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MK tak iktiraf ‘mesyuarat’ Hilman
KUALA LUMPUR - Angkat-
an Muda Keadilan (AMK) 
tidak mengiktiraf ‘mesyuarat’ 
yang dilakukan Timbalan Ke-
tua AMK, Hilman Idham di 
Rumah Pemuda AMK di Shah 
Alam malam kelmarin.

Ketua AMK, Akmal Nas-
rullah Mohd Nasir berkata, 
‘mesyuarat’ yang diadakan itu 
hanya satu pertemuan dan 
adalah tidak tepat jika meng-
gambarkannya sebagai mesyu-
arat rasmi.

“Kalau nak beritahu per-
kembangan terkini, bagi saya 
itu hak masing-masing. Cuma 
mesyuarat Majlis Pimpinan 
AMK, notisnya kita dah kelu-
arkan akan diadakan pada 
Ahad, 24 November nanti.

“Mesyuarat itu yang kita 
susun secara bulanan. Mesyu-
arat semalam (kelmarin) itu 
mungkin pandangan sesete-
ngah pihak, tidak menggam-
barkan keputusan daripada 
AMK,” katanya ketika ditemui 
di lobi Parlimen semalam.

Tambah Akmal Nasrul-
lah, jika mereka mahu mem-
buat mesyuarat, notis daripa-
da Setiausaha AMK perlu 
dikeluarkan dua minggu le-

AKMAL NASRULLAH HILMAN

bih awal.
“Kemudian kehadiran per-

lu cukup korum. AMK tak 
boleh ikut sesetengah pihak 
buat mesyuarat di rumah.

“Kalau nak buat mesyuarat, 
anda perlu lakukannya di loka-
si yang betul terutama di ibu 
pejabat parti. Itu barulah 
mesyuarat rasmi,” katanya.

Malam kelmarin, Hilman 
memanggil mesyuarat bera-
singan tanpa persetujuan sah 
daripada Majlis Pimpinan Pu-
sat AMK (MPPAMK) yang 
berlangsung di Rumah Pemu-
da AMK di Shah Alam.

Menerusi mesyuarat itu, 
Hilman turut menyatakan 
pendirian meneruskan peras-
mian Kongres Nasional AMK 

yang akan berlangsung di Me-
laka pada 5 Disember ini de-
ngan menjemput perasmi lain.

Dalam pada itu, Ahli Par-
limen Johor Bahru itu berharap 
Hilman akan hadir pada 
Mesyuarat MPP AMK pada 
Ahad ini.

“Saya rasa dia hanya per-
nah datang sekali pada awalnya 
(mesyuarat). Saya harap beliau 
akan datang. 

“Cuma kita perlu mewakili 
suara anak muda dan bukan 
orang lain. Beliau mungkin 
dalam dilema sebagai pegawai 
khas, mungkin dia kena perta-
hankan sesetengah kepenting-
an pemimpin.Tapi parti lebih 
besar daripada sesiapa pun,”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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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jikan lebih pantas, selamat
Inisiatif LZS 
mudahkan 

syarikat buat 
transaksi 

potongan gaji 
pekerja

L embaga Zakat Selangor 
(LZS) menyediakan 
platform E-Majikan 

bagi memudahkan syarikat 
membuat transaksi 
pembayaran potongan gaji 
pekerja.

Ketua Divisyen Kutipan 
LZS, Mohd Sabirin Mohd 
Sarbini berkata, sistem itu 
diwujudkan sejak 2005 sebe-
lum dikemas kini pada 2017 
bagi membolehkan syarikat 
untuk menghantar doku-
men dan bayaran secara atas 
talian.

Lembaga Zakat Selangor menganjurkan kempen E-Majikan 
untuk menggalakkan syarikat menggunakan kaedah 
pembayaran secara atas talian.

SHAH ALAM 

Menurutnya, sebelum 
ini majikan menggunakan 
kaedah manual melalui 
pembayaran cek atau tunai 
dengan penghantaran cetak-
an dokumen yang terdedah 
kepada kesilapan dalam 
pengisian data.

“LZS berdepan masalah 

operasi di mana jumlah 
pembayaran yang dibuat 
majikan tidak sama dengan 
data maklumat potongan 
gaji. Keadaan ini menyebab-
kan proses pengesahan ter-
ganggu dan semakan semu-
la perlu dilakukan.

“Bagaimanapun, mene-

rusi E-Majikan, syarikat bo-
leh memasukkan sendiri 
data pekerja dan jumlah 
potongan. Transaksi tidak 
akan berjaya sekiranya jum-
lah potongan dan jumlah 
bayaran tidak sepadan,” ka-
tanya kepada Sinar Harian.

Beliau berkata, LZS giat 

mempromosi perkhidmatan 
E-Majikan bagi memudah-
kan urusan pembayaran 
dengan menukarkan kaedah 
manual kepada atas talian 
yang lebih cepat dan selamat.

“Kutipan potongan gaji 
adalah yang tertinggi pada 
tahun 2018 dan tahun-tahun 
sebelumnya dengan kutipan 
RM324 juta melibatkan se-
ramai 4,458 majikan atau 
188,000 orang tahun lepas.

“Hanya 1,382 syarikat 

atau 31 peratus majikan 
menggunakan perkhidmat-
an E-Majikan. LZS sasar 
jumlah itu meningkat kepa-
da 1,800 syarikat sebelum 
hujung tahun ini,” katanya.

Menurutnya, LZS juga 
mengadakan kempen E-
Majikan kepada majikan 
yang ingin melaksanakan 
transaksi melalui kaedah ini 
yang sedang berlangsung 
dari 1 September hingga 30 
November.

NORAFIZA JAAFAR

Mohd Sabirin menunjukkan risalah berkenaan E-Majikan yang disediakan Lembaga Zakat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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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kator cari makanan halal 

di luar negara
Pastikan baik dari segala sudut termasuk khasiat

S
EPERTI kebiasaan, setiap 
hujung tahun ramai dalam 
kalangan kita yang mengambil 
kesempatan untuk bercuti 

bukan sahaja di dalam, malah di luar 
negara. 

Pun begitu, apabila ke negara 
yang bukan majoritinya beragama 
Islam bagi tujuan melancong atau 
mempunyai urusan di sana, 'isu' 
makanan halal seringkali 
dibimbangkan.

Ya, sebagai Muslim, sudah tentu 
perkara berkenaan menjadi 
keutamaan kerana makanan akan 
menjadi darah daging kita.

Menjawab beberapa persoalan 
yang sering dilontarkan dan menjadi 
tanda tanya ramai, Majlis Agama 
Islam Selangor (MAIS) berkongsi soal 
jawab berkaitan isu makanan halal 
ketika berada di luar negara.

BERUSAHA sebaiknya untuk mencari 
makanan yang halal dengan bantuan 
teknologi seperti merujuk kepada aplikasi 
carian makanan halal atau dengan bantuan 
masyarakat tempatan.

SOALAN3: Adakah konsep 
darurat boleh diaplikasikan 
ketika menghadapi kesukaran 
mencari makanan halal ketika 
di luar negara?

FIRMAN ALLAH SWT: 
“Sesungguhnya ALLAH hanya 
mengharamkan kepada kamu 
memakan bangkai dan darah, dan 
daging babi, dan binatang-binatang 
yang disembelih tidak kerana ALLAH, 
maka sesiapa terpaksa (memakannya 
kerana darurat) sedang ia tidak 
mengingininya dan tidak pula 
melampaui batas (pada kadar benda 
yang dimakan itu), maka tidaklah ia 
berdosa. Sesungguhnya ALLAH Maha 
Pengampun, lagi Maha Mengasihani." 
(Surah al-Baqarah, ayat 173)

Berdasarkan ayat itu, para ulama 
meletakkan parameter mengukur 
tahap darurat:

• Darurat yang dihadapi itu memang 
benar-benar berlaku bukan hanya 
sangkaan semata-mata seperti 
risiko kehilangan nyawa atau 
kemusnahan harta benda. 
Sekiranya ia hanya andaian, ia 
hendaklah andaian yang kuat 
seperti telah melalui proses 
pengalaman dan pemerhatian teliti.

• Tidak ada jalan lain yang 
dibenarkan oleh syarak untuk 
mengelakkan kemudaratan itu.

• Berusaha untuk tidak memilih 
perkara yang secara terang-
terangan melanggar prinsip asas 
syariat Islam dan akidah Islamiah 
seperti memilih untuk meminum air 
yang diyakini arak berbanding air 
lain yang meragukan. Ia bererti, jika 
dalam keadaan darurat, seseorang 
itu mesti memilih mudarat yang 
lebih ringan dan tidak secara 
terang-terangan melanggar 
perkara-perkara asasi dalam Islam.
Ketika melepaskan diri daripada 
keadaan darurat, seseorang itu 
mestilah melakukannya dengan 
kadar yang perlu sahaja, bukan 
selesa melakukan perkara yang 
terlarang itu berdasarkan kaedah 
'darurat diukur dengan kadar 
keperluannya'.

SOALAN 2: Bagaimana cara terbaik 
untuk memilih makanan di luar negara 
yang tidak dapat dipastikan status 
halalnya? 

TANGGUNGJAWAB untuk mematuhi hukum 
syarak ke atas umat Islam tetap menjadi 
keutamaan tanpa mengira tempat dan masa. 

Perkara pertama yang wajib dilaksanakan 
adalah dengan berusaha sebaiknya untuk 
mencari makanan halal dengan bantuan 
teknologi seperti merujuk kepada aplikasi 
carian makanan halal atau dengan bantuan 
masyarakat tempatan.

Sabda Rasulullah SAW: “Tinggalkan apa 
yang meragukan kamu (dan berpalinglah) 
kepada yang tidak meragukan kamu.” 
(Riwayat Tirmidzi dan Ahmad)

Hadis di atas menjadi kaedah umum yang 
boleh diaplikasikan dalam setiap perkara 
dalam kehidupan seorang Muslim. Menjauhi 
apa-apa perkara yang meragukan pasti akan 
menyelamatkan diri seorang Muslim 
daripada melakukan perkara yang 
diharamkan oleh ALLAH SWT. 

Ia bersesuaian dengan sabda Rasulullah 
SAW yang diriwayatkan daripada Nu’man 
Bin Bashir: “Sesungguhnya halal itu jelas, 
haram juga jelas dan di antara keduanya 
adalah perkara syubhah (meragukan) yang 
tidak diketahui ramai, maka barang siapa 
yang menjaga dirinya daripada melakukan 
perkara yang syubah (meragukan), maka 
selamatlah agamanya dan dirinya, tetapi 
sesiapa yang melakukan dalam perkara 
syubhah (meragukan), maka dia akan 
melakukan perkara yang diharamkan.” 
(Riwayat Muslim)  

SOALAN 1: Apakah asas 
pertimbangan dalam mencari 
makanan halal? 

MENJADI tanggungjawab umat 
Islam untuk memastikan setiap 
makanan dan minuman yang akan 
diambil adalah daripada sumber 
yang diyakini halal dan toyyib. 

Sabda Rasulullah SAW: “Tidak 
akan masuk syurga daging yang 
tumbuh dari hal yang dimurkai 
ALLAH (haram), dan neraka adalah 
paling tepat untuknya.” (Riwayat 
Ahmad)

Halal bermaksud sesuatu yang 
dihalalkan oleh ALLAH SWT, 
manakala toyyib pula bermaksud 
baik. Oleh itu, gabungan halalan 
toyyiban dalam konteks makanan 
halal membawa maksud makanan 
yang hendak dijamah itu bukan 
sahaja berstatus halal, tetapi ia 
mestilah dipastikan baik dari segala 
sudut iaitu penyediaan, 
pembungkusan dan termasuklah 
juga khasiatnya. 

Firman ALLAH SWT: “Dan ALLAH 
menghalalkan bagi mereka segala 
benda yang baik, dan 
mengharamkan kepada mereka 

segala benda yang buruk.” (Surah 
al-A'raf, ayat 157)

Berdasarkan ayat itu, lawan 
kepada baik ialah buruk. Antara 
ciri-ciri buruk  dalam pemilihan 
makanan ialah:

1Sesuatu makanan atau 
minuman yang 

memudaratkan.

2 Sesuatu makanan atau 
minuman yang mengeluarkan 

bau yang busuk.

Dua ciri-ciri tersebut merupakan 
sebahagian daripada indikator 
buruk atau makanan yang perlu 
dijauhi apabila berhadapan 
kesukaran dalam mencari makanan 
halal.

Oleh itu, pertimbangan secara 
umum bagi umat Islam dalam 
mencari makanan halal adalah 
dengan memastikan bahawa setiap 
makanan yang akan diambil itu 
diyakini dari sudut kehalalannya 
dan kebaikannya. 

Dengan kemudahan yang ada 
pada hari ini, umat Islam boleh 
menyemak status halal makanan 
dengan melayari portal laman 
sesawang http://www.halal.gov.my. 

JAWAPAN:

JAWAPAN:

KEWAJIPAN memastikan makanan yang akan dimakan adalah halal 
tetap menjadi keutamaan di mana-mana sahaja kita berada.

JAWAPAN:

berkala yang disyorkan dilaksanakan 
secara dwitahunan dan bergilir-gilir 
dalam kalangan negara Asia Tenggara.

