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ltan Selangor zahir kebimbangan
Kes jenayah 

seksual meningkat 
di Selangor

NUR FARHANA ABDUL MANAN

S 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
rafuddin Idris Shah men-
zahirkan rasa bimbang dan 

dukacita dengan masalah jenayah 
seksual yang semakin serius dan 
berleluasa di Selangor dan me-
ngesyorkan hukuman lebih berat 
dikenakan terhadap pelaku.

Berikut adalah kenyataan 
akhbar Sultan Sharafuddin yang 
ditandatangani Setiausaha Sulit 
baginda, Datuk Mohamad Munir 
Bani semalam:

Lanjutan daripada Mesyuarat 
Lembaga Pengampunan Negeri 
Selangor kali ke-80 tahun 2019, 

Kenyataan akhbar oleh Setiausaha Sulit 
Sultan Selangor semalam.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SHAH ALAM 

saya telah dititah oleh Duli Yang 
Maha Mulia Sultan Selangor un-
tuk mengeluarkan kenyataan 
rasmi seperti berikut.

Sultan Selangor selaku Penge-
rusi Lembaga Pengampunan 
Negeri Selangor mendapati bi-
langan kes yang dibawa kepada 
Lembaga Pengampunan Negeri 
Selangor melibatkan kes jenayah 
seksual seperti rogol bawah umur 
dan sumbang mahram adalah 
tinggi.

Sultan Selangor menzahirkan 
rasa kebimbangan baginda terha-
dap peningkatan permasalahan 
jenayah seksual yang semakin 
serius dan berleluasa dalam ma-
syarakat. 

Baginda amat risau dan ber-
dukacita dengan perkembangan 
kes sedemikian kerana ia akan 
mendatangkan implikasi yang 
negatif dan mampu meruntuh-
kan institusi keluarga serta moral 
masyarakat di Selangor. 

Jenayah seksual yang semakin 
kritikal itu menyebabkan keseng-

saraan kepada mangsa yang ter-
libat yang sepatutnya dilindungi 
oleh pelaku. 

Jenayah itu perlu dibanteras 
tanpa kompromi kerana ia boleh 
menyebabkan suasana tidak har-
moni dalam kalangan masyara-
kat dan mewujudkan kebim-
bangan serta prasangka buruk 
terhadap keluarga yang terlibat.

Sultan Selangor memberi 

peringatan supaya semua rakyat 
supaya  hendaklah menjauhkan 
diri daripada terlibat dengan je-
nayah seksual dan hendaklah 
memelihara maruah ahli keluar-

ga dengan baik serta 
memupuk sikap 
menghormati go-
longan wanita dan 
kanak-kanak.

Semua pihak di-
saran agar dapat me-
ningkatkan usaha 
untuk membendung 
jenayah seksual me-
lalui pendidikan, pe-
nguatkuasaan un-
dang-undang dan 
menekankan nilai-
nilai agama.

Mengikut ajaran 
agama Islam, mereka 
yang terlibat dalam 
melakukan jenayah 
seksual itu adalah 
berdosa besar. 

Oleh itu, baginda   
mengesyorkan supa-

ya hukuman lebih berat dikena-
kan terhadap pelaku jenayah 
seksual untuk memberi peringa-
tan kepada masyarakat supaya 
menjauhi perbuatan keji i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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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hd Aqmal (kanan) menyerahkan sumbangan kepada seorang 
penerima zakat LZS pada Program Ziarah Agensi Lembaga Zakat 
Selangor bersama TNB Cawangan Cheras semalam.

HULU LANGAT - Sera-
mai 65,000 golongan asnaf, 
fakir dan miskin dibantu 
Lembaga Zakat Selangor 
(LZS) sepanjang tahun ini.

Ketua Operasi Agihan 
Hulu Langat LZS, Mohd 
Aqmal Jais berkata, daripada 
jumlah itu seramai 9,197 
penerima adalah dari Hulu 
Langat.

Menurutnya, jumlah itu 
dijangka akan meningkat 
dari semasa ke semasa ber-
gantung kepada aduan dan 
kerjasama Skuad Jejak Ke-
miskinan yang diwujudkan 
di setiap daerah, Penolong 
Amil Kariah, pemimpin se-
tempat serta masyarakat 
kepada LZS.

“Sehingga kini kita me-
nerima kerjasama yang amat 
baik daripada mereka dan 
sejurus aduan diterima, LZS 
komited turun padang bagi 
membantu golongan ini.

“Sumbangan ini juga 
antara usaha LZS memasti-

LZS bantu 65,000 asnaf, fakir miskin tahun ini

kan golongan terbabit tidak 
tercicir,” katanya pada Pro-
gram Ziarah Agensi Lemba-
ga Zakat Selangor bersama 
Tenaga Nasional Berhad 
(TNB) Cawangan Cheras di 
Hulu Langat di sini sema-
lam.

Menerusi progam ber-
kenaan, LZS bersama TNB 

menziarahi 10 rumah asnaf 
di sekitar daerah berkenaan 
dan turut menyampaikan 
sumbangan.

Mohd Aqmal berkata, 
aktiviti rutin yang bersifat 
turun padang itu bertujuan 
menyelami kelangsungan 
hidup asnaf selain melihat 
keperluan mere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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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ming UNCERTAINTY 
The future of Kampung Baru and the Malay Agricultural Settlement that was formed as an 
autonomous body to oversee its infrastructural development, is still up in the air as various 
quarters await the outcome of Federal Territories Ministry's latest offer to landowner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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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ving into Kg Barn's roots 
Jurisdictional overlap between MAS and DBKL unresolved until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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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pung Baru's potential is set to be unlocked. - Photos: FARID WAHAB and NORAFIFI EHSAN/The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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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PIMPINAN MELALUI TELADAN 

MAS' off ice at 
the Kampung 
Baru multi-
purpose hall on 
Jalan Haji 
Hashim. 

By FARID WAHAB and 
VIJENTHI NAIR 
faridwahab@thestar.com.my 

A GROUP of children were playing 
gleefully at a small badminton 
court next to a community hall in 
Kampung Baru as dusk 
approached. 

The signboard nearby read 
"Dewan Orang Ramai MAS Sungai 
Baru" indicating the hall's name. 

The word "MAS" refers to the 
"Malay Agricultural Settlement" - a 
body set up to oversee infrastruc-
tural development of Kampung 
Baru, a Malay enclave in Kuala 
Lumpur. 

Although MAS still exists, many 
are questioning its relevance and 
role, especially as plans to redevel-
op Kampung Baru gains momen-
tum. 

Specific purpose 
Kampung Baru was opened in 

the years preceding 1900 for the 
Malays to cultivate padi in the 
then Federated Malay States 
(FMS). FMS comprised Selangor, 
Negri Sembilan, Perak and 
Pahang. 

The land was allocated by the 
fifth Sultan of Selangor, Sultan 
Alauddin Sulaiman Shah Raja 
Muda Musa. 

MAS honorary secretary 
Shamsuri Suradi said FMS repur-
posed the area into a residential 
settlement after agricultural activi-
ties failed. 

A report by then Selangor gov-
ernment acting secretary DG 
Campbell dated April 13,1901, 
obtained from the National 
Archives, revealed the reasons 
why a Malay-exclusive settlement 
was needed. 

"A previous scheme to provide 
the Malays with technical educa-
tion met many difficulties. 

"Under the three-year scheme, 
they became assistants to trained 
mechanics in local factories and 
workshops." 

The report explained that the 
group was not keen to live among 
the other races who did not prac-
tise the same customs. 

"Skilled Malays from Negri 
Sembilan and Perak were also 
brought in to teach at local 
schools," the report stated. 

It further noted that the Malays 
preferred living in the outskirts of 
Kuala Lumpur because of the high 
price of land and houses in town. 

The granting of settlement to 
the pioneers was subject to them 
meeting several conditions includ-
ing eligibility for only married 
couples and making it compulsory 
that their children attend school. 

Formation of MAS 
When Kampung Baru opened 

for settlement, MAS was formed 
and tasked with its administration. 

A management board which 
members were nominated by the 
Selangor British Resident was put 
in charge. 

"MAS was formed as an autono-
mous body under the Land Code 
Enactment 1896, which is still valid 
to this day. 

"It had the power to grant per-
mission to married Malay couples 
to settle in Kampung Baru," said 
Shamsuri. 

He elaborated on the criteria 
used to define a Malay. 

"The person must originate from 
one of the Malay archipelagos, 

National Archives records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 settlers 
who applied for loans from MAS to 
build houses. 

The Kampung Baru sett lement 
register which is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old. 

He said that any proposal to 
erect a new building in the settle-
ment also required approval from 
MAS. 

"If the settlers built and rented 
out their units, MAS was entitled to 
7% of the rent," he said. 

Land ownership 
MAS maintained ownership over 

the land until 1968 when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undertook 
the first redevelopment. 

Shamsuri said the state govern-
ment began issuing "qualified 
titles" to settlers in Kampung Baru. 

"The settlers were given a grant 
for the land and ownership was 
transferred from MAS to individual 
qualified title holders. 

"Settlers could use their land 
elsewhere as a collateral to borrow 
money from Selangor Stat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PKNS), 
after which they were given 
RM20,000 to build a house. 

"If you see two-storey houses in 
Kampung Baru, those were built 
during that time," he said. 

Shamsuri said there were cur-
rently 32 plots for which owners 
could not be traced. The land is still 
registered under MAS. 

"This was because the settlers 
did not claim their titles," he said. 

> SEE PAGE 4 

Shamsuri says Kampung Baru is 
under two jurisdictions, DBKL and 
MAS. 

embrace Islam as their religion 
and practise Malay customs and 
traditions," he said, adding that 
records were kept in the settle-
ment register. 

"When a settler died, the family 
must report the matter to MAS. It 
would then arrange for the land 
transfer using the Islamic law of 
faraid," Shamsuri explained. 

"Under faraid, male heirs receive 
two thirds of the inheritance and 
female heirs, one th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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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evelopment issues still need to be ironed out' 
be offered RM850 per sq ft for their land, and 
an additional RM150 per sq ft in the form of 
shares. 

Khalid described this as the government's 
"final and best offer" to acquire Kampung 
Baru land, adding that landowners who opt 
to buy a unit in the new development project 
would also get 15% discount. 

"The shares will be in a special purpose 
vehicle (SPV) for the development project to 
be set up in the future. 

"This means landowners will continue to 
have rights over the land that is developed, 
and will get returns from the development," 
said Khalid in a news report. 

The gross development value of the fin-
ished project is estimated to be about 
RM30bil. 

Shamsuri described the latest redevelop-
ment plan as a "tall order", saying various 
issues needed to be ironed out such as the 
small size of individual plots and multiple 
ownership. 

He cited the example of a lot with 62 own-
ers. 

"PKB held a census from Nov 1 to 21 last 
year to gather input from landowners. 
However, early this year we heard of the 
recent plan where landowners would have to 
sell their land," he said. 

On Oct 22, StarMetro reported on Pewaris' 
alternative redevelopment proposal, which 
involved issuance of a bond by the govern-
ment with Pewaris being in charge. 

However, Shamsuri cautioned against such 
a plan because as an association, Pewaris has 
no locus standi or proven experience to 
undertake such a development. 

In an earlier report, Khalid said he was 
hopeful Kampung Baru landowners would 
agree to the latest offer. 

"Kampung Baru was created to ensure the 
Malays were not displaced from the capital 
and would have an enclave which is protect-
ed. 

"Being protected does not mean that it 
should not be developed. 

"They should not look upon it as their per-
sonal properties because that was not the 
reason why it was given to them, but with 
the intention of developing it so that they can 
profit from it," added Khalid. 

> FROM PAGE 2 

Jurisdictional issues 
On Feb 1,1974, when the Federal Territory 

of Kuala Lumpur was formed, Kampung 
Baru came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Kuala 
Lumpur City Hall (DBKL). 

"In Kuala Lumpur, to build any structure 
one must get approval from DBKL. This 
meant landowners were now under two 
jurisdictions, DBKL and MAS," said 
Shamsuri. 

He said this caused jurisdictional overlap 
between MAS and DBKL which has 
remained unresolved to this day. 

Pertubuhan Pemilik Tanah dan Waris 
Kampong Bharu (Pewaris) secretary 
Zainudin Ismail said that with DBKL in the 
picture, it seemingly removed MAS' adminis-
trative power. 

"Many from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n 
Kampung Baru know little of MAS and its 
history. 

"However, this does not mean MAS is 
obsolete, as the enactment upon which it was 
founded is still valid. 

"Efforts must be taken to restore MAS as 
an autonomous body in Kampung Baru," 
said Zainudin. 

Pewaris lawyer Shahrom Mohd Haron 
concurred but opined that MAS needed a 
revamp. 

"The Kuala Lumpur mayor is actually the 
head of MAS but he only sends a representa-
tive to meetings. Thus, he does not have a 
clear picture of the decisions made by MAS," 
he said. 

Shahrom noted that the mayor also had a 
representative in the Kampong Bharu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PKB). 

"MAS should do more to locate the owners 
or heirs of the 32 plots that are still regis-
tered under it," he added. 

Shamsuri said there were attempts to dis-
solve MAS following the formation of PKB in 
2011. 

"However, following strong objections 
from MAS and landowners, the government 
scrapped the decision. 

"MAS is the last nexus between the 
Selangor Palace and Kampung Baru, unlike 

Wooden houses in Kampung Baru hark back to a time before Kuala Lumpur became 
a bustling metropolis. 

PKB," said Shamsuri. 
Zainudin, however, had a different view. 
"Within PKB board of directors, there is 

one representative from the Selangor Palace. 
This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Kampong 
Bharu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Act 2011 
(Act 733). 

"This means a link between the palace and 
Kampung Baru exists," he said. 

At present, MAS' management board com-
prises the various village chiefs in Kampung 
Baru who in turn choose their advisers and 
secretaries. 

A source in the Federal Territories 
Ministry said Minister Khalid Abdul Samad 
would be meeting Selangor Rule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to discuss the rele-
vance and role of MAS, given the current cir-
cumstances. 

"MAS was established under an Act. 

However, many Acts have superseded it, 
including one which put Kampung Baru 
under DBKL's jurisdiction after the formation 
of the Federal Territory of Kuala Lumpur. 

'The Attorney General's Chambers has 
given its views on the matter. 

"So, Selangor needs to make a decision as 
the matter comes under the state's jurisdic-
tion," said the source. 

Redevelopment attempts 
There have been many attempts to rede-

velop Kampung Baru, 
which is considered a goldmine because of its 
location right smack in the centre of Kuala 
Lumpur. 

On Oct 25, Khalid improved on the govern-
ment's last offer. 

He said Kampung Baru landowners w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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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The Sultan of 
Selangor has expressed his concern 
over the growing number of sexual 
crime cases in the state.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s 
private secretary, Datuk Mohamad 
Munir Bani, said the concern was 
raised following the high number of 
cases brought to the Selangor 
Pardons Board involving sexual 
crime such as rape and incest. 

