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irektori
perkhidmatan
keluarga
Direktori Perkhidmatan Keluar-
ga yang dibangunkan Lembaga
Penduduk dan Pembangunan Ke-
luarga Negara (LPPKN), bakal
menjadi platform penting bagi
orang awammendapatkan mak-
lumat berkaitan perkhidmatan
keluarga.
Timbalan Menteri Pembangu-

nan Wanita, Keluarga dan Ma-
syarakat, Hannah Yeoh, berkata
direktori perkhidmatan keluarga
http://keluarga.lppkn.gov.my/di-
rektori/ berfungsi sebagai pusat
sehenti yang memberi khidmat
sokongan kepada ahli keluarga
yang memerlukan.
“Dalam direktori itu kita ada

semua pautan laman sesawang
kepada agensi kerajaan, yang
memberi perkhidmatan seperti
konsultasi perkahwinan dan per-
ceraian, pengurusan warga
emas, konsep keibubapaan, pe-
ngurusan kewangan keluarga,
kaunseling dan terapi serta ke-
sihatan reproduktif.
“Sebanyak 207 agensi kerajaan

dan pertubuhan bukan kerajaan
(NGO) yang terbabit sebagai pe-
nyedia perkhidmatan berkenaan
dan kebanyakan perkhidmatan
ditawarkan secara percuma,” ka-
tanya pada sidang media, mem-
perkenalkan laman sesawang Di-
rektori Perkhidmatan Keluarga
itu di Parlimen, semalam.
Yeoh turut menggalakkan ibu

bapa dan pasangan muda meng-
gunakan direktori itu, sebagai
platform mendapat bantuan awal
sekiranya menghadapi sebarang
masalah dalam keluar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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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gguna lega projek siap
Laluan kerap
alami masalah
ditenggelami air
setiap kali
hujan lebat
Oleh Norzamira Che Noh
bhnews@bh.com.my

Shah Alam: Pengguna jalan Pa-
dang Jawa dan Sungai Rasah ki-
ni boleh menarik nafas lega se-
lepas projek tebatan banjir yang
dimulakan pada 2014 kini siap.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
rudin Shari, berkata jalan ber-
kenaan adalah kawasan yang se-
ring ditenggelami air setiap kali
hujan lebat berikutankedudukan
tanah dan sistem saliran yang
kurang berkesan.
“Justeru, kerajaan negeri pada

akhir 2014 mula menggerakkan
projek ini. Selepas hampir lima
tahun, ia siap dengan kos RM60
juta,” katanya kepada pemberita
pada majlis penyerahan projek
tebatan banjir di Sungai Rasah
dan Jalan Padang Jawa di sini,
semalam.
Yang turut hadir,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Batu
Tiga, Rodziah Ismail; Pengerusi

Infrastruktur dan Kemudahan
Awam,PemodenanPertaniandan
Industri Asas Tani, Izham Has-
him serta Pengarah Jabatan Ker-
ja Raya (JKR), Shahabuddin Mo-
hd Muhayidin.
Amirudin berkata projek ber-

kenaan belum selesai sepenuh-
nya terutama di Taman Rashna
yang terletak berdekatan sungai
selain berada bawah pengurusan
Jabatan Pengairan dan Saliran
(JPS).
Katanya, pihaknya kini dalam

proses menyelesaikan secara ke-
seluruhan masalah banjir di situ
termasuk isu perparitan.
“Sebelum ini, kawasan berke-

naan tidak boleh dilalui oleh ma-

na-mana kenderaan setiap kali
banjir, bagaimanapun sekarang
jalan sudah ditinggikan sehingga
satu meter manakala longkang
juga dibesarkan untuk menam-
pung air hujan,” katanya.
Beliau berkata, projek itu ada-

lah komitmen kerajaan negeri un-
tukmenaiktarafkemudahanjalan
dan tahun depan, RM88 juta di-
peruntukkan bagi tebatan banjir
dan RM179 juta untuk projek ja-
lan.
“Ini adalah peruntukan kera-

jaan negeri, tidak termasuk pe-
runtukan daripadaKerajaan Per-
sekutuan berikutan jalan Perse-
kutuan lebih panjang berbanding
jalan negeri,” katanya.

Projek tebatan banjir di Sungai Rasah, Jalan Padang Jawa

Amirudin menyaksikan upacara memeterai memorandum kerjasama antara Timbalan Pengarah Seksyen Agihan dan Pembangunan Unit Perancangan
Ekonomi Negeri Selangor, Ahmad Zaki Yusof (duduk, kiri) dan Shahabuddin pada majlis penyerahan projek tebatan banjir di Shah Alam, semalam.

(Foto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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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pir keseluruhan rumah terbabit
dengan pengambilan tanah bagi pelebaran
Sungai Kedondong dirobohkan

Oleh Mohd Hilmie
Hussin

am@hmetro.com.my

Sungai Buloh

Hampir keseluruhan
rumah penduduk
yang terbabit dengan

pengambilan tanah bagi pe-
lebaran Sungai Kedondong,
Paya Jaras di sini, sudah di-
robohkan dan berpindah ke
tempat lain.
Tinjauan Harian Metro

mendapati hanya beberapa
rumah masih didiami pen-
duduk sementara mendapat
rumah lain untuk mereka
diami namun mereka me-
ngambil inisiatif meroboh-
kan sendiri bangunan ter-
babit, sedikit demi sedikit.
Sebahagian besar rumah

sudah ditinggalkan dan ker-
ja merobohkan bangunan
rumah dilakukan pemilik
sendiri.
Difahamkan, kerja-kerja

merobohkan itu dilakukan
pekerja kontrak yang diupah
bagi menyelamatkan kayu
bumbung dan atap genting
yang boleh dijual atau di-
gunakan untuk pembinaan
rumah baharu.
Seorang penduduk, Nor-

madiah Anwar, 48, berkata
dia masih menetap di ru-
mahnya biarpun sudahmula
merobohkannya secara ber-
peringkat.
“Kami di Kampung Ke-

dondong menerima notis
sehingga Disember ini dan
saya belum mendapat ru-
mah lain yang sesuai. Nak
menyewa memerlukan
wang deposit yang tinggi,”
katanya yang hanya berma-
lam di ruang kecil di rumah

yang mula dirobohkan
suaminya.
Menurutnya, dia tidak

menerima sebarang pampa-
san biarpun dia mempunyai
dokumen pemilikan tanah
yang diperoleh ketika mem-
belinya suatu masa dahulu.
Sementara itu, Jubairiah

Akif, 51, yang tinggal di Lo-
rong 2211-14 Zon Teratai
Dua, Kampung Paya Jaras
Hilir, masih menunggu no-
tis baharu daripada Pejabat
Daerah dan Tanah (PDT) Pe-
taling.
“Sebanyak 12 rumah di si-

ni sudah dirobohkan. Ru-
mah saya ni pada awalnya

menerima notis untuk di-
kosongkan, selepas itu apa-
bila diukur pada 5 Ogos lalu,
mereka kata tidak perlu ber-
pindah kerana tidak terba-
bit.
“Namun pada 8 Oktober

lalu, pihak pemaju datang
dan membuat ukuran semu-
la mendapati rumah ini tu-
rut terjejas dan mereka akan
mengeluarkan satu lagi notis
kepada saya,” katanya, yang
sebelum ini pernah merayu
dibenar menetap di rumah
itu sehingga anaknya mena-
matkan peperiksaan Sijil Pe-
lajaran Malaysia (SPM).
Sementara itu, Jubairiah

berkata, janji pihak berke-
naan untuk segera member-
sihkan timbunan batu ru-
mah yang dirobohkanmasih
tidak dilakukan sehingga
menyebabkan air bertakung
dan tidakdapatmengalirkan
sungai.
Operasi meroboh secara

bersepadu di kawasan ter-
babit dilakukan bagi merea-
lisasikan Rancangan Te-
batan Banjir Sungai Kedon-
don, membabitkan nilai
RM5.93 juta yang dibiayai
Kerajaan Selangor.

Majoriti
penduduk
sudah pindah

‘‘Pada 8 Oktober lalu,pihak pemaju datang
dan membuat ukuran
semula mendapati
rumah ini turut terjejas
dan mereka akan
mengeluarkan satu lagi
notis kepada saya,”

Jubairiah Akif

ANTARA rumah yang dirobohkan bagi
memberi laluan kepada projek pelebaran
Sungai Kedondong, Kampung Paya Jaras
Hilir, Sungai Bul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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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RUDIN menurunkan tandatangan pada perasmian Penyiapan Projek Cadangan Tebatan Banjir
di Padang Jawa, semalam.

Shah Alam: Masalah banjir
di jalan Padang Jawa dan
Sungai Rasah di sini, ber-
akhir apabila projek tebatan
banjir kawasan berkenaan
siap sepenuhnya, awal bulan
in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ja-
lan berkenaan adalah lokaliti
yang sering ditenggelami air
setiap kali hujan lebat.
“Kawasan Padang Jawa

dan Sungai Rasah sering di-
tenggelami air disebabkan
kedudukan tanah dan sis-
tem saliran yang kurang
berkesan.
“Justeru, kerajaan negeri

pada akhir 2014 lalu mula
menggerakkan projek ini se-
lepas hampir lima tahun, ia
siap dengan kos RM60 juta,”
katanya ketika ditemui
Harian Metro selepas majlis
penyerahan projek tebatan
banjir di Sungai Rasah dan
Jalan Padang Jawa, sema-
lam.
Hadir sama,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Ba-

tu Tiga, Rodziah Ismail dan
Pengerusi Infrastruktur dan
Kemudahan Awam, Pemode-
nan Pertanian dan Industri
Asas Tani negeri, Izham Has-
him serta Pengarah Jabatan
Kerja Raya (JKR), Shahabu-

ddin Mohd Muhayidin.
Amirudin berkata, bagai-

manapun projek itu belum
selesai sepenuhnya teruta-
ma di Taman Rashna kerana
terdapat sungai dan ia ber-
ada di bawah pengurusan

Jabatan Pengaliran dan Sa-
liran (JPS).
Katanya, pihaknya kini da-

lam proses menyelesaikan
secara keseluruhan terma-
suk perparitan (Parit Mon-
sun).

Projek tebatan selesai masalah banj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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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u dalang buang sisa 
Insiden itu masih 

belum dapat 
dipastikan sama 
ada wujud unsur 

khianat

ASYRAF MUHAMMAD

SHAH ALAM

K erajaan Selangor akan 
mencari dalang ber-
tanggungjawab yang 

terlibat dengan pembuangan 
bahan kimia di Jalan Kapar, 
Batu 16, Kampung Tambak 
Jawa, Kuala Selangor sehing-
ga berlakunya kebakaran  
awal pagi kelmarin.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buat masa ini, 
agensi berkaitan telah mena-
ngani permasalahan tersebut 
bagi mengelakkan bahan ki-

mia terbabit memasuki kawa-
san sungai.

Menurutnya, kes-kes 
pembuangan bahan kimia 
kebiasaannya melibatkan ka-
wasan terpencil dan keadaan 
itu menyukarkan pihak ber-
kuasa untuk mengenalpasti 
dalang bertanggungjawab.

“Perkara ini juga telah di-
bangkitkan dalam Sidang 
Dewan Undangan Negeri 
(DUN) Selangor lalu namun 
jika kita hendak lakukan pe-
mantauan melibatkan selu-
ruh jajaran sungai atau kawa-
san terpencil, pastinya 
perkara ini mustahil.

“Sebab itu kita perlukan 
laporan semasa (bagi memu-
dahkan tindakan diambil),” 
katanya pada sidang akhbar 
selepas melancarkan projek 
tebatan banjir di Jalan Sungai 
Rasah di sini semalam.

Amirudin berkata, buat 
masa ini, pihaknya juga masih 
belum dapat memastikan 

‘Dengar bunyi kuat 
seperti letupan mercun’

KUALA SELANGOR - 
“Saya dengar bunyi letupan 
kuat berkali-kali seperti 
mercun tetapi bila keluar 
dari rumah, saya nampak 
kepulan asap di belukar 
berhampiran,” kata Nor-
zaimah Bohari. 

Norzaimah, 33, ialah 
antara penduduk yang 
tinggal di Jalan Kapar Batu 
16, Kampung Tambak 
Jawa di sini yang dikejutkan 
dengan kebakaran dan le-
tupan tong mengandungi 
bahan kimia di pusat pem-
buangan sampah haram 
awal pagi semalam.

Menurutnya, kejadian 
berlaku ketika dia dan su-
aminya, Mohd Shafiq Ak-
mal Ramli, 38, serta seo-
rang anaknya berusia 9 
tahun sedang tidur. 

“Bunyi letupan dari luar 
rumah terlalu kuat dan ber-
terusan, malah kami nam-
pak api marak di belukar,” 
katanya di sini semalam. 

Norzaimah berkata, 
beberapa jam selepas keba-
karan itu, dia mula terhidu 
bau kimia sebelum berasa 
loya, pening kepala dan 
hampir muntah. 

“Mungkin simptom 
yang saya alami disebabkan 

terhidu bau pencemaran 
akibat dibawa angin kuat 
pagi tadi,” katanya. 

Jelasnya, dia mengeta-
hui terdapat pembuangan 
sisa kimia di kawasan itu 
pada minggu lalu.

“Saya sudah menjang-
kakan keadaan tersebut 
akan berlaku dan tak sang-
ka bunyi letupan terlalu 
kuat dan kesan bau kimia 
dirasai sampai sekarang,” 
katanya. 

Katanya, adik iparnya, 
Nurul Husna Ramli, 34, 
mengalami sesak nafas dan 
terpaksa mendapatkan ra-
watan di Hospital Tanjong 
Karang pagi semalam.

“Adik ipar saya yang 
singgah di rumah ibunya 
pagi tadi tiba-tiba semput 
dan masih dirawat di 
hospital,” katanya. 

Seorang lagi penduduk, 
Norhana Shari, 41, berkata, 
dia ternampak kepulan api 
dari belukar kira-kira 400 
meter dari kediamannya. 

“Saya nampak api men-
julang dan berasa takut. 

“Saya harap pihak ber-
kuasa dapat menjalankan 
pemantauan berterusan 
dan menangani pencema-
ran itu,” katanya.

270 tong bahan 
kimia terbakar

Bomba 
ambil masa 

tiga jam 
padam 

kebakaran

NUR FARHANA 
ABDUL MANAN

KUALA SELANGOR

A nggota Jabatan Bom-
ba dan Penyelamat 
mengambil masa 

hampir tiga jam bagi me-
madam kebakaran meli-
batkan longgokan 270 tong 
bahan kimia di Jalan Kapar 
Batu 16, Kampung Tam-
bak Jawa di sini semalam.

Penolong Pengarah Ba-
hagian Operasi Jabatan 
Bomba dan Penyelamat 
Selangor, Penguasa Kanan 
Bomba I Hafisham Mohd 
Noor berkata, tiada mang-
sa dilapor cedera dalam 

kejadian yang turut menye-
babkan berlaku letupan 
bahan kimia itu.

Katanya, Pusat Gerak-
an Operasi Negeri Selangor 
menerima panggilan kece-
masan pada jam 3.29 pagi.

Menurutnya, seramai 
15 anggota dari Balai Bom-
ba dan Penyelamat (BBP) 

Kuala Selangor dan BBP 
Kapar dikejarkan ke lokasi.

“Kejadian melibatkan 
tong bahan kimia yang di-
tinggalkan di kawasan la-
pang berkeluasan 50x50 
kaki persegi. 

“Anggota bomba berja-
ya padam sepenuhnya ke-
bakaran pada jam 5.58 pagi. 

Kejadian tidak melibatkan 
kecederaan,” katanya.

Beliau berkata, anggota 
bomba yang melaksanakan 
kerja-kerja pemadaman api 
itu telah ke hospital untuk 
membuat pemeriksaan ke-
sihatan manakala pasukan 
lain menggantikan tugas di 
lokasi.

Anggota bomba mengambil masa hampir tiga jam untuk memadamkan kebakaran melibatkan 270 tong 
bahan kimia di Kuala Selangor semalam.

jalankan
rterusan 
encema-

Laporan Sinar Harian semalam.

sama ada wujud unsur khia-
nat dalam insiden tersebut. 

“Yang pasti mereka yang 
tidak bertanggungjawab itu 
melakukan tindakan berke-
naan dengan sengaja atau 
ingin mencari keuntungan 
jangka pendek dengan mem-
buang sisa berkenaan di sana 
kerana untuk melupuskan 
bahan itu memerlukan kos.

“Mungkin kos itu yang 

mereka cuba elakkan dan 
mungkin juga sisa buangan 
itu adalah daripada bahan 
terlarang yang tak boleh dilu-
puskan secara sah,” katanya.

Semalam Sinar Harian 
melaporkan kejadian keba-
karan dan letupan memba-
bitkan beberapa tong bahan 
kimia di Kampung Tambak 
Jawa, Kuala Selangor kira-kira 
jam 3.29 pa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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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k tebatan banjir Jalan 
Sungai Rasah selesai

SHAH ALAM - Isu banjir di sekitar Jalan Sungai 
Rasah dijangka dapat diatasi selepas projek te-
batan banjir yang dimulakan sejak 2014 lalu 
selesai dilaksanakan Jabatan Kerja Raya (JKR) 
Selangor pada September lalu.

Menteri Besa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pro-
jek tebatan banjir yang bernilai RM60 juta itu 
melibatkan kerja-kerja menaik taraf sistem sali-
ran serta jalan di kawasan itu khususnya laluan 
yang menjadi penghubung kepada syarikat in-
dustri.

Menurutnya, pelaksanaan projek itu menja-
di bukti kesungguhan kerajaan Selangor dalam 
memastikan perkhidmatan yang berkualiti dan 
cemerlang terutamanya dalam memberi kese-
lesaan kepada penduduk setempat.  

“Kerajaan negeri memahami bahawa keja-
yaan sesuatu projek pembangunan bukan ber-
landaskan kepada saiz atau nilai sesebuah projek 
semata-mata namun perlu diukur berdasarkan 
impak pembangunan kepada rakyat,” katanya 
pada sidang akhbar selepas merasmikan pelan-
caran projek tersebut di Jalan Sungai Rasah di 
sini semalam.

Amirudin berkata, kerajaan Selangor mem-
peruntukkan RM80 juta pada tahun hadapan 
untuk melaksanakan projek tebatan banjir dan 
RM179 juta untuk projek menaik taraf ja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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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R TURMOIL

‘ZAKARIA’S
SACKING
SMACKS OF
CONSPIRACY’
Sacking him part of
witch hunt by
Anwar’s team to
warn off rivals, say
observers

SYED UMAR ARIFF
AND ARFA YUNUS
KUALA LUMPUR
news@nst.com.my

THE chai, or wishlist, that
was disseminatedduring
PKR’s last party polls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had

created a stir among some groups
in the party.
Most of the nameswere aligned
with incumbent deputy presi-
d e n t D a t u k S e r i
Azmin Ali, much to
the dismay of those
from the rival camp
led by then-incoming
president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who
was just released from
jail after being granted
a royal pardon.
Anwar’s team did
not even manage to
produce a chai, which
during party polls, is
considered an under-
handed attempt to influence the
minds of voting delegates.
While it does not go against the
party’s policies in general, it is a
t radi t ion which is large ly
frowned upon. But those aligned
with Azmin were more than pre-
pared to go for broke.
Among those on the chai were
potential vice-presidents Tian
Chua, Zuraida Kamaruddin and
Datuk Dr A. Xavier Jayakumar.
But more importantly, in the
wake of recent developments,
was the inclusion of Zakaria Ab-
dul Hamid in the new PKR Cen-
tral Leadership Council roster.
On thenational scale, Zakaria is
an unknown variable in PKR pol-
itics. Some considered him to be
just another hard worker despite

holdingpositions as theBeraPKR
branch chief and member of the
PKR Central Leadership Council;
a grassroots leader as common as
blades of grass.
But he appeared to be instru-
mental to Azmin’s camp, having
been endorsed as a potential
member of the council in the
wishlist.
Apparently, he had done much
to bolster support from PKR
branches in the east coast. Azmin
and Zuraida are more than in-
debted to Zakaria’s fortitude in
rallying support for the chai.
For instance, sources claimed
that before the party polls, hold-
ing nightly meetings even in the
presence of “suspected spies”
from Anwar’s camp did not deter
Zakaria from carrying out his job.
“More often than not, the spies
would either be turned or scuttle

back to base with bad
news of the latest po-
litical manoeuvres
hatched by Azmin’s
men,” another source
claimed.
Hence, it is under-
standable that Za-
karia’s sacking from
the party is being
protested by Zuraida
and the like.
It is said that Za-
karia’s removal —
due to alleged corrupt

practices — did not go through
proper procedures and smacks of
conspiracy.
But such allegations opposing
the sacking have been met with
sharp retort.
PKR communications director
Fahmi Fadzil had said that
Azmin’s camp should have at-
tended party meetings for de-
tails.
Nevertheless, given Zakaria’s
ties and significance to Azmin’s
team, some observers have
likened the move to a political
“witch hunt” by Anwar’s team,
made to send a message to rivals
that theymean business.
Even with the Malaysian Anti-
Cor rup t ion Commis s ion’ s
(MACC) admission that it should

not have sent a letter to the PKR
leadership proposing disci-
plinary action against Zakaria,
some claimed that Anwar’s team
had premeditated the so-called
witch hunt.
A source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divide had expressed uneasi-
ness over the latest development.
The source said the allegations of
a witch hunt would have been
lessened considerably if Rafizi
Ramli, a party vice-president
known to be a staunch supporter
of Anwar, also received disci-
plinary action for a host of un-
proven claims in the past.
“For instance, prior to the Sun-
gai Besar by-election in 2016,
Rafizi came out to say that he had
lodged a report with MACC on
allegations thatmoney andwom-
en were demanded during pro-
ject negotiations with the Selan-
gor government.
“He was clear ly working
against Azmin, who was the Se-
langormenteri besar at that time.
MACC, however, did not proceed
with the case. We were told that
MACC had said that the allega-
tions were false. Why was no ac-
tion taken against Rafizi over
this?”
In retrospect, it couldbeargued
that Azmin’s camp’s aggressive
overtures during party polls to
grasppowerhadmoreor less, cul-
minated in retaliation from his
boss.
The chai, clandestine meetings
and the threat posed by over-
whelming support from Youth
members for Azmin had, accord-
ing to his opponents, trans-
formed the PKR No. 2 into a dan-
gerous factor, which could desta-
bilise the party leadership’s

HE chai, or wishlist, that
was disseminatedduring
PKR’s last party polls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had

eated a stir among some groups
the party.
Most of the nameswere aligned
incumbent deputy presi-
t D a t u k S e r i
in Ali, much to

e dismay of those
om the rival camp
d by then-incoming
esident Datuk Seri
war Ibrahim, who
s just released from
after being granted
oyal pardon.
Anwar’s team did
t even manage to
oduce a chai, which

party polls, is
ed an under-

d attempt to influence the
of voting delegates.