Dalam satu resolusi yang dikeluarkan 
pada Multaqa Ulama Asia Tenggara 
Yayasan Dakwah Islamiah Malaysia 
(Yadim) baru-baru ini, persidangan itu 
bakal menjadi sebuah wadah dakwah 
dan keilmuan yang akan mengukuhkan 
persefahaman dan keselarasan tindakan 
bagi tujuan kemajuan ummah dalam 
kalangan ahli-ahli negara berkenaan.

Resolusi itu dicapai ketika 
persidangan multaqa ulama anjuran 
bersama Yadim dan Majlis Agama Islam 
Wilayah Persekutuan (MAIWP) dengan 
kerjasama pertubuhan-pertubuhan Islam 

SEBAHAGIAN delegasi yang 
menghadiri Multaqa Ulama Asia 
Tenggara 2019 yang diadakan di 

MHCC KLIA, Sepang baru-baru ini.

Sambutan Hari Saidatina Khadijah Temerloh disambut meriah
Oleh HANIFAH NAZIRA 
MOHAMED HANAFIAH

SEBUT sahaja nama Khadijah binti 
Khuwailid, pasti ramai yang 
terbayangkan isteri Rasulullah SAW 
paling dikasihi yang merupakan wanita 
pertama memeluk agama Islam.

Sempena sambutan Hari Saidatina 
Khadijah Temerloh 2019 yang buat 
julung kalinya diadakan baru-baru ini, 
Pertubuhan Pendidikan dan Dakwah 
Al-Fateh menganjurkan satu majlis 
bertemakan 'Agar Dirimu Semulia 
Khadijah' yang berlangsung selama 
tiga hari di Dewan Tun Razak, 
Temerloh, Pahang.

Pada program yang disambut 
meriah itu, pakar bius Hospital Sultan 
Haji Ahmad Shah Temerloh, Dr 
Nazatul Shahnaz Mohd Nazri 
diumumkan sebagai Tokoh Suri 
Kerjaya.

Beliau merupakan salah seorang 
daripada lapan tokoh Muslimah terpilih 
di sekitar Temerloh yang telah 
memberi sumbangan dalam pelbagai 
bidang diceburi mereka. 

Ujar Dr Nazatul Shahnaz, beliau 
sendiri tidak menyangka apabila dirinya 

SEBAHAGIAN peserta yang menyertai pertandingan mewarna ketika majlis sambutan Hari Saidatina 
Khadijah Temerloh 2019.

DR NAZATUL SHAHNAZ (tengah) bergambar 

kenangan bersama keluarga selepas diumumkan 

sebagai Tokoh Suri Kerjaya pada majlis sambutan 

Hari Saidatina Khadijah Temerloh 2019 di Temerloh, 

Pahang baru-baru ini.

menerima anugerah tersebut.
"Anugerah kurniaan ALLAH SWT itu 

akan menjadi galakan dan juga ujian bagi 
saya. Saya berdoa agar ALLAH menjaga 
hati saya agar sentiasa takut dan taat 
kepada-NYA. Semoga saya dapat terus 
membantu ramai orang," katanya ketika 
ditemui selepas majlis penyampaian 
anugerah berkenaan.

Sepanjang tiga hari program 
berlangsung, banyak pengisian 

dijalankan antaranya ekspo produk 
Muslim, ummah berselawat dan program 
bicara ilmu.

Turut diadakan ialah pertandingan 
Anak Bergaya Cerdik Dedikasi, 
pertandingan mewarna  dan tazkirah 
motivasi keluarga yang mengambil tema 
sambutan Hari Saidatina Khadijah yang 
disampaikan pendakwah terkemuka 
Ustaz Dusuki Abd Rani dan Ustazah 
Alawiyah Kasdan.

Syorkan multaqa 
ulama berkala

Jadi wadah dakwah, ilmu 
untuk kemajuan ummah 

di Asia Tenggara

Dakwah Asia Tenggara (SDAT) pula 
bertujuan mengukuhkan pengurusan 
dan rangkaian kolaborasi dalam 
kalangan ulama, ilmuwan dan para 
pendakwah Islam yang diselaraskan 
oleh Yadim," kata resolusi itu.

Pada persidangan yang dihadiri 
seramai 600 peserta itu, antara yang 
dicadangkan ialah gerakan 
kemakmuran dan kedamaian 
berasaskan Rahmatan Lil Alamin melalui 
perlaksanaan program di peringkat 
negara-negara ahli.

Bagi menggerakkan 
usaha mewujudkan satu rangkaian 
media dakwah Asia Tenggara, katanya, 
para perwakilan juga bersetuju untuk  
mengadaptasi semua saluran media 
termasuk media baharu untuk 
menerbitkan karya-karya ilmiah 
berkaitan Rahmatan Lil Alamin dan 
disebar luaskan.

"Sementara itu, untuk meningkatkan 
tahap kefahaman dan penghayatan 
agama Islam yang masih lemah dalam 
komuniti Muslim, satu gerakan 
pendidikan Islam di peringkat akar umbi 
dalam kalangan negara-negara anggota 
akan diwujudkan.

"Tidak dilupakan, satu model 
pendanaan dakwah efektif di peringkat 
Asia Tenggara akan dibangunkan. Ia 
bertujuan untuk memanfaatkan 
instrumen kewangan Islam yang 
bersesuaian seperti zakat, wakaf dan 
infak bagi menyokong gerak kerja sosial 
dakwah yang menyeluruh," menurut 
resolusi itu lagi.

Semua resolusi berkenaan hasil 
daripada muzakarah para delegasi 
termasuk delegasi asing yang terdiri 
daripada  para ulama, ilmuan, golongan 
profesional, pakar pelbagai 
bidang, pimpinan pergerakan Islam, ahli 
akademik, aktivis dakwah dan 
mahasiswa dari Malaysia dan negara-
negara di Asia Tenggara.

24

M
ULTAQA Ulama Asia Tenggara 
2019 berhasrat untuk 
mengadakan persidangan 
berkenaan sebagai acara 

utama negara yang berlangsung 
di Movenpick Hotel and Convention 
Centre (MHCC), Lapangan Terbang 
Antarabangsa Kuala Lumpur (KLIA), di 
Sepang, Selangor baru-baru ini. 

"Selain itu, Yadim juga akan 
menganjurkan Multaqa Ulama Sedunia 
2020 yang akan membincangkan dan 
mencari  penyelesaian isu global 
terutama berkaitan keselamatan sosial 
serta ekonomi masyarakat Islam.  

"Persepakatan dicapai untuk 
melestarikan jaringan amal Islami di Asia 
Tenggara menerusi pemerkasaan dan 
pengembangan fungsi Pertemuan 
Tahunan Tidak Rasmi Menteri-Menteri 
Agama (MABIMS). Penubuhan Sekretar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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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chance at legality 
Selangor government has introduced a revised programme to compel illegal 
factory operators and the landowners to register their businesses. >2 

Covering all grounds: An aerial view of factories operating around Jalan Villaraya 3 in Semenyih, Selangor. As of November 2018, only 630 out of 2,885 factories throughout the 
state have been legalised. - File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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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METRO, FRIDAY 22 NOVEMBER 2019 

'Carrot and stick approach1 
By JADE CHAN 
jade@thestar.com.my 

ILLEGAL factory landowners and 
operators in Selangor have been 
given a second chance to legalise 
their business. 

The state government has intro-
duced a second exercise for legalisa-
tion after finding the first exercise 
as not effective enough. 

Every operator has to register 
their premises and business 
between Oct 1 to Sept 30 next year. 

The second exercise replaces the 
first one held between July 2006 
and December 2015. 

State land and district select com-
mittee chairman Lau Weng San said 
the new exercise was modelled 
after the leasehold status offer for 
residential properties. 

"The state government is taking 
the 'carrot and stick' approach in 
getting illegal factories to legalise 
their premises. 

"It also offers incentives to those 
who pay the premium for land con-
version. 

"Action will be taken against 
those who fail to submit their appli-
cation, including land seizure," said 
Lau, urging factory owners not to 
engage unauthorised agents or mid-
dlemen to handle their applications. 

Lau, who is also Banting assem-
blyman, said the state government 
revised the legalisation programme, 
taking into account issues such as 
multiple landowners for a single 
site, land setback and premises that 
are occupied by tenants, and not 
landowners. 

"I urge landowners and factory 
operators who have not legalised 
their premises to submit their appli-
cat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If they don't do that, they can 
expect the full force of the law after 
the deadline is over. 

"There is ample time for them to 
start applying now, or hire a regis-
tered consultant such as a town 
planner to assist with their applica-
tions," he told reporters after a 
town hall briefing to about 200 fac-
tory operators on the new exercise. 

The briefing was jointly organ-
ised by the Kuala Langat Land and 
District Office and Kuala Langat 
District Council (MDKL) at the 
MDKL sports complex in Banting. 

Kuala Langat deputy district 
officer (Land) Nur Afizah Ahmad 
briefed attendees on the revised 
legalisation exercise, such as the 
process, incentives and enforce-

Representatives from various technical 
agencies present at the briefing 
to answer questions by operators. 
- Photos: SAM THAM/The Star 

Selangor govt provides incentives and ample time 
for factory operators to legalise their business 

Lau says the committee tabled a 
report proposing to address the 
failures of the previous legalisation 
exercise. 

Nur Afizah briefing attendees on 
the state government's latest exer-
cise to legalise illegal factories. 

ment measures. 
Based on a census from 

November 2018, there were 2,885 
factories built on 2,638 agricultural 
lots throughout Selangor. 

To date, only 630 factories have 
successfully been legalised by get-
ting the necessary approvals to 
change their land status, planning 
permission and building plan. 

Lau added that the offer is appli-
cable only to factories that are on 
the illegal factory inventory list and 
have been in operation before 
August this year. 

"This exercise is not applicable to 
newly opened factories or business 

operators. It is also not applicable to 
illegal plastic waste or recycling 
facility operators that had their 
businesses sealed off during the 
recent government crackdown," 
said Lau. 

Registered landowners can legal-
ise the land either by reverting the 
land status according to its category 
and condition as stated in the land 
ownership, or changing the land 
usage condition as per the provided 
sections under the National Land 
Code (KTN) 1965. 

A discount will be given to those 
who are able to pay the full premi-
um to convert the land status from 
agriculture to industrial. 

The discount ranges from 30% 
for those that pay within two 
months to 10% for those that pay 
within six months. 

Those who are unable to afford 
to pay the full premium can opt to 
pay only 10%, but the land will be 
under the registrar's caveat. 

Action will be taken by the land 
office under Section 127 and Section 
130 of KTN 1965, as well as by the 
local authority under Act 172 and 
Act 133 of the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 and Street, Drainage 

and Building Act 1974. 
Enforcement action will be imple-

mented on illegal factories located 
within and outside industrial zones, 
as well as those located on govern-
ment reserve land, particularly 
those built on river and road 
reserves and open spaces. 

Lau said the select committee 
tabled a report at the state assembly 
that included proposals to address 
the failures of the previous legalisa-
tion exercise. 

"One of the major root causes is 
that there was no strict enforce-
ment after the deadlines were over, 
resulting in the lack of motivation 
for the operators to legalise their 
factories. 

"Some submitted their applica-
tions but didn't complete the pro-
cess, while others were not even 
interested in submitting," he said. 

Those who fail to legalise their 
operations after the deadline will 
also face fines of RM500 and an 
additional RM100 per day from the 
cut-off date. 

In a worst-case scenario, the 
Land and District Office could seize 
the land of those that fail to follow 
the law. 

Some 200 factory operators and landowners in Kuala Langat attending 
the briefing to find out more about the new exercise requirements. 

Page 2 of 2

22 Nov 2019
The Star, Malaysia

Author: Jade Chan • Section: Metro • Audience : 175,986 • Page: 1,2
Printed Size: 1305.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65,676.00 • Item ID: MY0037946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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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300 incentive for Selangor couples to keep marriage alive 
By SHEILA SRI PRIYA 
sheilasripriya@thestar.com.my 

SPOUSES from Selangor will get 
RM300 to attend a pilot marriage 
course for couples. 

The state government initiative 
called Program Insentif Generasi 
Muda Selangor (iGems) is an 
effort to strengthen the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The course, however, is only 
available to couples tying the knot 

for the first time and those below 
the age of 40. 

Selangor youth, sports and 
human capital development 
committee chairman Mohd 
Khairuddin Othman said 
RM550,603 has been allocated for 
the programme which targets 
youths below 40. 

He said the course would 
focus on topics such as financial 
management, emotional needs 
and parenting. 

"In order to qualify for the pro-
gramme, one spouse must be 
from Selangor. 

"If both the husband and wife 
are from Selangor, each will 
receive RM300 to attend the ses-
sion. 

"If only one partner is from 
Selangor, then the Selangorian 
receives RM300. 

"Our objective is to strengthen 
the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he 
said at a press conference at 

Bangunan Sultan Salahuddin 
Abdul Aziz Shah. 

Khairuddin said statistics 
showed that divorce cases were 
common among couples aged 
between 30 and 40. 

"Most couples divorce within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marriage,"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state's divorce rates were the 
highest nationwide at 12,203 in 
2017. 

He said the programme was 

open to couples married between 
Sept 1, 2018 and Dec 31, 2019. 

Those planning to get married 
on Jan 1, 2020, can apply to attend 
the course six months into their 
marriage. 

