解雇主和相关利 

益者对给予男员工有薪陪产假的看 

法，但要获得同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
针对人力资源部建议让男员工享有3 

天有薪陪产假的进展，古拉说，部门 

已与相关利益者展开多次会议，目前 

看起来一切顺利，但还未获得内阁通 

过，唯有内阁通过，然后才能带入国 
会。“大家要了解的是过去62年并没 

有这方面的努力，我们正逐步改善， 

并希望会有更多的改变，这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因为需要说服全国的雇 

主，我们也接获很多有关陪产假的批

评，但我们的立场很坚定，就是需要 

陪产假。”

杨巧双支持陪产假

妇女及家庭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 

双说，该部支持让私人界男员工享有 
有薪陪产假的措施，但3或7天则有待 

定夺。

她解释，公务员目前享有7天有薪 

陪产假，但私人界却没有这项特别假 
期，人力资源部已建议让男员工有3天 

有薪陪产假。

“每个新生儿应该有父母陪伴，我 

曾经历剖腹生产，剖腹生产后的妇女 
在前3天很难起床，需要协助，尤其是 

伴侣在身旁。”

身为新手爸爸的人民公正党班底谷 

国会议员法米认为3天的陪产假并不足 

够，他支持7天有薪陪产假的建议，因 

—般上前几天都在医院，若只有3天 

陪产假，可能很多事情无法参与及处 
理。农业及农基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 

说，社会不能只关注国内生产力，也 

需要兼顾家庭、给予家庭关注及和家 

庭在一起的时间。他坦言，妇女生产 

后确实较需要丈夫的陪伴及照顾，因 
身心灵都需要时间修复。(LMY)

米
和
沈
志
勤
。

■

苏
米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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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2420萬充樂齡基金
管雪州卫生、福 

利、加强妇女及家 

庭^务的行政议员西蒂 
玛丽亚披露，州政府今 

年共拨款2420万令吉， 

充作雪州乐龄亲善基金 

(SMUE )发放抚恤金 

和购物券。

她在州议会回答巫统 

士毛月区州议员查卡利 

亚的□头提问指出，在 
今年5月31日停止的抚 

恤金制度，截至10月

31曰总共发放1820万 

令吉；从今年9月开始 

的购物券制度，预计本 

年度发放600万令吉， 

仅9月份便发放了总额 

50万6000令吉的购物 

券。

西蒂玛丽亚表示，今 
年9至12月有资格获得 

购物券的登记人数有7 
万3388人。截至10月 

31日，有1万3823人获 

得了购物券。

她还透露，乐龄亲善 

基金目前登记的老人和 

残友会员有32万1584 

人，在世者有21万1944 

人，意即有10万9640人 

已去世。

查卡利亚在附加提问 

询问，州政府是否有意 

为乐龄会员提供住院医 

保的集体保险保障，她 
回答现阶段未有这项计 

划；至于增加购物券拨 

款的建议，州政府会以 

财力评估。

雪
逾
萬
學
生

學

州大臣阿米鲁丁透露，根 

据教育局的记录，雪州共 

有1万1031名中学学生及1250名 
小学学生綴学。

“其中因终止学业而綴学的 

中学生有1万零94名、小学生有 

863名；无兴趣上学而綴学的 

中学生有549名，小学生有128 

名。其他有工作、结婚、家庭问 
题、贫困、有上学困难、怕上学 

等因素导致学生綴学。"

他是在回答诚信党双溪拉玛州 

议员玛兹旺的口头提问时指出，雪州政 

府今年已落实人民补习计划（PTRS )， 

州政府已通过雪州大臣机构（MBI )拨 

出1万令吉落实该计划，让有潜质在大 

马教育文凭中落第的学生不致在学术学 

习上落后，仍可继续就读。

他说，人民补习计划（PTRS )会在 
明年衍生至小六检定考试的学生，协助 

相关学生升上中学。

他指，雪州教育局资料显示，当局 

并无特别辅助贫困及国籍问题学生措 

施，但当局设有"免费食物补助计划” 

(RMT)、助“贫穷学生信托基金计 

划（KWAPM )协助学生。

免荒地變垃圾場
依茲漢：採措施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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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员依兹汉表示，相信雪州内有很多荒 

废土地，而州政府会采取措施应对，避 

免这些土地被用在不健康的活动，如变 

成非法垃圾场。

他说，州政府曾针对土地课题进行讨 

论，有计划将所有适合的土地包括荒废 

土地用来种植或耕种，惟在与从事农业 

工作者商讨后，发现荒废土地面对一定 

的问题。

废土开始有成果被地主收回

他也说，虽然已与地主定下协议，但 

是每当这些荒废土地开始活跃进行耕种 

并有成果后，地主就想要拿回，导致该 

地的“开荒牛”被迫搬迁。

“这些问题是多次且重复地发生，成 

为州政府要善用荒废土地所面对的挑 
战° ”

他是针对依约州议员依德利斯在□头 

提问环节中提出的附加问题，如是指 
出。

依德利斯指出，不少甘榜都发生土±也 

荒废现象，其中依约多达30%的荒废 
地，他询问州政府是否有任何计划去发 

展这些荒废土地。

推行免用塑料吸管
管雪州环境、绿色工艺、科 

学、工艺、革新及消费人事务 

的行政议员许来贤指出，配合落实免 

用塑料吸管措施，州政府与地方政 

府、政府机构、教育机构、团体组织 

或非政府组织合作推行“免用塑料 

吸管”运动（Kempen Bebas Straw 
Plastik )，通过举行各项活动唤醒民

众的醒觉意识。

他在回答甘榜东姑州议员林怡威的 

口头提问时指出，这项运动目前刚 

开跑，是一项长期性的运动。这项 

运动将通过举办嘉年华、路演活动 
(roadshow )或派发宣传物品，向 

民众传递减少使用塑料品的资讯，借 

此教育人民有关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 

和意愿。

有新的非伊宗教场所都 
获注册，以符合1976 

年城市及乡村规划法令 
(172号法令）；对于 

非法的非伊宗教场所， 

州政府将援引非伊宗教 

场所执法规定指南，展 

开执法行动。

他坦言，前朝州政府 

并未将2008年之前所建 

的颁布为非伊斯兰宗教 
场所，加上较后有关土 

地权转让等因素，令州 

政府难以对非法非伊宗 

教场所采取执法行动。

时指出，州政府不允许 
在排屋区设住家神庙， 

但独立式洋房可视条件 

申请，获考虑颁布为非 

伊宗教场所。

他强调，对于滥用土 

地的非伊宗教场所， 

一旦接获投诉，州政府 

会援引相关法令采取行 

动，但仍需视乎为政府 

地、已被颁布为非伊场 

所或地皮已转让等因素 

作考量。

甘纳指出，2008年之 

前建的非伊场所，可视

年换政府后，同年4月 

30日召开的第6次会议 

中议决成立非伊宗教事 

务理事会，目的是和非 

伊宗教团体对话、检讨 

非伊宗教场所等问题。

“根据雪州规划指南 
第二版本，州政府向 

来承诺在合适的新屋业 

发展区，提供具包容性 

的宗教祈祷场所。”身 
兼雪州非伊斯兰宗教理 

事会联合主席的甘纳表

排屋禁設神廟新場所須註册

取締非法非伊教場所
(沙亚南13日讯）雪 

州行政议员甘纳巴迪劳 

指出，州政府会确保所

甘纳在州议会回答中 

路区州议员莫哈末法克 

鲁拉兹的□头附加提问

特定因素获允许继续运 

作或提供地皮供搬迁， 

在于是否有新地段、该 
场所存在了多少年、当 

地信徒的需要等相关合 
理因素。

他披露，雪州自2008

开
第
二
天
，
出
席
率
颇
为
理
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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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維爾否決展延調漲建議
“為何充值電話卡沒問題水費漲卻成問題？”
■MiMBmimvvOTmiiRmMH

(吉隆坡13日讯）水务、土地及天然资源部长希维尔宣布全国所有州 

属须调涨水费后，希盟议员皆担心会激起民怨，并引起人民反弹，因为 

国阵政府执政时并未调涨水费，因此，也有议员建议展延调涨水费的决 

定，但希维尔却否决了这个可能性。

希维尔还反问，为何每个月需为电话卡充值20至30令吉 

时，没人觉得有问题，但水费涨20至30仙时却成为问题？ 

“如果我们要（水供系统）提升得更好，我们需确保水 

管一年365天、24小时都有水，那么，我们就必须花钱， 

也一定要付水费。”

‘‘如果电话卡的钱用完了，（充值）20令吉、30令吉都 

可以给，这个没问题，但当我说水费要涨20仙、30仙…… 

如果是第一类别，一家四□的家庭最多只是每个月（涨） 

15令吉。”

希维尔周三在国会下议院为水务、土地及天然资源部 

2020年财政预算案三读进行总结时，指该部门为水供课题 

拟定了长期及短期计划，包括调涨水费，因为水费已经20 

年没有调涨。

公正党侷莫区国会议员努琳及公正党巴东色海区国会议

指柔州面對巨大水源壓力

■希维尔：如果 

我们要确保一年 

365天、24小时 

水管里都有水， 

我们必须要花 

钱，水费我们也 
—定要付〇

隹尔说，柔佛州是拥有 

@ “巨大水源压力"的州 

属0

"若政府仍然不针对柔佛 

的水供问题提出方案，在2 

年的时间内，就会有巨大的 

水源压力，因为柔佛的原水 

不够，这是我们所面对的大 

问题。”

他披露，雪州如今也要向 

彭亨州买水，而吉兰丹有几 
个地区的水源不足，吉兰丹 

的行政议员已经会见他并讨

论兴建小型滤水站。

希维尔强调，许多州属的 

水供公司需要提升水供系 

统，但他们面对的问题是缺 

乏资金，需要依赖联邦政府 

的协助。

然而，大马的无收益水情 

况严重，目前，全国的无收 

益水占35%,这些流失及浪 

费的水源也为国家带来巨大 

损失，因此，政府接下来将 

会展开工作，以逐步修复漏 

水及破旧的水管。

员卡鲁巴耶皆认为，人民会因为水费 

调涨而迁怒于希盟政府，卡鲁巴耶也 

建议政府展延调涨水费的决定。

他认为，政府应通过修复破旧水管 

以解决无收益水问题，借此减低被浪 

费的水源后，才来调涨水费。

不过，希维尔希望全体议员明白政 

府必须调涨水费的原由，且水务部与 

此同时也会采取多项措施，以解决目 

前的水供问题。

“我要求所有国会议员能回到选区告诉选民，如果不花 

钱，就不能把事情做好。”

“不是我们不要修好漏水的水管及（解决）无收益水， 

我们也会同时专注在解决无收益水的问题。”

希維爾：60%用户屬第一組

“水費漲幅很低”
隹尔保证，水费涨幅对大多数用户来说是很低的， 

胃因为该部将会根据3组水费价格框架来征收水费，而 

全国60%用户属于水费最便宜的第一组。

"我们将把用户分为3组，即第一组、第二组和第三 

组，如果是落在第三组别者，即家里的用水量太多的， 

(水费）当然会比比第一组来得高。”
"但是，60%用户属于第一组，第_组的涨幅是很低 

的，我可以很肯定的说。’’

他指出，水费涨价时，涨幅并不是整体的，而是根据 
每户家庭的用水量被区分为3组价格框架。

他也开玩笑说：“当然，你不要天天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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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市廳擄大徵收範圍

下爲增63泊車收費地點
(八打灵再也13日讯）为了能够 

更好地管理和保养公共停车格，确 

保泊车位不被滥用，八打灵再也市 

政厅将从12月2日起扩大征收泊车 

费范围，新增63个泊车收费地点。

灵市政厅今日文告表示，上述新措施共涉及 

14个区域的64个地点，包括八打灵再也第5区、 

PJS 1 ' PJS 3、PJS 5、PJS 10、PJU 1A、PJU 
5、哥打白沙罗、PJU 6和7等等，驾驶人士受促 

留意。

驾驶人士受促留意

文告指出，新增收费地点的泊车费与其他地点 

—样，即星期一至五（早上8时至下午6时）每 

小时60仙、全天5令吉、每月100令吉；周末及 

公共假日免费。

文告提醒民众泊车时可使用泊车固本，或透过 

精明雪兰莪泊车（Smart Selangor Parking )手 

机应用程式缴付泊车费。

欲知更多详情，可浏览八打灵再也市政厅网页 

(https://embpj_mbpj.gov.my/)，或致电泊车 

收费单位（Unit Hasil Letak Kereta )( 03-7960 

0278/03-7956 3544 分线 138、145及.405 )查 

询。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新增征收泊车费的地点
Seksyen 5 Jalan 5/51、Jalan 5/57
PJS 1 Jalan PJS 1/9、Jalan PJS 1/11、Jalan PJS 

1/13、Jalan PJS 1/26
PJS 3 ( Taman Sri Manja ) Jalan PJS 3/11、Jalan PJS 3/41、Jalan 

Medan 8、Jalan Medan 9、Jalan PJS 
3/59、Jalan Belakang PJS 3/59、Jalan PJS 
3/61、Jalan PJS 3/63、Jalan Tepi PJS 3/63

PJS 5 ( Pusat Perniagaan PJCC ) Jalan PJS 5/28、Jalan PJS 5/28A、Jalan 
Belakang PJS 5/28 s Jalan PJS 5/29 ^ Jalan 
PJS 5/30、Jalan Belakang PJS 5/30、Jalan 
Tepi PJS 5/30

PJS 10 Jalan PJS 10/2、Jalan PJS 10/4、Jalan PJS 
10/32

PJU 1A Ara Damansara ( Pusat Jalan PJU 1 A/3、Jalan PJU 1A/3J、Jalan
Perniagaan Taipan 1 )、 PJU 1A/3K、Jalan PJU 1A/3L、Jalan PJU
Dataran Ara Damansara ( Pusat 1A/3M、Jalan PJU 1A/3N、Jalan PJU
Perniagaan Taipan 2 )、Pusat 
Dagangan NZX

1A/5A、Jalan PJU 1A/20A、Jalan PJU 
1A/20B、Jalan PJU 1A/20C、Jalan PJU 
1A/20D、Jalan PJU 1A/20E、Jalan PJU 
1A/20F、Jalan PJU 1A/20G、Jalan PJU 
1A/20H、Jalan PJU1 A/41 B

PJU 5 ( Taman Teknologi, Kota 
Damansara )

Jalan Teknologi 3/9

Kota Damansara ( Seksyen 4 ) Jalan Camar 4/2、Jalan Camar 4/3、Jalan 
Camar 4/4 s Jalan Camar 4/5A

Kota Damansara ( Seksyen 5 ) Jalan Sepah Puteri 5/1A、Jalan Sepah Puteri 
5/1B、Jalan Sepah Puteri 5/1C、Jalan 
Sepah Puteri 5/1D

Kota Damansara ( Seksyen 6 ) Jalan Cecawi 6/33
Kota Damansara ( Seksyen 7 ) Jalan Nuri 7A、Jalan Belakang 7A、Jalan 

Nuri 7B
Kota Damansara ( Seksyen 8 ) Jalan Pekaka 8/2、Jalan Pekaka 8/3、Jalan 

Pekaka 8/4、Jalan Pekaka 8/5
PJU 6 Jalan Dataran Pelangi Utama
PJU 7 Jalan PJU 7/7A、Jalan PJU 7/16、Jalan PJU 

7/16A、Jalan PJU 7/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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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星期四

公平对待，有这么难?