While it does not go against the
arty’s policies in general, it is a
di t ion which is large ly
owned upon. But those aligned
Azmin were more than pre-
ed to go for broke.
Among those on the chai were
tential vice-presidents Tian

Zuraida Kamaruddin and
Dr A. Xavier Jayakumar.

more importantly, in the
ke of recent developments,
s the inclusion of Zakaria Ab-
Hamid in the new PKR Cen-
Leadership Council roster.
On thenational scale, Zakaria is
unknown variable in PKR pol-
s. Some considered him to be
t another hard worker desp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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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ingpositions as theBeraPKR
branch chief and member of the

Central Leadership Council;
rassroots leader as common as

blades of grass.
But he appeared to be instru-
mental to Azmin’s camp, having
en endorsed as a potential
mber of the council in the
shlist.
Apparently, he had done much
bolster support from PKR

branches in the east coast. Azmin
Zuraida are more than in-
ted to Zakaria’s fortitude in
ying support for the chai.
For instance, sources claimed
before the party polls, hold-
nightly meetings even in the
esence of “suspected spies”
om Anwar’s camp did not deter
karia from carrying out his job.
“More often than not, the spies
uld either be turned or scuttle

back to base with bad
news of the latest po-
litical manoeuvres
hatched by Azmin’s
men,” another source
claimed.
Hence, it is under-
standable that Za-
karia’s sacking from
the party is being
protested by Zuraida
and the like.
It is said that Za-
karia’s removal —
due to alleged corrupt

tices — did not go through
oper procedures and smacks of

conspiracy.
But such allegations opposing
sacking have been met with

sharp retort.
PKR communications director
hmi Fadzil had said that

Azmin’s camp should have at-
nded party meetings for de-
tails.
Nevertheless, given Zakaria’s
s and significance to Azmin’s
am, some observers have

likened the move to a political
ch hunt” by Anwar’s team,
to send a message to rivals
theymean business.

Even with the Malaysian Anti-
r rup t i on Commis s ion’ s
CC) admission that it should

not have sent a letter to the PKR
leadership proposing disci-
plinary action against Zakaria,
some claimed that Anwar’s team
had premeditated the so-called
witch hunt.
A source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divide had expressed uneasi-
ness over the latest development.
The source said the allegations of
a witch hunt would have been
lessened considerably if Rafizi
Ramli, a party vice-president
known to be a staunch supporter
of Anwar, also received disci-
plinary action for a host of un-
proven claims in the past.
“For instance, prior to the Sun-
gai Besar by-election in 2016,
Rafizi came out to say that he had
lodged a report with MACC on
allegations thatmoney andwom-
en were demanded during pro-
ject negotiations with the Selan-
gor government.
“He was clear ly working
against Azmin, who was the Se-
langormenteri besar at that time.
MACC, however, did not proceed
with the case. We were told that
MACC had said that the allega-
tions were false. Why was no ac-
tion taken against Rafizi over
this?”
In retrospect, it couldbeargued
that Azmin’s camp’s aggressive
overtures during party polls to
grasppowerhadmoreor less, cul-
minated in retaliation from his
boss.
The chai, clandestine meetings
and the threat posed by over-
whelming support from Youth
members for Azmin had, accord-
ing to his opponents, trans-
formed the PKR No. 2 into a dan-
gerous factor, which could desta-
bilise the party leade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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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quo.
Some argued that Azmin’s re-
actions towards attacks by An-
war’s cohorts were reminiscent
of the latter’s fiery fervour upon
being sacked from the govern-
ment in 1998.
It beg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ings have come full circle, and
that Azmin had, in some way,
failed to maintain his cool after
years of lessons from observing
Anwar’s politicalmisfortunes.
The sacking of Zakaria is bound
to further divide the party, which
has been severely strained by
Azmin’s supposed ambition to
top his boss as the next prime
minister and party president, as
well as Anwar’s team’s unceasing
reprisals.
It is reminiscent of MCA’s in-
famous Team A and Team B in-
tense rivalry, which saw the late
former deputy prime minister
Tun Ghafar Baba presiding over
party polls tomend torn fences in
1985.
If the same formula is to be
employed, Deputy Prime Minis-
ter Datuk Seri Dr Wan Azizah
Wan Ismail would not be a viable
candidate to resolve the dispute
due to her ties with Anwar, as his
wife.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could not do it as well, due to
Azmin’s perceived allegiance to
the primeminister.
Withnoend to thepolitical scuf-
fle seemingly in sight, perhaps,
the upcoming party congress will
shed a light on solutions, orworse,
an impending implosion.

PKR secretary-general Datuk Seri Saifuddin Nasution Ismail (centre) speaking at a press conference after
the party’s Central Leadership Council meeting in Petaling Jaya on Sunday. PIC BY MUHD ZAABA ZAK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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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method of fighting dengue encouraging
KEVIN DAVASAGAYAM DIANA ALIA

CHARLES RAMEND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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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KKEVIN DAVASAGAYAM AND DDIANA ALIA 
newsdesk@thesun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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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LA LUMPUR: Combating the dengue 
epidemic via Wolbachia-infected mosquitoes 
requires the effort of more than one party, said 
Health deputy director-general Datuk Dr 
Chong Chee Keong. 

Present at the launch of the e-Wallet Boost 
payment method at the Cheras Health Clinic 
yesterday, Chong said the community in which 
the Wolbachia-infected mosquitoes were 
release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the success of eradication efforts. 

The health ministry in July released 180 
containers containing Aedes mosquito eggs 
infected with the Wolbachia bacteria at 11 
locations in Kuala Lumpur, Putrajaya and 
Selan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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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lbachia bacteria stops the dengue 
virus from developing within the mosquito, 
which then directly stops 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through bites. 

“The community (in which the Wolbachia 
mosquitoes are released) must realise they 
must also help maintain the cleanliness of their 
surroundings so that the breeding rate of 
Aedes mosquitoes is low. 

“This would help the Wolbachia-infected 
mosquitoes to breed more efficiently.”  

Chong said out of the 11 locations where 
the Wolbachia-infected mosquitoes were 
released, seven had seen a drop in dengue 
cases. 

“Of the remaining four, two are not doing 
well as the community is not that 
cooperative and there were excessive 
breeding grounds (for Aedes) and the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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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are doing moderately.”  
Chong added the programme was a good 

way of controlling the epidemic and lauded his 
ministry for taking the move forward. 

At the e-Wallet event, the Health Ministry 
introduced a cashless payment method at a 
number of its health clinics in an effort to 
move towards a cashless society. 

The Boost e-wallet was launched 
simultaneously across four government health 
clinics, namely in Cheras, Kuala Lumpur, 
Putrajaya Precinct 18, and Seremban. 

Health Minister Datuk Seri Dr Dzulkefly 
Ahmad said more clinics and hospitals would 
be slated to use the cashless system in the near 
future. “Everyday, we get high numbers of 
patients in health clinics, which calls for a more 
systematic process, from registration to 
payment.”

KEVIN DAVASAGAYAM DIANA 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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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1 of 1

27 Nov 2019
The Sun, Malaysia

Author: KEVIN DAVASAGAYAM • Section: National • Audience : 297,582 • Page: 3
Printed Size: 159.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2,593.00 • Item ID: MY003799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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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IDENTS in southern Klang 
Valley can look forward to a 
leisure and adventure hub 
when Gamuda Cove's Discovery 
Park opens next month. 

This will be followed by the 
opening of a rainforest-themed 
water park in December 2021. 

The Discovery Park will offer 
exciting and unique experiences 
through two recreational zones — 
Adventure Park and Hangout 
Village. 

The upcoming attractions, 
aimed at turning the township 
into a tourism hub are among ini-
tiatives by Gamuda Land, the 
property arm of Gamuda Bhd. 

The company unveiled its plans 
to build the 7.2ha water theme 
park during a placemaking acti-
vation event at Gamuda Cove in 
Dengkil. 

Speaking at the ground-break-
ing and tree-planting ceremony, 
Gamuda Land executive director 
Aaron Soo said the company was 
"guided by sincerity and motivat-
ed by originality" in its endeav-
ours. 

He elaborated on its strong 
town-making principles as the fac-
tor that differentiated Gamuda 
Land from other developers. 

Also present were Gamuda 
L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Ngan 
Chee Meng,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Aw Sei Cheh, executive director 
Datuk Abdul Sahak Safi and 
Gamuda Cove general manager 
Wong Yik Fong. 

"We are creating a hive of tour-
ism activities to drive socioeco-
nomic growth in this area," he 
said in reference to the newly 
opened interchange to the town-
ship's central park, the laying of 
5G infrastructure and the water 
theme park which would feature 
18 exhilarating rides in addition to 
a 300m lazy river, twin surf beach 
pool with private cabanas and 
simulated surfing. 

Tapping Dengkil township's 
ecotourism potential 
Developer unveils plans to turn wetlands into leisure and adventure hub 

Soo also announced that the 
Paya Indah Wetlands adjacent to 
Gamuda Cove would be rebranded 
to Discovery Wetlands to revive 
ecotourism in the area. 

In emphasising the developer's 
efforts to ensure sustainability of 
the wetlands, he said the company 
would work closely with the 
Wildlife and National Parks 
Department to conserve, protect 
and restore facilities. 

Gamuda Land has obtained 
approval in principle to jointly 
manage the wetlands with the 
Water, Land and Natural 
Resources Ministry and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Visitors to Discovery Wetlands 
will be able to look forward to 
activities such as cycling, fishing, 
bird watching, horse riding and 
bamboo trail walking, in addition 
to hot air balloons rides. 

Paya Indah Wetlands, which 
consists of 14 interlinked lakes as 
well as marshes and lowland 
tropical forests, is home to 142 
aquatic plants and animals, 40 fish 
species, 225 bird species, 23 types 
of mammals and 220 types of ter-
restrial plants and herbs. 

"Ultimately, it is about providing 
good experiences for all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visitors and sustain-
able value creation to people who 
will call this place home," said 
Soo. 

(From left) Soo, Aw, Ngan, Abdul Sahak and Wong at the tree-planting and ground-breaking ceremony for the 
water theme park at Gamuda Cove. 

He added that 70% of the water 
theme park would be dedicated to 
green spaces "filled with tropical 
trees, shrubs and flora, where the 
lush nature concept would bring 
to life Gamuda Land's ongoing, 
long-term commitment to sustain-
ability." 

Soo was also visibly enthused 
about the opening of Discovery 
Park, which is located just across 
the road from the water theme 
park site. 

While the Adventure Park gives' 
thrill seekers the chance to enjoy 
indoor go-karting, mountain 

biking and all-terrain vehicle 
(ATV) activities as well as aerial 
climb through adventure rope 
courses, the Hangout Village 
offers Malaysian cuisine and 
unique leisure experiences 
ranging from shopping and 
dining to relax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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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s to end water issue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has been told to resolve river water pollution 
once and for all by beefing up enforcement and installing monitoring 
devices as water cuts have troubled the people too much this year. >2&3 

UPDATE LAND 
USE INVENTORY 

& 

ENFORCEMENT 
AND INCREASE 

PENALTY 

INSTALLING 
SENSOR 

« mLt 
" . . .A w* 

Page 1 of 3

27 Nov 2019
The Star, Malaysia

Author: Sheila Sri Priya • Section: Metro • Audience : 175,986 • Page: 1TO3
Printed Size: 1462.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73,577.00 • Item ID: MY0037997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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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METRO, WEDNESDAY 27 NOVEMBER 2019 Events

Syarikat Bekalan 
Air Selangor Sdn 
Bhd (Syabas) 
tankers 
distributing 
water to Seri 
Kembangan 
residents 
affected by water 
disruption in June. 
— Filepic 

By SHEILA SRI PRIYA 
sheilasripriya@thestar.com.my 

KLANG Valley residents and business owners 
have been plagued by repeated water cuts this 
year — four and counting — yet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culprits and what action has 
been taken against them. 

After the initial furore, the issue dies down 
and the case goes cold, leaving the public clue-
less about what exactly is being done to pre-
vent a recurrence. 

The recent Selangor state assembly saw sev-
eral assemblymen raise the issue of river pol-
lution and the ensuing water cuts that disrupt-
ed the lives of millions. 

They brought up four major unscheduled 
water cut incidents in the Klang Valley that 
affected millions of households. 

(These are separate from the numerous 
other disruptions throughout the year caused 
by broken pipes and scheduled plant mainte-
nance.) 

The four major water cuts were the result 
of river pollution by unscrupulous parties. 

Subang Jaya assemblyman Michelle Ng, one 
of whom raised the issue in the state assembly, 
urged the Selangor government to form a 
committee with all relevant bodies to ensure 
the culprits face the law. 

"Maybe one unscheduled water cut in four 
years could be accepted, but not four times in 
a year. We have to do everything possible to 
make sure this does not recur. 

"The culprits must be punished without fear 
or favour," she said. 

The first major water cut took place on June 
20 and lasted two days. 

A total of 377,141 households were affected 
after odour pollution was detected, causing 
the shutdown of the Sungai Semenyih water 
treatment plant. 

The second incident was on July 19. Similar 
to the first incident, this too was due to odour 
pollution, this time at Sungai Selangor. 

Over 1.1 million households were affected. 
The cause of the incident was believed to be 

spillage of black oil from motor vehicles into 
the Indah Water Konsortium (IWK) sewerage 
system. 

The Selangor Water Management Body 
(Luas) suspected the oil to have originated 
from the industrial area in Batang Kali, 

One cut too many 
Serious efforts needed to curb 
contamination of raw water sources 
Hulu Selangor. 

The third incident took place on July 21, just 
days after the second incident, affecting some 
1.1 million people. 

About 100 litres of diesel spilled into Sungai 
Selangor, resulting in the shutdown of Sungai 
Selangor Phases 1,2 and 3 and the Rantau 
Panjang water treatment plants. 

Ng said the issue was first said to be an act 
of sabotage, but it was dismissed by the police. 

'It was later said to be due to negligence. 
"However, this case too turned silent. Who 

was negligent? That is still unknown," said Ng. 
The fourth incident on Sept 28 resulted in 

the closure of the Sungai Semenyih water 
treatment plant due to odour pollution of the 
raw water source. 

It was initially blamed on illegal waste dis-
posal near the Bandar Mahkota sewage treat-
ment plant. 

However, the National Water Services 
Commission (SPAN) in a statement said it was 
not true. 

The culprit was never identified and the 
case also turned cold, added Ng. 

Her concerns were echoed by Banting 
assemblyman Lau Weng San who called for 
an update on pollution cases, especially those 
affecting Sungai Semenyih. 

Some suggestions 
Ng made several suggestions to curb cases of 
river pollution. 

Among them was to redesign the locking 
system for the IWK manholes to make them 
inaccessible to culprits trying to dump efflu-
ents. 

She urged the authorities to evaluate if 
the IWK management had enough man-
power and a proper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OP) to carry out round-the-

clock surveillance. 
Ng also encouraged the Selangor govern-

ment to check on the effluent standards to 
ensure it is aligned with international ones. 

"Besides making suggestions to the Energy, 
Science, Technology,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Ministry, I would like to 
encourage the state government to take proac-
tive measures to follow up or set up a tempo-
rary committee that conducts regular meet-
ings to realise these changes in the law," she 
said. 

Ng said the approval of licences for 
upstream activities near water treatment 
plants must include a mandatory requirement 
for a sufficient filtration and contamination 
detection system. 

"I would like the authorities to look at 
strengthening the approval process, given that 
contamination has taken place multiple 
times," she said. 

Response from SPAN 
SPAN chairman Charles Santiago said all the 
cases mentioned by Ng were under investiga-
tion. 

"Two of the cases were concluded and sent 
to the DPP's office. The rest are still under 
investigation. You cannot rush these cases and 
there must be strong evidence," Santiago told 
StarMetro. 

He added that in some cases, the culprit 
refused to cooperate and this meant it would 
take a longer time to see justice done. 

"We are also looking at old laws whereby 
the maximum fine could just be RM5.000 or 
RM25.000. This has to be updated and there 
are efforts under way to address this," he said, 
adding that prosecution following investiga-
tions was a lengthy process. 

He said local councils must play a gr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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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sel 
contamination 
of Sungai 
Selangor 
resulted in the 
shutdown of the 
water treatment 
plant catering to 
1.1 million 
households in 
Klang Valley in 
July. — Filepic 

Santiago says local councils 
must increase enforcement 
to curb river pollution. 

Hee: 'More enforcement 
officers will be hired to enable 
better monitoring of rivers.' 

Ng wants the state govern-
ment to form a committee to 
ensure river contamination 
culprits face the law. 

role through active enforcement at premises 
licensed by them. Councils could prevent 
some of these pollution incidents by conduct-
ing frequent checks. 

'Tor example, restaurants must have grease 
traps and local councils should check where 
they dispose of the trapped oil. We do not 
want this to also go into the drain or sewer 
and eventually into the river. 

"Restaurants should have a bin to collect the 
grease. If they do not, then it is worrying," said 
Santiago, urging the council to take a further 
step by asking how effluents are disposed of. 

Most cases of pollution were caused by the 
discharge of effluent from industrial areas 
upstream of the river, said state executive 
councillor for environment, green technology 
and consumer affair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Hee Loy Sian during the state 
assembly. 

He said there were also cases of irresponsi-
ble individuals who would dump prohibited 
items such as solvents into the river reserve or 
the river. 

"When there is an increase in ammonia 
content, it is always from the release of efflu-
ent from untreated sewer, leachate from ille-
gal waste dumping activity or untreated poul-
try farming waste," he said. 

Steps taken 
Selangor has taken several actions to deal 
with pollution of Sungai Semenyih. 

Among them is holding discussions and fol-
lowing up through two committees with the 

help of Luas. 
Hee said the Sungai Klang, Sungai Selangor 

and Sungai Langat working committee was 
chaired by the Luas director. 

The Lembangan Sungai and Pantai Negeri 
Selangor committee meeting, meanwhile, is 
chaired by the state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amenities, agriculture modernisation and 
agro-based industry committee chairman 
Izham Hashim. 

Enforcement steps were also undertaken to 
implement and update the inventory of the 
source of the pollution at Sungai Semenyih, 
Sungai Beranang and Sungai Rinching. 

"The inventory consists of the land use and 
all activities by the river reserve," said Hee. 

He added that there would be static obser-
vation for 24 hours at one main pollution loca-
tion. 

The state will also build water quality sta-
tions and add more sensors at the river basin 
to complement the existing monitoring system. 

The Sungai Selangor and Sungai Langat sta-
tions are completed Snd they will be used for 
telemetry readings. 

Hee said more enforcement officers would 
be hired to enable better monitoring by Luas. 

There would also be more collaborative 
enforcement efforts by the local government, 
land office and other agencies to ensure the 
water source from the river is preserved, he 
added. 

Hopefully, all these efforts will bear fruit 
and Klang Valley residents will no longer have 
to suffer frequent water cuts caused by river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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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metro 
watch 

TRAFFIC MATTERS 
• The leftmost entry lane (heavy vehicle 5m 
lane) at the Seafield toll plaza on the Elite 
Highway will be temporarily closed to facilitate 
scheduled pavement maintenance works until 
Dec 9. Heavy vehicles exceeding 2.5m in width 
from the Kesas Highway are advised to use the 
USJ toll plaza to enter the Elite Highway. 
• The intermittent full closure along Jalan Ipoh 
(Kuala Lumpur-bound and Kepong-bound) will 
continue from Jalan Batu Kentonmen to Jalan 
Khalsa (Kuala Lumpur-bound) and from Sri 
Muniswarar Temple to Jalan Cenderuh 
(Kepong-bound) until Jan 31. 
• There will be a continuation of long-term 
road closure on the slip road heading to Lebuh 
Bandar Utama to facilitate works such as relo-
cation of utilities, bored piling works, installa-
tion of cofferdam, pile cap works, pier works, 
pier head works and the launch of U-Girder for 
the LRT3 project until April 24, 2020 (Monday 
to Sunday) for 24 hours. For details, call the 
LRT3 hotline at 1 800 18 2585. 
• Several roads will be closed on Nov 30, from 
6.30am to 11am,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Selangor Malaysian Drug Prevention 
Association Run at Stadium Shah Alam, Section 
13, Shah Alam. Affected roads are Jalan 
Persiaran Sukan, Bulatan Persiaran Sukan, 
Jalan Persiaran Hishamuddin, and Jalan 
Persiaran Akuatik. For details, call 03-5522 
2734 (Shah Alam City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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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READY 
TO MOVE IT 
Enjoy Madagascar 
the Musical and 
help make a wish 
come true >4 

Musical 
room to 
to worthy cause 
By HANIS SOFEA ZULKIFLI 
metro@thestar.com.my 

HERE'S the chance to Move it! 
Move it! to Madagascar the Musical 
happening on Dec 6 at the Plenary 
Hall of Kuala Lumpur Convention 
Centre. 

At the same time, one can sup-
port Make-A-Wish Malaysia by pur-
chasing tickets from them. 

Make-A-Wish Malaysia is selling 
200 prime seats that come in two 
categories which are Premium and 
VIP seats priced at RM500 and 
RM400, respectively. 

The seats are among the best in 
the theatre and they also come 
with a Meet The Cast invitation, 

applicable to Make-A-Wish ticket 
holders only. 

The all-London cast is making a 
detour to Asia to meet fans and 
Kuala Lumpur is the first stop. 

TV talent show X-Factofs 13th 
season champion Matt Terry will 
lead the cast of Madagascar the 
Musical as the famous Alex the 
Lion. 

Following him are Posi 
Morakinyo as Marty the Zebra, 
Connor Dyer as Melman the Giraffe 
and Hannah Victoria as Gloria the 
Hippo. 

Grab the chance to meet them by 
purchasing tickets from Make-A-
Wish Malaysia. 

Madagascar the Musical is based 

gives 
donate 

on a Dreamworks film of the same 
name following the journey of a 
group of escaped zoo animals that 
found themselves stranded in 
Madagascar. 

Everyone's favourite Madagascar 
character will present a live theat-
rical show directed and put togeth-
er by award-winning team of 
Dreamworks Production, with 

imaginative sets and costumes as 
well as spectacular new songs to 
look out for. 

Make-A-Wish Malaysia is a chari-
ty organisation funded by dona-
tions. 

It looks into granting wishes of 
critically ill children to help them 
gain courage and hope in their bat-
tle to overcome their illness. 

Madagascar 
the Musical will 
take place on 
Dec 6 at the 
Plenary Hall of 
Kuala Lumpur 
Convention 
Centre. 

All proceeds from the sales will 
be used to grant wishes in 2020. 

Raja Muda Selangor Tengku 
Amir Shah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is expected to attend the 
event. 

The musical on Dec 6 starts at 
8.30pm. 

For details, call 03-2276 3344 
(Make-A-Wish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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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roundabout on schedule 
By EDWARD RAJENDRA 
edward@thestar.com.my 

CONSTRUCTION of a new multi-lane round-
about at Jalan Dato Hamzah, one of the 
main roads into Klang's Little India, is ongo-
ing and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by the 
end of the year. 

Klang Municipal Council's (MPK) 
Engineering Department director Zamri 
Othman (pic) said the roundabout aimed to 
ease traffic congestion and improve safety 
for motorists in the area. 

"Our engineers and technical staff had 
studied the location for the roundabout and 
found it feasible. It is at the busiest intersec-
tion of Jalan Dato Hamzah/Jalan Bukit Jawa 
and Jalan Raya Barat. 

