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hah Alam: Lembaga Zakat Se-
langor (LZS) giat memberi pen-
dedahan awal untuk meningkat-
kan pengetahuan dan kesedaran
berkenaan taksiranzakat, bagiah-
li keluarga dalam kalangan ma-
syarakat ketika ini.
Ketua Divisyen Kutipan Lem-

baga Zakat Selangor (LZS), Mohd
Sabirin Mohd Sarbini, berkata
berdasarkan pengalaman bersa-
ma pengeluar zakat, ramai indi-
vidu terutama ketua keluarga
atau penjaga seperti suami, ter-
lepas pandang dengan tuntutan
tanggungjawab menunaikan za-
kat bagi ahli keluarga yang sudah
memenuhi syarat wajib zakat.
“Jika merujuk kepada tang-

gungjawab menunaikan zakat, li-

masyaratutama, iaitu Islam,mer-
deka, sempurna milik, cukup ni-
sab serta cukup haul,” katanya
kepada BH.
Katanya, pihak suami atau ke-

tua keluarga mungkin berasakan
mereka sudah menunaikan zakat
bagi diri sendiri, namun mereka
seharusnya menguruskan juga
keperluan tanggungjawab zakat
bagi pihak isteri, anak mahupun
ibu bapa mereka.
“Sebagai contoh, pada setiapbu-

lan selepas mendapat gaji, suami
akan memberi wang saku kepada
isteri, anak dan ibu bapa mereka
sebagai wang tabungan.
“Wang saku yang disimpan se-

tiap bulan menyebabkan zakat
terhadap duit simpanan itu harus

ditunaikan apabila genap seta-
hun, jika mencukupi syarat wajib
zakat mereka.
Mohd Sabirin berkata, ketika

ini, masyarakat hanya berangga-
pan zakat hanya perlu dikeluar-
kan oleh mereka yang berkerja
sahaja, sedangkan ia juga wajib
untuk anak yang bersekolah serta
isteri yang tidak berkerja asalkan
ia mencukupi syarat zakat.
Begitu juga untuk warga emas

yang sudah tidak berkerja, tetapi
menerima bayaran pencen setiap
bulan.
Berikutan itu, Mohd Sabirin

berkata, LZS mengambil inisiatif
mengadakan kempen berkenaan
zakat bagi memberi kesedaran,
terutama kepada ketua keluarga
dalam menunaikan zakat keluar-
ga iaitu Kempen Zakat@Family.
Katanya, kempen selama dua

bulan bermula 1 November lalu
hingga 31 Disember depan, diha-

rap dapat memastikan semua in-
dividu yang menepati syarat me-
nunaikan zakat sebaik sahaja me-
menuhi syarat wajib zakat.
“LZSmemilih hujung tahun ke-

rana tempoh itu dilihat sebagai
bulan di mana ketua keluarga
membuat taksiran, ini memberi

yang dilaksanakan LZS juga ber-
tujuan meningkatkan pembaya-
ran zakat dari golongan peringkat
umur 25 tahun ke bawah.
Katanya, berdasarkan data di-

peroleh, ketika ini hanya ki-
ra-kira 4,000 individu dari pe-

LZS tingkat kesedaran ahli keluarga tunai zakat

Wang saku yang
disimpan setiap bulan

menyebabkan zakat terhadap
duit itu harus ditunaikan
apabila genap setahun, jika
cukup syarat wajib zakat.
Mohd Sabirin Mohd Sarbini,
Ketua Divisyen
Kutipan LZS

peluang kepada mereka
membuat pembayaran
zakat.
“Kebanyakan dari-

pada kita tidak melihat
ibadah zakat ini secara
keseluruhannya dalam
kehidupan keluarga se-
dangkan ia termasuk
dalam Rukun Islam, sa-
ma seperti solat yang
diwajibkan kepada se-
mua umat Islam,” ka-
tanya.
Mengulas lanjut, Mohd

Sabirin berkata, kempen

ringkat umur ber-
kenaan yang me-
nunaikan zakat.

“Dengan
kempen ini,
LZS menyasar-
kan jumlah itu
meningkat 100
peratus, iaitu

kepada8,000penge-
luar zakat pada
masa akan da-
tang,” katanya.

Kesedaran membayar zakat perlu dipupuk dalam kalangan umat Islam
yang layak. (Foto Hia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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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MBAGA Zakat Selangor (LZS) menya-
sarkan tambahan seramai 1,500 penge luar 
zakat niaga baharu menjelang penghujung 
tahun ini.

Ketua Divisyen Kutipan LZS, Mohd 
Sabirin Mohd Sarbini berkata, pihaknya 
yakin sasaran itu mampu dicapai apabila 
lebih 1,200 pengeluar zakat baharu telah 
melaksanakan kewajipan berzakat setakat 
Oktober lalu.

Menurutnya, bagi mencapai sasaran 
tersebut pihaknya telah menggiatkan ak-
tiviti melalui kempen zakat niaga bermu-
la 1 November sehingga 31 Disember 
depan.

Katanya, kempen berkenaan terbuka 
kepada semua sama ada mereka yang 

membuat pembayaran di kaunter, atas 
talian mahupun ejen kutipan LZS.

“Selepas bayar, hanya imbas kod QR 
yang terdapat di poster atau laman web 
kami iaitu www.zakatselangor.com.my. 
Hanya perlu isi maklumat kemudian jawab 
soalan mudah.

“Pemenang bertuah berpeluang mem-
bawa pulang hadiah telefon bimbit, tablet, 
baucar AEON bernilai RM100 dan hadiah 
sagu hati daripada LZS,” katanya kepada 
Sinar Harian. 

Beliau berkata, zakat niaga merupakan 
penyumbang kedua tertinggi selepas zakat 
pendapatan, namun statistik pengeluar 
zakat masih rendah sekitar 30 peratus da-
ripada peniaga yang terdapat di Selangor. 

“Zakat niaga ini ter-
takluk kepada semua 
urusan perniagaan sama 
ada individu dan syari-
kat asalkan cukup syarat 
untuk menunaikannya. 

“Syarat asasnya ada 
lima iaitu merdeka, sem-
purna milik, cukup ni-
sab, haul dan perniagaan 
menepati hukum syari-
ah,” katanya.

Mohd Sabirin berka-
ta, LZS mempergiat pro-
gram dan aktiviti untuk 
meningkatkan keseda-
ran orang ramai terha-

LZS sasar 1,500 pengeluar 
zakat niaga baharu

LZS sentiasa mempergiat program dan aktiviti untuk meningkatkan 
kesedaran orang ramai terhadap tanggungjawab menunaikan zakat.

dap tanggungjawab menunaikan zakat 
termasuk kaedah operasi lapangan, beng-
kel dan temu janji.

Tambahnya, LZS turut menyediakan 
perkhidmatan temu janji pintu ke pintu 
bagi pengusaha yang ingin mendapatkan 
maklumat lanjut atau membuat pemba-
yaran zakat niaga.

Untuk makluman, Kempen Zakat 

Niaga diadakan bersempena Zakat Di 
Hati yang sedang berlangsung pada mu-
sim puncak Disember ini dalam usaha 
menyemarakkan lagi suasana menunai-
kan tanggungjawab berzakat sebelum 
hujung tahun ini. 

Dianggarkan, sejumlah RM152 juta 
daripada RM793 juta kutipan keseluru han 
LZS tahun lepas adalah zakat ni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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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KL fokus mahu
bina terminal bas
SHAH ALAM - Membina 
sebuah terminal bas yang 
lengkap dengan kemudahan 
antara agenda utama Majlis 
Perbandaran Kuala Langat 
(MPKL).

Yang Dipertuanya, 
Mohamad Zain A Hamid 
berkata, pihaknya kini 
bersedia melaksanakan 
pembangunan selepas 
pengumuman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mengenai penaiktarafan 
Majlis Daerah Kuala Langat 
(MDKL) kepada MPKL.

Menurutnya, tapak 
terminal bas sudah dikenal 
pasti iaitu di sebelah pasar 
awam di Banting.

“Tapak sudah ada dan kita 
akan majukan untuk 
pembinaan dan cari dana,” 
katanya.

Terdahulu Amirudin pada 
Sidang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kelmarin memaklumkan 
MDKL berjaya menukar 
statusnya kepada MP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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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THE NAME 
The RM2.5mil rejuvenation of 
Klang's Chetty Padang should not 
extend to changing its name, say 
residents and politicians. >4 

'Chetty Padang name should remain1 

To call it Taman Warisan would erase area's cultural past, say politicians and Klang residents 
By EDWARD RAJENDRA 
edward@thes ta r . com.my 

RESIDENTS and politicians are 
united in wanting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to retain the name, 
"Chetty Padang" and not rename it 
Taman Warisan. 

Pandamaran assemblyman Tony 
Leong Tuck Chee said the name 
must not be changed as it reflected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local south 
Indian community. 

"MPK must consult councillor M. 
Nalan — who is in charge of the 
area — and the municipality must 
refer to me before such proposals 
are made public. If not, it could 
lead to unnecessary confusion," he 
added. 

Sentosa assemblyman G. 
Gunaraj said while he welcomed 
the rejuvenation of Chetty Padang, 
the name of the field must not be 
changed as it encompasses 
Malaysia's rich cultural heritage. 

Chetty Padang is slated for a 
major transformation as MPK's 
Gardens Parks and Recreation 
Department plans to spend 
RM2.5mil to restore the neglected 
field in Jalan Bukit Jawa next to 
the Sri Nagara Thandayuthapani 
Hindu temple. 

On Wednesday, StarMetro had a 
front-page report on the redevel-
opment of Chetty Padang where 
the department's acting director 
Nurul Huda Bahrom had said in 
the recommended plans, an arch-
way with the proposed name 

Field of 
possibilities 

• xldhg i>igiiiU|.. 
to revitalise the Chetty Padang 
in a bid to encourage community 
engagement, with stakeholders 
and former sportsmen 
welcoming the idea. >2&3 

StarMetro's f r o n t - p a g e r e p o r t o n N o v 13. 

Taman Warisan would be built. 
Trader Michael Lim Kum Loke, 

72, said the name of Chetty Padang 
had been established for genera-
tions and tells of the pioneers who 
had built up the area. 

"Chetty Padang was a much big-
ger field with a single dirt road 
called China Street, where tin min-
ers used to live, which is now Jalan 
Dato' Hamzah. 

"Chinese once dominated the 
area but the Chettiar traders and 
labourers from southern India 
who came to start a new life here 
settled and made their homes 
around Rembau Street," he said. 
Rembau Street is the old name of 
Jalan Tengku Kelana. 

Avid photographer Lesley Lee, 
67, said there was a need to main-
tain the cultural attributes of eth-

Lim says t h e name C h e t t y Padang 
had been establ ished fo r generat ions. 

nic enclaves be it Chinese, Indian, 
Javanese or Bugis as all these com-
ponents give a rich tapestry of sto-
ries for us to connect with the past. 

"MPK must understand that 
Chetty Padang has its own histori-
cal, aesthetical, social and spiritual 
values from past generations 
which enable those living now and 
in the future to appreciate its cul-
tural and heritage value," she said. 

Resident R. Padma, 51, said the 
name must be kept so the field's 
cultural past is not erased. 

"I am glad the re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is in the pipeline. But do 
not change the area's identity," she 
added. 

Masjid India Muslim Tengku 
Kelana chairman Md Yousoff Noor 
Mohamed said changing the name 
of Chetty Padang would be an 

M a n i c k a m : " T h e r e is n o n e e d t o 
g i ve t h e i con ic f i e l d a n e w name." 

affront to the local community. 
"Our cultural identity would be 

erased and there will be no 
uniqueness. 

"Instead, MPK should ensure 
high standards are maintained in 
rebuilding the field," he said. 

Entrepreneurs Association of 
Little India Klang president 
Charles Manickam said the depart-
ment's proposed new name 
showed disregard for the area's 
heritage. 

"Chetty Padang is a name that 
all Klangites can relate to and 
there is no need to rebrand the 
field with the proposed name 
Taman Warisan. 

"We are agreeable to the refur-
bishment of Chetty Padang but the 
name must not be changed," he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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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ies 

Fruits of success: 
Kampung Selamat 
Residents Association 
chairman Anizam 
Samsuddin (left) 
wi th some of the key 
people behind their 
Kebun Kita garden, 
which is a thriving 
space filled with 
assorted edible and 
ornamental plants. 
(Below) The communi-
ty garden in SS24 
Taman Megah Phase 2 
is maintained by eight 
to 10 active members. 
- Photos: SAM 
THAM/The Star 

With 18 active gardens and five more in the pipeline, Petaling Jaya 
residents are embracing the city council's Kebun Kita initiative 
by utilising vacant land to grow vegetables and fruit trees. >2&3 

Headline Gardens of opportunities
MediaTitle The Star
Date 15 Nov 2019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Metro Circulation 175,986
Page No 1TO3 Readership 527,958
Language English ArticleSize 2265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113,989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341,967



Gardens of opportunities 
MBPJ's Kebun Kita programme supplies fresh produce 
to community and income for urban B40 group 

The Agrobox is 
part of the 
Kebun Kita 
programme 
implemented in 
Taman Medah. It 
enables organic 
farming in urban 
areas by 
combining 
hydroponic and 
aquaculture 
techniques. 
- Photos: RAJA 
FAISAL HISHAN/ 
The Star 

Eijau Millennium Explorer founder Mohd Fikri Mohd Bakri (second from right) explaining to 
Ganabatirau (in blue shirt) and Bukit Lanjan assemblyman Elizabeth Wong (right) how his 
team's composting project works. 

