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ulatan
baharu
kurangkan
masalah trafik
di Klang
Klang: Penduduk Klang khu-
susnya dari Jalan Teluk Pulai
dan Jalan Raya Barat bakal
menggunakan laluan alternatif
untuk ke Shah Alam dan Kuala
Lumpur secara terus melalui
Jambatan Kota.
Ini berikutan satu bulatan ba-

haru yang sedang dibina oleh
Majlis Perbandaran Klang (MPK)
di atas Jalan Hamzah berham-
piran Padang Ceti, Balai Bomba
dan Penyelamat (BBP) Kota Raja
dan Ibu Pejabat Polis Daerah
Klang Selatan.
Timbalan Yang Dipertua MPK,

Elya Marini Darmin, berkata de-
ngan pembinaan bulatan baharu
itu, pengguna yang menuju ke
Jambatan Kota tidak perlu lagi
melalui pusat bandar Klang atau
Jalan Tengku Kelana.
Katanya, pembinaan bulatan

yang bermula Ogos lalu dan di-
jangka siap penghujung Januari
tahun hadapan menelan belanja
kira-kira RM350,000.
“Pembinaan bulatan ini bakal

memberikan kemudahan kepada
pengguna jalan raya khususnya
penduduk Klang dan laluan alter-
natif kepada pengguna melalui
Jalan Teluk Pulai dan Jalan Raya
Barat yang selama ini menggu-
nakan Lorong Perbandaran.
“Jadi, pengguna boleh terus me-

lalui bulatan ini menuju ke Shah
Alam dan Kuala Lumpur melalui
Jambatan Kota,” katanya pada si-
dang media selepas mempengeru-
sikan Mesyuarat PenuhMPK Bil.
11/2019 di DewanMesyuarat Raja
Mahadi, di sini, semalam.
Elya Marini berkata, sebelum

ini kawasan terbabit agak sesak
dan pihak MPK menerima ba-
nyak aduan dari orang awam te-
rutama penduduk Klang.
“Pembinaan ini adalah salah

satu cara penyuraian trafik di
kawasan berdekatan terutama
Padang Ceti dan Jalan Tengku
Kelana yang sememangnya se-
sak, sempit dan laluan keluar
masuk sesak.
“Penutupan Lorong Perbanda-

ran juga satu alternatif memu-
dahkan pengguna jalan raya di
situ termasuk pejalan kaki me-
lintas jalan. Lorong itu hanya di-
buka mengikut waktu yang di-
tetapkan buat masa ini,” katanya.
Sementara itu katanya, kerja

menaik taraf di Stadium Kota
Raja yang berharga kira-kira
RM4 juta dimulakan pada 12 Ok-
tober 2018 dan dijangka siap Di-
sember depan.
“Komponen projek naik taraf

adalah track , grandstand dan
naik taraf padang sudah hampir
siap sepenuhnya, tinggal lima pe-
ratus lagi iaitu kerja lebih ke-
pada kemasan dan sentuhan
akhir, kerja-kerja utama sudah
pun selesai,”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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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pung air 100 hari
HORAS 600 mampu 

tampung bekalan air 
mentah jika berlaku 

musim kemarau

MOHD IZZATUL IZUAN TAHIR

BESTARI JAYA

P rojek Hybrid Off River Aug-
mentation Storage (HO-
RAS) 600 yang siap sepe-

nuhnya 31 Oktober lalu mampu 
menampung bekalan air mentah 
selama 100 hari pada musim ke-
marau atau jika berlaku pence-
maran yang menjejaskan sumber 
air di Sungai Selangor.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idea 
pembinaan HORAS itu tercetus 
apabila Selangor berdepan cuaca 
panas luar biasa dan pengura ngan 
kadar hujan yang ketara pada 

Amirudin (tiga dari kiri) meninjau kawasan projek HORAS 600 di Jalan Rawang, 
Kampung Sungai Darah semalam.

