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kim air percuma masih diteruskan
Kerajaan 

Selangor tidak 
pernah hentikan  

pemberian 
air percuma

ASYRAF MUHAMMAD

KLANG

K erajaan Selangor ti-
dak pernah meng-
hentikan sebarang 

pemberian air percuma 
kepada rakyat seperti yang 
dibangkitkan oleh sesete-
ngah pihak sebelum ini.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Pelabuhan 
Klang, Azmizam Zaman 
Huri berkata, sejak skim 
tersebut diperkenalkan 
pada 2008, kerajaan negeri 
mendapati terdapat kesan 

Azmizam (lima dari kanan) dan Yusof (enam dari kiri) menunjukkan bidal yang diberikan kepada penduduk di Klang semalam.

baik dan buruk menerusi 
pemberian air percuma 
tersebut.

Beliau berkata, dengan 
pertambahan penduduk di 
negeri pada setiap tahun, 
penggunaan air domestik 
semakin meningkat dan 

kerajaan Selangor juga per-
lu mengambil langkah da-
lam menangani kos rawa-
tan air terawat untuk 
dibekalkan kepada seluruh 
rakyat.

“Disebabkan itu, kera-
jaan negeri melaksanakan 

penjajaran semula skim air 
percuma ini bagi memas-
tikan ia sampai kepada go-
longan sasar yang berpen-
dapatan bawah RM4,000.

“Di samping itu, melalui 
penjajaran ini juga kita nak 
mendidik rakyat untuk le-

bih menghargai air dan da-
pat melakukan penjimatan 
dalam kegunaan harian 
mereka,” katanya selepas 
Majlis Tautan Kasih Bandar 
Parklands Dun Pelabuhan 
Klang di sini semalam.

Hadir sama, Ketua Ja-

batan Perkhidmatan Penge-
bilan Pelanggan Pengurusan 
Air Selangor Sdn Bhd (Air 
Selangor), Yusof Saroji.

Mengulas mengenai 
program berkenaan, Azmi-
zam berkata, pihaknya ber-
sama Air Selangor turut 
mengedarkan bidal pelba-
gai saiz yang boleh dipasang 
di paip rumah penduduk di 
sini sebagai langkah penji-
matan penggunaan air.

“Bidal ini diberi secara 
percuma oleh Air Selangor 
dan bila dipasang, ia dapat 
membantu dan menggalak-
kan penduduk untuk men-
jimatkan penggunaan air 
harian mereka,” katanya.

Beliau berkata, pihak-
nya berharap seluruh rak-
yat dapat bersama-sama 
menghargai penggunaan 
sumber air di negeri ini dan 
melakukan penjimatan 
demi kesejahteraan semua 
pihak.

Headline Skim air percuma masih diteruskan
MediaTitle Sinar Harian
Date 18 Nov 2019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Nasional Circulation 140,000
Page No 29 Readership 420,000
Language Malay ArticleSize 361 cm²
Journalist ASYRAF MUHAMMAD AdValue RM 7,653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22,960



Selangor's Casa De Cat wins Sofie's heart 
CIK Puan Sofie 
Louise Johansson 
(pic) of the Kelan-
tan royal house-
hold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Selangor's Casa 
De Cat, a haven 
for rescued stray 
felines, reported 
Sinar Harian.' 

The haven was 
initiated by Tengku Permaisuri 
Selangor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kin, who shares a deep con-
cern for stray animals with Sofie, 

who is the wife of Tengku Mahkota 
Kelantan Dr Tengku Muhammad 
Faiz Petra. 

Pictures of Sofie, 33, from Sweden, 
visiting Casa De Cat in Shah Alam 
were posted on the Selangor Royal 
Office Facebook page.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kin, 
who had recently launched the 
Stray Free Selangor (SFS) campaign, 
had personally rescued stray cats 
and housed them at various places.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kin 
hoped that a suitable transit point 
could be created under the SPCA's 
SFS programme to provide an ave-

nue for people to adopt rescued 
stray cats. 

Trap, neuter and release services 
are offered under the SFS pro-
gramme. Yayasan Raja Muda had 
contributed RM20,000 to the SFS 
campaign, bringing the total dona-
tions to RM170.000. 

> Some doctors with mental dis-
orders refuse to seek proper treat-
ment out of fear of being stigma-
tised, reported Harian Metro. 

Malaysia Psychiatrist Association 
president Dr Hazli Zakaria said 
some remain untreated because 
they feared their colleagues or 

department head would become 
aware of their condition. 

"While some remained in denial, 
some are of view that doctors must 
remain strong to treat patients and 
therefore they should not give in to 
depression and other psychiatric 
disorders," he said. 

Factors exposing doctors to risk 
of depression include a lack of emo-
tional support, heavy workload and 
working overtime for long periods. 

Health Minister Datuk Seri Dr 
Dzulkefly Ahmad brought up the 
doctors' mental health issue during 
a recent Cabinet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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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OOTHER RIDE 
Motorists in Klang are enjoying a 
better commute as a major 
thoroughfare has been upgraded 
with the use of Marris funds. >2 

Major thoroughfare upgraded 
Pandamaran 
assemblyman 
says RM1.2mil 
used to improve 
1.7km stretch 
in Klang 
By EDWARD RAJENDRA 
edward@thestar.com.my 

MOTORISTS are enjoying a 
smoother drive along south Klang's 
busiest stretch, from the intersec-
tion of Persiaran Raja Muda Musa/ 
Lebuh Turi to the intersection of 
Persiaran Pegaga/Jalan Batu Unjur, 
following road upgrades. 

Pandamaran assemblyman Tony 
Leong Tuck Chee said RM1.2mil 
was spent to improve the 
1.7km-long stretch that involved 
resurfacing, upgrading the road 
kerbs and divider as well as giving 
it a fresh coat of paint. 

"Monies came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Malaysian Road 
Records Information System 
(Marris). For the Pandamaran 
area, we received an estimated 
RM3.1mil." 

"The balance from the allocated 
amount was used for other road-
works and to fell and prune trees," 
he said. 

Leong added that the upgrade 
would ensure the stretch could 
accommodate the high volume of 
traffic. 

"Efficient traffic flow through 
this section is critical to productivi-
ty in south Klang as it feeds into 
Persiaran Raja Muda Muda, a 
Federal road leading to Port 
Klang," he said after meeting with 
Taman Petaling, Taman Bayu 
Perdana, Palm Grove and Taman 
Radzi residents associations (RA) 
to get input on the road upgrade. 

Taman Radzi RA president Sree 
Kumar said although he was glad 
the upgrade had been completed,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should ensure scheduled mainte-
nance is carried out. 

Leong (second 
f rom right) 
discussing the 
road upgrade 
w i th residents 
along Lebuh Turi 
in Klang. 
- Photos: 
AZLINA 
ABDULLAH/The 
Star 

Taman Bayu Perdana RA 
(TBPRA) chairman Peter Yap point-
ed out that the back lane behind 
the KA Vegetarian outlet needed to 
be upgraded as motorists use the 
lane to access the front of Lebuh 
Turi. 

TBPRA vice-chairman G. Mohan 
wanted MPK and Kumpulan Darul 
Ehsan Bhd (KDEB) Waste 
Management Sdn Bhd to ensure 
the monsoon drains and scupper 
drains were desilted and Utter 
removed to enable better flow of 

water during heavy rain. 
It is learnt that 10 constituencies 

in Klang had received an estimat-
ed RM26mil in Marris funds. 

The 10 constituencies are Kota 
Anggerik, Batu Tiga, Meru, 
Sementa, Selat Klang, Bandar Baru 

Klang, Pelabuhan Klang, 
Pandamaran, Sentosa and 
Sungai Kandis. 

Kota Anggerik received the low-
est amount (RM723,038) while 
Bandar Baru Klang received the 
highest (RM3,786,244). 

Residents told Leong that the back lane behind the KA Vegetarian outlet 
needs to be upgraded as motorists use it to gain access to the f ront of 
Lebuh Turi. 

The upgrade of the 1.7km stretch involved resurfacing, upgrading the 
road kerbs and divider as well as giving it a fresh coat of paint. 

Headline Major thoroughfare upgraded
MediaTitle The Star
Date 18 Nov 2019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Metro Circulation 175,986
Page No 1,2 Readership 527,958
Language English ArticleSize 665 cm²
Journalist EDWARD RAJENDRA AdValue RM 33,596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100,787



Illegal hawker stalls demolished in Rawang 

MPS 
enforcement 
officers seizing 
equipment f rom 
the illegal stalls 
near Taman Setia 
Rawang. 

(Far left) 
Personnel 
demolishing 
stalls under a 
joint operation 
led by MPS. 

SELAYANG Municipal Council 
(MPS) conducted a joint operation 
to demolish illegal stalls in Taman 
Setia Rawang, Rawang. 

The stalls were also located near 
a dengue hotspot where five cases 
have been reported so far. 

MPS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Department director Mohamad 
Zin Masoad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a team of 55 conducted the 
operations, led by MPS' 
Enforcement and Security 
Department special unit. 

they were assisted by personnel 
from the police, Air Selangor and 

Gombak District Wildlife and 
National Parks Department 
(Perhilitan). 

A total of six stalls and two 
sheds for vehicles were demol-
ished by MPS under Section 46(1) 
of the Road, Drainage and 
Buildings Act 1974. 

The council also seized several 
items from the stalls, including gas 
cylinders. 

The action was taken under the 
Hawkers' Bylaw Act (MPS) 2007 
for operating without a valid 
licence as well as Section 3 of the 
Trade, Business and Industry 

Licensing Act (MPS) 2007. 
In addition, Perhilitan confiscat-

ed several animals such as mon-
keys, geese, ducks and chickens. 

The action was taken under 
Section 82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Act 1976 for causing 
public disturb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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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and marching down the street at the sports carnival. The Renantanda contingent won RM5.000 for coming in third. 

MBSA sports carnival promotes fellowship among staff 
SHAH Alam City Council (MBSA) 
held its staff sports carnival 
(Kasuma) 2019 to encourage fel-
lowship and being active among 
its councillors and employees. 

The event was held at Dataran 
Kemerdekaan, in Section 14, Shah 
Alam. 