Stories by JADE CHAN 
jade@thestar.com.my 

THE "Kebun Kita" initiative under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s (MBPJ) Landscape 
Department is one of the council's most 
popular community programmes since the 
project was launched two years ago. 

"We receive between 10 and 15 applica-
tions per month to start a Kebun Kita (Our 
Farm) programme in various neighbour-
hoods," said MBPJ Landscape Department 
director Zuraidah Sainan. 

"We will only approve the applications 
after thorough vetting, whigb includes look-
ing into whether there is an active residents 
group in that area and the project's sustaina-
bility." 

The pioneer gardens are located in Section 
10 Kota Damansara, Kampung Lindungan, 
PJS 6 and Taman Medan. It will soon be 
expanded to Desa Mentari. 

There are 18 "active" gardens in Petaling 
Jaya, with five more expected to be added 
this year. 

The size of each garden varies, with the 
present ones ranging from 120sq m to 
2,000sq m. 

"Unused or vacant land, such as utility or 
government land (subject to certain condi-
tions), are turned into these community gar-
dens," said Zuraidah. 

"A community keen on participating has to 
first get an approval letter from the site's 
landowner. For example, if the proposed site 
is on Tenaga Nasional Bhd (TNB) reserve 
land, the community has to get approval 
from TNB. 

"After receiving the landowner's approval, 
the community has to submit an application 
to MBPJ, via their registered residents associ-
ation, stating the proposed location and agri-
cultural activities. 

"Officers from the Landscape Department 
will then conduct a site visit to check on the 
site's suitability and soil conditions. 

"If found to be suitable, the community 
has to fill in the official form and get their 
MBPJ councillor to endorse it." 

Zuraidah said the community had to use 
their own funds for their Kebun Kita project, 
such as preparing the site or buying garden-
ing tools, seeds, soil and fertilisers. The 
Landscape Department's role is only to give 
technical advice and basic training whenever 
needed. 

Funding can be acquired through either 
their respective residents association, corpo-
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ntributions or 
MBPJ's PJ SEED (Social, Environment, 
Economy Development) community grant. 

Zuraidah said the community had the free-
dom to plant vegetables, fruits or herbs, or 

even rear fish such as keli, puyu and pink 
tilapia using aquaponic tanks. 

They are also free to decide how to distrib-
ute the produce — whether for personal con-
sumption or to sell. 

According to Zuraidah, the Section 8 PPR 
Flats community allocates some produce for 
a soup kitchen project to feed poor families 
in their neighbourhood. 

"The Taman Medan community's vegeta-
ble crops and fish are used for residents' con-
sumption, while the balance is sold." 

She added that the Kebun Kita communi-
ties were required to submit monthly reports 
on their activities, harvest inventories and 
sales (if any) for the Landscape Department 
to monitor the programme's development 
through data collection and annual assess-
ment. 

Kebun Kita is a rebranding of an earlier 
programme and rim with the assistance of 
related government agencies as well as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NGO). 

"The contributions from NGOs vary. They 
include monetary, in-kind (tools or seedlings) 
and community engagement (gotong-royong 
activities)," said Zuraidah, adding that Kebun 
Kita had won awards such as Malaysia 
Landscape Architecture Awards 2018 and 
2019, Selang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Expo 2019, and World Town 
Planning Day 2018 and 2019. 

The local council presented the Kebun Kita 

at a Basic Urban Farming Programme for 
Urban B40 Group organised by Selangor 
socioeconomic empowerment, development 
and caring government committee chairman 
V. Ganabatirau's team in collaboration with 
MBPJ. 

The one-day event was aimed at educating 
the more than 100 participants on the basics 
of urban farming and agriculture, and offer-
ing them an opportunity to earn an income 
to support their families. 

At its launch, Ganabatirau said it offered 
one of the best platforms in guiding and 
offering knowledge to the urban B40 com-
munity, particularly in developing their 
potential as small-scale agricultural entrepre-
neurs. 

"The Basic Urban Farming Programme 
encourages them to use farming as a way to 
reduce their cost of living by planting their 
own crops for food. 

"It also helps to improve their household 
economy through small-scale agri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 by offering a source of 
income through the sale of surplus produce,"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programme was 
ideal for housewives, single mothers, retirees 
and senior citizens. 

The event held in Damansara Damai fea-
tured demonstrations on natural farming, 
composting methods, gardening without soil, 
and generating economy through urban 
fa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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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left) SS24 Taman Megah Phase 2 RT secretary Christine Chong, Yong and Chop 
tending to their Kebun Kita farm. - Photos: SAM THAM/The Star 

Villager Abdul Rani Selamat getting water 
for the plants in Kampung Selamat's urban 
farm. 

Kampung Selamat resident Tengku Mohd 
Shah Abdul Rahman looking after the 
stingless bee hive in his compound. 

SS24 Taman Megah Phase 2's urban farm is 
mostly filled with herbs and vegetables. 

Yong repurposed leftover construction materials for SS24 Taman 
Megah Phase 2's urban farm, such as this chain-link fence. 

Kampung Selamat's urban farm sits on Syabas reserve land with 
permission from the water authority. 

Dedication key to thriving urban farms 
THERE are quite a few success stories among 
the neighbourhoods on board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s Kebun Kita programme. 
StarMetro visits two of them. 

Kampung Selamat 
Barely a month old, the Kebun Kita farm 

in Kampung Selamat is already a thriving 
space filled with assorted edible and orna-
mental plants. 

Kampung Selamat Residents Association 
(KSRA) chairman Anizam Samsuddin said 
the residents designed the farm to join seam-
lessly with a linear park within the village. 

"About two years ago, we got a grant from 
the then Kota Damansara assemblyman to 
start a small patch where we grew bananas. 

"We got the PJ SEED community grant last 
month, which we used to develop and 
expand the farm-cum-garden on a 3,200sq m 
plot that sits within Syabas reserve land," he 
said. 

"We sought permission from the water 
agency before tilling the land, but we are 
aware that Syabas may want it back in 
future," he added. 

Anizam said the RM11,500 grant was used 
to buy seedlings and equipment to set up the 
garden and build a storage room. A portion 
of the money has been set aside to buy addi-
tional supplies such as fertiliser. 

Each of the 10 members, whose ages range 
from mid-30s to over 60, in Kampung 
Selamat's Kebun Kita group adopts a section 
of the garden. 

The produce that they grow is harvested 
for their own consumption or sold to their 
fellow villagers. 

There is also a community plot where the 
group is growing more than 70 fruit trees. 

"Among the trees we planted are durian, 
rambutan, mangosteen, pulasan, longan, 
papaya, avocado and dukung, while the vege-
tables are cabbage, tomato, long bean, chilli, 
sawi and brinjal," said Anizam. 

He said a rainwater harvesting system was 
installed to provide water for the plants. 

The 65-year-old said KSRA received a sepa-
rate grant of RM13,000 from MBPJ to start a 
kelulut (stingless bee) project. 

"The kelulut project is another community 
activity and it serves as a teaching tool for vil-
lage folks. 

"The honey is for our own consumption as 
well as sold to others in the village at a rea-
sonable price. If there is still excess after that, 
it is sold to outsiders," he disclosed. 

While the bees help pollinate the plants in 
the village, Anizam said the biggest threat to 
their farm are monkeys that steal or damage 
the crops. 

Kampung Selamat is home to some 300 
residents whose homes border the Kota 
Damansara Forest Reserve. 

Anizam said Kebun Kita served as a space 
for neighbours and families to mingle, par-
ticularly on weekends when village folks 
have more time to tend to the urban farm. 
Some even bring food to share. 

SS24 Taman Megah Phase 2 
For residents of SS24, Phase 2 of Taman 

Megah, the Kebun Kita farm serves as a space 
for the close-knit community to stay active. 

"When we started the garden three years 
ago, we wanted to use it as a place where we 
could educate our children about nature and 
encourage residents to enjoy some recrea-
tion," said Yong Wee On, who was the project 
lead before passing the role to Chop Ai 
Kuang. 

"However, we ended up with mostly senior 
citizens running the garden as parents were 
not keen on their young children getting dirt 
all over themselves. 

"Our elderly gardeners manage what they 
can. Those who are unable to do digging or 
lifting will do some watering and weeding." 

According to the area's Rukun Tetangga 
(RT), more than 60% of residents in the 

neighbourhood with 227 houses are above 55 
years old. 

Chop, who is SS24 Taman Megah Phase 2 
RT chairman, said most of the items used to 
build the urban farm structures are leftover 
construction materials from renovation 
works. 

"These include the chain-link fence around 
the garden, wooden support for the plants, 
garden shed and even water tanks to water 
the plants," said Chop, who credits Yong's 
handyman skills as essential to repurposing 
the discarded items. 

"Residents contribute kitchen waste for 
our compost, as well as seedlings from their 
own gardens. Except for the planter boxes 
and pots, we try to avoid buying where possi-
ble." 

The 167sq m urban farm is located at one 
corner of the Jalan SS24/15 playground. 

It is maintained by eight to 10 active mem-
bers, many of whom have gardening or 
farming backgrounds as they grew up in vil-
lages and small towns. 

The group has installed a rainwater har-
vesting system to channel water from the 
rooftop of the nearby covered basketball 
court to the water tanks. 

Due to farm's small size, Yong, 70, said the 
members had planted fruit trees outside the 
Kebun Kita site as those take up more space. 

"We grow mostly herbs and vegetables 
within the garden, namely okra, brinjal, bit-
tergourd, chilli, yam, sweet potato, cabbage, 
pak choy, mint, lemongrass, torch ginger 
flower and ulam raja. 

"We do not keep the garden locked, as we 
believe it belongs to the community, so they 
can visit anytime they want," he said, adding 
that most of the produce harvested was for 
personal consumption. 

Yong said theft was a common problem 
and there had been occasions when 
outsiders as well as non-participating resi-
dents stole the produce, sometimes in large 
quantities. 

"We are planning to apply for the PJ SEED 
community grant to instal an automated 
water sprinkler system for the garden," said 
Chop, 67. 

"In line with the idea of using Kebun Kita 
as a learning ground, we are mulling the pos-
sibility of inviting small groups of pupils from 
nearby SJKC Yuk Chai to explore this space," 
he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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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PJ LICENCE RENEWAL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Jom Bayar Lesen 
Perniagaan 2020' campaign, the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is offering mobile counter services 
until Dec 27. The counter for trade licence will be 
at Paradigm Mall on Nov 20 and 21, Giant 
Kelana Jaya on Nov 26 and 27 and 1 Utama 
Shoping Centre from 11am to 6pm. The counter 
for hawker licence will be at Jalan SS2/60 and 
Jalan SS2/61 night market on Nov 25 and 
Medan 9 night market on Nov 27 from 4pm to 
9pm, and Section 14 market on Nov 30 from 
8am to noon. Licence renewals can also be done 
at MBPJ's headquarters, Menara MBPJ and 
MBPJ's PJ Utara branch office. For details, call 
03-7960 4667. 

Headline MBPJ LICENCE RENEWAL
MediaTitle The Star
Date 15 Nov 2019 Color Black/white
Section Metro Circulation 175,986
Page No 2 Readership 527,958
Language English ArticleSize 36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864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2,592



(笨珍M日讯）竞选期 

结束倒数第二天，行动党 

再次直捣华裔选区北干那 

那举办讲座，进行投票前 

最後冲刺，吸引逾千人出 

席，希盟华人票有後市看 

起之势。

讲座於今晚在北干 

那那新市镇进行，现场座 

无虚席，不少没椅子坐的 

出席者也全程站著聆听。

根据目测，现场有超过 
1000千人出席，本地人也 

有接近8成或以上。

当天主讲嘉宾许多是希 
盟重要级领袖，包括了内 

政部长丹斯里慕尤丁、国 

防部长莫哈末沙布、农业

■行动党在周四晚，再次在北干那那新市镇华人区举办讲座，并出动多名重量级 
领袖站台，为候选人卡敏（右5)造势。

及农基工业部长拿督斯里 

沙拉胡丁、雪州议长黄瑞 

林、行动党柔州主席刘镇 

东、依斯干达布蒂里区国 

会议员林吉祥及北干那那 

区州议员杨敦祥等。
负责压轴演讲的是国会 

副议长倪可敏一开场，

就说他如今每天担心有人 

死在国会，因为希盟议员 
都做到死（kerja sampai 

mati) 〇

他说，丹绒比艾国会之 

所以迎来有补选，就是因 

为丹绒比艾前国会议员拿 

督威拉法力拉菲生前工作

太劳葶

他说这，做一届政府就 

要解决国阵留下的问题， 

是不可能的，他认为最少 

要两届，因为希盟接手 

的，是元气大伤的政府， 

g中医角度，需要复本培

J\L〇

脂匪

丹絨比艾

投票:16/11

希
盟
華
人
票
後
市
看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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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黨
講
座
座
無
虛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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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敏：不受邀公青團大會_