April 2014.
“Keadaan ini menyebabkan 

paras simpanan air mentah di 
Empangan Sungai Selangor me-
nurun ke paras 37.88 peratus,” 

katanya pada sidang akhbar sele-
pas Majlis Perasmian dan Penye-
rahan Projek Pembangunan HO-
RAS 600 di HORAS 600, Jalan 
Rawang, Kampung Sungai Darah 

di sini semalam. 
Amirudin berkata, bagi me-

nangani krisis air di Selangor, 
kerajaan negeri membuat kete-
tapan membangunkan HORAS 
yang menelan belanja RM250 
juta bagi kerja pengorekan kolam 
takungan. 

“Sebanyak RM30 juta lagi di-
peruntukkan bagi kos kerja sam-
pingan perlindungan cerun dan 
RM26 juta bagi rumah pam,” 
katanya. 

Menurutnya, kolam takungan 
itu dibina di kawasan seluas 
211.39 hektar dengan kolam 
takungan seluas 147 hektar dan 
kedalaman 23.5 meter mempu-
nyai kapisiti 300 juta liter sehari 
(JLH).

“HORAS 600 merupakan ko-
lam dwi-fungsi bertujuan me-
nakung aliran air banjir dari Su-
ngai Selangor dan air dari kolam 
dialirkan keluar ketika aliran 
rendah bagi menampung keper-
luan muka sauk,”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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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CHILD'S PLAY 
A first-of-its-kind 
council, which 
will see 24 
young appointees 
work towards 
making PJ a 
child-friendly city, 
will be set up 
by January 
next yea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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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of the 
children who 
took part in a 
workshop by 
MBPJ to get 
their input on 
city planning. 
— Filepic 

Child councillors to 
'start work9 in January 
MBPJ will be first local council to involve children in city planning 
By AIDA AHMAD 
aidaahmad@thestar.com.my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s (MBPp plans 
to set up a child council will be realised by 
January next year. 

Petaling Jaya mayor Datuk Mohd Sayuthi 
Bakar said 24 children would be appoin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first-of-its-kind council 
in the country. 

He said the candidates would be identi-
fied after the launch of the Petaling Jaya 
Child-Friendly City Conference 2019, held 
from Monday to Friday. 

"The purpose of setting up the child coun-
cil is to get their opinion on how we can 
make Petaling Jaya a better city for them," 
he said after chairing the city council's full 
board meeting yesterday. 

He said children would be invited to share 
their views at the conference. 

With this, MBPJ will implement an action 
plan following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signing with Unicef Malaysia. 

Mohd Sayuthi said MBPJ aimed to become 
a child-friendly city and wanted to incorpo-
rate children's views in city planning. 

"Only 33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recog-
nised for having child-friendly cities. 

"We will be the 34th and the first local 
council in Malaysia to establish a 
child-friendly city. 

"Although there is a time frame of three 
years to achieve the child-friendly city sta-
tus, we are hoping to do it in one and a half 
years," said Mohd Sayuthi. 

Earlier this month, StarMetro reported 
that MBPJ would select children aged seven 
to 17 as child councillors. 

A series of workshops was organised by 
MBPJ recently for children to learn about 
their rights, on expressing their views and 

learning the city council's functions. 
Out of 50 children, 24 will be appointed as 

child councillors at the conference. 
Meanwhile, Mohd Sayuthi said MBPJ allo-

cated RM12.9mil to maintain the landscape 
of 38 areas next year. 

These will include the maintenance of 
trees to provide shade, pruning of trees as 
well as cleaning and disposal of garden 
waste in public parks and open space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mainte-
nance services in public parks, Mohd 
Sayuthi said MBPJ had for the first time 
given a special allocation of RM4.2mil 
to focus on the maintenance of 15 public 
parks. 

"This is a comprehensive method that is 
found to be more effective as it facilitates 
the monitoring of the work involved in all 
aspects of landscape maintenance in our 
jurisdiction," he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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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decision 
yet on 
retention 
of Chetty 
Padang's name 

KLANG Municipal Council (MPK) acting 
president Elya Marini Darmin (pic) said the 
renaming of Chetty Padang to Taman 
Warisan, "is still undecided". 