Kasuma 2019 had the staff 
split into six contingents with 
names based on orchid species, 
namely Cattleya, Renantanda, 
Caladenia, Vanda, Aranda and 
Mokara, synonymous with 
Shah Alam being the city of 
orchids. 

The Cattleya contingent 
won first place and a RM10,000 
cash prize, followed by Caladenia 
(RM7.000) Renantanda (RM5.000), 
Mokara (RM3,000), Vanda 
(RM2,000) and Aranda with 
RM1.000. 

Each contingent comprised 
MBSA councillors as team leaders 
while the deputies were the heads 
of various departments and sec-
tions within MBSA. 

The carnival involved three 
phases with points awarded for 
each event. 

Six events were held under 
phase one in March, namely net-
ball, carrom, chess, checkers, darts 
and badminton. 

Meanwhile, phase two took 
place in June with events like 
ping-pong, futsal, ten-pin bowling, 
volleyball and football. 

Phase three which was held ear-
lier this month had games such as 
tug-of-war and 10 telematches as 
well as contingent parades. 

The sports carnival was closed 
by Shah Alam mayor Datuk Haris 
Kasim. The Cattleya contingent emerged champion at the MBSA staff sports carn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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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sters from seven countries 
to take part in tennis championship 

(From left) Dunlop Srixon Sports Asia Sdn Bhd sales and marketing manager Zicky Sin, Petaling Jaya deputy mayor 
Johary Anuar, Sayuthi, Genting Malaysia Bhd corporate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vice-president Datuk Seri Kay 
Prakash, Tengku Mohamad and F&N regional event and sponsorship manager Muhammad Fauzi Ahmad holding up 
their sponsorship pledges for the 17th Genting-Selangor International Junior Open Tennis Championships 2019. 

By HANIS SOFEA ZULKIFLI 
metro@thestar.com.my 

SEVEN countries are expected at 
this year's Genting-Selangor 
International Junior Open Tennis 
Championships. 

Other than Malaysia, the countries 
are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Vietnam, Indonesia, Uzbekistan and 
Tajikistan. 

A total of 224 players will be tak-
ing part in the championship. 

The tournament, to be held from 
Nov 23 to 27, consists of four events 
which are singles and doubles boys 
and girls, divided into five age 
groups (Under-8,10,12,14, and 16). 

Petaling Jaya mayor Datuk Mohd 
Sayuthi Bakar said the tournament 
had received worldwide recognition 

and was an anticipated event every 
year. 

"From this tournament, our play-
ers can strengthen and hone their 
skills when faced with players from 
other countries. 

"I was told that many talented 
young children were recognised for 
their skills, thanks to efforts by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and Selangor Tennis Association 
(STA) in introducing mini tennis to 
children under eight years old," said 
Sayuthi. 

STA vice-president Datuk Tengku 
Mohamad Tengku Harun said this 
year, many young tennis players in 
Selangor made a name for them-
selves representing Malaysia. 

He also thanked title sponsors 
Genting Malaysia Bhd as well as 

co-sponsors F&N Beverages 
Marketing Sdn Bhd (100 Plus) and 
Dunlop Srixon Sports Asia Sdn Bhd. 

The 17th Genting-Selangor 
International Junior Open Tennis 
Championships 2019 will be held at 
four venues, namely Astaka Sports 
Complex in Petaling Jaya, MBPJ 
Sports Complex, the tennis court in • 
Jalan SS 3/14, and PKNS Sports 
Complex in Kelana Jaya. 

This year, the tournament offers 
vouchers worth RM10,600, medals 
and certificates of participation as 
well as national ranking points for 
local players. 

The tournament is supported by 
the Lawn Tenni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Selangor State Sports 
Council and Universiti Teknologi 
Mara sports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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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I7日讯）雪州行政 
议员黄思汉奉劝民众收到任 
何讯息，除了读标题也要读内 
容，以正确了解资讯内容，勿 
沦为“标题党”。

他说，如今网络发达，每天 
都会从社交媒体收到许多讯 
息，惟因无法一一阅读内容， 
往往只读标题而变成“标题 
党”

“°若是经过有心人士特地扭 
曲原意，就会带来很多困扰， 
社会上就有这些制造问题的

黃思漢：正確瞭解資訊内容

民衆勿淪為“標題黨”
人，造成种族之间的憎恨。”

黄思汉也是金銮州议员。他 
昨晚在雪隆符氏宗亲会79周年 
庆暨青年团34周年及妇女组2〇 

周年庆晚宴上，这么指出。 
黄思汉指他本身最近也成为 

“标题党”的受害者，即在刚 
结束的州议会上回答州政府，

有没有禁止在公共场合喝酒的 
口头提问，他的回答直接明 
了，却有两家马来报章歪曲标 
题，与他回答的原意不同。

他说，此歪曲的标题造成马 
来社会的敏感和紧张，他也立 
即澄清并要求有关报章把标题 
更正。

符亲为符 
金会符秦 
花，树宾 
^作波。 
右为、
2第符 
^三敦 
捐座云 
献会、
10所符 
万大之 
令厦庆 
吉置及 
给业符 
雪基永 
隆金辉
付,5

氏左右

“从此事件中，可见我们在 
收到的千百种讯息中，发现有 
争议性及不清晰的讯息时，则 
必须阅读内容才能正确掌相关 
资讯。”

此外，他说，宗亲会除了扮 
演凝聚宗亲的力量外，也扮演 
与政府之间桥梁的角色，把政 
府的讯息传达给大众，政府所 
推出的新政策，也要靠宗亲会 
和社团组织的协助，才能正确 
传达有关讯息。

■符传杈（左起） 

糕及敬酒仪式。

#隆符氏宗亲会会长符树波 
$指出，该宗亲会在海南籍 

的18乡团中排名第5,位于雪隆 

海南会馆（天后宫）、巴生海 
南会馆、吉胆海南会馆、雪邦 
海南会馆之后，会员人数虽然 
不多，但凝聚力佳。

他指出，该会于1940年成 
立，目前拥有3栋会所产业， 
第一栋会所于19T3年在同善路

符樹波：會員不多)疑聚力佳
购置，直到1986年举办世界符 

氏恳亲会，同时为会所大厦开 
幕。

i也说，该会于2008年在旧巴 

生路购置第二栋会所，后来宗 
亲会壮大，会员人数増加，因 
此出租第一栋会所，以维持宗 
亲会的开销运作。

“两三年后，该会购买第二 
栋会所隔壁的单位作为第三栋 
会所，惟目前第三栋会所产业 
仍有欠款，目前尚欠约4万8000 

令吉，该会也以第一栋会所出 
租的入息，逐步缴付欠款，并 
且也接受宗亲的捐款。”

雪隆符氏宗亲会妇女组顾问

符敦雲：8屬會團結一致

马
来西亚符氏总会会长符敦云指出，
目前符氏总会在东西马各地有8个属

会，会员人数约3000人，虽然人数不多， 
但团结一致。

“在这两三年来，符氏的组织起了巨大
的变化及迅速发展，随著近年中国经济崛
起及提倡’一带一路‘的策略，带给海外
华裔一个新的平台及接轨的良机。”

他说，世界符氏总会于201T年正式成

立，目前共成立六大直属机构，包括世界
g氏雙谊会、世f符氏文化研究会：世f

符永来符敦子符树游符，庄D符永腔带師合人讲行切蛋符氏商会、世界符氏慈善会、世界符氏族 
仃y允、m又石、1谓反、n；Z大及仃车帀；a从人L仃J虫务促进会及世界符氏大宗觀事会。

符金花捐献10万令吉给该宗 
亲会，作为第三座会所大厦置 
业基金，并在现场移交模型支 
亭〇

出席者包括马来西亚符氏总 
会永久名誉会长拿督斯里符之 
庆、雪隆符氏宗亲会署理会长 
符永光、副会长兼工委会主席 
拿督符永辉、副会长符传权及 
财政符秦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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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I7日讯）水 
源、土地与天然资源部长 
赛维尔指出，政府计划提 
高大型污水处理厂的使用 
量，借此生产大量水源并 
出售给工厂业者，继而舒 
缓供水给住家及其他用户 
的供应压力。

他以吉隆坡班底谷第一 
及第二污水处理厂为例， 
政府计划提高该厂的使用 
量至最高限度，接收外围 
地区的污水并处理3百万 

居民的排污量，便可产出 
2〇〇百万公升（MLD)的“A 

级”生水。
如果我们将这些生水 

卖给邻近的工业区业者， 
不仅可舒缓住家的供应压 
力，也可为英达丽水公司 
带来更多收入。

他今日为英达丽水公司

賽維爾：通過污水處理廠

生產水源售工廠業者
的“趣味跑步”活动主持 
开幕后，向媒体这么指 
出。陪同出席者包括英达 
丽水公司:主席阿米努丁及 
首席执行员那仁德兰a 

他说，从污水处理厂产 
出的水源，归类为不适于 
饮用的“A级”生水，可 
直接用于工业之途，惟当 
中涉及兴建接驳水管的费 
用，如吉隆坡班底谷第一 
及第二污水处理厂，需建 
设链接至邻近工业区的接 
驳水管，预料工程将涉及 
上亿令吉的费用。

“其实这是免费的水 
源，其费用将比透过现有

滤水程序的水供更加便 
宜，但我们仍会收费，以 
兴建基本设施如接驳水管 
的经费。”

他说，该项卖水计划将 
透过雪州政府，再转卖给 
业者，故政府会与雪州的 
水务公司合作，以探讨该 
项计划的实施方法。

“我们也已指示英达丽 
水在全国大型和设备新颖 
的污水处理厂，研究卖水 
计划的可行性，如果一切 
顺利，希望明年会有数个 
污水处理厂，能开始进行 
卖水计划的运作。”

■賽维尔（左4)起及阿米努丁为英达丽水公司举办的“趣味跑步”活动，进行鸣 

笛与挥旗仪式。左3为那仁德兰。

英達麗水未來5年

可經濟獨立提升排S n
#维尔相信英达丽水公司能在未来5

万令吉协助英达丽水公司运作，我有信心 
他们在未来的5年后，不再需要政府的资 

助，好让我们将拨款用于排污系统的提升 
众提供更好的排污服务。”
提及，吉隆坡班底谷第一及第

'年，取得经济独立的表现，以便政府 
将投放于该公司的拨款，用于排污系统的 
提升工程，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排污服务。