"In the mornings, traffic picks up consid-
erably, and it is the same in the evening," he 
said. 

MPK councillor M Nalan, who is in charge 

of the Little India area, visited 
the worksite to ensure con-
struction works were keeping 
up with the project schedule. 

"Construction works are 
being carried out but road bar-
ricades and the area needs to 
be lit up at night as the safety 
of road users is paramount. 

"Once work is over for the 
day, construction materials 
need to be put within the cor-
doned-off area for safer move-
ment of traffic," he added. 

Nalan said the roundabout 
was expected to support easier 
movement of traffic as motor-
ists driving out of Jalan Raya Barat would 
soon be able to turn towards Syarikat 
Bekalan Air Selangor and Klang Land Office 
in Jalan Kota. 

Earlier, motorists were forced to drive 

towards Jalan Diauddin and 
turn right to Jalan Tengku 
Kelana before making another 
right opposite the Masjid 
Muslim India Tengku Kelana, to 
reenter Jalan Dato Hamzah and 
reach Jalan Kota. 

Nalan said based on people's 
feedback, many want the slop-
ing road entering Jalan Dato 
Hamzah to have rumble strips 
to encourage motorists to slow 
down, which ensures drivers do 
not speed towards the rounda-
bout. 

"I think it would be good to 
have bright yellow colour rum-

ble strips and even high standard reflective 
cat's eye for better night driving," he added. 

Nalan has called on all road users to be 
alert and patient as workers complete the 
round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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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roundabout is being constructed at Jalan Dato Hamzah that leads 
Klang. - Photos courtesy of M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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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ry to help parents facing 
problems raising kids via family centres 
PARENTS facing problems in raising 
their children should seek help with-
out delay, says Hannah Yeoh. 

In issuing this advice, the Deputy 
Women, Famil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Minister said they 
hope to create a single platform 
through the ministry's online Family 
Services Directory for those seeking 
help for various family and parenting 
issues. 

"So far, the directory provides links 
to over 200 non-governmental organi-
sations that deal with such issues. 

"Please come forward and don't 

wait until it is too late," she said when 
launching the directory in Parliament 
yesterday. 

The directory will assist parents 
and young couples in terms of 
advice and counselling on marital 
problems and guidance in raising a 
family. 

Yeoh said there was a lack of aware-
ness among parents and families on 
how and where to seek help when 
facing domestic problems. 

"We want them to be given proper 
guidance and counselling sessions 
when they need it. 

"Those seeking further help can go 
to the ministry's family service centres 
in the respective states, which is free 
of charge," she said. 

Yeoh said some of the NGOs that 
provide counselling might impose an 
administrative fee. 

She added that there were plans to 
further develop the directory to allow 
for online counselling in the near 
future.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the 
directory at http://keluarga.lppkn.gov. 
my or http://keluarga.lppkn.gov.my/ 
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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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vouchers for BU's urban poor 
Kg Cempaka and Kg Kayu Ara families get much-needed monthly aid 
By NAYLI BATRISYIA ABDUL 
JABAR 
metro@thestar.com.my 

FAMILIES from among the urban 
poor in Bandar Utama, Petaling 
Jaya have been selected to get 
RM50 Foodbank cash vouchers 
monthly to help them meet their 
basic household needs. 

Bandar Utama assemblyman 
Jamaliah Jamaluddin initiated the 
Foodbank programme for Bandar 
Utama's poor residents, and began 
the effort with nine families in 
Kampung Cempaka. 

"Many do not realise that there 
are urban poor folk in Bandar 
Utama who did not get the chance 
to benefit from government aid 
such as Kad Peduli Sihat, Kasih Ibu 
Smart Selangor, Skim Mesra Usia 
Emas, Insentif Perkahwinan Belia 
and Skim Air Darul Ehsan," said 
Jamaliah, identifying single fathers 
and senior citizens without chil-
dren among those who were enti-
tled to financial support. 

"We got in touch with the village 
chief and went to inspect their 
houses and living conditions. 

"If they are worthy of state finan-
cial aid, the Bandar Utama service 

new ones." 
Kampung Cempaka Village 

Community Management Council 
chairman Theresa Lim expressed 
gratitude to Jamaliah's office for 
reaching out to the less fortunate. 

"We used to have a food voucher 
programme and having this aid 
again is certainly what our peopl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said Lim. 

In her seven years as village 
chief, Lim identified half of the 
7,000 residents in Kampung 
Cempaka as being in the B40 spec-
trum with 20 families fitting the bill 
as urban poor. 

"The poor usually do not know 
where to seek financial help, so this 
is why we have to approach them 
and give them the necessary assis-
tance," said Lim. 

Aside from Kampung Cempaka, 
another nine families from 
Kampung Kayu Ara received the 
Foodbank vouchers on the same 
day. 

The Foodbank vouchers can be 
used at any 99 Speedmart stores. 

Application for the. vouchers is 
open to families. For details, call 
03-7726 0441 or get the application 
forms from Bandar Utama assem-
blyman's service centre. 

(From f i f th left) Jamaliah and Lim with recipients of the Foodbank vouchers. 

centre will help them apply for the 
necessary aid. 

"Most importantly,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ese people get 
access to food." 

She said she believed that giving 
out the vouchers would allow the 
villagers to spend on groceries they 
preferred to consume at home. 

"However, the voucher recipients 
cannot use the voucher for unnec-
essary things like alcohol or ciga-
rettes," Jamaliah added. 

The application form for 
Foodbank vouchers were given out 
so that her office could help identi-
fy those in need of food aid. 

"We might encounter cases 
where someone receives lots of 
financial aid and we want to segre-
gate our Foodbank vouchers better 
to those who have yet to receive 
any help," she said. 

This year, 29 applications were 
received from the constituency and 
18 applicants were chosen from 

Kampung Cempaka and Kampung 
Kayu Ara. 

' A total of RM900 worth of cash 
vouchers were given out. 

"Our first target is to accommo-
date at least 50 families first, as we 
would like to ensure the aid is 
delivered to the right people first," 
said Jamaliah. 

"A review will be done every 
six months to a year to see if 
the Foodbank vouchers need to 
be given to the same recipients or 

J w 
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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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青团长服务中心

遭泼红漆丢死鸡

►门前被丢置一只死鸡，脚上还 

绑着恐吓字条。

(吉隆坡26日讯）公青团长兼新山国会议 

员阿克玛位于新山的国会议员服务中心，周二 

清晨遭人泼洒红漆及丢置死鸡，死鸡的脚还留 

下纸条写着“别玩了混蛋阿克玛！”；阿克玛 

已就此恐吓事件指示职员向警方投报。
他今曰（26曰）在脸书发布文告及照片指 

出，他的职员今早7时20分抵达服务中心时， 

发现服务中心底楼铁闸门、木门 

及墙壁被泼洒红漆，而且门前 

还置放了一只死鸡。

死鸡脚绑恐吓字条
他在文告中说，死鸡的脚 

上绑着字条，内容写上一些恐 

吓字眼，相1目是冲着他来。

他接获职员的投报后，即 

刻叫职员向警方报案。“我把 

此事交由警方调查。”

另一方面，新山南区警区

公青团长阿克玛主任沙胡里乃因证实，已 

经接获阿克玛新山服务中 

心的投报，警方将展开调查。
他说，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427和506条文 

调查案件。

“服务中心没有闭路电视，警方仍在调查案 

件。”

公正党及臂膀组织（公青团及妇女组）全国 

代表大会召开在即，公青团近期传出因邀请谁来 

开幕而令公正党内斗的硝烟氛围浮出台面，阿克 

玛隶属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的阵营，而署理团长 

希尔曼是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的政 

治秘书，隶属阿兹敏阵营。

阿克玛主张打破传统，邀请党顾问兼副首相 

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开幕，而希尔曼则坚持维护传 
统，邀请党署理主席阿兹敏阿里开幕。2019年 

的公青团的全国代表大会定于12月6日（周 

五），在马六甲国际贸易中心（MITC)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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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会议几度人数不足浐&
投票。

./；IL-Zx

魏家祥:议长须按铃凑数
(吉隆坡26日讯)魏家祥周二晚通过其脸书专页发 

文说，这几天，国会会议几度因法定人数不足而流会，议 

长被逼按铃凑足人数，内阁部长多次被揭发不出席国 

会，媒体也相继报道。

他说，周二傍晚开始，妇女家庭发展部财政预算案 

委员会阶段辩论，29位议员辩论，杨巧双副部长总结。

反对党阵营发现29位内阁部长都缺席国会，根本不认真 

看待财政预算案。

他说，国会在表决时，反对党逾15位议员起立要求 

议长以记名方式投票，执政党顿时大乱阵脚，会议厅内 

的希盟议员明显少过反对党议员，议长丹斯里阿里夫马 

上顶替拿督拉锡副议长主持会议，以方便后者回到座位

“第一轮部门行政拨款预算案（B48)表 

决时，反对党得28票，希盟也只有28票，最终 

依靠砂盟(GPS )3票和沙巴独立议员的1票， 

以32对28险过剃头。”

“第二轮部门发展拨款投票表决时，希盟议员以拖 

延时间的方式，拼命打电话召回议员来投票，最终以45 

对32票通过。”

他说，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部长是尊贵的副首相 

旺阿茲沙，部长确实简直“不给脸”，倘若周二晚财政预 

算案不获通过，一些西方国家肯定解散国会，举行大选。

他续称，讽刺的是，希盟议员在“获胜”后，不但不自 

我反省议员部长缺席的情况，还继续叫嚣!其实，执政党 

的任务是必须确保议会拥有足够的法定人数进行会议， 

同时更要确保明年度财政预算案获得通过。

他反问道：“希盟部长及议员，为什么就不能认真一 

点，把正经事做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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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適耕莊發展旅遊
黄瑞林：照顧環境人人有責

(适耕庄26日讯）雪州议 

长兼适耕庄区州议员黄瑞林强 
调，绿化社区和环境卫生不仅需 

要政府部门的努力，也需要民众

配合，共同负起照顾公共场所和 
环境卫生的责任。

"过去十多年，我们致力在 

适耕庄推动农村改造和旅游业

发展，以现代化发展取代城市 

化，让渔米之乡保留特色。” 

他日前出席A村管委会的植树 

活动时指出，城市化是指把土地 

建立为钢骨水泥森林、高楼大厦 

林立的密集社区。然而，为了 

保留适耕庄原有的新村和乡镇 

特色，因此改为推动现代化发 

展’以新科技设备完善基本建 

设，尽量维持乡镇的慢节奏和自 

然生态。

保留原有生态

“保护环境卫生需要大家配 

合，适耕庄以青葱稻田景色闻 

名，但也得确保每个角落都绿 

化，才能带给游客更细致的美 

景，希望居民除了照顾自家卫 

生，也携手维护公共环境清 

洁。”这次植树活动获雪州政府 

拨款支持，共栽种96棵狐狸尾 

树苗。村管委会负责在村内和主 

要道路择定地点。出席者包括A 
村村长刘裕捷、沙白安南县议员 

黄亚详等。(TTE)

■黄瑞林（右三）与村管委会成员一同进行植树仪式，并为 

树苗浇水。右二为刘裕捷、左二是黄亚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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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大臣：警方環境局推測

廢料或來自非法煉毒廠
(巴生26日讯）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透露，根据警方和环境局推测，一部 

分丢弃在瓜雪而榄甘榜丹巴爪哇的化 

学废料，经燃烧后所散发出来的溶剂 
(Solvent)异味，有关化学废料有可 

能来自非法炼毒厂。

不过，大臣强调，当局目前无法拿 

出具体证实，只是推断和怀疑。

阿米鲁丁今早在巴生双溪拉萨与巴 

当爪哇路□见证一项移交治水防洪与 

道路提升工程，在记者会上被询及昨 

日发生爆炸起火的这起环境公害事 

件，是否涉及报复或破坏时表示，政 

府无法确定是否有人故意、或仅是为 

了省下弃置化学废料的费用。
‘‘合法丢弃化学废料需要花钱，或 

许业者要节省这笔预算；也许有关废 
料属禁止使用（Bahan Terlarang ),

■阿米鲁丁（右二）见证巴生双溪拉骚与巴当爪哇路口的治水防洪工程 

项目竣工。左起是雪州行政议员罗兹雅和依兹汉，右为雪州工程局长沙 

哈布丁。

地点都是在偏远地带，执法当局总是 他指出，根据按年对比，雪州今年 

鞭长莫及，很难鉴定元凶，就算多名的污染事件比去年减少，若要完全零 

州议员曾在州议会提出对环境公害课污染还需要时间，州政府没法全面监 

题的关注，但州政府不可能全面监督督，关键是倾倒废料者无法改变不负 

所有河流，所以政府需要民众的及时责任的心态。（TTE)

举报。

所以不能被合法弃 

置或处理。”

大臣被问及有居 

民上周曾向当局举 

报，空地遭人丢弃 

258桶化学废料，但当局只是派员调 

查和围起封锁线，却没把废料移走， 

导致昨日凌晨发生爆炸燃烧事件；他 

表示，他刚从海外公干回来，需要读 

取报告才能知道真实情况。

当局接报没移走废料

阿米鲁丁强调，尽管环境公害事件 

暂未有进展，但州政府已着手处理和 

解决，他庆幸没有污染物质流进河 

流，造成更严重的河水污染事件，将 

会全力找出罪魁祸首。
他坦言，基于每次发生丢弃废料的

民
衆
及
時
投
報
制
止

污
染
%
件

阿
米鲁丁感到欣慰的是，雪州人民 
近两年来对环境公害的醒觉性提 

高了，有多宗事件是执法当局接获民 

众的及时投报，采取行动制止污染事 

件的发生，并逮捕涉及者。

“例如，在士毛月州议席补选之 

前，有人试图把废料倒入士毛月河 

内，但被发现及成功阻止。在士毛 

月、瓜冷和昔江港等地及雪兰莪河， 

我们都有接获公众投报当地的环境污 

染，所以能在污染物质进入滤水站 

时，在抽水站上游就拦下及加以阻隔 

污染源。”

他透露，已指示负责监督雪州水源 
的雪州水供管理局（LUAS )作为统 
筹单位，协调包括雪州水务管理公司 

(Air Selangor )、州环境局、警方 

和地方政府等政府机关，如何执行和 
加强监督机制，确保污染问题不再重 

演。
他举例，精明雪兰莪传递单位（SSDU ) 

可借助和运用科技，让雪州在制止污染这方 

面朝向精明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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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6日讯）教育 

部长马智礼告诉国会，除 

了影响《联邦宪法》、国 

家教育法令与政策，国民 

教育哲学以及《1963/67 

年国家语言法令》条文，

他今日在下议院部长问答环节回答 

乌鲁登嘉楼区国会议员拿督罗索华希 
的提问时坦言，承认统考文凭是一项 

敏感课题，因为与马来西亚的历史有 

关，已经持续了 45年。

须审慎地解决

他说，这项课题必须审慎及科学地 

解决，同时也得考虑到重视尊重与合 

作的马来西亚文化与习俗。

他说，这项课题只能以menarik 
rambut di dalam tepung > rambut 
jangan putus tepung jangan berserak 
来解释，即小心翼翼。

马智礼说，独中统考特别委员会 
(PPDUEC)目前已进入整理承认统 

考报告的最后阶段，相信今年内可以 

向教育部提呈完整报告，然后呈上内 

阁核准。

“我对这份完整报告于今年内提呈 

给教育部进行研究感到乐观，然后再

提交到内阁作出最终决定。”

他强调，政府在这个课题上非常重 

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和谐。要找出良 

好的解决方案，同时还得照顾国家长 

久建立的和谐。

马智礼说，这项课题应该结合政府 

对全面改善教育体系的决心，不能仅 

以局部的方式看待教育系统。

‘‘这需要从国家利益出发，以及教 

育系统的长期性与可持续性。我们致 

力为每个人民提供优质教育。”

获406人提供意见

他表示，教育部也得确保每个人与 

教育相关人士获得他们的权益，也在 

所有教育课题上获得谘询。
针对巫统林茂区国会议员凯里有关 

政府是否有针对家长选择送孩子到私 

立中学的原因进行研究的提问，马智 

礼说，政府于去年成立的研究政府政 
策委员会正在进行调查实验，之后会

将报告提交给教育部作进一步分析， 

以及成为_项于2021年开始执行的教 

育路线图。

他说，家长选择把孩子送入政府中 

学以外的私立中学是民主化教育的一 

部分，政府会致力提升人民对国家教 

育体系的信心，以给予中层和精英人 

士选择政府中学或其它源流学校。

他说，政府著重的是和谐课题、国 

家语言法令、《联邦宪法》以及国民 
团结课题，也是教育部优先关注的课 

题。

马智礼也透露，研究政府政策委员 

会获得有406人提供相关意见。

他说，研究政府政策委员会至今已 
完成48个录音会议的逐字稿。

为了确保公平对待所有利益相关 

者，每个受访者的逐字稿都是报告中 

重要的要素，因此准备逐字稿的过程 

是小心翼翼的，以确保没有错误。
(LMY )

(UEC)不是像说话般容 

易。

因
为
与
A

加上涉及先贤同意的社会 

契约，承认独中统考文凭

项
敏
感
课

承認統考影響教育法令
馬智禮：非像說話般容易

副通訊部長又不適
讯及多媒体部副部长依丁沙兹里 

•在国会为部门进行总结时身体不 

适，反对党国会议员随即收起唇枪舌 

剑，还劝请副部长改以书面回答。

今曰下午，依丁沙兹里在下议院为 
2020年财政预算案委员会阶段部门

总结，原有一个小时是回答国会议员 

辩论时所提出的问题，但进行了约30 

分钟，便在反对党议员劝请下结束总 

结0

巫统巴力士隆区国会议员拿督诺莱 

妮在依丁沙兹里总结时，数度提醒他 

相关的国会议员不在，无需回答，他 

表示感谢且说本身身体不适。

—众反对党国会议员因此劝请依丁 

沙兹里过后以书面回答，当人民公正 

党巴东色海区国会议员卡鲁巴耶要求 

发言时，还被反对党群起责怪不让副 

部长休息。

11月11日，依丁沙兹里在下议院会 

议开会期间身体不适，被送往国家心 

脏中心接受治疗。（LMY)

秘書長被調職

農長：没官方免責聲明
部门秘书长拿督莫哈 

AJ末沙列胡丁被调职， 

农业及农基工业部长拿督沙 

拉胡丁指是普通公务员调职 

程序，并没有任何官方免责 

声明。

他是针对莫哈末沙列胡丁 

被调职是因为揭露发给14 

亿令吉合约予国家农民组织 

(NAFAS )，“陷害”农 

长一事，在国会走廊受询时 
回应。

他说，部门秘书长被调职 

的决定属首席秘书和公共服 

务局的权限范围，他不能干. 

预及谈论秘书长被调职的原 
因。

农业部没有展开任何内部 

调查，更没有下达或接收任 

何人的指示。

根据报道，莫哈末沙列胡 

丁被指在没有告知农长的情

况下，为14亿令吉的稻米 

出口补贴合约进行公开招 

标，而于11月22日被调往 

公共服务局。

在这之前，沙拉胡丁坦承 

写信给首相敦马哈迪推荐国 

家农民组织获得14亿令吉 

的合约，惟公开招标的程序 

还在进行中，仍未有定案。
(LMY)

来
西
亚
的
历
史
有
关
。

■
马
智
礼
：
承
认
统
考
文
凭
是
一

楊巧雙：整合各單位網頁

設家庭服務資料庫
女及家庭发展部副部 
长杨巧双说，整合 

各政府部门或单位及非政 

府组织网页链接与谘询， 

成为一站式家庭服务指南 

的“家庭服务资料库”网

页，经于昨天由国家人口 

及家庭发展局（LPPKN ) 

启动，为有需要协助的家 

庭及夫妇提供援助。

她说，"家庭服务资料 

库”链接的政府单位及非

政府组织的网页，所提供 

服务包括国家人□及家庭 

发展局服务、结婚与离 

婚、父母、乐龄人士、青 

少年与儿童、基础设施支 

援、家庭财务及辅导与治 
疗0

她于今日在国会媒体室 

召开记者会说，面对家 

庭问题的民众，可以浏 

览“家庭服务资料库”

(http://keluarga.国家人 

口及家庭发展局.gov.my/ 

direktori)，以获取与家i 
服务有关的资料。

无需担心语言问题

她说，与国家人口及家 

庭发展局合作的非政府组 

织至今共有207个，包括各 

宗教的非政府组织，也有 

通晓中文及淡米尔文的组

织，因此无需担心语言不 

通的问题。

“妇女部将继续添加更 

多有意与国家人口及家庭 

发展局合作的非政府组织 

进入资料库。”

至于需要辅导的父母或 
夫妻，杨巧双说，他们可 

以到访国家人口及家庭发 

展局办公室，在现场接受 

辅导。

她说，妇女部希望能为 

所有需要协助的夫妻制造 

求助平台，“若我们不给 

予帮助，离婚申请率只会 

越来越高，小孩将会是受 

害者。”

"妇女部希望让辅导普 

遍化，让民众前往寻求协 

助，而且政府提供的大部 

分服务都是免费，仅部分 

非政府组织可能会征收小

额的行政费用。”

杨巧双表示，国家人口 

及家庭发展局提供各种课 

程，如婚前婚后及隔代教 

养等。

她透露，妇女部计划于 

明年推行网上课程，让无 

法前往国家人口及家庭发 

展局的民众能透过线上课 

程获取相关资料。（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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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

废弃化学桶爆炸案

疑非法炼毒厂所致
阿米鲁丁说，警方仍未 

掌握瓜拉雪兰莪废弃化学 

桶爆炸案的线索，惟根据 

部分丢弃废料所含的溶剂 

成分，不排除是非法炼毒 

厂所排放，惟这仅是未经 

证实的揣测。

“有关揣测是根据警方 

和环境局的调查报告，不 

过，目前尚未得到证实。” 

他说，就如早前发生的 

雪兰莪河污染事件，在追 

踪到最后源头时，却发现 

废弃物是来自商店旁边的 

空地，以致执法人员最终 

无法考证根源。

阿米鲁丁今R受邀主持 

双溪拉骚-巴当爪哇2公里 

防洪工程竣丁典礼后，受 

记者询问时这么说。

询及有关事件是否涉及 

政治破坏因素时，阿米鲁

丁表示暂时无法确定，有可 

能是不负责任者故意丢弃， 

也可能是为了节省成本的企 

业所丢弃，毕竟要销毁工业 

化学废料需要承担一些成 

本。

阻止污染物扩散

他说，目前，州政府已 

采取阻止污染物扩散的行 

动，同时，也从干案动机和 

干案人士角度展开彻查。

“无论如何，为免污染 

事件重演及给予同样借口， 

州政府已指示雪州水务管理 

机构（LUAS)与其他相关 

单位联手，包括警方、雪州 

水供管理有限公司（Air 

Selangor)等探讨改善监督 

丁作，包括采用高科技技 

术，以便朝向‘精明州’目 

标发展。”