"As the chairman of the Selangor 
Pardons Board, His Majesty is very 

concerned over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cases as it will have negative 
implications and can undermine 
the family institution and moral 
values among the people of 
Selangor. 

"His Majesty described it as criti-
cal and said it will cause suffering to 
the victim who should be protected 
by the perpetrator. Such crimes 
should be eradicated without com-
promise as they can affect harmony 
among society and create anxiety 

and prejudice against the families 
involved," he said in a statement 
yesterday. 

Mohamad Munir said the Sultan 
also reminded the people to pre-
serve the dignity of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promote respect 
towards women and children. 

Mohamad Munir said Sultan 
Sharafuddin also called on all par-
ties to increase their efforts to curb 
sexual crime through education, 
law enforcement and the emphasis-

ing of religious values.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s of 

Islam, those involved in sexual 
crime are committing a big sin, so 
His Majesty recommended that 
more severe penalties be imposed 
on sex offenders to warn the public 
to stay away from the despicable act. 

"It is the wish and hope of the 
Sultan of Selangor for the people to 
live in peace and free from the 
threat of sexual crime in the state," 
he said. — Bernama 

S'gor Ruler concerned over rise in sex crime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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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绒比艾补选成绩给了希盟政府当头棒喝， 
选民直接用选票反映心中不满，对此，養 

州政府和人民代议士也必须引以为戒，否则选 
民也有本事让雪州改朝换代！

自2008年改朝换代後，雪州一直都是希盟独 
领风骚的州属，在上届大选，希盟更橫扫了 51 
个州选区，成绩可说非常亮眼，但在雪州的4 

场补选中，其中一场州议席已重新落入国阵手 
上，不啻是雪州选民表达不满的讯息。

雪州政府若要保住人民对他们的信心，就必 
须拟订出更多惠民的政策，让人民继续信任雪 
州政府的领导。

雪州近年发生的无数大小风波其实也已渐渐引起人民不 
满，只是大家没有强烈的将不满表达出来，但雪州政府不 
能轻视这种不满，否则当不满的心声不断累积，未来足以 
影响奮州希盟的政权。

当然，YB们的表现也重要，因为他们都是人民与政府之 
间沟通的重要桥梁，如果YB们无法将人民的心声传达给政 
府，而政府的政策也无法有效的表达给人民，试问YB你是 

在做什麽呢？
现在的选民可是非常精明智慧，希望雪州政府和YB们可 

V 珍惜和把握机会，让选民心甘情愿继续支持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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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受委执委忽视。

^巴鲁比安i是k共工程部长，他向来被视为属于 

阿兹敏阿里派系。

巴鲁比安说，他拒绝肮脏政治、“甜蜜的交 

易”、甚至有人想罢免他的州主席职。

出席记者会的领袖表明，他们代表砂州各区部超 
过2万名党员。

“我们对一些中央国家领袖感到失望，这些领袖 

人污辱了我们君子协议，即砂拉越和沙巴的公正党 

拥有所有州内事务的自主”将在所有国家事务 

中享有自治权。
以巴鲁比安为首的8名砂州公正党领袖上周五 

(15日）发文告恫言，取消将在美里举行的公正党 

砂州代表大会，除非公正党最高领袖恢复民主原 

则，聆听党员的心声，避免政党危机。

不过，公正党实兰沟区部主席约书亚贾本昨曰 
说，砂州公正党总数31个区部主席当中，已有18人

I M / I

(吉隆坡2〇日讯）人民公正党内 

斗延烧砂拉越再升级！

公正党砂州主席巴鲁比安今曰率 
领32名砂州公正党领袖，从古晋飞 

抵吉隆坡召开记者会，呼吁党主席 
拿督斯里安华勿“操纵”砂州领袖 

和党员，归还砂州公正党的自主 
丰又。

他们呼吁安华不要“操纵”砂州 

领袖，以挽救该党。

“我们想澄清的是，我们的集体声明绝不是要构 

成威胁。我们对最近发生了有违公正党的正义与民 

主原则的事件感到沮丧和不安。”

他说，公青团代表大会取消邀请署理主席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主持开幕，已违反该党的传统；且他 
也提醒，在公青团25名票选领袖中，就有21人反对 

取消邀请阿兹敏阿里。

然而，他说，公青团票选执委的反对声，却被那签署法定宣誓书，要求巴鲁比安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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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報導•徐健華 打種族牌令同僚起離意

(吉隆坡2〇日讯）基于早前 
倾向支持公正党署理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的数名该党国会议 
员，不满阿兹敏阿里逐渐开始 
打“种族”牌后，已转态支持 
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这迫使 
阿兹敏前晚“夜会”逾20名巫 

统国会议员，商讨“保马”行 
动，巩固本身部长职。

据悉，这些巫统国会议员原 
本是要直接与首相敦马哈迪医 
生会面，但马哈迪因公务繁忙 
无暇接见，而指示阿兹敏阿里 
为“中间人”与这些巫统国会 
议员会面，以聆听他们的选区
右fh夕雷术

“尽^阿°兹敏阿里只是经济 
事务部长，但其职权甚大，因

部署保馬阿茲敏鞏官職
此马哈迪已要求阿兹敏处理和 
负责朝野国会议员选区的拨款 
事务；刚好选区拨款是由阿兹 
敏管辖的执行协调单位（ICU) 

负责。”

土團黨出現分歧

消息告诉《中国报》，部分 
巫统国会议员失去执政权后， 
已缺乏金钱运作，需要政府的 
金钱支援；而阿兹敏希望他们 
给予“回报”，即支持马哈迪 
任相至届满。

不过，消息说，出席会面的

22名巫统国会议员，当中只有 
17名巫统国会议员即场回覆， 

会支持马哈迪任相至届满；另 
外5人只说会稍后给予答案。

此外，消息说，土团党自柔 
州大臣人选风波后出现内哄， 
经历丹绒比艾补选失利后，党 
内派系斗争已正式浮上台面； 
包括党出现分歧支持党总裁丹 
斯里慕尤丁和马哈迪的派系。

“由于土团党东渡沙巴后， 
也引起当地政党民兴党不满， 
因此担忧^旦出现‘投首相不 
信任’动议，可获得在野党议 
员支持。”

拋銀彈拉攏挺馬哈迪

p管数名赴会的巫统和公正党 
的国会议员指称，他们只是 

闲话家常，唯他们在会议上，阿 
兹敏都有询问，若有人动议投首 
相不信任的立场。

巫统消息说，这些国会议员也 
在会面上，像阿兹敏表达本身选 
区缺乏金钱的立场，因此希望政 
府能给予援助。

“阿兹敏也没有马上给予肯定 
的答复，仅是告知在部长级别上 
(会议）考量和讨论他们提出的 

要求。，’
不°过，巫统消息指称，出席有 

关会面的国会议员，也并非要跳 
槽至土团党，也对组织“后门政 
府”不感兴趣，仅是为了支持马 
哈迪任相至届满。

巫統跳槽議員挺安華

g管土团党目前有26名国会议 

^员，唯早前从巫统跳槽至该 
党的国会议员，基本上都是支持安 
华，因此需要在野党国会议员的 

“支援”。
“这些原本要加入公正党的前巫 

统国会议员，被指原因不详下一一 
遭公正党拒绝。他们唯有转跳槽至 
土团党。”

消息说，马哈迪与慕尤丁在柔州 
更换达成风波后，两人的关系已渐 
行渐远，以致党内进一步分裂，因 
此马哈迪无法100。。获得土团党国会 
议员支持。

消息认为，若要让马哈迪任相届 
满，单靠土团党或其他希盟盟党并 
不足够，而需要在野党的额外协 
肋。

怕尽

g
華

理

宮 

成 

功 

官 

位 

不

管阿兹敏阿里在公正 
党势力看似坐大， 

但也有部分议员开始“跑 
票”，以致阿兹敏担心安 
华成功“逼宫”后，而失 
去部长职。

他希望藉由“保马”行 
动之余，也要保住本身部 
长职。

“阿兹敏开始担忧在党 
内的地位，因此积极拜访 
公正党国会议员，确保马 
哈迪任相届满，以及保住 
本身部长职。

“阿兹敏阿里开始走种 
族主义路线，因此部分早 
前支持他的党国会议员 
和党员也感到不满，因 
公正党是走多元路线的政 
党。，，

k息说，担优安华任相 
后，其权力削减不少，因 
此更需要积极的走动，以 
便能一石二鸟，除确保 

“保马”外，也能巩固本 
身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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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达祖丁上载照片，并暗示希山慕丁（左5)等巫统国会议员参与“保马”行动，而引起揣测；左起 

为南利莫哈末诺、嘉拉鲁丁、阿莎丽娜、依斯迈、沙希淡、依斯迈阿都慕达立、阿末纳茲兰、阿都拉 
曼、莫哈末沙哈、阿末韩查和莫哈末沙林。

(吉隆坡2〇日讯）巫 
统瓜拉吉挠区国会议员 
拿督斯里依斯迈与巴西 
沙叻区国会议员拿督斯 
里达袓丁，今日在国会 
走廊对骂，导火线竟然 
是一张照片？！

据了解，达袓丁早前 
在社交媒体上载一张大 
合照，并指参与“保 
马”行动的中间人，即 
是森布隆国会议员拿督 
斯里希山慕丁，而该合 
照也刚巧与经济事务部

曝露傾向支持“保馬”

因-張照片掀罵戰
长拿督斯里阿兹敏会面 
同一天。

这也意味，有关照片 
曝露了依斯迈倾向支持 

“保马”行动的立场。
照片中的12人，与早 

前在网络流传与阿兹敏

阿里会晤的名单吻合， 
因此引起不少人揣测。

除了依斯迈和希山慕 
丁，照片的其他巫统国 
会议员，还有金马仑高 
原区国会议员南利莫哈 
末诺、日叻务区国会议

员拿督嘉拉鲁丁、边佳 
兰国会议员拿督斯里阿 
莎丽娜、亚娄国会议员 
拿督斯里沙希淡、仁保 
区国会议员拿督莫哈末 
沙林、而连突区国会议 
员拿督阿末纳茲兰、马 

兰区国会议员拿督斯里 
依斯迈阿都慕达立、立 
卑区国会议员拿督阿都 
拉曼、巴耶勿刹区国会 
议员莫哈末沙哈和野新 
国会议员拿督斯里阿末 
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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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沒見面了”

拉菲克Ml會阿茲敏
(马六甲 

20日讯）土 

团党甲丨行 

■莫哈末拉菲克政议员拿督
莫哈末拉菲 

克强调，他不曾私下会见公正 

党署理主席兼经济事务部长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对会面一 

事不知情，也不曾受邀出席任 

何会面活动。

他说，本身已半年至1年不曾 

见过阿兹敏，他一直都在马六 

甲，也不知道阿兹敏的官邸， 

更不可能私下会见对方。

“不曾涉及任何会面，也不 

知道，也不曾受邀与他（阿兹 

敏）见面。至于为何会谣传我

曾见过他，我真的不知情。”

莫哈末拉菲克今早在甲州议 

会走廊，接受记者询问时如此 

回应。

询及明日会否对甲州首长阿 

德里投不信任票，他回应说， 

本身不知情，也未涉及在内。

他强调，他与其他希盟领袖 

都没有这个目的，也不可能这 

么做。

要民行對付張美麗

另外，莫哈末拉菲克针对行 

动党甲州副财政张美丽，在面 

子书发表帖文，指要首相敦马 

哈迪退位一事，要行动党采取

行动对付。

他说，张美丽身为希盟成员 

党一员，不应做出这种事。土 

团党对此事非常不开心，任何 

成员党只要逼马哈迪退位，或 

者发表诋毁及贬低马哈迪的言 

论，土团党都会还击。

莫哈末拉菲克指出，马哈迪 

在大选协助希盟赢下中央政府 

政权时，当时年龄并未被提出 

讨论。如今当上首相后，年龄 

就被作为考量。如果没有马哈 

迪，希盟也不可能执政，大家 

不应忘恩负义。

他也促请甲州行动党及党中 

央，对张美丽采取严厉行动。

張美麗言論非民行立場
动党甲州主席拿督郑国球指出，该党 

1刁甲州副财政张美丽在面子书发贴，促 

请首相敦马哈迪退位后，同一天受到劝告 

后撤贴。

他不讳言，丹绒比艾国席补选后，许多 

人都有不同的感受，张美丽发布的贴属于 

个人感受，不是行动党的立场。

郑国球也是甲州行政议 

员，他说，行动党的立场鲜 

明，即支持马哈迪作为首 

相，也支持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担任 
第8任首相。

“对于交棒日期，就交由希盟领袖们的 

决定。”

郑国球相信希盟领袖，将作出最好的安 

排。

甲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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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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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5700工作機會

ECERi^m/im
(吉隆坡2〇日訊）东海岸经济特 

区（ECER)迄今已获得涵盖36个项 

目的70亿令吉投资，预计将创造超 

过5700个新工作机会。

东海岸经济特区发展理事会发文告指 
出，该会在吸引投资方面一直保持良好进 
展，并放眼于2025年达致TOO亿令吉累积 

投资目标。

文告补充，70亿令吉的投资中，有43亿 

令吉在现有的工业园区中落实，尤其集中 
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中。

外國直接投資佔73%

文告还说，外国直接投资占了此次投资 
总额的73%，其中以制造业为主导占397。， 
其次为旅游业和农业，分别占了 25°。。

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今早主持东海岸经济

特区发展理事会会议，出席者包括副首相 
拿督斯里旺阿兹莎、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财政部长林冠英，及东海 
岸4名州务大臣。

阿兹敏阿里随后也在其推特分享数张会 
议照片。

他披露，有关理事会已在吉兰丹、登嘉 
楼、彭亨和柔佛州，成功落实了数项以人 
为本且极具影响力的项目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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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瑞林：打響家鄕知名度
(巴生20日讯）适耕庄 

区州议员黃瑞林鼓励当地 

年轻人勇敢“闯出去、带 

回来”，即努力把家乡事 

业扩展至外地，除了开拓 

商机，也藉此进一步打响 

家乡知名度，协助把更多 

游客带来适耕庄！

他说，成功没有捷径、学历 
也不是绊脚石，只要锁定目 
标、有梦想、不放弃，勇敢的 
勇往直前，就一定会获得成 
功。

“虽然现在行情确实欠佳， 
但是只要保持好心情、正能 
量，就一定会实现梦想。”

他说，他这几年来，积极发 
展适耕庄旅游业，若是大家可 
以把家乡的生意敢敢扩大，不 
只是可以闯出去，还可以协肋

打开家乡的知名度，让适耕庄 
的旅游业更上一层楼。

黄瑞林也是雪州议长，他周 
二晚（I9日）为好想吃海鲜大 

酒楼重建落成开幕典礼暨庆祝 
19周年纪念晚宴i持开幕时指 

出，只要肯努力，在艰难的环 
境中，也一样可以达到目标。

協助旅遊業發展

他以好想吃饮食集团3名年轻 

执行董事为例，尽管近年来行 
情欠佳，但是3人却勇往直前， 
如今已经在全国各地开设5间酒 

楼。
1 °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他们凭著冲劲，取得成功。”