顾国内各大型的公共 

交通设施的发展计 

划，其实大多数都由政府援助 

或拨款下才能推行，但槟州很 

奇怪，必须由槟州自行想办法 

解决资金问题。

让我一一举例吧，第一， 

从万达镇至巴生佐汉瑟迪亚 

(Johan Setia)的轻快铁第三 

路线（LRT3)将于2024年完

民政党全国署理主席 

兼槟州联委会主席

令胡栋强

工，全长37.6公里的LRT3竣 

工后可为200万人口提供服 

务，全程有20个站，耗资 

166亿3000万令吉，全部由 

财政部买单。

第二，财政部长两个月在 

提呈2020年财政预算案时 

说，政府将拨款6亿令吉，用 

于建设全长165公里的婆罗洲 

大道，该高速公路将把沙巴和 

砂拉越与东加里曼丹连接起 

一共合计27站，目前估计要 

耗资90亿令吉。

但是，这90亿令吉不是 

有中央政府拨款，必须由槟州 

政府自行设法解决，因此，槟 

州政府计划通过填海的工程筹 

募资金来建造轻快铁和发展交 

通大蓝图内其他计划。

其实，槟城答六拜轻快铁 

和雪州的从万达镇至巴生佐汉 

瑟迪亚（Johan Setia)的轻快 砂拉越与东加里曼丹连接起 

来。该项目的主要组成部分包 

括全长40公里的卡拉巴干一 

史鲁东公路，以及海关、移 

民、检疫和安全大厦 

(CIQS)，以及政府宿舍的建 

设，整个配套耗资6亿令吉。

第三，为舒缓新柔通行面 

临的拥堵问题，政府将拨款 

8500万令吉，简化所需的通行 

流程。同时，马来西亚将耗资 

31亿6000万令吉展开马新捷 

运计划。

第四，金马士至新山双轨 

电动火车建造工程预计能如期 

在2021年10月完工，并于 

2022年初投入服务。金马士至 

新山双轨电动火车的轨道全长 

192公里，耗资89亿令吉， 

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160公 

里。

各位看官，大家看看以上 

的4个例子，从东马、雪州到 

柔佛州等各州，无论是捷运、 

轻快铁、高速大道以及双轨电 

动火车等，有哪一项是不在中 

央政府资助下动工？有哪一项 

是各州政府自行完全解决资金 

问题？

看看槟城的情况，长达 

29.9公里的槟城首条即苔六拜 

轻快铁计划，经在7月16曰 

获批苔六拜轻快铁计划将分两 

个阶段展开，首阶段涉及23.5 

公里长路线及20个轻快铁 

站，第二阶段则涉及6.4公里 

长路线及7个轻快铁站，所以

瑟迪亚（Johan Setia)的轻快 

铁工程很类似，前者是29.9 

公里，后者是37.6公里，前 

者有27站，后者有20个站， 

但槟城人要问的是，为何雪州 

的轻快铁不必由雪州政府负责 

寻找资金，而槟城轻快铁的缺 

必须由槟州政府自行寻找资 

金？

有趣的是，2010年11月 

14曰，槟州当时候的首席部长 

林冠英这么说：“槟州从2001 

至2008年缴交中央政府的税 

务高达256亿7000万令吉， 

但中央政府只拨款7亿9400 

万令吉或纳税率的约3%给槟 

州，造成槟州的回报比例在全 

国殿尾。”。他还说：“我认 

为最好的拨款方式是公平对待 

各州，最理想的回报比例是纳 

税率的一半。州政府与中央政 

府属于友好伙伴关系，毕竟 

“一人一半，感情不会散”， 

中央政府不需要跟任何州属赌 

气。”

林冠英做槟州首席部长的 

时候，要求回报比例是纳税率 

的一半，试问，他现在做了我 

国财政部长，是不是应该实现 

他当时提出的建议，也就是回 

报比例是纳税率的一半，公平 

对待槟城！

林冠英做了财政部长，槟 

城得到什么？记住，槟州不应 

该是弃婴，因为，槟城是马来 

西亚经济向前发展的最大贡献 

州之一！ #

Page 1 of 1

14 Nov 2019
Kwong Wah Yit Poh,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Supplement • Audience : 59,667 • Page: B5
Printed Size: 332.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3,722.42 • Item ID: MY003786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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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打居豕护理安老协会

16曰健康曰活劫
(双溪大年13曰讯）为了唤醒社会人 

士共同关怀乐龄群族的权益，吉打居家护 

理安老协会（AgeCope)定于本月16曰 

(星期六）在佳乡岭商业广场（Village 
mall)举办健康曰活动，欢迎乐龄人士及 

民众一起参与。

协会义工林美湘指出，当天活动于上 

午■) 1时至下午3时举行，节目包括捐血运 

动、瑜伽教学、保健常识讲座、心肺复苏 

术教学及颂钵表演等，另有数家公司赞助德仁_

礼品予当天出席的乐龄人士，主办单位也 

准备了 1◦份丰富幸运奖品赠送给幸运儿，

这项活动也获得《光华曰报》协办，赞助 

商鼎诚保险团队、丨rama Jaya集团、唯心 

素食坊、通源贸易、紫玲健康之家及 

GOLD LEAF MANUFACTURING 有限公司 

等。

吉中黄氏宗祠江夏堂主席黄胤喜，将 

为这项活动主持开幕，她是于周一下午在 

河景城饮食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上，这么 
表示。 傅莉云。

她表示，该协会是于2016年成立，并于2018年9月注册为 

合法组织，成立宗旨就是要团结区域内所有的疗养院组织，大家 

团结一致，以保障乐龄人士们的权益。

“我们在取得注册后也与杨巧双副部长进行交流，以传达该协 

会成立的主要宗旨，希望以后可通过进行更多的活动来关怀及协 

助不幸的老人。”

她呼吁民众届时踊跃出席参与，一来可参与多项健康活动， 

二来也可关怀老人家，一举两得。

德仁冀社会人士积极反应
吉打居家护理安老协会主席德仁指出，这是吉打州协会主办 

的首场活动，希望可以得到社会人士的积极反应。

他说，吉打州有18间疗养院及老人院组织，惟大多数都是没 

有执照经营，为了向政府争取应得福利，因此呼吁更多老人院等 

加入该协会，大家组成一股强大的团结力量。

“大马人口渐老年化，有了强大的团结力量，我们不但可以向 

政府反映心声，也可同时谋求乐龄人士在健康、医疗、生活等方 

面得到保障。”

傅莉云：唤醒群众关怀老人
理事傅莉云说，60岁或以上的老年人占国家总人口的15%， 

在2030年将这数字将激增多20%。

她说，乐龄人士增多，也表示老人院及养院也将激增，这是 

大家共同团结在一起的时候了。

“年老并不可怕，怕的是年老时出现健康问题，该协会希望通 

过主办活动来唤醒群众的注意，大家一起加入关怀老人的列车。”

当天订阅《光华》电子报获赠礼品
《光华曰报》也将于当天设立柜台让各界人士提供订阅电子报 

服务。

本报吉中区办事处市场营业部高级执行员陈庆琳说，订阅电 

子报为期3年仅需30令吉，而且当天订阅者将获赠送水瓶及价值 

15令吉的星巴克咖啡礼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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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油VDP计划

108本地公司获90亿合约
(吉隆坡13曰讯）截至今年10月，共 

有108家本地公司在国油供应商发展计划 

(VDP)下，获得总值约90亿令吉的合 

约。

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说，为了确保更多本地供应商和顾问积极 

参与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国油与相关部门 

及机构合作执行各项活动以达到这个目 

标，包括供应商发展计划。
他今天（13日）在国会下议院回答国 

阵云冰国会议员拿督斯里哈山的提问时说 

顾问的能力。例如，国油在土库曼斯坦和缅甸勘探油气时 

越多本地顾问参与。”

“这是因为有关国家的基本设施和专才仍有限，这让本地顾问 

有机会开拓新市场。”
阿兹敏说，今年1月至8月，国油委任的顾问公司当中，有 

超过60%是本地顾问公司。#

阿兹敏阿里。

国油注重发展本地 

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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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查赵明福案
虽然警方这次是援引刑事法典第342条，是以“错 

误囚禁”的角度来重查此案。不过，重启调查，即有 

可能从中发现此案之前没有被发现或重视的线索， 

或可以让警方对之前一直查无结果的角度提供新 

的线索和证据，再以谋杀或其它角度来调查。

历两朝政府和多次审理、上诉，一度被列做“悬案” 
^□1的赵明福在反贪会坠楼死亡案，随着总检察署指示警 

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42条文，重新开档调查此案，这个已 

经超过1◦年“查无结果”的案件或可以通过新的调查得到 

最终让各方都可以信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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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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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曰却被发现卧尸在莎阿南Masalam大厦5楼阳 

台0

警方重启此案调查，已经在上周传召欧阳捍华到雪州 

警察总部录取口供。相信警方也将会传召涉及此案的相关 

人士接受警方录供。

虽然警方这次是援引刑事法典第342条，是以“错误 

囚禁”的角度来重查此案。在关条文被定罪者，最高刑罚 

只是监禁1年或罚款20◦◦令吉，或两者兼施。不过，重启 

调查，即有可能从中发现此案之前没有被发现或重视的线 

索，或可以让警方对之前一直查无结果的角度提供新的线 

索和证据，再以谋杀或其它角度来调查。

赵明福坠楼案之前尽管已经多次调查和审理，不过当 

中仍然存在很多不能很好解释的疑点，尽管上诉庭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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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个结果仍 

旧不能让赵明福家人和公众信服。

大马是法治国家，不能够让任何一个宝贵的性命不明 

不白的死去而长久没有得到清楚的交待。

总检察署重新指示警方调查此案，必须要借着公正和 

不受任何干预的办案方式，彰显司法的公正和独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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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马认为有何意 

见，可透过适当管 

道传达。

阿兹敏不受邀主持大会开幕

公青团:领导层经决定
(吉隆坡13日讯）人民公正党青年团 

团长阿克玛指出，邀请副首相兼该党顾问 

拿督斯里旺阿兹莎主持公青团全国代表大 

会开幕礼，是公青团领导层经过多次会议 

后的决定，任何人对这项决定有所不满， 

可以透过适当的管道表达意见。

他以巫统青年团代表大会为例，过去 

巫统的署理主席乃副首相，因此根据这个 

理念，公青团邀请旺阿兹莎主持代表大会 

开幕，可算合理。

他强调，邀请旺阿兹莎主持开幕并不 

是因为个人利益，而是更应该专注于正在 

该讨论的议题上。

阿克玛也是公正党新山国会议员，他今日（13)在走廊受询 

及公正党署理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不受邀为公正党青年团代表大 

会主持开幕的课题时，如是表示。

“这可说是通过多数公青团领导层同意的决定，当然有些人会 

不同意，但可以透过正确的管道表达。”

询及21名发表联合声明的公青团票选中央理事是否出席上述 

会议，他表示，将整理出席者名单，并在大会中公布。

这21名公青团中央理事发表联署声明，谴责公正党总秘书拿督 

斯里赛夫丁撤回邀请阿兹敏主持大会的做法如同挑起领导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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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秘书有意分裂党”
希尔曼：_违传统精神

(吉隆坡13日讯）公正党臂膀及母体 

大会还没开始，就传出党内两大派系因为 

公青大会邀请开幕人一事失和。

以公青团署理团长希尔曼为首的21人

_______ _今早（13曰）联署发文告，把矛头指向公

^ |正党总秘书拿督斯里赛夫丁纳苏申，称对 

施賴请党Sii主席拿體里阿兹敏阿 
里作为公青团开幕人。

敎、曼_她题驗隨济事务部 

长政治秘书。他们认为，此举暴露出公正 

党领导危机，而且取消邀请阿兹敏阿里作 
为开幕人，有违州大会、母体大会和组织 

的传统精神。

该文告也指责总秘书有意分裂党，并 

认为取消邀请阿兹敏会释放错误讯息，并会成为党员，尤其新一 

代党员不良的示范。同时，也希望党领袖可以引路，把党带返正 

轨、包括团结党员和捍卫大会的传统。至于其他联署者也包括公 

青团两名副团长莫哈末纳兹里和杰斯丁。

根据《当今大马》报道，希尔曼披露，阿兹敏是在9月23日 

收到邀请，为公青大会主持开幕，但公青团秘书已经在在10月 

22曰发函撤销该邀请。报道也指出，赛夫丁纳苏申否认涉及此 

事，并称有关事务是由公青团自行全权处理。对于他是否取消了 

邀请阿兹敏，他也重申是公青团处理一切。#

希尔曼为首的21人 

联署发文告，不满赛 

夫丁取消阿兹敏作 

为公青团的开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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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雪州议会

阿米鲁丁：瓜雪县需重审

瓜冷获准升格市议会
(莎阿南13日讯）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宣布，瓜拉冷岳县议会获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正 

式批准升格为市议会。

下月与珍奶业者对话

商禁塑料吸管杯具
雪兰莪州政将于下个月和 

珍珠奶茶业者对话，以商议禁 

用塑料吸管和杯具的课题。

掌管雪州自然环境、绿色 

科技及消费人事务的行政议员 

许来贤说，针对禁止使用塑料 

吸管和杯具的课题，州政府暂 

时会采用温和方式与业者对 

话，寻求解决方案，同时也更

鼓励民众切勿摄取太多高糖分 

的饮料。

他在回答甘榜东姑州议员 

林怡威的口头提冋时说…实际 

上，当大家在关注珍珠奶茶对 

环境的破坏之际，也应该关注 

有关饮料实际含糖量非常高， 

是非常不健康的饮料，因此民 

众理应减少摄取。.