(吉隆坡14日訊）公正党 

青年团大会一反传统，在今 

年代表大会没有邀请党署理 

主席开幕；公正党署理主席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回应指 

出，公正党有背后黑手阻止 

他发言，要他闭嘴。

“我相信公青团团长（阿克 
马）不敢违抗（背后黑手）命
入 ”

V°阿兹敏也是经济事务部长。 
他今早为国家公共行政学院 
(1XTAN)举办的公共政策论坛开 

幕后，针对公正党青年团今年的 
大会没有邀请他开幕，而是邀请 
公正党顾问兼副首相拿督斯里旺 
阿兹莎开幕一事，受询时作出回 
应。

公青团长阿克马昨日指出，邀 
请党署理主席为青年团大会开幕 
是巫统传统，但巫统署理主席过

往都是副首相，因此，公青团邀 
请旺阿兹莎为大会开幕，并没有
节日。

针对阿克马的上述说法，阿兹 
敏回应说：“这是否代表公正党 
模仿巫统？”

“他们不允许我在大会上发 
声，意图要我闭嘴。我将要求尽 
快召开政治局会议，党已出现领 
导危机。”

他说，对方的做法不仅分裂公 
正党，也削弱希盟的斗争。

分裂公正黨

阿兹敏强调，所有政党在传统 
上，都邀请党署理主席或署理总 
会长为青年团和妇女组代表大会 
开幕。

针°对砂拉越州和雪兰莪州公青 
团，因不满阿兹敏没有受邀为青 
年团大会开幕，准备展延州青年 
团大会，以抗议幕后黑手一事，

阿兹敏指出，这由各州青年团 
去决定。

他说，这事件很清楚的说 
明，党领袖没有扮演好巩固和团 
结党的角色，反而分裂和削弱党 
团结，这是非常不健康的做法。

公青团大会于12月6曰开幕。

昨曰，以公青团署理团长希尔曼 
为首的21名公青团票选执委，联署 

抗议该党总秘书拿督斯里赛夫丁 
纳苏迪安，撤回邀请阿兹敏为公 
青团大会开幕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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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4日讯）

公共服务局总监拿督 

莫哈末凯鲁提醒公务 

员，必须意识到99%
的网民，对公共服务 

效率给予负面评语。

“有关公共服务的评 

论都是负面的，如果你 

今天阅读部落格或社交媒体有关民众对公 

务员的评论，没人给予公务员好评。公务 

员好像活在自己的世界。

“当人民需要服务，我们不能满足人民 

的要求时，人民就会受苦；而当人民感 
到愤怒时，有99°。的人说公共服务没有效 
率〇 ”

°莫哈末凯鲁今早出席国家公共行政学院 
(1XTAN)举办的公共政策论坛系列“2030 

年共享繁荣愿景”，致词时这么指出。

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为此 

论坛开幕，在场者包括经济事务部秘书长 

拿督赛夫安努亚。

此g坛集1了°各政府部门秘书长、政府 

机构总监和州政府秘书等政府高官。

莫哈末凯鲁提醒公务员，他们的薪水是 

由人民支付（政府税收）。他希望在场的 

所有政府高官，必须意识到这点。

他说，公务员不应有个人议程，他们必 

须落实政府政策。

他指出，尽管换了政府，但公务员尚未 

赶上这变化，未有效发挥执行新政府政策 

的政府机关角色。

提醒莫忘初衷

“我们正处于十字路口，人民没有看到 

公共服务的效率。”

他要求公务员与部长携手合作，以确保 
“2030年共享繁荣愿景”能实现。

▲達標將民怨四起
■坛
阿丄 
兹左 
S起

阿
里

为

哈
末

阿
茲
敏

高官權力不是特權 
代表背負人民委託

阿
兹敏阿里提醒各政府部门 

秘书长、政府机构总监和

委托，管理好国家。

“人民在上届大选（通过民 

州政府秘书，记得他们手上的主程序）推翻了前朝政府，因 

权力，并不是特权，而是代表为人民不能忍受贪污滥权和盗 

他们背负著人民委托的责任。贼统治的政府。”

他说，从首相、副首相、部 阿兹敏更以孔子名言“三人

长至政府高官，都是受到人民行，必有我师焉”来提醒公务

w鱼

出夏

席g
11

P
论

员，促请公务员必须与人民和 

政府领袖互相配合，才能搞好 

国家经济和推动国家发展。

他也要公务员紧记，我国的 

多元种族、宗教和文化是国家 

的重要资产，是国家发展的优 

势。公务员尤其是政府高官， 

不应受到种族、宗教的负面. 

论所影响。

他说，若公务员给人民负面 

印象，将成为国家发展的绊脚 

石。

他说，公务员必须听命于政府，他们就 

像一台汽车的引擎和其他机件，部长就是 

驾驶员，决定方向。若机件不好，行驶不 

顺畅。

莫哈末凯鲁也再次提醒公务员莫忘初 

衷，想想当初为何要加入公共领域，目的 

是为国家和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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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性別匯報f 

冀辯論時懂敏i
(布城14日讯）妇女、家庭与社会发展 

部副部长杨巧双指出，该部昨日已在国 
会为国会议员和上议员举行一场性别汇报 
会，让他们更了解，以及留心不同的性别 
需求，且在国会辩论时也能保持敏感。

她今日发文告指出，有关汇报会也解释 
为何误会将导致一些人的能力被歧视，在 
事业上没有获得应有的机会，在生活上也 
会引发家庭暴力问题。

“通过此次汇报会，希望大家能确保每 
一个人都能在生活中享有同等的机会、权 
利与责任。”

■杨巧双（前排左 

9)与一众出席议 

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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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气直播间，现场拍卖也一 
疋样“吸睛，’ ！

林全富指出，李嘉诚的风格幽默， 
常引来许多女网友追捧，是直播间的 

人气主播，惟对方日前应雪隆车商 
公会的邀请，在一场千人宴上进行 
现场慈善拍卖，一样得心应手， 
结果当晚成功拍卖出5000令吉的 
海鲜，并全悉捐献予慈善单位。

他说，该公司目前已走出直播 
间，除了经常捐款予社团组织、 

基金会，也赞助年轻人的体育项目， 
例如该公司所赞助的篮球队“knight 

fury”，便不时在各项比赛中夺得好 

成绩。
“我们也赞助最近引起巴生人热议 

的‘疯胃一百家利美食六条街’，我 
还从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手中领 
过感谢状。”

他指出，市场就是要勇于创新，该 
公司在一班年轻人众志成城下，一直 
通过层层努力“破圈”，希望继续在 
市场中占稳脚步。

17 Februa

■李嘉诚（右）走出直播间一样得心应手，

日前在雪隆车商公会千人宴上，成功拍出 
5000令吉海鲜，捐献慈善。

FuHy Fishery ^ 

225+1地区

■林全富常搞新绰头，早前在直播中重金邀请荣获日本一等厨师奖的柳田哲 

也，现场示范如何正确切吞拿鱼。

富利直播賣海產新搞作

邀曰本廚師示範切魚

■李嘉诚（右）是林全富的最佳拍挡， 

两人合作无间，过去两年来业务蒸蒸日 

上。

(巴生W日讯） 
早前因主播与香 
港首富“李嘉诚” 
同名、直播@卖海 
鲜而迅速蹿红的富 
利海产（马）有限 

在直播战略成功后，如今进入 
提出“坚守直播、走出

>

報導•局志蒙

公司，
“2.0”阶段，

直播”战略，进一步打响品牌。
近年来，越来越多海产业者加入网 

络直播拍卖行列，导致直播市场在短 
短1年内，从蓝海市场变成红海市场，

富利海产（马）有限公司创办人林 
全富受询时指出，柳田哲也刀功了 
得，他是在朋友介绍下，邀请对方到 
直播间现场示范正确切吞拿鱼，同时 
把市价逾万令吉的吞拿鱼，低价拍卖 
出去。

以約一半市價拍賣

他说，该条大吞拿鱼入口自马尔代 
夫，也是我国首次海鲜直播中，示范 
切吞拿鱼，该鱼只以约一半的市价拍 

卖出去，作为对广大支持者的回馈之

° “我们不时在直播中，进行类似回 
馈活动，我们价格廉宜，但品质绝对 
受保证〇 ”

他指°出，该公司还会在直播中，推 
出幸运抽奖，今年曾送出价值3499令 

吉的韩国之旅。
“李嘉诚为了让网友有新鲜感，还 

不时‘角色扮演’，包括装扮成蜘蛛 
侠、复古装、古怪装等，有时还会找 
人客串，例如《新喜剧之王》上映 
时，我们也扮演戏中角色，与网友打 
成一片。”

立于不败之地。
上月尾，该公司又搞新绰头，在直 

播重金礼聘荣获日本一等厨师奖的柳 
田哲也，到现场示范如何切吞拿鱼， 
获得网友热烈追棒。

该公司除了继续由李嘉诚坐镇主 
播，也在直播中加入更多趣味性、多 
元化的因素，同时走出直播间，参与 
慈善、赞助活动、与民间组织和社团 
互动、重本回馈顾客及网友等，因此 
在我国海鲜直播市场中，一直占有领 
头羊的地位。

■李嘉诚风格幽默，还不时“角色扮 

演”，常引来许多女网友追捧。

U员工是公司 
最大资产，

善待员工，等于是 
善待公司”。

林全富指出，该 
公司非常珍惜人力 
资源，例如今年 
2名表现出色的员 

工，分别获赠市价 
约17万令吉的丰田 
Camry轿车。

“我们也会设下 
关键绩效指标表现 
(KPI)，一旦员 

工表现达标，每月 
都会有额外的现金 
g金〇 ”

他说，目前该公 
司正建著新厂，届 
时新厂会以员工福 
利优先，例如有休 
息室、太空椅、健 
身室等，让员工在 
更舒适和良好的环 
境下工作，让他们回来公 
司就有如回到家的感觉。

他强调，该公司的口号

■林全富（右）珍惜人力资源，今年赠送2辆各 

值约17万令吉的人口丰田Camry轿车，予2名表 

现出色的员工。

为“没有富利做不到、只有让全马的人可以“3星”价 
你们想不到”，希望人人可钱，享受到“5星级”的海 
吃到便宜又优质的海鲜，鲜和“7星级”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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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电箱旁的空地种植了许多果树。

星期五

有文告，可電郵至

受访县市议员和代表受访时表明，居民 
霸地种植蔬果等情况相当普遍，主要是草 
场、公园、住家前后左右、大路旁、沟渠 
和河流旁等，另外则是在水利灌溉局的河 
流保留地、工程局道路保留地、国能高压 
电缆下方保留地等。

有礙市容

部分受访者坦言，若有关行径不过分、 
只是小量种植没涉及大面积霸地、没引发 
骚扰及阻碍、没居民申诉、有关种植没有 
涉及商业性质等，一些县市议会都会通融 
处理。

他们重申，若有关霸地行径过分及引发 
其他居民申诉，市议会将采取行动包括发 
出警告信、要求居民清理及移除等。

他们说，有些居民只种植果树和种植 
物，但没有打理和照顾，以致出现树林般 
的情况，有碍市容。

郭頁黎

(吉隆坡14日讯）居民霸占公共 

空间作私人用途现象多箩筐，除了 

种植蔬果辟私家蔬果园，有者还搭 

棚作私家泊车位和仓库，惟若居 

民行径不太过分，地方政府一般也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予通 

融。

据《中国报》了解，雪州各县市议会管 
辖区内的公园、草场、儿童游乐场、大路 
旁、住宅区空地、住家四周、沟渠和河流 
旁、住宅区及商业区后巷等公共空间，皆 
遭居民商家霸占私用。

除了霸占设立泊车处及车棚、仓库、神 
龛等，部分霸地开设“私家菜园”，种植 
各类蔬菜、果树等。

.