他说，政府已指示英达丽水公司设下5 

年或10年计划，透过各项努力赚取更多收 
入，以期未来在没有政府资助的情况下 
下，独立运作。

“我们去年和今年，都有发放1亿5000

英达丽水致力于提升当地设备，将之打造 
为“城市中的森林”，如后将开发更多设 
备，如礼堂、羽球场与小贩中心，以比市 
场更低的价格出租给公众使用。

“希望g众能善用这些设备，而我们也 
将和英达丽水商讨Eco Park的开放时间， 
希望能开放至傍晚6时，甚至晚上8时，让 

更多公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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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适耕庄的好想吃海鲜大酒 

楼，是由徐永发、徐永兴和徐怡忠 
3兄弟于2000年携手创办，并以本 

地新鲜海鲜食材为其优势。

为了进一步扩展业务发展，好想 
吃海鲜大酒楼于2003年正式提供全 

马上门到会服务，并于2015年转型 

为海鲜大酒楼，同年也在莎阿南实 

达阿南开设首间分行，隔年再下一 
城，进驻巴生Centro开设第2家分

行，第3间分丨了则于201 8年设立在 

半山芭ICC PUDU。

为了迎合市场需求，好想吃海鲜 

大酒楼计划明年在彭亨直凉开设第 

4间分行。

电话：03-3241 3188 

面子书：好想吃Hao Xiang Chi- 

Sekinchan
(KKC)

想吃海鲜大酒楼（适耕庄思 
行）重建落成开幕典礼曁19 

周年志庆，即将在本月19日（星期 

二）晚上7时正举行，雪州议长兼 

适耕庄州议员黄瑞林将莅临主持开 

幕仪式。

为了与时并进及吸引更多年轻客 
源，今年迎来19周年庆的好想吃海 

鲜大酒楼（适耕庄总行），经过半 

年时间重建后正式落成，可谓双喜 

临门。

已全面革新的好想吃海鲜大酒 

楼（适耕庄总行），装饰更具现代 
感，20尺高挑天花板和空间更宽敞 

舒适典雅，软硬设备也全面升级， 
无论是音响、灯效和LK)萤幕等都 

是经过专业设计。

此外，好想吃海鲜大酒楼（适耕 

庄总行）全场可容纳近百席，同时 
可按席数需要将场地划分为2个宴 

会厅。

好想吃海鮮大酒樓（適耕莊總行)

重建落成禮曁19週年論慶
宽
敞
与
雅
致
。

大
酒
楼

(

适
耕
庄
总
行

)
，更
显
 

◄
『
华
丽
转
身
』
的
好
想
吃
海
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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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殘障人父母監護人;

明年向Daftar登
(吉隆坡I?日讯）妇女、家庭及社会发 

展部副部长杨巧双指出，该部将于明年， 
极力鼓励残障人士的父母或监护人向福利 
局的“Jom Daftar”登记。

她解释有关登记的重要性，因这可让政 
府提供残障人士适用的服务，及政府可掌 
握国内残障人士的真实数目。

她说，这项计划早已展开，只是残障人 
士发展局与福利局将会更关注郊区与偏远 
地区，包括到场巡视；当局也会在明年 
2月到砂州老越（Lawas)展开一系列活 

动。
“举例说，一些郊外的家庭，一般对自 

闭者全无认知，所以他们带著专才走进这 
些地区，向他们解决有关事宜。”

她指出，他们也会通知国会议员，协助 
残障人士发展局，设法让各区残障人士向 
有关当局登记。

杨巧双今日出席“应用行为分析’

■杨巧双（前排左4)与主办单位和出席者分享妇女部的计划。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简称万人，但杨巧双相信，国内残障者的人数 
ABA)活动的开幕礼后，向媒体这么指远比这数字高，因仍有许多人缺乏了解， 

出。 也不清楚向福利局登记的重要性。
截至目前，向政府登记的残障人士有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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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班蘇博馬廉談開幕禮風波

阿茲敏或被身邊人陷害
(吉隆坡I7曰讯）公青团大会 

开幕礼风波继续延烧，公青团副 
团长迪班苏博马廉认为，该党署 
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可能 
被身边的人陷害。

他今日发文告指出，希尔曼作 
为公青团署理主席兼阿兹敏阿里 
的政治秘书，应该有能力谨慎处 
理此事。

1 “除3非他（希尔曼）有意利用缺席会 
议，以及无法处理大会开幕邀请一事来陷 
害阿兹敏阿里。”

另外，针对该党妇女组主席哈妮查质疑 
公青团与妇女组分开举办开幕礼的决定， 
迪班苏博马廉强调，这显示前者在了解组 
织规矩和政治动态方面，并不成熟。

他说，妇女组和公青团都有各自的规矩 
和领导层，因此哈妮查不需要做本分以外 
白勺事情(lebih sudu dari kuah) 〇

“党妇女组有权决定要谁来为她们的大 
会开幕，公青团也是如此。她作为妇女组 
主席，应该专注在妇女组的管理课题，而

■非公青团。公青团拥有强稳的 
迪领导层，且截至现在，也不曾 

插手妇女组的事务。
“她应该为领袖不道德的品 

行、不尊重党纪律下缺席会 
议，而感到羞耻。这样的行为 
并不是公正党的传统。”

吁鞏固黨議程

迪班苏博马廉也对副首相兼党顾问拿督 
斯里旺阿兹莎首次为公青团大会开幕一 
事，表示支持和欢迎，也是无上的荣誉， 
并呼吁所有公青团团员为了巩固党的议 
程，重新归队。

公青团今年一反传统，没有邀请党署理 
主席为大会开幕，引起争议；公青团团长 
阿克马指阿兹敏阿里迟迟没回复开幕邀 
请，是撤换开幕人的主因，唯哈妮查坚持 
两大臂膀应由署理主席开幕，认为公青团 
改由党顾问开幕的决定令人难堪。

Page 1 of 1

18 Nov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A3
Printed Size: 246.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4,852.49 • Item ID: MY003789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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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萊達：臂膀大會由誰開幕

安華有權決定
(安邦I7日讯）公正党 

副主席袓莱达指出，该党 
主席拿督斯里安华有权针 
对党内任何事项，包括让 
谁为公青团代表大会开幕 
方面做出决定。

她说，按照惯例公正党 
臂膀组织代表大会是由党 
署理主席开幕，但此举并 
没有纳入党章，因此党主

席若有其他打算，那就由 
他来决定。

“如果他（安华）认为 
此举能维持党内和谐，加 
强党内团结，那就让他这 
么做吧。”

袓莱达也是房屋及地方 
政府部长。她今日推介社 
区安全联盟后，被问及安 
华的做法是否会让基层混

淆时，这么回应。
她说，这毕竟是党鱼席 

权利，所以在这方面还是 
他说了算。

“换作是我，我还是偏 
向惯例，为了壮大党，就 
必须要依照案例。”

据了解，袓莱达曾在周 
三指安华不应打破传统， 
不让阿兹敏阿里主:持该党 
妇女组和青年团大会。

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日前声称， 
他没有受邀为公青团代表 
大会开幕，并指该党有背 
后黑手阻止他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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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巧雙：每州至少2打印機

解決殘障卡延誤問題
(八打灵再也17日讯）妇女及家庭 

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声称，该部将会致 

力解决残障人士发展局的后勤问题，以 
确保每个州属都有至少两架打印机。

.她出席在双威大学举行的应用行为研 

讨会开幕仪式后提及，该部在提倡残障 

人士向有关当局登记注册残障卡时，却 

接获许多投诉，指每个州属仅有一架打 

印机，使得残障卡的印刷和发放有所延

1•天。

她举例，当马六甲的打印机坏了，当 

局就须向其他州属商借，这是很不好 

的，因为很多孩子都需尽快获残障卡。

杨巧双表示，该部想要解决这个问 

题，在今年已发出指示，以确保每_个 

州属都至少要有两架打印机，无须到另 

一个州属商借。

她说，我们一直都在鼓励残障人士登

记注册，但我们也须解决残障人士发展 
局的基本后勤问题。

仅50万残障人士注册

她声称，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定 

义，每一国的总人□当中，残障人士 

占总人□的15%，但我国3200万人口 

中，仅有50万名注册的残障人士。

"我们知道存在着一些偏见，尤其是 

自闭症，一些家庭不愿面对这个现实， 

一些家庭则不愿接受评估，但我们都知 

道早期的评估对自闭症患者来说是非常 

重要的。”
杨巧双补充，社会福利局（JKM )和 

残障人士发展局明年将优先注重“来登 

记吧”（JomDaftar)活动，并通过到 

各个地方，尤其是乡区进行访问，鼓励 

残障人士向当局登记注册。（T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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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走，去購物”計劃

100元購物券派老人

谢。

(吉隆坡1 7日 

讯）配合雪州政府的 

“走，去购物（J 〇 m 
Shopping ) ” 计戈丨J， 

行动党甲洞区国会议员 

服务中心早前在该选 

区的特易购霸级市场 

(Tesco )派发100令吉 

购物券给符合资格的乐 

龄人士，让老人家们利 

用这100令吉为家里添购 

日常用品。

据了解，甲洞区国会 

议员服务中心之前已通 

过电话联系名单内的184 

名乐龄人士，要求他们 

前来领取购物券，最终 

只成功联系上逾90位。

甲洞区国会议员服务 

中心福利小组成员苏金 

发解释，服务中心职 
员根据名单逐_拨打电 

话，但有者没接听，有 

者电话无法拨通，因此 

无缘参与这项活动。

该中心团队上周六上 

午10时在特易购设置临

时柜台，派发购物券给 

已登记的乐龄人士，获 

购物券的老人家需在当 

曰就使用该礼券，预计 

将有超过80人来认领购 

物券。

甲洞区国会议员林立 

迎补充，前来领取购物 

券的老人家来自甲洞、

斯里白沙罗、双溪毛糯 

等地区，而这也是甲洞 

国会选区首次配合雪州 
政府举办这样的活动， 

获购物券的民众也感到 

开心，希望接下来有更 

多的乐龄人士受惠。

(T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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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会、世界符氏 