针对梳邦州议员黄美诗的 

附加提问询及珍珠奶茶业足连 

锁品牌，若强制阻止会否影响 

业者的营业时，他表示，业者 

确有反馈使用纸制吸管和杯具 

或引发重大成本开销。

“因此，州政府仍在探讨 

对策。”

许来贤也说，今年7月1 

日开始推动“无吸管”措施 

后，州政府积极通过活动与教 

育方式，向民众和学生宣导该 

塑料品对环境造成的伤害，这 

些措施仍足初步阶段，成效有 

待进一步加强。

米鲁丁说，州政府于 
10月31 R接获房政 

部通知信函，但同时也告知一 

起提出申请的瓜拉雪兰莪县议 

会，申请仍需重审。

阿米鲁丁是在州议会休会 

总结时，捎来这项好消息- 

“至于梳邦再也市议会申

请升格为市政厅，预料将获批 

准。”

瓜冷人口破30万

瓜冷县议会成立于1970 

年，管辖范围达857.70公平方 

公里，截至2018年，瓜冷县 

人口已突破30万人，超越了

人口须超过15万人才符合升 

格为市的标准。

此外，县议会于2017年年 

收人达到6315万8519令吉， 

符合市议会年收人必须达到 

2000万令吉的条件：因此升格 

市议会建议，早于2012年开 

始即被提出。

关爱人民计划完成重整受惠者资料
阿米鲁丁说，政府重新整 

理雪州关爱人民计划（IPR) 

受惠者资料工作已完成，预计 

有关系统将于12月或最迟明 

年1月正式启动。

他回答昔江港州议员拿督 

阿未尤努斯的口头提问时说， 

有关资料整理丁作原定明年3 

月完成和启动。

“州政府也计划于2019年 

至2020年这两年内整理所有

雪州政府未特別为被丈夫 

抛弃的单亲妈妈提供任何特别 

惠民政策，小i过后者若能证实 

生活负担重，可申请雪州其他 

义爱人民计划（IPR)的援 

助。

掌管雪州卫生、福利、妇 

女及家庭事务的行政议员I可蒂 

玛丽亚在问答环节结束后，召 

开记者会澄清，昨天有媒体报 

道州政府额外提供优惠计划给

惠民政策时，按需求从原有 

42项减至为36项，以让更多 

人受惠。”

“州政府今年共拨出4亿 

8543万5000令吉，推动义爱 

人民计划，当中包括提供1亿 

2381万5000令吉的额外拨 

款；其中，1月至9月30日 

为止，共花费2亿1265万 

887令吉69仙，或占总拨款 

43.8%。”

这群妈妈们申请，其实相关信 

息错误，因为州政府未有推行 

类似规划。

她说，所谓遭丈夫抛弃的 

单亲妈妈需独自抚养子女，可 

能未和丈夫离婚，也可能她们 

的丈夫失踪、因犯罪坐牢等 

等，W此没有法律证明丈夫死 

亡，或已和妇女离异。

“我们理解这些妇女们的 

不幸遭遇，W为遭丈夫遗弃，

阿米鲁丁指重新整理雪州关 

爱人民计划（IPR)受惠者 

资料工作经完成。

却乂没有法律证明证实丈夫死 

亡或已离婚，因此无法享有单 

亲妈妈的福利，不过她们可通 

过取得警方报案书或村长的支 

持信作为证明，以申请享有雪 

州政府援助的资格。”

“不过，她们还是可以寻 

求福利局的援助，抑或申请雪 

州其他的关爱人民计划，以解 

决面对的问题。”

遭抛弃单亲妈妈没优惠

建议申请关爱人民计划

改善政府大厦无障碍设施

针对州政府大厦无障碍设 

施，两蒂玛丽亚表示已和州议 

会秘书讨论改善有关设施，预 

计明年或可完成。

“我们承认0前州议会厅

的设施确有不足之处，以致对 

残疾人士造成不便，然而，不 

论是1、2个人的需求，州政 

府都会尝试改善有关问题。” 

她说，预计该设施无法在

明年第一季度，即3月召开的 

州议会内完成，但仍会尽量会 

于明年内改善有关设施不足的 

问题Q

“ 0前，工程师已在探讨 

解决方案，包括在上下楼层设 

立无障碍设施。”

草拟指南管民宿
雪兰莪州政府非常关注民 

宿发展，目前正和地方政府及 

马来西亚规划中心（MIP)草 

拟指南，预计明年1月相关指 

南可推出，以期有效监督、管 

理及改善居民的投诉。

掌管文化与旅游、马来人 

事务及风俗理事会事务的雪州 

行政议员阿都拉锡，在问答环 

节回应梳邦再也州议员黄美诗 

的口头提问时说，所谓的民宿 

包括AirBNB民宿，乂或者提 

供“床位和早餐”的短期住宿

概念，都将足指南管辖的范 

围。

“同时，中央政府旗下的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也有草拟 

‘短期住宿条规框架’ （STA) 

建议，以便作为执法单位，针 

对短期租借房子引发的问题的 

管理指南。”

他说，在此框架下，也有 

助于地方政府和其他执法单位 

根据现有法律，允许他们监督 

和展开执法的丁作。 阿都拉锡：草拟民宿管制指 

南，预计明年1月可推出。

每年仅4次晤地方政府

议员纷吁增联合会议次数
雪州议员不满一年才有4 

次机会与地方政府开会，要求 

州政府考虑增加次数，并表示 

更理想的方案是尽速恢复地方 

选举来解决问题。

而榄州议员莫哈末沙益罗 

斯里在口头提问环节，询问州 

政府是否可考虑遴选州议员作 

为地方政府顾问，对此，掌管 

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和新 

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 

回应，指州政府不建议遴选州 

议员为地方政府顾问。

他说，这主要是W为州议 

员是立法者身分，而地方政府 

则是行政管理，两者之间存在 

利益冲突，或有干预之嫌的问 

题°

他表示，为了让国州议员 

能够与地方政府加强沟通，将 

会每年再举办4次的联合会 

议，朝野国州议员皆受邀出 

席，以便提出木身选区发展建

黄思汉表示增加与地方政府 

的联合会议次数并无不可， 

但议员应踊跃出席会议。

议和要求。

无论如何，他的解释却引 

起莫哈未沙益罗斯M的不满， 

认为州议员是民选代议十，但 

却无权对地方发展做决定，以

致引起选民不满。

此外，万津州议员刘永 

山、依约州议员依德利斯和武 

吉加星州议员拉吉夫也认为， 

4次会议不足以反映和解决选 

区民瘼，纷纷提出增加联合会 

议次数，而拉吉夫也呼叮尽速 

恢复地方政府选举。

黄思汉说，州政府绝对可 

应要求，增加议员和地方政府 

的联合会议次数，但0前根据 

地方政府的汇报，国州议员的 

出席率不踊跃，似乎也没意愿 

跟市长或市议会主席交流。

他说，至于恢复地方选举 

措施，中央政府房屋与地方政 

府部门仍在研究。

他也说，我国一旦恢复地 

方选举，政治人物也可通过参 

选被推举为市长或市议会主 

席，小i过，现阶段国州议员的 

立法者身分，不能干预地方行 

政。

依占哈欣：荒地幵垦有成

地主违约收地农户损失
痩田无人耕，耕开有人 

争！甘榜区荒地开垦农务难 

经营，地主看到收成就急着 

收回地段，使开垦者面对损 

失。

雪州粮食自供率仅30%

掌管雪州基本建设、公 

共设施、现代化农业及农基

雪州政府规定排屋不得作 

为宗教膜拜场所用途，独立洋 

房则例外，至于在2008年之 

前遭篡改土地用途的宗教地， 

则无法追究用途。

掌管雪州社区经济发展及 

政府关怀政策事务的行政议员 

甘纳巴迪劳指出，州政府对宗

工业事务的行政议员依占哈 

欣说，雪州粮食农业的自供 

自给仅达30%或25%而已， 

比如雪州椰子的出口高达 

90%，而自供自给的粮食作 

物则非常低，如牛肉只有 

3.8%。

他足回应依约州议员依 

德利斯的附加提问，有关州

教场所设有管制条例，惟在 

2008年前成立的，就会豁免或 

另觅合适地点搬迁。

独立洋房例外

他回应中路州议员法古鲁 

拉两的口头提问时说，排屋是 

绝不允许作为宗教膜拜场所，

政府足否有寻求方案解决空 

置农业地的问题时这么说。

他说，州政府也曾鼓励 

农民善用废弃农业地，惟却 

多次发生违约事件，特别是 

每次开垦者成功种植后，就 

面对地主违反当初租借土地 

协议，要索回地段，开垦者 

被迫搬迁。

“州政府积极在郊区推动 

务农业务，也是为了避免空 

置农业地沦为非法垃圾场或 

其他不良用途，可足上述违 

约案例却频频发生。”

执法雄位有权米取行动。

“独立洋房则可作为宗教 

膜拜场所，主要原W是较不会 

造成影响或干扰邻居。”

对于法古鲁拉西询及原足 

作为宗教用途的土地遭转换用 

途后，州政府将如何处理，甘 

纳巴迪劳指出，在2008年之 

前遭滥用的土地，包拈或合法 

转换及出售或兴建其他建筑 

后，较难采取对付行动。

排屋禁充膜拜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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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特区 

蕉赖9哩新村 失修整年投诉无下文

轿车进出卡路测
(加影13日讯）蕉赖9哩新村7路烂了整年无人 

修，近4个月路烂问题恶化，村民每天进出都面对 

车底卡入洞，轿车损坏的问题。

据
解，这是7路村 

民唯一的通道，13 

户居民别无他择，被迫天天闯 

路洞进出，再加上7路为斜坡 

路段，道路损坏后，村民进出 

必须格外小心，以免发生意 
外〇

村民表示，该路的路洞是 

于年前出现，当时他们以沙石 

和砖块填补，不过R前大雨连 

绵，沙石被水冲掉后形成大 

洞，无论村民驾车驶过是左闪 

还是右避，还是会撞人洞里。

蕉赖9哩新村7路约500

公尺长，但整百公尺K:的路 

段，即观音庙旁的路段已是千 

疮百孔。上个月起，村民先后 

向加影市议会投诉，但至今不 

见任何修补行动。

村民担心会发生意外，包 

括如摩托车骑士不慎撞及路洞 

后摔倒等等，希望当局尽速修 

补路洞。

林万祥（左）和苏金发指7 

路千疮百孔，村民进出都面 

对问题。

烂路为斜坡，村民进出两难
_獅鶴•纖戀

又 

-

_

议员受促关注问题
村民苏金发向《南洋商 

报》记者说，7路住家坐落斜 

坡，水流从高处冲下时造成 

观音庙旁的路段严重损坏， 

居民进川都得提高警惕，否 

则一个不小心轿车撞人洞 

里，车底就会严重损坏，尤 

其担心影响引擎。

“上星期，我的轿车前后 

两次卡洞，车底受损，心痛 

不已。”

他说，州议员和市议员应

关注路烂和垃圾等基本的问 

题，这与人民息息相关，也 

希望能尽速补洞和重铺7 

路°

村民林万祥说，他曾把沙 

石填在路洞处，但最近的连 

锦大雨冲走沙石，形成大 

坑，严重危及民众的安全。

他说，灯柱旁的路面已出 

现下陷迹象，为免村民倒退 

车子时撞及灯柱，他们用海 

绵把柱子包起来以便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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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妇分娩后需要帮忙”

妇女部支持人资部建议
古拉说，人资部已跟相关 

利益者对话，要获取雇主的同 

意并不容易，然而，我国必须 

改变过去的思维，让丈夫在妻 

子分娩时有时间陪同及照顾。

杨巧双说，她支持父亲应 

享有陪产假的建议，表明妇女 

部支持人资部的有关建议。

她说，新生婴儿在出生时 

应有父母陪伴在侧，产妇在分 

娩后几天，会面对很难起床的 

问题，闪此需要有人帮忙。

私人界应响应

在场的包括农业及农基工 

业部副部氏沈志勤、公正党班 

底谷区国会议员法米、妇女援 

助组织执行董事苏米特拉、著

名艺人达芬妮依尔京及优管网 

红 Jinnyhoy °
苏米特拉觉得陪产假3天 

不足够，指在私人界丁作的男 

性，也应该享有和公务员一样 

7天陪产假。

她欣慰政府理解陪产假的 

重要性，不过她说，一开始就 

应该是有意义的，而不是门面 

功夫：先给7天，之后再向3 

个月目标迈进。

31,3>4〇

SIGNED 
the PETITION

沈志勤（右起）、法米、杨巧双和古拉接过苏米特拉移交印有联署人数的牌板

人资部争取下月呈国会

人夫享7天陪产假
(吉隆坡13日讯）人力资源部长古拉 

说，该部将在本月杪向内阁建议，为人 

夫者可享有7天陪产假，并争取最早在 

12月提呈到本次国会。

他说，目前，公务员已享有7天陪 

产假，内阁通过上述建议后，私人界也 

必须为男性提供7天的陪产假。

+拉表示本身虽然期盼 

tl私人界产假90天和 

陪产假7天的法案这能在今年 

获得国会通过，但下议院忙于 

应付其他辩论，可能会延迟。

他指最迟在明年3月提呈 

法案到国会下议院。“0前还 

有许多法案待处理，如果今年

不能够，就明年。”