市民举报污染问题大减
阿米鲁丁说，令他感到 

欣慰的是，实际上，州内 

污染问题有大幅减少迹 

象，尤其在人民警觉意识 

提高后，很多污染事件得 

以被揭发，才不致于酿成 

更大的污染问题，尤其是 

水源污染事件。

“我们无法依赖一个I才丨 

队来监督，尤其污染问题 

经常发生在杳无人烟的偏 

远地区，为此，只有得到

广大市民的举报，才能有 

效改善污染源扩散的问 

题。”

昨日凌晨，瓜拉雪兰莪 

甘榜淡峑爪哇加埔16里路 

一空地段被人丢弃270桶化 

学物品发生爆炸，现场也

飘散难闻废气 名居民

出现头晕呕吐现象，参与 

救援的第一批消防与拯员 

人员也前往附近医院做体 

检。

(巴生26日讯）雪兰莪 

州务大臣阿米鲁丁表 

示，尽管雪州政府耗资 

6000万令吉，双溪拉 

骚-巴当爪哇2公里防洪 

工程，惟却因该区涉及 

河流问题，而未能全面 

解决附近兰花园地区的 

水灾现象。

2014年尾动工，并于今年9月 

2日竣工，耗时5年，主要提 

升2公里路段的高度至2尺。

丁程也改善该区的防洪系 

统，以解决长期闲扰双溪拉骚 

和巴当爪哇的水灾问题。

“工程结束后，确实有助 

于解决两地淹水问题，从而也 

让峑都知甲州议员罗芝雅得以 

放下心头大石。”

米鲁丁坦承，双溪拉 
骚-巴当爪哇2公里 

防洪工程的规划，主要解决两 

地因地势低及排水系统不佳引 

发的淹水问题，有关工程不涉 

及水利灌溉局所管辖的河流问 

题，闪此该丁程无法完善全面 

解决兰花园的水灾问题。

“州政府已着手处理探讨 

解决方案，以便在下一次的拨 

款，改善该处河流及排水系 

统，从而解决雨季来临导致兰 

花园发生水灾的问题，至于现 

阶段的解决方案，是增设防水 

墙及改善排水量等。”

道路增高2尺

他今R受邀主持双溪拉 

骚-巴当爪哇2公里防洪工程 

竣工典礼后指出，有关工程于

道路被提高2尺，以改善地势低、容易造成水灾的问题。

拨8800万治水1.79亿修路
阿米鲁丁说，州政府非常 

关注雪州道路修复和排水系统 

等基础建设和改善工程，并于 

明年财政预算案中，特别拨款 

8800万令吉供水利灌溉局和公 

共丁程局改善排水系统，以及 

1亿7900万令吉，供公共工程 

局修复道路。

中央管辖路另申请拨款

“有又拨款只作为州属管 

辖道路，反之，中央政府管辖 

道路则已申请拨款修复，预计 

拨款或是上述拨款总数的翻倍 

或更多，中竟雪州有很多路段 

属于中央政府管辖路段。” 

他也说，州政府所拨出的 

修路与改善路段工程的拨款， 

皆会全面获得使用，就算节省

下来的钱，也会继续推动其他 

道路的修复工作，0前州内尚 

有10条路段在改善中。

“一直遭投诉的士文达和巴 

生港口区路段，多为中央政府 

管辖区，因此一旦获得拨款， 

州政府将不遗余力地改善有关 

路段，当中包括巴生港口工业 

区、中路和加埔路等。”

出席者包括掌管雪州企业 

发展、城乡文化发展事务的行 

政议员罗芝雅、掌管基本建 

设、公共设施、现代化农业及 

农基工业的行政议员依占哈 

欣、雪州公共工程局局长沙哈 

布丁、巴生公共丁程局局K：沙 

哈里达尼斯曼、雪州经济策划 

单位（UPEN)代表阿末扎基、 

巴生县酋K拿督阿都甘尼等。

阿米鲁丁（右二）为工程竣工主持签名仪式，左起阿都甘尼、罗芝雅、依占哈欣及沙哈布丁（右）。

巴生双溪拉骚-巴当爪哇 防洪工程未全面解决问题

巴当爪哇在提升道路工程完成后，也改善当地路段淹水问题

新闻特区

»兰花瞒81^奚拉骚-巴当爪哇2公里防洪工程，将道路两边的渠道大幅改 

以便解决该区排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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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设备完善基本建设，尽量维持 点，共栽种96棵狐狸尾树苗。耕庄州议员黄瑞林强调，绿化社 

区和环境卫生除了需要政府部门 

的努力，也需要民众配合，共同 

负起照顾公共场所和环境卫生的 

责任。

“过去十多年，我们致力在适 

耕庄推动农村改造和旅游业发 

展，以现代化发展取代城市化， 

以保留渔米之乡的特色”

他指出，城市化意指把土地 

建立为钢骨水泥森林，高楼大厦 

林立的密集社区，但为了保留适 

耕庄原有的新村和乡镇特色，因

黄瑞林：照顾环境卫生

绿化社区须官民配合
(适耕庄26日讯）雪州议tC：兼适 此改为推动现代化发展，以新科

乡镇的慢节奏和自然生态。

他日前出席A村村委会主办 

的植树活动时，如此表示，出席 

者包括A村村K刘裕捷，和沙白 

安南县议员黄亚洋，此植树活动 

获得雪州政府拨款支持，并由村 

委会在村内和主要道路择定地

二
为
刘
裕
捷
，左
二
为
黄
亚
详
。

完
成
植
树
仪
式
后
，
为
树
苗
浇
水
，右
 

黄
瑞
林

{

右
三

}
与
村
委
会
成
员
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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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邀阿兹敏主持开幕礼？

雪公正党三缄其口
(莎阿南26日讯）人民公正党

雪州主席阿米鲁丁说，公正党 

气州大会开幕嘉宾将通过内部 

i寸论决定，不会对媒体发言。

阿米鲁丁也是雪州大臣， 

他今早出席双溪拉骚-巴当爪 

哇2公里防洪工程竣丁典礼， 

受询及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拿

督里斯阿兹敏阿里早前不受邀 

主持公青闭大会开幕礼时这么 

说。

早前公青闭大会摒弃传 

统，不邀请阿兹敏开幕引发争 

议后，各州属大会也开始拒绝 

邀请这名争议性人物作为大会 

开幕人。

不过，雪州作为阿兹敏的 

大木营，他是否会继续获邀请 

出席开幕礼，备受关注。

无论如何，阿米鲁丁今日 

受询时，不愿透露太多详情， 

仅语带保留地说大会R期仍在 

i寸论，会议目标旨在闭结党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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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拨3亿推广数码企业
雪州创新创业 

加速器计划延伸版[

(八打灵再也26日讯）雪州行政议员黄思 

汉说，州政府明年起特拨出3亿令吉作为 

未来6年倡议精明州拨款；而推广数码企 

业与革新，驱动科技投资、培养本地技术

及创造高价职业与商务，是打造精明州所需的议程

黄
思汉说，雪州政府关 

.注企业与科技革新， 

于2015年成立雪州资讯科技 

与电子商务理事会 

(SITEC)，发展州内的电子商 

务及提升创业的生态系统。

他今早出席由雪州资讯科 

技与电子商务理事会首次举办 

的 “Pitch@Selangor” 雪兰莪创 

新创业加速器计划（SAP)延 

伸版开幕礼时致词。

黄思汉说，Pitc.h@Selangor 

是个为创业者提供平台开创1也 

们的企业或生意，由州政府及 

合作评审来评估参与者的生意 

概念及模式，为最佳者提供创 

业基金，以及让投资单位发掘 

潜在投资。

参赛者展现革新创意

他希望今次从百多家参与 

者遴选出来的16队决赛者， 

可全面呈现他们的革新创意， 

不只为了奖金，也可趁此平台 

来吸引投资公司的注意及注 

资，取得成功开始，朝精明雪 

州0标迈进。

黄思汉（右起）及莫哈末哈达蓝利向其中一位参赛者了解来自 

砂拉越的高山米经销模式。

参赛的16队，有8队属 

于中小企业模式，另有8队为 

社交企业；大会特别邀请6位 

州议员为今次比赛担任评审， 

即杜顺大州议员艾德里、武吉 

美拉华蒂州议员祖娃丽雅、龙 

溪州议员阿迪夫赛、武吉加星 

州议员拉吉夫、柏马登州议员 

罗扎娜及甘榜东姑州议员林怡 

威。

其他评审还包括雪州资讯 

科技与电子商务理事会总执行

长杨凯斌、扩展马来西亚 

(Scaleup Malaysia)总合伙人艾 

伦、NEXEA伙伴经理Ben 

Lim、Myslarlr总执行长吴文 

彬、TBV Capital董事经理陈彦 

宏及Gobi ParUws董事经理嘉 

马鲁丁。

大会于今日傍晚揭晓成 

绩，胜出冠亚季军者分别可获 

得1万令吉、8000令吉及 

6000令吉的奖励金作为他们创 

业的基金。

吸引许多年轻人参加。前排左五起为艾德里、祖娃丽雅、莫哈末哈达蓝利、黄思汉、杨凯斌及 

阿迪夫赛。

投资新科技提高生产率

政府5年210亿奖励企业
企业发展部副部长拿督莫 

哈末哈达蓝利医生指出，政府 

过去5年提供直接奖励金超过 

210亿令吉给中小企、本地大 

公司及多元化国家企业，通过 

新科技的投资来提高大马的生 

产率。

他说，去年，政府提供巨 

额，拨出100亿令吉作为贷 

款，鼓励数码化及转型工业 

4.0，加强大马的智能、自动 

化、大数据及机械；也欢迎中 

小企或创业者把握机会争取政 

府的奖掖或资助开拓业务或创

业

此外，杨凯指出，雪州资 

讯科技与电子商务理事会自创 

立以来，目前成功推动575家 

电子商务，以及60家创业公 

司，制造了 6000个工作机 

会，成交总额达到2亿令吉《

他说，该会过去4年也积 

极和各私人机构和私人伙伴合 

作，为雪州的创业者制造生能 

经济动力。

黄思汉：打造精明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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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盟出席议员不足

妇女部预算案惊险通过

国会报道
滅

(吉隆坡26日讯）今晚在国

会寻求通过2020年财政预算 

案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预 

算案时，差点因希盟国会议员 

在场人数不足而“过不了 

关”，所幸最后惊险通过该预 

算案。

妇女部副部长杨巧双于今 

晚9时30分在国会进行总结 

后，巫统巴耶勿刹国会议员莫 

哈末沙哈要求记名投票以表决 

通过上述预算案，15名反对 

党国会议员起身支持这动议。

由于在议会厅内的希盟议 

员看似少过反对党议员，顿时 

让执政党大乱阵脚。据了解， 

国会下议院议tC：丹斯里阿里夫 

立即代替国会下议院副议长拿 

督莫哈末拉昔主持会议，好il: 

后者回到座位投票。

不少希盟议员开始与反对 

党起争执，在场的民主行动党 

日落洞国会议员雷尔则拿起手 

机，相信是在“找救兵”，要 

其他希盟议员重新进人议会。

根据首次记名投票结果， 

阿里夫指共有32名议员同 

意，28人反对，该预算案获 

通过，然而巫统多名议员坚持 

希盟议员人数不对，不满这结 

果而要求第二次投票，冉次投 

票结果为45人同意28人反 

对，该预算案惊险过关。

马华总会艮兼亚依淡国会

议员拿督斯里魏家祥博十事后 

在面簿抨击希盟议员“获胜” 

后，不但不自我反省议员部长 

缺席的情况，还继续叫嚣。

魏家祥：29部长缺席

他指今晚在妇女部财政预 

算案委员会阶段辩论环节，反 

对党阵营发现29位内阁部K: 

都缺席国会，根木不认真看待 

财政预算案。

“第一轮部门行政拨款预算 

案（B48)表决时，反对党得 

28票，希盟也只有28票，最 

终依靠砂盟（GPS) 3票和沙巴 

独立议员的1票，以32对28 

险过刹头。

“第二轮部门发展拨款投票 

表决时，希盟议员以拖延时间 

的方式，拼命打电话召回议员 

来投票，最终以45对32票通 

过。”

他揶揄道，妇女部长是副 

首相拿督斯里旺阿茲沙医生， 

部长们却“不给脸”，若今晚财 

政预算案不获通过，一些西方 

国家肯定解散国会，举行大 

选。

“其实，执政党任务是需确 

保议会有足够法定人数进行会 

议，更要确保明年度财政预算 

案获通过。希盟部K及议员， 

为什么就不能认真一点，把正 

经事做好？”

安华：会预先呈希盟理事会

没听闻支持敦马动议”
人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 

安华说，他没有听闻有人将 

于下月4 FI在国会下议院动议 

支持首相敦马哈迪医生。

他认为，若有任何来自政 

府的动议，会预先提呈至希 

盟理事会讨论。

至于有义动议会否通过

“后门”方式，他说，这必须询 

问涉及人士。

安华也是波德申国会议

员。

他今天在国会走廊针对传 

闻指有人会在12月4 R提呈支 

持马哈迪动议一事，受媒体访 

问时这么回应。

二度展延

IPCMC报告今呈国会
2019年警察投诉及行为不 

检委员会（IPCMC)法案研究 

报告再度展延提交R期，从昨 

日（25 R )展延至明天（27日） 

首相署部氏拿督刘伟强本 

月13日首次向下议院提呈动 

议，批准检讨IPCMC法案特别 

遴选会委员会，展延提呈研究 

报告日期至本刀25日。

他今天再向国会提呈动 

议，基于需时修改法案内容， 

要求把提交报告的R期推迟至 

本月27日前提呈，该动议获 

得议员一致通过。

刘伟强上月7日动议， 

IPCMC法案带至特别遴选会委 

员会详细商讨与修改，并会在

木月18日前重新提呈下议院。

争议不断的IPCMC法案于 

本月7日进人“暂缓”寻求二读 

通过阶段后，下议院即丨丨:国会 

议员辩论修正法案内容，再由 

部tC：动议提呈到特别遴选委 

会。

刘伟强为法案总结时说， 

该部援引议会常规第54 (2) 

条款，将该法案带至特委会进 

行详细讨论。

下议院原定10月7日通 

过IPCMC法案，惟法案提呈至 

国会二读前，遭多名反对党议 

员反对，认为这项涉及重要执 

法机构的法案，应让朝野议员 

有足够时间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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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汉（右起）和哈达南利周二出席PITCH⑪Selangor活动时， 

到每个参赛单位了解相关企业的创业理念以及运作。 _徐慧美_

雪政府拨3亿推动数码创业
八打灵再也26日讯|为实现

精明雪州计划，雪州政府拨款3 

亿令吉，推动数码创业和创新领 

域，以驱动本地科技投资及技术 

类人材的就业机会。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表示， 

雪州是引领社会经济的指标，雪州 

人民的识字率高达98%，比全国的 

平均值95%还要高。「雪州拥有160 

间高等学府，为全国之最，每年共 

栽培超过4万8000名学生毕业。」 

他说，学生能擅于各项语 

言，不仅是政府的功劳，同时也 

有赖于来自政商界的支持。

「在过去的财政预算案，雪 

州政府拨款3亿令吉用于精明雪州 

未来6年的发展，其中2020年将分 

配5000万令吉。j

他今日在「2019年雪州综述 

提案」(PITCH@Selangor2019 ) 

活动上，如是指出。他说，雪州 

若要成为精明州，需设法落实科 

技投资、培养技术冠军及创造高 

价值的工作和商机。

他也表示，雪州作为大马经 

济最强的州属，在2018年的国内生 

产总值（GDP )达800亿美元（约马

币3294亿令吉）。同年的直接投资 

也达180亿9500万令吉，相比前年 

的55亿9000万令吉，超出238%

雪兰莪资讯科技与电子商务 

理事会（SHEC )首席执行员杨凯 

斌指出，目前已栽培575个电子企 

业以及60家创业单位，并制造了 

6000个就业机会。

他说，自201 5年5月至今年 

12月，4年间的成交量达2亿。

另外，企业发展部副部张拿 

督威拉哈达兰利指出，我国若要成 

为数码数码经济强国，首要便是培 

养数码大众及建立强大的数码网， 

其次则是传播相关知识以及培育更 

多新出路。而创业者扮演引领大马 

迈向数码经济的新导航。

另一方面，由雪兰莪资 

讯科技与电子商务理事会以及 

Mystartr众筹平台联办的「2019 

年雪州综述提案」，共有8家中小 

型企业以及8家社会企业参与。

杨凯斌指出，有关活动主要 

是让公共领域和私人界可以透过合 

作方式，一同支持初创项目，以便 

能在媒体宣传、市场策略以及资金 

来源上开拓更多管道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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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结婚津贴鼓舞

年底最想让人脱单季节
新山26日讯|年底效

应，寻爱潮来临！国际婚恋 

交友应用程式「SweetRing」 

一项调查发现，75%的单身 

用户皆认为，年底是最想让 

人脱单的季节，女性想脱单 

的期望又比男生高。

随著时间来到年底， 

众所期待的节日之一就是圣 

诞节，面对充斥情人套餐、 

满满喜庆的氛围，单身族 

苦喊「年底难熬，好想脱单 

啊！」

近日雪州政府重新推出 

结婚津贴，符合资格的新婚 

夫妻可获高达600令吉的津 

贴，让向往婚姻的单身族更 

燃起寻爱的斗志。

「SweetRing」的调查 

发现，75 %的单身用户皆认 

为，年底是最想让人脱单的 

季节，再配合结婚津贴消息 

的公布，对能够找到认真交 

往对象的目标更想积极地执 

行。

适逢雪州政府重新推出 

的结婚津贴消息，75%单身 

族就表示会更积极找对象， 

不仅可以找伴有人一起度过 

佳节，也为紧接的新年做准 

备。

其中，52%的26至32岁女 

性以圣诞节前脱单为目标，

积极主动揪伴一起共度晚 

餐，平均每周贴出5则征约会 

的内容。

男性则以过年前找到 

新对像带回家里见家长为目 

标，其中又以28至34岁的隆 

雪男性每日使用交友应用程 

式时间最长，平均上线使用 

6.3小时。28至34岁的隆雪男 

性几乎都期许能在过年前找 

到新对象。

女工程师受欢迎

调查发现，近两个月的 

新注册用户，以医疗相关人 

员占比最多'占了 20 %。其 

次是空服人员、服务员。

平曰工作时间不固定和 

工作时数长的医生、护士， 

看似稳定工作的光环，但 

却因往往太过忙碌、作息不 

定，分手后纷纷在年底前开 

始寻找新对象。

调查也发现，在被报名 

的约会数据中，以女工程师 

贴出的内容最受欢迎，说不 

定是最有望能在年底前脱单 

的职业。

其次是建筑师和约会时 

间弹性的自由业者，看来这 

些职业会成为年底的脱单王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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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解密与转sx文
陈亚才•社会工作者

观念平

5 1 3事件5 0周年之 

际，我们认为这个事件 

有必要进行转型正义， 

还原历史真相，追究 

责任，对无辜遇难者做 

出精神上或物质上的适 

当补偿，包括立碑纪念 

等。

年的「513事件」，一转眼半个 

世纪过去了（ 1969-2019 )。

历史虽然逐渐远去，遇难者家属的伤痛并未消 

失，族群间的阴影不时被勾起。正如旅台大马 

导演廖克发在其创作的电影《还有一些树》的 

文案所说：「刀砍树，刀忘了，树还记得。」 

随著国外部分档案资料的公开，长期以 

来受神秘面纱遮掩的事件，开始具备新的条 

件重新探索真相，至少有必要厘清受难者是 

不是如同诗人乌士曼阿旺（Usman Awang )诗 

作所陈述的「代罪羔羊」（Kambing Hitam— 

sebelum dan sesudah 13 Mei) °

在「513事件50周年」的日子，对于当年 

在各种状况下罹难的人士，我们献上深深的哀 

悼；对于罹难者的家属，我们也要表达深切的 

慰问。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彳故什么呢？我想我 

们应该还可以做点事。

立法保障513墓地

八方论见征稿

《名家》版《八方论见》 

栏目，供各界人士发表意见， 

唯不设稿费。

来稿请附真实姓名与联系 

方式，并以电脑打字，电邮至 

opinion@orientaldaily.com. my 

予本报言论互动组编辑。本版 

谢绝一稿多投，亦不做任何私 

人回复。

如同往年，「维护513墓园工委会」的同 

仁，连同家属、社会大众及政治领袖，于5月 

11曰到雪兰莪双溪毛糯513墓园献花并进行公 

祭仪式。这片墓园面积虽然不大，却是110多 

位513罹难者的葬身之地。当年513事件牵动 

和左右国家之后的50年，甚至更长远的发展。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513事件」成为恐吓 

人民的代号。

这片与国家历史紧密相连的双溪毛糯513 

墓园，应该成为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化遗产。可 

是，2017年的3月间，这片土地险些就被夷为 

平地，变成停车场。幸好有一群人，包括社会 

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人民代议士挺身而出， 

墓地继续保留，往事没有灰飞湮灭。

我们呼吁作为拥有土地主权的雪州政 

府，优先做两件事：（1 )将这片土地在宪报 

上列为「513墓园保留地」，不得转变作为其 

他用途；（2)将这片土地指定为雪州的文化 

遗产，运用一切必要的力量和资源，妥善维护 

这一片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土地。

近期发展显示，这项呼吁获得雪州政府 

积极回应，有关立法保障的程序正在进行中。

回顾513事件，到底这是意料之外的突发 

事件？还是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过去官方论 

述将这起事件归咎于共产党和反对党。学术界 

和民间有不同的观点。

还原真相追求和解

柯嘉逊博士引用解禁的英国伦敦国家档 

案文件，做出新的分析，在其著作《1969年大 

马种族暴乱：513解密文件》中揭示：「这个 

动乱事件绝对不是如官方版本所描绘的，马来 

族和华族之间突然自发的暴力事件。这是巫统 

党内新兴的官僚资产阶级，针对东姑领导的贵 

族阶层，所发动的一次精心策划的政变。」

513事件到底死了多少人？ 1969年5月21 

日，官方所公布的伤亡统计数字是：137人死 

亡（18名是马来人），342人受伤，109部车 

辆被焚烧，118栋建筑被毁坏，291 2人被逮 

捕，其中大部分是触犯戒严令者。不过民间对 

官方公布的死亡数据有所保留。

513事件50周年之际，我们认为这个事件 

有必要进行转型正义，还原历史真相，追究责 

任，对无辜遇难者做出精神上或物质上的适当 

补偿，包括立碑纪念等。

今年纪念513事件50周年的系列活动，有 

一"t"主题，叫做「解惑」，也就是解除迷惑

和困惑，解除这个事件曾经带给国人的恐惧、阴 

影、不安和狂妄。希望从此之后这个事件不再作 

为挟持人民的媒介。要达成这个目标，必须要有 

更多更客观、更全面、更理性的研究和分析。而 

研究和分析的重要基础，就是资料和数据。

由于受到国家机密的限制，513事件期间的 

许多档案资料至今尚未公开，导致相关的研究受 

到很大的局限，基本上停滞不前，多年来没有突 

破性的进展。

按照一般档案管理的原则，50年或以上的文 

献档案应该开放让社会各界参阅和使用，让学者 

专家借助更充分的史料，能够更客观和全面地反 

映历史真相。因此，我们呼吁政府解除对513档 

案的机密限制，开放这些资料，并且鼓励513历 

史研究，让相关的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维护513墓园工委会同仁在2019年6月12日曾亲自 