商会、世界符氏 

慈善会、世界符 

氏族务促进会及 

世界符氏大宗祠 
理事会。

此外，雪隆符 

氏宗亲会妇女组 

顾问符金花捐献

10万令吉给该宗 

亲会，作为第三 

座会所大厦置业 

基金，并在现场 

移交糢拟支票。

出席晚宴者尚 

包括马来西亚符 

氏总会永久名誉 

会长拿督斯里符

■符金花（右二）捐献10万令吉给雪隆符氏宗亲会， 

作为第三座会所大厦置业基金，左起为符树波、符敦 

云、符之庆及符永辉，右为符秦宾。

虽然人数并不 

多，但大家团结 

—致。

他表示，符氏 

家族历史悠久， 
迄今已有2000 

多年历史，而符 

氏以“琅琊堂” 

或"义阳堂”为 

堂号，因此当晚 

的主题“爱我义 

阳堂，延续千古 

情”显得非常具 

意义。

他指出，世界 
符氏总会于201 7 

年正式成立，目 

前共成立六大直 

属机构，包括世 

界符氏联谊会、 

世界符氏文化研

(吉隆坡17曰讯）雪州行政议员黄 

思汉劝请市民在接获讯息时，除了看标 

题也要阅读内容，了解讯息的真正含 

意，勿沦为“标题党”。

也是金銮区州议员的他昨晚在雪隆符 

氏宗亲会79周年庆暨青年团34周年及 

妇女组20周年庆晚宴上致词时提及， 

网络的普及，每天都会从社交媒体上收 

到各类讯息，惟因无法阅读讯息， 

许多人往往只读标题而变成标题党。

部分标题歪曲原意

他最近便成了‘‘标题党”的受害者， 

即在刚结束的州议会上回答州政府有没 

禁止在公共场合喝酒的□头提问，他的 

回答直接明了，但却有两家马来报章的 

标题歪曲原意，与他回答的意思不同。

他声称，歪曲的标题造成了马来社会 

敏感和紧张，他立即澄清并要求有关报 

章把标题更正。从上述事件中，可见我 

们在收到许多讯息时，发现有争议性及 

不清晰的讯息之际，应阅读内容才可正 
确掌相关资讯。

“若是经有心人士特地扭曲原意，就 

会带来很多困扰，而社会上就有这些

制造这些问题的人，造成种族间的憎 

恨°”

黄思汉也说，宗亲会除扮演凝聚宗亲 

的力量外，也扮演与政府之间桥梁角 

色，把政府的讯息传达给大众，政府所 

推出的新政策，也须靠宗亲会和社团组 

织协助，才能正确传达出去。

另一方面，雪隆符氏宗亲会会长符树 
波则提到'该宗亲会在海南籍的18乡 

团中排行第五，位于雪隆海南会馆（天 

后宫）、巴生海南会馆、吉胆海南会 

馆、雪邦海南会馆之后，会员人数虽然 

不多，但凝聚力佳。
他说，该会目前拥有3栋会所产业， 

第一栋会所于1973年在同善路购置； 

并于2008年在旧巴生路购置第二栋会 

所，后来宗亲会壮大，会员人数增加， 

因此出租第一栋会所，以维持宗亲会的 

开销运作。
"两三年后，该会购买第二栋会所隔 

壁的单位作为第三栋会所，惟目前有关 

产业仍有欠款，约欠4万8000令吉，该 

会也以第一栋会所出租的入息，逐步缴 
付，并接受宗亲的捐款。” （TKM)

~n来西亚符氏 
q总会会长符 

敦云说，符氏总 
会在东西马各地 

有8个属会’会员 

人数约3000人，

符金花10萬捐宗親會

3 」

、挪心■' :

■符传权（左起）、符永光、符敦云、符树波、符之庆及符永辉，'带领众 

人进行切蛋糕及敬酒仪式。

接獲訊息須瞭解内容
黄思漢吁民勿淪爲標題黨

雪隆符氏宗親會聯歡宴

氏
长
会
席
、及
。

符
会
副
主
辉
权
宾
 

隆
理
、会
、

1<

传
奏
 

雪
署
委

h
符

H
丨 

、会
光
工
符
长
符

M
 

庆
亲
永
兼
督
会
政

TK
 

之
宗
符
长
拿
副
财
丨

Page 1 of 1

18 Nov 2019
Guang Ming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Supplement • Audience : 49,712 • Page: KB6
Printed Size: 498.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7,545.45 • Item ID: MY003790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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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166工程86项已竣工

巴生市会5240万改善基建

她也呼吁B40群体，在 

12月31日前申请注册免费 

水，从而避免明年3月1日 

开始，不能享有免费水优 

惠。

(巴生17日讯）雪州行政议

员拿督邓章钦指出，巴生市 

议会拨出5240万令吉，提升 

166个工程项0，其中86项 

工程已竣工，80项仍在进行 

中〇

邓章钦不克出席巴生乐 

龄公民俱乐部30周年庆，由 

巴生市议员严玉梅代表致词 

指出，巴生市议会推动公共 

草场监督员制度，其中，巴 

生市内有过千草场，而公众 

又是每天的使用者，为此， 

希望他们可成为市议会草场 

监督员，以直接把问题反映 

给当局，借此也加速处理和 

改善丁作。

“市议会也安装儿童滑 

板、秋下、石头凳子等设

施，希望民众爱惜公物，如 

果有损坏或破坏，民族受促 

向当局投报，让当局尽快修 

理，同时，还将逐步增加草 

场灯光，让上班族可在晚上 

或乐龄人士于清晨时段运 

动，希望大家善用公共设 

施。，’

出席嘉宾包括巴生乐龄 

公民俱乐部总会长孙镇信、 

署理主席庄木生、副主席周 

翠红、陈盛亮、顾问拿督庄 

秀春、庄木成、梁德志、贵 

宾拿督庄国安与李翠琴夫 

妇、陈金、顾问黃金枝夫妇 

等。

梁德志:重组B40医药卡

班达马兰区减至1386张
班达马兰区州议员梁德 

志指出，今年5月开始，雪 

州政府进行重组B40群体医 

药P，班达马兰区7000张医 

药卡为此减少至1386张。 

他说，2020雪州财政预

算案拨出4250万令吉，医院 

卡人数会增加2万人至8万 

5000人，2万个分配给56个 

州议席选区，本身将争取更 

多医药卡给班达马兰居民。

1_________ ________ ]

巴生乐龄公民俱乐部理事共切30周年蛋糕，左八起为陈盛亮、庄木成及孙镇信

庄木成:助无依老人

应多建老人护理中心
巴生乐龄公民俱乐会长 

庄木成呼吁政府及私人界多 

建老人日间护理中心，每年 

举办敬老活动，帮助一些贫 

闲和无依无靠的老人。

“此外，也希望雪隆一带 

华社团体与宗教团体，多对 

乐龄人士多表示义怀和重视 

老人福利，如组织乐龄公 

会、赞助医药及提供经济援

助

他说，该俱乐部于1997 

年就拥有会所，有赖于过去 

领导人和理事们的同心协力 

建立，在30年来不断成长， 

目前大约有500多位会员， 

主要来自雪隆一带，当中以 

华人为多，而女性更占 

80% °

“俱乐部在雪隆一带是个

很活跃的团体，旨在帮助乐 

龄人士过得更有意义的生 

活，为乐龄人士提供交流平 

台，如打太极、外丹功、气 

功、口才训练班、戏剧表演 

及歌艺综合节目，借此提高 

会员社交能力，改善心情及 

减少孤独感”

马来两亚乐龄总会会长 

拿督孙镇信赞扬在总会旗下 

有41个乐龄属会分布东西马 

中，巴生乐龄公民俱乐部属 

于最活跃的一个，希望他们 

可再接再厉，为会员举办更 

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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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生污水是免费的水 
h源，生产工业用水的 

费用比透过现有滤水程序的水供更 

加便宜，惟，这需要先建设链接至 

邻近工业区的接驳水管，预料丁程 

将涉及上亿令吉的费用。”

工程涉上亿费用

“因此我们会收费，以兴建基 

本设施如接驳水管的经费。”

赛韦尔今日为英达丽水公司的 

“趣味跑步”活动主持开幕后，向 

媒体这么指出。

陪同出席者包括英达丽水公司 

主席阿米努丁及首席执行员那仁德

他强调，这项卖水计划将透过 

雪州政府，再转卖给业者，因此政 

府会与雪州的水务公司合作，以探 

讨计划的实施方案。

“我们也已指示英达丽水在全 

国大型和设备新颖的污水处理厂， 

研究卖水计划的可行性。如果一切 

顺利，希望明年会有数个污水处理

能开始进行卖水计划的运

作

他说，若把这些生水售卖给邻 

近的工业区用户，就能纾缓供水给

7

丛
林
宝

藏

住家的压力，也能为英达丽水公司 

带来更多收人。

拟生产A级水转釭厂 拨英

提腓
升水

P 5
y5 /r
服5
务内

能
经
济
独
立

赛韦尔相信英达丽水公司 

能在未来5年达到经济独立， 

以便政府未来把拨款投放在提 

升排污系统的工程，为民众提 

供更好的排污服务。

“我们去年和今年，都有发 

放1亿5000万令吉协助英达丽 

水公司运作，我有信心他们在 

未来的5年后，英达丽水不再 

需要政府的资助，好让我们将 

拨款用于排污系统的提升工 

程，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排污服 

务〕”

他说，政府已指示英达丽 

水公司设下5年或10年计划， 

透过各项努力赚取更多收人， 

以期未来在没有政府资助的情 

况下，独立运作。

此外，他提及，吉隆坡班 

底谷第一及第二污水处理厂是 

国内先进的污水处理厂，英达 

丽水致力于改善当地设备，将 

之打造为“城市中的森林”， 

如后将开发更多设备，如礼 

堂、羽球场与小贩中心，以比 

市场更低的价格出租给公众使 

用。

“希望民众能善用这些设 

备，而我们也将和英达丽水商讨Eco Park的开放 

时间，希望能开放至傍晚6时，甚至晚上8时， 

让更多公众使用。”