古拉今日与妇女、家庭及 

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在 

国会大厦外接见妇女团体，从 

妇女援助组织（WA0)代表手 

中接过“7天陪产假”联署 

后，向媒体发表谈话。

人响应。

古拉指出，政府原本建议 

提供3天陪产假，但今R会见 

了上述团体后，他会向内阁建 

议7天的陪产假，

这次的下议院会议将在12 

月5 R休会，明年新一季国会 

会议将在3月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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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灵德国合作推动

831中小企参与科技审核
(莎阿南13日讯）思灵 

(SIRIM)策略发展副主席倪碧 

沁说，截至今年11月，我国 

有831家中小型企业参与思灵 

和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院 

(Fraunhofer)合作的科技审核 

项0，其中251家企业来自雪 

兰莪州。

雪州251家最多

她说，这也让雪州成为我 

国最多中小企业家参与相关合 

作项0的州属。

她说，思灵和弗劳恩霍夫 

研究院两造通过科技审核项目 

及特定科技应用地区的合作， 

协助中小型企业了解本身的强 

项和弱点，鉴定进步潜能，以 

便制定行动计划，提升企业的

效率、成果、科技管理。

她今天出席思灵在莎阿南 

主办的一项工业讲座会时这样 

说。讲座会邀请了雪州行政议 

员拿督邓章钦开幕，而讲座会 

目的是厅提供企业家合作、扩 

大联络网平台，以便相关企业 

持续在我国及外国市场经营。

倪碧泌也透露，思灵成功 

将4种科技商业化，包括抗真 

围产品、综合液化石油气、合 

成骨替代物等。

出席者包括掌管雪州投 

资、工商业及中小型企业事务 

的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思灵 

董事萧健皓、SIRIM QAS国际 

私人有限公司执行总监莫哈末 

阿扎努丁、雪兰莪投资促进机 

构总执行长拿督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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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今日下午探望沙登区风 

灾灾民后这么说。

他重申，无论是他、行动 

党与赵明福的家人，最希望真 

相能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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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方昨午已传召欧阳捍华 

到雪州警察总部录取口供，目 

前将援引刑事法典第342条 

文，即“错误囚禁”重新调查 

此案。

警重查明福案及数证人 
欧阳桿华：非补选糖果

(吉隆坡13日讯）民主行动党

史里肯邦安区州议员欧阳捍华 

强调，警方重新开档调查赵明 

福案并非补选糖果，与丹绒比 

艾补选毫无关联。

针对警方是N为丹绒比艾 

补选，而重新开档调查赵明福 

案的传言，他澄清本身并非此

事件中首个被传召的人，早前 

已有其他证人被传召。

“这是一个误解，据我了 

解，总检察署下达指示后，警 

方就马上采取行动陆续传召一 

些相关的证人，包括一些之前 

的承包商，或在里面见过赵明 

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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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援助组织争取给爸爸7天陪产假
吉隆坡13日讯|妇女援助组

织（WA0 )为共同照顾家庭愿景 

发声，希望政府能制定政策，让 

在私人界工作且获新生孩子的爸 

爸，能享有7天的陪产假。

该组织也在全球联署网站 

(change.org )发起联署，并在 

短短数天内，获得近4万个（3万 

9340个）签名支持。

妇女援助组织今早拉队到 

国会大厦外呈交备忘录，并将3 

万9340个联署呈交给人力资源部 

长古拉和妇女、家庭及发展部副 

部长杨巧双。到场的国会议员还 

包括农业及农基工业部副部长沈 

志勤和公正党班底谷国会议员法

米。

妇女援助组织执行董事苏米 

特拉指出，在短短数天内获得近 

4万个签名，显示这是妈妈所要 

的，这也是社区所希望看到的。

照顾家庭是共同责任

她认为，让父亲有陪产假 

还能传达特定讯息，况且照顾家 

庭是爸爸和妈妈共同的责任'此 

举将能协助妇女留在劳动力「大 

车j 中0

她也引述世界银行的一份报 

告，指如果大马能在劳动力的参 

与中缩小性别差距，人均收入将

会增加16%。

她也说，国库控股的一项 

研究报告也显示，大马目前多达 

256万3800名妇女没有进入职场工 

作，而男性只有6万9800人。

另一方面，杨巧双指出，在 

公共领域里，男公务员已可享有7 

天的陪产假。而她认为，在新生 

孩子出生后的前面数天，能拥有 

父母亲的陪伴是至关重要的。

她强调，妇女部绝对认同父 

亲应早有陪产假’只是目肖|」的问 

题在应该要有多少天的陪产假。

她也说，该部会全力支持人 

力资源部修法落实让男员工享有 

陪产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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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米特拉（左起）将联署巧摩纟声古拉和杨巧双，左4起为 
法米、沈志勤、网红Jlnnybby及1艺人达芬妮依尔京。

it男员工享曄产價
吉隆坡13曰讯|人力资源部长古拉指出，政府将 

在近期内修法，以建议私人界让男员工享有陪产假。

他希望能在本次国会结束 

前，提呈上述修正案，如果来不 

及’则会在明年3月的国会提呈。

他指出，男性员工能享有多 

少天的陪产假，交由内阁决定。

新思维模式

他今曰在国会大厦外接收 

了妇女援助组织的备忘录和联署 

后，受询时如是指出。

古拉指出，该部认同男员工

需要有陪产假，而他们会和雇主 

讨论，听取他们的看法，不过要 

得到雇主的同意并不容易。

他说，他曾会见马美商会的 

代表，他们给父亲的陪产假不只 

是三几天，甚至多达数个月，这 

震惊了马来西亚的代表，且带给 

了他们一个新思维模式。

古拉说，该部刚刚完成和利 

益相关者讨论了让男员工享有陪 

产假的事项，估计在月杪可带上 

内阁讨论。对此，妇女、家庭及

£ 国会政事

发展部副部长也答应说，该部会 

全力支持人资部的决定。

他解释，虽然人力资源部 

制定这方面的政策及展开研究工 

作，但最后的决定需要经过内阁 

同意。

他表示，他希望可以获得双 

赢的方案，目前该部正了解雇主 

及相关利益者针对给予男员工有 

薪陪产假一事的看法，但要获得 

同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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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问问自己
雪州2020年财政预算案在雪州立法议会完成了总结，

雪州大臣放眼在2025年将雪州打造为东盟精明州。

在科技资讯发达带动，地方政府服务效率不可同日而 

语，防范灾害应对在卫星导航与先进系统辅助，已不再如往 

年小型灾害却引发数里车龙，然而未来5年也将会是掀开挑 

战的新局面，尤其是气候剧变，而目光瞄准数码经济转型的 

雪州更需要在环境与资源循环之间取得平衡发展。

过去15年排山倒海的批评，加上资讯科技的助力，让 

雪州换了掌杈政府，科技带来的改变可以美好，也可以难以 

想像，但最后的改变还是有必要问问自己。

这翻转变在如今为吉隆坡市长的拿督诺希山略见典 

范，这位曾获颁发服务不达标的奖项一「扫把奖」，在一 

场分享会中就总结出服务地区接受批评之后，应有自己的主 

见，才能引领地区迈向素质提升的结论。

政府提出的新愿景无论是否在「正确政策」下进行，

反正如今政策已定，人民最后无论是否能从参与发展中受 

惠，也无妨从新愿景中找到自己的新状态或主见。

KL

案

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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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
泠
明
年
升
格

I

莎阿南13日讯

雪州大臣阿米鲁 

丁在雪州议会休会 

前捎来好消息，在 

致词时宣布瓜拉冷 

岳县议会明年正式 

升格为市议会！

阿米鲁丁指 

出，州政府是于10 

月30日接到房屋和 

地方政府部来函通 

知，有关瓜拉冷岳 

县议会申请升格一 

事，已符合条件并 

给予批准。

他透露，针对

升格为市的申请， 

州政府则被告知当 

局必须重新审核。 

至于有关梳邦市议 

会申请升格一事，预料将获 

得批准。

阿米鲁丁也表示，雪州 

议会第14届第2季第3次会议 

召开9天后，州议会共完成 

了9项动议，今次会议共提出 

307道口头提问，共回答了 

152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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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lPR系统最迟1月启动
莎阿南13日讯|雪州大臣阿

米鲁丁披露，州政府将会推介一 

个名为「My IPR」的系统，以整 

理惠民计划受惠者的资料。有关 

系统预料将于1 2月或最迟明年1 

月正式启动。

他今日在雪州议会回答昔江 

港州议员拿督阿末尤努斯的口头 

提问时指出，有关惠民计划中的 

受惠者资料的整理工作，原本是 

预计在明年3月完成及启动。

他透露，州政府计划在2019

年至2020年期间，重新整理所有在 

雪州政府关爱人民计划（IPR )的 

惠民计划，并将原有的42项计划 

减至为36项，以让更多人们受惠。

他指出，州政府今年共拨出 

4亿8543万5000令吉，作为推动 

雪州政府关爱人民计划的各项计 

划，当中包括1亿2381万5000令 

吉的额外拨款。他补充，从今年 

1月起至9月30日为止，所推动的 

惠民计划活动，共花费2亿1265万 

887令吉69仙，占总拨款的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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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身份

州议员不能干预地方行政
莎阿南13日讯|雪州行政

议员黄思汉表示，我国一旦恢复 

地方选举，国州议员可通过地方 

选举，被推举为市长和市议会主 

席。然而，州议员现阶段只是立 

法者身份，不能干预地方行政。

黄思汉是在回应依约州议员 

依德里斯，有关国州议员或一般 

政治人物是否有资格担任地方首 

长职务时，作出上述回应。

黄思汉说，政治人物可通过 

参加地方选举，受人民推举为市 

长。无论如何，他说州政府不建 

议州议员作为地方政府顾问，因 

为州议员本身是立法者的身份， 

地方政府则属于行政单位，因 

此，不鼓励州议员犯上干预地方 

行政的嫌疑。

他强调，为了确保地方政府 

的行政受到良好监督和执行，州

政府已指示地方政府每年举办4次 

地方联合会议，国州议员都会受 

邀出席，会上将报告地方发展计 

划和进展并交流。

另外，黄思汉在回应武吉加 

星州议员拉吉夫，有关政府何时 

恢复地方选举时透露，中央房屋 

与地方政府部门目前还在研究当 
中。

针对荅东加里州议员哈鲁麦 

尼指出，一年四次的联合会议次 

数太少，州议员无法有效反映问 

题；黄思汉则表示，如果国州议 

员觉得有必要，州政府可以要求 

地方政府增加会议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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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13日讯|卫生部副部长 

李文材今曰为政府医院首台全自 

动化学发光免疫生化仪（Atelllca 

Solution )主持开幕礼，提升国 

内的医疗服务。

李文材表示，这台机器是 

卫生部其中一项医疗器材更新项 

目下的产物，对于血液学和病理 

学来说非常重要，因此作为血液 

学重要医疗机构的安邦医院被选 

中，该机器目前已投入运作。

他也表示，卫生部也有计 

划再购置3台机器投入其他3家政 

府医院，不过他未进一步透露详 

情。

他指出，全自动化学发光

更新医疗器材卫部提升服务
免疫生化仪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 

内使用一份血液样本进行多项检 

测，相比传统方式，这台机器预 

计在1小时内能为500至1000份血 

液样本进行超过100项检测。

「因为它可以快速做完检 

测，所以它可以优先检测紧急的 

病例。」

他是在安邦医院主持开幕礼 

后召开记者会时如是说。出席者 

包括雪兰莪州卫生局总监拿督卡 

立依布拉欣、安邦医院院长卡兹 

阿都和大马西门子医疗（Siemens

Healthineers Malaysia )事务主管 

罗弗雷泽。

Atellica Solution是由西门 

子医疗所研发，配备了专利双向 

磁悬浮传输技术的下一代免疫和 

生化解决方案，使用磁悬浮技术 

后，样本输送速度比传统传送带 

快10倍。

另一方面，针对纳闽出现 

首宗因吸食电子烟而导致肺部受 

伤的病例，李文材表示，卫生部 

已经成立了一个调查小组展开调 

查，以确认病患是否是因为电子

烟受伤。

询及国外出现性交传染骨痛 

热症的案例是否会在出现发生， 

他则强调，这是世界上首宗因性 

交被传染骨痛热症的案例，相信 

只是个非常罕见的个案。

「这是世界上出现的首宗案 

例，虽然说有第一宗就有可能有 

第二宗，但我们现在仔细观察骨 

痛热症的传染源，大部分还是来 

自黑斑蚊，因此我认为扑灭黑斑 

蚊才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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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鲁丁（右2)宣布雪州政府重启结婚津贴，唯新婚夫妻必须接 