将要求解密的函件交到布城内政部。

关于类似事件的转型正义，一些国家早有先 

例，比如台湾处理1948年的「228事件」、南非 

处理种族隔离政策等等。我们主张转型正义从解 

密档案著手，通过真相的调查，最终达致社会和 

解、抚平伤痛，消除事件的阴影。

(本文为配合隆雪华堂青年团及民杈委员会联办的2019 

年人权周系列活动——转型正义系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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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權煽雉案有人1鼉证篇
瓜雪26日讯瓜雪丹荅爪 

哇非法废弃化学桶焚烧事件， 

案发现场发现一把巴冷刀和一 

个铁铲，疑是不法分子在焚烧 

化学桶之前，用来破坏铁桶所 

使用的工具。

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披露，昨天 

凌晨在瓜雪丹荅爪哇所发生的化学桶爆 

炸事故’疑是不法勾当被揭露后'有人 

企图破坏和毁灭现场的证据。

他指出，有关当局对270个被丢弃 

在非法垃圾场的化学桶进行检查时，发 

现部分铁桶有裂痕和爆裂的痕迹。

「化学桶内的化学液体已被送往 

大马国家化验局鉴证部进行化验。作进 

一步搜集证物时，现场发现一把巴冷刀 

和一枝铁铲。」

「首个案发现场共有244个化学 

桶，其中14个已经被撬开。另外在距 

离500公尺处，在第二个地点也发现26 

个化学桶。」

许来贤接著表示，昨天凌晨所发 

生的爆炸和焚烧事故，初步怀疑是有人 

故意闯入隔离区，在现场进行破坏和焚 

烧化学桶以消灭证物。

许来贤是今午到案发现场视察， 

并向媒体作出上述发言。他补充，有关 

非法垃圾场属于私人地段，整个范围约 

23英亩。

州政府需付百万清理

无论如何，他指出，由于涉及化 

学污染事故，州政府不得不支付废料处 

理有限公司高达100万令吉，作为清理 

现场化学物质的费用。

他透露，在第一个案发现场，当 

地的化学桶被怀疑是装有类似SW303

mm

鉴证组人员在检验化学桶时发现有被撬开和破坏的痕迹，同时现场也寻 

获一把巴冷刀和一枝铁铲。

(粘合剂或胶水）、SW 321 (橡胶废弃 

物）和SW322 (废弃有机溶剂）。

「截至目前为止，昨天的事件对 

附近等待居民的健康并未造成任何威 

胁。今天则开始在现场进行清理工作， 

预计可在_周的时间完成。」

他也说，当局目前仍未有进行任 

何逮捕行动。有关当局已通知地主， 

其土地上发生爆炸和焚烧事故。无论如 

何，地主也表示对其土地遭受侵袭和破 

坏活动毫不知情。

为此，他再次敦促所有地主，必 

须看好和守护自己的土地，以避免土地 

沦为非法垃圾场和化学废弃地点。

另外，雪州大臣阿米鲁丁今早在

巴生出席活动时表示，针对瓜雪而榄的 

化学桶爆炸事件，州政府势必追究和对 

付有关不负责任人士。至于这起污染事 

件是否有恶意破坏或报复成分，州政府 

暂且无法下定论。

他指出，暂时不清楚有关人士是 

故意还是为利益而违法，因为处理化 

学废料一般需要一笔费用。或许业者要 

省下这笔钱，或有关废料原本就属违禁 

品，所以不能在合法管道处理。

他透露，来自警方和环境局的初 

步报告指出’在未经证实的推测与怀疑 

下，根据部分被丢弃的化学废料的味道 

显示属于一种溶剂，可能是来自非法炼 

毒厂，但目前还未证实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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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6日讯|巫统总秘

书丹斯里安努亚慕沙指出，巫 

统国会议员仍团结一致，没有 

人有意跳槽至其他政党。

他说，昨晚国阵兼巫统主 

席拿督斯里阿末扎希才与所有 

国阵国会议员会面了数小时。

「昨晚的会面大家都很开 

心，他们都对党表达忠心，大 

家都无意跳槽至其他政党，更 

何况是刚刚输了 1万5000张票 

的政党。」

安努亚慕沙今曰在巫统总 

部，召开2019年度巫统大会的 

记者会后受询时，如是指出。

另外，他也证实，巫统纪 

律委员会已接获针对巫统议员 

私自与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会面的投报，并 

会展开调查。

询及巫统纪委会将传召 

多少人问话时，安努亚慕沙

则说，他绝不干预纪委会的调 

查’他们会在完成调查后'向 

党领导层汇报。

此外，针对首相敦马哈迪 

和阿兹敏阿里在巫统议员会见 

阿兹敏阿里原因的谈话不同调 

一事，安努亚慕沙则说，这两 

人之间总有一个人在说谎。

惟他强调，已有巫统议员 

发文告否认敦马的谈话，而敦 

马每次谈话都有弦外之音，他 

无法证实究竟谁才是说真话。

他也说，巫统不会禁止 

巫统议员会见执政党人士，只 

是，如果要避开外界的闲g闲 

语，那事先或许可向党报备。

另一方面，他指出，国阵 

各成员党的主席及伊斯兰党主 

席拿督斯里哈迪阿旺已答应， 

将率领代表出席今年的巫统大 

会开幕仪式。今年出席者总数 

或将超过1万2M0人。

安努亚：巫统没人想跳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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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爆裂隆语文局路关闭
吉隆坡26日讯|不到36小

时！隆市接二连三传地下水管爆 

裂事件，吉隆坡语文局路（Jalan 

Dewan Bahasa )因此被迫关闭， 

驾驶人士受促绕道回避。

继曰前隆市中心通往辉煌广 

场，靠近吉隆坡默迪卡体育馆路 

段，因疑似地下水管爆裂导致巨 

坑，酿成国产轿车掉入坑的意外 

后，隆市再传地下水管爆裂消息。

吉隆坡市政局今早8时40分 

左右，在官方面子书专页发文表 

示，发生水管爆裂发生在吉隆坡

语文局大门前，往汉都亚路和陆 

佑路方向路段的交通灯处。

文告指，雪州水供公司 

(Syabas)团队在该路段进行维 

修工程时，涉及路段将会关闭， 

奉劝欲前往燕美路的驾驶人士绕 

道使用其他替代路线。

该发文附上3张照片，其中 

可见破裂的水管导致水从路面涌 

出，路洞的柏油碎块也散落在地

面上；另一图可见抵达水管破裂 

路段，把车停在一旁，正准备封 

路、清理和维修的身影。

据悉，语文局路的维修工作 

从今日中午便已开始施工，为截 

止晚间7时，仍未见隆市政局面子 

书专页再有任何相关更新，接近 

傍晚时分便是下班高峰时间，随 

著车流量增加，恐怕会连带影响 

皇宫路交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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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一站式家庭服务目录」网站
吉隆坡26日讯|妇女、家庭

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今曰 

推介「一站式家庭服务目录j网 

站，为所有寻求协助的父母提供 

各类家庭服务。

她指出，国家人口及家庭发 

展局（LPPKN )目前与约207家政

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合作，将相 

关机构和组织的网站和面子书链 

接放在该网站。

她说，该网站所提供的服务

包括结婚和离婚的咨询服务、长 

者照料、父母家庭计划、家庭财 

务管理、以及辅导服务等。

杨巧双今日在国会召开记者

会时，如是表示。

另外，她提醒父母，不要等 

到为时已晚才寻求协助，该网站 

将能为那些寻求各种家庭和育儿

问题的为人父母者提供一站式的 

平台。

有兴趣者，可游览家 

庭服务目录网站（http : 

keluarga.lppkn.gov.my/direktori) 

或LPPKN官网（www.lppkn.gov.my) 

以获取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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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洪工韁雄工 

双灌拉萨解决水灾
巴生26日讯|耗资6000万令吉打造的巴当爪哇-双溪拉萨防洪 

工程正式竣工，有望解决困扰当地居民多时的闪电水灾问题。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今曰为 

公共工程局举办的「巴当爪哇 

和双溪拉萨路段的防洪工程」 

主持竣工和又接仪式时表7F， 

巴当爪哇-双溪拉萨防洪工程 

是于2014年尾动工，并于今年 

9月2曰竣工，整个工程总共耗 

时5年，主要提升2公里路段的 

高度至2尺，同时也一并改善 

该区的排水沟渠和防洪系统， 

以求改善当地的水灾问题。

「州政府已展开解决方 

案，以便下一次的拨款中，准 

备改善该处河流及排水系统， 

从而解决雨季来临导致兰花园 

发生水灾的问题。目前，现阶

段解决方案是增设防水墙及改 

善排水量等。」

援近1.8亿修路

他表示，州政府非常关 

注雪州道路和排水系统等基础 

建设和维护工程，在明年财政 

预算案中，将特别拨款8800万 

令吉供水利灌溉局提升排水系 

统，以及1亿7900万令吉供公 

共工程局修复道路。

「州政府的道路拨款只能 

作为州属管辖道路，所拨出的 

修路与提升路段工程的拨款， 

皆会全面获得使用，就算节省

下来的钱，也会继续推动其他 

道路的修复工作，目前州内尚 

有10条路段在提升中。』

他指出，一直遭投诉的士 

文达和巴生港口区路段，多为 

中央政府管辖区，因此一旦获 

得拨款，州政府将改善有关路 

段提升工程，当中包括巴生港 

口工业区、中路和加埔路等。

出席者包括雪州行政议员 

罗芝雅、依兹汉、雪州公共工 

程局局长沙哈布丁、巴生公共 

工程局局长沙哈里达尼斯曼、 

雪州经济策划单位（UPEN )代 

表阿末扎基、巴生县酋长拿督 

阿都甘尼等。

阿米鲁丁（右2)为巴当爪哇和双溪拉萨路段的防洪工程主持交接仅式。左3为依兹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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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首邦市SS15商业区大约有29间珍珠奶茶店

落實減用塑料吸管政策

州政府邀珍奶業者開會
(八打灵再也26日讯）雪州政府将于 

下个月召开会议，并邀请珍珠奶茶的业者出 

席，共同商讨有关“减少使用塑料吸管”政 

策。

行动党首邦市区州议员黄美诗指出，州 

政府召开会议的目的是为讨论出更理想的方 

式，以取代塑料制品，包括塑料吸管和塑料 

容器。

确保孩子生活在清洁环境

她强调，“免用塑料吸管”的措施对孩 

子的未来至关重要，确保他们生活在清洁且 

无污染的环境中。

她建议民众在购买珍奶时，应自备不锈 

钢或竹制的吸管，以便能再循环使用，减少 

塑料袋或垃圾。

SS15商业区已有29珍奶店

她坦言，首邦市SS15商业区的珍珠奶茶店层出不穷，目前已 

多达将近29间店面a

她说，掌管雪州环境、绿色工艺、消费人、科学、T艺及革 

新事务的行政议员许来贤也可能出席该项会议。
她补充，正如早前报道有关首邦市SS15掀起的珍奶热潮， 

因塑料袋、吸管及杯所引起的垃圾问题，间接影响当地的环境卫 
生。

她说，基于雪州推行“免用塑料吸管”措施，希望民众能为 

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同时把该项措施当成是一种新的生活习惯和 

文化。

黄美诗说， 
雪州政府将与珍 
奶业者开会，共 

同商讨出有关取 

代塑料制品的措 
施。

Page 1 of 1

27 Nov 2019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2
Printed Size: 242.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7,289.00 • Item ID: MY0037996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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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永勝：增天數加重商家負擔

產傾薪金應挪府承擔

(无拉港26日讯）无 

:港中华工商总会会长拿 

督彭永胜希望政府在明年 

正式落实提高外劳最低薪 

金和妇女产假的政策，以 

不加重及体恤商家经商成 

本为大前提，考虑由政府 

承担增加妇女产假的薪金 

支出。

彭氏强调，商家R前 

面对生产成本不断增加的压 

力，全球经济不景及成长放 

慢，特别是小生意的、Ik者倍 

感生意难做，明年增加妇女 

产假的概念虽然好，毕竟会 

加重经商成本，增多-个月 

产假，我建议这笔钱（薪 

水）由政府来承担比较适 

当C

打造亲商环境刺激经济

三、

彭永胜（前排左九）和嘉宾及理事庆祝商会一起共庆该会18周年纪念。前排左四起是何启利 

王诗棋与王建民。左十起为梁金安、邬亚镪、罗秋雄、刘新金、彭圣贤、刘加德和叶光富。

张成基、蓝乾

他说，那些员工人数少 

的小商店，…旦女员T更长 

产假（30天）后，其工作岗 

位由谁代替，的确是-个大 

问题。难道叫雇主暂时请另 

-个工人顶替一个月，然后 

再裁退他吗？

他承诺，为总会争取最 

大的权益及福利，积极与同 

业并肩发展雪兰莪无拉港的 

工商业，保持互惠互利，精 

诚团结的精神，让本地丁商 

业筹委雪州的领头羊。

“包括向政府官方沟 

通，传达意愿，反映不公平

的政策或对待，呼吁政府打 

造亲商环境刺激经济。这样 

-来，无拉港的经济和人民 

生活水平有望提升，达致安 

居乐业，衣食无忧。”

他在日前无拉港中华丁 

商总会庆祝成立18周年纪念 

晚宴致词，发表上述谈话， 

理事会当晚举行宣誓就职典 

礼。

出席嘉宾包括国际贸 

T部副部长工建民博士、创 

会会长蓝乾荣誉会长欧 

阳羱瑱、署理会长梁金安、 

副会长拿督斯里黄明强、张 

成基、彭胜贤、秘书长张延 

杰、副秘书蔡俊聪、财政陈 

体兴、副财政刘加徳、理事 

罗秋雄、罗坤、胡志光、杨 

世裕、黄基友、邬亚镪、陈 

建明、拿督陈玟磬和林长 

进。

王
K动党无拉港州议员卫诗棋呼 

吁有兴趣于参与“丁业旅

棋
盱

中
小
企

業
參

與

工

業
旅
遊

游”的无拉港区内的工厂和中小型企业 

业者，联络无拉港中华工商总会，以便 

她或雪州政府及州务大臣能够协助安排 

此计划列人2021年雪州旅游年作重点宣 

传，相信参与工厂预料可以大大受惠。

“我于不久前安排无拉港国州议 

员服务中心跟无拉港中华T商总会的委 

员到…项台北进行丁业旅游考察了 7间 

厂，探讨在雪州推动类似台湾工厂业 

者做工、丨k旅游行销方式的可行性，由于 

无拉港区内有很多有潜能的中小型工厂 

和中小型企业，我有信心此计划在雪州 

能成功推展。”

“参与的工厂需要对工厂设计进 

行改良，以便适合游客到来参观，我希 

望有兴趣参与2021年雪州旅游年“工业 

旅游”计划的厂家和中小型企业家向无 

拉港中华T.商总会报名，州政府将会于 

明年全面展开准备丁作，协助宣传和规 

划3 ”

何

啓

利

顾
问拿督何启 

利致词呼吁

成
功
商
家
可

輕
人
坌
■^3

1
臟

无拉港区内的成功_Ti 

商业者及厂家积极为 

社会做出2项贡献，即 

推广社会责任精神和 

协助推动当地教育与 

文化，帮助贫穷人士 

的活动：

“身为-•个成 

功商人或厂家，他们 

可以多办一些交流会 

和座谈会，跟年轻人 

分享他迈向成功的经

的年轻人迈向成功之 

路。”

“我希望无拉港 

中华工商总会的领导 

不止是协助他们的会 

员，也协助其他非会 

员，这就是所谓社会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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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夜会 
20名巫统议员风波继续延 

烧，现在火烧到阿兹敏的脚下了。

阿兹敏对n己与大批巫统议员 

会面的情况轻描淡写，马哈迪替他解 

围，也把球踢回给公正党，要公正党 

广I己搞定s

恰巧，阿兹敏在夜会活动曝光 

后隔天公然在国会私会其阵营的5名 

公正党党员。但是，此举只会给人一 

种是烟幕的感觉，试图掩饰之前的密 

会。比较让人惊讶的是，出席会面的 
只有区区5人，而非阿兹敏口中的15 

人。

密会亨件惊动公正党和巫统上 

下公正党主席安华大发雷霆，交待 

阿兹敏出席政治局做出解释，但阿兹 
敏与其派系的祖莱达依然故我当作耳 

边风，显然是要与安华作对。

阿兹敏不向公正党解释，反1付 

向敦马交待，显然是不把安华放在眼 

里。

阿兹敏清楚知道，政治局和最高 

理事会成员大部分是安华的人，无论 

最后做出什么决定，他都是理亏的。 

缺席会议，已成了他抗议安华的做法 

之一：

然而，政治局决定不对阿兹敏 

采取行动，真的因为是要给机会阿兹 
敏解释吗？答案不是。政治局只是认 

为，应该是要采取行动，但目前还不

阿茲敏的最後政治博弈
是时候。

安华心里明白，阿兹敏频频做出 

-些小动作就是要挑起他与敦马之间 

的矛盾，以便党对他出手，那么敦马 

可能会借此声援他而放弃希盟，或者 

保住希盟而牺牲他，后者的可能性应 

该较低无论如何，阿兹敏将获得党 

内更多同情票。但是，阿兹敏也必须 

懂得适得其反的道理。

公正党政治局担心，就算冻结阿 

兹敏的党籍，以他顽强的性格，相信 

会以更多理由制造纷争，安华就要疲 

于奔命到处灭火：

最近，公正党决定打破惯例不邀 

请阿兹敏为公青团代表大会开幕，这 

让阿兹敏有机会“找碴”，挺阿兹敏 

的砂州公正党甚至要取消代表大会。 

不过，根据记录，过去妇女组和公青 

W也曾邀请其它领袖，如副主席开幕 

仪式。

据了解，公青团曾发邀请函给阿 
兹敏为公青团大会开幕，可是拖了6 

个星期都没有任何冋应。后来，公青 

团团长阿克玛在政治局上建议换开幕 

人，这项建议最后获得党最局理事会 

接纳。

事实上，阿兹敏在党内是斗不过 

安华，他现在的一举•动，就是要设 

法保住敦马和阻止安华上位，以保住 

其个人政途。

阿兹敏若有足够人数，必然会慎 

重行亨非常保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绘影绘声，有些高调，否则马新社也 

不会接到风声深夜到布城现场采访， 

让事情通天。

安华与阿兹敏的私人恩怨和心结 

可追溯到2008年委任卡立出任雪州大 

臣开始。2008年全国大选雪州变天， 

公正党委任亲安华的卡立出任雪州大 
臣，当时跟安华出生AJE的阿兹敏争 

做大臣落马，当时阿兹敏心里对安华 

有了芥蒂。

后来，阿兹敏派在党内展开倒 
卡立行动，以致卡立被迫在2014年半 

途退位。当时，安华器重的拉菲兹立 

即展开加影行动，布署让安华代替卡 

立，可是安华因为丨11:交案再次人狱。 

当时旺阿兹莎在加影补选成功获胜， 

但却无缘当雪州大臣，最后由阿兹敏 

出任。

2018年公正党党选，拉菲兹获 

得安华的祝福挑战阿兹敏问鼎署理主 

席职，阿兹敏默默应战，没搞太多花 

招，最后在一片不被看好情况下脱颖 

而出。
接下来，安华庄509大选，早已 

通过拉菲兹在大部分选区部署属意候 

选人，排挤阿兹敏派的人马，以牢牢 

掌控各州的权力。

阿兹敏当时钦点的一些候选人如 

原任万挠州议员颜贝倪，在领取上阵 

委任状时最后一分钟被时任党主席旺 

阿兹莎割爱，加剧阿兹敏与安华的不 

和。

目前在222个区部，安华控制 

80%，阿兹敏拧制20%,约501、区 

部。虽然阿兹敏在各州的支持占少 

数，但阿兹敏的基层很稳，而各州主 

席由党主席委仟，大部分是安华的 

人。

“男男性爱短片”已向阿兹敏发 

射第三枪，对阿兹敏是致命要害，安 

华却被视为是幕后黑手，这彻底地撕 

裂他与安华的师徒之情，两人已无法 

达致和解，关系决裂。

如今，阿兹敏还会相信安华吗？ 

他会单纯相信安华在接过首相职位 

后，他是未来接班人吗？他还能沉得 

住气扮演好副手的角色吗？答案肯定 

是否定的。

过去种种的经历告诉阿兹敏，他 

已不是安华要的人，他需要另寻其它 

出路。

希盟内部有传出敦马交棒给安华 

需附带3大条件，其屮•项是必须保 

住阿兹敏，委任他成为内阁成员，若 

这项传闻属真，验i止了他是敦马的心 

腹。

-名国会议员指着议会厅对我 

说：“里面是…个鳄鱼塘，个1、都 

很会计算，大家明争喑斗和争权夺 
利：”这类“保马”与组“后门政府” 

的行动，也许便是其中最好例子。

现在，“保7r与组“后门政 

府”的行动曝光和加强安华的防备， 

阿兹敏的处境处于劣势。-向作风沉 

稳的阿兹敏已经变了，像个“疯子” 

豁出去了。他也只能紧紧依附着敦 

马，借力对抗安华，阻止他任相。因 

为他知道，-吁安华上位，他的政途 

就会到此结束：

然而，阿兹敏有这种能耐去挑拨 
安华与敦马之间的关系吗?我想，有 

没有能耐也要做，因为这关乎他的政 

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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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在脸书上所分享的照 

片，让部分网民一时错以为该区 

有了新的打卡地点。（照片取自 

脸书《沙登人》群组）

走在有盖的行人天桥上，民众还需自己撑伞，十分讽刺。

網民另類貼文諷刺政府

王奕翔、曾瀚辉及哈芝山苏丁一起巡视行人 

天桥的状况。

報道►伍思薇攝影►黃冰冰

(沙登26日讯）沙登区增加了新 

的打卡圣地？非也！

日前有网民在脸书专页上贴文， 

主题为“沙登最新打卡圣地”，内文 

附上了多张照片，乍看之下似乎+分 

漂亮，细看才发现这是一则讽刺文。

所谓的“打卡圣地”，实则是一 

个连接至电动火车站的行人天桥，不 

仅整座桥都已生锈，就连桥顶盖也全 

破了。

该贴文获得许多当地人回复，全 

都在指责政府多年来不曾维修，即使 

部分居民向不同的政府部门投诉，都 

无下文。

行人天桥的桥顶盖原本已开始出现破损，在数日前的一场大风雨后，更是全都被吹破了。

：j：奕翔说，大马铁道资产机构今年发现该 

机构还有一些预算，主动向财政部提出 

申请，欲使用有关拨款来维修行人天桥，获批准后 

就在今年中委任公共T.程局（JKR)为执行单位， 

并于10月开放招标工程。

他表示，公共工程局已找好了承包商，并在 

11月18日批准了，近期就会动工。

“更多有关工程的详情，我们会再邀请大马 

铁道资产机构与公共工程局相关官员，以及国州议 

员在工程开始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大众详细解说 

行人天桥的情况及维修的相关计划:”