他还说，目前有6、7家来自 

适耕庄的饮食业者成功走出适 
耕庄，他希望大家继续把这种 
家乡精神发扬光大，协助旅游 
业发展。

■媒体代表也受邀出席晚宴；左起为郭富广、徐永兴、徐怡 

忠、黄瑞林、徐永发、关金芝及李美玲。

■徐怡忠（左起）、徐永发、黄瑞林、谢美瑛及徐永兴接领 

醒獅的福盘，意喻生意越来越兴旺。

徐永發：適耕莊充滿人情味
g想吃饮食集团执行董事徐 
5CT永发指出，适耕庄充满人 
情味，成就了他的事业，他从 
2000年开始成立该饮食集团， 

并取名“好想吃”，是因为用 
心做食物，要让顾客吃了还想 
再吃。

“我们从2 015年开始走出 
去，这5来，一共开了 4间分 

行，包括最新的一间开在彭亨 
仲丨。’，

i也感谢所有顾客们，这些年

来的大力支持，使其业务蒸蒸 
日上。

其他出席者还有好想吃饮食 
集团执行董事徐永兴、徐怡 
忠、嘉宾郑金德、谢家护、拿 
督黄进财、拿督斯里高靖添、 
拿督王鸿财、拿督王鸿兴、卢 
金峰、余金强、谢美瑛、中国 
报雪州滨海区经理关金芝、星 
洲曰报中马区副总经理郭富广 
及中马区业务经理李美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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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他J贝盖丢和宗教价值观等，f 一.…

S，StSi '和f 莫哈末慕尼说，$
憾，因为此类案件将W来负面影响，并，丨生丨曼案的犯1罪_1是_
且损坏家庭结构和社会道德。 议重加重对此罪案白

雪蘇丹擔憂破壞社會道德

性镘案趙増
(莎阿南2〇日讯）雪州苏丹沙拉 

夫丁殿下对性侵案罪案日愈增加， 

及构成社会问题情况深表担扰和遗 

憾，殿下建议加强刑罚对付涉案 

者。

雪州苏丹殿下的机要秘书拿督莫哈末慕 

尼在发布文时说，提呈到雪兰莪州赦免 
委员会(Lembaga Pengampunan Xegeri 

Selangor)的涉及性犯罪类相当高，尤其 

是强奸未成年者及乱伦等罪案，已引起雪 

州苏丹殿下担忧。_ _

他指出，受害者原本应该要受到犯罪者 

保护，但随著此类罪案的増加，也造成更 

多受害者将面对折磨。此类罪案应受到更 

严厉的行动，因为它的发生将对社会造成 

不和谐的气氛，也让涉及的家庭面对偏激 

的成见。

保持家庭尊嚴

他说，雪州苏丹殿下也劝告雪州子民远 

离性侵案，保持家庭的尊严，及尊重女性 

和儿童。
“殿下也呼吁各界通过教育、法律执法

!制性犯菲发生。

財居伊斯兰教义，涉及 

目当大的罪孽，殿下建 

勺犯罪者的刑罚，藉此

警告公众远离此罪案。

“殿下希望雪州人民们生活在和平 

的生活中，并且远离和免受性侵案威 

胁。”

■
雪
州
苏
丹
沙
拉
夫
丁
殿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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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敏缺席公1^1
法米：黨仍等待解釋

(吉隆坡20日讯）公正党政治局原定今日聆听 

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解释夜会国阵议 
员一事，惟後者没有现身，对此该党宣传主任法 
米回应，党会持续保持开放态度等待阿兹敏的解 
释。

他补充，公正党没有为阿兹敏II体设定一个时 
间表。

询及雪州前大臣丹斯里卡立当年缺席党纪委会 
传召被开除出党，法米仅指每个案例都会有不同 
情况。

他说，党目前没有向阿兹敏发出书面解释要 
求，也愿意当面聆听後者解释。

他也否认阿兹敏长期缺席会议是党不团结现 
象。

针对阿兹敏今日缺席会议的原因，法米说阿兹 
敏可能有重要活动出席，建议记者可亲自向当事 
人讨说法。

询及会议是否有讨论阿兹敏会见公正党议员 
一事，法米还是给予相同答案，即不可轻信传 
闻，一切要让当事人解释才能确定。

討論讓砂大會照跑

另一方面，针对砂州公正党展延大会一事，法 
米说会议有讨论让大会照跑一事，而党组织秘 
书兼州大会主任聂纳兹米会在这一两日发文告回 
应。

另外，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会议後，直接 
离开国会大厦，拒绝回应媒体提问。

根据观察，出席者包括顾问拿督斯里旺阿兹 
沙、赛胡申阿里、总秘书拿督斯里赛夫丁纳苏迪 
安、副主席赛维尔、蔡添强、郑立慷、组织秘书 
聂纳兹米、宣传主任法米及公青团长阿克马。

而被指属阿兹敏派系的党副主席袓莱达、妇女 
组主席哈妮查及砂州主席巴鲁比安皆缺席会议。

■安华出席会议后直接离开，没有接受媒体访问。

沒討論内閻重組首相職

法
米指出，该党并没有 
讨论内阁重组，及有 

关首相敦马哈迪指“首相职 
不宜半途易人”的事件，惟 
相信希盟领导层会在周六 
(23曰）的最高中央理事会 

会议讨论。
“没有讨论（重组），这 

是很新的东西，相信希盟领 
导层开会会有更多信息。” 

询及有过百名国会议员联 
署倒马哈迪一事，法米对此 
予以否认，指本身并无签署

任何倒首相动议，并劝请各 
界警惕任何来自社@媒体， 
尤其是whatsapp的信息。

另外，他也说，会议也有 
提及苔都区国会议员苔拉荅 
卡兰座驾被丢鸡蛋一事，认 
为这是警方的工作，因此应 
交由警方彻查此事。

他说，对於有非政府组织 
要求荅拉荅卡兰让位蔡添强 
的说法，蔡添强在会议上重 
申其立场，即他无意要求任 
何议员让位给他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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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迪否认在背后，指使经济事 
^务部长兼公正党署理主席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密会巫统国会议 
员。

“有人说或许我是独裁者...但 
我这次并没有这样做。”

马哈迪受询及《星报》引述消息 
认为马哈迪在背后指使阿兹敏阿里 
作出以上行为时，会心一笑之后如 
是回应。

他指出，他还未了解阿兹敏阿里 
密会巫统议员之事，这应该是公正 
党内部事情，这是公正党的问题。

“我还没跟他沟通，所以我不知 
道他为何（举办这个）会议。但这 
个涉及其他政党，应该是党的事
4、主”

(吉隆坡2〇日訊）首相兼希盟主席敦马 

哈迪指出，他可能会改组内阁。

他说，一些阁员可能被撤换，但内阁改组不会 
有大更动，以免影响大马明年11月主办亚太经合 
组织峰会的准备工作。

他说，本周六希盟最高中央理事会会议，将与 
希盟盟党讨论此事；也会与沙巴民兴党讨论。 

“改组内阁是5个党的事，必须与他们讨论。”

马哈迪也是土团党主席，他今曰主持该党最高 
理事会会议后，在记者会上这么指出。

出席者包括该党总裁丹斯里慕尤丁、署理总裁 
拿督斯里慕克里兹、总秘书拿督马袓基和最高理 
事拿督斯里莫哈末里袓安。

土團黨會議上建議

马哈迪说，土团党会议上有人建议改组内阁。 
马哈迪没有给出内阁改组的时间表，他指出，

内阁改组并不会在今日或明 
日，也可能在明年大马主办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峰会之前改组内阁。
他强调，改组内阁并不能 

解决所有问题，撤换部长 
后，新人需要时间适应，才 
能有所表现。

“若新人做得不好，那时 
又有建议要改组内阁。” 

土团党在希盟旗帜下出征 
柔佛丹绒比艾国席补选，最终惨败给国阵马华， 
该党最高理事会今日召开会议，并提出内阁重组 
的建议。

此前有批评指希盟部长表现不佳，导致希盟在 
丹绒比艾补选惨败。

马哈迪坦言，虽然之前预测到土团党在这场补 
选很难赢，也料到可能会输，但却万万想不到会 
输这么惨。

彈劾我不重要， 

但國家……
■对首相权力交棒是否有助于稳定希盟局势 

时，马哈迪不愿正面回应。
他在记者会上再次受询及交棒课题时说，如 

果党要革除他，可以这么做。
“当然，如果我被革除的话...我并不知 

道。但是我认为，我必须对此认真。对我而 
言，对我发生的事不重要，对国家发生的事才 
重要。”

不k他说，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人向他表明希 
望他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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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挖溝你埋
市會阻羅厘亂倒垃圾

(吉隆坡2〇日讯）“你挖我埋”，士 

拉央市议会在非法垃圾场外的进出口 

路，挖掘沟道阻止垃圾罗厘进入，只相 
隔不到5天，沟渠又遭人填回。

士拉央市议会日前在甘榜双溪布苏（ 
Kampung Sungai Pusu)邻近的一■个地 

段，取缔非法垃圾场，并在该非法垃圾 

场外再度挖掘一个沟道，以禁止垃圾罗 

厘进出非法垃圾场。

根据市议会文告，市议会是在接获报 
告，有关市议会曾于U月15日在一个非 

法垃圾场外挖掘的沟道，已遭人重新填 

回，当局在非法垃圾场的进出路口挖沟 

道，主要是防止垃圾罗厘进出。
文告说，该取缔行动于本月19日上午9 

时30分，由执法组特别小组率领，参与 

队员有39位，另外还有6位市议会内勤官 

员参与。

“当局出动一辆神手、一辆推泥机和 

一辆挖泥机，在该路口重新再挖掘一道 

沟道，该行动也顺利完成，市议会将继

■士拉央市议会在非法垃圾场外挖堀 
沟道，阻止垃圾罗厘进人该地点丟弃 

垃圾。

续监督，避免有罗厘继续到该地点倒垃 

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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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叻丁宜首办欢乐跑，吸引了800多名人士参与，前排左4起是西华、张联成 

及刘天球。

沙叻丁宜體育場

逾80Q人歡樂跑
(沙叻20日讯）800余 

名大人小孩，曰前起早到 
沙叻丁宜体育场参加5公 

里欢乐跑；其中，有不少 

老年人和坐在婴儿车的儿

|'1 影

1、丨，丨'

°大会邀请双溪比力区州 

议员刘天球，到场主持开 

炮仪式。
他在现场发表简短谈话

并希望类似的欢乐跑，每 

年继续举办并呼吁更多 

民众加入为健康赛跑的行 

列。

以上活动由雪邦市议会 

沙叻北区居民协商委员 
会，配合2020雪邦旅游年 

举办的运动嘉年华。

大会主席兼雪邦市议员 

张联成博士表示欣慰，首 

次在沙叻地区举办这项欢 
乐跑便吸引了800多人参 

加，希望提高大众关注身 

心健康，朝向健康的生活 

方式。

促進情誼

“本次运动嘉年华特别 
鼓励上年纪的乐龄人：!：和 

小孩，甚至是一家大小出 

动，显示强大的凝聚力。 

今天的活动非常有意义， 

让平时忙忙碌碌的家庭成 

员或朋友圈，以最轻松的 

方式互相关怀和交流，促 

进亲子关系及友人之间的 

情谊。”

他说，沙叻丁宜有完善 

的人行跑道，适合放慢脚 

步的运动，因此，希望曰 

后继续主办这类有益身体 

健康的活动。
参与者除了获得T恤衫 

和完成行程奖牌，大会也 

准备了多份丰富的幸运抽 

奖，并有最佳服装、家庭
，、以TED AND DISTRIBUTED BY PRESS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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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地区塞车，导致皇冠城主要道路交通也阻塞。 ■道路提升工程将从路口开始。

林金瑛：材質更堅固不易損

200莫麈發城道路
政府已批准 200 万令吉 f W
拨款，准备提升皇冠城 

主要道路(Persiaran 
Mahkota Cheras 1),这 

条繁忙主要道路明年有望 

摆脱长期损坏的状况。

公正党加影市议员林 
金瑛指出，这项道路工 
||将使用沥青玛蹄脂 
石¥石(stone mastic 
asphalt)铺路，该材质 

适用于工业用途，相信 
可让皇冠城主要道路更 
坚固，不容易损坏。

她预计提升工程可以 
在12月尾之前动工，工 

程只需两个月的时间即 

可完工。

“提升工程将从主要 
道路的路口开始，一 
直到皇冠城广场（BMC

Mall)前面。”

她今日在记者会上 
说，承包商会尽量在晚 
上非繁忙时段施工，避 
免影响主要道路的交 
通。

盼路面沒坑洞

她强调，皇冠城主要 
道路有许多重型罗厘出 
入，导致该道路经常损 
坏及出现路洞，市议会 
过去经常补路洞，维修 
费也很局。

为了道路使用者安全

% 士遞_:.广:

x -- 一

■州政府拨款200万令吉，准备提升皇冠城主要道路。

以及减少长期的维修费，她向坑坑洞洞。 秒，施工期间也不会更改绿灯
州政府申请200万令吉，希望道 她也提到，皇冠城路口的红时间，以确保主要道路交通顺
路提升后，路面不再经常出现绿灯绿灯时间目前依然保持130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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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2〇曰讯）综合水供系 
统（IWSS)第2期计划即将在 
皇冠城展开，预计工程于2021 
年12月竣工后，可以解决双溪 

龙及皇冠城地区水压偏低问 
题。

这项耗资1亿2000万令吉的 
工程，将建设全长12.5公里的

皇冠城展開IWSS次期計劃

料2022年解決水壓低問題
新水管，以便可以从彭亨州输 
水到皇冠城地区。

■林金瑛（右）与法蒂拉（左3)向工程承包商了解工程进 

展。

工程将分3个配套进行，建 

设水管工程从皇冠城武吉恩甘 
开始，途经双溪龙、双溪士加 
末、绍佳那英比安，直到加 
影帝摩路，与第1期的工程衔 
接。

盼民衆配合工程

加影市议会昨晚联合雪州水 
供公司及发展商，在皇冠城广 
场举办一场公共汇报会，向居 
民讲解这项工程。

加影市议员林金瑛出席汇报 
会时指出，这项工程由当地10 
多个发展商合资委任承包商进 
行，主要发展商有4个。

她说，工程将在公共汇报会 
后随时进行，希望民众配合， 
让工程尽快完工。

■民众在现场查阅水管装置位置图。

她指出，双皇两地有1 
万5666间住家，水供需求 

曰益増加，以致当地水压 
经常偏低，随著综合水供 
糸统计划完工后，可以解 
决水压偏低问题。

“承包商会在道路边的 
缓冲区进行水管装置工

程，不会在马路中间进 
行，这可减少不必要的交 
通困扰。”