受婚姻课程。左起为苏莱妮、颜贝倪和法依鲁。 -伍信隆_
雪州行政议员凯鲁丁是于今 

日在雪州议会大厦召开新闻发布 

获得总额600令吉的津贴。

嫌S上课领RM300|
雪州重實结螬津M

莎阿南13日讯|雪州政府宣布重启青年结婚津贴 

(IGems)，凡是在2018年9月1日之后结婚，年龄介于 

40岁以下的雪州子民将可获得每人300令吉的津贴！
雪兰莪 

立法议会

当局准备的婚姻辅导课程。

「根据国家人口和家庭发展 

局的统计指出，雪州有超过三分 

一的新婚夫妻，不到5年就离婚。 

而且在201 7年，雪州就有1万 

2203宗离婚，创下全国离婚率最 

高纪录。州政府在重启结婚津贴 

后，受惠的新婚必须参与州政府 

准备的婚姻辅导。」

援55万办讲座

「凡是成功申请结婚津贴的 

雪州新婚夫妻，从申请津贴开始 

就必须出席新婚课程，内容包括 

新手妈妈、财务管理、情绪管理 

等。有关新婚辅导将从明年1月 

起，在全雪州9个县开始落实。」 

他表示，州政府将拨款55万 

603令吉，作为婚姻讲座活动的费 

用。首个阶段将开放1500个名额 

提供申请。新婚夫妻可以到官网 

iGems.yawas.my浏览详情，有关 

婚姻辅导的日期和地点，一切详 

情都会在网上公布。

雪州政府是从2013年开始推 

出青年结婚津贴，为符合资格的 

雪州青年提供500令吉结婚津贴， 

不过这项计划却于2018年配合雪 

州政府调整惠民计划而喊卡，进 

而遭致批评。

会时，向媒体宣布消息。出席者 

包括雪兰莪子民基金会（YAWAS ) 

总经理颜贝倪、大马人口和家庭 

发展局（LPPKN )雪州局长苏莱妮 

及高级副局长法依鲁。

凯鲁丁表示，雪州政府已经 

同意重启青年结婚津贴，重启后 

的结婚津贴，新婚夫妻只要是雪 

州子民，每人就可获得300令吉。 

倘若夫妻两人皆来自雪州，则可

须新婚半年内申请

「申请者必须符合数个条 

件，包括年龄介于40岁以下、 

首次结婚、同时必须是雪州子

民° '」：

他说，有兴趣提出申请 

的雪州子民可从本月18日起 

登陆igems.yawas.my登记个 

人资料，把相关文件电邮至

daftarigems@gmail.com °

凡在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 

12月31日期间结婚的雪州子民， 

申请津贴的截止日期将放宽至 

2020年6月31日。从明年1月1日 

起，新婚夫妻则必须在6个月内申 

请津贴。

凯鲁丁也说，基于雪州的离 

婚率依然是全国之冠，因此雪州 

政府也要求所有受惠者必须参与

雪州政府重启青年结婚津贴，符合资格的雪州子民每人可获得300令吉津贴。 -徐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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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月与手摇饮业者对话

探讨减少一次性塑料
莎阿南13日讯|雪州行政议

员许来贤披露，雪州政府暂时不 

禁止珍珠奶茶业者使用塑料，并 

希望在下个月尽快与业者展开对 

话。

他今日在雪州议会在回答梳 

邦州议员黄美诗的附加提问时指 

出，州政府有考虑到珍珠奶茶业 

乃是国际连锁品牌，所以不会强 

制阻止现有的珍奶业者。

「我们预计最快下个月将与 

业者展开对话，探讨减少一次性 

塑料吸管和杯子的使用。」

他透露，该部门获得业者反

馈，指使用纸制吸管和杯子代替 

塑料，对业者是一笔重大成本开 

销，因此州政府目前还在探讨相 

关对策。

他在回答甘榜东姑州议员林 

怡威的提问时指出，自7月1曰推 

动「无塑料吸管」措施以来，州 

政府只是通过软性的教育方式， 

向民众和学生宣导塑料对环境造 

成的破坏。

他表示，政府意识到雪州有 

很多珍珠奶茶业者，唯摄取过多 

糖分对身体有害，民众为健康著 

想应建议减少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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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3日讯|水源、土地

及天然资源部长西维尔指出，民众 

若要确保水管里一天24小时，一年 

365天都要有水，就须做出花费。

他说，无效益水（NRW )是 

国内最大的问题之一，即平均达 

到35%，但大部分州属仍处在40% 

的水平，而玻璃市的无效益水更 

是高达67%。

因此，他说，欲解决或降低 

全国各州无效益水的问题，政府 

必须调整国内的水费，以进行更 

换陈旧水管与电表等工程，以便 

在输送水过程的时候，避免流失

更多水源。

西维尔今日是在国会下议院 

的2020年财政预算案部门委员会 

阶段总结时，如是指出。

水务委会监督水费

他进一步解释说，所谓67% 

的无效益水，就是如果从滤水站 

输出100万公升（MLD )的水，就 

有67%的水会流失。

他说，要提升各州水供素质 

或维修州内水供设施，各州水供 

公司都必须承担非常高的资本支

出（Capex )。

他举例说，欲调低1 %的无效 

益水，政府必须耗资10亿令吉。

「大部分水供公司都必须依 

靠中央政府的拨款，因这些公司 

都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展开各项维 

修计划。」

因此，他希望国会议员可以 

了解，政府欲调整水费的用意， 

并促请他们向各自选区的选民讲 

解什么是无效益水。

不过，他也向国会议员保 

证，一旦调整水费，国家水务委 

员会（SPAN )会监督各州水供公 

司的盈利，或统一相关公司的盈 

利，包括检讨有关公司首席执行 

员的新水等。

各州平均35%无效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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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新政策助遭抛弃单亲妈妈
莎阿南13日讯|雪州行政议

员西蒂玛丽亚澄清，州政府未特 

别提供新惠民计划供遭丈夫抛弃 

的单亲妈妈申请，后者若证明负 

担重有需要，可申请雪州其他关 

爱人民计划（IPR )的援助。

西蒂5马丽亚在问答环节结束 

后召开记者会澄清，昨天媒体有 

关报导让人误以为州政府将额外 

提供优惠计划予这群妈妈申请， 

惟有关信息不正确，州政府未有 

推行新惠民政策。

她解释，所谓遭遗弃的单亲 

妈妈，遭未离婚丈夫抛弃，独自 

抚养子女，前者可能是失踪，也

可能被犯罪坐牢等。

「上述妇女遭丈夫遗弃，没 

有法律证明，无法证实丈夫死亡 

或离婚，因此无法享有单亲妈妈 

的福利。不过，拥有警方报案书 

或村长的支持信等证明，就可享 

有雪州政府惠民政策。」

她补充，无论如何，这群单 

亲妈妈其实可以寻求福利局的援 

助，抑或申请雪州其他的关爱人 

民计划，依然可以享有其他惠民 

政策。

另外，针对州政府大厦无 

障碍设施事宜时，西蒂玛丽亚透 

露，在跟州议会秘书讨论后，州

雪兰莪 
立法议会

政府将探讨改善有关设施，预计 

明年内可完成。

她坦承，州议会厅的设施目 

前确有不足之处，以致给残障人 

士带来不便，不论是1、2个人的 

需求，州政府都会尝试改善有关 

问题。

她指出，工程师目前已在探 

讨解决方案，包括在上下楼层设 

立无障碍设施。由于明年3月召开 

州议会，预计无法在明年第一季 

度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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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13日讯）行动党中委 

兼双溪比力区州议员刘天球， 

解体和分裂成数个国家的前南欧 

大国南斯拉夫为借鉴，提醒马 

西亚不能因陷入种族和宗教纷 

而闹分裂，更不能步上南斯拉 

的后尘。

他强调，我国是宗教自由国家， 

各族之间互相尊重不同宗教，而非像 

-些国家强调宗教分歧，结果国不成 

国，如前南斯拉夫不断陷于种族和宗 

教纷争，下场是国家分裂瓦解^

良木宫建庙进度达50%

也是巴生良木园良木宫顾问的刘 

天球，昨晚在该庙庆祝哪督哈芝华合 
及众神宝诞千秋、成立23周年纪念及 

筹募建庙基金平安晚宴上致词时，以 

当地的“圣淘沙”（Sentosa)之名形 

容，国人应保有圣淘沙般的敦亲睦邻 

精神。

他坦言，基于州政府拨予他的本 

年度州议员拨款已用罄，所以无法宣 

布拨款，但该庙明年向他申请拨款-- 

定会有。

他表示，良木宫新庙地原本保留 

为巴士车站用途，但良木园这么小巴 

士难以进人，在他担任掌管地方政府 

事务的雪州行政议员时期，发现是官 

员搞错了，于是在他介人下由州政府 
拨地给良木宫，H前已取得了50%的 

建新庙进度。

出席嘉宾有良木宫主席林添助、 

副主席蔡福在、总务林泽淞和副财政 

郭思胜等。

f劉天球：馬應借鑑南斯拉夫

■勿H宗教種族紺事冬:

大会颁发水果礼篮予4位嘉宾。左一起林泽漱、郭思胜、蔡福在、杨忠明、刘天球、甘纳、古纳拉 
加及林添助。

楊忠明州政府應撥地建神廟

巴;
生皇城道教联合会主席杨忠明指出，巴生 
t有600多间神庙，有许多位于住家、空地 

和丁厂等，呼吁州政府多拨地给华人神庙建庙。
他透露，该会成立迄今两年多，有161间神庙 

加人为会员，强调该会代表巴生众多神庙不是为自 

己，而是要为地方上的人民与善信服务。

“神庙不只是膜拜神明，我呼吁神庙在地方 

上，多做一些公益活动如协助不幸人士，有能力的 

话可拨出一些钱，资助巴生区的华教独中。”

他披露，发现这3年来巴生区有10间新神庙， 

当中多是州政府拨地、或神庙私人购地后，从农业 

地和屋地申请转换为庙地，呼吁大家再接冉厉；他 

宣布捐款5000令吉予良木宫建庙基金。

宗教团体拨款增加

雪州行政议员兼哥打哥文宁区州议员甘纳巴迪 

劳指出，州政府每年拨款350万令吉给佛教和道教 

团体，今年增至368万令吉，加上常年拨款给华小 

和淡小，矢言要维护这项政策。

对于行动党纪委会宣布接受刘天球早前批评首 

相敦马哈迪的解释，他形容刘天球的批评获得捍卫 

并感到光荣，认为刘天球的呼声是代表着全民。

巴生圣淘沙区州议员古纳拉加表示，良木园是 

个建立多年的花园住宅区，除了有马来西亚创价学 

会雪州分会领养的•座优美公园和草场，加上建成 

后新颖的良木宫，使得良木园日臻美好。

甘纳和古纳拉加都宣布拨款5000令吉予良木宫 

建庙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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惲吕敔陽捍華錄

________ _

■ 趙麗蘭“驚訝”調查緩慢■■■■

不黼“篇綳禁屬
報道 范純瑋

(马六曱13日讯）赵明福 

的胞妹赵丽兰今日说，赵家不 

满警方引用“错误囚禁”来重 

新调查赵明福坠楼命案，也 

“惊讶”警方调查速度如此缓 

慢。

局在去年6月宣布重启调 

查以来，已经过了 16个月，为何警 

方如此没有效率，希盟政府应该给 

予解释。”

母亲也感愤怒心痛难过

她接受星洲日报访问时说， 

母亲张秀花也对警方引用“错误囚 

禁”重新调查赵明福坠楼案感到愤 

怒、难过和心痛。

她表示，他们在今年6月接获 

警方电话，被告知以刑事法典342 

非法禁锢条文调查明福时，曾非常 

不满，也提出强烈反对，甚至与总 

检察长见面时亦反映了有关看法。

“7月明福10周年追思会后， 

赵家要求成立国州议员小组跟进明 
福案件，完全没有下文。8月赵明 

福民主基金会员在3个月内，连续 

多次报警提供相关证据。如此多的 

努力，为何警方经过3个月后还无

法完成调查？”

另外，赵四兰说，如果政府 

-心为民，捍卫人民的基本人权的 

话，这种政治迫害和侵犯人权案件 

应该马上处理，而不是补选的时候 

才被想起。

“政党要谈明福案件进展， 

我也不介意，但是希望他们在选举 

后继续跟进，还明福•个公道，而 

不是三分钟热度。”

赵丽兰表示，赵明福民主基 

金会已经列出10个涉案的主要元 

凶，希盟必须凸显政治意愿，马上 

援引谋杀条文调查此案，并尽速逮 

捕凶手归案。

坐完月子仍没会晤总警长

“2014年国阵重新开案调 

查，花了20个月时间才公布调查结 

果。当时张念群还不断在国会帮忙 

追问，现在却没有人继续在国会内 

外追究此事，我们感到非常失望。 
希盟会以超过20个月的时间调查 

吗？赵家在等待和观察。”

今年8月诞下孩子的赵丽兰 

说，赵家托付蓝卡巴律师安排他们 

与全国总警长拿督斯里阿都哈密， 

但几个月过去了，连她也完成坐月 

子回到工作岗位一个半月了，还是 

没见成。

歐陽捍華：非首個被傳召

“重查明福案無關補選”
(沙登13日讯）行动党 

史里肯邦安区州议员欧阳捍 

华澄清，警方重新开档调查 

赵明福案，与丹绒比艾补选 

无关！

他强调，在此次的调查 

中，他不是首个被传召的， 

在此之前，已有其他证人陆 

续被传召。

“针对有人说是因为丹 

绒比艾补选，所以警方才做 

事，这是误解。据我了解， 

总检察署下指示后，警方就 

马上采取行动，陆续传召一 

-些之前的承包商，或在里面 

见过他（赵明福）的人。”
欧阳桿华今日移交辅助金予昨日沙登一带受 

风灾影响的两户居民后，受询及警方重查赵明福案 

时，如是指出。
欧阳捍华重申，他、行动党与赵明福的家人最 

希望的就是有关事件能水落石出，而涉及危害赵明 

福者也受到制裁，还赵明福和他的家人一个公道。

“这是我们过去•直以来所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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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昨午已传召欧阳捍华到雪州警察 
总部录口供，目前将援引刑事法典第342条文，即 

“错误闪禁”重新调查此案。

欧阳捍华： 

警方重新开档调查 
越明福案，与丹线 

比艾补选无关。

些相关的证人，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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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新
評
估