Yesterday, Elya who chaired the full board 
meeting for the first time said no decision 
had been taken on the matter. 

Chetty Padang is the size of three football 
fields located in the Indian business enclave 
of Little India. 

This i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MPK has tried 
to rename Chetty Padang. 

In April 2009, the council renamed the 
field Laman Sukan Majlis Perbandaran 
Klang but reverted to the old name after 
much opposition from the public. 

In 2016, the council proposed the name 
Little India be changed to Kelana Square but 
again dropped the idea after opposition from 
loc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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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is learned that MPK will offer an open 
tender for the refurbishment of Chetty 
Padang next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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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AJ: Redevelopment of 
Highland Towers still on hold 
By VIJENTHI NAIR 
vijenthi@thestar.com.my 

THE Amp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AJ) 
is still waiting for direction from the Housing 
and Local Government Ministry (KPKT) 
before proceeding with the redevelopment of 
Highland Towers (pic) in Hulu Klang. 

MPAJ president Datuk Abdul Hamid 
Hussain said there were many issues that 
need to be addressed before the redevelop-
ment could take place. 

"KPKT is in the midst of resolving the land 
ownership problem. When that is resolved, 
there will be discussions on which party will 
bear the cost of the redevelopment. It may 
look easy but there are many implications 
including legal ones, so we need to tread care-
fully," he said after the full board meeting. 

On the dengue situation in the municipality, 
Abdul Hamid said there were nine hotspots 
as of Nov 24. 

"Hotspots are areas with dengue cases con-
secutively for over 30 days. The areas are 
Taman Melawati (p with 23 cases, Granduer 
Tower in Pandan Indah (18), Flat Desa 
Lembah Permai (18), Riviera Apartments 
(16), Jalan Pandan Indah 9/20 (nine), 
Kampung Fajar and Taman Melawati F (seven 
each), Taman Ukay Perdana Fasa 5 (six) and 
Nuri Court Apartments (four). 

At the meeting, Abdul Hamid also 
announced that Jalan Bunga Mawar 4 in 

Taman Muda would be converted into a one-
way street starting Dec 1. 

He said the 450m two-lane road would be 
changed to a one-way street for a test period 
of three months. 

"Residents have complained about the traf-
fic along the stretch which is sandwiched 
between the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areas, especially near the Taman Muda morn-
ing market. 

"We will inform the residents about the 
one-way street and start putting up signage 
and paint the arrows on the road. 

"If traffic flow in the area improves in the 
next three months, the one-way street will 
remain. If the change fails to address the con-
gestion problem, then we will bring the issue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he added. 

The new traffic plan will allow motorists 
using Jalan Bunga Mawar 4 to exit at Jalan 
Teratai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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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s by CLARISSA CHUNG, SHALINI RAVINDRAN and DENISE KHOO 

Soil movement may have caused sinkholes 
KUALA LUMPUR: Soil movement 
or high water pressure may have 
led to the bursting of pipes that 
caused the recent series of sink-
holes in the city. 

Pengurusan Air Selangor Sdn 
Bhd (Air Selangor) has begun inves-
tigating the three sinkhole incidents 
that occurred in less than 48 hours 
and has so far identified several 
likely factors. 

"One of them is the movement of 
soil caused by vibrations or hard 
pounding. This is usually the case 
when the pipes are near construc-
tion sites or are just beneath the 
road surface," said corporate com-
munications head Abdul Halem 
Mat Som in a statement yesterday. 

"Soil movement can also happen 
when it rains. The flow of rainwater 
erodes the soil holding the pipes in 
place and they break," he added. 

"Pipes can also burst if they can-
not handle high water pressure,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old asbestos 
cement pipes." 

He confirmed that there were no 
injuries from the incidents and that 
repair works at the affected areas 
were completed yesterday. 