他指出，工程结束后，大马铁道资产机构、 

马来亚铁道公司、梳邦再也市议会和其它的相关政 

府单位将会一起讨论怎么管理与维修行人天桥。

•沙fi人

大馬鐵道資產機構

撥款維修近期動工

打

王奕翔：交通部疏忽所致

行人天橋是“孤兒”
g邦再也市议员王奕翔与其助理曾瀚辉 
Dil今早偕同《大都会》社区报记者一起 

到上述行人天桥巡视后，向记者透露，有关行 

人天桥是从沙登亲善花园（Tmnan Muhibbah ) 

通往电动火车沙登站的行人天桥，建好至今约 

20年，只有在多年前简单的维修过1次。

王奕翔表示，在509大选前，当时管理亲善 

花园的市议员就针对上述问题，不断致函马来 

亚铁道公司（KTMB )，要求该公司提升与维修 

行人天桥，甚至在梳邦再也市议会的会议里提 

出有关问题，惟一直不得回复

他说，直到希盟政府执政后，他们与中央 

政府旗下的单位关系渐渐好转后，这才得知行 

人天桥并非由马来亚铁道公司管理。

“我们之后辗转打听到，马来亚铁道公司 

的所有设施都是由大马铁道资产机构（RAC) 

负责维修，因此向该机构询问行人天桥的状 

况。”

“三不管”导致部门相互推卸

王奕翔表示，大马铁道资产机构方面表明 

上述行人天桥并非他们的管辖范围，而他向梳 

邦再也市议会查询后发现，行人天桥也不在市 

议会的管辖范围内，属于‘竺不管”地带。

王奕翔表示，大马铁道资产机构之后翻查 

回当年的资料得知，当时交通部建设好火车轨 

道后才修建行人天桥，但却没有明确指示行人 

天桥该由哪个部门负责管理，因此才会变成居 

民口中所说的政府部门相互推卸责任的情况。

“当初交通部的一 "h疏忽，导致行人天桥 

变成无人管的‘孤儿’，也影响到使用行人天 

桥的民众。”

他透露，由于行人天桥的灯都坏了，加上 

桥顶盖几乎全破，人夜后漆黑一片，民众不仅 

需撑伞来遮阳挡雨，该处还经常发生抢劫案， 

治安堪忧；为了提高该区的安全，梳邦再也市 

议会也在附近安装闭路电视。

行人天桥的塑料围栏都破了。

〇HV 3i3 S7WS: 分5

网民在脸书上分享行人天桥的“美照”，吸引不 

少人留言评论及按赞。（脸书截图）

王奕翔获得国会议员的拨款，在公园修建有盖走廊。

亲善花园有盖走廊料年杪完工

另外，王奕翔也透露，他身为…名市议员， 

-直都十分关注该区的公共交通最后-哩路的设 

施，今年他也向国会议员办公室申请拨款，在亲 

善花园通往电动火车站的行人天桥下，修建有盖走 

廊。

他说，有盖走廊可让附近居民载送亲友到公 

园，并使用行人天桥走到电动火车站时，可遮阳挡 

雨。

“原本从公园走到行人天桥前的这段路，是 

完全没有遮挡的地方，若遇上下雨天，民众都需要 

自己撑伞。”

他透露，他们获得了国会议员拨款2万令吉， 

从11月初开始动工，预计在今年杪前完工。

他说，有关拨款还不足以在整条路建好有盖 

走廊，因此明年会继续完成剩余的路，他们也会在 

走廊安装路灯，让有关走廊在人夜后变得明亮。

女兒曾在天橋被搶劫
梁金華（65歲，居民）

“行人天桥的桥 

顶盖已陆续破了好几 

年，尤其在前几天的 

-场大风雨之后，剩 

下的桥顶盖也都被吹 

破了。行人天桥上也 

没有灯，人夜后就很 

暗，大家都会尽量在 

天黑前回家。

那里的治安非常 

差，我听说经常发生 

抢劫案及强奸案，甚 

至在中午2时也有人被 

打抢，报警了也抓不到人s公园附近的树长 

得又高又茂盛，安装好的路灯及闭路电视也 

都被遮挡了，根本没用。

我的女儿也曾在那里被抢劫，还受伤 

了，让我每天都很担心孩子的安全，希望政

善这里的安全问题。

30年不曾見過維修
哈芝山蘇丁（62歲，居民）

“我在亲善花园居住了约30 

年，-直都不曾见过有任何人来维 

修行人天桥，桥顶盖也破了有2年， 

如同虚设，每天看到居民走在行人 

天桥上还要撑伞，真的很可怜。

行人天桥的灯也坏了好多年， 

入夜后伸手不见五指，因此这里也 

经常发生抢劫案，即使报警也没 

用，十分危险，希望政府可尽快维 

修好。”

常聽聞有劫案發生
許月蛾（58歲，居民）

“我的孩子每天都会使用行人 

天桥至电动火车站，由于常听闻那 

里有抢劫案发生，因此他们都会自 

己小心注意四周的状况。

行人天桥的种种问题已经很多 

年了，希望能够尽快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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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拉央市议会计划在士拉央新镇商业 
区改为单向道，并将表明年首3个月试跑这 

项计划，以帮助当地交通吏为顺畅

士拉央新鎮商區明年試行單向道

商民聪可改善交通
報道►陳佩莉攝影►何正聖

(士拉央26日讯）士拉央新镇（Bandar Baru 

Selayang)商业区内的道路改为单向道？当地商民表 

示欢迎，也希望借此改善当地的交通情况。

士拉央市议会计划在士拉央新镇商业区改为单向道，并 

将在明年首3个月试跑这项计划。

这个毗邻士拉央市议会体育馆（Stadium MPS )的商业区 

设立已有超过10年时间，由于面对交通拥挤问题，市议会因 

而计划将商业区的道路改为单向道，旨在让该区的交通更为 

流畅。

《大都会》社区报记者特别前往士拉央新镇商业区，向 

当地商民了解当地的交通情况，同时询问他们有关单向道计 

划的看法，大部分受访者都表示赞成，也认为单向道有助于 

改善双重泊车所带来的阻塞情况。

他们表示，虽然暂时还未接获市议会的通知，但他们大 

部分并不反对改道计划，也认同改道是一项不错的建议。

“随着时代的不同，也必须作出改变:有关当局有必 

要对旧时的系统作出更改，改道或许能改善繁忙的交通状 

况。”

停车位有限部分路段拥挤

受访商民表示，这个商业区在近年来越来越旺，因此到 

访的车辆也随即增加，加上停车位有限，让区内的交通变得 

比以往来的繁忙。

有者解释，该区的交通并不会特别繁忙，只有下班时间 
约下午6时，或是每逢星期四摆夜市时才会迎来拥堵问题， 

其他时候也只是出现数辆车停泊在路旁或双重泊车，造成部 

分路段较为拥挤。
其中一名商家苏奇森指出，拥挤交通大多出现在2/16 

路，主要是因为不少访客为了方便，就暂时将车辆停在路 
旁〇

“他们很多都是下车买东西，或是到洗衣店取洗好的衣 

服，因为办事时间短，所以不会特别找停车位泊车。”

士拉央新镇设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商店、银行甚至是政府机构 
分行，因此吸引不少民众到访购物及办事。

不少访客为了方便或是找不到停车位下而双重泊车， 

造成双向道的道路变得拥挤

2/16路设有的商店种类最多，是商业区内交通最为拥挤的其 

中一条道路。

憂顧客怕麻煩影響生意
外，有商家表示，双重泊车对来往的车辆造成阻碍，如 
果路段改为单向道，虽然还是无法解决停车位不足及双 

重泊车问题，惟却能改善交通阻碍的情况，车辆也会走得较为顺 

畅。

也有商家认为，单向道计划有好处也有坏处，其中他认为改 

为单向道后会造成驾驶人士的不便，包括必须转上一大圈才能去到 

冃的地，担心顾客会因此嫌麻烦，进而对生意带来影响。

I擺夜市時段較繁忙
陳育康（相館業者）

“我在这里做生意约有10年，这个区是 

面对停车为不足问题，但并不会有太大的交 

通问题，只是在摆夜市的时段会较为繁忙a 

其实改为单向道有好也有不好，包括帮 

助舒缓交通的情况的同时，单向道让人必须 

转上•大圈，担心顾客会因此嫌麻烦。”

■贊成改單向道計劃
阿都哈立（士拉央新鎮居民）

“每个家庭所拥有的车辆随着时代增 

加，而到访商业区的车流量也随之增加，也 

面对塞车及双重泊车问题。

我赞成将商业区改为单向道的计划，也 

认为有关当局必须作出改变，以解决所面对 

的问题6

倘若单向道计划行不通，无法解决当地 

的交通问题，当局就必须再想办法作出另外 

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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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工藝城大路路口
路口提升工程料在这星期内完成， 

将有助减少交通混乱及意外事故。

重鐮路設交通繼近赛工
工艺城大路衔接3/20路的路口进行提升工程已接近尾 

声，丘钦瀚（右一）及李仁英（左二）前往视察工程情况。 (加影26日讯）由加影市议会批准，在 市议员丘钦瀚指出，虽然在路口增设交通灯 

或会引起交通缓慢情况，不过却可减低道路使用 加影工艺城大路衔接3/20路的路口提升工 

程，已接近尾声。有关工程除了增设交通 

灯，路口部分路段也会重铺。

该路口未进行提升工程之前，交通流量频 
繁，而且路口可以让车辆U转，交通情况十分混 

乱，当地商家及居民已多次要求市议会在路口增 

设交通灯，以减少意外事故发生。

丘钦瀚：设交通灯减低危险性

这项由发展商出资25万令吉的交通提升工 

程，明天会重新开放让车辆右转及U转，星期五会 

进行路面両线丁作，预计这个星期内完工。加影 

市议员丘钦瀚及李仁英今午与发展商代表前往视 

察工程情况。

或会引起交通缓慢情况，不过却可减低道路使用 

者的危险性，而这是主要的目的。

他表示，当地居民经常反映路口交通混乱， 

从士毛月路驶人T艺城大路，很多车辆会在路口U 
转，而且不少车辆及重型罗里出人工艺城大路， 

又是笔直路段，-旦遇上司机不礼让，路口不时 

会发生意外事故。

他说，交通灯虽已安装，可是还有后续程序 

要处理，料在明年1月才会运作。
“除了路口提升T程，我已向T程组建议 

研究工艺城大路的交通规划，该路段两旁尽是商 

铺，若驾驶人士从士毛月路驶人，该路段没有路 
口可供右转，只能够在远处进行U转，很多司机为 

贪方便，经常在不可U转的路口非法U转：”

他认为有必要认真看待该路段的交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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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P S J生物能量中心開放日

諾萊妮：再循環活動料達20%

明年放眼增至神

T诺莱妮（前排左 

一）在官员的陪同下，参 
观梳邦再也市议会的一站 

式生物能量中心，并了解 
堆肥的生产过程。

•*一员工将收集回来的 

厨余进行分类，并用于生 
产浴气（biogas)用途。

(蒲种26日讯）梳邦再也市 

议会预计明年的再循环活动达 

到20%目标，并放眼在明年杪增 

设更多环保站至38间，以鼓励更 

多民众加入环保及再循环的行 

列。

梳邦再也市议会主席诺莱妮今 

日出席市议会“-站式生物能量中 

心”开放日活动时表示，市议会的再 
循环活动今年创下17.4%，与去年的 

13.2%相比，共增长了4.2%.:、

“有鉴于此，我们将明年的目 
标设定在20%，并希望市议会可以达 

到目标。”
她说，市议会原本有16个环保 

站，今年增加了7个环保站，市议会 

计划在明年增加15个环保站，放眼在 

明年杪有38个环保站，更贴近民众6 

“我们希望可以拉近环保站及 

民众的距离，让更多住宅区设有环保 

站，以方便民众参与环保活动。”

传达垃圾分类重要性

她说，市议会希望可传达垃圾 

分类的重要性，并鼓励民众培养垃圾 

分类的习惯。她说，市议会透过居民 

委员会的协调，在特定的住宅区选出 

有兴趣参与再循环活动的民众，并为 

他们提供垃圾分类所需的箱子，让他 

们自行在家进行垃圾分类及堆肥a 

“园艺垃圾可再循环成为堆 

肥，而厨余垃圾则能生产再生能源。

目前市议会收集到最多园艺垃圾，作为 

堆肥用途。”

她说，除了住宅区外，市议会也鼓 

励学校及购物广场参与环保活动，让环 

保活动走人校园，达到教育的用途。

“无论如何，位于蒲种富吉镇的 

-站式生物能量中心达到教育民众的要 

求，惟我希望日后能成为商业用途，即 

售卖我们生产的堆肥，为市议会增加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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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语文出版局大 

厦门前的路上 
不断着水溢出 

来。

#五收 

口、口踏

S面
4■曰

I陷 
路封

f路 

水搶

修 雪州水供公司第一时间到现场 道路上不断涌出净水

检查和抢修破裂的地底水管。

(吉隆坡26日讯）吉隆坡 

市政局今早在国家语文出版局 

路前往陆佑路及汉都亚路方向 

的路段上，因发现地底水管破 

裂导致净水溢出路面而紧急封 

路！

随着日前（24日）凌晨吉 

隆坡市中心马哈拉惹里拉路发 

生地底水管破裂，导致溢水及 

路面塌陷，出现•个坑洞后， 

隆市政局在今早于国家语文出 

版局路前往陆佑路发现类似问

题。

当局透过脸书贴文传达讯 

息，促请道路使用者在前往燕 

美路时，必须使用高架道路， 

而雪州水供公司目前已在抢修 

破裂的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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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大臣:根據溶劑異味推斷

(巴生26日讯）雪州大臣阿米 

鲁丁说，警方和环境局推测，部 

分被丢弃在瓜雪而榄甘榜丹巴爪 

唾的化学废料所散发出来的溶剂 

异味，或来自非法炼毒厂。

不过，他说，当局目前尚没有最终 

的结论，只能是推断与怀疑。

他今日上午在巴生双溪拉萨与巴 

当爪哇路口，见证移交治水防洪与道路 

提升丁 1程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州 

政府不确定丢弃化学废料者是故意这样 

做，或纯粹是为了省下合法弃置化学废 

料的费用。

“合法丢弃化学废料需要•些钱， 

或许（业者）要避免花这笔钱；或有关 

废料是被禁止使用的，所以不能被合法 废料是被禁止使用的，所以不能被合法 

弃置或处理。”

针对居民上周曾向有关当局举报， 
该空地遭人丢弃258桶化学工业废料， 

但当局只是派员调查和围起警戒线，并 

没把废料移走，而引发昨日凌晨的爆炸 

事故的问题，阿米鲁丁表示，基于本身 

刚从海外公干回来，他需要阅读报告才 

能知晓。

全力楸出禍首

阿米鲁丁 
(右二）在巴生 

双溪拉萨与巴当 
爪唾路口的治水 

防洪竣工项目上 
签名。左一起雪 

州行政议员罗兹 

雅和依兹汉，右 

一为雪州工程局 
长沙哈布丁。

阿米鲁丁强调，州 

政府已着手处理 

和解决，至少没有让污染物 

蔓延到河流，造成更严重的 

河流污染事件，而现阶段将 

全力找出需负起责任的罪魁 

祸首。

他坦言，基于每次发 

生丢弃废料的地点都是在偏 

远地带，执法机构鞭长莫 

及，很难鉴定始作俑者，就 

算多名州议员曾在上次州议

会内，提出对环境公害课题 

的关注，但州政府要全面监 

督整条河流，几乎是不可能 

的，所以政府需要民众的及 

时举报。

他指出，根据按年对 

比，雪州今年的污染事件比 

去年减少，但若要完全降至 

零则还需要时间，州政府没 

法全面地监督，关键是无法 

改变那些倾倒废料者的不负 

责任心态。

N1慰，雪州人民这 

-两年内对环境公害的醒觉 

性提高了，有多宗案例是执 

法机关接获民众的及时投 

报，而采取措施制止了污染 

事件的发生，并逮捕试图制 

造污染的涉及者。

他透露，已指示负责监 

督雪州境内水源的雪州水供

管理局（LUAS )作为统筹 

单位，协调包括雪州水务管 

理公司、州环境局、警方和 

地方政府等政府机关，如何 

执行和加强监督机制，确保 

污染问题不再重演。

他举例，精明雪兰莪传 
递单位（SSDU )可借助和运 

用科技便利，让雪州在制止 

污染方面朝向精明州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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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26日讯）雪州大臣 

阿米鲁丁披露，州政府在明年 

度财政预算案拨款中，拨出了 

8800万令吉作为治水防洪及1亿 

79U0万令吉为道路提升款项， 

接收和执行单位为水利灌激局 

和公共工程局。

他今日上午在巴生双溪拉萨与 

巴当爪哇路口，见证移交耗资6000 

万令吉的治水防洪与道路提升Ti程 

后，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基于当 

地之前一直发生闪电水灾，故州政 
府拨款于2014年尾开始进行排水防 

洪与道路提升工程，随着耗时5年的 

项目于本月份竣工后，可协助解决 

当地部分水灾。

他表示，基于水利灌溉局尚需 

整治巴生兰花园的河道提升，所以 

当地的水患尚未能完全根除，但至 

少好过之前， '场滂沱大雨造成水 
漫道路。3局已加高道路2尺或0.6公 

尺，以让公路挥别水患。
不过，本月8日清晨的一场长命 

雨，造成双溪拉骚与兰花园一带发 

生闪电水灾，有汽车受困其中而抛 

错。

UAIN Ul JMLMIV rMUrtliiO

mL EHSAN • MENAJMiy^RAF JF

4么二
阿末查基 

(前左起）与沙 
哈布丁签署工程 
移交合约。由依 
兹汉（后右一 

起）、阿米鲁 
丁、罗兹雅和阿 
都甘尼见证。

地方公路撥款幾乎用完
民衆投訴破路屬聯邦公路

阿 '米鲁丁坦言，基于地点和排水 

系统失效等因素，使得当地之 

前容易发生水灾，矢言会由水利灌溉局 

继续整治兰花园的河道，以让当地居民 

挥别水灾梦魇。

他透露，州内接下来待提升的道 

路有10条，州政府已几乎用完所有能用 

于州级和地方公路的拨款，包括联邦政 
府拨予大马道路档案系统（Marris)的 

款项，但民众投诉一些仍毁坏不堪的道 

路，是属于联邦公路。

MAJLIS PER4SMIA., i

WAN TEBAT為K B W

HFtOJEK

mm

他受询及州政府是否能提供紧急拨 

款，维修严重毁坏的联邦公路时回应， 

州政府已几乎解决了管辖权内的所有道 

路提升，只能希望联邦政府会有更多拨 

款发放，或许是州政府在提升道路及治 

水拨款的两倍，但•切视乎联邦政府的 

批准。

他坦言接获民众投诉，指中路镇到 

加埔镇、士文达和巴生港口路段都毁坏 

不堪，但那些都是联邦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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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议员依兹汉补充，所有 

需要提升的道路，州政府都 

有向联邦政府反映，但决定 

权在于联邦。

出席嘉宾有崙都知甲 

州议员兼行政议员罗兹雅、 

雪州工程局长沙哈布丁、 

工程局巴生县主任沙哈里 

达尼斯曼、州经济策划单位 

(UPEN )副局长（发展与分 

配）阿末查基和巴生酋长拿 

阿米鲁丁（前中 
成交接仪式后大合照::

)与工程局官员在完
配）阿末查基和巴生酋长拿 

督阿都甘尼等:

Page 1 of 1

27 Nov 2019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4
Printed Size: 535.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6,212.12 • Item ID: MY0037997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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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隆坡26日讯）妇女及家庭发展部 

副部长杨巧双说，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 
(LPPKN)咋日推介有关家庭服务的“家庭 

服务资料库”网页，整合各政府部门或单位 

及非政府组织网页链接与咨询，成为-站式 

的家庭服务指南，为有需要协助的家庭及夫 

妇提供援助。

她在国会媒体室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说， 

该资料库附上给予服务的政府单位及非政 
府组织的网页链接，服务范围包括LPPKN服 

务、结婚与离婚、父母、乐龄人士、青少年 

与儿童，基础设施支援、家庭财务及辅导与 

治疗，若民众面对家庭问题，可浏览该网页 

寻求协助。

她说，民众可浏览“家庭服务资料库”

“家庭服務資料庫”網頁

援助需輔導家庭
(http://keluarga.lppkn.gov.my/direktori )以获取 

与家庭服务有关的资料。

207 NG0与LPPKN合作
她指出，至今共有207非政府组织与 

LPPKN合作，包括各宗教的非政府组织，也 

有通晓华语及淡米尔文的组织，因此无需担 

心语言不通的问题。

她说，该部门将继续添加更多有意与 
LPPKN合作的非政府组织进人该资料库。

杨巧双说，需要辅导的父母或夫妻可到

访LPPKN办公室，可当场接受辅导，并表示 

该部希望能制造_f台让所有需要I办助的夫妻 

求助。

“若我们不给予帮助，离婚申请率只会 

越来越高，小孩将会是受害者。”

大部分服务免费
她说，该部希項普遍化辅导，让民众前 

往寻求协助，并表示大部分政府提供的服务 

都是免费，但部分非政府组织可能会征收小 

额的行政费用。
她说，LPPKN提供各种课程如婚前婚后 

及隔代教养等。

她说，该部也计划在明年进行网上课 
程，让无法前往LPPKN的民众能透过线上课 

程获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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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及家庭 

发展部2020年财

政预算案历经2次 

投票后，总算在 
45票赞成及28票 

反对下，惊险通 
过。（图取自魏 

家祥脸书）

(吉隆坡26日讯）妇女及 

家庭发展部2020年财政预算案 

欲进行表决时，反对党眼见 

希盟议员人数不足进行“突 

袭”，惟最终希盟议员人数超 

越反对党，妇女部财案的行 

政拨款及发展拨款分别在32票 

赞成及28票反对，以及45票赞 

成及28票反对下，总算惊险通 

过。

妇女部副部长杨巧双今晚在

国会下议院为该部的2020年财政预 

算案=读完成总结后，进人表决程 

序，国会下议院副议长拿督莫哈末 

拉昔也以声浪表决方式，表示更大 

的声量同意通过法案。

副议长响铃召议员投票

不过，当莫哈末拉昔正要宣布 

法案通过时，巫统巴耶勿刹区国会 

议员莫哈末沙哈及国会反对党领袖 

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利援引议会常 

规，要求记名投票

这项要求获得15名议员站起来 

支持，因此副议长同意进行记名投 

票，并响铃2分钟，召集所有江国 

会范围内的国会议员回到议会厅。

接着，在第…轮的行政拨款投 

票结果出炉前，许多巫统议员站起 

来与希盟议员互相叫嚣，K中巫统 

巴力苏隆区国会议员拿督诺莱妮也 

高喊：“你们原本只有28人！” 