另方面，加影市议会工 
程组主任法蒂拉指出，市 
议会为这项工程进行各方 
面的考量，会尽量减低工 
程对民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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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查趙明福墜樓案

(吉隆坡2〇日讯）继警方宣布重 

查赵明福坠楼案后，警方已锁定14 

名i正人，并会在近期内传召他们录 

供！

武吉阿曼刑事调查局总监拿督胡兹披 
露，这14人包括反贪会官员、赵明福的 

同事和家人，当中有些人曾被传召上庭 

.供i正。

'另°外，针对赵明福基金会指警方重新 

调查方向令人担忧，要求会见警察总长 

丹斯里阿都哈密一事，胡兹坦言，警方 

每周都会向警总长汇报调查进展，赵家 

和基金会代表没有会见的必要。
雪州总警长拿督诺阿占于本月18曰

发布文告指出，警方已应总检察署指 
示，援引刑事法典第342条文（错误 

拘禁），重新开档调查赵明福坠楼命 

案。

赵明福基金会则在隔天发布文告， 

指警方新的调查方向令人担忧，要求 

会见阿都哈密。
赵明福于2009年T月15曰 

下午5时被雪州反贪会官员带 

回总部，协助调查雪州民联 

州议员被指滥用选区拨款事 
件，但翌日却被发现卧尸在莎 
阿南Masalam大厦5楼阳台。

被列為“懸案”

验尸庭于2011年1月5日将坠 

楼事故列为“悬案”，即死因 

不明。

时任总检察长丹斯里阿都乾尼和赵家 

随后入禀莎阿南高庭，导求检讨验尸庭 
的“号案”決宙

高S于2011年。12月1日以证据不足为

由，驳回赵家寻求

检讨验尸庭“悬案”判决的申请，赵家过后就 

此判决入禀上诉庭。
上诉庭于2014年9月5日推翻验尸庭宣判赵明 

福坠楼命案为“悬案”的裁决，改为在反贪会 

“扣留期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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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市廳即起開放3巴刹新春攤位供申請
(八打灵再也20日讯）配合2020年 

农厉新年的到来，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即 

日起开放奥特曼路（Jalan Othman ) 

巴刹、千百家新村巴刹和美嘉花园巴刹 

的新春摊位供公众申请！

灵市政厅今日发文告表示，明年度 

的新春摊位营业执照的申请期限，从 

11月20日起至12月1日，公众人士包 

括小贩受促在上述期限内，透过网页 

(http://elesen.mbpj.gov.my>提出申

请0

文告指出，上述3个巴刹共含51个摊 

格，即奧特曼路巴刹12个、千百家新 

村巴刹23个以及美嘉花园巴刹16个。

欲知更多详情，可致电执照组的佳 

节执照单位（Unit Permit Perayaan， 

03-7954 1560/7960 4667 )，或浏览 

官网（www.mbpj.gov.my)、脸书 

(@petalingjayacitycouncil )、推特 

(@pjcitycouncil)查询。（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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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16區山坡地將建4高樓

民憂影響環境安全
(八打灵再也20日 

讯）八打灵再也16区一 

块位于山坡的土地已获 

有关当局发出批准图测 

批准，将发展成4座53层 

楼的高楼，不过当地居 
民却对此深感担忧！

灵市1 6区居民日前 

发文告指出，有关发展 

计划是在16/9区的Lot 
26315土地上。但有关 

计划并未通过容积率、 

岩土工程及交通影响分 

析等报告，引起居民忧 

心，深怕会对他们的安 

全及居住环境带来影 
响。

居民曾向灵市政厅反 

映，不过市政厅未对此 

给予他们满意的答覆， 

令他们大感不满。

_名居民指出，该片

土地容积率达1 : 7高的 

比率，该片土地是山坡 

地区，容积率应该维持 

在1 : 2比率，然而市政 

厅却未对此事处理。居 

民表示，据《星报》10 

月份的报道，该片土地 

曾发生土崩，这显示有 

关山坡的不稳定性及有 

危害。

未有岩土分析报告

居民提及，批准发展3 

座高楼计划的岩土工程 

报告已呈上，惟据悉将 

会建多一座高楼，然而 

却没有任何关于4座高楼 

的岩土工程报告展开， 

居民对原有报告有效性 

产生疑虑。

“在居民的要求下， 
一项独立岩土工程评估

已经展开，其内容与原 
有岩土工程报告内容有 

不一致。因此我们认为 

必须要有新的岩土工程 
报告展开，当局才可发 

出图测批准。”

居民还表示，市政厅 

必须进行交通影响分 

析，确保该发展计划不 

影响当地的交通。自 
1997年起，西部疏散大 

道（SPRINT Highway ) 

及16/11路一带路段已面 

对交通阻塞问题；曾有 

人要求在西部疏散大道 

某处设入口路段，但不 

获批准。

居民重申，他们曾在 

市政厅会议上提出有关 

担忧和疑虑，惟当局未 

给予满意的答覆。

另一方面，当地居民 

已获相关单位邀请，在 

本月21日前往沙亚南雪 

州上诉局召开记者会， 

针对此事提出讨论。 
(丌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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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賴老街場公園頻傳攫奪

獲30萬撥款裝電眼
(八打灵再也20日 

讯）蕉赖老街场休闲公 

园早前有晨运者目睹攫 

夺事件发生，为了确保 

公众的安全，蕉赖老街 

场休闲公园协会之友主 

席丹斯里李霖泰披露， 

吉隆坡市政局将拨款逾 
30万令吉在园区内安 

装光纤电缆闭路电视， 

监测任何可能发生的罪 

案0

他说，经过他向市政 

局争取并获得该笔拨

款，有关闭路电视将安 
装在4个停车场和园内的 

策略地点，保障公众人 

士的人身安全，尤其是 

早上晨运的女性。

李霖泰指出，他经常 

在该公园内晨运，因此 

很了解园区内的各种设 

施。据悉，园区的儿童 

游泳池关闭至今，是因 

为之前的承包商未妥善 

处理问题所致。

李霖泰指出，他已向 

市政局反映园区内某些

需要维修保养的设施，希 

望当局尽快修复，让公 
众安全使用。

李霖泰指出，该公园 
安装了无线恐慌按钮， 

此举可助打击犯罪和保 
护晨运者及游客，恐慌 
按钮可提醒安全人员在 
发生事件时，第一时间 

做出反应，也可用于医 

疗紧急情况。
他说，该公园目前有 

两种保安人员，分别为 
身穿白衣的外包警卫以 

及穿蓝衣制服的吉隆坡 

市政局执法组脚车巡逻 
队；他希望能够增加巡 

逻队人数，以更有效维 
持园区的安全。(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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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元者
(吉隆坡20日讯）人民公 

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驳斥 

传言，否认今早到国家王宫 

觐见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 

下，并指这是没有能力的人 

制造的污蔑与欺骗手段。

他否认会有“逼宫”行动，即 

国会投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不信任票 

动议，希盟最高领导层也没投提出 

投首相不信任票。

“这（讯息）忽略吧！那是假新 

闻，这是沉重的事，不对。早上我 

在这里（国会）。”

根据媒体间在社交媒体What- 

sApp接获的一则讯息，指法米证实 

安华如今已经在国家王宫觐见国家 

元首，并促请媒体在国家王宫外准 

备。

安华也是波德申国会议员，他 

今天在国会走廊受询时否认这项消 

息，并指本身一早已在国会。
安华指出，该假讯息是有心人 

士试图挑拨离间，希望希盟势力减 

弱°

“这是没有能力者所为，无能者 

就会制造欺骗与污蔑手段。”

他说即使是本身早前在美拉娃 

蒂王宫觐见元首时也只是一般的觐 

见，也曾经上载到脸书。

另一方面，有报道引述消息宣 

称出现试图组后门政府的力量，安

华嗤之以鼻说：“我不理 

会消息，我按照普通程 
序，与马哈迪良好讨论此 

事，透过希盟内部管道(接 

任)，，。

他也强调，首相交棒 

课题已经获得马哈迪同 

意，不认为这是一项问 

题，也没有阻止任何有兴趣的人， 
无需与其他人串谋。

他也不认同丹绒比艾的败选是 

希盟对敦马不信任，同时欲在国会 

向马哈迪投不信任动议的说法。

“没有提出（投首相不信任 

票）。我每天联系(土团党主席)慕尤 

丁、（国家诚信党主席)莫哈末沙布、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等人，如果有 

这件事我不可能不知道。”
安华强调，希盟内部关系融 

洽，只有那些不在希盟核心的边缘

安华现身国会，觐见国家元首的谣言不攻自破；左为法米

人才不团结。

安华:丹绒比艾补选痛击 

仍有人无动于衷
人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 

批评，丹绒比艾补选成绩虽对希盟 

是惨痛一击，但依然有人不当一回 

事。

“丹绒比艾的成绩如同惨痛一 

击，但是一些人似乎无动于衷，其 

实，这是历史上异常的教训，是选

，可兹敏会见巫统国会议员

公青团表示支持
针:

_对巫统国会议员与人民 

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会面事件，朝野政治 

领袖各有看法，尤其公青团对阿兹 

敏和首相敦马的支持亦表露无遗。

雪兰莪州反对党领袖里占受 

询说，巫统国会议员到阿兹敏的 

住家聚会只是普通社交，根本不 

足以构成一项课题。

不过，他补充，倘若参与聚

会的巫统国会议员所谈论的话题 

涉及政党或政治，出席的国会议 

员则有义务向巫统领袖作出解 

释。

里占也是巫统双溪华侨州议 

员兼雪州巫青团长，他表示，议 

员在国会的议席由巫统最高领导 

负责管辖，只要参与与的聚会不 

涉及政治，议员可自行斟酌出 

席。不过，国会议员不可自行作

出任何与本身席位或政治有关的决 

定。

他表示，出席的国会议员必须对 

当晚的聚会作出解释，因为目前流传 

至少3个版本，“除非这场聚会的内容 

获得澄清，否则将继续引起更多揣测 

与谣言，对任何人都不利。”

他促请党基层保持冷静，停止作 

出猜测，同时认为上述事件应交由党 

领袖专业处理，毕竟涉及巫统旗下获 

胜的国席，“这些都是我们的席位， 

必须谨慎处理。”

除了里占之外，其他巫统领袖受 

询时，都拒绝作出回应，因为当晚与 

阿兹敏聚会者包括一名巫统领袖，因 

此课题敏感。

民利用选票传达信息。”

他认为，希盟必须以谦卑的心 

态接受选民的信息。

“若还是抱持一贯的态度，展示 

各自权力，分配计划，收买民众， 

使用假消息，这些都无助于我们。” 

安华也是波德申国会议员，他 

今天在国会走廊受询时认为，大家 

应该把焦点集中在人民福祉的课题 

上，并解决人民的问题。#

公青团副团长纳兹里受询则表 

示，有关聚会一定有其充分理由。

他表示，公青团相信阿兹敏必定 

有他的理由接见巫统国会议员，

们相信他（阿兹敏）的智慧。”

他说，阿兹敏有团结众人的能 

力，这与其担任经济事务部长的能 
力是一样的，确保各党包括朝野政 

党都能在2030年共享繁荣景愿下 

获得公平的分配。

“这正好符合我国的新政治，

不分彼此。”

他同时表明公青团的立 

场，公青团将致力作为阿兹敏 

的后盾，以及支持首相敦马的 

领导。#

议员雷尔七、系国足

国会看直播引网民非议
2022

这张原本分享议员心系国足的照片 

议。

却不料引起网民非

国会走廊相骂冲突

世界杯/2023亚洲杯 

足球入选赛G组小 

组第5轮焦点战周二晚在武吉加里尔 

国家体育场上演，举国为国足“马来 

虎”打气，连正开着会的国会下议院 

议会厅也上演着“人在国会，心在球 

场”的氛围。

这段心系国足的画面，经班底谷 

国会议员法米将“曰落洞国会议员雷 

尔边开会边手机看球赛”的照片放上 

推特后，引起网民的热议。

法米是于周二晚8时51分先放上 

一张本身还在国会开会，却图解道： 

“尚在国会...但心在球场。”；1分钟后 

再上载一张日落洞议员边开会，边通 

过手机看球赛的照片，图解：“看不到 

现场，看脸书直播也ok啦...哈哈”。不 

料，此举却引来网民非议，指当议员 

在辩论，却有人在带着耳机看球赛。

之后，在当晚1◦时许，法米转推一段 

国会开会的视频，可见正当联邦直辖区部 

长卡立沙末在议会上发言时，法米已起身 

准备提问，而亚娄区议员沙希淡却突然站 

起来要打岔，沙希淡接着便爆出：1比◦，顿 

时令法米和部长都忍俊不禁失笑，卡立沙 

末甚至当场问道：谁1、谁0?，法米即笑 

着回答：马来西亚，而已坐下的沙希淡 

也举起手说：马来西亚1 了。足见周二 

晚的马印之战，多么的牵动着国人的 

心，连众国会议员也不例外。

“马来虎”是在第30分钟获得任 

意球，由“黄金左脚”沙法威拉昔在 

20米处射出一道强劲有力的球跃过 

人墙直窜龙门左上角，率先拿下1 

比0;下半场第73分，沙法威拉昔 

底线突破两名敌队球员防守小角 

度射门，梅开二度令“红白军团”

饮恨武吉加里尔。#

2巫统议员一吻丨民仇
_吻泯仇！

_ 2名巫统议员今午在国会走廊发生骂战 

近乎发生肢体冲突，巫统主席拿督斯里阿末扎希和多 

名巫统议员获悉后充当鲁仲连从中斡旋。

《巫统在线)〉也报道，身为党主席的的阿末扎希迅 

速解决两人的纠纷。

根据《巫统在线》，旺伊斯迈是因为一张国会议员探 

望其患癌孩子的照片被达祖丁流传后，而在国会走廊斥 

骂达祖丁。

而阿末扎希较后于下午4时40分，与达祖丁一同 

现身走廊，并表示他将会见两名议员，促请媒体稍作 

等候。

约10分钟后，有人告诉阿末扎希，旺伊斯迈已经 

离开国会，阿末扎希遂向等候在旁的媒体表示，这场 

“握手言欢”的会面展延至明曰。

随后，巫统笨珍区国会议员拿督斯里阿末马斯兰今 

午在其推特贴出一段视频，显示2人在国会反对党办 

公室中，在多名巫统议员见证下，由达祖丁吻伊斯迈 

脸颗，以示友好。

相信伊斯迈较后折返国会，并在同僚见证下化干戈

岭吻和
达脸好
祖颊如

为玉帛，2人亲吻后，众人也笑得乐开怀，化解了下午两人的 

骂战。

两人较后在一群巫统议员的陪同下，前往国会走廊，向媒 

体解释两人只是出于一场误会，并说明问题已经解决了。

达祖汀与旺伊斯迈较后在众人起哄下，互相亲吻展示两人 

和好如初。

另一方面，旺伊斯迈的孩子生病也引起副议长倪可敏的 

关注，并在下午主持会议时说，刚得知伊斯迈孩子健康有状 

况，并呼吁在场议员一起祈祷，期盼其孩子早日康复。” #

法定人数不足j 
国

国会延迟2分钟
会下议院今早基于法定人 

数不足，延迟开会2分 

钟。

在祈祷后进入问答环节，议长 
丹斯里莫哈末阿里夫邀请旅游、艺 

术及文化部副部长莫哈末巴迪亚回 

答希盟淡边区国会议员拿督哈山第 

一道提问时，立卑区国会议员拿督

阿都拉曼质疑开会法定人数不足。

他持着议会常规说，“尊敬的 

议长，根据议会常规，我认为法定 

人数不足。”