城鄕大桌I

丁傑隆
雪州安邦再也市议员

官

聯

联公司过去扮演的角色，简单可分 

&为一1类。第…类，推动国家经济增 

长，为国库和国民创造财富，进行有目的性和 

1—1 策略性的投资，从而取得高投资回酬，如国

库控股（KhazanahNasional)、国民投资公?(1 

(PNB )、财政部机构（MoF Inc )、雇员公积 

H金局（KWSP )和国家石油等。

第二类，协助振兴乡区经济，推动乡区 

»现代化与农业发展，提升乡区人民生活水平，

m
从而消除乡区贫穷和低经济增长，缩小城乡之 

间的社会经济发展鸿沟。例如，联邦土地发展 

办‘局（Felda)、橡胶小园主发展局（RISDA

联邦土地统…及复兴局（FELCRA )，或协 

调区域发展的机构如吉兰丹南部发展机构 

( Keserlar )、登州中区发展机构（Ketengah ) 

j~H和雜辅镇发臟构（KejOTa )等。^

第E类则是带有土著议程的机构，其角 

色为增加土著在经济领域的参与和股权持有，并通过发 

展高等教育以培养更多马来工商阶级，从而增强土著 

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如隶属乡村及区域发展部的人民 

信托局（MARA)和隶属企业发展部的城市发展局控股 

(UDA ) 〇

然而，晚近官联公司的最大争议，乃是在市场中排挤 

了私人领域。特别是在1997年金融风暴之后，官联公司更 

有积极参与市场的迹象。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为在各 

个领域中都能轻易发现官联公司的踪影，从新城镇开发、 

物业管理、银行金融、农业种植、制造业、医疗、高等教 

育、基础建设乃至日常消费品等。

根据马大教授哥美兹（Edmund Gomez )( 2017 )领衔 

发表的研究专书《Minister of Finance Incorporated》显7K， 

在2013年国内前100大上市公司里，官联公司就占了 35家， 

而上市官联公司占了上市公司总市值近四成。此外，官联 

公司近年对私人公司的并购和增持，也远远大于释出。

这就是为何首相马哈迪于10月30日出席国民投资公司 

举办的2019年企业峰会时指官联公司必须意识到自己的角 

色，不应扼杀他人机会。在这之前，马哈迪也曾在不同场 

合强调，官联公司必须重新评估在市场参与的程度，并了 

解他们与私人界的协同作用，特别是在非战略性领域，官 

联公司不应排挤或与私人界竞争。

随着大马的经济发展和国民收人水平已获得显著改 

善，城市化程度超过七成，并已逐步实现从农业国家朝向 

现代丁业国家的经济结构转型，官联公司也是时候检讨在 

新时代里所扮演的角色。

官联公司应该更专注在战略性投资或新兴产业，如科 

技创新和数位经济领域。成熟却未上市的官联公司应该上 

市，并减持对其股权的持有，让私人界得以参与。此外， 

官联公司也可作为培养新兴产业在地供应链的重要媒介和 

催化剂，如雪州正在利用区位优势，积极发展具有高附加 

价值、高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但却涉及高资本的航空零组件 

制造和维修业。官联公司可以母鸡带小鸡模式，协助本土 

零组件制造商达到技术转移和建立目的，嵌人全球飞机零 

组件生产网络。

当然，由于官联公司并非高度n主，它必须执行政 

府政策，落实国家议程，资金源自政府，须向人民问责， 

但同-•时间又得避免遭到特殊利益团体骑劫或政党控 

制，因此如何促进官联公司与民间社会互动的“镶嵌性” 

(embeddedness)，建立有效沟通和互信机制，确保良好企 

业治理和经营，以及资讯自由流动，也显得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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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盟議員憂民怨 

^ 希維爾指僅微漲

不展延調钃水費^
(吉隆坡13日讯）尽管希盟议员 

皆担心调涨水费会激起民怨，造成人 

民反弹，但水务、土地及天然资源部 

长希维尔说，政府不会展延调涨水费 

的决定。

他今日在国会下议院总结水务、土地 
及天然资源部2020年财政预算案三读辩论 

时反问，为何每个月须为手机卡充值20至 

30令吉时，没人觉得有问题，水费涨20至 

30仙却成为问题？

“如果我们要（水供系统）提升得更 
好，我们要确保…年365天、24小时水管里 

都有水，我们必须要花钱，水费我们也-- 

定要付。

可承担手机费
水费应没问题

“如果手机卡的钱用完了，（充值） 
20令吉、30令吉都可以给，这个没问题， 

但当我说水费要涨20仙、30仙……如果是 

第一类别，-家四口的家庭最多只是一个 

月（涨）15令吉。’’

部长表示，其部门为水供课题拟定了 

长期及短期计划，包括调涨水费，因为水 

费已经20年没有调涨。

公正党议员:人民会迁怒希盟

公正党僞莫区国会议员努琳及巴东色 

海区国会议员卡鲁巴耶在辩论时皆认为， 

人民会因为水费调涨而迁怒于希盟政府。

卡鲁巴耶也建议政府展延调涨水费。 

他认为，政府应该在修复破旧水管解 

决无收益水问题，减低被浪费的水源后， 

才调涨水费。

提升水供系统须资金

不过，希维尔希望全体议员明白政府 

必须调涨水价，并补充，水务部也会采取 

多项措施，解决目前的水供问题。

“我要求所有的国会议员能回到选 

区告诉选民，如果不花钱，不能把事情做 

好。

“不是我们不要修好漏水的水管及 

(解决）无收益水，我们也会同时专注在 

解决无收益水的问题。”

點名柔州須迫切解決水源問題
_^维尔点名柔佛州，是拥有“巨大水源压力”的 

州属。

他说，若k府仍然不针对柔佛的水供问题提出方 
案，柔佛将在短短2年时间内面对问题。

“在2年的时间内，就会有巨大的水源压力，因为柔 

佛的原水不够，这是我们面对的大问题。”

他表示，雪州如今也要和彭亨州买水，而吉兰丹有 

几个地区的水源不足，吉兰丹的行政议员已经会见他讨 

论兴建小型滤水站。

希维尔强调，许多州属的水供公司需要提升水供系 

统，但他们面对的问题是缺乏资金，需要依赖联邦政府 

的协助

然而，由于大马的无收益水情况严重，目前全国的 
无收益水占35%,这些流失及浪费的水源也为国家带来 

巨大损失。因此政府接下来会展开工作，逐步修复漏水 

及破旧的水管。

丨水費價分3組最廉宜佔60%

希
维尔保证，水费涨幅对大多数用户来说是很低 

的，因为该部将会根据3组水费价格框架征收

水费，而全国60%的用户属于水费最廉宜的第-组。

“我们将区分为3组，即第一组、第二组和第一.组。 

如果是第三组，在家里的用水量太多的，（水费）价格 

当然会比比第一组来得高。”
“但是，60%的用户是第一■组，第-组的涨幅是很 

低的，我可以很肯定的这么说：”

他表示，水费涨价时，涨幅并不是整体的，而是根 

据每户家庭的用水量，区分为3组价格框架。

希维尔开玩笑地说：“当然，你不要天天洗车。”

I水供公司爲民服務非營利

希
维尔也宣布，国家水务服务委员会（SPAN)将 

会管制水供公司，包括限制及统一各州水供公

而是为人民服司的盈利，因为水供公司并不是营利公司，

务。

他解释，水供公司的盈利若超越所限制的数额，这 

些多出的盈利将会回馈为用在所属州属水供事务的资金： 

“各州的水供公司，如果说他们能从收人中拨出5 

至6%，在各自的选区使用，10年我们就能解决这个问 

题。”

他透露，水供公司首席执行员的薪水也会被检讨， 

而SPAN也会监督水供公司的丁作，确保这些公司高效率 

及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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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帶入内閣商討
“男員18享7天随fl”
(吉隆坡13日讯）在私人界工 

作的丈夫或将享有7天陪产假？

人力资源部长古拉说，他将会把这 

个建议带到内阁讨论。

他今早在国会大厦外，接过妇女援 

助组织（W0A )代表提呈的“7天陪产 

假”联署后向记者说，他原本建议3天 

陪产假，但随着最新的发展，他将会向 

内阁建议7天陪产假，并由内阁作出最 

终决定。
他表示，他希望可以在12月的国会 

下议院休会前提呈概括有关建议的雇用 

法令修正案，但补充，由于目前还有许 

多法案有待通过，因此这对他来说是- 
个衫匕占戈。

“若是这次的国会来不及，就会在 

明年3月的国会会议提呈”

他指出，有关修正案也包括将目前 
的产假由60天延长至90天的建议：

男公仆已享7天陪产假

古拉说，目前只有在公共领域服务 
的丈夫享有7天陪产假^.

他指出，在修正相关法令前，他也 

需要征询各相关利益者的意见。

“我也向大马美国商会了解情况， 

让我惊讶的是，他们不只给3或7天的陪 

产假，而是以月来计算，这是新颖的想 

法。”

同样在场的妇女及家庭发展部副部 

长杨巧双支持让让父亲享有有薪陪产假 

的建议。

“每个新生儿应该有父母陪伴在他 

们的左右，我曾经历剖腹生产，剖腹生 
产后的妇女在前3天很难起床，很需要 

协助，特别是伴侣在身旁。”

苏米特拉（左）移交请愿书给古拉（左二起）、杨巧双、法米及沈志勤

蘇米特拉：近4萬人已簽署

另
-方面，妇女援助组织执行总监苏米特拉 

表示，政府建议让私人界的丈夫享有3天陪 

产假是•个积极的步骤，但认为天数还不够:

“在私人界工作的父亲应该享有和男性公务员-- 

样的福利，SP7天的陪产假。”

她表示，该组织的联署至今已获得3万9340人签 

署。

“这是人民，包括爸爸、妈妈及社区所要的，我 

们努力鼓吹妇女重返职场，但其中一个妇女不愿重回 

职场的原因是女性面对孩子及家庭的压力及责任。” 

她希望政府能听见人民的心声，让私人界的父亲 

享有7天陪产假。

法米：3天陪產假不足

/<正党班底谷国会议员法米表示，

A他支持7天陪产假的建议，身为 

新手爸爸的他认为3天的陪产假并不足，因 

为一般上前几天都在医院，如果只有3天陪 

产假，可能很多事情无法参与及处理。

农业及农基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认 

为，社会不能只关注国内生产力，也需要 

兼顾家庭、给予家庭关注及和家庭在•起 

的时间。.

他说，妇女生产后，在心灵及身体上 

都需要时间修复，较需要丈夫的陪伴及照 

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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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洞逸福園洗腎中心

2場級籌通42萬
(吉隆坡13日讯）曱洞逸福园 

洗肾中心管理委员会筹办的10周年 

“爱.与关怀”两场慈善晚宴圆满结 

束，共筹获42万6794令吉。

距离目标180万尚远

筹委会主席斯文史蒂亚（阿仁）感i射 

各界热心踊跃支持此次筹款晚宴，并大力 

支持投标福品，使得大会筹获超过40万令 

吉，不过距离180万令吉目标还很遥远。

他也向百忙中受邀前来的嘉宾致谢。 

出席晚宴嘉宾包括内沙罗国会议员兼财政 

部长政治秘书潘俭伟、甲洞国会议员林立 

迎、雪州行政议员凯鲁丁、武吉兰障州议 

员黄洁冰代表陈百强、士拉央市议员黄伟 

强、余深恩等人t

潘俭伟拨款5000令吉，林立迎也捐献 

大会1万令吉，凯鲁除了拨出2888令吉款 

项外，也代表表雪州政府颁发荣誉证书， 

肯定甲洞逸福园洗肾中心过去10年来对国 

家及社会的贡献。

Genesi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有限 

公司在当晚的投标福品环节中成为”标 
工”，以6万2888令吉投下其中一项福 

品，CPIFC控股有限公司不落人后，捐献 

3项福品之外，也以2万2888标下其中…项 

福品。

晚会的高潮莫过于颁发敬业感恩奖 
给中心的医务及行政人员，CPIFC控股有 

限公司曾宪光夫人代表管理委员会移交奖 

项，衷心感谢他们近10年来的付出。
甲洞逸福园洗肾中心于2009由善心人 

士筹办，周去10年来共为各族165位肾病 

患者提供洗肾服务：

白沙罗国会议员潘俭伟（右一），甲洞国会议员林立迎 
(左一），联同雪州行政议员凯鲁丁将雪州政府的荣誉证书 

移交给管理委员会主席斯文史蒂亚(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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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結婚40歳以下

靄青年蟠後上課9領300
雪州議會會議

凯鲁丁（右二）宣 

布重整后的雪州青年结 
婚津贴为300令吉，条 

件是申请者需上婚姻课 
程。左一起苏莱尼和颜 

贝1[兒；右一法依鲁。

f (沙亚南13日讯）雪州青年结婚津贴回来了！只要 

在婚后6个月内出席婚姻课程，雪州40岁以下的新婚青 

年，就可领取每人300令吉的青年结婚津贴。

掌管雪州青年、体育及人力资本发展事务的行政议员凯鲁 

丁，今日在雪州子民基金会（YAWAS)总经理颜贝倪、马来西 

亚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LPPKN)雪州局长苏莱妮和高级副 

局长法依鲁陪同下，在州议会走廊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重整 
雪州青年津贴后的上述好消息。

雪州从2013年落实的青年结婚津贴惠民计划，为符合资格 

的雪州新婚青年提供每人500令吉，或每对夫妻1000令吉的结婚 

津贴，但这项计划于2018年9月暂时停止，不再接受新申请以重 

新调整，结果引起青年不满。

凱魯丁 ：須證明定居雪10年以上

凯上婚姻课程的青年 
结婚津贴（iGems)，只限第 

-次结婚的40岁以下雪州子民 

申请，若伴侣不是雪州人或 

无法证明定居在雪州至少10年 

(身分证需是雪州住址），则 

只有申请者一人能获得300令 

吉的津贴；

反之若一对夫妻皆是雪 

州人、或能证明都定居在雪 

州，则可获600令吉。

“符合资格的申请者，

-定要出席结婚课程才能领取 

津贴。对于不具领取津贴资格 

的非雪州伴侣，我们也鼓励他 

们出席。”