副议长交班后，主持议会的国 

会下议院议长丹斯里莫哈末阿里夫 
也宣布了第一轮的投票结果，即32 

票赞成，28票不赞成，希盟议员如 

员雷尔也兴奋得站起来欢呼，雷尔 

还直呼巫统议员是“骗子。”

公正党加央国会议员阿敏阿 

末还说，看来是有反对党议员和某 

部长开会后，如今转而支持希盟政 

府。

然时，多名巫统议员都向议长 

投诉人数不对，而第二轮的发展拨 
款投票结果为45赞成票对28张不赞 

成票。

尽管反对党议员还是不满，议 

长宣布这已经是最终结果，妇女部 
2020年财政预算案顺利通过。

行动党金宝区国会议员 

苏建祥、日落洞B会议

反对党的国会议员则齐声在大 

喊，要希盟议员勤来国会。

魏家祥批評希盟部長

不認真看待預算案

另
夕卜，魏家祥也批评 

希盟部长不认真看 

待财政预算案，表示就连妇 

女部长兼副首相拿督斯里旺 

阿兹莎也缺席自己部门的预 

算案表决。

“妇女部长是尊贵的副 

首相旺阿兹沙，部长简直不 

给脸，倘若今晚财政预算案 

不获通过，•些西方国家肯 

定解散国会，举行大选。”

他庄脸书发帖说，国 

会会议这几天几度因法定人 

数不足而差点流会，并形容 

议长被迫按铃筹足人数。他 

说，内阁部长也多次被揭发

没出席国会。

魏家祥也揭露，希盟议 

员在第二轮部门发展拨款投 

票表决时，“拼命打电话召 

回议员投票”。

“讽刺的是，希盟议员 

在“获胜”后，不但不内我 

反省议员部长缺席的情况， 

还继续叫嚣！”

“其实，执政党的任务 

是必须确保议会拥有足够的 

法定人数进行会议，冋吋更 

要确保明年度财政预算案获 

得通过。希盟部长及议员， 

为什么就不能认真…点，把 

正经事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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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新村杯籃球總決賽

4強12月1爭冠

主场作战的班达马兰表现出色， 
在主将张仍翔的带领下，以不败之身 
挺进半决赛。

(巴生26日讯）2〇19年精明 

雪兰莪新村杯篮球锦标赛总决赛 

四强出炉，班达马兰携同叻思、 

龙溪和锡米山出线，争夺总冠 

军。

在完成次圈比拼后，从3个 

分区出线的7支球队挺进在巴生 

班达马兰有盖篮球场进行的总 
决赛，分为A、B组争夺四强资 

格，争取进人12月1日举行的大 

决赛，希望从颁奖嘉宾雪州大臣 

阿米鲁丁手中接过总冠军杯和 
5000令吉冠军奖„

在总决赛坐拥主场之利的 
C区冠军班达马兰保持全胜姿态 

出线，以92比73大胜B区亚军双 

溪由，接着再以91比69击败A区 

冠军叻思，拿下B组正盟；叻思 

此前在B组首仗75比62战胜双溪 

由，随同班达马兰晋级半决赛》 
在A组，C区亚军龙溪以85 

比74击败A区亚军、上届总冠军 

林旦村，接着在变相盟主战以93 

比69击败C区季军的锡米山，提 

前获得出线权。虽然在最后- 
役以68比70遭水柳头最后6秒绝 

杀，但无阻他们登上小组头名。

先以67比52击败水柳头的 

锡米山在小组最后一轮以89比58 

击败林旦村，击破对手的卫冕希 
望，顺利拿下半决赛资格。

将于本月28日举行的半决 

赛，班达马兰将迎战锡米山，而 

龙溪则和叻思过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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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丨
.闻从业员，最重要是遵守专业操守。

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每次 
被一个文章“很吸晴”的标题吸引，按了连接 
网，看完一遍后，就像泄了汽的汽球？

那种“根本是文不对题嘛”的挫折感，有时 
让人感到莫名其妙，有时也让人感到生气。

另一种的情况，是有的新闻喜欢用夸张手法 
玩弄标题，为了是要博取点击率。

打个比喻，较早前，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在 
暂州议会里提及了地方条例没有阻止公众在公 
园喝酒，但州政府有设立告示牌，提醒公众不 
要在公共场所喝酒。

然而，《每日新闻》的标题主打“州政府不阻止在公 
共场所喝酒”，这样的标题引起了黄思汉及数名在朝议 
员的不满，认为《每日新闻》错误诠释州政府鼓励公众 
在公共场所喝酒，是一种不负责任和不怀好意的行为。

他们也要求《每日新闻》作出纠正及道歉。
一篇文章的标题是极为重要，因为繁忙的都市人，很 

多时候都没有时间去阅读完整的新闻，因此，新闻的标 
题，就是他们所吸收到的最新时事。

如果没有点入文章，就不会知道其实那是地方条例没 
有阻止公众在公园喝酒，而非州政府鼓励民众在公众地 
方喝酒。

两者的意思可能是一样，但过程要交代的责任，就有 
分别了。

一旦处理得不好，很可能会引发这个包含多元种族的 
社会的不满，破坏种族和谐。

当然，我其实最不满意是一些每次说“内有劲爆图” 
的八卦新闻，读到最后看到一些让人惊吓的图所产生的 
失落感。

遵
守
專
業
操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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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 •

3〇if 总会丨BCCC11

■彭永胜（前排左9)和嘉宾及理事庆祝商会成立18周年切生日蛋糕，前排左4起何启利、张成基、蓝 

乾三、王诗棋、王建民、梁金安、邬亚镪、罗秋雄、刘新金、彭圣贤、刘加德及叶光富。

彭永勝：增加婦女產假天數

冀政府

(加影26日 

訊）无拉港 

中华工商总会 

会长拿督彭永 

胜希望政府，

在明年正式落 

实提高外劳最 

低薪金和如女 

产假天数的政

策，以不加重商家经商成本为大前 

提，考虑由政府承担增加妇女产假 

天数的薪金支出。

他强调，商家目前面对生产成本不断増 

加的压力，全球经济不景气及成长放慢， 

特别是小生意的业者倍感生意难做，明年 

増加妇女产假天数的概念虽好，毕竟会加 

重经商成本，増多1个月产假，我建议这 

笔钱（薪水）由政府来承担比较适当。

他说，员工人数少的小商店，一旦女员 

工获更长产假（3〇天）后，其工作岗位由

谁代替，的确是个大问题，难道叫雇主暂 

时请另一个工人顶替1个月，然后再裁退 
他吗？

爭取權益

他承诺竭尽所能，为总会争取最大权益 

及福利，积极与同业并肩发展雪3:莪无拉 
港的工商业，保持互惠互利，让本地工商 

业筹委雪州的领头羊，包括向政府官方沟 

通，传达意愿，反映不公平的政策或对 

待，呼吁政府打造亲商环境，刺激经济。

也it It元拉;卷屮华工商4会

他曰前在无拉港中华工商总会庆祝成立 
18周年纪念晚宴，这么指出。

理事会当晚举行宣誓就职典礼，出席嘉 

宾包括国际贸工部副部长王建民、无拉港 

州议员王诗棋、该会顾问拿督何启利、创 

会会长蓝乾三、荣誉会长欧阳羱瑱、署理 

会长梁金安、副会长拿督斯里黄明强、张 

成基及彭胜贤、秘书长张延杰、副秘书蔡 

俊聪、财政陈体兴、副财政刘加德、理事 

罗秋雄、罗坤、胡志光、杨世裕、黄基 

友、邬亚镪、陈建明、拿督陈玟磬及林长 

进。

■工左王镪 
王商5诗、 
建总起棋陈 
民会何r体 

理启

欲參與業旅遊”

王詩棋:圓業者聯絡

吉二兴
左事利笑、 

9会、g彭 
宣张呷圣 

主誓成％ g 
持就基 

矣无职、戔
拉典蓝女加 

'港礼乾、德 
中后三邬。 
华。、亚

王 诗棋呼吁有兴趣 

参与“工业旅 

游”的无拉港区工厂和 

中小型企业业者，联络 

无拉港中华工商总会， 

以便她或雪州政府及大 

“我不久前安排无拉 

港国州议员服务中心， 
和无拉港中华工商总会 

的委员到台北进行工业 
旅游，考察T间工厂， 

探讨在雪州推动类似台 

小型企业，我有信心此 

计划在雪州能成功推
展。，，

k说，参与的工厂需 

要对工厂设计进行改 

良，以便适合游客到来 

参观，希望有兴趣参与 
2021年雪州旅游年“工 

业旅游”计划的厂家和 

中小型企业家向无拉港 

#启利呼吁无拉港区 

I >1内的成功工商业者 

及厂家，积极为社会做出 
2项贡献，即推广社会责 

任精神和协肋推动当地教 

育，文化，帮助贫穷人士 

的活动。

带动有兴趣从商的年轻人 

迈向成功之路。”

他希望无拉港中华工商 

总会的领导不止是协助属 

下会员，也协肋其他非会 

员，这就是所谓社会责 

任。以便她或雪州政府及大 

臣能协助安排此计划列 
入2021年雪州旅游年作 

重点宣传，相信参与工 

厂预料可以大大受惠。

探讨在雪州推动类似台 

湾工厂业者做工业旅游 

行销方式的可行性，由 

于无拉港区内有很多有 

潜能的中小型工厂和中

中小型企业家向无拉港 

中华工商总会报名，州 

政府将会于明年全面展 
开准备工作，协助宣传 

和规划。

的活动。

“身为成功商人或厂 

家，他们可以多办一些交 

流会和座谈会，跟年轻人 

分享他迈向成功的经验，

任。

•無拉港中華〇商總魯慶麵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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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耕庄26日讯）雪 
州议长兼适耕庄州议员 
黄瑞林强调，绿化社区 
和环境卫生除了需要政 
府部门的努力，也需要 
民众配合，共同负起照 
顾公共场所和环境卫生 
的责任。

-tit- TU-I 4-4-

Ml而林

“过去10多年，我们 
致力在适耕庄推动农村 
改造和旅游业发展，以

打造更多美景

綠化社區
现代化发展取代城市 
化，以保留渔米之乡的 
特色。”

■黄瑞林（右3)与村委会成员合力完成植树仪式后，为树苗浇水，右2为 

刘裕捷及黄亚详（左2)。

他指出，城市化意指 
把土地建立为钢骨水泥 
森林，高楼大厦林立的 
密集社区，但为了保留 
适耕庄原有的新村和乡 
镇特色，因此改为推动 
现代化发展，以新科技 
设备完善基本建设，尽 
量维持乡镇的慢节奏和 
自然生态。

“保护环境卫生需要 
大家的配合，适耕庄以 
青葱稻田景色闻名，但 
也得确保每一个角落都 
有绿化，才能带给游客 
更细致的美景，希望居 
民除了照顾自家卫生， 
也要携手维护公共环境 
白勺;^青卞吉 ，’

他曰前出席A村村委会 
主办的植树活动时，如 
此表示，出席者包括A村 
村长刘裕捷，和沙白安 
南县议员黄亚详，此植 
树活动获得雪州政府拨 
款支持，并由村委会在 
村内和主要道路择定地 
点，共栽种96棵狐狸尾 

树苗。

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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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洞进行填沙石的工 
作，这只是暂时性的 
措施，但因该坑洞大 
和深，让沙石也不敷 
使用。

“目前，市议会已 
在坑洞周遭围起警戒 
线，加强安全措施， 
维修工程交给英达丽 
水处理，也希望该公 
司能尽速进行维修， 
避免在接下来几天的 
坑洞继续恶化。”

(万挠26日讯）疑 

因近日频下雨，万挠 
彩虹花园综合工业园 
区的万挠1路（Jalan 

Per siaran Rawang 

i)的一个坑洞越陷越 
大，至少达8尺宽。

根据一些社交媒 
体曰前的贴文，该 
位于万挠彩虹花 
园综合工业园区 
(Rawang Integrated 

Industrial Taman 

Pelangi)商店前道 

路的坑洞，于上周曰 
(24日）开始出现， 

相信是因为地下排污 
管破裂引发。

惟相信因为这2天都 

下雨，随著泥土的流 
失，也让坑洞越崩越 
大。

万挠区州议员蔡伟

杰接受询问时说，该 
洞口位于万挠1路， 
根据工程局及士拉央 
市议会之前的鉴定， 
该路段属于市议会管 
辖，出现坑洞的肇因 
怀疑是地下的英达丽 
水排污管已破裂。

他说，当局已通知 
英达丽水，希望该公 
司能尽派出承包商进 
行维修工程。

市會暫填沙石

他指出，相信是因 
为这几天都下雨，以 
致坑洞越来越大且相 
当深，迄今预计有8尺

他说，为安全起见 
及防止坑洞继续扩 
大，市议会也在该

疑排污管破裂引發

洛41坑窻

■市议会用沙石暂时填补大洞，防止坑洞继续崩陷。 ■相信是因为最近雨季，以致小洞变成大坑洞。

地點=萬撓彩虹花圜綜合工業圜區萬撓1路

■
蔡
伟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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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登26日讯）摊 

位需求僧多粥少、图 

测设计谈不拢等因 

素，导致沙登新村巴 

刹重建计划停滞不 

前！

沙登新村巴刹重 
建计划原定在今年 
农历新年后正式启动， ■唐思恒

《中国报》记者走访巴刹 
时，发现当地没有任何动工迹象，受询小 
贩亦没收到相关巴刹重建或搬迁的消息， 
甚有小贩对重建计划“一问三不知”。

沙登新村小贩公会主席唐思恒受询时告 
知，梳邦再也市议会曾在去年，向小贩献 
议兴建两层楼新巴刹，但他们担心两层楼 
的新巴刹建筑，对顾客造成不便而提出反 
对，当局随后便按照小贩的需求，修改图 
测。

“前来巴刹消费的顾客群，共有607。至

是行动不便的老人家，更何况新巴刹 
没有升降机设施，如果建成两层楼的巴 
刹，恐会引起顾客诸多不便而影响小贩的 
生意。”

反對建兩層樓新巴剎

“因此，我们向市议会提出修改图测的 
建议，将之改为一楼的建筑，惟新图测何 
时出炉仍不得而知。”

他说，该巴刹目前约有400多名向市议 

会申请营业执照的小贩，但实际摊位却仅 
有逾百个，加重了市议会整顿与规划摊位 
的难度。

此外，部分受询的小贩认为，政府推

m,资 1 r：

s

VtlUll

& ^

上下樓購物不方便
♦郑女士/家庭主妇

8年前，曾听闻沙 
登新村巴刹要重建， 

直到今日都毫无动静，这 
反而是件好事，因为我更 
喜欢现在传统巴刹的面 

貌。
°曾到华联花园的现代 

化巴刹购物，那边乾 
湿区域分明，小贩分成 

数个区域在不同的楼层摆 
卖，必须上下楼才能采买所有商品，这对 
一些老人家来说，比较不方便。

虽然沙登巴刹在周六日很难停车，购物 
环境也不比现代化巴刹来得理想，但这些 
正是传统巴刹独特的购物体验，我可以在 
采买完毕后，短程步行到附近的猪肠粉摊 
吃熟悉的味道，可是巴刹一旦重建，这些 
体验可能都会变调，甚至会面目全非。

冀施工期間續營業
*• 1

b

w:U\
♦梁凤云/小贩

^4

3广■

0P"

丨

_

从
母亲接手管理摊 
位，至今摆摊已

iS-J r

趣 i'im
m :,，一

■拥有40年历史的沙登新村巴刹，内部设备如屋顶陈旧、沟渠阻塞，重建 

工作刻不容缓。

众认为，后 
K沙登新村

行巴刹重建计划，整顿及改善他们的环 
境，固然是粧好事，但有关当局必须妥 
当分配小贩摊位，并确保在动工前，已 
准备好临时安顿的地点，以便他们在施 
工期间能如常营业并维持生计。

据悉，沙登巴刹早在约5年前，便已 

传出重建计划的消息，但每次传言仅是 
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直至史里肯 
邦安区州议员欧阳捍华在今年1月，宣

布重建计划将在农历新年后，重新启 
动，然而，当局仍需面对土地有限但 
小贩太多，以及小贩临时安顿地点的 
挑战。

记者致电欧阳捍华，以获取该项计 
划的最新进展时，对方因公事出国 
而未能回应，而梳邦再也市议员戴 
振兴仅称，巴刹重建计划暂时未有 
进展，如有消息将另行通知。

巴刹是现时代仅存的传 
统巴刹，倘若政府大刀阔 

斧展开重建措施，或会破坏巴 
刹道地的传统风貌，若相比起重 

建，民众更希望巴刹能保持现状。 
受询民众说，拥有40多年历史的 

沙登新村巴刹，是众多沙登人的集体 
回忆，它是每家每户为柴米油盐酱醋 

茶填货的一站式地点，当地人都对巴刹 
的购物了如指掌，因此希望巴刹能保留 
现状。

“如今有许多历史悠久的巴刹重建

超过20年，对于巴刹改 

建没太大期望，若政府 
要我们搬迁我们也唯有照 
搬。

现在已有许多现代化 
巴刹建成，有信心政府 
能妥善实行巴刹重建计划，并为我们提供 

完善和乾净的设备，当然， 
我们也希望政府在施工 

期间，物色地点让 
我们能继续营

变成与业。
超市无异的购物场 
所，虽然新巴刹的环境 
更整齐和乾净，但欠缺传统 
巴刹的氛围，所以宁愿沙登巴 
刹不作发展，保留“原味”。”

他们说，纵观当今的现代化巴 
刹，是以楼层建筑为主，一些年纪 
较大的消费者必须到不同的楼层采买 
而面对诸多不便。

“虽然去沙登新村巴刹购物经常面 
对找不到停车位、或是环境较不理想的 
情况，但这也正是传统巴刹独特的购物 
体验，我并不认为需要改进。”

Page 1 of 1

27 Nov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1
Printed Size: 1586.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31,285.00 • Item ID: MY0037996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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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承认，在早目Ij召开的州 
议会上，也有很多州议员提 
起这课题，若要全面监督所 
有河流和偏僻地点，几乎是 
不可能的，因此政府还需要 
更多时间，研究如何防止类 
似污染。

他说°，值得一提的是，过 
去一两年，人民觉醒意识变 
高，民众及时投报，及时 
阻止多宗污染案件发生。

“我们接获很多民众投 
报，并即时采取行动，包j 

括在士毛月、西江港、瓜j 

冷、雲兰莪河等，由于成I 

功阻止河水污染，同时J 

没有影响水供，因此我f 

们并没有惊动媒体进行 
报导。”

阿米魯丁下令水供公司

_防止污染
衔甘 

阿接尼 
米处、 
鲁防罗 
丁洪茲 
^计雅 
前划、 
岩竣依 
2工占 

主哈 
为持欣 
答开及 
当幕沙 
爪；哈 
哇前布 
与左丁 
双起。 
溪为 
拉阿 
沙都

拒談公正黨大會邀阿茲敏開幕

米鲁丁指出，雪州政府已下令雪兰栽 
J J水供管理公司（Air Selangor)， 

与各涉及单位配合，包括雪州水供管理机 
构（LIIAS)、环境局、警方、各地方政府 

等，以善用科技，防止和追踪污染问题。
“人民主动提供情报，州内的污染案件 

已经大体下降，但是要把污染达至零程度 
的话，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毕竟我们 
无法展开全面监督和巡视，也无法改变这 
些破坏者的行为。”

他说，这些破坏者的行为有很多种可會^ 
性，例如是故意弃河内、为了节省处理 
费、使用被禁止物料、废料无法化解等。

被询及为何而榄的化学废料没有第一时 
间移走，导致后来发生爆炸事件时，阿米 
鲁丁回应，他刚从外国回来，因此需要先 
查阅报告，才知道原因，惟他强调州政府 
非常关注此事。

每抽取鳜冬1

mSS
1 m

/^正党青年团大会开幕人争议， 
&导致该党派系斗争浮上台面， 

雪州公正党大会是否会邀请该党署理 
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出席担任开幕 
人？阿米鲁丁三缄其口！

阿米鲁丁也是雪州公正党主席，他

向来被视为是阿兹敏支持者，针对雪 
州大会的开幕人人选，他仅表示会内 
部讨论。

“我只会内部谈论，不会在媒体上 
公开谈论，我们需要时间商讨，到时 
候再看情况而定。”

他也强调，党大会是为确定党方 
向，同时团结党员。

出席者还有雪州行政议员罗兹雅、 
依占哈欣、軎州公共工程局局长沙哈 
布丁、巴生县局长沙哈力达哈里斯 
曼、巴生酋长拿督阿都甘尼及雪州 
经济策划单位（UPEN)代表阿末扎基 

等。

(巴生26日讯）瓜拉雪兰 
我而榄遭弃化学废料引发爆 
炸一事，不排除这些化学废 
料是来自非法炼毒厂，但实 
情还有待调查验证！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指 
出，这些化学废料有溶剂 
(solvent^味道，根据警方 

和环境局的初步报告，推测 
这些有浓浓溶剂味道的化学 
废料，不排除是来自非法炼 
毒厂。

^ 不过，我们目前还无法 
证实此事，至于是否存在刻 
意破坏或政治阴谋，则有待 
当局进一步深入调查。”

阿米鲁丁今早在巴生为一 
项防洪工程竣工仪式丰持开 
幕后，在记者会上指出，州 
政府已著手处理而榄遭弃化 
学废料一事，庆幸有关废料 
及时被发现，没被弃入河内 
和导致污染扩散。

他说，州政府将会展开调 
查，包括追查这批化学废料 
的来源和揪出幕后涉及者。

化學廢料引發爆昨

大臣:惑蕺1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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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溪竄落百灵花园（'1'aman 

Berlian) 17路公园一幅约120 
尺长的草坡，在过去3周前后崩 

“所幸崩塌情况都是在傍晚 
下大雨的时段发生，如果是发 
生在晚上或凌晨，居民泊在草 

记者向加影州议员许来贤反映该花园 
草坡崩塌情况，州议员将要求市议会跟 
进。

地點：雙溪直落百

1P
■草坡崩塌后，大量黄泥沖人沟渠，影 

响排水。

撥電市會沒結果
♦居民李福安
^议会官员在草坡第一次崩塌时，隔天 

拉了一条警戒线，居民想知道几时会 
来唯修。

居天拨电向市议会追问，但没有结 
果。

擔心溝水沖入屋
♦居民哈比荅

胃:坡第一次崩塌的时候，我已拨电到市 
■^议会投诉，官员说要来的时候会通 
知，直到现在都没有来维修。

我担心下雨沟渠积水，水会冲入屋子， 
平时都有在草坡旁泊车，现在不敢泊车。

車泊屋前不安全
♦居民张雪燕

坡第一次崩塌时，我不在家，第2次 

+崩塌时，我当时在客厅坐著，那天傍 
晚6时许下著雨还没有崩，儿子晚上7时许 

回家发现草坡崩了。
我担心公园里的大树也会倒下，现在车 

子泊在屋子前面也不安全，希望市议会尽 
快维修草坡。

塌3次，居民已向加影市议会投 

报，但仍未获得紧急处理，居 
民担心土崩恶化，影响安全。

当地居民向《中国报》指 
出，约三周前一场午后豪雨之 
后，有关公园的草坡突然崩 
塌，居民受到惊吓，马上向市 
i义会•投报。
'隔天市议会工程组官员到现 
了解情况，并拉起警戒线，不 
过之后便无进一步抢修工作。

居民指出，一个星期后草坡 
另一端又崩塌，居民再拨电 
向市议会反映，同样没获得回 
复，不料几天后，另一边的草 
坡又崩了。

生在晚上或凌晨，居民泊在草 
坡旁的车子肯定被压到。”

黃泥阻塞溝li 

根据现场观察，该长约120尺 
的草坡，如今已有约80至100尺 

的范围都已崩塌，大量黄泥冲 
入沟渠，沟渠也有积水情况。

居民担心若没及时抢修，崩 
塌情况会越来越严重，以致公 
园内的大树也倒下，危及居民 
安全。

“现在沟渠已阻塞，都是黄 
泥，我们担心滋生蚊虫，最近 
有看到卫生局官员来喷蚊雾， 
居民更担心。”

-v:V • •• -

丨第2次崩塌的草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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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太子園布雅瑪華4路

涵司單商道試_
安邦太

Jalan
(班丹26曰1'凡）

子园布雅玛华4路 

Bunga Mawar 4)的单向道 

计划，预计12月开始试跑， 

为期3个月。

布雅玛华4路改成单向道的建 
议，是驾驶者不能再从莲花1/2路转入布雅玛华4路， 
只能从布雅玛华路转入布雅玛华4路，有关路段约500 

公尺长。
""安邦°再也市议会主席拿督阿都哈密指出，市议会建 
议把太子园布雅玛华4路改成单向道，主要是疏解巴刹 

邻近一带的交通阻塞问题。
他说，市议会在本月开始处理单向道的细节，包括 

做告示牌、路牌和重画路上的箭头等。

“在3个月试跑期期间，市议会会验证这个计划是否 

达到预期中的效果。”

若奏效或永久落實

他补充，若单向道奏效，市议会不排除将单行道永 

久落实。

阿都哈密今日主持安邦再也市议会常月会议后，在 
记者会上如是指出。

他在会议上提醒公众，2020年上半年的门牌税从12 
月开始接收缴交，呼吁公众在明年2月28日之前完成缴 

交程序。如果业主没有收到门牌税的信函，可以到市 
议会大厦查询，或者线上缴付（www.icomm.mpaJ.gov.