■仁嘉隆一带的某 

住宅区旁，有居民 

在道路保留地开辟 

“私家菜园”。

採行動要求清理
家前后、公园、草 

I二tl场、儿童游乐场、大 

路旁等角落属于县市议会 
的地段，居民不被允许霸 
占该公共空间，根据地方 
政府条令，县市议会有权 
要求居民清空。

“当县市议会因居民的 
投诉及采取行动时，常会 
引起相关居民投诉及不 
满，提出的理包括只是占 
用一些空地、协助地方政 
府管理及美化等。”

受访县市议员说，居民 
种植不适合的树木在公 
园、草场和住家旁，当树 
木过于茂盛，有者要求县

市议会协助清理，当局会 
以有关树木并非当局种植 
而回拒，也会要求居民委 
任承包商进行修剪。

“有时，当县市议会要 
求居民修剪住家前或旁的 
树木时，因要承担修剪 
的费用，一些居民不承认 
果树由他们所种，或当市 
议会要砍伐时，他们又反 
对•。”

5也们重申，尽管县市议 
会推动社区菜园，但居民 
不被允许随意设立社区菜 
园，有关计划必须获得县 
市议会的批准。 ^

■一些公共空间常也被 

居民充分的使用，进行 

各项种植的用途。—

«1

即是在住宅区

♦安邦再也市议员陈瑞雯

t安邦再也市议会 
管辖区内，确 

实有许麵故腔jJP 
间的问题，除了在市 
议会的土地上种植蔬 
菜和果树，也有霸地® ,, I
y仓库、车棚、养鸡*一聲

' °市议会曾清理-块、
草场，该地段被当地 
居民使用作为种植蔬 
菜和水果、建仓库、
车棚、养鸡等用途，当市议会进行清除 
时，也曾引来居民投诉。

不管公园、儿童游乐场、大路旁、住宅 
区一些地段，确实是被一些居民使用充当 
种植的用途，如果只是很小面积及有打 
理，市议会还能给予通融，但有些居民的 
行径确是相当过分，种植后没有打理，而 
且霸占了公园和草场的大面积土地，有者 
更是围起相关地段等，有碍市容。

些居民在住家前后、公园及花园区种 
植果树，树木太茂盛时却要求市议会修 
剪，市议会查询后并不会修剪，因不是市 
议会种植，居民必须要委任承包商处理。

如果居民想要设立社区菜园，必须寻找 
适合的地点，且必须向市议会申请，一旦 
获批准，市议会将提供援肋予相关社区菜

巴生一带，居民、阅家霸 
占住宅区、公园、儿童游 

乐场、路肩、住宅区和商业区 
后巷的情况相当多。

有关霸占公共空间的行为包 
括放置自己物品的货仓用场、 A」
停泊车辆之处、神龛、种植活 
云力等。 ,

市议会在每个月的小组会议胃 
中，皆有提呈霸占公共空间的报告，包括居民所进 
行的种植活动。

市议会根据2005年公园法令（巴生市议会）涉及 

非法种植活动，不允许霸占公共空间的行为，一旦 
市议会接获投诉，将发出通告予居民或商家，要求 
在7天至14天内必须要把有关非法种植物移走。

些居民常会在公园、住家前或旁或后面、路 
肩、沟渠旁、道路旁等进行各种植活动，例如种 
菜、果树、各类植物、种植各类花卉、景观植物 
等。

^民们通常都是种植一些蔬菜、木瓜、芒果、甘 
蔗等物，即使居民把菜园打理得很好，或者是所种 
植的花卉也非常漂亮，但因涉及霸占公共空间，市 
议会还是会采取行动及要求移除。

随著去年10月发生风灾之后，也提高居民对于安 
全的觉醒，也减少在住家范围或前后乱种植果树的

植蔬菜和果树等活动，如果有关种种活动没有 
干扰居民及遭居民投诉、涉及范围不大，或没 
有涉及商业性质，市议会通常会给予通融，不 
会采取取缔行动。

居民所~种植的树木中，若遭遇风灾而倒下或 
因为树木太茂盛被市议会要求清理时，通常都 
没人承认有关树木、果树等是他们所种。

随著社会发展，居民移入住宅区之后应该改 
变思维，不能利用美化环境、善用公共空间等 
理由，霸占公共空间进行各种活动。

♦士拉央市议员黄伟强

果居民有意要在住宅区一带开辟社区菜园 
计划，必须要向市议会申请，不可霸占公 

共空间，而且不是所有地点都适合充当社区菜 
园用途，例如公园、儿童游乐场等。

士拉央市议会管辖区内，确实有些居民在住 
家四周、公园、儿童游乐场、路肩一带进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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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邦市會促托兒所幼兒園

申請執照免遭取締
(吉隆坡14日讯）梳邦再也市有向其他政府机构，如雪州社会 

议会将从11月展开托儿所及幼儿福利局申请注册。

园的联合取缔行动，业者受促申 “我们呼吁所有业者必须确保 

请执照，确保合法营业避免发生取得商业执照才投入运作，取缔 

因疏忽而造成的意外事件。 行动■展开，市议会绝不会向

梳邦再也市议会公关组副主任没有执照的业者妥协。”

阿法利扎今曰发表文告指出，该 他说，所有托儿所及幼儿园受

项取缔行动将由社会福利局、雪促立即向市议会申请执照，倘若 
州教育局及市议会联合展开，借违规将抵触2007年梳邦再也市议 

此监督辖区内的托儿所及幼儿园会贸易、商业及工业执照费条 
的营业，都符合安全规格。 例，U K 3的无牌营业的条文，

他说，根据记录显示，截至而被罚款1〇〇〇令吉。
2019年11月，辖区内共有33间 

托儿所及147间幼儿园，经过调 

查，一些托儿所及幼儿园正进行 
无牌营业的非法生意，尽管他们

任何疑问及详情请致电梳邦再 

也市议会执照组，联络号码为 
03-80263131 或拨打分线3173、 

3176、 3177或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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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洞逸福園洗腎中心

2場—宴__繼簡

■医务及行政人员领获敬业与感恩奖后，与颁奖人曽宪光夫人（左3)留 ■梁煌（右）与拿督陈安迪（左）领过以6 

下历史性的一页。 万2888令吉标得的福品。

(吉隆坡M日讯）甲洞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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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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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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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汀、武吉兰障州议员黄洁冰代 

表陈百强、士拉央市议员黄伟

强及余深恩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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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頒發敬業感恩獎

Genesis Industrial 

Development有限公司在当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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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 也以2万2888标下其中一 

项福品。

■潘俭伟（右）及林立迎（左）联同凯鲁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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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晚会的高潮莫过于颁发敬业付出。
感恩奖给中心的医务及行政人 甲洞逸福园洗肾中心于2009

员，CPI FC控股有限公司曾宪由善心人士筹办，周去10年来 

光夫人代表管理委员会移交奖共为各族165位肾病患者提供 

项，衷心感谢他们近10年来的洗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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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洞1 4日 

讯）由甲洞乌鲁 

新村管理委员会 

主办的“生态砖 

说明会”，曰前 

在甲洞乌鲁新村 

村民众会堂举 

行，并吸引了约 
30人参与。

湾唛县乡村协调官潘佩玲指出， 

页生态砖说明会主办的目的为配 
_2月1日即将在甲洞乌鲁新村推 

1勺“社区绿化活动推介礼”，届 

M作生态砖比赛将会是当天的重 

g动之一。

也说，生态砖即是收集废弃的塑

料袋及塑料瓶罐，将塑料袋装进塑 

料瓶罐里，用棍子将其完全塞满， 

即形成“生态砖”。完成好了的生 

态砖将被加工改造成环保桌椅或给 

民众会堂进行装饰。

她也补充说，在士拉央市议会卫 

生部门的安排下，这项说明会也获 

得由士拉央笆鲁达鲁宜山国中的师 

生前来给出席者授课。

“在这几个月以来，在士拉央市 

议会极力配合之下，使到这项制作 

生态砖的活动在士拉央一代广为被 

推广至其他学校及地区。”

她说，与甲洞乌鲁新村为邻的 

甲洞森林保护区，每逢周末或公共 

假期都迎来许多的民众前来登山及

运动，希望借由在这个新村举办各 

类的活动，让其他的居民在运动之 

余，也可前来参与社区活动，从中 

认识“甲洞乌鲁新村”。

她指出，此外，在与市议会协调 

后，接下来，社区绿化系列活动将 
会逐步进入鹅唛县区内的其他12个 

新村。

她了解这类型的社区绿化活动需 

持久，才能有效的培养及提升村民 

们爱护地球及环保意识，所以才找 
来市议会配合。

出席“生态砖说明会”的还有双 

溪毛糯太平村村长黄国亮及鹅唛县 

区的新村管委会委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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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种14日讯）12罗男 

童步行返家途中，突被狗 
绳松脱的恶犬狠咬不放， 
右小腿留下一寸半深的伤 
P!

一名12岁巫裔男童沙益 

夫拉美鲁叻查独自从友人 
家步行离开，刚走不远就 
遇到一只狗绳松脱的饲养 
犬，从领居家大开的门冲 
出，狠咬其小腿，造成两 
个深至1寸半的伤口，疼 
痛难耐。

此案于本月1 1日晚上9 
时15分，在金銮花园第5 

区的住宅区发生。
沙益夫拉美鲁叻查受访时指出，那只狗 

是从一间篱笆铁门开著的屋子狂奔出来， 
因此相信是有主人的饲养狗。

他指出，事发时他难忍剧痛大喊，引来 
附近居民一探究竟，其友人也前来帮忙赶

‘那°只狗咬了我之后，还一路狂追，不 
愿放过我，幸我的朋友拿起木棍赶走它， 
我才没有蒙受更严重的伤。”

男童父亲哈杜立指出，他接获通知后随 
即将儿子送往医院急救，儿子当时脚上都 
是血，伤口也非常深，儿子忍痛长达半小 
时。

他希望，有关当局能够对该恶犬的主人 
采取行动，避免类似事件重演。

另外，当地居民苏哈巴（ei岁）指出， 
当地常有步行的孩童被野狗追逐，已将流 
浪狗事件向梳邦再也市议会投报数次，但 
当局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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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青大會撤回邀請

阿茲敏揭有幕後黑手
(吉隆坡14日讯）公正党署理主席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认为，该党青年团 

取消邀请他主持公青团代表大会，是为 

了阻止他批判现有的领导层。他相信如 

果没有幕后黑手指使，公青团团长阿克 

玛绝不敢这样做。

他证实曾收到公青团和妇女组的邀 

请，因为这是传统，他也答应会出席为 

大会开幕

“可是 ° ，有关邀请却在不久前被取 

消。如果没有幕后黑手指使，阿克玛不

敢这么做……这是尝试要我闭嘴以免我 

批评现有的领导。”

阿兹敏也是经济事务部长，他今曰出 
席《2030年共享繁荣愿景》对话会后 

受询时说，如此表示。

他抨击阿克玛是个弱势团长，因为在 
25名执委中，有21人公开挑战后者要 

求党顾问旺阿兹莎主持开幕仪式的决 

定。

“我交给公青团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对我而言这没什么，就让党成员考虑， 

但这是不健康的做法，不 

是巩固党的做法，而是分 

裂党。”
据°报导，阿兹敏是在9 

月23日收到邀请为公青 

团大会主持开幕，但公青 
团秘书却在10月22曰发 

函撤销这项邀请，改而邀 

请旺阿兹莎主持大会。 
(TS0)

■阿兹敏认为，被撤 

销主持公青团代表大 

会开滅仪式，幕后有 

黑手指使。

Page 1 of 1

15 Nov 2019
Guang Ming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49,712 • Page: A7
Printed Size: 190.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878.79 • Item ID: MY0037876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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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茲敏:對人民有責任

公僕擁有權力非特權
(吉隆坡14日讯）经济事务部长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提醒公务员，他们所拥 

有的权力并不是特权，而是对人民的责 

任。

他强调，无论是部长或是公务员，对 

人民都有责任，若背叛人民的信托，就 

会失去执政的权力。
他今日在国家公共行政学院 

(INTAN )举办的<2030年共享繁荣 

愿景》对话会上致词时，这么表示。

"人民刚赋予我们权力，让国家摆脱 

腐败和压迫性的统治。”

他说出，人民无法接受前朝政府的盗 

贼统治而换政府，现任政府接管后，首 

相敦马哈迪发起机构改革，包括设立国 

家施政、廉政及反贪中心。

低效服务将引来批评

“因为政府有信心通过以上改革，恢 

复人民对国家制度的信心，以及恢复国 

内和国外投资者的信心，进而可以为我 

国的年轻人创造工作机会和创造经济成 

长o ”

他说，在《2030年共享繁荣愿景》 

下，机构交付和治理能力的有效性，至 

关重要，低效的服务将会打开负面评论 

的大门，并引来对政府无能的批评。

他相信，通过提升公共服务效率以及 

改善所落实的措施，公共服务领域是 
《2030年共享繁荣愿景》取得成功的 

催化剂。

阿兹敏指出，在落实计划方面，首相 

强调的不再是拨款有多少，而是现有拨 

款能带来的效果。
因此，他呼吁所有政府单位在落实这 

些计划时，必须达到《2030年共享繁 

荣愿景》的目的。

他也引用孔子名言"三人行，必有我 

师焉"，呼吁在场的公务员彼此学习。

“当我们三人走在一起，我们可以彼 

此学习，因此主管、政府、公务员以及 
人民的互相学习，将会创造非常重要的 

合作。”

出席嘉宾有公共服务局总监拿督莫哈 

末凯鲁阿迪拉曼、经济事务部秘书长拿 
督赛夫阿努亚。（T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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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秀芬

林明輝

主辦單位提供部分照片

邊，

防範骨痛熱症巡邏隊計劃
提到黑斑蚊，腦海中自然會浮現“可怕”二字，因爲它是 

骨痛熱症的禍首，一隻小小的黑斑蚊，就足以讓人命懸一 

線，威力真的不容小覷！要降低感染風險，最佳方法就是做 

_好防範措施。法國製藥公司赛諾菲巴斯德（5311〇£'1)連續8 

^年通過“防範骨痛熱症巡邏隊”計劃，向國内中小學生灌 

；\ 輸基本的防蚊措施，如保持居家清潔、減少積水容器等 

, 等，但是成效似乎不大，國内骨痛熱症的病例

f ^ '<仍居高不下，還不時傳出死亡噩耗，人們的

醒覺意識仍有待提升和加強。

卡米乐：预防是应 

对任何公共卫生威胁 

的最重要步驟，所 
以公司持续8年举办 

“防范骨痛热症巡逻 
队”比赛，目的是要 

唤醒民众对骨痛热症 

的醒觉意识。

诺菲巴斯德马来西亚及汶莱分公司 

总经理卡米乐受访时透露，今年1月1日至 
9月21日，国内的骨痛热症病例有9万8000 

宗，跟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82%。
她解释，骨痛热症病例增加的现象不仅发生在马来西亚，