"This programme is open to all 
races and people of different reli-
gions in the state as the focus is 
on financial management, emo-
tional needs and parenting," he 
said. 

For details visit www.yawas.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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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INK TO THE PAST

KLANG’S PRICELESS KOTA BRIDGE
The story of this
double-decker
structure and of
how it connected
people make it
integral to the
tapestry of Klang’s
heritage

DAWN CHAN
KLANG
news@nst.com.my

GAZETTING a national
heritage goes beyond
preserving its structure;
it’s equally important to

remember how it came to exist
and the stories behind it.
Kota Bridge in the heart of the
royal town here was the brain-
child of the British administra-
tion after World War 2. It had
wanted to construct a permanent
steel suspension bridge to cater
for folks travelling back and forth
to the south and north of the
town, said Selangor history re-
searcher Faisal Surani.
“Before the war, there was the
Belfield Bridge across Sungai
Klang. A part of it had to be
bombed by the British dur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 Unfortunate-
ly, repeated attempts to restore
the bridge were unsuccessful.
“That led to the building of
three bridges to replace Belfield
— two pontoon bridges to cater
for motorised vehicles and a sus-
pension bridge for pedestrians—
between 1945 and 1955. However,
these bridgeswere exposed to the
elements and many times would
collapse. The British then decid-
ed it was time to have a safe, per-
manent bridge for the people.
“In 1951, the British commis-
sioned the Crown Agents from
London to send engineers to
study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bridge, one that is unique.
“Then, the idea of a dual-way
double-decker steel bridge came
about. Among the conditions
were that it must be a solid struc-
ture, cost efficient and cut trav-
elling time.
“That was how Kota Bridge was
planned. Its upper deck would
cater for motorised vehicles and
the lower tierwas for pedestrians,
bicycles and trishaws. The con-
structionofMalaya’s first double-
decker reinforced steel girder
bridge and the only one in South-
east Asia kicked off in June 1957.
“It was the biggest engineering
project and a new technology in

Malaya at that time, costing RM7
million. Construction materials
were imported from England.
Spanning 500m and 6.7mwide, it
was built by British firm Dorman
Long (Bridge and Engineering)
Ltd, while Gammon Messrs
(Malaya) Ltd conducted piling
works.
“British engineers supervised
the construction while the
labourers were Malays, with
some from China and India,”
Faisal told theNew Straits Times.
Faisal, a 52-year-old ex-teacher
and former honorary secretary of
the Malaysian Historical Society
(Selangor Chapter), had been re-
searching the rich history of Se-
langor formore than a decade.
Faisal said the discovery of a
severed head near a pillar of the
bridge in Sungai Klang almost
halted the construction.
“The labourers were supersti-
tious and they no longer wanted
towork because theybelieved the
foundation of the bridge was
built using human heads. Con-
struction was stopped for several
weeks.
“The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had no choice but to launch a
campaign to let people know that
the bridge’s foundation was
made of cement and iron rods,
and not human heads. Only then
did construction resume.
“There was also an incident
where a Chinese labourer was
killedwhen hewas crushedwhile

working on the upper deck.
After Kota Bridge was opened,
there were also cases of suicides.”
He said the bridge was sup-
posed to be named Alam Shah
Bridge, after the then Sultan of
Selangor, Sultan Hisamuddin
Alam Shah.
However, two weeks before the
bridge was launched, Sultan
Hisamuddin decided that it was
to be called Kota Bridge, given its
proximity to the then Bukit Kota
Palace, which is near the current
KlangMunicipal Council.
“Sultan Hisamuddin launched
KotaBridge in 1959. Right after he
cut the ribbons to signify its
opening, his yellow Rolls Royce
was the first vehicle to drive
across it,” said Faisal.
Kota Bridge was the main
artery that connected people
from the north and south of the
town, and also Port Klang. Three
decades later, it could no longer
cope with the growing traffic and
the width of newly designed ve-
hicles. There were also concerns
about its stability.
Then came plans in the late
1980s to build another bridge that
was wider and parallel to Kota
Bridge.
“When plans for the new Kota
Bridge were in the pipeline, the
government realised that Kota
Bridge was priceless and a de-
cision was made by the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to retain it.
“The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was given the responsibility to
maintain it as a historical land-
mark. The upper deck was to be
closed, but the lower deck would
be opened to pedestrians and
motorcycles.
“However, the north-end por-
tion of Kota Bridge had to be torn
down to make way for the new
one, which was opened in 1992.
Today, about 300m of the orig-
inal Kota Bridge remain.”
Faisal said Kota Bridge has
been nominated as a heritage
site. It held a history of sorts not
just from the construction point
of view.
“Kota Bridge is close to the

hearts of Klang folk. They used it
to cross back and forth from their
homes to the town centre those
days, to thewetmarket, shopping
areas and even tuition classes for
children. It tells the vast stories of
the people’s routine at that time.
“Kota Bridge remains an icon
for Klang and being Southeast
Asia’s only double-decker steel
bridge, there is no need to say
more.
“It still serves the people after
so many decades, especially
pedestrians, motorcycles and bi-
cyclists,” said Faisal, who also re-
vealed his plans to produce a cof-
fee table book on Kota Bridge.

Kota Bridge’s upper tier served motorised vehicles and its lower tier
was for pedestrians, motorcyclists and bicyclists. It was closed in 1992
after a second bridge was opened.

Kota Bridge, located in the heart of the royal town of Klang, was built in 1957 and opened by the then sultan of Selangor Sultan Hisamuddin
Alam Shah in 1959. It is Southeast Asia’s only double-decker bridge. PIX COURTESY OF KELAB WARISAN SUNGAI K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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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王储帆船赛

300各国选手尝槟美食
(槟城21日讯）第30届 

雪兰莪王储帆船赛（RMSIR) 

如火如荼进行中，逾300名各 

国选手周三晚齐聚乔治市共尝 

槟城美食，热闹非凡。

上述活动是由雪兰莪皇家 

帆船倶乐部（Royal Selangor 
丫acht Club)主办，于 11 月 

15日至23日，一连9天在巴 
生、邦咯岛、槟城及浮罗交怡 

举行。

选手们分别来自1 ◦个国 

家，即澳洲、印尼、新加坡、 

荷兰、英国、泰国、菲律宾、 
美国、柬埔寨及大马。众选手 

从巴生出发往首站邦咯岛后， 

周二凌晨抵槟并将于周四出发 

往浮罗交怡。
至于周三晚，该倶乐部亦 

在邱公司龙山堂举办颁奖典礼 

暨晚宴，并邀来槟州首席部长

麵
曹观友（中）颁奖予帆船赛二 

级组别的冠军队伍，右为杰 

夫。

曹观友共襄盛举，及颁发奖杯 

予模城站的优胜队伍。

当晚主桌嘉宾尚有雪兰莪 

王储东姑阿米尔沙、雪州皇家 

帆船倶乐部准将温腾辉、副准 
将仄万莫哈末、后准将吉然古 

玛、委员莫哈末凯里，及帆船 

赛筹委会主席杰夫。#

第30届雪兰莪王储帆船赛槟城站颁奖典礼暨晚宴的主宾为吉然古 

玛（左起）、仄万莫哈末、曹观友、东姑阿米尔沙、温腾辉、杰 

夫、莫哈末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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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城21日讯）人民公正党署理主 
席拿督斯里阿兹敏表示，他会认真考虑 

公青团的建议，为公青团代表大会主持 

开幕。

阿兹敏也是经济事务部长，今天在布 

城首要领导基金会出席吉隆坡峰会预先 

推介礼后，针对公青团署理团长希尔曼 

宣称获得大部分公青团最高理事的支 

持，要求阿兹敏为公青团大会主持开幕 

的课题，如是回应。

希尔曼坚持公青团和妇女代表大会必 

须按照传统，由阿兹敏阿里主持开幕。

阿兹敏说，他感谢公青团为了党的利 

益而发声的勇气。

“他们是被青年团遴选的代表，他们 

的声音必须获得尊重，我们必须尊重大部分的声音，这就是一直以 

来秉持的民主。”

“身为署理主席，我会认真考虑公青团的建议。”

较早时，公正党青年团一改往年做法，不邀请署理主席开幕， 

改为邀请公正党顾问拿督斯里旺阿兹莎主持开幕。

团长阿克玛指出，邀请旺阿兹莎是经过了一系列的会议后在1〇 
月20日上的会议的决定，并已向公正党政治局汇报此事。

另外，针对砂州主席巴鲁比安率领一众砂领袖召开记者会，坚 

持取消原订本周六举行的代表大会。

阿兹敏说，取消砂州代表大会并非巴鲁比安决定，而是州联委 

会的决定。

“我想这是考量党的发展所做出的集体决定，他们要领导层认真 

考虑建议，以确保党团结是优先考虑的事项。” #

阿兹敏：会认真考虑 

公青团的建议，为公 

青团代表大会主持开 

幕。

阿
兹
敏
：
我
会
认
真
考
虑

询
及
为
公
青
团
大
会
主
持
开
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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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Q Q 加影2 1曰讯|加

1^0影市议会拨款138万令 

-pT 吉，用于提升双溪龙

yj ( Sungai Long ) 4 项基 

设工程。即日起动工， 

^ 预料年底前竣工！

■丁卜 加影市议员刘佳达

J 1 指出，过去频频接获当

地民众投诉，有关双溪 

龙一带的道路、排水系 

统以及防洪墙因雨季侵 

■ 袭而发生土崩和路面损

坏等问题。

A 他说，加影市议会

于本月14日向雪州政府 

申请紧急拨款，并在加 

影市议员在雪州行政议 

员兼加影州议员许来贤 
的争取下，于近曰正式 

动工。「首3个工程包 

括位于Glencourt前方的沟渠、 

Evergreen Park Hazel和Acorn的

提

1

程

围墙，将会进行修复，总花费49 

万9550令吉。」

他续说，目前已有部分工程 

已经施工，当中包括清理土崩留 

下的泥浆以及筑起围栏。

除此之外，他表示，另一项 

工程则是位于双溪龙主要道路以 

及路肩的排水沟，因不堪雨水冲 

击，致柏油面损坏。

「我们除了会修复沟渠， 

也会规划新的引水道，好让积水 

可以及时排走。同时不再冲击路 

面，导致路面凹凸不平」

他表示，有关工程位于拉曼 

大学双溪龙分社毗邻。总面积12 

万，长500公尺，同时涉及来往 

车道，料花费88万4140令吉。

他补充，此次提升工程共花 

费138万3695令吉，并且会选在 

非繁忙时间进行，故预计一个月 

的工程时间，有望年底前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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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子中心无执照
加影21日讯|针对此事，加影市议员 

刘佳达表示，涉事月子中心尽拥有商业注 

册，但未有正式的营业执照，因为加影市 

议会目前仍未有针对月子中心相关的监管 

条例。

他强调，当局未批准在住宅区经营月 

子中心，而月子中心目前应当设立在商业 

用途的单位。

万宜社青团团长李文彬呼吁，其他相 

同遭遇的受害者前往消费人仲裁庭投报。

他提醒，新手妈妈在寻找月子中心 

时必须亲身参观再做决定。特别是合约条 

文，需细读后才签署。

另外，他指，当局将会在万宜区成立 

公共投诉组，以给予民众法律咨询，详情 

可联系：0162855881。

涉及月子中心业者在回应媒体以及李 

文彬的询问时，尽表示本身将会亲自到万 

宜区服务中心^解释事情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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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委会查巫统议员最高理事会不插手
吉隆坡21日讯|关于巫统党

员夜会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一事，国会反对党领 

袖依斯迈沙比里表示，巫统最高 

理事会并不会插手此事，而是交 

由巫统纪律委员会调查。

他指出，巫统的纪律委员会 

是个自由的委员会，最高理事会 

并没有权利插手该委员会处理事 

务的方法。

「在纪律委员会调查后，会

呈交结果去管理委员会审查，并 

在管理委员会通过后，才会交给 

最高理事会。在那时候，最高理 

事会才做出最终决定。」

他表示，巫统最高理事会并 

没有插手纪律委员会的调查，最 

高理事会目前并没有召见出席夜 

会的党员要求他们给予解释。

「调查报告并不会直接呈交 

给给最高理事会，而是先交给纪 

律委员会的。」

没设下调查期限

「我们并没有为这件事情设 

下指定的调查期限，而是全权交

由纪律委员会处理。」

另外，他表示，对于首相顿 

马哈迪与昨曰宣布的内阁重组一 

事，他并没有任何意见，也拒绝 

猜测哪一个部长会被撤换。

「内阁重组是首相的决定， 

他有权利这样做，撤换哪一位部 

长，也是他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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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表示不要后，我准 

备驾车离开，岂料轿车却撞落 

坑洞，左轮也卡在洞里，当时 

令居还喊了‘啊’ 一声。”

他表示本身下车检查车子 

和等候拖车人员时，邻居坐在 

车内休息，等了 15分钟后拖 

车人员到场，他就返回车里叫 

邻居，但发现邻居已不省人 

事。

他说，他和死者为邻20 

多年，死者退休前是法庭推 

事，旱前曾在实兆远和马六甲 

等地任职。

“事发时，我根本看不到 

沟渠盖已不见了，之后获知之 

前也有人曾撞到该洞，我并非 

第一人。”