凯鲁丁表示，规定雪州 

新婚青年需上由妇女部旗下国 

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主办的婚

姻课程后，才能领取结婚津 

贴，是因州政府发现到，过去 
发放的500令吉津贴只能满足 

新婚夫妻的物质需求。

2017年雪离婚率最高
他坦言，雪州曾在2017 

年攀上全国离婚率最高的州 

属，有1万2203宗离婚案，所 

以州政府需从解决高离婚率方 

面下手。

他引述国家人口及家庭 

发展局研究数据指出，我国有 

1分之•的新婚夫妻，在结婚 

不到5年内便宣告离婚，而雪 

州伊斯兰局和国民登记局也认 

可这项数据，发现到30至40岁 

结婚的新婚夫妻，很容易在首 

5年内面对离婚考验。

課程由人口及家庭發展局負責

凯
鲁丁表示，婚姻课程是由穆斯 

i林和非穆斯林…起上课，所以 

州政府找了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负责 

课程，而非伊斯兰局。

他透露，首阶段开放1500个名额供 

申请，州政府为这项2019/2020年度的青 

年结婚津贴，拨出了55万零603令吉。_ 

他说，从2018年9月1日至今年12月

蘇萊妮：

公務員可獲上課假

31日内结婚的新婚夫妻，可在明年6月30 

日之前提出申请；至于明年1月1日后结 
婚的夫妻，则需在订婚（nikah)或结婚 

后的不超过6个月内提出申请。

申请者可从本月18日起登人网站 

igems.yawas.my登记个人资料，把相关文 

件电邮至daftarigems@gmail.com，若证明 

为合格，则需出席婚姻课程。

顏貝倪：

鼓勵夫妻儲蓄津貼

苏;
'莱妮披露，课程内容概括情绪 

»管理、家庭理财和成为新手父 

母的责任等，上课时间从上午至傍晚，上 

课地点包括雪州9县，每次上课可容纳最 

多100人，课程预料从明年1月开始。

她指出，公务员可凭出席婚姻课程， 
获得…天的上课假期（cuti berkursus ); 

该局会为私人界员工发出证明信，以让员 

工向雇主提出假期申请。

颜
贝倪指出，参加者可 

在课程结束后，获 

得-•张需存人国民出储蓄银行 
(BSN )的证书（slip )，存人 

后可转换为银行券，待45天后便 

可提领为现金。

“我们鼓励新婚夫妻培养 

储蓄的美德，所以是鼓励他们把 

这笔结婚津贴存放在银行。”

許來賢：灌輸醒覺意識

減塑運動長期推行

-管雪州环境、绿色工艺、科 

:、工艺、革新及消费人事 

务的行政议员许来贤指出，配合落实免 

用塑料吸管措施，州政府与地方政府、 

政府机构、教育机构、团体组织或非政 

府组织合作推行“免用塑料吸管”运动

(Kempen Bebas Straw Plastik )，通过举 

行各项活动唤醒民众的醒觉意识。

他在回答甘榜东姑州议员林怡威的 

口头提问时指出，这项运动目前才刚开 

跑，同时也是一向长期性的运动。

许来'irr州

政府将开始长期 
性地推动免用塑 

料吸管运动，提 

升民众对减少使 
用一次性塑料品 

的醒觉意识。

他说，这项运动将通过举办嘉年华、路演活动 
(roadshow )或通过派发宣传物品向民众传递减少使用塑料品 

的资讯，也借此教育人民有关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及意愿。 

“地方政府方面也会准备广告牌，提高民众对减少使用 

-次性塑料品的意识^ ”

與業者商替代方案
来贤针对首邦市州 

议员黄美诗的口头 

提问时表示，没有任何一条 

法律限制使用塑料杯及塑料 

吸管的珍珠奶茶店营业，因 

此州政府在有关业者没有触 

法的情况下，也不能采取任 

何行动〇

他说，州政府将会先从 

温和的方式，包括与业者举

行对话会以解决有关问题， 

若业者依然不给予替代方 

案，依然持续制造-次性的 

塑料品垃圾，州政府接下来 

采取解决措施。

他说，珍珠奶茶不仅对 

环境造成伤害，同时也有害 

我们的健康，尤其奶茶含糖 

量高，因此呼吁人们须注重 

身体健康，不对饮用珍珠奶 

茶上瘾a

大臣：受惠者資料重新整理

IPR最遲1月啓動

州大臣 

阿米 

鲁丁指出，政府 

重新整理受惠者 

资料的工作已完 

成，预计有关系 
统将于12月或最 

迟明年1月正式启 

动。

他说，这项 

重新整理所有惠 

民计划中受惠者 

资料的工作，原 

本是预计在明年3 

月完成及启动。

他是在回答 

昔江港州议员拿 

督阿末尤努斯的 

口头提问时，如 

是指出。

另外，阿 

米鲁丁指出，州 

政府计划以2年 

时间，也就是在 

2019至2020年期 

间整理所有在雪 

州政府关爱人民 

计划（IPR)的惠 

民计划，并视乎 
需求将原有的42 

项计划减至为36 

项，以期能让更 

多人们受惠。

他也透露， 

州政府今年共拨

出4亿8543万5000 

令吉，作为推动 

雪州政府关爱人 

民计划的各项计 

划，当中也包括 
共1亿2381万5000 

令吉的额外拨 

政。

他说，从今 
年1月至9月30日 

期间所推动的所 

有该计划的活动 
共花了2亿1265万 

887令吉69仙，占 

总拨款的43.8%。

凱魯丁：致力規劃

明年撥320萬提升體育設施

管雪州青年发展、体育及人文发展的行政议员凯 

鲁丁指出，沙亚南市政厅致力规划体育设施发 
展，其中于今年修双溪甘迪斯及哥本路Ualan Kelnm)建 

设室内足球（gelanggang futsal )及球场（padang bola),并 

将于明年在龙山（Bukit Naga)第32区建设室内足球场及球 

场s

他是在公正党双溪甘迪斯州议员扎瓦威询及双溪甘迪 

斯的体育设施发展时，如是表示。

他说，在装修体育设施如游乐场及室内足球场的一 

环，沙亚南市政厅已在今年拨出200万令吉，明年则将拨出 

320万令吉。

“沙亚南市政厅于今年已装修13个室内足球场、13个 

球场、2537公尺的跑道、125组户外健身器材及12个活力草 

场（Parlang Cergas )’

建 当n鲁丁表示，州政
±5 回L府已批准总数224

^万令吉的款项，用于提升及 

g装修州内体育设施，而各 
f并州选区将获得4万令吉的款 

胃项，以让足球场、室内足球 

區球（Padang Futsal)进行提 

升及装修。

歡 他建议各州议员将上述
4万令吉与州议员拨款中小 

$是型项目拨款联合在一起，用 

■于提升区内的体育设施。

他补充，州政府也在 

今年拨出总数169万1894令吉提升 

及装修地方政府管辖区内的体育 
设施，其中如瓜雪县获68万零300 

令吉、.巴生市议会逾12万6000令 

吉、加影市议会21万零300令吉、

沙白安南县19万9980令吉、士拉 

央49万5774令吉。

@ 44-对行

,1 于丁动党
g!甘榜东姑州议员 

+林怡威询及雪州 

&子公司是否会 

胃拨款协助提升室 

_内足球场及球场 

等的体育设施， 

g凯鲁丁回应说， 
@雪州子公司已有 

王求自己赞助的足球 

^队，惟州政府可 

对此做出讨论。

另外，土团党而 

榄州议员莫哈末赛询 

及州政府会多加提升 

乡村地区内的武术的 

运动场所，凯鲁丁则 

表示州政府将会尽力 

给予援助^

州议员的出席人数随着雪州议会进入尾声变得差强人意。

西蒂：充撫恤金購物券

SMUE今年獲2420萬

管雪州卫生、福利、加强 

妇女及家庭事务的行政议 

员西蒂玛丽亚披露，州政府于今年拨 
款2420万令吉，充作雪州乐龄亲善基 

金（SMDE)在抚恤金和购物券的发 

放。

她今日在州议会回答巫统士毛月 

区州议员查卡利亚的口头提问指出， 

于今年5月31日停止的抚恤金制度， 

截至10月31日的发放数额为1820万令 

吉；从今年9月开始的购物券制度，则 

预计将在本年度发放600万令吉，单单 

9月份便派发了总额50万6000令吉购物 

券。

她透露，乐龄亲善基金目前登记

的老人和残友会员有32万1584人，在 

世者21万1944人，意味有10万9640人 

已去世。
西蒂玛丽亚表示，今年9至12月 

有资格获得购物券的登记人数有7万 

3388人。截至10月31日，有1万3823人 

获得了购物券。

乐龄集体保险需从长计议

对于查卡利亚在附加提问询问， 

州政府是否有意为乐龄会员提供住院 

医保的集体保险保障，她坦言现阶段 

未有这项计划，但可从长计议；至于 

增加购物券拨款的建议已被提出，州 

政府会以财力进行评估:

依兹漢：免淪非法用途

積極解決荒地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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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议员依兹汉表示，他相信雪州内有 

很多荒废土地，而州政府采取积极措施 

应对，否则这些土地将会被用在不健康 

的活动，其中包括沦为非法垃圾场Q 

他说，州政府也曾针对州内的土地 

课题进行讨论，有意将所有适合的土地 

包括荒废土地进行种植，惟在与从事农 

业工作者商讨后，却发现荒废土地面对 

-定的问题及挑战。

雪州粮食无法“自给自足”
依兹汉表示，雪州“自给自足”的 

仍在低水平，仅有25至30%的食物是产 

自于州内，其他的都是从外地进口。

“雪州生产最多的是椰子及鸡蛋，
其他的产量都很少，其中鲜肉仅占有3.8%。”

他承诺将会改善有关情况，在未来提升雪州在这方面的 

生产力。

依兹汉指出， 

州政府有意将荒废 
土地发展为农业地 
用途，惟每每在获 

得成果后却面对因 
地主取回土地，导 

致开荒牛被逼迁的 
挑战。

荒地开耕后常遭地主索回
他也说，虽然已与地主定下协议，但是每当这些荒废土 

地开始活跃进行耕种并有成果后，地主就会有兴趣拿回有关 

土地，导致该地的“开荒牛”被迫搬迁。

此外，依兹汉表示，向州政府申请土地进行农耕活动的 

人数很多，但由于土地有限，州政府也献议使用这些荒废地 

进行耕种，却被申请者提出上述问题。

“这些问题是多次且重复地发生，也成为州政府要善用 

荒废土地所面对的挑战。”

他是针对依约州议员依德利斯在口头提问环节中提出的 

附加问题，如是指出。

依约30% 土地被荒废
依德利斯指出，不少甘榜都面对土地被荒废的情况，其 

中依约有30%的土地都被荒废，因此询问州政府是否有任何计 

划去发展这些荒废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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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思漢：漂白非法工廠計劃

查明洋垃圾廠取締 雪州议会仍缺乏全面的残友无障碍 

设施，图为通往州议会的主入口阶梯。

雪州議會會議

(沙亚南13曰讯）掌 

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 

通及华人新村发展事务的 

行政议员黄思汉强调，为 

期一年的非法工厂漂白计

划，是要合法化没有合格 

准证的工厂，而不是漂白 

污染环境的工厂，如处理 

废塑料的洋垃圾厂等。

“那些污染空气和水源的 

T_厂，-旦被查明，我们会立 

即展开执法行动。”

他今午在州议会总结万津 

区州议员刘永山提问的漂白非 

法工厂现状的动议时指出，漂 

白非法工厂是根据“胡萝卜加 

大棒”的赏罚分明原则，既然 

能为愿意接受漂白的非法工厂 

提供奖掖，州政府执法机构也 

能执法展开惩戒行动。

一年期限太短

業者應把握機會漂白
.思汉认同，•年的漂 

-a白期限或许太短，但

如果给出三五年的期限，非法 

工厂、丨丨(者还是要等到最后一分 

钟才会申请漂白，因此，他促 

请有需要的业者把握良机，踊 

跃提出申请。

他透露，随着州政府把漂 

白非法工厂的权力下放予各县 

署土地局，漂白申请期已缩短 

至3个月，现阶段沙亚南市政厅 

成立了一只特工队，以商议和

处理非法工厂漂A事宜。

“其他地方政府也会相继 

成立特工队委员会，每月会开 

会-次，对各辖区非法工厂的 

漂白申请进行评估。”

他指出，漂白计划会在 

有非法工厂问题的地区进行路 

演，第一场路演已在巴生市议 
会和巴生县进行，获得逾200 

名业者和咨询公司出席的良好 

反应，接下来会移师哥打白沙 

罗、乌冷和瓜冷万津区等。

西蒂玛丽亚（右）澄清，州 

政府没有特别为“遭遗弃妈妈” 
提供援助项目，鼓励这些妈妈可 

报警备案，由村长证明后申请州 

政府的其他惠民措施。西蒂：雪州議會大廈

增設障友設施耗費大須商言寸
>管雪州卫生、福利、加强妇 

-女及家庭事务的行政议员西 

蒂玛丽亚坦言，要全面替雪州议会大 

厦，增设有利障友的无障碍设施涉及 

庞大装修费.但她还是会与州议会秘 

书见面，以进行商讨。

她今日在州议会走廊召开-•项新 

闻发布会，受询州议会的残友无障碍 

设施不足时表示认同，障友不应被忽 

视对待，但要增设全面的无碍设施， 

也得视乎州议会获得的拨款预算，现 
阶段正寻求承包商和丁程师进行装修 

献议估价。

吁“被遗棄妈妈”报警获证明

另外，西蒂玛丽亚澄清，她不曾

说过州政府将为“被遗弃妈妈”（Ibu 

Tinggal )提供特定的抜助项目。

她说，基于这些遭遗弃妈妈没 

有正式离婚，不具单亲妈妈的受惠资 

格，但丈夫却不负责任消失无影，对 

家庭不闻不问，令这些妈妈面对着膝 

下有多名幼儿待抚养成人的困境。

她劝请面临被遗弃遭遇的妈妈 

们，应正式报警备案，并获得3地村 

长证明，从而向州政府和相关机构， 

申请对家庭经济及子女求学开支的资 

助。

“州政府对被遗弃妈妈申请诸多 

惠民计划无异议，如雪州精明母亲关 
怀计划（KISS)、雪州健康关怀计划 

及雪州健康援助等。”

黄思汉：非法工厂 

漂白计划是要合法化没有 
合格准证的工厂，而不是 

要漂白污染环境的工厂， 

如处理废塑料的洋垃圾厂 

等。

昔田/QA漢：先確保符條件

輔助安邦再也市會升格
-H-

黄
l思汉说，州政府将先 

,确保安邦再也市议会

符合城市和谐、房屋及地方政 

府部门（KPKT)规定的条件， 

以辅助安邦再也市议会升格为

市政厅。

“州政府将会确保安邦再 

也市议会提供的管理及服务有 

所提升，让市议会有良好及有 

效率的管理系统。”

他在回答行动党莲花苑 

州议员黎潍福的口头提问时 

说，在欲升格为市政厅的事宜 

上，有关地方政府必须符合城 

市和谐、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门 
(KPKT)设下的11个条件。

“同时，1976年地方政府 

法令（171法令）第4 ( 2 )条文 

也允许州政府与部长商讨地方 

政府的升格事宜。”

雪設數碼基本建設理事會
依茲漢：發展光纖計劃測驗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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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政府已 

成立'个数码基本建设理事 

会（Jawatankuasa Infrastruktui. 