■布雅玛华4路改成单向道，主要是疏解巴刹邻近一带的交通阻塞问题。

■一旦试跑单向道计划，莲花1/2路就不能转进布雅玛华4路。

1月起開罰單

年尾前更新營麵
都哈密周一出席在布城举办的良好监管 

卩…实践措施研讨会，他坦言，市议会确 
实因为受到一些法令的约束，影响运作和收 
入。

他受询及市议会有没有不合时宜的条规或 
法令时举例，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171法 
令）允许地方政府每5年检讨门牌税的价格， 

但必须获得州政府的批准。
“如果州政府不批准，地方政府就不能调 

整门牌税。”
他说，另一个与地方政府息息相关的法 

令是1974年道路、沟渠及建筑物（133法 

令）。
他直言，这个法令的罚款太低，发挥不了 

阻吓作用，收到的罚款无法有效解决问题， 
也影响市议会的收入。

阿
都哈密提醒业者，需在10月至12 
月间更新2020年营业执照，否则 

1月开始将会因无执照营业而被开罚 
单〇

i也指出，业者必须更新的执照包括 
建筑物执照、广告牌执照，若业者在 
明年1月至3月间才更新2020年执照， 
会被iUS^200令吉，4月至12月间则iij 

款700令吉。
他说，在10月，8546名执照持有者 

当中，有794人已经更新执照，涉及 
金额达43万89肛令吉85仙。

另外，他提及，截至今年第47周 
(11月24日），安邦再也市议会辖区 

共有5229宗骨痛热症确诊病例。
“5229宗确诊病例包括1T宗溢血症 

和5宗死亡病例。”
他说，市议会共展开427宗消灭黑 

斑蚊活动，发出344张执法通告，以 
及53张民宅被证实有黑斑蚊繁殖温床 

的罚单。

法
"P

約
束
影

運
作
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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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达南利（前排左6)与“2019雪州综述技巧”竞賽各评委及参賽者。前排右起 

为阿希夫、杨凯斌、黄思汉、祖薇丽雅及艾德里。

(八打灵再也2 6曰 

讯）雪州首届“ 2 〇 1 9 
雪州综述技巧”竞赛
(Pitch⑪Selangor 2019) 

今曰拉开帷幕，共有6名 

雪州议员受邀担任评委， 
作为人民代议士的职场经 
验，协助16项雪州新创企 

业优化发展。
“2019雪州综述技巧” 

竞赛由霄兰莪资讯科技与 
电著商务理事会（SITEC) 
与Mvstart. com网络平台携 

手举办，也是“雪兰莪创 
新创业加速器”的延伸活 
动，透过为期4个月的强化 
创业教育课程，培育了 30 
名初创企业家，协助有潜 
质的新创企业更快与大幅 
度地拓展业务规模，早前 
也让10家优秀企业，前往 
印尼雅加达观摩学习。

雪兰莪资讯科技与电子 
商务理事会首席执行员杨 
凯斌指出，今年共邀请6名

首屆綜述技巧蠢
6雪州議員任評委
雪州议员参与评委工作， 
他们将向参赛者师范如何 
让公共与私人领域相互合 
作，提供更强的媒体宣 
传、更精确的瞄准市场与 
新的创业机会。

16家初創企業入圍

“有影响力的创业精 
神，源自于可永续发展的 
经济生态环境，因此，一 
个充满活力的企业精神与 
社会企业，是协助雪州在 
2 0 2 5年达到智慧州地位的 

关键因素。”
他今日为“20 19雪州综 

述技巧”竞赛主持开幕仪 
式时，这么指出。出席者

黃思漢：雪社會經濟指標領先
+管雪州地方政府，公
羊 共交通和华人新村 
事务及交通的行政议员黄 
思汉指出，雪州在各种社 
会经济指标皆处于领先地 
位，如识字率共达到98°。， 
已超出95%的全国平均水 

平。
I也说，雪州是160所高专 

院校的所在地，每年培养4 
万8000名精通各种语言的 

高材生，这有赖于政府的 
大力支持与先进的商业生 
态环境与系统。

他也提及，州政府从明 
年起，将拨款3亿令吉以期 
在未来6年推动智慧州，而 

推广数码企业与革新，驱 
动科技投资、培养本地技 
术及创造高价值的就业机 
会与商机，是达到智慧州 
的关键因素。

“雪州政府关注企业与 
科技革新，于201 5年成立 

雪州资讯科技与电子商务

理事会，藉此发展州内的 
电子商务及提升创业的生 
木萆络”

企业°家发展部副部长拿 
督威拉哈达南利指出，政 
府在过去5年共提供超过 
210亿令吉奖掖给中小型企 
业、本地大型公司，甚至

还包括开幕人企业家发展 
部副部长哈达南利及雪州 
行政议员黄思汉。

共有16家初创企业入围 

竞赛，他们将分为中小型 
企业与社会企业类别，让 
评委以创业理念、问题应 
对能力与对改善社会的影 
响评分。6名参与评委的州 

议员包括杜顺大州议员艾 
德里、武吉美拉华蒂州议 
员袓薇丽雅、龙溪州议员 
阿希夫、武吉加星州议员 
拉吉夫、柏马登州议员罗 
扎娜及甘榜东姑州议员林 
怡威；其他的出席者还包 
括雪州资讯科技与电子商 
务理事会总经理卢传文。

是跨国公司，透过新科技 
提高马来西亚的经济生产 
力。

“我们甚至从去年开 
始，提供大笔基金，即约 
10亿令吉透过担保或基金 
方式，鼓励我国企业数码 
化并采用工业4.0技术，如 

人工智能、自动化、大数 
据和机器人技术等。”

■黄思汉（左2起）及哈达南利，了解16名人围“2019 

雪州综述技巧”竞賽新创企业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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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etRIng”調查發現 ％

年ii讓人最想i兌單
(吉隆坡26日讯）国际 

婚恋交友手机应用程式 
“SweetRing” 调查发现，75% 

大马单身族皆认为，年底是最 
想让人脱单的季节。

其中，女性想脱单的期望又 
比男生高，52。。年龄介于26至32 

岁的女性，以圣诞节前脱单为 
目标，积极主动揪伴一起共度 
晚餐，平均每周贴出5则征约内 

容；而男性则以过年前找到新 
对像带回家里见家长为目标， 
28至34岁的雪隆男性，每日使 

用交友应用程式时间最长，每 
曰平均上线使用6.3小时。

随著时间来到年底，众所期 
待的节日之一就是圣诞节，面

对路上充斥情人节套餐、满满 
喜庆的氛围，单身族就苦喊 

“年底难熬，好想脱单！” 
另外，适逢雪州政府重新推 

出的结婚津贴消息，75%单身族 

就表示会更积极找对象，不仅 
可以找伴有人一起度过佳节， 
也为紧接的新年做准备。

近曰雪州政府重新推出结婚 
津贴，符合资格的新婚夫妻可 
获高达600令吉津贴，让向往婚 

姻的单身族，更燃起寻爱的斗

查指出，不仅结婚津贴影 
响单身者追求对象的心情，年 
底过节的氛围也影响恋爱进 
度。

年底也是失戀季節
t底竟也有另一种魔力效 
"I"-应！平日工作时间不 
定、又长时间工作的医生、护 
士，竟纷纷失恋，转而通过 

“SweetRing”手机应用程式重 

觅伴侣。
在“SweetRing”新用户注册 

的职业中，医疗相关人员就占 
了20%;而在徵寻约会对象中， 

以女工程师贴出的内容最受欢 
迎，说不定是最有望能在年底 
前脱单的职业。

医生和护士被套上拥有稳定 
工作和收入的光环，却往往因 
太过忙碌、作息不定，分手后 
在年底前开始寻找新对象。

新注册第二多的职业是空服 
人员和服务员。

另外，若以应用程式中的约 
会数据分析，贴出的征约内容 
中，以女工程师发出的约会最 
热门，其次是建筑师。看来这 
些职业会成为年底脱单的“王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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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26日讯）雪州政府 
透过雪州大臣机构（MB[)推 

介“雪州区域动力发电所路线 

图”，延续多年以来的研究努 

力，以便实践雪州成为最先进 

州属的愿望。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于本月1 
月19日至22日，在西班牙的巴 

塞罗那举办的全球智慧城市 
大会（SCEWC)，推介以上蓝 

图。

區域動力發電所路線圖

助雪邁向先進州
雪州大臣机构首席执行官拉 

惹沙林指出，全球智慧城市大 

会是一个领先的平台，聚集了 

对城市化与未来发展有丰富知 

识的专家、业者与国际利益相

关者，让该机构获取他们对报 

告的反馈与评价。

“我们已收到来自其他数个 

国家的反馈，包括外国的政府 

机构，也看到了这项蓝图的潜

3线贤
拉^图
若，■-
/LL.X

林i赢

”为
黄
思
汉

=阅 
左-! 
起雪

_ 箄发钦
丁电与
^所许
左路来

能与合作空间。’’

他今曰与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出席“雪州区域动力发电所路 

线图”推介礼时，这么指出。 

陪同出席者雪州行政议员拿督 

邓章钦、许来贤及黄思汉，以 

及新加坡外交部部长维文。

他说，该机构已与我国各利 

益相关者展开各项论坛与探 

讨会，以徵询对方的意见和反 

馈。

“通过这些反馈，这项蓝图 

囊括11项智能重点与10项措 
施，为在2025年取得精明州属 

地位的雪州，提供指导以继续 

向前迈进。”

他说，该蓝图内容包括主要 

利益相关者的演讲和访谈，如 
雪州大臣对2025年雪州的愿景 

和看法。

他解释，目前的挑战是要跳 

脱思维，以便雪州在应对当前 

和未来的挑战时，提供解决方

雪州政府将继续专注培养 

人才，特别是雪州的青年能力 

建设，而这也是雪州大臣机构 

所专注的。”

Page 1 of 1

27 Nov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4
Printed Size: 369.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7,278.73 • Item ID: MY0037996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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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生26曰讯）2〇19年精 
明雪兰莪新村杯篮球锦标赛 
总决赛四强出炉，班达马兰 
携同叻思、龙溪和锡米山出 
线，争夺总冠军。

在完成次圈比拼后，从3 
个分区出线的7支球队挺进 

在巴生班达马兰有盖篮球场 
进行的总决赛，分为A、B组 
争夺四强资格，争取进入12 

月1曰举行的大决赛，希望 
从颁奖嘉宾雪州大臣阿米鲁 
丁手中接过总冠军杯和5000 

令吉冠军奖。
在总决赛坐拥主场之利的 

C区冠军班达马兰保持全胜 
姿态出线，以92比T3大胜B 
区亚军双溪由，接著再以91 
比69击败A区冠军叻思，拿

下B组正盟；叻思此自lj在B组 
首仗75比62战胜双溪由，随 

同班达马兰晋级半决赛。
在A组，C区亚军龙溪以85 

比74击败A区亚军、上届总 

冠军林旦村，接著在变相盟 
主战以93比69击败C区季军 

的锡米山，提前获得出线 
权。虽然在最后一役以68比 
70遭水柳头最后6秒绝杀， 

但无阻他们登上小组头名。
先以6T比52击败水柳头的 

锡米山在小组最后一■轮以89 
比58击败林旦村，击破对手 

的卫冕希望，顺利拿下半决 
赛资格。

将于本月28日举行的半决 

赛，班达马兰将迎战锡米 
山，而龙溪则和叻思过招。

精明雪蘭莪新村杯籃賽 不
败
之
身
挺
进
半
决
賽
。

■
主
场
作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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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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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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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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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双（左3)向媒体展示官员打印出来的网页页面。

楊巧雙：集合2Q7組織網站

一站式家Jsfli務指南
(吉隆坡26日讯）妇女、家庭 

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指 
出，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与20T 

个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合作， 

将这些机构和组织的网站及面子 

书专页链接置入全新的网站内， 
集合成“一站式中心”的家庭服 

务指南。

杨巧双说，上述网页的网址为
http://keluarga.lppkn.gov.my/ 

directory,大众可透过浏览此 

网页，获取由政府、私人界和非 

政府组织提供的家庭服务相关资 

料。
°她指出，上述机构和非政府组

织提供的家庭服务，包括如婚姻 

和离婚谘询服务、向为人父母提 

供养育子女的谘询、家庭财务管 

理及辅导服务等，以向有需要的 

家庭和伴侣提供协助。

杨巧双是于今曰连同国家人口 

及家庭发展局官员在国会召开记 

者会时，这么说。

她举例，上述网页附有负责处 

理结婚和离婚申请的政府机构网 

页链接。

“因为现在资讯是到处遍布， 

我们要打造一个有关家庭服务的 

平台，让有需要的人可以藉此# 

找更多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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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婦公積金計劃仍在探討
(吉隆坡26日讯）妇 

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 

副部长杨巧双指出，该 

部仍在商讨以更有效的 

方式落实家庭主妇公积
金计划（i-Sur: 包

括将家庭主夫或拥有第 
2名妻子纳入受惠者群 

体。

她坦言，目前，该计 

划仍面对许多技术上的 

问题，不少为夫者反对 

政府落实该计划，不愿 

让妻子从其户头中抽取

2°。的公积金，所以目前 

该计划只让一些自愿性 

参加者加入，并由政府 

补贴相关公积金。

“不过，该项计划主 

要承认家庭主妇或主夫 

在家付出与贡献，而我 

们还在探讨落实该计划 
的细节。”

杨巧双在国会下议院 
2020年财政预算案委员 

会阶段，妇女部总结环 

节时，这么回应。

由于官员字体过于潦

草，令杨巧双总结途中 

喊投降，并指官员的手 

写字，令她看不清也读 

不出相关回应。

当她正准备回应伊斯 

兰党锡区国会议员阿末 

塔米兹有关社工问题， 

唯才念第一句后，杨巧 

双就已停顿数秒。

她指出：“这字体， 

要读出来，真的不可 

能，对不起，锡（阿末 

塔米兹），我会指示官 

员，用电脑打出来，以 

书面方式给你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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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6日讯）国 

阵国会议员“夜袭”希 
盟，在国会欲通过2020 

年财政预算案妇女、家 
庭及社会发展部预算案 

时，巫统巴耶勿刹区国 
会议员莫哈末沙哈要求记名投票，使 
处於劣势的希盟议员措手不及，所幸 
惊险通过该项预算案。

在妇女部副部长杨巧双在晚上9时 

30分总结后，莫哈末沙哈即提出记名 
投票，而15名反对党国会议员起身支 

持这项动议。
不少巫统议员即刻指出：“这就是 

给予你们（希盟）一个教训，部长与 
副部长经常没有出席会议，如今不够 

人了。”
巫统立卑区国会议员拿督阿都拉曼 

还指示国会工作人员关起议会客厅的 

门，不让那些“救火”希盟议员进 
来。

° 不少希盟议员开始与反对党起争

國陣議員“夜襲”希盟

婦女部預算案驚—過
执，似乎欲采用拖延术，包括经常与 
反对党对骂的行动党日落洞区国会议 

员雷尔，都拿起手机，相信是在“呼 
叫”其他议员重新进入议会。

在第一次行政拨款预算案时，投票 
出炉后，议长丹斯里阿里夫指出，共 
有32名议员同意，28人反对，该项预 

算案在相差5人情况下通过。

接下来欲通过发展开销预算案时， 

国阵议员依然要求第二次记名投票， 
最终投票结果为，45人同意，28人反 

对，惊险过关。

在阿里夫宣布结果后，雷尔与行动 
党亚沙区国会议员谢琪清回呛巫统议 
员，并指：“已成定局，巫统与国阵 

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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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万令吉工程，包括提 

升沿路的排水系统。

一_ ■ ■ ' ■ -k 1 »-------- I

MAJLIS PERASRfllA^ /m»*AN PROJEK
咖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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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在仪式结束后 

合照；前左起为阿末 

扎基、阿都甘尼、罗 

茲雅、阿米鲁丁、依 

占哈欣、沙哈布丁及 

沙哈力达哈里斯曼。

巴
生烂路处处， 
全都是中央级

(巴生2 6日 

訊）雪州政府耗 

资6000万令吉，

打造各当爪p圭与 

双溪拉沙交接处 

防洪系统，工程 

历经5年后，终于 

在9月竣工，大大改 

善当地淹水问题，惟 

毗邻的兰花园水灾问题，

还有待解决。
该工程于2014年杪启动，涉及道路 

全长2公里，包括増高路面约2尺、提 

升排水系统等。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今早为工程完成仪 

式主持开幕时指出，当地因地势问题，工 
业区和道路在提升之前，经常淹水，为厂家 
和商民带来困扰。

他说，州政府于2014年尾，启动该防洪 

计划，如今终于完工，解决大部分地区的水 
灾问题，但是它不能全面解决邻近所有地区 
的水灾问题，尤其是毗邻的兰花园。

著手處理蘭花園水災

“不过，州政府已经分阶段，著手处理兰 
花园水灾问题，当地涉及河流关系，必须由 
水利灌溉局提供研究报告。”

被询及是否还有拨款提供予兰花园治水 
时，他回应，州政府还有拨款，并会交由水 
利灌溉局继续展开防洪计划，尤其是提升河 
流，过后还会提升排水系统和道路等。

道路！
阿米鲁丁指出，

仲丨政府在维修道 
路方面不余遗力，除了 
把大马道路档案系统 
(MARR1S)的拨款一仙不 

剩全用尽外，也追加一些 
拨款维修路烂情况严重的 
道路，州政府权限道路， 
几乎都获得修补。

他说，如今民众所投诉 
的烂路，_要都是中央级 

道路，例如加埔路、巴生 
港口路及中路等，必须由 
中央政拨款负责维修。

“因此，希望中央政府

中央級道路爛
須等中央撥款

关注此事，明年可以下场 
巡视，把应该维修的烂路 
做好，尤其是作为工业重 
镇的港口路。”

掌管雪州基本建设、公 

共设施、现代化农业及农 
基工业事务的行政议员依 
占哈欣补充，州政府已经 
鉴定这些中央级道路，并 
向中央政府作出反映，惟 
最终是否拨款维修，则由 
中央政府决定。

“去年，我们共拨出8800万令吉给水利 

灌溉局和公共工程局，在雪州展开多项防 
洪计划，另外也拨出1亿7900万令吉给公共 

工程局，展开道路提升和维修工程。” 
他指出，上述拨款只是来自州政府，不 

包括中央政府的拨款，若是加上中央政府 
的拨款，估计上述数目会翻多一倍。

荅都知甲区州议员兼掌管雪州企业发展 
及乡村与传统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员罗兹 
雅指出，荅当爪哇与双溪拉沙* 一带，以前 
一下起大雨，便会淹水。

“但是，自从防洪工程竣工后，至今没 
有再传出水灾问题。”

出席者还有雪州公共工程局局长沙哈布 
丁、巴生县局长沙哈力达哈里斯曼、巴 
生酋长拿督阿都甘尼及雪州经济策划单位 
(UPEX)代表阿末扎基等。

A

丨全长2公里的道路增高约2尺后，成功解决当地水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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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努亞駁斥夜晤商跳槽

阿茲敏或敦馬在說読

(吉隆坡26日讯）随著巫统 
议员驳斥首相敦马哈迪，否认 
他们夜晤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是商讨跳槽後， 
巫统总秘书丹斯里安努亚慕沙 
认为，这或许是马哈迪和阿兹 
敏间有一人在说谎。

他说，这起事件或许存在两 
种可能性，其一是有人在说 
谎，或许是阿兹敏向马哈迪提 
供虚假报告，抑或是阿兹敏正 
确汇报但马哈迪讲骗话。

安努亚慕沙是今日在党总部 
出席记者会时，受询是这麽回 
应。

较早前希盟在丹绒比艾补选

惨败後，阿兹敏突然间夜晤几 
名巫统议员，让人感到莞尔； 
马哈迪随後受询时透露有向阿 
兹敏了解，後者告知他巫统议 
员有意跳槽。

反指是拉阿茲敏過檔

不过几名巫统议员随後联署 
否认马哈迪所言，反指是他们

在会面中拉阿兹敏过档。
另外，安努亚慕沙也不排除 

马哈迪言论具有其他意思，指 
本身和马哈迪相识多年，每当 
他在阅读马哈迪声明时，都会 
寻找隐藏的意思，而非字面上 
的意思。
IXk随著希盟在补选惨 

败，说国阵议员还想跳槽是不

可能的，与其跳到一个得不到 
好处的党，不如和胜利的一方 
站在一起。

他指出，只要没有涉及党 
务，巫统不会阻止任何巫统议 
员与政府领导包括阿兹敏会 
晤，至於党务只有党主席可以 
处理。

另外，安努亚慕沙说，此次 
巫统大会的主题，将围绕在巫 
统与伊斯兰党缔造的国家和谐 
耳关盟上。

~;说°，伊党主席拿督斯里哈 
迪阿旺已经答应出席大会，届 
时其他国阵成员党如马华及国 
大党也会派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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