(加影11日讯）轿车撞落锡米

山大路3尺深坑洞，74岁男 

乘客疑被“吓死”！

此案于11月20日晚上约 

10时15分在锡米山大路发 

生，死者李林发来自绿野山 

庄。

事发当晚，死者乘坐邻居 

黄守信（67岁）的车子到锡米 

山关东用餐，用餐后两人从锡 

米山万秀路返回绿野山庄的住 

家，但却在上述地点出事。

据了解，路旁的沟渠盖不 

见已有整年时间，较早前，有 

善心人十把木棍插在坑洞警 

示，然而路洞迟迟未获修补。

意外事件发生导致一人逝 

世的消息在社交网传开后，引 

起网民议论纷纷，并要求政府 

机构正视路洞问题。

加影市议员颜丽丽接获投 

诉后，今午与加影市议会工程 

组和乌鲁冷岳公共工程局官员 

到场视察，凑巧黄守信也到现 

场旁的花店买花，并讲述当天 

的事发经过。

他说，当天经过万秀路和 

锡米山大路岔口的交通灯后， 

看到大路左侧有一间服装店， 

于是把车子停在路旁，并问邻 

居要不要下去看看。

轿车撞坑洞

年迈乘客“吓死”
死
者
李
林
发

Page 1 of 1

22 Nov 2019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al • Audience : 27,667 • Page: A19
Printed Size: 293.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3,685.53 • Item ID: MY0037946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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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影21日讯）雪州政 

府紧急拨款138万3655 

令吉，抢修蕉赖双溪龙3 

个住宅区崩塌的围墙， 

以及重铺双溪龙大路和 

维修沟渠。

10月29日下午的 

一场大雨，导致上述地 

区发生水灾，洪流冲毁 

围墙和道路，尤其是交 

通繁忙的双溪龙大路破 

烂后'备受民众关注。

影市议员刘佳达今 

早和市议会工程组 

官员和承包商到场视察后，召 

开记者会说，双溪龙大路重铺 

和维修沟渠工程今天开始，为 

时一'个月。

他说，重铺的路段长500 

公尺，即从蚬壳油站到路口的 

交通灯处双向车道，都会重 

铺，为免对公路使用者造成不 

便，重铺道路工作将于晚上时 

段进行，沟渠重修工作则在白 

天。

道路重铺和沟渠重修工程 

耗费88万4140令吉。

新闻特区 

蕉赖双溪龙 紧急拨款138万

抢修膶围墙铺烂路

双溪龙大路在一场大水灾后破烂不堪

12月杪前完工

刘佳达巡视进行中的双溪龙GlencourtC和D座组屋围墙抢修工 

程。

刘佳达说，3个住宅区， 

即双溪龙GlencourtC和D座组 

屋、Evergreen Park Hazel 和 

Acom公寓及双溪龙边基兰花 

园坍塌的围墙，抢修工程已开 

始，耗资49万9550令吉。

他说，0前是担心下大雨 

延误工程的进行，不过，上述 

丁程会在12月杪前完成。

“双溪龙上个月发生水灾 

后，木区州议员许来贤极力向

州政府申请拨款抢修”

另外，他说，市议会明年 

将重新研究双溪龙的排水系 

统，并拟定提升方案。

他说，双溪龙的排水系统 

20年不曾提升，沟渠已无法负 

荷现有的排水量。.

“流经布迪曼和友友花 

园，长8公里的双溪龙河也将 

提升，以缓和这地区的水灾问 

题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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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马：家中开会不正式

公青团大会仍由旺姐开幕
(吉隆坡21日讯）人民公正党

青年[才丨团长阿克马不承认昨晚 

由署理团K希尔曼主持的大会 

开幕人讨论会议，更强调大会 

开幕人仍是该党顾问兼副首相 

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医生。

询及希尔曼声称获得132 

名公青团区部团艮的支持，阿 

克马说，前者不曾出席会议， 

且所提及的区部团长人数都是 

不实的数据。

他今日在国会走廊受访时 

说，希尔曼要与谁会面，或要 

在昨R会议上告知有关大会的 

最新进展，并没问题，也是其 

权利，但将有关会议视为正式 

会议是不正确的。

“周日（24日）举行的公 

青I才丨执委会议通知已发出，这 

也是我们的常月会议。昨晚只 

是部分人的意见，不代表公青 

团的决定。”

他强调，若要举办会议， 

须由秘书在会议前两周发出通 

知，出席人数也需达到一定人 

数，所以指昨晚举行的会议为 

公青团会议是不对的。

“公青团不应跟随某些人 

在家中召开会议，要开会的 

话，就应在适当的地点如公正 

党总部举行。”

询及昨晚会议的合法性， 

他说：“我认为那不是会议，

阿克马：公青团大会仍由旺 

阿兹莎开幕。

哪有人的会议通知仅有一天， 

且不是由秘书发出？”

阿克马说，旱前有指20 

名公青团票选领袖反对取消邀 

请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 

阿里开幕大会的声明，当中许 

多人包拈执委赛夫拉已澄清他 

们的名字遭滥用。

不过，他说，公青团执委 

会所做的决定就是最终决定， 

若有不满，可在周R的会议上 

提出，再作决定，并希望希尔 

曼届时能出席会议。

他认为，希尔曼或W担任 

阿兹敏阿里政治秘书的身分， 

需捍卫后者的利益，但政党比 

个人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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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路口 ®

(吉隆坡21日讯）交叉路口意外 

多，交通乱，装个交通灯解决问 

题！

泗岩沫盛兰园（Taman Sri 

Sinar) 8/38A路和6/38A路交叉路 

口，由于车流量高量高和为减少意 

外，该路口将于12月安装交通灯， 

随后8/38A进出口，即9号门牌前 

的路口就会被封闭。

8/38A路和6/38A路交叉路

新闻特区

泗岩沫盛兰园

装交通灯解乱象
^■关路口可以通往星光 

岭（Taman Sri 

Bintang')及甲洞一带，不过当 

地居民仍可通过其它的路口前 

往星光岭。

泗岩沫国会议员杨巧双特 

別助理谢有坚说，安装交通灯

和封闭道路，是为了纾缓当地 

交通混乱和避免意外的发生， 

居民至少还有两个路口可以通 

往上述地段。

每月发生一宗车祸

“届时3个方向将有7个

交通灯，其中3个有行人按 

钮，还会_上斑马线。”

他说，由于近年来邻近的 

发展越来越多，6/38A变成非 

常繁忙的主要道路，可往星光 

岭和Desa Park City，而衔接8/ 

38A路的交叉路口车流量高，

口将新建7个交通灯。

有的驾驶人士互不相让，容易 

发生碰撞0

“这里平均一个月有一次 

意外，之前在同一条路的前端 

发生死亡意外，相信新建交通 

灯可减缓车速。”

交通灯的建设和经费，皆 

由吉隆坡市政厅负责局，下月 

就会实行，但日子待定。

出席记者会的包括泗岩沫 

第四区居民代表委员会成员郑 

成隆、公正党房屋局代表黄志 

成及一众居民代表。

12月起，从6/38A路驶入8/38A的进出口，即9号门牌前的路口就会被封闭，前排左 

六为谢有坚。

1 A 10个居民组织支持兴建

■ U交通灯随议，M政厅和

g
 吉隆坡市政厅综合交通资讯 

系统（ITIS)也派员巡视，认 

_ 同兴建交通灯的建议。

PP 谢有坚说，支持有关建

^2?议的包括星光岭居民协会、 

Villa Crystal联合管理委员 

会、英达免登花园居民协 

会、星光岭38G居民协会、 

Prima tiara 2公寓管理机构、 

Angsa公寓管理机构、Nova 1 

公寓管理机构、Amandari公

»
 寓管理机构、Prima tiara 1公 

寓管理机构及武吉泗岩沫公 

寓管理机构。

“这些组织于去年提出建议，今年 

陆续有其它组织支持。”

I
公正党房屋局代表 

•黄志成 斜坡路段危险

DALAM MAHKAMAH TINGGI MALAYA Dl KUALA LUMPUR 
DALAM WILAYAH PERSEKUTUAN, MALAYSIA 

(BAHAGIAN KELUARGA)
PETISYEN PEMBATALAN NO: WA-33-571-10/2019

Dalam Perkara Seksyen 68 & 70 (b), Akta Membaharui Undang-Undang, (Perkahwinan & 
Perceraian) 1976.

ANTARA
MAI TIANHUA (P) (No. PASPOT CHINA: G43060244) ...PEMPETISYEN

DAN
NG WOON HWA (L) (No. M»: 760706-01-5127) ...RESPONDEN

NOTIS PENYAMPAIAN GANTIAN 
Kepada: NG WOON HWA (L)

AMBIL PERHATIAN bahawa satu Petisyen Pembatalan bertarikh 26.9.2019 telah 
dikeluarkan terhadap kamu di Mahkamah Tinggi Kuala Lumpur dan Mahkamah telah 
memerintahkan bahawa Petisyen Pembatalan dan Perintah ini diserahkan kepada kamu secara 

.ian ganti dengan menampalkan sal inan-salinan Petisyen Pembatalan dan dokumen 
:aitan berserta satu salinan termeterai Perintah yang akan dibuat di Papan Notis 
h Tinggi Kuala Lumpur dan di alamat terakhir kamu yang diketahui dan 

mengiklankan satu Notis di dalam akhbar harian tempatan Cina dan penampalan dan 
pengiklanan sedemikian disifatkan penyampaian yang sempurna dan cukup ke atas kamu 
TUJUH (7) hari selepas tarikh perbuatan terakhir penampalan atau pengiklanan sedemikian.

DAN SELANJUTNYA AMBIL PERHATIAN bahawa Petisyen Pembatalan akan didengar 
pada pukul 9:00 pagi pada 9.12.2019 yang mana kamu dikehendaki hadir, dan iika kamu 
gagal hadir, maka Mahkamah boleh membuat perintah terhadap kamu dalam ketidakhadiran 
kamu. Petisyen Pembatalan itu boleh diperiksa oleh kamu atas 
Mahkamah ini.

Bertarikh pada 22.11.2019

penyampai 
yang berk; 
Mahk;

boleh diperiksa oleh permohonan kepada

--tt--
Peguamcara-peguambela pempetisyen

Notis ini difailkan oleh Tetuan Ng Kee Way & Co. yang mempunyai alamat penyampaian di 
29/2, Jalan Puteri 5/7, Bandar Puteri, 47100 Puchong, Selangor. (21 n90026)

这里迫切需要安 

装交通灯，w为驾驶 

者车速很快，下斜坡 

时相当危险。

该道路分别于9 

月和10月发生意 

外，9月那宗还涉及 

死亡案例。

相信一旦安装交 

通灯，驾驶者将会降 

低车速。

0泗岩沬第四区居民代表委员会成员鲁郑成隆

避免车辆互不相让
之前我担任Villa Cryslal的联合管理委 

员会主席时，也支持建交通灯建议。

这里需要交通灯，以避免太多的车辆 

互不相让地转人路口，最后发生碰撞。

据了解，这平均每月会发生一宗交通 

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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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漂白及執法方案講解會

週二雙溪毛懦新市鎮舉行
(双溪毛糯21日讯）继巴生之后， 

"促进合法化工厂及执法方案”讲解会 

将于11月26日（星期二）下午2时，在 

双溪毛糯新市镇Dewan Meranti举行0

这项讲解会是由雪州地方政府、公共 

交通及新村发展事务委员会主催，沙亚 

南市政厅和双溪毛糯新村联办，公开给 

当地尤其是双溪毛糯新村第U4区及第 

U19区工厂业者出席。

当天的讲解会将由雪州地方政府、公 

共交通及新村发展事务行政议员黄思汉 

主讲，他将从不同角度为工厂业者剖析 
合法化工厂的程序、条例及各项优惠等 

要点0

讲解会的主要对象是工厂顾问、欲把 

地段从农业用途转换为工业用途的业 

主、欲申请建筑图测但没土地问题的 
业主等。当天共设250个座位，先到先 

得0
我国正迈向工业4.0的新经济时代，

雪州政府于9月杪 

推介上述活动，通 

过提供优惠协助工 

厂业者合法化工 

厂，以提高工厂的 

价值和竞争力。

为让出席者能针 

对本身面对的问题 

寻找方案，雪州土 

地与矿物局、沙亚 

南市政厅及八打灵 

土地局官员当天会 

在现场设立柜台，

向出席者提供咨询 

服务。
双溪毛糯新市镇Dewan Meranti地 

址为Jalan 1D, Fasa 1, Bandar Baru 
Sg Buloh, Seksyen U20, Shah Alam, 

Selangor 0 ( TTE )

■黄思汉将在讲 

解会主讲，让出 

席者了解促进合 

法化工厂及执法 

方案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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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盟沒有“包青天”？