而是全世界，这是一个棘手的疾病，但她认为，预防是应对 

任何公共卫生威胁的最重要步骤。

她感谢卫生部和教育部持续性给予支持，同时也希望预防 

骨痛热症巡逻队能在马来西亚年轻族群中继续取得成功效 

应，向他们灌输预防的重要性，并且促使他们在现在和未来 

都能采取正确步骤保护自己和其他人。

预防骨痛热症巡逻队是一项由卫生部、教育部和赛诺菲巴 
斯德携手合作推行的全国性公共醒觉运动。这项计划于2011 

年首次推行，每年都有数千名学生代表各自的学校担任骨痛 

热症巡逻队英雄的角色，率先通过实地与网上活动，将计划 

拓展至学校范围之外的周边社区。

在长达六个多月的"2019年预防骨痛热症巡逻队”活动计 

划中，全国各地131间中小学的学生们纷纷卷起衣袖参与行 

动，以提高民众醒觉意识，同时培养宣扬及参与对抗骨痛热 

症的精神。

病例增涵盖多方面因素

关于预防骨痛热症巡逻队计划对社区的影响力，卡米乐这 
么说：“这项计划今年迈入第八个年头，参与的学生超过5 

万名，他们将预防骨痛热症的讯息分享给家人、朋友和社区，

就会有越来越多人的知道，这就是它的影响力。”

可是，国内骨痛热症的病例持续增加，这是否意味着推行 
8年之久的预防骨痛热症巡逻队计划失败，卡米乐对此并不 

认同。她认为这项计划成功与否，不能以病例增加或减少的数据来作标准，因 

为这涵盖多方面的因素。

反之，通过这项计划，她看到了人们对防蚊的醒觉意识有所提升。"一开始 
推行这项计划时，只有3所学校参与，之后越来越多学校响应，这显示出醒觉 

意识越来越高，我们举办了很多活动，例如通过问答，让民众更加了解骨痛 

热症〇 ”

配合这项计划，参赛的学校需进行一系列的防蚊活动，例如在学校和社区 

进行大扫除、与当地居民进行有关骨痛热症的问答、派发对抗骨痛热症的传 
单等等。从学生的参赛作品来看，学生很落力的向社区进行宣导。

吸引更多學枝參與
1活动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挫折和挑战，更何况一个连续办了8年的 

^活动，遇到的挑战肯定不少。被问到面对什么挑战时，卡米乐思考一 

番后这么说：‘‘要吸引更多学校参与是_大挑战。”
"一开始时，只有3所学校参赛，之后有赖于教育部和卫生部的创意宣 

导，才让每年参与此活动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多。”

今年共有131间中小学参赛，50间学校成功晋级，其中雪兰莪州巴西 

班让囯小（SK Pasir Panjang )夺得小学组冠军，另外，霹雳州双溪革巴 

国小（SK Sungai Kepar)和沙巴州斯里加亚国小（SK Sri Gaya )分别 

摘下亚军和季军。
中学组方面，冠军得主由砂拉越州民都鲁市镇国中（SMK Barn 

Bintulu )夺得，砂拉越州苏必士国中和霹雳州Convent Taiping国中则 

分别夺得亚军和季军。

此外，雪兰莪州巴西班让国小和砂拉越州民都鲁市镇国中也分别拿下最佳 

报导视频奖。 缺之認為

学生通过“防范骨痛热症巡逻队”比赛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其中 

包括清理河流垃圾。

提升居民防範意識f

p卜拉越州民都鲁市镇国中校长努鲁阿丽娜受 

0访时说，校方感到欣慰的是，经过学校的 

宣导，当地社区对骨痛热症已有了基本的了解， 

至少居民们知道骨痛热症会危及性命。

"我们是从地方政府那里知悉有这么一项比 

赛，对学校来说，这不仅是一项新的尝试，更重 
要的是，师生还可以从中学新知识，所以我校决 

定参赛，只是没有想到初次参赛便夺冠，让全体 

师生喜出望外。”

在6个月内，砂拉越州民都鲁市镇国中进行了 

_系列活动，如问答、派发宣传单、大扫除、制 

作短片等等，在过程中，居民给予很好的配合， 

乐意协助学生向身边的人传达对抗骨痛热症的讯 

息，使到校方在宣导工作方面达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

即便如此，校方还是面对一些挑战，如资金问 

题，校方只能在有限的资金下，进行所有的策划 

活动。校长说：“全靠师生团结_致，才能克服 

所有的挑战。”她希望明年可以再度参赛，但她 

强调，最重要的是，校方会继续做宣导工作，让 

更多人认知骨痛热症相关知识。

▲巴西班让国小的学生在社区进行大扫除，希望 

藉此提高当地居民对对抗骨痛热症的醒觉意识。

學生參赛後僅更多

摘冠有理
---------------------------------------------------------^

製感人视頻多互動
@兰莪州巴西班让国小通过积极活跃的社交媒体活动，发布了462个贴文 

@并获得4万1288浏览次数。而他们的实体活动则包括编写制作及派发教 

育性宣导材料、举办演讲活动、收集骨痛热症宣言、举办艺术比赛，以及为 

其他学生呈献歌舞表演。

砂拉越的民都鲁国民中学则是通过视频叙述一个学生死于骨痛热症的动人 
故事，以及记载朋友们为了纪念这名死去的学生而参与2019年骨痛热症巡逻

@兰莪州巴西班让国小校长莫哈末尤索夫日前带领师生到来吉隆坡 

目领奖后，接受记者访问时说，通过有趣好玩的方法，向学生灌输 

对抗骨痛热症的讯息，学生的吸收能力比较高。

“比起坐在教室里上课，学生们更喜欢参加短剧、出外派发宣传 

单。我们希望藉此传达一个重要的讯息，即对抗骨痛热症人人有责， 

不能单靠一个人的力量。”
他说，学生在参赛之前，对骨痛热症的危险性缺乏认知，参赛后即 

有着更深入的了解，比如黑斑蚊有多少种类、如何预防黑斑蚊滋长等 

等。
队的过程。

另外，视频中也记录了与当地媒体与企业展开具有影响力的互动、与非政 

府组织合作进行推行项目，其中包括大扫除互动合作活动和社区性活动，例 

如市场访视以及参加预防骨痛热症巡逻队，藉此提高人们的认知程度，同时 

也收集骨痛热症受害者的历劫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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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冠、亚、季军之外，大会也设了 4个附属奖，即最有效社区活动 

奖、最受欢迎活动奖、最佳表演艺术奖以及最佳报导视频奖。获奖队 

伍各可获得1000令吉现金〇
小学组最有效社i活动°奖得主为砂拉越州埔奕中华公学（SJK(C)

Chung Hua Pujut ), 
中学组则由彭亨州Felda 
Chemomoi国中赢得。

最受欢迎活动奖小学组 

和中学组的得主分别为砂 

拉越州Sarikei国小和雪兰 

莪州苏丹阿都阿兹沙国中 

(SMK Sultan Abdul Aziz 
Shah)。

另外，彭亨州Mempaga 
2国小和雪兰莪州公主
湖镇国中（SMK Bandar 
Tasik Puteri )夺得最佳表 

演艺术奖。

▲防范骨痛热症巡逻队比赛参赛的学校逐年增加，今年参赛的学校更是增至所，反应热烈。

配i備简陋

拍攝剪辑只靠手機
A责短片制作的民都鲁市镇国中老师诺拉达 

威雅说，如果将所有的活动制成视频，显 

得枯燥乏味，所以就想要拍短片，并且在短片内 

加入砂拉越独特的元素。

“最困难的是，我们没有高科技的技术，从拍 

摄到剪辑都只靠手机，光是剪接就花了 3天的时 

间，能够夺冠，全靠团队的合作。”
该校学生代表莎沙依蒂娜告诉记者，在民都 

鲁，居民对于骨痛热症的知识很缺乏，但是经过 

校方的宣导，他们也就了解更多。有赖于居民给 

予的合作和配合，我们才能在这项比赛中夺冠。

▲砂州民都鲁市镇国中校长努鲁阿丽娜（左 

二）欣慰的是，经过其校的宣冬后，令当地 

社区对骨痛热症有了最基本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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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調結果完全相反

一指黃日涵先一龄敏超前
令 (吉隆坡14日讯）在柔州丹绒比艾国

席补选投票前夕，智库灵感中心（Illiam 

Centre)和雪州政府智库达鲁益山研究所 

(IDE )先后针对这场补选的成绩展开民 

调，结果，两者所得出的民调结果完全相 

反，前者指国阵候选人黄曰昇以75%支持 

率领先希盟候选人卡敏，而后者则指希盟 

以53%的支持率领先国阵。

《当今大马》的_则分析报导指出，根据智库灵感中心 
周四公布的民调结果，国阵候选人黄日升获得75%选民的 

支持，而希盟候选人卡敏则只获24%选民的青睐，因此， 

国阵有望在此役击败希盟。
不过，雪州政府智库达鲁益山研究所的民调结果却显 

示，53%受访者支持希盟，而国阵只获得44%受访者的支 

持。

智库灵感中心的民调报告也称，柔州本就是国阵的堡 

垒，而上届选举之所以刮反风，主要是因为全国课题，以 

及前首相纳吉的腐败形象导致国阵失去选民的支持。

“这也意味着，选民是因为想要改变关键因素的情绪， 

而投下反对票，但他们对政党的支持倾向并未改变。而这 

样的投票模式也意味着，他们并不是坚定地靠向希盟。”

该中心指出，丹绒比艾的马来选民当中，在上届支持国 

阵者的投票取向应不会有太大变动。至于伊党的支持者则 

预料将积极响应伊党的号召，投票支持黄曰升。
丹绒比艾的选民族群结构为巫裔57%、华裔42%及其 

他族群1 %。在第14届大选，土团党候选人法力在三角战 

中，仅以524票战胜黄日升。当时，伊党名列第三，得票 

为2962票。

该中心是从11月9日到11日之间展开这项民调，并以 

问卷及对谈访问的方式询问394名丹绒比艾选民的投票意 

向，而受访者包含各个族群、性别、年龄层及地区。

这份民调也显示，在华裔选民方面，马华在丹绒比艾向 

来拥有坚实的支持者和基层实力，即使上届大选华社大吹 
反风，全国约有94%华裔投票给希盟，但希盟在丹绒比艾 

却只获得74%的华裔选票。

‘‘希盟若有任何选票流失到国阵，或选民决定不出来投 

票，或投选其他候选人，这对当选者的多数票都会有很大 

的影响。”

该民调也显示，当地选民非常认同曾经两次当选丹绒比 

艾议员的黄日升继续在当地服务，而高达67%的受访者 
也同意"国阵候选人担任议员时服务人民有功劳”，只有 

16 %受访者不认同此说，另有18 %则表示不确定。

上述民调的结论也说，若选举结果显示希盟流失华裔选 

票，那是华裔不满希盟的洽理和服务之故，而不是因为华 

裔支持巫伊结盟。

“投票日在即，希盟将邀请首相马哈迪及公正党主席安 

华出席一连串的竞选活动，并盼能借此提高选民的支持， 

而国阵则希望竞选期的动力能继续维持到最后。”
“若华裔票的流向有所转变，那必会对希盟造成重大打 

击，这实是选民对希盟在州层级的治理和服务不满所致， 

但他们支持国阵也不代表他们认同巫伊合作。”

IDE民調：12%選民在觀望@州政府智库达鲁益山 
巨研究所（IDE )展开的 

民调结果显示，53%受访者 

表示支持希盟候选人卡敏， 

而国阵候选人黄曰昇则获得 
44%的支持率，其他候选人 

所获得的支持率则是3%。

该研究所并未直接公布有 

关民调报告的内容，而是通 

过其面子书专页刊载一篇由 

《透视大马》引述"政党消 

息人士'’的报导。

该报道指出，达鲁益山研 
究所民调是于11月9日至11 

曰之间进行，共访问1200 

名丹绒比艾选民。
民调结果显示，当中50% 

马来选民支持国阵，而48% 

马来选民支持希盟，因此， 

这份民调指国阵的马来支持 

率下跌，而希盟的马来支持 

率则提

此外，该民调也指出，希 
盟上届大选在此席获得64% 
的华裔支持率，而本次补选 

的华裔支持率则微幅滑落 

3%,显见高达61 %的华裔 

选民仍心系希盟。

民调也称，在当前整体选 
民之中，估计有12%选民仍 

未决定要投票给哪一方，若 

是华裔选民方面，则有高达

19%仍在观望，至于马来选 

民则有8%还未作决定。

丹绒比艾补选的投票日 

为本周六，而这场补选将 

上演六角战，候选人分别 

是卡敏、黄曰升、民政党 

副总秘书温蒂、伊斯兰阵 

线（Berjasa )主席巴鲁 
希山、笨珍商人洪俊禄， 

以及蓝色德士代表法丽 
达（Faridah Aryani Abd 
Ghaffar)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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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岁男童沙益夫在步行回家途中 