黄金州
(吉隆坡17日讯）政府计划提高大型污水处理 

厂的使用量，以生产大量水源并出售给雪隆工 

厂业用户，纾缓供水给住家及其他用户的压 

力。

水务、土地及天然资源部长赛韦尔再也古 

马医生指出，政府计划提高吉隆坡班底谷第一 

及第二污水处理厂的使用量至最高限度，而接 

收外围地区的污水及处理3百万居民的民生污 

水，能生产200百万公升（MLD)可直接用于 

工业用途的“A级”生水。

赛韦尔:提高污水厂使用量

GOLDENCENTRAL

赛韦尔（左四）起及阿米努丁为英达丽水 

公司举办的“趣味跑步”活动，进行鸣笛 

与挥旗仪式。左三为那仁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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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失蹁千天家人痛批调查亀速
吉隆坡17曰讯|华裔牧师许景城失踪至今 

1000天，其家人和朋友痛批政府调查进度龟速， 

让他们陷入绝望和挫败的煎熬中。

刘秀玉在「许景城牧师失踪1000天纪念会」上，表达对调查单位的不满。

昨晚在许景城失踪1000天 

纪念活动中，许景城妻子刘秀玉 

指出，尽管政府在5个月前宣布 

针对该失踪案成立专案小组展开 

调查，然而至今她和家人对于调 

查的进展，完全一无所知。

她说，相关单位只有在9 

月拜访她和她的3名孩子，并再 

问了之前曾问过、与此案无关 

的问题。「我告诉他们，这些 

问题是无关紧要的。你（相关 

单位）应该要去调查他（许景 

城）的敌人，如那个在2011年 

寄了两枚子弹给许景城的人， 

或是那个将含有炭疽杆菌的白 

色粉末和写著他们会杀死我们 

的字条寄给我们的人。」

「最大的问题是，已经 

1000天了，警方调查的结果是 

什么？什么都没有。」

刘秀玉是在一家酒店举办 

许景城失踪1000天纪念会上， 

对逾100名与会者如是说。在

这场纪念会上除了许景城的家 

属，几乎与许景城在同一时期 

失踪的社运份子安里仄末的家 

属和亲友也有出席。

出席者包括公正党玻璃市 

州主席，非政府组织「玻璃市 

希望」代表法伊索，以及前大 

使拿督丹尼斯伊戈那修斯。

冀疑问获回应

代表安里仄末家属发言的 

法伊索表达了安里家人和朋友的 

挫败感，他说，其友人安里的母 

亲非常想知道儿子是死是活。

他希望专案小组能回应他 

们的一些问题，「我们还是希 

望专案小组能解决这些问题， 

或许（调查）报告会在12月或 

1月出炉，我希望这报告能为 

我们带来好消息。」

丹尼斯伊戈那修斯则呼 

吁希盟领袖插手并要求解决此

案。他说，大多数马来西亚领 

袖都倡导人权，但在面对少数 

群体的暴行让人被迫失踪的案 

件上却无动于衷，是非常虚伪 

的行为。

「很多在反对党时期口口 

声声捍卫人权和社运分子权利的

领袖，如今却安静的坐在政府的 

位子上，是非常令人震惊的。」 

「在我们最需要时，他们 

(希盟）的声音去哪里了？为什 

么他们对许景城牧师失踪1 〇〇〇 

天的事件假装视而不见？」

大马人权委员会委员兼前

法官拿督马永贵、妇女、家庭 

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 

梳邦国会议员黄基全、大马律 

师公会副主席陈永建、著名律 

师拿督古迪亚和许景城家属的 

代表律师拿督格梅兹均出席了 

这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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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低于实际情况

我国仅50万障发注_

自闭症患者蔡琛溢（右3)在2019马来西亚应用行为分析囯际 

研讨会开幕仅式上，将亲笔画作送给杨巧双（左），右起为 

蔡琛溢的妹妹蔡瑜殯及母亲文芹珍。 -连国强-

吉隆坡17日讯|妇女、家

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表 

示，我国残疾人士的注册人数仅 

有50万名，远低于实际情况。

她表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的统计，残疾人士大约占国家人 

口的15%。「我国人口约3200万 

人，但残疾人士的注册人数仅有 

50万人。」

她今日出席2019马来西亚 

应用行为分析国际研讨会开幕时 

说，可能是因为缺乏社会资源或 

福利，导致许多残障人士并没向 

当局注册。

杨巧双说，有些人拒绝承认 

亲人是残疾人士，也不愿政府介 

入。当政府的残障人士数据远低 

于真实情况，将难以获得拨款以 

便为残疾人士提供必要的设施。

「这是「鸡和鸡蛋』的问题，我 

们必须避免这种的恶性循环。」

她指出，民众对残疾人士的 

偏见、政府所获得的数据不完善以 

及有限的资金是当前面对的挑战。

杨巧双表示，残疾人士抗 

拒前往注册的另一原因，是等候

名单太长。「我们自去年上任以 

后，收到投诉指残疾卡的处理遭 

到延误，而我们发现每个州属只 

有一台残疾卡的印刷机。」

明年推行注册运动

她说，如果残疾卡印刷机 

出现故障，则必须向其它州属借 

用，因而导致延误。政府正努力 

为各州属增加至少两台的残疾卡打 

印机，确保提高残疾卡处理效率。

杨巧双表示，社会福利局与

残障人士发展局，将在明年推行 

鼓励残障人士注册的运动，并走 

入乡区，普及残障疾病的相关专 

业知识。「我们在国会也呼吁部 

长在各自的选区推行该活动。」

她说，民众对残疾人士的歧 

视时常发生，但大部分人不会前 

往报警。她鼓励民众报警，以让 

当局得知情况并收集数据。

对于政府部门员工至少1 %是 

残疾人士的目标，杨巧双说，妇 

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及国防部 

已经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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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主應出應与苗 
砂公正党大会腰路

吉隆坡17日讯|公正党组织秘书聂纳 

兹米强调，无论公正党砂拉越州主席巴鲁 

比安是否到场，公正党砂拉越州代表大会都会如期召开。

t丨港■叶芯鎇

巴鲁比安（右）宣布取消砂州代表大会，但包括美里区部主 

席张有庆（左）在内的20个区部主席均反对此事，目前代表 

大会的准备工作由各区部负责。

聂纳兹米今曰在接受《东方 

曰报》电话访问时指出，巴鲁比 

安至今都没有回应党如期召开代 

表大会的指示，也不确定后者是 

否会出席该代表大会。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砂州 

代表大会肯定会如期召开，不管 

巴鲁比安是否出席。」

询及在巴鲁比安缺席的状况 

下由谁来承办或准备代表大会相 

关事宜，他表示，砂拉越州还有 

许多区部，如公正党美里区部已 

经在处理代表大会准备事宜。

阿兹敏多次缺席

公正党砂拉越州代表大会定 

在本月23日，在美里铂尔曼酒店 

召开，砂州主席巴鲁比安却在周 

五，以不满署理主席阿兹敏遭打 

压为由，宣布取消这场大会。

岂料，在他宣布取消代表 

大会的消息传出之后，全国公正 

党随即反驳，称州大会将如期召 

开。而砂拉越州31个公正党区部 

中，有20个区部发表联合声明， 

反对取消大会。

巴鲁比安一向被视为阿兹 

敏的支持者，他是基于「幕后黑

手J阻止阿兹敏为大会开幕，而 

宣布取消州大会。

针对公青团秘书阿末苏克里 

称，阿兹敏阿里已多次不出席党 

内会议一事，聂纳兹米直言这已 

经不是一个新闻，不过党内部目 

前没有对阿兹敏采取纪律行动的 

打算。

根据公正党党章第21项16 

条，任何连续3次无故缺席会议的 

中央理事会成员都将被视为已提

出辞呈。

公正党通讯局主任法米接受 

《东方曰报》访问时透露，阿兹 

敏已经有超过一年未出席公正党 

政治局会议，不过他不清楚后者 

是否出席中央理事会会议。

「这（阿兹敏不出席会议） 

很久之前就已经是这样了，很多 

人都知道的。至少在这一年来， 

我曾出席的政治局会议上，都没 

见过阿兹敏身影。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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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文教中心千人素宴圆满

众人主持剪彩仅式后，「诸事吉祥」千人素宴便正式展 

开，左起为郑翠群、李斯仲、黄世豪、吴明兰、陈錦传、 

如行法师、满慧法师、王友泰、苏玉华、陆莉娈、曾伟芳 

及林世明。 -伍信優-

八打灵再也17日讯|为

了筹建位于马来西亚佛光文教 

中心后方的4层楼高文化楼， 

「2019年诸事吉祥」千人素 

宴昨晚顺利举行，现场座无虚 

席，反应热烈。

是场千人素宴'是由马来 

西亚佛光文教中心、国际佛光 

会马来西亚协会大学园第二分 

会、大学园分会、英文护法分 

会、首邦市分会及加里尔分会 

联合举办。

筹委会主席苏玉华致词 

时说，上述千人素宴已成为- 

项常年活动，每年举办一次， 

广结善缘，惟这次比较特别 

的是，千人素宴举办的主要目 

的，除了为资助佛光山文教中 

心各文化、教育和慈善的活动 

外，同时也协助筹建扩充文教 

中心场地。

她说，计划筹建的文化

楼，包括滴水坊、课室及供义 

工和员工居住的住宿，她更以 

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大师说过 

的话，分享给出席者们。

表演节目精彩

「我们筹款是给钱给力， 

平时更要给人信心、给人欢喜、 

给人希望、给人方便，即是法师 

所说的四给；每次真心的给，都 

会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 

内心变得更美满。」

千人素宴总共筵开103 

席，来自中国杭州的鉴云素食 

团队赴大马，义务为迈入第18 

届的「诸事吉祥」千人素宴， 

准备具有杭州风味的美味素食 

菜肴，让出席者大饱口福。

现场亦由白沙罗华小学生 

带来一连串廿四节令鼓、竖琴 

演奏和舞蹈表演，而本地著名

歌手黄一飞与喵喵组合更第3 

度出席，成为表演嘉宾带来3首 

歌曲炒热现场气氛，谈及与姐 

姐还有母亲和佛光山的不解之 

缘，黄美心（小喵）更一度双 

手合十、眼泛泪光。

分享法师善言

此外，八打灵再也市议员 

王友泰表示，去年的千人素宴， 

甘榜东姑州议员林怡威身在美 

国，今年则碰巧怡保有活动，因 

此2次皆由他代表赴宴。希望此 

缘分可延续至明年千人宴，届时 

林怡威定会设法赴宴。

他表示，佛光山文教中心 

筹办的千人素宴，每年都办得 

有声有色，今年更上一层楼， 

加上为了筹资加建文化楼，更 

是意义非凡。而该中心身体力 

行的教育方针，亦令他为之动

容。

「我也在此分享法师所 

言给在座各位，做人要做好 

事、说好话、存好心，即为三 

好。」

其他出席者包括，马华 

八打灵再也北区区会主席陈锦

传、顾问拿督黄世豪、夫人吴 

明兰、佛光山东禅寺副住持满 

慧法师、佛光文教中心副住持 

如行法师、国际佛光会马来西 

亚协会督导长林汶阶伉俪、副 
会长李斯仲、郑翠群、功德主 

曾伟芳、陆莉娈和林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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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各领域专人宣扬社区安全
安邦再也17日讯|为回馈