刘I 
汉S 
良问

设赵丽兰是丹绒比艾的选民，而于上周六的 

补选中投下_票，那么重夺这个国会议席的 
国阵（马华）候选人黄日升的得票2万5466张极可 

能增力0_票。

守土的希盟受到在过去9场补选中最大 

的重挫，主要原因显然是绝大多数丹绒 

比艾各族选民以手中的选票“教训"首 

相敦马哈迪及希盟政权，以示高度不 

I, 满希盟政权上台一年多来“尽失民 

心”的糟透政绩，而不少国人包括 

$ 希盟支持者，赵丽兰显然是其中一 

人，想必会与投选国阵（马华）的 

2万5466名选民“心同此理”。

就在丹绒比艾补选投票前3天，根 

据报章报导，警方已启动重查赵明福冤 

案，身为死者胞妹的赵丽兰回应，如果政 

府一心为民，捍卫人民的基本人权的话，这种涉 

及政治迫害和侵犯人权的案件应该马上处理，而 

不是在补选时才被想起。

她表示，她并不介意政党要谈赵明福案，但希 

望他们在选举后继续跟进，还其胞兄一个公道， 

而不是三分钟热度。

无论如何，赵丽兰不满总检察署指示警方援引 

刑事法典第342条文，以"错误囚禁”的角度重 

新开档调查此案，她也对警方的调查进度如此缓 

慢，深表惊讶。
据了解，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于今年7月16曰指 

示警方以刑事法典第342条文（错误囚禁）以调查 

赵明福案。
根据刑事法典第342条文，罪成者的最高刑罚为 

监禁1年或罚款2000令吉，或两者兼施。

赵明福生前是时任雪兰莪希盟政府行政议员欧 
阳捍华的政治秘书，他于2009年7月16日以证人 

的身份受传召到沙亚南的雪兰莪反贪污委员会 

总部录取□供，以助查一宗雪州议员的选区拨款 

案，没想到年仅30岁的他于翌日被发现离奇卧尸 

在Plaza Masalam大厦的五楼露台，顿时震惊全 

国，引起极大的民愤。

赵明福枉死10年了，沉冤至今仍待雪，赵家倍 

加椎心泣血，而希盟政权如今竟从入主布城前矢 
言替赵明福雪冤掀出真凶，大U转地以"错误囚 

禁”的角度重查此案，顿使赵家及所有一直坚持 

力挺赵家为赵明福讨回公道，伸张正义，俾使此 

案早日还原真相的组织和人士，莫不愤愤不平。
在2014年9月5日，上诉庭三司推翻验尸庭和高 

庭的‘‘悬案”判决，改判赵明福乃遭身份不明的 

一人或多人所涉及的非法行为致死，并谕令执法 
当局调查和提控涉案者，包括3名反贪会高官。

总检察署这回指示警方以罪名较轻的“错误囚 

禁”条文重查赵明福冤案，可视为毫不尊重，甚 

至有藐视上诉庭所作出"死于他杀”的白纸黑字 

判决之嫌。

记得身为财政部长的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去年6月25日致函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以寻求了 

解为何指示以“错误囚禁’’的角度重查赵明福冤 

案，如今他理应就‘‘最新事态的发展”向赵家及 

公民社会作出必要的交代。

赵丽兰吁别只说话应行动

在今年的公祭赵明福冤死10年的仪式上，赵丽 

兰在祭文中有感而发地泣诉：“我只有一句话： 
别再只是说话，请行动。”而于今年7月13日那一 

晚，赵丽兰重返案发现场举办一项烛光追思会时 

曾在其胞兄10年前坠落的窗口呐喊：如果新政府 

没有替你讨回公道，你要亲自报仇。

此案目前由武吉阿曼及雪兰莪警方刑事调查组 

所成立的特别调查队重新开档调查，赵丽兰指 

出，赵明福民主基金会已经列出10个涉案的主要 

元凶，希盟必须凸显政治意愿，马上援引谋杀条 

文调查此案，并尽速逮捕凶手归案。

我国于本届"509”大选改朝换代后，枉死10 
年的赵明福仍沉冤未雪，在国阵前朝没有"包青 

天”，完全可以理解，赵丽兰在希盟上台后依然 

找不到"包青天"鸣冤，真的是无语问苍天，悲 
叹公理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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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溪龍鎮路損溝塌

州政府撥138萬維修
(加影21日讯）双溪龙镇 

在上个月遭受雷暴雨袭击造 

成道路损坏及沟渠坍塌等事 

件，经加影州议员兼雪州行 

政议员许来贤的争取，获州 
政府紧急拨款138万令吉进 

行修复。
加影市议员刘佳达今早与 

市议会工程组官员及承包商 

视察4项修复工程，包括早 

市巴刹旁Glen Court人民组 

屋C及D座沟渠壁、公寓围 

墙倒塌及双溪龙路重铺等， 
预计12月杪前可竣工。

刘佳达指出，其中三项涉 

及修复沟渠渠壁的工程费共 

49万9550令吉，而双溪龙 

路采用石胶泥沥青混凝土 

(SMA )技术重铺，连同 

路肩增设引水道的工程需花 
费88万4140令吉。

他解释，过去一般铺路都 

使用沥青，但沥青遇到大雨 

时经常被冲蚀，即使多次修 

复都无法解决问题，因此双 

溪龙路重铺改为石胶泥沥青 

混凝土技术。

“明天开始施工的双溪

龙路涉及双向车道约500公 

尺，从优大校园旁添油站至 
T字路口交通灯，施工期间 

希望居民给予配合。”他 

说，施工期间将影响交通， 

他要求承包商在晚间动工， 

至于路旁修复沟渠的工作可 
在白天进行。

他表示，双溪龙镇沟渠的 

建设超过20年，旧式设计 

无法负荷巨大排水量，他将 

向市会建议明年委任顾问公 

司针对当地沟渠问题进行研 

究，同时清理及挖深布迪曼 

至友友花园的河流，助减少 
闪电水灾发生。（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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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輪陷溝洞驚嚇過度退#推事:逝世

(加影21日讯）汽车前轮掉 

进无盖沟渠洞，一刹那的跌空感 

觉，导致一名退休法庭推事疑惊 

吓过度引发身体不适逝世。

据悉，沟渠洞无盖超过_年，

锡米山新村理委会主席谢伟贤及 

一些商家，曾经向加影市议会作 

出投诉，但路段属于联邦路，沟 

渠问题属于乌冷公共 

工程局，但该局并没 

有进行修复。

意外事件发生后，

当地居民纷纷怒责州 
议员和市议员失责，

缺乏关注民生问题，

导致无辜人命被夺 

走。

目前身在吉打州的 

无拉港区州议员王诗 

棋接到通知后，已要求市议员颜丽丽跟 

进此事，颜丽丽在今午与乌冷工程局及 

市议会官员前往现场视察。

无盖已1年投诉不受理

死者李林发（74岁）退休之前为一 

名法庭推事，与家人住在绿野山庄，他 
昨晚与相识逾20年的邻居黄守信前往 

锡米山餐馆享用晚餐，两位老朋友饭后 
共车回家途中，在路经锡米山路时，汽 

车左前轮卡在无盖沟渠洞，造成死者怀 

疑被“吓死”。

负责开车的黄守信今午重返现场时遇 

到记者，他表示对于老朋友逝世感到难 

过，当汽车前轮掉落在沟渠洞时，他发 

现老朋友看似是休息，因此没有打扰， 
拖车员在15分钟后到场时，他才惊讶 

对方已离逝。

他说，他从万秀路交通灯左转锡米山

路，想去左边服装店逛逛，当他准备停 

车时，死者表示无兴趣，他就驶出大 

路，不料前左轮就卡在沟渠洞。

他表示，事后死者被送去加影医院， 

避免再有其他车辆遭遇类似情况，他用 
两盆花围住沟渠洞。

“我们认识多年，经常外出用餐，他 

生前曾在马六甲和实兆远担任法庭推 

事，没料到一个沟渠洞，会导致他离 

开。”
针对此事，市议员颜丽丽透露，当局 

必须调查事发地点的沟渠盖是否是业者 

自行加上。据公共工程局官员表示，有 

关沟渠是没有沟渠盖，后来有商店营 

业，店前是停车位，因此沟渠是谁加 

盖，需要查明。

她说，为免事件重演，会用路障围起 

沟渠洞，同时检查该路段是否有类似问 

题，以便快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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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彭吉最多家暴
受害者女性比男性多
(吉隆坡21日讯）妇女及家庭发展部 

副部长杨巧双说，雪兰莪、彭亨及吉打 
是今年发生最多家暴事件的3大州属。

她今日在国会下议院回答人民公正党 

士基央区国会议员娜特拉的提问时说， 

社会福利局数据显示，国内今年截至6 

月共发生340宗家暴事件，91宗发生在 

雪兰莪、56宗在彭亨及34宗在吉打34 

宗；而受害者中女性占了316人，男性 

则24人。

“可是，根据警方掌握的数据，今年 
发生的家暴事件共有3139宗，这与社 

会福利局的家暴案件数据相差太大。” 

因此，她说，妇女部已成立“应对家 

暴问题委员会”，与内政部及警方等机 

构展开合作。她指出，根据社会福利局 
所接获的案件，今年共有340宗家暴案 

件，但内政部最近公布的警方数据，家 
暴案件却多达3139宗，妇女部必须成 

立应对家暴问题委员会，以让数据同

步。“这意味著我们通过社会福利局获 

得的数据，只是警方数据的10%。”
除了准确掌握家暴数据，杨巧双说， 

应对家暴问题委员会也要鉴定发生较多 

家暴事件"热点”。

她说，妇女部所收集到的家暴热点数 

据，也会交给国会议员及州议员，让他 

.们专注在各S的选区采取一些措施进行 

调解。”

她透露，妇女部副秘书长担任主席的 

应对家暴问题委员会将于11月28日召 

开首次会议，委员会成员包括内政部、 

卫生部、总检察署、联邦法院、马来西 
亚伊斯兰发展局（JAKIM )、国民登记 

局、相关医院，还有非政府组织如女性 

醒觉中心（WCC )等16机构的代表。

她强调，家暴不是个女性课题，男性 

受害者如今也越来越多，妇女部及相关 

机构都必须确保各界都对家暴课题有所 

警觉，并有效减低国内的家暴案例。
获得第二个提出附加问题机会的国会 

反对党领袖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利，在 

提问前感谢国会下议院副议长倪可敏， 

给予男性机会针对家暴课题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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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义山®比邻的马来甘榜因没有妥善的排水系统，以致一旦大雨倾盆而下，就会发生水灾。

預算案撥1600萬爲中路治水

法
克鲁表示，中路旁的实达 

「阿南过去是森林地，所以 

能有效吸收水量，但如今实达阿南 

已是蓬勃的新发展区，连带令中路 

饱受水患之苦。

他透露，州政府在明年度财政 
预算案拨出了 1600万令吉，作为中 

路和周遭地区的治水拨款；巴生市

议会也口头允诺会拨出500万令吉， 

整治当地水患

询及下一次开会的日期，他 

表示会继续跟进，披露前几次汇报 

水灾课题的会议，也召集了居协、 

居民和厂方代表共商对策，秉持以 

公众利益为先的理念，盼能达致双 

赢。

黃萬財未接獲政府來函
@万财受询时指出，广东义 

M山的7英亩半义山地，不可 

能被征用，因H前的义山已爆满， 

义山小组正安排半年后开发新义山 

地段，若义山土地被政府征用，试 

问要去哪里找到新的墓地？除非州 

政府愿意“以地换地” ^

无论如何，他认为，在未接获

政府的正式官方来函、也没有受邀 

开会的献议下，■•切都显得言之过 

早。

“庄极度缺乏墓地的当前， 

以及政府没有拨地予民间为安葬用 

途.会馆的义山组在无奈下，只能 

自行筹措资金买地安葬乡贤。”

黄万财：迄 

今没接获州政府发 

出任何征用义山土 

地的信逆I。广东义 

山已爆满，需要新 

义山地段为墓地用 

途，不能被征用。

陳聰運

有

已開發墓地不可能被徵用
-出席州政府会议的陈聪运 

透露，福建义山的地段已 

葬了人，同时建有大伯公祠，祠前空 

地供清明节乡亲泊车之用，属于已开 

发的墓地，所以不可能被州政府征用 

来做滞洪池。

他认为，政府征地建滞洪池的 

作用不大，因该处地势和周遭的马来

甘榜无异；倒不如把现有狭窄的泥 

沟，拓宽至10尺宽的洋灰沟为上上之 

策，并定时清理下游沟渠，加强排水 

功能。

他也建议把沟渠提升成有盖设 

施，以防止当地居民随意把垃圾丢进 

沟渠内造成阻塞，进而水流不通引起 

水灾。

陈聪运：福 

建义山的土地已 

葬了人和建了大 

伯公詞，不能被 

征用。

依兹汉（左三）听取雪州水利灌溉局官员阿兹尼 

(右三）对中路州选区治水的汇报n左二法克鲁。（照 

片取自《当今雪州》）

(巴生21日讯）雪州政府有意 

在巴生中路州选区增建数个滞洪池 

(detention pond )，寻求根治肆虐当 

地多年的水患问题，其中传出或征用 

属于巴生广东会馆和巴生福建会馆位 

于中路的义山地段，引起反弹

巴生广东会馆义山组主任黄万财受询 

时透露，目前没有接获任何政府公函，表明 

要对征用义山地一事做进一步讨论，所以对 

此事毫不知情。

他说，基于目前五条路和中路六英里 

的广东义山都已爆满，该会预计在半年后， 

将开发中路一段7英亩半，隶属该小组的新 

义山

陳聰運：

拓寬義山泥溝更好

巴;