莫哈末阿里夫立即计算议员人 

数2次，发现会议厅只有24名议 

员，因此响起铃声提醒在外的议员 

赶紧回到议会厅。

之后，4名议员进入会议厅，会 

议才如常开始。

根据议会常规第13(1)条文，下 

议院开会法定人数是26名国会议员， 

不包括议长。

公正党梳邦区国会议员黄基全 

在脸书发帖说，“我们需要26 

名议员开会。会议展延2分钟 

……会议在28名议员下继续开 

会，现场只有1名部长及5名副 

部长。政府必须给予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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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州议会 $丨|火莫熄组

倪可汉:议员席位“神秘”信封

证实为民团备庙录
(怡保20日讯）霹雳州议长拿督倪可汉证实，出 

现在议会厅反对党议员席位上的“神秘”信封，是周 

三早一个非政府组织移交给大臣办事处所的备忘录， 

这是一场误会和缺乏沟通所致。

他说，这份备忘录是周三 

早一个非政府组织所移交，并 

由大臣办事处接领，而有关文 

件是要分发给朝野政党议员， 

但仅反对党领袖办事处分发， 

大臣办事处并没有分发。

他重新提醒众人，一切文 

件都要经过议长的允许，才可 

以在议会厅里分发。

他说，这情况的出现是归 

根于大臣办事处和反对党领袖 

指出，原本他也受邀前往接 

领，但因后来知道该非政府组 

织是公正党支持者所组成，他 

不想插手和牵涉在内，因此没 

有則往接领，岂知大臣办事处 

助理却代为接领。

“由于交到反对党领袖办事 

处的是大臣办事处助理，后者 

也吩咐要分发给反对党议员， 

因此其助理以为是官方文件， 

而交到议会厅职员手上，由议 

倪可汉警告一 

切文件需经过 

议长允许，才 

可以在议会厅 

里分发。

陈家兴：大马旅游年 

(Pro98)与烈火莫 

熄老将组织（Otai 
Reformis)逾 30 人 

在霹雳州秘书署后 

门保安亭处拉横 

幅，表达对霹雳州 

务大臣的领导和各 

种丑闻的不满，要 

求大臣辞职。
烈火莫熄组织 

(Pro98)霹雳州分 

会秘书沙萨里宣读 
备忘录中提出的14 

个事项，包括行动 

党州行政议员杨祖强被控性侵女佣案、公 

正党行政议员拿督阿都尤奴斯被指泄露机 

要文件、大臣无法回答大马道路档案系统 

(MARRIS)未获得公开招标事宜和发表孤 

军作战论以致影响希盟的补选成绩等。

他也指大臣在丹绒补选前发表的“孤 

军对抗行动党”视频曝光后，在拉票期间 

引发了争议，而霹州公正党主席法哈斯指 

责大臣的言论丢脸并促请大臣公开向大马 

人民道歉。

他希望大臣辞职，以便还回希盟支持

Pro98与〇tai Reformis逾3〇人

拉横幅要求霹大臣辞职

非政府组织人员在霹雳州秘书署后门保安亭处拉起横幅 

写着“请霹雳州务大臣辞职，以拯救霹雳州希盟”。

横幅上

者和人民对州政府的信心，并希望首相敦 

马哈迪尽快移交职权予公正党主席拿督斯 

里安华。

之后，烈火莫熄组织霹雳州分会会长 

哈芝阿末沙阿拉尼指出，该组织也关注公 

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就密会 

22名巫统国会议员一事，并要求他于今天 

(20日）必须出席该党会议，向党作出解 

释。

出席者包括烈火莫熄老将组织主席赛 

夫〇 #

根于大臣办事处和反对党领袖 

助理，没有发现一切文件是需 

要通过议长的许可，才可以在 

议会厅内分发。

议长交代事件发生的经过 

后，反对党领袖拿督沙拉尼表 

示，议长所讲述的只是皮毛，而 

确实大家是需要从错误中学习， 

以便曰后不再发生相同的事件。

但是他重申，该文件并非 

由反对党印刷，而是由大臣办 
事处员工代领，一共有59份， 

朝野议员皆有一份。

也是哥打淡板州议员的他

而交到议会厅职员手上，由议 

会厅职员派发给反对党议员。”
他指出，其实最重要是这 

份备忘录中的内容，因为备忘 

录中的资料是由公正党党员所 

搜集，执政党议员也曾在州议 

会内提出。

较后，出席州议会的反对 

党议员发现席位上出现一个装 

着一份备忘录的“神秘”信封， 

并引起朝野议员一番激烈争论， 

最终由议长拿督倪可汉多次重 

覆将会展开调查“信封”一事后， 

才平息长达20分钟的争论。#

陈家兴：大马旅游年 
州政府将着重3大目标

@管旅游及文化事务的霹州行政议员陈家兴透露，配合

¥2020大马旅游年，州政府将着重于3大目标，即透过与 

策略伙伴进行数字化宣传州内旅游、从基建设施及规划来重整州 

公园的发展，以及致力推动人文发展，如接待领域、传统及现代 

文化的领域。

他指出，现今游客多会上网寻找资料，因此州旅游局将推出 

更多旅游内容，并透过该局网站及社交媒体，包括脸书、丨nsta- 

gram及推特，也会透过微博及微信的宣传，打开中国的市场，为 

促成怡保直飞广州航线的私人界献一份力。

陈家兴在总结辩论时指出，州政府也会透过目前风靡东南亚及

李存孝总结引发巫统议员不满

霹
^雳州青年及体育事务委员会主 

丨席李存孝行政议员在总结明年 

霹州财政预算案的辩论时，提及一位国 

会议员面对47项涉及数百万令吉失信及 

洗黑钱的指控，引发巫统章结遮令州议 

员阿末沙迪不满，并援引议会常规指这 

是法庭案件，不应该在议会提起。

霹雳州议长拿督倪可汉说，这只是 

州行政议员在回答问题的方式，这是否 

会令议员满意与或是不满意，是另一回 
事，并要求李存孝继续总结。

李存孝说，有关指控包括通过一个 

基金会的款项缴付信用卡账单、保单、 

路税以及购买两个单位高级豪宅。

他表示，其实这个基金会是要协助 

贫穷人士及所需要援助的人，并形容这 

是很可耻的事情。他相信没有任何宗教 

允许这样贪污事件的发生。

此外，他说，霹州政府已经决定设 

立霹州体育机构，以更有效率发展州内 

的体育发展事务。

他表示，霹州政府将会拨款300万 

令吉作为培训运动员及聘用教练，以应 
对明年在柔佛州举行的马运会。

他说，明年的霹州财政预算案，州 

政府会拨款300万令吉作为发展技职教 

育的计划，并确保技职教育能够迎合职 

场的需求。#

西方年轻人的国际版抖音(TikTok)新平台 

来宣传州内旅游，并透过与该平台的合作， 

推出各项活动，将霹州带上国际舞台。

他说，州政府以“霹雳的骄傲（Pride 
of Perak)”作为品牌化的努力也会继续， 

包括在明年制作4◦个短片，叙述霹州的旅 

游吸引点、人物、遗产及著名美食。

他说，州政府目前也正在进行制作18 

本电子杂志或电子宣传单张，以三语并行 

来宣传州内旅游，同时也不忘推动标签 

#visit perak 及 #prideofperak 的活云力 °

另外，他指出，Boost是目前大马最多 

用户的电子钱包平台，州旅游局也将与 

Boost合作，以吸引及鼓励更多旅游业者参 

与无现金的行列。

他也表示，日后也会计划推出Boost 
地图，让用户可以在特定的地点参观及消 

费，并借此获得Boost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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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华(右起)及旺阿兹莎在出席了政治局会议后便上车匆匆离开。

阿兹敏依然缺席会议，法米则要 

求记者去询问阿兹敏是否有更重 

要的会议。

“他应该出席每一次的会议。
或者媒体可以去问看看，可能他 

有更重要的会议。”

无论如何，法米表示，纪律 

委员会目前仍未发出任何要求解 

释信给阿兹敏，并希望他能亲自 

出席党的政治局会议解释。

对于阿兹敏与其他政党的议 

员会面是否已经超越党的界线，

他表示，党对此事还采取开放态 

度，仍等待阿兹敏阿里的解释。

传101议员签名不支持敦马 

法米：未签署任何文件
至于有传101名国会议员签名表态不支持首 

相敦马哈迪，法米笑说，自己并未签署任何文 

件，因此大家不应该随意相信传言。

“我有在里面吗？我没有签过任何这样的文 

件，所以大家不要轻易相信这些网上的流言蜚 

语° ”

询及公正党内是否出现不团结的情况，法米 

极力否认，因为仍有90%的区部主席支持安华

担任党主席，这数据显示了该党依然团结。

询及周六的砂拉越公正党代表大会是否能够 

如期进行，他表示，负责大会事务的聂纳兹米将 

会在近日发表文告说明。

法米表示，这次的会议也提及丹绒比艾的败 

选，领导层认同这是人民发出的信息，因为希盟 

必须重整步伐、兑现承诺。

“当然，要兑现的承诺也有分轻重，最重要 

的是搞好经济及人民的收入。”

至于内阁重组，他说这次会议并未提到此 

事，相信希盟最高理事会会在周六的会议中做出 

进一步讨论。#

(吉隆坡20日讯)公正党政治局今日在国会 

大厦副首相办公室召开会议，署理主席拿督斯里 

阿兹敏依然缺席会议。

阿兹敏与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不咬弦的情况 

白热化，阿兹敏曰前在布城官邸与30名国阵国 

会议员会面更是引起不同的揣测。

较早前，安华与公正党顾问拿督斯里旺阿兹 

莎曾公开要求阿兹敏针对此事会面，因此相信今 

曰的政治局会议也与阿兹敏会见30名国阵国会 

议员有关。

无论如何，阿兹敏及属于阿兹敏派系的副主 

席祖莱达及巴鲁比安同样缺席会议。

然而，一个亲阿兹敏的媒体通讯群组传出一 

组阿兹敏与砂拉越19个公正党区部主席会面的 

照片，并写道阿兹敏今午在办公室会见以巴鲁比 

安为首的砂拉越公正党团队，但并未透露会面内 

容。

今曰出席公正党政治局会议的包括公正党顾 

问赛胡申阿里、总秘书拿督斯里赛夫丁纳苏申、 

副主席希维尔、郑立慷、蔡添强、宣传主任聂纳 

兹米、公青团团长阿克玛，而署理主席拿督斯里 

阿兹敏及副主席祖莱达依旧缺席会议。

公正党通讯局主任法米指出，今日的政治局 

会议并未讨论阿署理主席阿兹敏与国阵国会议员 

会面事宜，一切有待阿兹敏向党做出解释后再做 

定夺0

他促请各造不要过度相信 

社交媒体及通信软体流传的消 

息，他们必须得到阿兹敏的回 

应后，才能做进一步讨论。

法米今日在出席了公正党 

政治局会议后，向记者发表谈 

话时，如是指出。

询及多次缺席会议的阿兹 

敏会否被采取行动，或如前雪 

州大臣丹斯里卡立一样因没有 

出席纪律委员会听证会而被开 

除，法米认为，阿兹敏目前没 

有纪律问题的记录，不能与卡 

立事件相提并论。

对于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 
安华及顾问拿督斯里旺阿兹莎 

都公开要求阿兹敏针对会见 

30名国阵议员事情解释，但

与安华不晈弦情况白热化

阿兹敏缺席政治局会议

越
公
正
党
区
部
主
席
。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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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20日讯）

大马自然之友促请 

关注动物虐待事 

件0
该会表示，虐 

待动物的行为广泛，包括在长假没照顾动 
物，终生囚禁动物不让它们得到自由，用 

热水烫伤动物，动物瞎眼或生病时将它们 

丢掉，恶意致伤和殴打。

“媒体报导称，雪兰莪士拉央发生野狗 

被下毒，以便屠杀和烧烤的事件，显示对 

狗和幼犬的袭击变得更普遍。类似下毒事 
件，也发生在森美兰和芙蓉。而且还有狗 

被拖死、饿死和虐待的事件。”
大马自然之友（SAM)对马来西亚各 

处地方政府捕抓野狗的方式感到气愤。
“当市议会工人用暴力抓狗的时候，在

大马自然之友促关注

严惩虐待动物者
市议会人员最近抓野狗的残酷与暴力方 

式，显示他们没有具备捕狗手的关怀心。” 

该会认为，导致这种残酷行为的人 
士，必须在2015年动物福利法令下受到 

严重制裁和惩罚。
“兽医局揭露，从2017年到2018 

年，全国虐待动物事件已从510起增加到 

662起，增长率为30%。”

该会认为，虐待动物事件有增长之 
势，因此必须有更大的醒觉和立刻将它遏 

制。此类事件确实令人不安。“令人关注 

的是，为何法律给予动物的保护和公正微

一旁的爱动物人士也感到无助。首邦再也 不足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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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有人收买逼宫

19区部主席挺巴鲁比安
(吉隆坡20日讯）人民公正

党砂拉越州主席巴鲁比安宣 

称，在砂州公正党30名区部 

主席中，有19名表态支持他 

继续领导砂州公正党。

他说，这是大多数人的 

选择，并希望公正党中央领 

导层尊重砂州公正党作出这 

项决定的自主权。

他今R率领32名领袖从 

古晋飞抵吉隆坡召开新闻发 

布会，促请党中央领袖将该 

党导回正轨，并履行给予自 

治权的承诺。

这场新闻发布会获上述 

19名区部主席中的16名出 

席，他们宣称代表砂州多个 

分部约2万名党员，促请党 

主席拿督斯里安华将该党从 

政治乱局中拯救出来。

也是工程部长的巴鲁比 

安说：“我们相信有人在收 

集砂州区部主席的支持，以 

打击我的能力，并以新主席 

取而代之。”