社会，活跃于社会发展事务的 

丹斯里李霖泰召集社会各领域 

杰出专人，组成社区安全联盟组 

织（IKATAN )，冀望宣扬社区安 

全，降低罪案和意外发生。

李霖泰表示，据他在国家职 

业安全和卫生机构（NI0SH )服务 

长达27年，发现大马公民社区安 

全意识相当的低，而且致命交通 

或工业意外更是一再发生。

他说’安全的社区是相当重 

要的，因为每个人都是社区的一 

员，就需要接受正确的安全意识 

教育，即何为该注意事项，避免 

成为下一个意外受害者。

「当我上个月从国家职业 

安全和卫生机构卸下主席职时， 

我深刻明白，我的使命尚未结 

束，所以我继续与各单位合作、

奉献和教育社会，展开旅程新开
■山 I

乂而！」

他指出，社区安全联盟组织 

作为新组成的非政府组织，主要 

使命包括促进和实践安全意识成 

为一种文化或生活方式、防止生 

命和财产损失。

教育民众免坠骗案

他表示，安全意识的教育主 

要目标对象是学生、妇人、小孩 

及老年人等非专业人士，预防他 

们成为罪案目标，尤其现今社会 

充斥著诈骗，如澳门骗局、迷魂 

党等严重罪案。

「该组织会透过与其他组 

织，例如政府部门、居协、非政 

府组织及社会各阶层合作，以便 

落实一些计划；安全不仅是与警

方携手打击罪案，而是广泛地向 

社会灌输安全意识的重要性。」 

李霖泰今日出席社区安全 

联盟组织推介礼致词时，如是表 

示；房地部长祖莱达为活动开幕 

嘉宾。

她对李霖泰成立该组织赞赏 

有加，表示所有成员皆来自社会 

各领域杰出专人，他们掌握了比 

寻常人更多专业知识，透过组织 

的计划和活动，分享和回馈到社 

区邻里。

「冀望借由组织的努力， 

可有望减少骗案和意外的发生机 

率，当然这也需要社区的配合和 

支持，因为不与社区连接的政策 

或计划是行不通的。」

该组织于去年已成立，随后 

于今年1月份得到了社团注册局 

的批准，是个合法合格的非政府

祖莱达（左）周日出席社区安全联盟组织的推介礼；右为李 

霖泰。

组织。目前的合作伙伴包括南北 

大道有限公司、大马消拯局等。

IKATAN主席为李霖泰、署理 

主席为黄绍文、荣誉秘书莫迪亚、 

荣誉财政拿督冯家财、执行理事会

成员则有陈月麟、聂哈斯比、阿 

布哈山、黄伟顧及巴拉雯娜。

其他推介礼出席者包括南柏 

再也州议员哈尼扎，及安邦再也 

市议会主席拿督阿都哈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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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屋顶是采用 
再循环的包装饮料 
盒压缩制成，可以 

防热防水，符合环 

保概念
2. 环保站设有 

导览区，让人进一 

步了解环保理念3
3. 甘纳巴迪 

劳了解环保站如何 
将回收物品进行分 

类。

S!!

報道►莊舜婷 

攝影►蔡添華

(沙亚南17日讯） 

一个废弃的垃圾场及杂草 

丛生的小森林，在慈济志 

工的努力下，被打造成一 

个整齐美观，没有臭味的 

环保教育站，颠覆环保站 

给人脏乱的印象。

哥打哥文宁慈济环 

保教育站是全马首个驶 

入式（drive-thru )环保 

站。此站可让车辆驶入和 

驾驶人士下车将环保物进 

行分类，让民众学习如何 

分类物品。该环保站今早 

由雪州行政议员兼哥打哥 

文宁州议员甘纳巴迪劳主 

持开幕仪式。

nniNWHSfi

哥打哥文宁慈济环保教育站是全马首个驶入式 
(drive-thru)的环保站，让民众可驾车入内进行分类。

志工清理垃圾雜草

向市廳租用荒廢空地
兹；

定存指出，_在构思环堪站建 

妖时，is采用环fei来 
建造，因此的建筑都是用^ 

眺物。一
他说，当时吉隆坡思士Jalan 

Hang Lekir)刚好要重铺砖路，因此把 

旧的砖块送过来，志工一片片筛选， 

新铺成路面；适逢沙亚南市政厅也 

芷在更换我们也把他们丢弃的 

右灰片面，

“至于屋顶材料则是使用包装饮 

料的包装盒回收后，压缩而成一片片 

的屋瓦，既能防水防热，也能鼓励大 

家不要丢弃包装饮料盒，站内也种植 

很多植物和果园。”

可让幼JLSk、r«_、社.团组.团来参 

观，袖必须先预约;7__」.

刘定存表示，慈3齐在雪隆区有 

270个大小的环保站-及环保点，鱼是= 

其中最大最有规模的一个，也不 

为做环保而让人觉得有异味。他们也 

会邀居民协前来一起在社区活动，让 

社区环保做得更好。

欢迎长者参与环保工作

教育民众自己分类

-济志工刘定存接受 

《大都会》社区报记

甘纳巴迪劳（右二）为哥打哥文宁慈济环保教育站主持 

开幕仪式。左起为陈斯伟及卡玛鲁扎曼，右一为俞自如。

哥打哥文宁慈济环保教育站的特色是民众必须自己进行

者访问时表示，该区的环保站原 

本设立在路旁，但原地点不合适 

而另寻地点，并向沙亚南市政厅 

申请地段。
他指出，该地段有2600平方 

呎，前身是荒废空地，垃圾丢得 

像山•样高，杂草生长像是小森 

林一样，更有蛇出没，当时靠志 

工努力，清理垃圾及杂草，但保 

留大树。

他说，在获得市政厅的批准 

后，他们于2018年8月动土，并 

将民众捐出的竹子作为篱笆，惟 

之后发现市政厅所批准的地点不 

同，是在对面地段，当时也立即停工。

“我们当时也很担心，与沙亚南市议员卡玛鲁 

扎曼商量后，所幸可以保留使用有关地段。该地段 
的土地用途是空地，我们向市政厅以1个月500令吉 

的租金租赁，并感谢市政厅给予很大的协助。”

他表示，该环保站与其他不同的是 

没有摆放再循环置投机，因此往往造成 

人们把家里的“小垃圾桶”，搬来这里 

的“大垃圾桶”，许多不适合回收的物品 

通通在内，志工就要去分类。

“如今，民众把物品带来，志工会 

教育他们自己分类，让他们了解什么是 

垃圾和可回收物品。”

设有导览区可预约参观

刘定存：哥 
打哥文宁慈济环 
保教育站90%建 

筑材料都用回收 

物，重复采用环 
保理念来建造。

哥打哥文宁慈济环保教育站设有导 

览区，所有展示的模型都是由志工手工 

环保制成，让大众深人了解环保概念，

i 他希望住在附近的长者居民，可

[^来到该环保站进行环保，并在舒适的 

$环境认识新朋友，孩子放丁后来接他 

5们回家。

“我们平时打包一份早餐，至少 
I会使用5样的一次性塑料品，而这些 

都将被丢进垃圾桶，继而被送往垃圾 

土埋场，也造成垃圾越来越多。”
他补充，该环保站从6月开始投人服 

务，从开始每月收集的1吨物品，到如今 
-个月多达6至8吨，相信即将来临的年 

杪将会有更多物品。

他也说，若把所有物品都当成垃 

圾，将减少垃圾土埋场的寿命，他们希 

望能尽量延长垃圾场土埋场的寿命，让 

大家都有深人的环保理念。

出席者包括沙亚南市议员、巴巴来 

度及前市议员陈斯伟、慈济基金会雪隆 

分会和气环保干事俞自如

哥打哥文寧慈濟環保教育站
地址 31-1，Jalan Anggerik Vanilla 

31/93, 40460 Kota Kemuning,
_______ Shah Alam, Selangor._________
开放时间星期三至六，早上9时至11时30分 

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曰，

早上8时至11时

联络

—环保站 

内设有小型图书 
馆，让小朋友可 

在该处阅读。

慈济基金会雪隆分会环保组 

(03-6256 3800 )

预约参观网站：https://docs.google.com/ 
forms/d/e/1 FAIpQLSfAsXGU487htlgV9AD_ 
OfBXaLXX3y37-lo-ZBkARIHXuvbL-w/ 
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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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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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J^r
迪撰火火