The three sinkholes were in Jalan 
Maharajalela, Jalan Pinang and 
Jalan Dewan Bahasa, which are all 
within the city centre. 

They were caused by damage to 
the pipes that are part of Air Se-
langor's water distribution system. 

Air Selangor, Abdul Halem said, 
had also taken measures to avoid 
such incidents in the future. 

"For Jalan Maharajalela, Air 
Selangor will carry out redistribu-
tion of water pressure until it reach-
es an optimal level," he said. 

This was done, he added, by 

installing an endcap on the pipe at 
the side of the road and carrying 
out tapping relocation for 10 prem-
ises receiving water from the affect-
ed pipeline. 

"For Jalan Pinang and Jalan 
Dewan Bahasa, Air Selangor has 
installed a pressure logger to ana-
lyse the pressure profile and stabi-
lise the water supply system in the 
area," he said. 

He added that Air Selangor also 
carried out valve control and pres-
sure monitoring measures. 

Pointing out that the asbestos 
cement pipes in front of Dewan Ba-
hasa dan Pustaka were more than 
30 years old, Air Selangor said its 
long-term plan was to replace age-
ing pipes. 

"Air Selangor has identified 
438km of asbestos cement pipes to 
be replaced,-and to date, 365.16km 

of the pipes have been replaced," he 
said. . 

Abdul Halem said Air Selangor 
and Kuala Lumpur City Hall were 
discussing the issue of compensa-
tion for the damage of vehicles. 

The National Water Services 
Commission (SPAN) said it had 
instructed Air Selangor to monitor 
other high-risk areas that are prone 
to sinkholes. 

"This is to avoid the same inci-
dent from occurring again, especial-
ly during the rainy season which is 
expected to last until February next 
year," it said in a statement yester-
day. 

SPAN noted that investigations by 
Air Selangor showed that the three 
sinkhole incidents could be due to 
the use of old asbestos cement pipes 
and soil movement due to vibration 
and rain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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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fty issue
oAir Selangor attributes 
sinkholes to constant 
vibrations from 
construction sites and 
heavy vehicles

� BY AALISHA NUR MOHD NOOR 
newsdesk@thesundaily.com

PETALING JAYA: Air 
Selangor has sprung to its 
own defence as fingers are 
being pointed at it over the 

three sinkhole incidents in Kuala 
Lumpur.  

The sole water provider in the 
Klang Valley said constant vibrations 
from construction sites and heavy 
vehicles had put too much pressure 
on the pipes, causing some of them 
to burst. 

“The burst pipes happened every 
now and then, involving various 
types of pipes of different sizes,” Air 

Selangor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Department 
head Halem Mat Som told theSun 
yesterday.   

“All the (sinkhole) incidents 
that happened were due to several 
reasons, and one of them was the 
high concentration of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In pointing out that the pipes 

would not burst if there were no 
underground soil movement, 
Halem said constant vibrations at 
development areas triggered 
cracks in them.  

He said the soil movement 

could also be caused by 
groundwater flow due to rain 
which loosened the soil structure.   

Halem added that underground 
pipes were placed at the side of 
roads but they ended up in the 
centre after the roads were 
widened.  

Air Selangor, he said, would 
replace the pipes in Kuala Lumpur 
which are mostly very old. 
Currently, it is 
replacing old cement 
pipes which stretch 
over 438km. To date 
365.16km of such pi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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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abas conducted probe  
to identify cause of incidents
have been replaced.   

“We carried out the 
investigation as part of our 
countermeasure without 
pointing fingers at any parties. It 
is to identify the exact cause of the 
incidents, particularly within the 48-
hour period,” Halem said.  

“The pipes in front of Jalan Pinang 
and Jalan Dewan Bahasa are the old 
300mm cement pipes which can’t 
withhold high water pressure.” 

Air Selangor said a pressure logger 
has been installed to monitor the water 
pressure and to stabilise water supply. 

“To mitigate the risk, we are 

installing an endcap on the pipe 
at the side of the road and 
carrying out tapping relocation 
for 10 premises that are 

receiving water from the 
affected pipeline,“ he said. 