他宣称，推翻他的行动

巴鲁比安

已计划在公正党砂州大会展 

开，此举违反民主原则。

公正党实兰沟区部主席 

约书亚贾本早前指出，砂州 

的18名区部主席要求作为砂 

州主席的巴鲁比安退位。

巴鲁比安说，分发给这 

些区部主席的宣誓书，也献 

议付钱给同意推翻他的人。

他呼吁任何获献议上述 

款项的人士，向大马反贪污 

委员会投报。

32最高理事力挺取消大会
谈到本周六（23 R )在 

美里举行的砂州公正党大会 

取消，巴鲁比安说，这是大 

多数人的决定，也就是在46 

名州最高理事中，32名同意 

取消。

“（举办州）公正党大 

会是属于州的权限，但公正 

党总部要继续召开这项大会 

的决定，完全忽视砂州公正 

党最高理事会大多数人的需 

求。”

本月15日，巴鲁比安偕 

同砂州公正党一批高层领导 

取消订于本月23日举行的 

州代表大会，因为他们不赞 

成取消由阿兹敏主持公青I才丨

大会的行动。

他补充，所要传达的讯 

息是，砂州公正党要此事得 

到纠正，以及党主席安华有 

权这么做。

坚持由阿兹敏主持大会

“对党内最近发生抵触民 

主及公正原则的事态发展， 

我们真的感到很沮丧和困 

扰。有党中央领导借词以打 

破传统，拒让公正党署理主 

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主持 

青年I才丨大会，我们却要提醒 

大家，票选的25名公正团 

氏里，就有21名表示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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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现身解释“密会巫统”

蓝眼暂不对付阿
公正党政治局会议

(吉隆坡20日讯）公正党政治

局原定今晚聆听该党署理主席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解释密会 

巫统同会议员一事，惟阿兹敏 

没有现身，被指属阿兹敏派系 

的该党副主席祖莱达、妇女组 

主席哈妮查及砂州主席巴鲁比 

安也缺席会议。

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 

出席在同会大厦举行的政治局 

会议后，直接离开，没有回应 

媒体提问。

该党宣传主任法米在公正 

党政治局会议后，对媒体说， 

该党会持开放态度等候阿兹敏 

解释密会巫统议员一事，也没 

有限定阿兹敏何时做出解释。

“我们没有要求阿兹敏出 

示书面解释，也愿意当面聆听 

他的解释。”

谈到阿兹敏缺席会议的原 

因，法米说，阿兹敏可能有重 

要活动要出席，建议媒体亲自 

询问当事人。

法米：党内仍团结

询及公正党会否像当年开 

除缺席党纪委会传召的雪州前 

大臣丹斯里卡立，考虑对付多

次缺席内部重要会议的阿兹 

敏，法米说，不同的案例有不 

同的情况，并否认阿兹敏氏期 

缺席会议显示该党不团结。

他说，该党还兒一如往常 

般团结，这可从90%区部领袖 

支持党主席的领导中体现丨丨丨 

来。

此外，针对砂州公正党展 

延大会一事，法米说，会议有 

讨论让大会照跑一事，而该党 

组织秘书兼州大会主任聂纳兹 

米会在这一两R发文告回应。

出席者包拈顾问拿督斯里 

旺阿兹沙医 

生、赛胡申 

阿里、总秘 

书拿督斯里 

赛弗丁、副 

主席赛韦尔 

再也古马医 

生、蔡添 

强、郑立 

慷、组织秘 

书聂纳兹 

米、宣传主 

任法米及公 

青团长阿克 

马。

安华出席会议后直接离开国会大厦

法米对媒体说，该党会持开 

放态度等候阿兹敏解释密会 

巫统议员一事。

希盟周六商内阁重组
公正党政治局今晚没有讨论内阁重组，以及有关 

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发表“首相职不宜半途易人”的课 

题〇

法米指出，相信本周六（23日）召开的希盟最 

高理事会会议将讨论有关课题。

询及有过百名同会议员联署倒马哈迪一事，法米 

驳斥此事，并指本身没有签署任何倒首相动议。

他劝请各界对任何来自社交媒体，尤其足 

WhatsApp的信息，提高警惕。

对于有非政府组织要求峑都区国会议员峑拉巴卡 

兰“让位”给蔡添强的说法，法米说，蔡添强在会议 

上重申无意要求任何议员让位给他上阵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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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青团捍卫传统

坚持阿兹敏大会演讲
(八打灵再也20日讯）公青|才丨

全国代表大会再掀起风波，公 

青丨才I署理闭长希尔曼重申，大 

多数公青I才丨中委与区部领袖都 

同意，公青N1全国代表大会必 

须按照传统，即由公正党署理 

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向公 

青团与妇女组发表政策演讲。

他今R在文告中说，在经 

过讨论后，公青I才丨全国、区部 

与支部代表将动员捍卫这项传 

统。

他也说，他们也会与公正 

党砂州联委会I才丨结一致，以继

续捍卫公正党理念和斗争原 

则，每名党员和领袖也必须捍 

卫民主、自主权与言论自由。

“一致同意捍卫由首相敦 

马哈迪医生领导的联邦政府的 

稳定性，避免任何旨在破坏他 

作为第7任首相的地位和角色 

的努力。”

团长阿克马R前透露，邀 

请副首相兼该党顾问拿督斯里 

旺阿兹莎医生为公青I才丨大会主 

持开幕，是经过了一系列的会 

议后，并于上月20 R的会议 

上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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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协会下月14办义跑

2万元奖品待赢

义跑组别及报名费

组别 报名费（令吉） 获得物品

10km(公开组） 48 T恤、帽子、奖牌及证书

5km(公开组） 38 T恤、奖牌及证书

(八打灵再也20日讯）第六

届马来西亚连锁协会 

(MRCA)慈善义跑以“倒数 

2020”为主题，订于12月 

14日（虽期六）下午5 

时，在梳邦再也高峰广场 

(Summk USJ)盛大举行， 

高达2万令吉的幸运抽奖产 

品待赢取。

主办方旨为慈善机构筹

泰祥商報
媒|体|伙|伴

款，放眼吸12000人参与 

其盛及筹措5万令吉善款； 

当天备有乐队、烟花等倒数 

庆典表演，提前迎接2020 

年到来-

今年的慈善义跑共有10 

公里及5公里两个组别，公 

开予各年龄层人士参与，完 

成今届义跑的参赛者，可获 

得筹委会精心设计的 

“MRCA”奖牌系列，今年是 

“M”字母奖牌，极具收藏 

性。

筹委会主席黄冠量在i己 

者会上说，义跑旨为MRCA

慈善教育基金会所挑选的慈 

善|才丨体筹募善款。

提供教育经济援助

MRCA慈善教育基金会 

由拿督郑生金于2010年设 

立，S的是为有需要人士提 

供教育及经济援助，同时协 

助其他慈善活动，从中创造 

社会福祉

出席者包括马来西亚连 

锁协会总会长拿督斯里蔡家 

胜、副总会氏拿督刘明、财 

政拿督黄志诚、理事吴海 

祥、拿汀陈如花、梳邦再也 

市议员李燕韵、高峰广场 

(Summit USJ)企业管理层主 

席祖海礼及总经理辛微嬅。

2019马来西亚连锁协会 

慈善义跑企业伙伴为高峰广 

场，南洋商报为媒体伙伴， 

并获得多家企业赞助。

义跑现已公开接受报 

名，有意参与者可浏览官方 

网站报名 ：W W w. mrca. org. my/ 

activities/evenls ;更多资讯， 

请电03 -5882 4333或电邮 

inrcacharilyrun@ginail. com
辛微嬅（左起）、吴海祥、李燕韵、祖海礼、蔡家胜、黄冠量、刘明、陈如花及黄志诚推介 

MRCA “倒数2020”慈善义跑。

CONFEREN

iliAP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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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特区 

皇旭城和双溪龙 耗资逾亿解决水压偏低

大水管工程紐
(加影20日讯）从蕉赖武吉恩岗开始途 全长12.5公里的南部走廊综合水供 

经皇冠城6个区的大水管装置工程一旦系统第2期工程，分3个配套进行，首 

在2年后完成，皇冠城和双溪龙两地逾个配套从蕉赖武吉恩岗至双溪龙大路，第 

万户的7万多名居民将挥别水压偏低的 2个配套从双溪龙大路至双溪昔加末路， 

问题。 第3个配套从双溪昔加末至加影峑鲁。

耗
资1亿2000万令吉的 

.述工程从10月开始 

至2021年12月，而第1期从加 

影衔接至士毛月和荅玲珑，耗 

资8000万令吉的工程已近完 

成。

在皇冠城，大水管工程经过 

皇冠城第5区本达拉路、第8 

区达洋路、第6区沙班达路、 

第6区柏迈苏莉路、第2区布 

特丽路和第7区本达哈拉路， 

工地与住宅的距离约140尺。

为免在施工期间出现路烂、 

安全设施不足和屋裂等问题， 

加影市议员林金瑛昨晚安排一 

项汇报会，让居民与咨询公司 

人员刘吉顺、加影市议会工程 

组副主任花蒂娜等交流，了解 

净水路线图。

皇冠城柏西亚兰1路将在12月杪前重铺。

雪政府拨款200万

重铺皇冠城柏西亚兰1路
林金瑛说，雪州政府拨 

款200万令吉重铺皇冠城柏 

西亚兰1路，重铺工程将在 

12月抄前进行。

她说，皇冠城柏两亚兰1 

路交通繁忙，进出的重型罗 

里多，路洞问题常现。

她说，皇冠城柏两亚兰1 

路将重铺的路段是从蕉赖加

林金瑛（前右）在其他人的陪同下观看皇冠城的大 

水管路线图。

影大道皇冠城路口开始至皇 

冠城广场附近，K:约2公 

里

另外，花蒂娜说，在皇 

冠城柏两亚兰1路的谈米尔 

小学，IM道路的兴建不符合 

规格，市议会要求承包商重 

做，否则，市议会将不会发 

出住用证给淡小。

出席南部走廊综合水供系统第2期工程的居民

从冷岳2到武吉恩岗蓄水池

新关tIc管ISf送‘水
林金瑛说，这是雪州水供管理私人有 

限公司与发展商合作的改善净水供应计 

划，净水是从冷岳2输送到武吉恩岗蓄 

水池，然后通过新的大水管输送到住宅 

区0

她说，皇冠城时常出现水压偏低问 

题，尤其在皇冠城商业区，第2区、第3 

区和第8区住宅区。

她说，大水管工程在2年后完成后， 

将惠及皇冠城5944个单位和双溪龙9722

个单位的7万多名居民。

她说，第2期工程路线全【(：12.5公 

里，皇冠城路线是4公里，大水管的直径 

是2公尺，装置大水管工程主要在路肩进 

行，以减缓对屋子造成的冲击。

她说，T.程展开前，咨询单位已从 

10月14日开始到12月12日，到上述工 

地附近的住家调查和拍照，工程完成后， 

相关单位将重回相关屋子拍照，以备日后 

屋子发生龟裂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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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备忘录 

引发朝野相互指责
怡保20日讯|霹州议会反对党座位今 

日出现一份不明的备忘录，内容罗列对州 

政府的种种指控，进而引起朝野议员相互 

指责；惟在议长彻查后，证实相关备忘录 

乃非政府组织所提呈，并因反对党领袖的 

特别助理不了解程序，而流入议会厅内。

巫统甘榜牙也州议员拿督万诺拉希金 

在辩论霹州财案时，突然提及反对党议员 

座位都有一份名为「来自霹雳州人民的备 

忘录：呈又苏丹殿下」的备忘录，并引用 

相关内容辩论。结果，引起执政党议员反 

弹，朝野议员随即互相指责，场面火爆。

然而，霹州议长拿督倪可汉展开彻查 

后，在州议会于下午4时30分复会时，证 

实有关备忘录是非政府组织移交给大臣办 

事处的备忘录。

他指非政府组织共准备了 59份相同的 

备忘录，移交给大臣办事处，已转交给霹 

雳州的59名州议员，而大臣办公室职员也 

因此将其中28份的备忘录，交托给反对党 

领袖拿督沙拉尼的特别助理。

「碍于沙拉尼的助理误以为是官方文 

件，且不了解程序，所以透过议会厅职员 

分派至所有反对党议员的桌上。」

倪可汉也提醒所有议员及议会厅职 

员，日后要在议会厅内提呈任何文件，皆 

须获得其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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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军论风波30人促霹大臣辞职
怡保20日讯| 「孤军对抗

行动党」课题再发酵，约30名非 

政府组织成员不满霹雳州务大臣 

拿督斯里阿末费沙在丹绒比艾国 

席补选期间发表「孤军对抗行动 

党」，进而令到后续拉票活动受 

到影响，今早在霹州秘书署后门 

处展开请愿活动，促请阿末费沙 

引咎辞职，以拯救霹州希盟。

出席的请愿者主要为烈火莫 

熄组织（PR098 )霹州分会及改

革元老组织（Otai Reformis )的 

成员，他们除了拉起写有「霹州 

大臣种族主义」、「拯救霹州希 

盟」，还有「霹州大臣丹绒比艾 

败因」字眼的横幅进行请愿外， 

也将一份备忘录呈交给大臣特别 

事务官查非里。

烈火莫熄组织（PR098 )霹

州分会秘书沙查里在宣读备忘录 

内容时，评击阿末费沙发表「孤 

军对抗行动党」言论的视频曝光 

后引起发酵，导致补选的拉票活 

动受到影响。

「公正党霹雳州主席法哈 

兹之前也指责阿末费沙的言论丢 

脸，不配担任大臣，并促请阿末费

沙公开向大马人民道歉。」

同时！他指所呈又备忘录5 

共提出14项对霹州希盟及阿末 

费沙作风感到不满的事宜，如行 

政议员被控性侵女佣案与卷入泄 

漏机密文件、大马道路档案系统 

(MARRIS )工程未公开招标、霹官 

联公司内部出现裙带关系等等。

鉴于此，他强调，阿末费沙 

应该辞职，以挽回支持者及人民 

对希盟州政府的信心。

另一方面，针对公正党署理 

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缺席党 

政治局会议，以及夜会巫统议员 

一事，沙查里认为公正党纪律委 

员会应采取纪律行动。

「公正党纪律委会应对阿兹 

敏阿里、安邦国会议员祖莱达、 

敦拉萨镇国会议员卡玛鲁丁嘉 

化、高渊国会议员拿督曼梳及八 

打灵再也国会议员玛_亚陈米取 

纪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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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特区首9月获260亿投资承诺