Digital)，作为雪州的数码基本 

建设（Infrastruktur Digital )发展

包括光纤计划（Fibrerisation ) 

及5G测验的协调。

他说，雪州所涉及的5G 

测验包括4项用例，分别是数 

码卫生照顾、教育、娱乐与媒 

体及智能城市，并分别在赛城 
的5G OpenLab、沙亚南玛拉工 

艺大学、首邦市SS15、SS14与

Sjl8、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及龙 

溪的Gamurla Cove进行a

他也说，州政府也通过 
Smart Sel 与 Cyberview 有限公司 

的5G0penlab，共同针对5G项 
目对雪州社区的成效进行研 

究及商讨，而雪州子民可通过 

5 G测验享有的益处，包括智能 

闭路电视和交通灯、远程医疗 
(Telemedicine)以及为教育提供 

实施虚拟实境（VR )和扩增实 

境（AR )服务。.

MBI稅後盈利達1902萬
阿米魯丁 ： 9子公司虧損

►州大臣阿米鲁丁指 

出，雪州大臣机构 

(MBI)在去年税后盈利局达 

1902万令吉。

“其他10个雪州大臣机构 

的子公司去年的税后盈利，当 

中如达鲁益山垃圾管理有限公 
司(KDEB Waste Management 

Sdn Bhd)有637万4662令吉、雪

州综合微型贷款计划（Yayasan 

Hijrah Selangor)赚取240万6655 

令吉及雪兰莪投资促进机构 

(Invest Selangor Berhad )赚取 

504万零8%令吉tt.另一方面，阿 

米鲁丁指出，有9间子公司面临 

税后亏损，当中如达鲁益山集 
团公司（Kumpul an Darul Ehsan 

Berliad)亏损2829万6000令吉。

由于有州议员面对行动不便问 
题，让雪州议会大厦及议会厅的无障 

碍设施受到关注。图为乘坐轮椅的淡 
江州议员沙阿里在旁人的协助，以及 

使用拐杖下顺利入座。

阿米魯丁：教局記錄

雪逾萬中小學生輟學

• •參

2018年税后盈利
雪州大臣机构(MBI) 1902万1285令吉

雪州大臣机构子公司(税后盈利}
雪州投资有限公司(Permodalan Negeri Selangor Berhad) 96万3000令吉

达鲁益山设施管理有限公司(Da『ul Ehsan Facies Management Sdn Bhd) 274万5587令吉

Semesta集团有限公司(Kumpulan Semesta Sdn Bhd) 511万4118令吉

Inpen雪有限公司 57万1635令吉

雪兰莪投资促进机构（Invest Selangor Berhad) 504万零896令吉

雪兰薪子民后裔基金会(Yayasan Warisan Anak Selangor) 7万6469令吉

雪州综合微型贷款计划（Yayasan Hijrah Selangor) 240万6655令吉

SRM Setia有限公司 161万2978令吉

达鲁益山垃圾管理有限公司(KDEB Waste Management Sdn Bhd) 637万4662令

SSDU Innovations有限公司 19万3976令吉

雪州大臣机构子公司(税后亏损}
达鲁益山集团公司(Kumpulan Darul Ehsan Berhad) 2829万6000令吉

雪兰裁旅游局有限公司(Tourism Selangor Sdn Bhd) 32万6177令吉

武吉柏伦东高尔夫乡村度假村 
(Bukit Beruntung Golf & Country Resort Berhad) 50万9222令吉

Communication Corporation有限公司 37万零436令吉

YS教育工业有限公司(Pendidikan Industri YS Sdn Bhd ) 28万5154令吉

Rantaian Mesra私人有限公司 3万9916令吉

Smartsel私人有限公司 258万2168令吉

Landasan Lumayan私人有限公司 744万3057令吉

达鲁益山投资集团公司(DamlEhsan Investment Group Berhad) 1万1473令吉

雪州學生綴學原因及數量

•州大臣阿米鲁丁说， 

根据教育局的记录， 

雩州共有1万1031名中学学生及 

1250名小学学生辍学。

“其中，因终止学业而綴学 

的中学生有1万零94名、小学生 

则有863名；因无兴趣上学而辍 

学的中学生则有549名，小学生 

则是128名。.另外，亦有工作、 

结婚、家庭问题、贫困、有上学 

困难及怕上学等的因素导致学生 

綴学。”

他是在回答诚信党双溪拉玛 

区州议员玛兹旺的口头提问时指 

出，雪州政府今年起已落实人民 
补习计划（PTRS)，而雪州政府 

已通过雪州大臣机构（MBI)拨 

出1万令吉落实该计划，让有潜 
质在大马教育文凭中落败的学生

不在学术学习上落后，并可 

继续就学。

他说，人民补习计划 

(PTRS )也会在明年衍生至 

小六检定考试的学生，辅助 

相关学生可以升上中学。

校方需向家长解释 

上学重要性

| 中学生 1 小学生 II

工作 183 工作 7
终止学业 10094 终止学业 863
结婚 19 结婚 2
贫困 9 贫困 15
家庭问题 123 家庭问题 198
有上学困难 43 有上学困难 29
怕上学 11 怕上学 8
无兴趣上学 549 无兴趣上学 128

总数 11031 总数 1250

阿都拉昔：已近完成階段

Wrbnb營業指南明年啓用
、管雪州文化和旅 

-游、马来习俗及遗

他指出，据雪州教育据 

的资料显示，当局目前并无特别 

辅助面临贫困及国籍问题学生的 

系统，不过当局设有“免费食物 
补助计划”（RMT)、助“贫穷 

学生信托基金计划（KWAPM ) 

等的计划协助有关学生。

“另外，校方需要时常问 

候学生的家庭，以及向家长解释 

上学的重要性。同时，教育局也

欢迎欲重新回到就学的学生提出 

申请，至于设有“学生綴学几率 

大”专案小组的学校，辅导老师 

需要给予相关的辅导课程。” 

阿米鲁丁也说，相关人士也 

可通过福利部，协助因家长人狱 

及经济能力问题而辕学的学生， 

而穆斯林学生可通过伊斯兰义捐 
(Zakat )寻求援助。

产事务的行政议员拿督阿都 

拉昔说，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拟定的Airbnb营业指南已近 

完成阶段，并相信该指南将 

在明年1月起启用。

阿都拉昔在回答行动 

党首邦市区州议员黄美诗的 

口头提问时说，州政府已将 

Airbnb的营业模式纳人.-项 

先锋计划，为解决Airbnb营 

业所带来的问题，州政府已 

和地方政府及大马城市规划 
师协会（MIP)展开合作， 

拟定营业指南给予Airbnb。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已 
在10月9及10日展开探讨会， 

并拟出详细的Airbnb营.、lk指

南，以及注册Airbnb等的相 

关监督设备。”

他说，灵市政目前正完 

成有关指南的文件，并将会 

给予通过，他相信在有关指 
南启用后，与Airbnb有关的 

干扰及交通问题可以得到解 

决d

他提及，城市和谐、房 
屋及地方政府部门（KPKT ) 

亦完成短期住宿服务（Short 

Term Accommodation )规管 

架构的建议书，让相关执法 

单位可以对以Airbnb方式营 

业的民宿做出监管：

“有了这份指南后，地 

方政府或与其他相关单位将 

有权力批准、监管及执法于 

这类营、丨丨(方式的民宿。”

9 通
天過
州 9
彌 動
irrTi 議

後

休

兰兼州 

议会第 
14届第2季第3次 

会议召开9天后， 

在完成辩论及通 
过9项动议后，宣 

布休会。

雪州议长黄 

瑞林是于下午5时 

宣布休会，直到 

另行通知。

这次的会议 

共提出了307道口 

头提问，并回答 
152 道。

会议上也提 
出了9项动议，其 

中包括非法工厂 

漂白计划、监督 

涉及生产危险物 

品的工厂等，并 

全数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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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 

也13日讯）八打 

灵再也市政厅将 

从12月2日起， 

新增63个泊车收 

费地点，驾驶人 

士受促留意！ 

灵市政厅今 

日发表文告表示， 

为了良好地管理和 

保养公共停车格， 

并确保停车位不被 

滥用，当局决定从 
下月2日起，扩大 

征收泊车费范围。

文告提及， 
上述措施涉及1 4 

个区域的64个地 

点，包括八打灵再 
也第5区、PJS 1 , 

PJS 3、PJS 5、PJS 

10、 PJU 1A、 PJU 

5、哥打白沙罗、 

PJU 6和7等等。

文告指出， 

上述新增收费地点 

的泊车费与其他地 

点一样，即星期 
-至五（早上8时 

至下午6时）每小 

时60仙、全天5令 

吉，以及每月100 

令吉；周末及公共 

假日免费。

可用固本

編輯

或App付费

費範醐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将从12月2日起，新增63个征收泊车费的地点； 

图为位于哥打白沙罗的努里7A路。（谷歌街景截图）

八打靈再也市政廳 
新增徵收泊車費的地點

Seksyen 5
Jalan 5/51 x Jalan 5/57
PJS
Jalan PJS 1/9、Jalan PJS 1/11、

Jalan PJS 1/13、Jalan PJS 1/26
PJS 3 ( Taman Sri Manja )____________
Jalan PJS 3/11、Jalan PJS 3/41、

Jalan Medan 8、Jalan Medan 9、

Jalan PJS 3/59、Jalan Belakang PJS 3/59、 

Jalan PJS 3/61、Jalan PJS 3/63、

Jalan Tepi PJS 3/63_________________
PJS 5 ( Pusat Perniagaan PJCC )
Jalan PJS 5/28、Jalan PJS 5/28A、 

Jalan Belakang PJS 5/28、

Jalan PJS 5/29、Jalan PJS 5/30、

Jalan Belakang PJS 5/30、

Jalan Tepi PJS 5/30_________________
PJS 10
Jalan PJS 10/2、Jalan PJS 10/4、

Jalan PJS 10/32____________________
PJU 1A Ara Damansara ( Pusat Perniagaan 
Taipan 1 )、Dataran Ara Damansara ( Pusat 
Perniagaan Taipan 2 ) N Pusat Dagangan NZX
Jalan 
Jalan 
Jalan 
Jalan 
Jalan 
Jalan 
Jalan 
Jalan

PJU 1 A/3、Jalan PJU 1A/3J、 

PJU 1A/3K、Jalan PJU 1A/3L、 

PJU 1A/3M、Jalan PJU 1A/3N、 

PJU 1A/5A、Jalan PJU 1A/20A、 

PJU 1A/20B、Jalan PJU 1A/20C、 

PJU 1A/20D、Jalan PJU 1A/20E、 

PJU 1A/20F、Jalan PJU 1A/20G、 

PJU 1A/20H、Jalan PJU 1 A/41 B
PJU 5 (Taman Teknologi, Kota Damansara)
Jalan Teknologi 3/9_________________
Kota Damansara ( Seksyen 4 )______
Jalan Camar 4/2x Jalan Camar 4/3x 
Jalan Camar 4/4、Jalan Camar 4/5A

Kota Damansara ( Seksyen 4 )
Jalan Camar 4/2、Jalan Camar 4/3、 
Jalan Camar 4/4N Jalan Camar 4/5A
Kota Damansara ( Seksyen 5 )
Jalan Sepah Puteri 5/1A、 
Jalan Sepah Puteri 5/1B、 
Jalan Sepah Puteri 5/1 C> 
Jalan Sepah Puteri 5/1D
Kota Damansara ( Seksyen 6 )
Jalan Cecawi 6/33
Kota Damansara ( Seksyen 7 )_____
Jalan Nuri 7AN Jalan Belakang 7AN
Jalan Nuri 7B____________________
Kota Damansara ( Seksyen 8 )
Jalan Pekaka 8/2、Jalan Pekaka 8/3、 
Jalan Pekaka 8/4、Jalan Pekaka 8/5 
PJU 6
Jalan Dataran Pelangi Utama
PJU 7
Jalan PJU 7/7A、Jalan PJU 7/16、 
Jalan PJU 7/16A, Jalan PJU 7/16B

■二

市廳：12月起增63個

文告提醒， 

民众可使用泊车固 

本，或透过精明雪 

兰莪泊车（Smart 

Selangor Parking ) 

手机应用程式缴付 

泊车费。

欲知更多详 

情，可浏览八打 

灵再也市政厅网 

页（ht.tps://embpj. 

mbpj.gov.my/ )，

或致电泊^收费 
单位（Unit Hasil 

Letak Kereta )

(0 3 - 7 9 6 0 

0278/03-7956 3544 

分线138、145及 

405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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