达雅花园与义山（黑圈）只有一路之隔，所以一下大 

雨洪水就涌向低洼盆地。

法克魯滞洪池仍處探討階段

生福建会馆义山主任陈聪运指 

i出，基于福建义山的中路新义山 

地，已建了大伯公庙和埋葬了乡亲，所以 

不适合被征用，并认为政府与其要征地建 

滞洪池，不如拓宽义山现有的泥沟，对下 

大雨时的排洪反而有帮助。

两间会馆的先贤拥有先见之明，早在 

约30年前，便向地主买下中路一片十四五 

英亩的农业地，备用为义山他日爆满之 

时，开发为新墓地之用。墓地已对半分 

割，由各别会馆的义山组管理s

诚
信党中路州议员莫哈末法 

克鲁拉兹接受《大都会》 

社区报记者采访时证实，当地达雅 

花园和莲花路十多年来都饱受水患 

困扰，所以治水乃刻不容缓。

“虽然设立滞洪池并非治水的 

唯-•良策，但能有效减少水患的受 

灾程度与次数。”

他强调，兴建滞洪池是参照自 

水利灌溉局等专业人员在会议上提 

出的意见，虽然前仍处于探讨阶 

段，但执行单位已进行规划。

“引发水灾的因素有很多，如 

恶劣的排水系统、垃圾堆积、过去 

的发展规划不当等，最严重是中路

的海拔高度低于海平面，所以一下 

大雨洪水就涌向低洼盆地，所以才 

建议设防洪池，以收纳和储存从高 

处涌下的洪水。”

他获悉，州行政议会 
(MMKN)也通过了，由掌管雪州 

基本建设、公共设施、农业现代化 
及农基工」k事务的行政议员依兹 

汉，在会上提出对中路区•带治水 

的议决。
依兹汉今年5月29日曾亲自视察 

中路义山地段听取汇报，接着出席 

在中路镇民众会堂乡村管委会会议 
室，举行一场关于中路州选区的水 

灾汇报会。

居民6個月遭受4次水災
士日据《当今雪 

》今年5月30 

日的报道，依兹汉在视察 

了义山地段后的会议上认 

同，在关键地点兴建的数 

个滞洪池，能有效疏解位 

于低地的中路达雅花园和 

莲花路长期以来的水患问 

题。

他坦言，居民于过 

去6个月遭受了4次严重闪 

电水灾，有11个花园的

1000户居民受灾。

依兹汉透露，会召 

集福建义山、实达集团发 

展商和仙境山庄的代表， 

开会商讨解决低洼地水患 

问题；巴生市议会则受促 

整顿管辖区内的基础设 

施，以避免发生水灾。

他指出，兴建了 

滞洪池后，能暂时收纳 
从高地流向宾仔河（Sg 

Binjai )和小加埔河的水

量。当局已完成了宾仔河的河道提升T 

程，小加埔河的提升则预估在明年1月 

竣工，届时河道虽可容纳更多水量，但 

滞洪池在治水方面也扮演重要功能。

依兹汉（右四）在官员陪同下，视察义山的泥沟排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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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汉呼吁工厂 

业者出席讲解会，以 

了解促进合法化工厂 

及执法方案的详情。

(双溪毛糯21日讯）继巴生之后，“促 

进合法化工厂及执法方案”讲解会将于11月 

26日（星期二）下午2时，在双溪毛糯新市 

镇的美兰迪礼堂（Dewan Meranti )举行。

这项讲解会是由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 

通及新村发展事务委员会主催，由沙亚南市 

政厅和双溪毛糯新村联办，公开给当地，尤 

其是来自双溪毛糯新村第U4区及第U19区的 

工厂业者出席；现场将安排250个座位，先 

到先得。

当天的讲解会将由雪州地方政府、公共 

交通及新村发展事务行政议员黄思汉主讲， 

从不同角度为工厂业者剖析合法化丁厂的程 

序、条例及各项优惠等。

讲解会的主要对象是工厂顾问、欲把地 

段从农业用途转换为工业用途的业主、欲申 

请建筑图测但没土地问题的业主等《
正当我国迈人工业4.0的新经济时代， 

雪州政府于9月杪推介上述方案，最后一次 

向工厂业者伸出援手，通过提供优惠，协助 

他们合法化工厂，以提高工厂的价值和竞争 

力。

为让出席者能针对本身面对的问题寻找 

方案，雪州土地与矿物局（PTGS)、沙亚 

南市政厅（MBSA )及八打灵土地局（PDT 

Petaling)官员也会在现场设立柜台，提供 

出席者咨询的服务。

黃
思
漢
26

日
講
解

促
進
工
廠
合
法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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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金威月攝影展後日展出
(乌雪21日讯)我的新村古今往来流 

金岁月摄影展将于本月24日早上卯寸在新 

古毛新村村委会展出。

这项活动是由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 

新闻秘书主催、雪州政府新村发展事务 

委员会执行

负责这次活动的刘紫良希望透过这 

活动让乡镇人文文化遗迹重现眼前，唤 

起村民封尘已久的回忆81

“时间总是不停留，在岁月的洗礼 

之下，许多乡村的事物变成人事已非 

唯有相机所拍摄的照片可以把时间留 

住，供后人观赏。”

他认为乡村有许多值得维护及宣 

扬的传统原有文化，尤其是发展前后的 

乡村更是可以让后人看到一个时代的变

迁。他希望爱好文化历史的民众可以前 

来交流学习，把乡村文化传承下去。

这项展出将涵盖乌雪6个新村，即崙 

冬加里、新古毛、乌鲁音、吉粦、双文 

丹及叻思新村的历史照片。

乌雪一带以前是采矿为生，洗硫來 

更是早期的生活写照。

早期新古毛的报社------没有手机

的年代，报刊杂志是人们的精神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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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李林发将 
于周7T举滨。

黄守信
长（右一）向颜丽

丽（右二）讲述 

事发经过„

未裝

蓽》溝钃老人曬死
(加影21日讯）汽车前轮掉进无盖沟渠 

洞，刹那间跌空感觉令轿车乘客疑受惊吓而 

引发身体不适逝世。

据了解，该沟渠洞无盖超过一年，锡米山新村 

理委会主席谢伟贤及一些商家，曾经向加影市议会 

作出投诉，但该路段属于联邦路，有关沟渠问题是 

乌冷公共工程局处理，只是该局并没有进行修复工 

作。

此事发生后，当地居民纷纷怒责州议员及市议 
员办事不力，导致无辜者被夺走性命。

目前身在吉打州的无拉港区州议员王诗棋，当 

她收到通知后，已要求市议员颜丽丽跟进此事，颜 

丽丽在今午与乌冷工程局及市议会官员前往现场视 

察。
死者李林发（74岁）退休之前为法庭推事， 

与家人住在绿野山庄，他昨晚与相识超过20年的邻 

居黄守信前往锡米山餐馆享用晚餐。两个老朋友在 

晚上10时许饭后共车回家途中，路经锡米山路时， 

汽车左前轮卡在无盖沟渠洞，造成死者疑被“吓 

死”。

负责开车的黄守信今午重返现场时遇到记者， 

他表示对于老朋友逝世感到难过，当汽车前轮掉落 

在沟渠洞时，他发现老朋友坐着似是休息，因此没 

有打扰，拖车员在15分钟后到场时，他才惊讶对方 

已离逝s

他说，他从万秀路交通灯左转锡米山路，想去 

黄守信与李林发共乘轿车，前左轮掉入沟渠 
洞，后者疑受惊吓造成身体不适逝世。

事，没料到因为一个沟渠洞令他离开了。”

颜丽丽：查否是业者自行加盖

针对此事，市议员颜丽丽透露，当局要调查事 

发地点的沟渠盖，是否是业者自行加盖，根据公共 
T.程局官员表示，有关沟渠是没有沟渠盖，后来有 

商店营业，店前是停车位，因此沟渠是谁加盖，需 

要查明。

她说，为免事件重演，将使用路障围起沟渠 

洞，同时检查该路段是否有类似问题，以便快速处 

理。
左边服装店逛逛，当他准备停车时，死 

者却表示无兴趣，他就驶出大路时，前 

左轮就卡在沟渠洞。

他表示，事后死者被送去加影医 

院。为避免再有其他车辆遭遇类似况，

他将两盆花围住沟渠洞。

“我们认识多年，经常外出用餐，

他生前曾在马六甲及实兆远出任法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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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佳达表示，4项修复工程同步进行，预计在12月底前完成。

公寓围墙受到沟 

渠壁崩塌的影响而崩 
塌，市议会负责进行 

修复。

Glen Court组屋 

C及D座沟渠壁坍塌 

后，修复工作优先处 
理，工程如火如荼进 

行。

(加影21日讯）双 

溪龙在上个月因雷暴 

雨袭击而造成道路损 

坏及沟渠坍塌等事件 

后，在雪州行政议员 

兼加影州议员许来贤 

极力争取下，获州政 

府紧急拨款138万令吉 

进行修复工程。

加影市议员刘佳达今 

早与市议会工程组官员及 
承包商进行视察，共有4 

项修复工程同步进行，包 

括早市巴刹旁Glen Court人 

民组屋C及D座沟渠壁、公 

寓围墙倒塌及双溪龙路重 
铺等，这些工程预计在12 

月底之前完成。

刘佳达指出，其中 

3项涉及主要修复沟渠及 

渠壁的工程，费用共49万 

9550令吉，而双溪龙路须 

采用石胶泥沥青混凝土 
(SMA)技术重铺，连同 

路肩增设引水道，将雨水 

引人沟渠，该工程需花费 

88万4140令吉。

他解释，双溪龙路沥 

青遇到大雨时，经常被冲 

蚀受损，过去进行多次修 

复工作都无法解决有关问 

题，主要原因是^大量雨 

水沿着倾斜道路流去，沥

经常受到大量雨水冲蚀造成损坏的双溪龙路，将采用石股泥 
沥青混凝土技术进行重铺D

青受到水力冲击而损坏，因此 

重铺工作改以石胶泥沥青混凝 

土技术。

“明天开始施工的双溪龙 

路涉及从优大校园旁边添油站 
至T字路口交通灯的双向车道， 

长约500公尺；施丁期间居民受 

促配合。”

他说，他也考量避免施工 

进行时影响交通，特别是上下 

班的繁忙时段，因此已要求承

包商在晚上动工，至于路旁修 

复沟渠的丁作可在白天进行。

他表示，双溪龙镇沟渠的 

建设超过20年，不但老化，旧 

式的设计也无法负荷巨大排水 

量，他将向市议会提出建议， 

在明年委任顾问公司针对当地 

沟渠问题进行研究，同时对布 

迪曼至友友花园的河流进行清 

理及挖深河道T.作，有助减少 

发生闪电水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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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I有坚指出

见，当局也会关闭田比 

邻通往住区内的小路 

路口，希望当地居民 

给予谅解。

“在安装交通 

灯后，可能会有驾驶 

人士为避开等待交通 

灯，而利用这个位于 

住家前的小路插队或 

充当捷径。为了避 

免这种情况发生，以 

及安全因素，有必要 

关闭这条小路的路
口。，’

他说，在该路口 

进行安装交通灯时， 

当局将会以石墩将有

关路口封起。

他也说，届时，驾驶人士还有超 
过2个选择可进人该区，包括继续往 

前500公尺即有另一个路口，亦可进 

人8/38A后从商业区前的路口进人， 

因此关闭有关路口并不造成太大的问 

题。

他补充，他们也已通知附近•带 

的居民，同时也获得当地共10个住区 

及公寓居协、管理委员会、联合管理 

机构给予支持信，分别是甲洞星光岭 
居协、Villa Kristal公寓联合管理会、 

英达星光花园（Taman Inrlah Bintang ) 

居协、甲洞星光岭38G居协、Prima 

___________________ _
谢有坚（前排右五）联同当地各区的居民代表巡视即将增

设交通灯的路口

毗邻住区小路的路口将被关闭，除了是安全考量外，也可 

避免在安装交通灯后被利用为插队的道路。

泗岩沫盛兰园6/38 

路及8/38路之间的三岔 

路口将会增设交通灯， 

以纾缓该路段的交通流 

量及降低车速，确保道 

路使用者的安全。泗岩沫盛蘭園一路口

下月増纽7交通燈
(吉隆坡21日讯）泗岩沫盛兰园（Taman 

Sri Sinar) 6/38A路及8/38a路之间的三岔路口 

将增设交通灯，以纾缓该路段的交通流量及 

降低车速，确保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谢有坚：衔接多区车量变繁忙

泗岩沫国会议员杨巧双特别助理谢有坚指出， 

他们是于去年接获当地居民建议，希望能在有关路 

口增设交通灯以策安全，而在向吉隆坡市政局提呈. 