人豢养的恶犬咬伤。

狗繩鬆脫惡犬奔出

狂咬男童小腿致鮮血淋漓
(蒲种14日讯）_名12岁男童在步 

行回家途中，遭一只因狗绳松脱而冲出 

门外的恶犬狂咬不放，以致男童的右小 

腿处留下一道一吋半深的伤口。

这起事件是于本周一晚上9时许，在 

蒲种金銮花园第5区的住宅区发生。

事发时，马来男童沙益夫拉美鲁叻查 

正独自从友人家离开，并准备走回家， 

但他刚走不远，就有一头恶犬因狗绳松 

脱而从某一户住家里窜出，并扑向他猛 

咬其小腿，造成他的小腿有两道深约1 

吋半的伤□，以致他感到疼痛不已。

他说，那只攻击他的狗只是从一户篱 

笆铁门开着的屋子里狂奔出来，因此， 

他相信那是有人饲养的家犬。

他披露，事发时，他曾因难忍剧痛而

大喊，结果引来附近居民一探究竟，而 

其友人也前来帮忙赶走恶犬。

“那只狗咬了我之后，还一路狂追， 

不愿放过我，所幸我的朋友后来拿木棍 

把牠赶走。”

男童的父亲哈杜立说，他接获通知 
后，马上把儿子送往医院急救，当时， 

儿子的脚部都是血，且伤□非常深。

他希望当局能对该恶犬的主人采取行 

动，以免类似事件重演。
此外，现年61岁的当地居民苏哈巴 

指出，该住宅区常发生孩童被野狗追逐 

的事件，虽然居民已向梳邦再也市议会 

投报数次，但该局至今都未采取任何行 

动。

Page 1 of 1

15 Nov 2019
Guang Ming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49,712 • Page: A4
Printed Size: 219.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3,318.18 • Item ID: MY0037876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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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青团大会没获邀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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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4日讯）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直言，公正党青年 

团大会没有邀请他主持开幕，是背后有“隐藏的双手”阻止他向公青团发言。

他认为，是召开紧急会议的时候了。 

阿兹敏也是经济事务部长，他今曰出 

席国家公共行政学院举办的公共政策论坛

___ I开幕后，受询有关公青团今年度大会没有

按“惯例”邀请署理主席开幕一事，如是

回应。

他说，如今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总秘书 

拿督斯里赛夫丁及公青团团长阿克马正面临三分之 

二的中委反抗他的处境，这显然已出现了领导危 

机0

“公正党领导人必须正视党员的声音，不要掉以

轻心

阿兹敏认为，他们应该遵循适当的程序，而这 

一直是所有政党的惯例（由署理主席主持青年团大

会）〇

“突然之间，你撤回了对我的邀请，尽管我已答

复了。”

“身为署理主席，我必须在那里，所以（撤回邀 

请）是什么原因？是让我保持沉默。而我知道阿克 

马是个软弱的人。”

他揭露，公青团的25名当选中央领袖中，已有 

21人（超过三分之二）对党主席，总秘书和公青团 

团长的领导提出挑战。

阿兹敏说：“我将尽快召开一次的政治局会 

议。”
在11月13日，在当选的25名公青团中央领袖 

中，有21人签署了声明，谴责总秘书引发了 “领导 

危机” ◦赛夫丁被指撤回阿兹敏于12月6日主持公 

青团大会的邀请，即推翻了 11月11日公青团所发 

出的邀请。

同一天，阿克马说，邀请开幕人已改为副首相 

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并指这也是巫统的惯例。#

驳斥阿兹敏“幕后黑手”论

赛巴里：说法荒谬
正党青年团驳斥党署理主席阿兹敏的“幕后黑 

手”论，并指企图让他闭嘴的说法，是荒谬公
的。

公青团副团长赛巴里直批阿兹敏形容公青团团 

长阿克马是软弱的人，仿佛被一双隐形的手所控 

制，是肤浅的陈述，不应出自署理主席的口。

“作为署理主席，他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仍有 

自己的发言权。”

他认为，不应扩大这个问题，因为它不会给人 

民带来任何好处，尤其是当希望联盟即将在丹绒比 

艾补选竞选时。

他周四在文告中说明，公青团一 

如既往于今年9月11日发了_封正式 

信，邀请阿兹敏主持开幕。但截至1〇 

月20日，公青团领袖理事会召开每月 

例会之时，秘书处尚未收到署理主席 

的任何正式回应。

至于邀请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的决定，则 

是在理事会每月例常会议上，获得30多名出席理 

事的一致通过。旺阿兹莎被邀请是基于她是公正党 

咨询理事会主席兼副首相的身份。

他说，理事会会议的看法是，邀请旺阿兹莎主 

持开幕是合理的，以感激她过去为党的服务和牺 

牲，这也是公正党历史上首次有领袖任职副首相。

“需要说明的是，并没有任何规矩规定必须邀请 

署理主席为公青团大会主持开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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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不受邀公青团大会开幕

幕后黑手要我闭嘴
公共政策论坛

(吉隆坡14日讯）人民公正党青 

年团今年的代表大会一反传统， 

不邀请党署理主席主持开幕，身 

为该党署理主席的拿督斯里阿兹 

敏阿里认为，有幕后黑手操纵此 

事，旨在要他“闭嘴”。

阿兹敏意有所指的说道： 

“我相信公青团团长（阿克马） 

不敢违抗（背后黑手）的命令。

“我
已接获邀请函，也已回应将 

出席，但最近遭取消。我相 

信如果没有幕后黑手，公青团tc：(阿克 

马）不敢这么做。

“这不是关乎我个人，而是关于主席 

和署理主席的职位。”

阿兹敏也是经济事务部K：。他今早为 

国家公共行政学院（INTAN)举办的公共 

政策论坛开幕后，针对公正党青年N1今年 

的大会没有邀请他开幕，而是邀请党顾问 

兼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医生开幕，受 

询时这么回应。

据报道，阿克马昨天宣布公青I才丨邀请 

党顾问旺阿兹莎，为下月6 R在马六甲举 

办的公青丨才丨大会主持开幕。

阿克马昨R指出，邀请党署理主席为

阿兹敏阿里出席公共政策论坛，左为莫哈末凯鲁，右为赛夫安努亚

青年I才丨大会开幕是巫统传统，但巫统署理 

主席过往都是副首相，因此，公青丨才丨邀请 

旺阿兹莎为大会开幕，并没有错。

“公正党模仿巫统？”

针对阿克马的上述说法，阿兹敏回应 

说：“这是否代表公正党模仿巫统？”

“他们不允许我在大会上发声，意图 

要我闭嘴。我将要求尽快召开政治局会 

议，党已出现领导危机。”

他说，对方的做法不仅分裂公正党， 

也削弱希盟的鬥争。

阿兹敏强调，所有政党在传统上，都 

邀请党署理主席或署理总会长为青年团和

妇女组代表大会开幕。

针对砂拉越州和雪兰莪州公青团，因 

不满阿兹敏没有受邀为青年团大会开幕， 

準备展延州青年丨才丨大会，以抗议幕后黑手 

事，阿兹敏指出，这由各州青年团去决

他说，这事件很清楚的说明，党领袖 

没有扮演好巩固和I才丨结党的角色，反而分 

裂和削弱党团结，这是非常不健康的做 

法0

昨R，以公青丨才丨署理I才丨艮希尔曼为首 

的21名公青团票选执委，联署抗议该党 

总秘书拿督斯里赛弗丁，撤回邀请阿兹敏 

为公青团大会开幕的决定。

99%网民对服务打负评

公务员须清楚本身职责
公共服务局总监拿督莫哈末凯 

鲁指出，99%的网民对公共服务效 

率给予负面评语，因此公务员必须 

时时打醒精神及清楚本身的职责。

他说，从国人在网上留言的内 

容来看，有99%的留言是认为政 

府的工作没有效率，甚至对公务 

员没有好评，而公务员似乎活在 

自己的世界，W此他们必须了解 

外面的情况，不能有自己的私人 

议程。

甫上任6周的莫哈末凯鲁说： 

“我们应该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桥 

梁，如果公务员没有履行服务， 

人民需要承受更多问题。

“公务员是被政府委任的机 

制，公务员就像是一部车，人民选 

出来的政府就是司机；如果车辆没 

有效率，没有发挥效用，痛苦的是 

人民。”

他提醒公务员，他们的薪水是 

由人民支付（政府税收），W此希 

望所有政府高官必须意识到这点。

他说，尽管换了政府，但公务 

员尚未赶上变化，未有效发挥执行 

新政府政策的政府机关角色，而人 

民没有看到公共服务的效率。

他要求公务员与部艮携手合 

作，以确保“2030年共享繁荣愿 

景”能实现。

受民所托管理国家

高官并无特权
阿兹敏阿里提醒各政府部门秘书长、政府机构总监 

和州政府秘书，记得他们手上的权力，并不是特权，而 

是代表他们背负着人民委托的责任。

他说，从首相、部K：至政府高官都是受到人民委托 

管理国家，而人民在上届大选推翻了前朝政府，W为人 

民不能忍受贪污滥权和盗贼统治的政府。

阿兹敏在会上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来提醒公 

务员，促请公务员必须与人民和政府领袖互相配合，才 

能搞好国家经济和推动国家发展。

他也要公务员紧记，我国的多元种族、宗教和文化 

是国家的重要资产，是国家发展的优势。

公务员尤其是政府高官，不应受到种族、宗教的负 

面言论所影响。

他说，若公务员给人民负面印象，将成为国家发展 

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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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市14新区63道路 

下月2日起收停车费
(八打灵再也14日讯）八

打灵再也市政厅将于12刀 

2 R开始，把辖区内14个 

新区共63条路列为收费 

区，征收停车费。

灵市政厅发文告说，征 

收停车费目的在于有效管制 

停车位，以及避免公共停车 

位被滥用。

新区的停车费与原有地

区的收费制度及收费一致， 

即每星期一至五，上亇8时 

至傍晚6时30分，周六日 

及公假除外，每小时60 

仙，全天5令吉，月票100 

令吉。

欲知新收费区详情或获 

取更多资讯，可浏览官网

vv vv vv _ mhpj. gov • my，或拨打电

话 03 -7960 0278 / 03 -795

63544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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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数码电视的家庭都必须重新 

安装高频率天线，因为只要所 

安装的旧天线位置对准南方， 

一样可直接收到讯号，例如一

些城市区居民，就不会面对收 

不到讯号的问题。

他透露，很多居民都W收 

看不到电视频道，频频致电其 

店铺或亲自到店内询问解码器 

和天线安装价格，W此生意有 

所增加，解码器也很缺货。

“以前我们一个月只卖5 
台解码器，10月1 R开始我们 

每天就卖超过10台，因此很 

多电器店都缺货。”

他也说，基于如今市场上 

的电视机多是新款的，W此相 

信日后解码器也会被淘汰，业 

者多数是卖现有的存货。

刘发通：画面更逼真清晰

让大马迈向更高科技进步
巴生自由车家电商会主席 

刘发通认为，数码讯号取代类 

比讯号是一件好事，N为数码 

讯号所收到的画面更逼真及清 

晰，高质素的音频，以及拥有 

更多免费电视频道，让我国可 

通过此转变，迈向更高科技进 

步。

他受访时向《南洋商报》 

记者讲解，一般上新款电视机 

大部分都有数位解码器功能

(Digital Tuner)功能，即综合 

数码电视，只需加上高频率天 

线即可，而旧款电视或类比电 

视则需要先安装解码器 

(decoder)才能转换成数码 

化，

“综合数码电视机其实流 

行超过10年，很多人民其实 

也拥有这类型电视，当然也有 

很多人在用旧款电视机”