依斯迈（左3起）、夫兰克斯纳斯、莫哈末罗斯兰，为美迪尼鹰阁医院4周年庆进行剪彩仅式。

新山20日讯|依斯干达特

区投资持续落实，依斯干达特区 

发展局首席执行员拿督依斯迈披 

露，今年首9个月特区内已取得 

260亿令吉的投资承诺额。

他指出，在260亿令吉的投 

资承诺额中’有58 %的投资是来 

自外国投资者，而剩下的则是国 

内投资。从2006年至今年9月，依 

斯干达特区取得的累积投资额高 

达3080亿令吉。

他进一步指出，从2006年至 

今年9月，在医疗保健领域的累积 

投资额已达41亿令吉，特区内目 

前已有10家私人医院，病床总数 

达3175张。

依斯迈是于周三上午，出席 

美迪尼鹰阁医院4周年庆，披露上 

述数据。出席者包括美迪尼鹰阁 

医院（Gleneagles Medini )首席 

执行员夫兰克斯纳斯、癌症肿瘤 
专科顾问莫哈末罗斯兰等人。

依斯迈表示，在2018年，有

超过5万6000名访客是因为医药旅 

游到访柔佛州。

另外，他在记者会上指出， 

依斯干达特区致力打造成为医疗 

保健枢纽，而不仅提供公立和私 

立医院服务，也必须包括研发、 

人才培训、医疗器材领域和与医 

疗相关的服务，才能永续发展。

「在医疗研发方面，也需要 

透过私人医院的配合与支持，才 

能一同发展。」

另一方面，针对经济事务 

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日前披 

露，政府有意在柔佛落实新经济 

走廊，对此依斯迈表示，截至目 

前为止，该局尚在等候部长和相 

关单位的指示。

认同柔各县平衡发展

他说，新经济走廊是一个好 

的政策，因为能让柔佛州其他县 

市也被发展。过去在发展依斯干

达特区时，基于地理位置和需求 

等因素，因此优先发展柔南。

「要成为先进国，就必须 

分阶段发展’我们过去在打造依 

斯干达特区时，也是要发展整个 

柔佛州，如今政府要发展整个柔 

州，以便各县取得平衡发展，是

合理的。J

夫兰克斯纳斯表示，自该医 

院于2015年投入运作至今，已服 

务超过13万的病患，当中有2万 

人是外国病患。

他说，医院的本地和外国病 

患人数持续增长，在该医院求诊

的病患的15 %外国人，主要来自 

印尼、中国和新加坡。

「病患对高品质的医疗需 

求有所增加，因此我们再增建22 

个单人病房，分别是19间豪华单 

人、2间小型套房和1间总统套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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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性爱短片」视频交美国专家验证
吉隆坡20日讯|警方已将

「男男性爱短片」案的视频送 

往美国，交由私人大学专家进 

行真伪验证，且确定会在年尾 

前拿到视频分析报告！

武吉安曼刑事罪案调查 

部总监拿督胡兹尔今日在记者 

会表示，特别调查小组成员已 

在曰前将上述案件视频送往美 

国，交由私人大学专家进行分 

析及验证。

「警方确定会在年尾前获 

得分析报告。」

他说，基于大马网络安 

全机构是隶属于政府的一个机 

构，因此有必要将案件视频交 

由第三方验证真伪。

对于各界指此案调查过程 

冗长的说法，胡兹尔指出，截 

至现阶段，警方将调查报告呈 

交给总检察署至少7次，每次被 

退回后必须依据对方指示，以 

继续调查。

专家不愿上庭供证

「而且，有的短片专家 

不愿意上庭供证，因此警方必 

须和他们通过电邮进行书面沟 

通，整个过程都需要时间。」 

另外，针对巫统最高理事 

拿督洛曼亚当曾将相关视频送 

往英国和印尼，交由专家分析 

一事，胡兹尔表示警方已向总

检察署汇报此事，惟最终接受 

与否的决定权在后者手中。

男男性爱短片风波始于6月 

中旬，山都望公青团前团长哈 

兹阿兹随后在个人面子书上载 

自录视频，承认自己是视频中 

的男主角之一，并指另一人就 

是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 

敏阿里。

阿兹敏阿里随后否认， 

并指这是已策划了数个月的政 

治阴谋，旨在破坏他的个人声 

誉，摧毁他的政治前途。他已 

经指示律师向对他作出种种恶 

意指责的人士米取法律彳T动’ 

并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揭发涉 

及此阴谋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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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f-r 梳邦2〇日讯|雪州

政府有意与手摇饮业者展 

t：开对话，以便探讨出减少 

^塑料使用方式，冀寻出_ 

套替代方案。对此，手摇 

▲饮料业者纷纷表示欢迎。

SS15区豹黑糖负责 

人黄雯俐对该计划给予了 

H高度的赞许，她个人认可 

此举有助于节省资源，因 

环似人有责。

同区的有米酸奶负 

责人李闽娜同样表示赞 

同，她表示若真的实施对 

话，该店是十分愿意配合 

IX及参与的，响应政府政策 

一^ 之余 '也可以减少店内打J1 烊后的处理工作，还能履 

行企业社会及环保责任， 

相当的有意义。

「我们每次晚上收 

店内外的垃圾桶都是满满 

的塑料垃圾，如果每个人都能 

有所坚持，减少使用量或自备容 

器°」.

喜
案

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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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查魅明福案霤将佳召14人录供
吉隆坡20曰讯|警方

将在近期内陆续传召14 

名证人录供，以调查赵 

明福命案。

武吉安曼刑事罪案调查部 

总监拿督胡兹尔今日在记者会 

表示，警方会在近期内传召14 

名证人，从错误囚禁角度重新 

调查赵明福命案。

他说，14名证人当中包括 

曾被传召上庭供证者、反贪会 

官员、死者的家人及同事。

针对家属要求会见全国警 

察总长丹斯里阿都哈密一事， 

胡兹尔回应：「我们每周都 

会向全国警察总长汇报特别案 

件，包括赵明福命案的调查进 

度，因此现阶段家属没有必要 

会见全国警察总长。」

赵明褐在2009年被反贪委 

员会以证人身份，协助调查一 

宗选区拨款事件，他当时是行 

动党雪州行政议员欧阳捍华的 

政治秘书。弟_天下午’他被 

发现横尸在雪州反贪会大厦隔

a pj

武吉安曼刑事罪案调查部总监拿督胡兹尔在记者会表示， 

警方会在近期内传召14名证人，从错误囚禁角度重新调查 

赵明福（小图）命案。

邻的五楼屋顶，引起社会极大 

震惊，此案由此展开了漫长的 

追寻真凶之路。

惊方是在今年7月16日接获 

总检察长的指示，要求以刑事 

法典342 (非法拘禁）条文，来 

重新调查赵明福命案后，即成

立特别专案小组，截至目前已 

传召5人录供。

另外’赵明福民主基金会 

鉴于赵明福命案重新开档调查 

方向存隐忧，于周二发文告， 

提出与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阿 

都哈密会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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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在后者手中。
男男性爱短片风波始于6 

月中旬，山都望公青团前团长 
哈兹阿兹随后在个人面子书上 
载自录视频，承认自己是视频 
中的男主角之一，并指另一人 

就是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 
兹敏阿里。

阿兹敏阿里随后否认，并 

指这是已策划了数个月的政治阴 
谋，旨在破坏他的个人声誉，摧 
毁他的政治前途。

他已经指示律师向对他作出 
种种恶意指贲的人士采取法律行 

动，并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揭发 
涉及此阴谋的人士。

吉隆坡20日讯警方已将 

「男男性爱短片」案的视频送往 
美国，交由私人大学专家进行真 
伪验证，且确定会在年尾前拿到 
视频分析报告！

武吉安曼刑事罪案调査部 

总监拿督胡兹尔今日在记者会表 
示，特别调査小组成员已在曰前 
将上述案件视频送往美国，交由 

私人大学专家进行分析及验证。
「警方确定会在年尾前获得 

分析报告。」

他说，基于大马网络安全机 
构是隶属于政府的一个机构，因 

此有必要将案件视频交由第三方 
验证真伪。

「男男性愛短片」視頻交美國專家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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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前互相拥抱吻颊

2人在媒体前互相拥抱及亲 

吻，以证明他们已和好如初s

达祖丁先亲吻依斯迈的 

右脸颊，之后在摄影记者的要 

求下，双方互相亲吻对方的脸 

颊，并上演互相拥抱的情节。

他们也告诉媒体，他们 

之间只是小误会，风波已经解 

决；不过，他们拒绝透露2人冲 

突的原因。

今日中午12时50分左右，

贴女儿照捏造故事

依斯迈随后忍不住对跟随 

在他身后的媒体解释两人争执 

的原因。

他表示，有其他领袖去探 

望他的女儿，但达祖丁竟将照 

片发布在社交媒体，还报造故 

亨，声称他与其他政治领袖暗

“他竟然挑起事端，说我 

正在筹组一个联盟支持另-名 

领袖。怎么能这么做？这什么

只是朋友间误会

达祖丁过后在国会走廊被 

记者围访时表示：“没事了， 

只是朋友之间发生误会。刚才 

已经见了对方。

“事情已经解决了，你们 

为何这么感兴趣？”

有记者追问什么照片时， 

达祖丁反问记者说：“我说 

了是误会，没什么好再进一步 

说明，要是发生的事是你的家 

事，你会怎样？”

大合照引發衝突

“夜會”12巫統議員曝尹
媒体找到引发依斯迈及达 

祖丁冲突的照片，原来达祖丁 

发布在网上的•张大合照中， 

有被指是“保马行动”中间 

人——巫统森波浪区国会议员 

拿督斯里希山慕丁的身影，这 

也等同“曝露”依斯迈倾向支 

持“保马行动”的立场。
这张大合照中的12名巫统 

国会议员，都是网传在18日晚

上，到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官邸的巫统领袖， 

依斯迈的名字也出现在网传的 

名单里：

除了依斯迈及希山慕丁， 

出现在照片中的巫统议员有边 

加兰区国会议员拿督斯里阿莎 

丽娜、日叻务区国会议员拿督 

惹拉鲁丁、亚娄区国会议员拿 

督斯里沙希淡、立卑区国会议

员拿督阿都拉曼、巴耶勿刹区 

国会议员莫哈末沙哈、野新区 

国会议员拿督斯里阿末韩查、 

巫统广保区国会议员拿督沙 
林、国阵金马仑区国会议员南 

利莫哈末诺、而连突区国会议 
员拿督阿末纳兹兰及马兰区国 

会议员拿督斯里依斯迈尔阿都 

慕达利，

当晚在阿兹敏官邸的还有 

另外2名公正党领袖，即公正党 

副主席兼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 

祖莱达，以及交通部副部长拿 

督卡玛鲁丁。

依斯迈（右） 

及达祖丁（左）昨 

午突然在国会走廊 

向对方大声讲话， 

依斯迈更放话，要 
达祖丁跟他到国会 

大厦外对

(吉隆坡2〇日讯）在国会 

差点大打出手的2名巫统国会议 

员，已经和好如初:

在国会反对党领袖拿督斯 

里依斯迈沙比利的调解下，巫 

统瓜拉吉挠区国会议员拿督斯 

里依斯迈和巴西沙叻区国会议 

员拿督斯里达祖丁今日傍晚和 

解。

2人在国会走廊边走边聊时，突 

然抬高声量，依斯迈更放话， 

要达祖丁跟他到国会大厦外对 

质a

达祖丁则对他破口大骂， 

现场气氛非常紧张，所幸身边 

人及国会保安将两人拉住，才 

避免发生肢体冲突:

依斯迈：

巫

統

^ 2

組圍
新嘗
聯湯
盟解
0=,

东西啊！”

据了解，依 

斯迈最近因为女 

儿被证实罹患癌 

症而感到担忧及 

难过，因此今R 

难免控制不了自 

己的情绪。

險g
打

架

达祖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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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20日讯）公青团秘 

书阿末苏克里今日直批公正党署理主 

席拿督斯里阿兹敏“夜会”国阵国会 

议员的最新政治动作，不过是要成为 

媒体焦点，展示自己在当今政治版图 

上的重要性，没有制造出太多值得担 

心的事情。

他今日发表文告指出，对一个疯 

狂于媒体镜头的政客来说，负面的宣 

传仍是好的宣传。.

指会续制造麻烦 

致被党开除

他说，更确切地说，阿兹敏正在 

考验党领导层的耐心。阿兹敏不止违 

反许多党纪律，还忽视领导层促请他 

出席党会议的指示。

“他不仅没有感觉羞愧，更不用 

说觉得自己做错了:

“他传达的讯息很简单，那就是 

他会继续制造麻烦，直到党开除他为 

止。被开除后，他和他的同伙会因说 

出真相被开除而成为英雄。但是真相是，他们才是 

将平静制造成风暴的‘后门群体’。”

他说，当阿兹敏还是雪兰莪州务大臣时，他们 

对希盟的成立感到不满，并持续与伊党成员接触。 

即使希盟成功执政后，他们也反对希盟选择敦马哈 

迪成为首相人选。

“他们认为国家需要比较年轻的领导人。这种 

论述只不过是要抬高他们拥有巨大掌权欲望的后门 

领袖。

“所以，现在发生的事很容易理解，因为这个 

后门领袖想要成为首相。为此，他测试敦马，也要 

展示所有国阵国会议员都支持他，但是很不幸的， 

简单的数学告诉我们，他的愿望不会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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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西闌瑪 I

(加影20日讯）羞 

民捎来“圣诞礼物”，1 
已拨款200万令吉为柏1 

打1路双向车道进行1 

工程，并采用石胶泥沥1 
(SMA )技术重铺道路。

柏西兰玛哥打1路经: 

同程度的路损问题，主3 

罗里出人频频，加上车名 

路洞很多，引起不少居民:

^^[^影市议员林金与 

打1路獲撥200萬12月重鋪
[冠城居 

聲州政府 

互兰玛哥 

备新装” 

»混凝土

當出现不 

要是重型 

乾量多， 

抱怨。

■減低路面損壞

廷指出，当局认为有洞补洞方式是治 

雪州政府拨款200万令吉重铺道路，为皇冠城居民梢来 

‘圣诞礼物”。

^^[^影市议员林金与 
14标不治本，时上 

罗里辗压而损坏，为了治 

道路，减低路面损坏。

她说，使用该路段的 

此相关技术重铺道路是最 
铺丁作从皇冠城路口至B1V

將

廷指出，当局认为有洞补洞方式是治 

i费用高昂，而且路面长期受到重型 
本方式，当局决定采用TI技术重铺

重型罗里，大多数是出人炸石场，因 
有效，该工程料在12月开始动工，重 

1C广场。

g求承包商晚上施工
ft金瑛说，为免影响车流量， 

ft她会向承包商要求在晚间施 

Ti,至于是否会调整路口的交通灯绿 

C丁时限，需视当时进行施工时情况。 

“目前路口交通灯转绿灯的时间 
达130秒，而重铺道路工程未开始， 

-旦动工了，我会密切关注交通情 

兄，尤其是早上上班时间。”

她说，初步估计整个工程需时两 

个月，当局近期内会进行招标程序。

柏西兰玛哥打1路经常出现不同 

程度的路损问题，使用该路段的居 
民经常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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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 :..V