有关建议后，经过吉隆坡市政局综合交通资讯系统 

(ITIS)及市政局泗岩沫分局-•同前往巡视及作出 

评估后，决定通过这项建议。

他说，该花园在近年来迎来多项发展，共增加 
6000个单位衔接至6/38A路，而该路及8/38a路也分 

别连接至甲洞星光岭、城市园（Desa Park City)、

泗岩沫路、甲洞朗尔马什路（Jalan Lang Emas )等 

地。

他也说，6/38A路原本是一条“死路”，但在开 

通衔接至其他地区及新增更多单位下，该路的交通 

流量也变得更为繁忙。

谢有坚也于今日连同泗岩沫第四区居民代表委 

员会委员郑成隆、公正党房屋局主任黄志成及当地 

各住区的居民代表，前往巡视有关路口及召开新闻 

发布会。
他透露，安装交通灯的T作将在下个月进行，

-切工作及费用将会由市政局负责。

“当局将在3个方向装交通灯，即共装上7个交 

通灯，包括一个横挂式的交通灯。此外，其中3个靠 

近行人道的交通灯则设有按钮供行人使用。”

他也说，有关路口也会加上斑马线及增设红白 

障碍物，以防反方向的车辆越线超车。

Tiara 1公寓管理委员会、Prima Tiara 

2公寓管理委员会、Angsa公寓管理 

委员会、Nova 1公寓管理委员会、 

Amandari公寓管理委员会及武吉泗岩 

沫公寓管理委员会。

鄭成隆及黃志成：

早前頻發生車禍
成隆及黄志成指出，有关路

段在车流量增加后，面对来 

往车辆互不相让而频频发生车祸，其中 

在9及10月时曾发生严重的车辆相撞意 

外，其中•宗还 外，其中•宗还 

涉及死亡车祸。

他们说，

居民要想办法将 

来往的车流量及 

车速降低，因此 

相信安装交通灯 

能有助于达到效 

果。
也是Villa 

Kristal公寓联合 

管理会前任主席 

的郑成隆表示，

他在任时也提出 

要增设交通灯的 

建议，而他相信 

该路口几乎每个 

月都会发生车祸 

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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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接
家
暴
案

3139
宗

(吉隆 
坡21曰讯）妇 

女及家庭发展 

部副部长杨巧 

双表示，根据 

今年的家暴数 

据，发生最多 
家暴事件的3 

大州属是雪兰 

莪、彭亨及吉 

打。

她透露， 

社会福利局数 

据显示，截至 

今年6月国内共 

发生了 340宗家 

暴事件，其中 

91宗发生在雪 

州、彭亨56宗 

及吉打34宗t 

而其中316名受 

害者是女性， 
男性则是2 4

7J\ o

不过，杨巧双表示，她发现 

社会福利局与警方掌握的家暴案 

件数据“天差地远”，因为根据 

警方数据，今年发生的家暴事件 

共有3139宗。

设家暴委会

須与警数据同步
她在国会下议院回应公正 

党士基央区国会议员娜特拉的提 

问时也宣布，妇女部已经成立了 

“应对家暴问题委员会”，与内 

政部及警方等机构展开合作。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委员 

会？因为我们必须让数据同步， 

因为根据社会福利局所接获的 
案件，今年的家暴案件共有340 

宗，但内政部最近公布的警方数 

据，家暴案件高达3139宗。” 

“这意味着我们通过社会福 

利局获得的数据，只是警方数据 

的 10%。”

杨巧双表示，除了准确掌握 

家暴数据，这个委员会也要鉴定 

发生较多家暴事件“热点”。

“我们收集到那些（家暴） 

热点的数据后也会交给国会议员 

及州议员，让他们专注在各自的 

选区采取…些措施进行调解。”

她透露，联邦政府的“应 

对家暴问题委员会”将在来临的 
11月28日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 

主席为妇女部副秘书长，成员包 

括内政部、卫生部、总检察署、 

联邦法院、大马伊斯兰发展局 
(JAKIM)、国民登记局、相关 

医院，还有非政府组织如女性醒 
觉中心（WCC)等16机构的代 

表。

杨巧双也强调，家暴不是个 

女性课题，如今男性受害者也越 

来越多，因此妇女部及相关机构 

都必须确保各界都对家暴课题有 

所警觉，并有效减低国内的家暴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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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唯有相机所拍摄的 

照片，可以把时间留住 

供后人观赏。

他认为，乡村有许多 

值得维护及宣扬的传统 

原有文化，尤其是发展

让后人看到一个时代的 

变迁。

他希望爱好文化历史 

的民众可以前来交流学 

习，把乡村文化传承下 

去。这项展出将涵盖乌 
雪6个新村，即荅冬加 

里、新古毛、乌鲁首、昔

■早期新古毛的报社，没 

有手机的年代，报刊杂志 

是人们的精神粮食。

粦、双文丹及叻思新村的 

历史照片。

我的新村古今fi留金歲月攝影展

週日新古毛新村展出

(乌雪21日讯）“我的 

新村古今往留金岁月摄影 
展”将于本月24日早上9 

点，在新古毛新村村委会 

展出。
这&活动是由雲州行政 

议员黄思汉新闻秘书主 

催、雪州政府新村发展事 

务委员会执行。

负责这次活动的刘紫 

良，希望透过这活动，可

谨
已
停
许
已
活
写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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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雪

lg
壞府

雜撥

(加影21日讯）上个月 
29曰的豪雨破坏双溪龙地 

区许多基本设施，雪州政 
府紧急拨款138万3690令 
吉维修当地4项基设，预 

计工程可在一个月内完 
工。

上个月那场豪雨导致双 
溪龙多个住宅区发生沟渠 
崩塌、公寓围墙倒塌以 
及双溪龙路（Jalan Sg.
Long)商业区旁边的路段 

沥青脱落等。
加影市议员刘佳达指 

出，市议会在11月14曰向 

州政府申请拨款，在加影 
州议员许来贤协助下获得 
这笔紧急拨款。

他说，市议会将维修 
Glencourt组屋C座及D座 
外面的沟渠、Everygreen 
Park Hazel & Acorn公

寓外的沟渠以及倒塌的 
公寓围墙，另外也会维修双溪龙冰奇然路 
(Jalan Pinggi ran Sg . Long )白勺沟渠 

，这3项工程总共花费49万9550令吉。

此外，工程也会重铺双溪龙路位于商业 
中心旁边的路段，铺路范围从蚬壳油站至 
红绿灯处，全长约500公尺，工程费为88万 
4140令吉。

刘佳达说，上述4项工程已开工，预计一 

个月内可以完工，双溪龙路的铺路工程会 
在非繁忙时段施工。

“市议会发现整个双溪龙的排水系统已 
老化，因此计划明年研究整个地区的排水 
系统，我会建议市议会清理和加深沟渠。

■双溪龙路经历豪雨后大片沥青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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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々自 
成 
殺 
人 
陷 
阱 ■黄守信（右）向颜丽丽讲述案发过程， 

两盆花盆提醒路过者小心。
案发地方也被置放■死者乘坐的轿车其中一个前轮撞人

(加影21日讯） 

沟渠盖不翼而飞，

成了杀人陷阱！
一名74岁华裔退休推事昨晚乘坐友人的 

马赛地轿车到锡米山用晚餐，回途时车子 

其中一个前轮不慎撞入路边一个沟渠洞， 

导致退休推事不甚受到惊吓，当场死亡。
这宗疑被吓死的意外是于昨晚10时15分 

左右，在锡米山路路边发生。
死者为李林发，生前住在C o u n t r y 

Height。

曰+晚载死者一起吃晚餐的友人黄守信向 

记者指出，死者与他是邻居，昨晚一起用

过晚餐后，他从万秀路驶出锡米山路准备 

回家时，途经肯德基快餐店前面一间时装 

店时，他问友人要不要下去看衣服，友人 

表示没兴趣后，他便退车准备往锡米山方 

向。

不料刚退车即撞入路边一个没有沟渠盖 

的沟渠，导致左边前轮撞入沟渠，当时死 

者喊了 一声。

于是他马上下车求助，并联络拖车服 

务，当时死者没下车，他以为死者在车上 

休息。
ik 15分钟后拖车员工到场，他回到 

车上叫死者下车时，才发现死者已逝世。

沟渠。

死者遗体昨晚送入加影医院解剖。

加影市议员颜丽丽今午与工程局官员到 

现场了解情况。

据现场观察，案发地点有一条加了混凝 

土沟渠盖的沟渠，但其中一段沟渠的沟盖 

已不见，形成一个沟渠洞。

颜丽丽说，锡米山路及路边沟渠都由公 

共工程局管辖，村长曾在今年1月向工程 

局反映沟渠盖不见的情况，但该局没有行 

动，才酿成今天的悲剧。

她说，当局会围起路洞作为紧急措施， 

同时也会调查案发地点前面的时装店，在 
装修店面时有无申请准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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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新聞邊A13B煲伊麵闕擺
產婦控訴陪月中心待遇差

(加影21日訊）鱼丸粉、瓦煲伊 

面、意大利面、罐头黃豆、这些是月 

子餐吗？

一名产妇向双溪龙一间陪月中心购买一 
个价值8299令吉的陪月配套，没想到陪月 

中心天天提供一般在茶室都吃得到的面 

类，一点都没有产妇该吃到的补品或菜 

式，令她感到受骗。
事主黄欣怡说，她是在今年3月购买有关 

配套，配套优惠价为T699令吉，她在两个 

月前生产后入住，没料到中心提供的月子 

餐差到难以接受。

入稟仲裁庭討公道

她说，该中心设在一间半独立式洋房，
“店面”摆设了很多名贵药材，但却只供 

摆设，没有煮给产妇吃。

她说，该中心提供给产妇的早餐包括清 

汤鱼丸粉、用罐头黄豆煮的西式早餐、用

冷冻蔬菜粒炒饭、猪肉丸粉等等加工食 

品，午餐和晚餐则是酱油鸡、梅菜蒸肉 

饼、炸鸡，甚至是素食加工品，下午茶吃 

白糖糕和糖水。

她算过，每餐都不超过10令吉。

她今日在行动党万宜社青团团长李文彬 

及加影市议员刘佳达陪同下召开记者会 

时，这样指出。

“当我对餐点提出不满时，业者总有许 

多理由，包括声称其他产妇喜欢吃等。” 

除了餐点太差，她说，陪月中心环境也 

不卫生，很多苍蝇飞入她所睡的单人房， 

她使用的杯子也有苍蝇。
她说，直到第23天，她的初生宝宝生病 

了，她才决定马上搬离中心。

“医生说可能是宝宝的奶瓶洗不干净， 
感染细菌，于是我提前5天搬回家。” 

她指出，当时中心里有六、七名产妇， 
据她了解已有5名产妇报案，而她则在11月 

1曰报案，并入禀消费人仲裁庭讨公道。
■黄欣怡向记者展示她在陪月中心吃 

的鱼丸粉。

陪月中心沒營業執照
影市议员刘佳达证实，有关陪月中 

心没有市议会的营业执照，因为州 

政府未有条例管制陪月中心。

他强调，半独立式只能供住家用途，

不可作为商业用途，虽然业者有公司注 

册，但没有市议会的营业准证，也不能 

做生意。

他出，市议会近期内会采取行动。

另方面，律师黄天鸿指出，有关陪月 

中心很巧妙的利用漏洞，来提供产妇餐 

点，比如说只提供一次鸡精、一次猪腰 

等，让产妇不能说中心完全没有陪月 

餐。

5旦他强调，陪月中心的货不对办，可 

以带到消费人仲裁庭争议。

欣怡说， 

宝宝生病后，

最令她无法接受的是，在 

业者还恶人先告状， 

反指她疏忽照顾，宝宝才会生病。

她相信业者企图推卸责任，她住在楼上 

都有苍蝇飞入房里，宝宝住楼下，卫生环 

境肯定更糟糕。
“当我提早5天搬回家，我要求业者退 

回5天的费用，但业者拒绝。”

她也揭发这间陪月中心有“前科”，在 
2016年曾在其他地方无牌经营，遭已故无 

拉港州议员黄田志揭发及关闭中心。

■4名事主向行动党万宜社青团投诉陪月中心货不对办及要求退款，左起李文彬、沈月宁、黄欣怡 

及锺美玲，后排右起刘佳达及黄天鸿。

一名妇女沈月宁指出，她在 

今年1月签购一个配套，已 
付全数6699令吉，但不幸在2月流 

产，因此要求中心退款，不过中 

心说服她保留名额，以免日后起 

价。

°她在今年10月想取回退款，但 

中心却诸多为难，至今还没有取 

得退款。
36岁产妇锺美玲在付了T000令 

吉购买配套后，打算取消购买， 

但中心同样拒绝退款。

万宜社青团团长李文彬周四联 

络有关陪月中心，但几次拨电对 
方没有接听，后来使用WhatsApp 

要求对方回应。

■梅菜蒸肉饼。

李文彬也率领记者到有关陪月 

中心，但负责人不在中心内。

该中心李姓负责人较后透过 
WhatsApp回应，他将亲自找李文 

彬及市议员刘佳达谈，并要求李 

文彬等人离开中心，以免骚扰其 

他产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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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泗岩沬盛蘭園8/38A路 ■ 12月起，从 

6/38A路驶人 
8/38A的进出 

□，即9号门牌 
前的路口，就会 

被封闭，前排左 
6为谢有坚。

(吉隆坡21日讯）；四岩沫盛兰园（Taman Sri Sinar) 

8/38A路和6/38A路交叉路口将在12月安装红绿灯，以疏 

缓当地交通混乱和意外的发生。

随著安装红绿灯的措施于下个 
月落实，8/38A的进出口，目阳号 

门牌前的路口，就会被封闭。
有关路口可以通往星光岭 

(Taman Sri Bintang ) 及甲洞

一带。
无论如何，泗岩沫区国会议员 

他说，安装红绿灯和封闭道 
路，是为了疏缓当地交通混乱和 
章夕卜S勺发牛„
& “届时，3个方向的将有7个红 
绿灯，其中3个有行人按钮，还会 
画上人行斑马线。”