甲區
含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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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薹保
我站

drive-thru環保站全馬首創

甘
纳巴迪劳指出， 

慈济所做的是人 

道工作，尤其慈济在当年 

于吉兰丹大水灾时捐献款 

项，不分宗教、种族伸出 

援手，令他对该组织留下 

深刻印象。

他表示，当提到再 

循环，就是联想到回收废 

铁，尤其是在武吉哥文宁 

带，但这里所提倡的是 

环保教育，因此他非常支 

持在其选区设立环保站， 

富含教育意义。

“我们必须逐步减少 

使用塑料，-次性塑料品 

对我们来说非常‘危险’，但我们都不 

能否认常因为懒惰携带环保袋出门，而 

付费20仙‘购买’塑料袋。”

他希望该区居民，包括其他地区民 

众，•同参与推动环保，也可举办活动 

让学生及组织来参观。

I空沙
Si&
扎變

子環

之保

剪站 I成 
議功

生轉

亚南市议员卡玛 

鲁扎曼指出，原 

本市政厅批准给慈济的地 

点是在环保教育站对面， 

但因技术上地点出错，反 

而使该环保站在更好的地 

点设立。他表示，该地段 

在地方蓝图中的土地用途 

为空地，之前杂草丛生蛇 

虫出没，如今已成功转 

型，而市政厅只是象征性 

收取租金。

他说，作为环保运动 

的推动者，希望将环保醒 

觉意识传达至下…代，让 

刑他们有舒适的环境；该区 
—*—附近有7所学校，希望也能 

将讯息传达至学校学生。 

他也说，早前在湖边举办拾垃圾 
运动，在不到1小时内就收到45公斤垃 

圾，惊人的数量让他对人们持续乱丢垃 

圾而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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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巧雙：確保每州有2打印機解決殘障卡延誤問題
(八打灵再也17日讯）妇女及家庭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 

说，该部将致力解决残障人士发展局的后勤问题，以确保每个 

州属都有至少两架打印机。

她今日出席在双威大学举行的应用行为研讨会开幕仪式 

后，向记者表示，该部在提倡残障人士向有关当局登记注册残 
障卡时，却收到许多投诉，指每个州属仅有一架打印机，造成 

残障卡的印刷和发放有所延误。

“例如，当马六甲的打印机坏了，当局必须去向其他州 

借，这个延误是很不好的，因为很多孩子都需要尽快获得残障 

卡〇 ”

解决残障人士发展局设备问题
“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今年已发出指示， 

以确保每•个州属都有至少两架打印机，无须到另一个州属 

去。”

“我们一直都在鼓励残障人士登记注册，但我们也必须 

解决残障人士发展局的基本后勤问题。”

明年注重“来登记吧”活动
她表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定义，每•国的总人 

口当中，残障人士占总人口的15%,但我国3200万人口中，仅 

有50万名注册的残障人士a

“我们知道存在着一些偏见，尤其是自闭症，-些家庭 

不愿意去面对，-些家庭则不愿接受评估，但我们都知道早期

杨巧双（左一起）为应用行为研讨会进行开幕后，从 

自闭症少年蔡琢溢手中接过后者的艺术作品，右一起为蔡 

琛溢的妹妹蔡瑜瑱和母亲文芹珍。

的评估对自闭症患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她表示，社会福利局（JKM)和残障人士发展局明年将优 

先注重“来登记吧”（JomDaftar)活动，通过到各个地方， 

尤其是乡区进行访问，以鼓励残障人士向当局登记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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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才順：多次申請交通燈無下文才顺以“守得云开见 

月明”来形容此次的

成果。

他坦言，在担任管委会主 

席的11年来，曾多次循不同的 

管理申请交通灯，但却均石沉 

大海，毫无回应，让他一度以

为无望而深感无颜以对村民。

他解释，由于没有交通灯 

指挥，驾驶者经常斗快抢路， 

但外地人往往因为不熟悉路状 

而长驱直人，驶至马路中央才 

发觉这是个十字路口，所以经

常发生交通事故。

“感谢工程局和协调官以 

本村村民的安危为重，迅速在 

数月内便落实交通灯的装置Ti 

程，让管委会终于对村民有所 

交待。”

安全島路形奇特給人直路錯覺

埠十字路口是往返根 

登、万挠、吉隆坡与轰 

埠的交汇处，交通流量庞大，尤其 

在周末时段往来吉隆坡与万挠两地 
的大型罗里更是川流不息:

街招横幅阻挡驾驶者视线
由于马路中央有个小型三角 

安全岛而路形奇特，无论从何方路 

口直视，均予人那是…条直路的错 

觉。

随着过去20年周边地区的蓬 

勃发展，人口与车辆的数目节节上 

升，繁忙的十字路口既无交通灯又 
无告示牌本就带给村民诸多烦恼， 

而近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种广 

告，街招、佳节横幅等更被各路人 

马集中张挂在安全岛上，使驾驶者

的视线严重受阻，导致车祸频发 

生，让村民出人均担惊受怕。

工程局是于今年5月，在潘佩 

玲的要求下与管委会针对交通安全 

问题举行会谈后，随即着手处理文 

件向政府申请拨款，获批12万令吉 

装置交通灯。

潘佩玲表不，配合交通灯工程 

的进行，安全岛上的街招、电柱， 

包括士拉央市议会所安装的路牌将 

被移除，避免制造视觉上的混淆。
“Ti程局将在交通灯启用之 

后，观察交通流量，如有必要将进 

行下一步的马路提升计划。”

她补充，如装置在十字路口 
的8套交通灯，能如预期般发挥效 

应，则可节省下全面提升道路，包 

括考虑移除安全岛的经费。

轰埠十字路口因路形奇特和复杂，是当地的车祸 轰埠新村十字路口除了街招还有许多电柱阻碍 翁才顺（左起）、李锦莹、何玉宝以及潘佩玲均对村口

黑区。 视线，导致经常发生车祸。 装上交通灯的进展深感欣慰。

(轰埠17日讯）在苦 

等逾20年后，由于马路中 

央出现三角形安全岛，结 

构奇特而频频发生意外的 

轰埠新村十字路口，终获 

鵝唛县工程局拨款12万令 

吉，安装8套交通灯，以 

保障村民的安全。

潘佩玲：

完成一半料今年启用

鹅唛县乡村协调官潘佩 

玲在为村民捎来好消息时表 

示，交通灯的装置工程在进 
行中，根据丁程局的报告， 

目前进度超过50%,预计可 

在今年内亮灯启用，为驾驶 

者和村民提供道路安全保 

障。

她说，在多番催促之 

下，承包商正在快马加鞭建 

造电压箱，并且破开马路浙 

青层埋人电缆，以便在交通 

灯安装完毕后，可以按照时 

间表如期供电。

“工程局已经指示承包 

商向国能公司申请电供，但 

申请核审方面乃胥视该公司 

的效率，我们希望各相关单 

位会以人命为重，尽速给予 

配合与批准：”

潘佩玲是在联同轰埠新 

村管委会主席翁才顺、村委 

李锦莹与何玉宝，巡视新村 

十字路口的交通灯安装工程 

后，这么告诉《大都会》社 

区报记者。

三角安全島頻發生意外

轟埠村路口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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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17日讯）

掌管雪州青年、体育 

及人文发展事务的行 

政议员凯鲁丁指出，

州政府非常关注国内 

运动项n发展，日前 

已发布指示予各地 

方政府，必须在各自 

的管辖区内提升体育 

设施，以让更多人使 

用。

他表示，雪州 

大臣阿米鲁丁早前提 

呈的2020年财政预算 

案中宣布，州政府将 

拨款924万令吉，用 

于发展体育及运动基 

设。
“其中700万令吉将用在体育 

发展，剩下224万令吉用于维修及 

提升体育设施。”

凯鲁丁昨晚出席地方政府运动 
嘉年华闭幕礼时表示，州政府希望 

地方政府能善用这笔拨款，确保提 

升及保养体育设施的丁作，都能有 

效进行监督及管理

他矢言，州政府将致力提升各 

地方政府的体育设施，培养民众做 

运动的习惯，希望栽培更多运动健 

将，带动国民健康的运动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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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荣获全场总冠军 
的沙亚南市政厅选手载 

誉而归，与嘉宾合影。

众嘉宾为地方政 
府运动嘉年华主持闭幕 
仪式。左起为莫哈末亚 

希及凯鲁丁；右三为沙 
亚南副市长莫哈末拉希 

迪。

地方政府運動嘉年華

沙亞南市廳奪總冠軍

t届地方政府运动嘉年华会，由沙亚南 
f市政厅及巴生市议会联办，从本月14 

日起至16日在巴生安达拉斯体育馆举办，比赛 

有藤球、台球、室内足球、排球及兵兵5个体育 

项目6

经过一连3天的激烈赛事，沙亚南市政厅

荣获全场总冠军、第二名是八打灵再也市政 

厅、第一.名为巴生市议会。

赛事项目方面，沙亚南市政厅获得藤球及 

排球最高分、台球最高分为巴生市议会、乒乓 

最高分为瓜登市政厅，亚罗士打市政厅夺得室 

内足球赛最高分ct

出席嘉宾有巴生市议会卸任主席拿督莫哈 

末亚希、秘书艾丽雅、市议员严玉梅、谢秀及 

颜维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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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人索S反應熱烈
佛光文教中心推動文化教育活動

(吉隆坡17日讯）由马来西亚佛光文 

教中心、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协会大学园 

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

佛光文教 
中心举行“诸事 

吉祥”千人素 

宴，嘉宾和公德 

主一起剪彩d左 
起为郑翠群、李 

斯仲、黄世豪夫 

妇、陈錦传、如 

行法师、满慧法 

师、王友泰、陆 

莉娈、曾伟芳及 

林世明。
教中心、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协会大学园 

第二分会、大学园分会、英文护法分会、 

首邦市分会及加里尔分会联办的“2019年 

诸事吉祥”千人素宴昨晚顺利举行，反应 

热烈。

筹委会主席苏玉华致词时说，上述千人素宴 

已成为常年活动，每年办一次，广结善缘，主要 

为推广佛光文教中心各文化、教育和慈善活动。

她感到欣慰，千人素宴获得良好反应，使到 

活动利举办。

陈锦传：长期推动佛教教育工作

马华八打灵再也北区区会主席陈锦传说，佛 

光文教中心长期推动佛教及教育工作，传播真善 

美精神S

他说，佛光山是•个很重视教育的团体， 

并认为教育是最重要的工作，提高知识和社会意 

识，如果没有教育将带来许多社会问题。

王友泰：推广三好精神

杭州鉴云素食团队义务主厨

她也提到，这次素宴美味菜肴是由中国杭州 

鉴云素食团队应邀远地而来，感谢他们为我们义 

务主厨，让大家有因缘品尝杭州风味素食。

苏玉华说，如星云大师所言，集合大家努 

力，把这份成就送给常住，把利益送给大众，为 

自己做一点功德，平时更要给人信心、给人欢

雪州八打灵再也市议员王友泰说，佛光文 

教中心•直推广“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精 

神，落实教育为本，为下一代提供更好的教育机 

会。

°出席嘉宾尚有佛光山东禅寺副住持满慧法 

师、佛光文教中心副住持如行法师、拿督黄世 

豪、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协会副会长李斯仲，郑 

翠群居士及督导长林汶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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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三爪哇培志校友回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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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绒加弄17日讯） 