他表示，不是所有使用综

于这个转变，有人大赞这是迈向 

先进国的踏脚石，让市民获得更 

好的感官享受，也有者认为政府宣传不 

足，毕竟其只在电视上打广告，未深入民 

间教导用户或电器商调解，应付市场需 

求。

宣传力度不够

尤其是电器业者，对这项措施是赞好 

和批评有之，赞扬者认为此举可提供更好 

视觉，但也有人认为当局的宣传力度不 

够，以致商家未能做好准备。

他们说，由于信号转换过渡期太短 

促，加上市场出现各种品牌的机顶盒，市 

民被迫匆忙寻购解码器或机顶盒，大感混 

淆。

业者说，因此不少人干脆直接选择 

Aslro推出的njoi配套，令后者在市场上一

枝独秀。

此外，尽管MYTV广播私人有限公司 

有派送逾200万台免费电视解码器给符合 

资格的最低收人群体（B40)家庭，但消

费者还需付出一笔安装费。

另外，也有民众相信还有B40群体家 

庭对转换信号毫不知情，甚至没收到解码 

器，或不知如何调整IDTV的解码器。

_映数码化太雠
(巴生、加影、马口 14日综合讯）我国正式挥别类 

比讯号电视（Analogue TV)，全面开启数码电视 

时代新章，惟电器业者却褒贬不一，不少业家认为@

过于仓促，未能做好准备。

随着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逐步关闭全国类比讯号后，我国正式迎来数码电 

视讯号时代，换言之，若市民使用旧式电视，就必须安装解码器及高频率天线。反 

之，若拥有综合数码电视（丨DTV)者，则需调整解码器，才可继续收看电视节目。

黄安琪、林海霞、何金英

很多民众不知道家里的电视 

机有数位解码器功能，以为 

数码化后电视机就不能再 

用0

装MYTV要加卫星盘
-人民电器销售维修服务东主 

•林佳盛

安装MYTV要加卫星盘，0前电器 

商都忙于应付顾客上门要求安装的服 

务，而过去由于10户民宅就有8户安 

装了 astro，W此电视台停止播放时，仍 

有很多用户不知情，只有一些平R少看 

电视节目者，突然发现电视荧幕上没有 

节目播映了，才忙着向电器商求助。

目前为止，仍有很多电视用户还未安装新的解码器，闪无法 

观赏电视节目而怨声载道，电器商普遍认为政府不应该仓促行

事

目前最抢手的解码器以T2 BOX为首，可以收看13个电视 

台，而且价格便宜，这类T2 BOX缺货，此种解码器不必安装卫 

星盘，只须用原有的天线。

凡是于3年前购买的电视机，都有数位解码器的功能，只须 

使用原有的天线，加一个T2 BOX即可，而这类电视机可以采用 

安装卫星盘或天线两种类型。

一般华裔家庭都选用Aslro的NJ0I配套，之前就安装了 500 

台，只需405令吉，包安装费与设备，由于价格超值而且可以收 

看28个台，所以是最受欢迎的配套，这也是人民电器一连8年 

都夺得全马之冠的配套。

目前的解码器一合只能供一台电视机使用，若家中有超过一 

台电视机者，必须多购买解码器，才能良好收视。

有Astro N」0I不受影响
-加影市议员參郑益清

5年前开始使用Astro NJ0I配套收 

看电视节目，今天，即使电视播映进人 

数码化也不受影响。

Astro NJ0I是用天碟收线，没用鱼骨 

(天线），但画面清晰，我们可自行选择 

想要收看的频道，当时是一次性缴交费 

用。

联合报道/摄影

民众不了解解码器缺货

刘
发
通

应让人民自由选择 不应让人民破费 解码器不应只供B40
-居民•何英娣

10月15闩起

就无法收看到电视 

节目，没电视节目 

的陪伴，刹那觉得 

很闷。

丈夫之前买了 

一台数码电视接收 

器想自行安装，但 

W—知半解安装不 

了，最终只好退货《

政府推行电视播映进人数码化的同时， 

应考虑到各阶层人民的需求，若可以应丨丨:人 

民自由选择。好像我就不很了解，得等孩子 

处理，否则无法收看电视节目。

-居民•张运财

迈人资讯时 

代，很多年轻人已 

不再看电视节目，

反之是以手机或是 

手提电脑取代电视 

机。

政府推行电视 

播映进人数码化，

相信无法负担百多 

两百令吉数码电视 

接收器费的人民会放弃观赏电视节目。

个人认为，政策是好，但不应丨丨:人民破 

费。此外，安装接收器的资料不足，也让人 

民感到混淆，尤其是年氏者。

-居民鲁李天生

政府只是提供 

MYTV予B40受惠 

团体，对纳税人来 

说是不公平的。

应一视同仁

基于要提升数 

码时代而更改数字 

信号，就应该一视 

同仁，让每位电视 

用户都可获得解码

器，只需付安装费即可，才是一个属全巨 

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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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大臣视频流传篇议霣嫌挑餑
怡保14日讯|霹雳州又惊传变天!

霹雳州第14届第2季第3次州 

议会倒数召开，社交媒体再广传一 

则行动党霹州副主席兼行政议员 

阿都阿兹巴里密谋倒霹州务大臣拿 

督斯里阿末费沙风波的剪接视频， 

再为政坛投下又一颗炸弹。

惟主角阿都阿兹巴里今午受 

媒体追问他是不是视频中的人物 

时强调，他无权决定州务大臣人 

选，反而只有希盟中央领导层才 

有权定夺。

他表示，不管什么视频或录 

音，最重要希盟友党铭记大家都 

是在同一联盟里，大臣的职务就 

由希盟中央领导层定夺。

曾召开记者会否认
霹雳州「倒大臣」风 

波是于去年11月州议会召 

开时，被巫统霹雳州联委 

会主席拿督沙拉尼揭发，

表示希盟政府一名行政 

议员私下接洽巫统的州议 

员，以便在霹雳州议会呈 

不信任动议，罢免现任霹 

雳州务大臣。

倒大臣风波燃烧期 

间，阿都阿兹巴里曾被 

剑指是该名倒大臣推手 

后，曾召开记者会否认 

策谋推翻大臣，驳斥沙 

拉尼的指控。

「如果领导层不喜欢我，我 

能做什么？我并不是那种恋权的 

人，去年我已经（针对倒大臣）作 

出解释，但这东西仍被人挑起。」

另外，他认为每次州议会 

召开前夕，总传他密谋倒霹州大 

臣，显然有人在挑衅行动党。

惟询及他是不是视频中人 

时，他未予以正面回答，反说， 

「是否很明显（发视频）这个人 

要拉倒（我）9」

阿都阿兹巴里也是行动党霹 

州副主席，他是于今午出席2019 

年霹州国际博览会后，被媒体追 

问他网络今天又流传一则他密谋 

推翻大臣的视频时，如是指出。

课题多次被挑起

另外，他指不会针对视频报 

警，因为该课题已结束，他还有 

其他事要做，政府必须在下届大 

选交出好的成绩单。
他指去年已针对风波解释， 

不会再回应，他也不知道谁在幕后 

策划，只是每次召开州议会前夕， 

都出现这种夺权和推翻大臣的行 

动，他已经多次表明没有涉及。

「为什么！倒大臣课题已 

是很久的课题，也挑起很多次， 

为什么没有发生（的事）却还要 

再挑起！要杀害、要捉拿、要绑 

架、要投不信任票等，全部都没 

有发生。」

他补充，已在去年12月透过 

大臣办公室，要求与大臣会面及召 

开联席记者会以解答各种问题，惟

阿都阿兹巴里针对社交媒体周四再流传他倒大臣的视频，在回 

应媒体时表示：「我没有看过视频，我不知道有关视频！」

目前尚等大臣的答覆。「对我来 

说，根本没有课题，我还有其他重 

要事务要做，就说曼绒的苍蝇问题 

至今都未解决，草根阶层人民的福 

利反而很重要。」

此外，他也否认涉及抢夺 

马来人土地或挑战伊斯兰地位的 

指控。他指这些都在宪法下受到 

保障，他不认为有人会去当「英 

雄」作出挑战。

他直指这已经很明显是不能 

被抢夺及挑战的课题，但竟有人 

说要去捍卫，他形容这些人是疯 

子（gila )。

他也声援行动党霹州主席倪 

可敏'指后者向来都有帮助清真 

寺，甚至提供赞助，如果这种做 

法还被人说成是抢夺马来人土地 

及挑战伊斯兰，则是不幸的事。

阿都阿兹巴里在视频中否认 

阿末费沙与行政议员团队关 

系要好，调侃阿末费沙只是 

在演戏。 -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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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板

镇举行的大型政治讲座迎 
来近千人次的出席，而且 

气氛明显比之前热络。

明日投票

傾力吸選民

(北干那那、笨珍14日讯）在距离投票时间不足48小时的 

今晚，希盟和国阵卯足全力，用各自的方式吸引选民，选民们 

纷纷出动关注选情e

希盟与国阵阵营举办大型竞选活动，各自吸引近千人次出席；两边 

阵营，出席者的情绪也被带动起来。

希盟领袖们高举双手. 

选民将卡敏（中）送入国< 

起为梁金福、陈泓宾、刘< 

慕尤丁；右起为黄益蒙•、 

祥、末沙布、倪可敏。

黄日昇（右二）希望选民给予他机会重新为丹绒比艾选民服务。 

(图取自马华群组）

马

合，左 

嗔东、 
杨敦

晚则开人夺 

省（ECOJN 

停车场，； 

人到场听ij 

巫统I 

会议员拿1 

山慕丁，

东姑拉沙J 

人拿督斯J 

抵达时，七 

以热烈的雪

在笨珍的宜康省停车场，500名出席者高举2号，表达对黄日昇的支 
持。（图取自马华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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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盟讲座“向选民承认错误”
希盟在北干那那新市镇举行的大型 

政治讲座，迎来近千人的出席，而且气 

氛明显比之前热络。

这场讲座以“向选民承认错误”为 

主轴，不管是农业及农基工业部长拿督 

斯里沙拉胡丁，或是雪州议长黄瑞林在 

演讲开头，皆先向选民道歉，同表示若 

希盟政府有做错的地方，但希望人民继 

续希盟机会完成改革任务。

林吉祥高呼要“反败为胜”

依斯干达公主城区国会议员林吉祥 

则在台上呼吁全体出席者，要-同“反 

败为胜”。

国会副议长倪可敏在晚上10时30分 

上台演讲，他说选民要“教训希盟”，

但他认为希盟政府接手政权后，政府就 

像一辆不能开的烂车，今天好不容易把 

车修好，老板说不要再给你开这辆车 

了。

倪可敏吁给政府时间兑诺
他认为，选民应该要给政府时间，

去落实各项政策。

其他出席者包括土团党候选人卡 

敏、内政部长丹斯里慕尤丁、国防部长 

末沙布、国防部副部长刘镇东、士姑来 

州议员陈泓宾、北干那那州议员杨敦祥 

及土团党候选人卡敏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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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兴恢复 

自由身S

(沙亚南14日讯） 

前行动党雪州直落拿督 

区州议员罗志兴向高庭 

上诉得直获得减刑，即 

日起提早出狱，恢复自 

由^ O
罗志兴因在4年前涉嫌伪造文件， 

诈领州选区的1万3380令吉公款，于今 

年5月2日被沙亚南地庭判处罪成，需 

监禁3年及罚款6万6900令吉。

指3年监禁刑罚过重

负责审理上诉的沙亚南高庭法官 

拿督莫哈末亚兹，昨日批准上诉人罗 

志兴申请。法官指地庭判处的3年监禁 

刑罚过于严重，因此改判罗志兴只需 
监禁半年，刑期从今年5月2日的下判 

日算起，所以罗志兴即刑满出狱。
41岁的罗志兴于今年5月在控方撤 

销另•项控状后，向法庭改口认罪； 

唯他较后向高庭提出减轻刑期至半年 

的上诉申请。

根据罗志兴向高庭提呈的书面陈 

词，地庭法官在判词中阐明，法庭在 

严重案件中，不会考虑被告认罪后， 

要求降低刑罚的求情，因这违反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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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当事人罗志兴于 

2016年被行动党开除党籍后知错，在 

等待上诉之际，也没有申请暂缓服 

刑。

律师指出，罗志兴在服刑前是家 

里唯•的经济支柱，3名孩子仍然年 

幼。

根据控状，时任行动党直落拿督 
区州议员罗志兴于2015年6月8日和9月 

23日，在位于雪州瓜拉冷岳的办公室 

内，利用直落拿督区欢庆2015年教师 

节的获批拨款伪造文件，私自挪用1万 

3380令吉的选区活动公或。

他因而抵触2009年大马反贪会法 

令第18条文，并在相同法令第24条文 

下被治罪。被告一旦罪成，可被判处 
监禁不超过20年、或罚款不少于贿金 

的5倍或1万令吉，视何者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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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佩玲（坐者左三）、甲洞乌鲁新村村长黎丁财以及参与者在活动上合照。 生态砖可被制成最夯的家俱，使垃圾获得再生的机会。

(鹅唛M日讯）甲洞乌 

鲁新村管委会追上潮流，于 

日前在该村民众会堂举行近 

日最夯的“生态砖”制作说 

明会，将被当做垃圾的塑料 

改造为各式各样设计新颖独 

特的另类家俱和装饰品，成 
功吸引约30人报名:、

鹅麦县乡村协调官潘佩 

玲指出，这项说明会是配合 
于12月1日，由该村管委会、 

士拉央市议会以及士拉央第 

13区居民委员会联办的“社 

区绿化活动推介礼”所举 

办，因为届时生态砖制作比 

赛将会是当天的重点活动之 

' 〇

潘佩玲：

7师生分享制作心得

潘佩玲解释，很多垃 

圾都是无法分解的塑料袋， 

因此她与管委会为了充份利 

用垃圾，便萌起制作“生态 

砖”，为保护地球尽…分力 

量的想法。

=收°集塑料袋和塑料瓶 

罐，再以棍子将塑料袋塞人 

瓶罐里，即可形成五颜六色 

的“生态砖””

甲洞烏魯新村管委會説明會

造“生態磚”製家具裝飾品
她说，完成品将被加 

H，改造成环保桌椅或放置 

在民众会堂做装饰

“据知，生态砖的制作 

始于士拉央崙鲁达鲁宜山国 

中，这个垃圾重生的概念获 

得市议会卫生组的赞赏:在 

地方政府的极力推动之下， 

这类活动迅速被推广至多所 

学校:在市议会的安排下， 

管委会主办的说明会也获该 
校的7名师生前来分享制作心 

得。”

推广社区绿化活动

潘佩玲说，他在市议会 

的官方脸书读到宣传有关活 

动的帖文后，深感别具创意 

和可以宣导民众爱护环境的 

意识，让更多人成为新村或 

社区的“地球战士”，故与 

市议会接洽并获支持。

潘佩玲补充，选择甲洞 

乌鲁新村为“生态砖”制作 

活动的起跑点，是因为该村 

乃与FRIM森林保护区毗邻的

“城市新村”，每逢周末和 

公共假期均有许多民众前来 

登山和运动。

“我们希望借由活动， 

吸引更多民众前来参加，从 

中认识甲洞乌鲁新村。

“了解到社区绿化活动 

需持久，才能有效的培养和 

提升村民的环保意识，所以 

我将与市议会合作，将社区 

绿化的一系列活动逐步推介 
至鹅麦县的另12条新村。”