Since Sunday, three sinkholes 
occurred in the golden triangle at Jalan 
Maharajalela, Jalan Pinang and Jalan 
Dewan Bahasa over three consecutive 
days. 

The National Water Services 
Commission has asked Air Selangor to 
investigate the three sinkhole 
incidents and to monitor other areas at 
risk of such occur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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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9月30曰前漂白非法工廠

罰霣嚴iCT黃富有

(双溪毛糯27日讯）雪州政府于今年10月1 

日至明年9月30日为止，推出最后一次非法工 

厂漂白计划，并给予前所未有的漂白奖掖，同 

时加强对非法工厂的惩罚，希望未完成漂白业 

者把握最后机会。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 
说，雪州政府过去已6次 
延长非法工厂漂白计划， 
然而直至2018年11月26 

曰，只有630家工厂成功 
^寧白

他i旨出，州政府这次重 
启漂白计划，是真正的最 
后一次，若到明年9月30 

曰仍未提出申请，将会面 
对严厉的执法行动。

他说，这次漂白计划是 
项“萝卜与大棒”的计 
划，申请漂白业者会享有 
比之前更好的优惠，然而 
逾期不漂白者，也将面对 
更严厉的惩罚，最严重可 
以被充公土地。

他强调，漂白计划墓地 
不是要对付厂家，而是要 
帮肋厂家。

“漂白后，业者才能合 
法经营，以后要把土地转 
名也更方便。”

他昨日到双溪毛糯，主 
持“促进合法化工厂及执 
法方案”讲解会时，这么 
指出。

建在住宅地無法漂白

他说，双溪毛糯是个非 
常大的工业区，拥有1000 
家工厂以上，非法工厂问 
题也严重。

“莎阿南市政厅配合 
州政府漂白计划成立特 
工队，帮助厂家处理漂
白。，’

他指出，厂家只要提出 
申请，当局会尽力协肋。

他也提及，在双溪毛糯 
新村内部分工厂，建在住 
宅土地上，且四周也是民 
居，这类工厂则无法被漂 
白，只能搬迁。

出席者有哥打白沙罗州 
议员曼梳。

■黄思汉向厂家解释州政府推出最后一次非法工厂漂白计划详情。

漂白計劃獎掖
I 土地用途转换费折扣

-业主在指定时间内提出申请及缴付费用获得折扣。

★ 2个月内折扣30%、4个月内折扣20°。、6个月内10%

无力缴交转换费者，可以选择只缴纳1〇%，不过有关土地则 

会被冻结，禁止进行买卖活动。

漂白計劃屆滿后的執法行動
土地局

★ 土地局发出7E记警告信，若业主没有充分理由解释未漂白理由，可被罚款最 

低500令吉，若情况持续，将罚款每天最低100令吉。

★若持续违反土地用途，土地将被充公。

地方政府

★根据城市及乡镇规划法令与1974道路、沟渠及建筑物法令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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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突坍塌出现大坑洞，导致迈薇轿车直插人深坑。
(档案照）

(吉隆坡27日讯）水管过 

于陈旧、道路承压度弱、交 

通流动量增加，尤其是重型 

罗厘的承载量日增等，都是 

促成水管频破裂的肇因。
本月24日11时35分在马哈拉惹礼拉 

路往陆佑路，在默迪卡育场前的路发 
生突陷下大坑洞，造成一辆迈薇轿车 
陷入深洞中；距离不远处的语文出版 
局前方路段，前日也因水管破裂造成 
道路陷下一个坑洞，净水直涌而出。