瓜雪亚飞爪哇培志华小董 

事会及家教协会日前举办培 

志校友回校日之“有盖篮球 

场落成礼及筹募发展基金 
晚宴”，成功筹获逾50万令 

吉，超出预定目标。

培志首办大型盛会
当晚筵开118席，是该校首次最盛大的 

节目盛会，大会还邀请武吉美拉华蒂州议 

员祖薇丽亚主持开幕，地方领袖、社会贤 

达和历任校长也受邀共襄盛举。

大会主席兼董事长王弗谭致欢迎词 

时表示，筹委主席兼家协主席陈沭伶的领 

导，发挥团队精神、大家合作无间及群策 

群力策划与征求，使晚宴成功举行并取得 

超出预期的筹款目标。

他承诺，董事部接下来会积极展开篮 

球场兼礼堂的提升设备计划和工作^

王苐谭则感谢多名董事包括已故前 

任董事长郑春成、已故副董事长潘丁山、 

前任家协主席郑良发、前任董事财政叶鸿 

鑫、董事马锦顺、李亚财、校长李昆辉、 

校长童秀珍、校长沈哲企、校长黄西利、

校长陈葆绿及现任校长黄家全等人的指导 

和落力协助，成功买下现在用来建设篮球 

场的校地。

祖薇丽亚赞赏培志华小董事部和家教 

协会努力为学校的发展尽力，并祝贺有盖 

篮球场在短期内完成建设及开幕，也成功 
筹到逾50万令吉的发展基金。

她也代表雪州政府移交1万令吉捐助发 
展经费的模拟支票，同时宣布拨捐5000令 

吉充该校发展基金Q

黄家全：华教发展有赖华社支持
培志华小校长黄家全表示，中华文化 

与华文教育有赖华社的支持，该校取得快 

速的建设发展，是大家支持的印证。

另外，瓜雪县教育局副局长莫哈默亚 

淡致词，赞扬该校董家教为学校的发展作 

出巨大的贡献，希望培志华小在良好的环 

境下，有更好的表现，教学顺利及取得更 

优异的成绩。

陈沭伶当天也在会上，代表征求组移 

交模拟捐款支票给该校董事部。此外，沙 

沙兰陈志惠儿子兼青年泥塑手T艺术师陈 

振耀报效5件精巧的泥塑小舞狮给大会拍 

卖，标得数千令吉，悉数捐给学校。

祖薇丽亚（右三）代表雪州政府移交拨款模拟支票给培志华小 

董事部。左起为黄家全、陈沭伶及王苐谭；右起为林柄楠及莫哈默 

亚淡。

Page 1 of 1

18 Nov 2019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7
Printed Size: 223.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6,717.00 • Item ID: MY003790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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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隆符氏宗親會週年宴

符传权（左起）、符永光、符敦云、符树波、 
之庆及符永辉带领众人进行切蛋糕及敬酒仪式。

—黄思汉：当收到有争议性及不清晰的讯息， 

必须阅读内容才能正确掌了解资讯。

符金花（右二）捐献10万令吉给雪隆符氏宗亲 

会，作为第三座会所大厦置业基金，左起为符树波、 
符敦云、符之庆及符永辉，右一为符秦宾。

細讀內容暸解正確資訊

黃思漢=勿淪“標題黨”
(吉隆坡17日讯）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劝民 

众在收到讯息时，除了读标题也要读内容，以正 

确了解资讯，勿沦为“标题党”。

也是金銮州议员的他昨晚在雪隆符氏宗亲会 

79周年庆暨青年团34周年及妇女组20周年庆晚宴 

上致词表示，如今网络发达，每天都会从社交媒 

体上收到许多讯息，惟因无法一-阅读讯息，往 

往只读标题而变成标题党。

扭曲原意将挑种族仇恨

“若是经过有心人士特地扭曲原意，就会带 

来很多困扰，而社会上就有这些制造这些问题的 

人，造成种族之间的憎恨。”

他说，他最近也成为“标题党”的受害者， 

即在刚结束的州议会上回答州政府有没有禁止在

公共场合喝酒的口头提问，他的回答直接明了， 

但却有两家马来报章歪曲标题，与他回答的原意 

不同。

他说，此歪曲的标题造成马来社会的敏感 

和紧张，他也立即澄清并要求有关报章把标题更 

正a “从此事件中，可见我们在收到的千百种讯 

息中，发现有争议性及不清晰的讯息时，则必须 

阅读内容才能正确掌相关资讯。”

扮演桥樑上传下达

此外，他也说，宗亲会除了扮演凝聚宗亲的 

力量外，也扮演与政府之间桥樑的角色，把政府 

的讯息传达给大众，政府所推出的新政策，也要 

靠宗亲会和社团组织的协助，才能正确传达有关 

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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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樹波：第三棟會所欠款4.8萬

隆符氏宗亲会会长符 

树波表示，该宗亲会 

在海南籍的18乡团中排名第五， 

位于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 

巴生海南会馆、吉胆海南会馆、 
雪邦海南会馆之后，会员人数虽 

然不多，但凝聚力佳a

他指出，该会于1940年成 

立，目前拥有3栋会所产业，第 

-栋会所于1973年在同善路购 

置，直到1986年举办世界符氏恳 

亲会，同时为会所大厦开幕《 

他说，该会于2008年在旧巴 

生路购置第二栋会所，后来宗亲

会壮大，会员人数增加，因此出 

租第…栋会所，以维持宗亲会的 

开销运作。

他表示，在两 年后，该会 

购买第二栋会所隔壁的单位作为 

第三栋会所，惟目前第三栋会所 

产业仍有欠款，目前尚欠约4万 

8000令吉，该会也以第一栋会所 

出租的人息，逐步缴付欠款，并 

且也接受宗亲的捐款。

来西亚符氏总会会长符 

敦云表示，H前符氏总 

会在东西马各地有8个属会，会员 

人数约3000人，虽然人数不多，但 

团结•致。

他指出，符氏家族历史悠久， 
迄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而符氏以 

“瑯琊堂”或“义阳堂”为堂号， 

因此当晚的主题“爱我义阳堂，延 

续千古情”就显得非常有意义。

“在这两三年来，符氏的组织 

起了巨大的变化及迅速发展，随着 

近年中国经济崛起及提倡‘一带一 

路’的策略，带给海外华裔一个新 

的平台及接轨的良机。”
他说，世界符氏总会于2017年 

正式成立，目前共成立六大直属机 

构，包括世界符氏联谊会、世界符 

氏文化研究会、世界符氏商会、世 

界符氏慈善会、世界符氏族务促进 

会及世界符氏大宗祠理事会。

符金花捐10万置业基金

另-方面，雪隆符氏宗亲会妇 

女组顾问符金花捐献10万令吉给该 

宗亲会，作为第二座会所大厦置业 

基金，并在现场移交模拟支票。

出席者包括马来西亚符氏总会 

永久名誉会长拿督斯里符之庆、雪 

隆符氏宗亲会署理会长符永光、副 
会长兼T.委会主席拿督符永辉、副 

会长符传权及财政符秦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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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書琪：巫伊結盟打強心針

“希盟未來挑戰更大”
(居銮17日讯）行动党 

居銮国会议员黄书琪指出， 

丹绒比艾国席补选的成绩给 

了巫伊结盟…剂强心针，燃 

起不到一届就把政府拖下台 

的希望，而希盟接下来的执 

政挑战肯定会更巨大。

她说，雪州和槟州第一 

次换政府时，从2008到2010 

年，甚至是到第一届任期结 

束前，-直有人无所不用其 

极地要把当时的民联州政府 

拖垮t
她回顾前首相拿督斯里 

纳吉于2009年上台，在还没 

上任之前霹雳州政府就被拖 

下台，上任后接连发生赵明 

福案等意欲把雪州政府拖垮 

的事件，槟州政府也是二不 

五时就面对各种问题与示威 

活动。

黄书琪今日出席居銮国 

会议员办公室与多个单位携 

手推动的赞助贫困学生校服 

活动，针对希盟以巨大的票 

数差距输掉丹绒比艾国席， 

作出评论。

她也指出，巫统与伊党 

发现结盟有市场，这对国家 

来说是很危险的，虽然希盟 

在补选后还是联邦政府，但 

需更步步为营。

“很多人可能担心政 

府不稳，只做半届、•届， 

他们太靠近的话以后会否被 

秋后算账？这是很实际的问 

题，我们不希望这种恐惧的 

情况延续。”

败选不应归咎任何政党

对于补选成绩是给希 

盟、行动党教训的说法，她 

认为败选原因不应归咎任何 

-个政党，就如马来人说是 

行动党的错、华人说是土团 

党的错，但互相责怪并不会 

解决问题。

因此，在恭喜国阵获胜 

的同时，她说希盟政府会不 

分政党痛定思痛。

“现在不是责怪的时 

候，应该找出解决方案:。希 

盟听到了，也了解选民的声 

音，会确切落实改革承诺。 
希盟还有3年的时间执政，希 

望选民给足…届的任期，让 

希盟逐步落实诺言，希盟会
传洋甚古 ”

°她^1°坦承，选举成绩受 

到很多方面的交相影响，而 
国阵马华候选人拿督斯里黄 

日昇在当地的影响力也是无 

可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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