12月1办推介礼

潘佩玲也呼吁民众在12 

月1日，踊跃出席由上午9时 

至中午1时，在甲洞天法威 

灵庙旁空地进行的社区绿化 

活动推介礼，以推广“生态 

砖”制作法，身体力行的为 
保护地球出一分力a

出席说明会的还有双 

溪毛糯太平村管委会主席黄 

国亮和本县多区的管委会委 

员。

士拉央各 

鲁达鲁宜山国中 
的学生到新村为 

出席者讲解“生 
态砖”的制作方 

法〇

五彩缤纷的 

塑料瓶，在组合 

起来便可成为家 
中实用的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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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14日讯）雪州首20立方米免费 

水，即日起开放供符合资格的月入4000令吉 

以下家庭、及住在组屋，拥有个别水表的用 

户申请，民众可在今年12月31曰的第一期审 

核截止前，登入雪州精明关爱人民计划系统 

网站（SSIPR )注册和提出申请。

网址为https://ssipr-daftar.selangor.gov. my/ 

register。民众亦可通过雪州水务管理公司（Air 

Selangor)网站、服务柜台及各社区服务中心，下载 

或索取申请表格。

填妥的表格可电邮至iprair@airselangor.com，或 

提交至雪州水务管理公司的服务柜台审理。第一期 

审核的申请开放期，从今年9月30日至12月31日，民 

众受促把握机会。

在雪州达鲁益山免费水政策下，家庭月收人低 

于4000令吉的用户，将继续享有首20立方米的免费 

水，相等于每月11令吉40仙水费a

拥有总水表（meter pukal)的组屋居民，同样 

可继续享有免费水，唯需获得组屋联合管理机构 

(JMB )或管理委员会（MC )批准。

邓章钦：一年仅两次审核期

雪州水供用户即日起可登入雪州精明关爱人 

民计划系统网站，注册后申请免费水D

邓章钦（左）协助选民填妥申请免费水的表

巴生市议员陈如坚(玉蒼派;sT乐'"齋it曰购物券活动上,推介重 

调整后的雪州首20立方米免费水惠民政策登记活动。

雷免费水開敌申請
首期審核12月31截止 ^

雪州行政议员兼巴生新城区州议员拿督邓章 

钦，日前在巴生卫星市宜康省超市，见证雪州乐龄 

亲善基金（SMUE)派发今年10至12月生日会员的 

100令吉购物券时指出，雪州免费水是全年开放供 

申请，但•年只有两次的审核期，促请民众把握良 

机。

他说，第一期的审核截止日期为今年12月31 

日，于明年3月1日开始执行；若错过了第-期的审 

核，民众则需等到半年后，即2020年6月30日的第二 

期审核批准后，才能在9月1日获享免费水。

按“一身分，一账户”原则申请

用户在申请截止后的两个月审核期内，当局将 

根据申请用户的资料与文件，向雇员公积金局、内 

陆税收局、公务员退休基金局等机构核对资料。成 
功通过者，便可在2020年3月1日获享首20立方米免 

费水。

邓章钦指出，在州政府重新调整了免费水惠民 

政策后，有别于先前全民享有的方式，H前的申请 

者需符合附带条件，如个人或夫妻的家庭总收人需 
低于每月4000令吉，按照“身分，一账户”的原

格。

则供雪州子民申请等。

他表示，州政府过去是以房屋为单位给予免费 

水优惠，如今只有月人4000令吉以下的中低阶层H 

标群体能受惠。这意味就算受惠者搬家了，只要给 

予通知，还是能在新居继续孚有免费水福利。

提供水费单和身分证申请

邓章钦透露，虽然申请者可上网登记，或到各 

州选区服务中心索取申请表格，但为了提供选民尤 

其是乐龄人士便利，巴生新城州选区服务中心特别 

于本月9和10日，设柜台宣传及协助选民申请。

他形容，申请程序简易，申请者只需提供家庭 

水费单据和身分证号码即可，并披露9日在巴生河边 

路和巴生百利广场的2场登记活动，便收集到150个 

登记名额。10日则在永安镇、百家利花园和卫星市 

设柜台提供服务。

他解释，新措施只让有需要的目标群体能获得 

免费水优惠，即符合资格的租户也可提出申请；至 

于产业主就算符合资格，也只有一个产业单位能获 

享免费水，而非如过去的所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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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令雙7^麵雜—生，

誦

万追逭功择

《2019巴生和谐杯》高桩舞狮邀请赛新闻发布会左起为叶金 

花、瘳春发、萧斐弘、查尔斯、苏学民、伍醒罱及庄富德„

巴生和諧杯高樁舞獅

12月15邀大衆觀賞
(巴生14日讯）马来西亚弘 

德体育总会及巴生国会议员服务 

中心，为配合冬至的来临，定于 

12月15日（星期日）上午10时， 

在巴生福建会馆联办《2019巴生 

和谐杯》高桩舞狮邀请赛，人场 

免费，欢迎各族民众踊跃出席。

这项主题为“万民和谐， 

雄狮腾跃迎冬至”活动，获得 

巴生市议会、青年活动中心 
(PEBT)、居民委员会联办，雪 

州文化、旅游及文化遗产委员会 

为支持单位。

巴生国会议员查尔斯在新闻 

发布会上指出，高桩舞狮是华人 

传统习俗文化，但在马来西亚多 

元民族社会，舞狮已经全民文化 

的民间活动
他说，《2019巴生和谐杯》 

高桩舞狮邀请赛，冠军队伍将 
获得5000令吉奖金、亚军4000令 

吉、季军3000令吉、第四名2000 

令吉以及8份金奖。他希望这项高 

桩舞狮邀请赛吸引年轻人参与， 

参与健康文化活动，并改变青年 

人沉迷社交媒体、手机及网络游 

戏等不良活动。

马来西亚龙狮运动推手萧斐 

弘师傅呼吁乡团组织，多举办华 

人节庆活动，发扬中华传统节日

习俗文化。

马来西亚弘德体育总会秘 

书长庄富德说，12支参赛队伍， 

包括雪州士拉央弘德体育会、雪 

州梳邦弘德体育会、雪州加影育 

华校友会龙狮团、吉隆坡甲洞弘 

德体育会、吉隆坡甲洞国兴体育 

会、雪兰莪公中校友会龙狮团、 

雪州士拉央弘德体育会龙狮团、 

雪州士拉央弘德醒狮团、吉隆坡 

鹤声体育会、雪州梳邦弘德体育 

会龙狮团、关丹建造行武术醒狮 

团及关丹培德龙狮体育会。

巴生福建会馆会长苏学民赞 

扬巴生国会议员查尔斯，认同华 

人高桩舞狮。他说，舞狮是大马 

中华文化，2007年已纳人大马国 

家文化遗产，而且在冬至期间举 

行，是很有意义的。他说，当天 

该会馆将派出二十四节令鼓参与 

开幕演出，呼吁巴生市民踊跃出 

席，观赏高水准高桩舞狮赛会6

出席者包括巴生市议员伍醒 

罱、布斯巴、拿兰、巴生市议会 
青年活动中心（PEBT)主席淡米 

尔、马来西亚弘德体育总会技术 

委员会欧启文、陈进伟、巴生福 

建会馆副秘书长廖春发、妇女组 

主任叶金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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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種公主城

有望紆緩高峰時段交通

民衆獲知消息紛按讚
彭康贤（板邦再也市议会第10区居委会副主席）

“我们分别有分享黄思汉的脸书帖文及在群组内通知 

大家，让更多人知道蒲种公主城高架天桥已开放通车。

在高架天桥提升期间，驾驶人士都被逼到蒲种特易购 
霸级市场附近的高架天桥U转，必须面对两次塞车才能到 

目的地a因此，民众在获知该消息后都纷纷按赞，让他们 

冋家的交通更为通顺。

不过，我认为交通顾问必须再次探讨蒲种丁业区转至 

高架天桥交叉路口的安全性。”

爲蒲種居民帶來便利
王誓明（45歲，民衆）

“我在蒲种丁业区工作，我在周二获知蒲种公主城 

高架天桥开放通车的消息，同时也为此挥别塞车感到开 

心。

我暂时还未使用该高架天桥，不过我认为高架天桥 

会为蒲种居民带来便利〇

另外，我也发现大部分采用高架天桥车辆的速度都 

相当快，担心会发生车祸。”

黑色车辆车主不顾安危，违例从蒲种工业区转至蒲种 
公主城高架天桥，险象环生

他补充，他们目前已 

在蒲种工业区转至高架天 

桥的路口设立只限轻型汽车 

的告示牌，市议会交通顾问 

将会再探讨及改善高架天桥 

的交通安全性，包括增加安

全措施及观察重型罗里的管 

制。

“我们必须顾虑到从 

蒲种丁业区至蒲种公主城民 

众的方便及该工业区有许多 

重型罗里带来的危险”

蒲种公主城高架天桥于周三 

正式通车，有望舒缓前往蒲种公 
主城的交通。

公主城民衆感開心
种公主城民众大致上对 

高架天桥通车-事感到 

开心不已。他们认为，高架天桥通 

车后，他们可以使用该高架天桥直 

接通往目的地，避免塞车及更节省 

时间。

“由于目前仅在社交平台发帖 

通知，只有部分的民众获知，我们 

希望透过媒体的报道，能有更多人 

知道及使用该高架天桥。”

報道►鍾可婷攝影►蔡偉傳

(蒲种14日讯）IOI产业集团耗资2000万令吉进行 

提升工作的蒲种公主城高架天桥于周三早上正式开放通 

车，有望有效紆缓蒲种公主城及白蒲大道的交通，尤其 

是下班高峰时段的交通。

《大都会》社区报记者今日在梳邦再也市议员叶国荣的陪 

同下，前往巡视该高架天桥时发现，部分居民及道路使用者已

葉國榮：環城大道推特發佈通車

叶国荣提醒使 

用蒲种公主城兩架 

天桥的驾驶人士勿 

高速行驶，安全至 

上。

国荣说，环城大道公司于周 
W I三早上开放通车，该公司同 

时也将高架天桥通车的消息分享至推 

特。

“另外，该高架天桥是在周二下 

午5时获得批准，行动党金銮州议员黄 

思汉与我在周二傍晚6时前往巡视，黄 

思汉较后也将消息分享至其脸书厂” 

他说，他们在巡视后，大致上对 

该工程感到满意，惟认为从蒲种工业区 

转至该高架天桥新路口的安全措施不太 

完善，他们在咨询交通顾问后，交通顾 

问认为该路口仍属安全_.6

蒲种工业区车辆 

暂限用特易购U转天桥

“欲从蒲种丁业区转至蒲种公主 

城的车辆暂时只能使用蒲种特易购霸级 

市场的U转高架天桥前往H的地。”

获悉高架天桥已通车，并开始使用高架天桥通往蒲种公主城3

公主^爾种

分2阶段开放

同时，为确保驾驶人士的安全，梳邦再也市议会决定分阶 
段开放该高架天桥，即首阶段先开放让白蒲大道从USJ、沙亚南 

及布特拉高原方向的汽车通往蒲种公主城，在驾驶人士熟悉 
后，才在次阶段开放让蒲种丁业区转至高架天桥的路口 a 

无论如何，蒲种公主城高架天桥将于周六（16日）早 

上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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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青團大會沒獲邀開幕

有黑手阻我發

(吉隆坡 

14曰讯）人 

民公正党署理 

主席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直 

言，公正党青 

年团大会没有 

邀谓他主持开 

幕是背后有 

“隐藏的双 

手”阻止他向 

公青团发言。

他认为，是召开紧急会议 

的时候了。

阿兹敏也是经济事务部 
长，他今日出席国家公共行政 

学院举办的公共政策论坛开幕 

后，受询有关公青团今年度大 

会没有按“惯例”邀请署理主 
席开幕一事，如是回应。

他说，如今公正党主席拿 

督斯里安华、总秘书拿督斯里 

赛夫丁及公青团团长阿克马正 

面临三分之二的中委反抗他的 

处境，这显然已出现了领导危 

机。
“公正党领导人必须正视

党员的声音，不要掉以轻心。” 

阿兹敏认为，他们应该遵 

循适当的程序，而这一直是所 

有政党的惯例（由署理主席主 

持青年团大会）。

“突然之间，你撤回了对 
我的邀请，尽管我已答复了。” 

“身为署理主席，我必须 

在那里，所以（撤回邀请）是 

什么原因？是让我保持沉默。 

而我知道阿克马是个软弱的 
人。”

他揭露，公青团的25名当 

选中央领袖中，已有21人（超 

过三分之二）对党主席，总秘

书和公青团团长的领导提出挑 
战。

阿兹敏说：“我将尽快召 

开一次的政治局会议。”
在11月13日，在当选的25 

名公青团中央领袖中，有21人 

签署了声明，谴责总秘书引发 

了 “领导危机”。赛夫丁被指 
撤回阿兹敏于1 2月6日主持公 

青团大会的邀请，即推翻了 11 

月11日公青团所发出的邀请。

同一天，阿克马说，邀请 
开幕人已改为副首相拿督斯里 

旺阿兹莎，并指这也是巫统的 

惯例。

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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