助放緩車速

和Desa Park 
City,而衔接 8/38A 

路的交叉路口车流量高，有 
的驾驶人士互不相让，容易发生 
碰撞。

“这里平均一个月有一次意 
外，之前在同一条路的前端发生 
了死亡意外，相信新建红绿灯也 
可协助放缓车速。”

他说，负责建设红绿灯的是吉 
隆坡市政局，经费也是由该局承 
担。

“下个月就会实行，但正确曰 
子待定。”

出席记者会的包括泗岩沬第四 
区居民代表委员会成员郑成隆、 
公正党房屋局代表黄志成及一众 
居民代表。

■8/38A 路和 6/38A 
路交叉路口将新建 

7个红绿灯。

車不相讓致碰撞
♦泗岩沫第四区居民代表委员会成员 

郑成隆

10居民組織支持設紅綠燈

谢
有坚说，兴建红绿灯的建 
议，获得10个居民组织的 

Amandari公寓管理机构、Prima 
tiara 1公寓管理机构及武吉_ 

前我担任villa 
t c r y s t a 1的联合 

管理委员会主席时， 
也支持建红绿灯的建 
议。

/\ \

杨巧双特别助理谢有坚指出，当 
地居民还是可以通过其它的路 
口，至少还有两个路口，可以通 
往上述地段。

助放緩車速

谢有坚说，由于近年来邻近的 
发展越来越多，导致6/38A变成非 

常繁忙的主要道路，可往星光岭

泗岩沬盛蘭園交叉路□安裝紅綠燈圖

6/38A 路

♦公正党房屋局代表黄志成

里很迫切需要红绿灯，因为驾驶人 
士驾车时的车速很快，下斜坡很危这

险〇
4°之前这条路前端也有发生交通意外， 
分别是9月和10月，9月那宗还涉及死亡 

劃列。
我°相信一旦兴建红绿灯月后，有望减 

低车速。

红绿灯

支持。
他说，支持有关建议的包 

括星光岭居民协会、Villa 
Crystal联合管理委员会、英达 
免登花园居民协会、星光岭38G 
居民协会、Prima tiara 2公 
寓管理机构、Angsa公寓管理 
机构、Nova 1公寓管理机构、

泗岩沫公寓管理机构。
“这些组织于去年提出建 

议，今年陆续有其它组织支
+土 ”

f寸〇

他说，吉隆坡市政局和吉隆 
坡市政局综合交通资讯系统 
(ITIS)也有一起来巡视，认 

同兴建红绿灯的建议。

这里需要红绿灯， 
以避免太多的车辆互 
不相让地转入路口， 
最后发生碰撞。

根据了解，这平均 
一个月会有一宗交通 
意外。

tyjfnre

祕‘

厂
路封

/
t

7
8/38>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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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城21日讯）公正党署 

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说，公正党砂拉越州联委会 

取消大会，目的是要党领导 

层优先注重党的团结。
阿兹敏出席2019年吉隆坡 

峰会时说，这是砂拉越联委 

会的集体决定，以向党领导 

层发出讯息，应认真看待党 

的团结。

与此同时，阿兹敏阿里夸 

赞公青团一些成员挺身而 

出，敢于反抗公正党中央领 

导层。
公青团署理团长希尔曼曰 

前宣布坚持邀请阿兹敏为公

阿茲敏：砂州取消大會

要領疆縱鼸鼸
青团大会开幕嘉宾，阿兹敏 

认为希尔曼及其他中选中委 

所做出的决定，应该受到尊 

重。

我们必须要尊重少数服 

从多数的原则，他们（希尔 

曼）的决定应该被尊重，因 

为他们代表了绝大多数。这 
魷是党内和我们多年来一直 

坚持的民主原则。”

他感谢以希尔曼为首的公 

青团领袖，因为他们勇於挺 
身而出，坚持应该根据20多 

年来的传统，由党署理主席 

主持公青团代表大会。

“我会认真考虑公青团 

(希尔曼）的建议。”

但是，阿兹敏没有正面回 

应是否出席公青团代表大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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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爾曼主持大會開幕人會議

阿克馬：不合法
(吉隆坡^日讯）公 

青团大会开幕人风波持 

续发酵，公青团团长阿 

克马不承认昨晚由署理 

团长希尔曼主持、讨论 

大会开幕人的会议，并 

强调大会开幕人仍是该 

党顾问兼副首相拿督斯 

里旺阿兹莎。

询及希尔曼声称获得 
132名公青团区部团长 

的支持，阿克马则说，前者不曾 

出席会议，且所提及的区部团长 

人数都是不实的数据。

他今日在国会走廊受访时说， 

希尔曼要与谁会面，或要在昨曰 

会议上告知有关大会的最新进展 

并没冋题，也是其权利，但将有 

关会议视为正式会议是不正确 

的。

出席人數不足

“周曰（24日）举行的公青团 

执委会议通知已发出，这也是我 

们的常月会议。昨晚只是部分 

人的意见，不代表公青团的决 

定 ”

i也强调，若要举办会议，须由 

秘书在会议前两周发出通知，出

席人数也需达到一定人 

数，所以指昨晚举行的 

会议为公青团会议是不 

对的。

“公青团不应跟随某 

些人在家中召开会议， 
要开会的话，就应在适 

当的地点如公正党总部 
举行。

“° (记者：所以昨晚 
的会议不合法？）我认 

为那不是会议，哪有人的会议通 

知仅有一天，且不是由秘书发 

出？”
阿克马说，早前有指20名公青 

团票选领袖反对取消邀请党署理 

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开幕大 

会的声明，当中许多人包括执委 

赛夫拉已澄清他们的名字遭人滥 
用。

¥过，他说，公青团执委会所 

做的决定就是最终决定，若有不 

满，可在周日的会议上提出，再 

作决定，并希望希尔曼届时能出 
席会议〇

fi认。为，希尔曼或因担任阿兹 

敏阿里政治秘书的身分，需捍卫 

后者的利益，但政党比个人更重 

要。

■阿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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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哈末阿巴实达（右2)为愤怒鸟充气主题水上世界主持开幕，左2起为朱雪云 

哈纳菲及李光辉。

(吉隆坡2 1日 

讯）最大型愤怒鸟 

流动式充气主题水 

上世界，将从明天 

起连续两个月，在 
:lfa.毛月实达EcoHill 

隆重登场。
配合愤怒鸟面世1〇周年纪念，适逢2020 

亚洲魅力所在观光马来西亚旅游年，芬兰 
Rovio Entertainment Corp以及大马One 

Universal Production SdnBhd (OLP)耳关 

手举办愤怒鸟充气主题水上世界，率先在 

吉隆坡进行，过后再继续前往亚州各地巡 

展。

° 大马旅游促进局主任莫哈末阿巴实达指 

出，明年大马旅游年会在不同的地区举办 

不同的节目，吸引更多的旅客来大马。

他说，如果所举办的某些节目在大马是 

永久性，即使是淡季，还是有旅客会去参 

观，从而提高酒店的入住率。

今起連續兩個月限量售票 

憤怒鳥充气主題水上世界
他指出，民众可透过旅游局的官方网 

站，查询接下来旅游年进行的特备活动， 
并指出该水上世界料有助于实现2020年观 

光年吸引2000万游客的目标。

他今日在士毛月实达EcoHill记者会 

上，这么指出。由于大马旅游促进局总监 

拿督慕沙尤索夫未克出席，由他代替致 

词。
出席者包括实达EcoHill技术人员主任 

朱雪云及加影市议员哈纳菲。
0UP有限公司执行长李光辉指出，该水 

上世界是限制于每天2000人进入，以确保 

运作顺畅及访客有完美的体验。
“我们每天限量出售1500张门票予公

■最大型的愤怒鸟充气主题水上世界将从明天，正式开放于 
公众人士。

众人士，也欢迎民众上门买
S ”

"^亥水世界将从11月22日开 

始，直至2020年1月5日，并设 

有各种愤怒鸟碍物闯关游戏、

愤怒鸟角色参与游行及粉丝见 

面会等。

欲知详情，可浏览
http://www.ticket2u.com/

event/l5739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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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首相马哈迪继续担任 

首相，不允许有人搞破 

坏。

沒回復才臨時換人

阿克马今日在国会受 

询时指不承认昨晚由希 

尔曼主持、讨论大会开 

幕人一事的会议，并强 

调开幕人目前仍是该党 

顾问兼副首相拿督斯里 

旺阿兹莎。

较早前公青团突然取 

消由阿兹敏阿里当大会 

开幕人，对此希尔曼更 

耳关署表达不满，唯公青 

团随后强调，他们是在 

阿兹敏没有回复出席大 

会邀请后，才决定临时 

更换开幕人。

(吉隆坡21日讯）公 

青团大会开幕人风波继 

续延烧，尽管公青团团 

长阿克马坚持邀请党顾 

问拿督斯里旺阿兹莎为 
大会开幕，但署理团长 
希尔曼指称，在196个 

公青区团中，他已掌握 
132个团长的支持，要 

求由阿兹敏为公青大会 

开幕。

他1兑，青年团大会的 

开幕将会遵从传统与党 
的惯例，在12月5日于 

马六甲，与妇女组一起 

由阿兹敏发表开幕词。

希尔曼的言论显然与 

阿克马唱反调，坚决阿 

兹敏为公青团大会开幕 

人外，甚至还批评党领 

导层打破传统，不邀请 

署理主席为公青团开 

幕；这意味著，公正党 
内讧事件继续发酵。

希尔曼也是鹅唛斯迪 

亚州议员和阿兹敏阿里 

政治秘书。他昨晚发文 

告说，大部分的区团团 

长都认为，他们将会捍

堅持阿碰為公青大會開幕

希i曼:獲13■長妾持
■
希
尔
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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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家暴3主因
(吉隆坡21日讯）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 

展部副部长杨巧双指 

出，情绪失控、误会 

及吸毒，是国内家庭 
暴力发生的主要3大原 

So

她指出，根据当局 

数据，今年因情绪失 

控造成的家暴事件，

涉及71名女受害者和 
14名男受害者。

“其次，因误会造 
成家暴的有48名女受害者，因 

吸毒造成家暴的有43名女受害 

者和1名男受害者。”
杨巧双今日在国会下议院问 

答环节，回答公正党士基央区 

国会议员娜特拉提问时说，国 

内许多家暴受害者不懂如何求 

助，因此该部会更注重觉醒运 

动，鼓励受害者投报。

杨巧双

她指出，今年 
截至6月，福利局 
接获340宗家暴投 

报，最咼纪录白勺 

州属分别是雪州 
(91宗）、彭亨 

(56宗）和吉打 
(34 宗）

但她指出，警 
方截至今年6月接 
获3139宗家暴投 

报，由此可见福 

利局只获得当中 

10%的妇女求助，因此必须成 

立防止家庭暴力委员会，以探 

讨当中原因、收集数据和提供 

援助。

杨巧双也说，该委员会将于 
11月28日召开首次会议，其中 

会考虑将受害者的孩子自动列 
入紧急保护令（EP0)保护对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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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迪（左7)推介吉隆坡峰会后，与该峰会合作媒体代表合影。左6为阿末沙 
基，左4为三苏丁奥斯曼。

首相：内閣改組

需5黨同意才敲定
(布城2i日讯）首相敦 

马哈迪指出，其他政治人 
物可以对内阁改组提出任 
何建议，不过他的决定需 
经过希盟成员党和沙巴民 
兴党同息后，才能敲定。

希盟4党包括土团党、公 

正党、行动党和国家诚信 
党，而沙巴民兴党则是支 
持希盟的政党。

马哈迪今曰在首要领导 
基金会，为2019年吉隆坡 

峰会主持推介礼后，受询 
时这麽说。

出席者包括吉隆坡峰会 
副.席敦阿末沙基和秘书 
丹斯里三苏丁奥斯曼。

马哈迪是针对伊斯兰党

署理主席拿督端依布拉欣 
今曰在国会指出，该党欢 
迎内阁尽快改组，并认为 
财政部长林冠英最应该被 
撤换。

網民促撤換林冠英

他在网上发起有关内阁 
改组的调查，在短短一个 
小时内就有数千人支持撤 
换林冠英。

另一方面，马哈迪指 
出，他今日与公正党主席 
拿督斯里安华会面，主要 
提及希盟目前所面对的问 
题。

“他（安华）说他能理 
解希盟现在所面对的问

题，人们不应该再过多关 
注和提出各种建议，例如 
首相权力交棒的日期。”

值得一提的是，马哈迪 
为吉隆坡峰会主持推介 
礼，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和房屋及地 
方政府部长袓莱达也在 
场。

马哈迪昨天主持土团党 
会议后宣布，他可能会改 
组内阁。

随著希盟在丹绒比艾补 
选遭遇惨败后，有批评声 
音指希盟部长在过去18个 

月表现不佳。
马哈迪也是吉隆坡峰会 

主席，该峰会将于12月18 
曰至21日于吉隆坡召开， 

将聚集大马、印尼、土耳 
其、卡达尔和巴基斯坦5个 
国家共450名伊斯兰领袖、 

思想家、知识分子和学者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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