(吉隆坡20日讯）公 

正党通讯主任法米指出， 

公正党政治局仍在等待署 

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针 

对近期的各种行动，包括 

缺席政治局会议、与国阵 

国会议员以及砂拉越公正 

党国会议员会面的事项做 

出解释；法米强调，政治 

局在未获得阿兹敏的解释 

前，暂时不会对其采取任 

何纪律行动。

阿兹敏祖莱达 

缺席政治局会议

法米今日在国会走廊接受 

媒访问时证实，阿兹敏以及副 

主席祖莱达皆缺席了今晚召开 

的公正党政治局会议：

据悉，出席会议的包括 

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顾 

问理事会主席拿督斯里旺阿兹 

莎、顾问理事会副主席赛胡先 

阿里、副主席西维尔、郑立 

慷、蔡添强以及总秘书拿督斯 

里赛夫丁等人。

法米坦言，政治局仍在等 

待阿兹敏与在野党国会议员会 
面的事件作出解释；然而，基 

于阿兹敏缺席了今日的会议， 

因此政治局还需等待阿兹敏的 

解释后，才会决定采取下一步 

的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公正党前 
雪州大臣丹斯里卡立在2014年 

曾因为多次缺席政治局会议，

聽取解釋

1霧敏”
法米:丹絨比艾補選失利

對希盟各黨領導是警示

而遭采取纪律行动对付；法米 

认为，阿兹敏目前的情况与卡 

立并不相同，因此不能与卡立 
当年被革职的情况相提并论。

否认党内出现不团结

“我们还在等待阿兹敏的 

解释，但他没有出席会议，所 

以我们还需等待他的解释，我 

们暂时不会对他采取任何纪律 

行动。我们不能轻易相信任何 

传言，我们需要获得当事人提 

供的确实资料。”

法米也否认党内出现不团 

结的情况。

他认为，阿兹敏越界的 

言论，皆是媒体自行作出的揣 

测。

没向阿兹敏

发要求解释信

“我们没有向阿兹敏发出 

要求解释信，我们持着开放的 

态度，等待阿兹敏做出解释， 

我们并没有对他设定期限，可 

能他有急事缺席会议，或许 

你们（媒体）可以亲自去问 

他c ”

法米透露，国内几乎90% 

的公正党区部领袖已经表态对 

党主席安华的支持，也显出出 

党内没有出现分裂的情况。

法米表示，公正党组织秘 

书兼州大会主任聂纳兹米，也 

将在近日针对本周末的砂拉越 

党大会是否如期进行一事发表 

正式文告。

另
-方面，法米指出，希盟在丹绒比艾国会议席 

补选的失利对所有成员党的领导人是一个警 

示，必须兑现竞选宣言的承诺，解决人民所面对的问题， 

尤其是改善国家经济状况以及人民的生活更是当前急务。

他指出，公正党领袖在今日的政治局会议针对丹绒比 

艾补选进行内部检讨后认同，本次补选的失利，是选民给 

予政府的一个讯息

须兑现承诺解决人民问题

他认为，希盟成员党的领导人应该已经理解人民所面 

对的问题，并且预料会在来临的希盟党主席会议针对补选 

失利做出更进一步的检讨，以拟定未来的改革方向。

法米也否认希望联盟在绒比艾国席补选惨败后，各成 

员党准备发动向首相马哈迪投不信任票的传言。

“我没有签署任何协议，我们必须提防所有的假新 

闻；我理解WhatsApps社交群组在近期流传一些消息，我 

们必须保持谨慎，不要太过相信WhatsApp流传的所有讯 

息；正如安华今日被盛传前往王宫觐见元首，也被证实是 

假消息:”

政治局没讨论内阁将重组

法米透露，公正党政治局也没有针对内阁重组的课题 

进行讨论。

“这是新的课题，我们没有进行讨论，但我相信希盟 

领导人会在周六的党主席会议进行更深人的讨论。”
首相敦马哈迪今日表示将会改组内阁；但他没有透露 

具体的时间。

法米表示，政治局也讨论公正党峑都国会议员峑拉巴 

卡兰近期遭14个非政府组织要求他辞职，以及座驾被破坏 

的事件、

他指出，崙都区前任国会议员蔡添强已在会议上表明 

意愿，不会要求答拉巴卡兰辞职。

“至于崙拉巴卡兰的休旅车被丢蛋事件则属于警方案 

件，需由警方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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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出动神手挖沟，以防他人再进入该地丢垃圾:

(鹅唛20日讯）乌鲁音甘榜双溪布苏一座非法 

垃圾场于日前遭士拉央市议会取缔，并且挖掘一条 

沟渠，阻止垃圾车再入内倾倒垃圾后，惟仍有人在 

昨日去填土，图让非法垃圾场恢复操作，向执法当 

局“宣战”！

市议会执法组是于本月15日到上述地点进行取缔，并 

且在该地段上挖了 •道沟渠，以防其他人再进人当地倾倒 

垃圾。

岂料，市议会收到通知指有人在19日到该处填土，企 

图把当局所挖出的深沟填满，让外人进人该地倾倒垃圾。

士拉央市议会今早卯寸30分再展开挖沟行动，由市议会 

安全与执法组的特别行动队带头，并出动39人、神手及罗 

里进行行动。
上述行动进行顺利，并在中午12时30分结束。

無視市會挖溝阻進入u

神手挖沟之余，也协助清理掉在 未清理的垃圾量惊人。

现场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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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哈末扎尼（站者）在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官员协助下，操 

作碾压机销毁逾9万张盗版光碟

警方：迄今987宗投报

“澳門騙局”刮走靈市3343萬
(八打灵再也20日讯）网速加快，让网络罪案率呈上升趋 

势，八打灵再也警区主任莫哈末扎尼助理总监披露，灵市警方今 

年迄今为止已接获987宗“澳门骗局”投报，涉及损失高达3343 

万7596令吉。

他说，网络罪案增加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无线上网（WIFI)速 

度加快，再者，多数受害者因贪小便宜，抵不住网络诈骗集团的 

条件及诱惑，而坠人骗局。

扎尼今早在八打灵再也警区总部出席盗版光碟销毁仪式， 

销毁自2003至2016年的43宗审结案件中的9万零104张光碟，市值 

45万零520令吉；他在活动后召开新闻发布说，“受害者来自各 

种族，年龄层从25至70岁，截至昨日警方就接获了987宗类似投 

报，开档788份调查，当中156人已被提控，而这个数据还在不断 

上升中。”

去年821宗投报控131人

他说，去年灵市警方共接获821宗“澳门骗局”投报，共开 

752份调查档案，受害者损失金额高达1939万8493令吉75仙，而 

警方则将131涉案人士提控上庭。

莫哈末扎尼希望透过警方举办的各种觉醒运动，让民众提高 

警惕，联合警方一起打击网络罪案，以免更多人陷人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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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市3巴剎

新春攤位開放申請
(八打灵再也20日讯） 

配合农历新年的到来，八打 

灵再也市政厅即日起开放奥 
曼路（Jalan Othman )巴刹、 

千百家新村巴刹和美嘉花园 

巴刹的新春摊位供大众申 

请！

灵市政厅今日发文告表 

示，明年度的新春摊位营业 

执照的申请期限为11月20日 

起至12月1日，公众尤其是 

小贩可在期限内，透过网页 

littp://elesen. mbpj.gov.my 提出

申请。

文告提及，上述3个巴 

刹涉及51个摊格，即奥曼路 

巴刹12个、千百家新村巴刹 

23个和美嘉花园巴刹16个摊 

格，供民众新春摆档。

欲知更多详情，可致 

电执照组旗下的佳节执照单 
位Unit Permit Perayaan，03- 

7954 1560/7960 4667,或浏 

览目网www.mbpj.gov.my、脸 

^©petalingjayacitycouncil,推 

1#@pjcitycouncil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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荅眼拉浪釣魚節

吸弓I260人競賽

依兹汉（后排右四） 

颁奖给冠亚季军和优秀 

奖。后排右三是刘天球。

(雪邦20日讯）答眼拉浪日前办钓 

鱼节活动，吸引260名当地及外地发烧 

友参加。
这项由雪邦渔民协会和Skip Bim联 

办的钓鱼比赛分为船屋、底钓和海钓 

组，冠亚季军获得现金500、300和100

令吉。

依兹汉：宣传生态旅游

比赛由掌管雪州基本建设和公共设 

施、农业现代化及农基工业事务的行政 

议员依兹汉主持开幕；双溪比力区州议 

员刘天球也出席活动。

依兹汉指出，雪州尤其雪邦区沿海 

有许多吸引钓鱼发烧友垂钓的地方，有 

潜力发展为生态旅游景点，加上这里钓 

鱼节反应热闹，因此将成为常年活动， 

并列为明年雪邦旅游年和后年雪州旅游 

年的日历活动表。

他也指出，雪州政府也已针对雪邦 

河因受养虾池排水污染一事，致函向森 

美兰州作出投诉。

渔业发展局雪州主任诺阿兹安指 

出，崙眼拉浪有美丽的白沙滩和红树 

林，办钓鱼节是为了宣传和推销这里的 

生态旅游。

Page 1 of 1

21 Nov 2019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6
Printed Size: 156.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4,727.27 • Item ID: MY0037934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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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蕉賴皇冠城及雙溪龍鎮

林金瑛表示净水水喉工程 
提升一旦完工，皇冠城及双溪 

龙镇共7万人口可摆脱水压偏 

低问题，左三是花蒂拉。

展開三階段淨水提升工程

有望擺脫低水壓
(加影20日讯）蕉赖皇冠城及 

双溪龙镇在近期将展开三阶段净水 
水喉工程提升，预计2021年12月完 

工，届时两地1万5666住户可摆脱 

面对水压偏低问题a

这项第二期提升工程，由多 

个包括四大发展商联手出资1亿 
2000万令吉，全长12.5公里，早前 

第-期工程是从加影东路（Jalan 

Timur )至士毛月和省玲球〇

向
居
民
匯
報
所
涉
及
的
IS
圍

为
.了让居民深 

人了解有关 

工程，发展商、雪州水 

务管理公司及市议会今 

晚在BMC广场举办汇报 

会，向居民汇报工程所 

涉及的范围，出席者包 

括加影市议员林金瑛及 

市议会工程组主任花蒂 

拉，发展商顾问向在场 

百多名居民汇报工程会 

影响的路段。

该工程是从武 

吉恩卡山（B u k i t 

Enggang)开始，涉及 

的路段第二区Puteri 

路、第5区Bentara路、 

第6区Permaisuri路和 

Shahbandar路、第7区 

Bendahara路及第8区 

Dayang 路。

林T 
金M 
I英平王

長
達
兩

|

市I

议员林金瑛披露， 

由于该工程长达两 

年多，举办汇报会的目的是要 

居民明白工程进行所带来的影 

响，因此，工程进行期间，希 

望居民体谅及配合。

她指出，该净水水喉工程 

#提升的水喉管径长2.0公尺，主 

+要安装在路旁绿化地，但是承 

包商施工时难免会占用道路， 

-旦完工后，承包商会将受损 

D的路面重舖，或重新种植树木

民等J
她说，皇冠城及双溪龙镇 

共有7万人口，两地住户逾万 

多，只要净水水喉工程完成， 

两居民受惠，不再受到水压低

问题。

另一方面，出席汇报会的居民也 

仔细阅续主辨单位在会场提供的施工 

地图，发展商的职员也向提出疑问的 

居民解释工程怎样进行。

讓

图
，
右
二
是
陈
寿
昌
。

民
，
出
席
汇
报
会
了
解
工
程
路
线
 

席
林
志
远

(

左
二

)
也
是
皇
冠
城
居
 

蕉
赖
十
一
哩
新
村
管
委
会
主

//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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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法
降
低

型
車
輛
意

城鄕大桌|

丁傑隆
雪州安邦再也市议员

正

雲

当运输业者和司机在11月初号召罢工， 

反对政府执法过严、刁难更新驾照的同 

时，我们也应该关注过去'个月来多宗涉及重型 

车辆的严重车祸事故。

就在上周，-辆载着鸡笼的罗里在马六甲榴 

裢洞葛疑失控撞向反方向的日产轿车，造成一对 

夫妻当场身亡，留下2名身负重伤的年幼女儿。而 

在吉隆坡市区某个中午，陆佑路朝蕉赖方向，- 

辆拖格罗里失控飞越反方向大道，撞毁轿车和摩 

哆，造成1死4伤。10月尾，在南北大道怡保往江 

沙路段，-辆由拖格罗里运载的钢筋混凝土柱在 
>Crk行驶过程中突然跌落压中轿车，导致2死2伤。 

7\ 事实上，以上案例仅是信手拈来，因为涉及

重型车辆的车祸事故，几乎每天都能在报纸上阅 

读到，从载货罗里、运沙车、货柜车、油槽车到 

长型拖格罗里s

“在行驶途中疑失控，冲向反方向车道，然 

后翻覆在路旁”一这是最普遍的肇祸原因。至 

于为何失控，除了人为因素如疲劳驾驶外，更多乃是零组 

件发生故障，如刹车器失灵、轮胎爆裂，但最不能接受的 

是“轮胎松脱”这种荒谬事情也会发生！

因为车龄关系，重型车辆在路上发生故障的频率比- 
般轿车和摩哆车来得高例如，行驶在南北大道沿途，- 

路上不难发现重型车辆爆胎后的痕迹、轮胎碎片或脱落后 

的金属零组件。

当重型车辆发生故障抛锚或车祸后，便会大幅占据车 

道，造成交通瘫痪，尤其是在上下班车流量高峰期。路程 

延缓，轻则可能造成失约，重则错失潜在商业机会，同时 

增加不必要的经济成本。上月刚出炉的《国家交通政策》 

显示，道路拥堵成本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约1.1 %至2.2%。

车祸也涉及人命，而根据大马道路安全研究院 
(MIR0S)预估，若政府不采取任何措施减少车祸，到了 

2020年，车祸死亡人数将增至1万零716人，将导致国家经 

济损失超过206亿令吉。

交通部是时候大刀阔斧针对运输业进行大扫除，从法 

律修订和政策执行上，设法降低重型车辆发生意外事故。

在法律层面，相关法令的修订必须起着有效的警惕 

作用。例如，修正《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条文，更 

严厉惩罚因危险驾驶而导致他人死亡的公路意外肇祸者， 

限制或禁止重型车辆在特定高速大道车祸黑区行驶，或禁 

止重型车辆行驶在高速大道第三条车道。针对屡次罔顾法 

律，驾驶违规、超载、不还罚单、频频造成车祸的重型车 

辆注册公司，采取执法行动。

在政策执行上，则应从减少重型车辆发生故障频率 
开始。电脑验车中心（Puspakom)这个单位的操作必须被 

重新检视，并加强反贪措施，以让验车机制更透明化。过 

去，由于验车服务在我国属于垄断商业模式，因此电脑验 

车中心饱受垢病，除了贪污、刁难指控频传， '般百姓也 

不解为何一大堆严重超龄的老爷拼装车依然还可上路。

当然，重型车辆发生故障或车祸，更多时候并非任何 

司机所愿。没有司机想•上路就会有故障、车祸，而是每 

每司机发现车辆问题，告知运输公司，但运输公司回应缓 

慢或支援不足，甚至不愿维修。政府应该揪出并严厉对付 

这些不负责任、罔顾生命的运输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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