《中国报》记者针对频发生水管破 
裂，造成地陷问题电访大马水务与能 
源研究协会（AWER)高级经理林素 

芳，她说，埋在地下的水管破裂，是 
受到排水冲击及泥土流失所致，继而 
破裂处崩陷成坑洞。

她说，虽然雪州水供公司已在雪隆 
展开更换水管工程，但有不少陈旧水 
管，难以一时全部更换。

她指出，雪隆区近日发生水管破裂 
问题，是以地下水管为主，有者造成 
道路崩塌、路面崩陷及出现坑洞。

她指出，此外，一些道路的承压度 
弱时，当交通工具在路面川行时，道 
路承压度不够强时，其余压力会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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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久而久之地下水管也会破裂， 
排水涌出及泥土流失时就会形成崩 
塌之处。

鋪路品質沒達標

“路况不佳，包括在铺路时品质 
没有达标、路面厚度没有达到一定 
标准、原料问题等，都会形成该道 
路的承压力不够。”

林素芳说，一些早期没有什么交 
通川行的路段，如今也成为交通流 
动量多的路段，尤其是在隆市一带 
及住宅区道路，除了交通流量多， 
也有许多重型罗厘川行，而且重型 
罗厘的承载量也越来越重，当承载 
量重的重型罗厘经过承压度不强路 
段时，往下延伸其余压会更大。

“这也是造成地下水管会爆的肇 
因之一。”

建議減少無效益水

報告呈了 7年顏题®
士 t素芳说，大马水务与能源 

研究协会于2012年，提呈 

减少无效益水等报告给国家水 
务服务委员会（SPAN)，及多 

次呈交予相关部门及雪州水供 
管理公司等，但建议的方案迄 
今还是未被执行。

她说，在希盟政府执政中 
央，以及国家水务服务委员会 
高层换人后，该协会曾于一两 
个月前与该委员会高层见面， 
当时再提出上述的报告，但迄 
今未有下文。

她指出，报告中也提出许多 
减少无效益水、减少水管破 
裂、更换水管等的方案，希望 
中央政府和国家水务服务委员 
会能重新针对该报告做出探 
讨，加强我国的输水和净水系

7 °她说，从以前到现在，我国

在水管方面都是使用同一个标 
准，例如水管材料、厚度等， 
除了大小不同，水管所用的标 
准都一样。

建議以地區標準更換

她指出，大马水务与能源研 
究协会建议当局，根据不同的 
地区使用不同标准的水管，以 
应付不同地区的情况、延长水 
管的使用期及减少水管破裂的 
情况发生。

“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情 
况，使用不同标准的水管，例 
如在住宅区、工业区、商业 
区、道路地区等，在经过交通 
流重量多的路段、重型车辆多 
的地区等，使用不同标准的水 
管，确保水管不会因为外来的 
因素和压下下，容易破裂。”

语

水
不不f

^3 理公t

水 
管 
破 
裂

a

.素芳促请雪州政 
‘府或舊州水供管 

理公司，更换水管时 
应以其严重性为更换 

的前后次序，以水管太过陈旧 
和太常发生破裂情况的地点， 
为优先处理。

她说，建议当局区分为轻、 
中和严重，先处理一些水管太 
过陈旧和太常发生水管破裂的 
地区，之后再延伸到情况中等 
的地区，过后再处理及更换其 
余地区的水管。

她指出，如果水管破裂的问 
题减少，将协肋减少无效益

水，用户使用的净水会更加 
多，霄州水供管理公司的收入 
也会増加，在更换水管时有更 
充足的资金。

她说，当局应尽速处理更换 
水管的工程，因一些发展中国 
家也在进行水供提升计划及对 
水管等的需求量也是相当的 
高、一些材料也不是在本地生 
产等，将会促成更换水管工程 
的成本逐年的提高。

“除了一些有计划性的更换 
水管工程，在本地通常都是在 
水管破裂后，才会更换相关的 
水管。”

往往不了了之

應嚴懲環境污染者
素芳说，今年内，国内 

1 多次发生河流和环境污 
染课题，不只造成人民健康受 
危害，也因滤水站被迫停止运 
作，造成许多地区和用户面对 
水供中断的问题。

“即使各单位在事发后采 
取行动，最后仍一样不了了 
之。”

她指出，从国家水务服务委 
员会和环境局，在2006年水供 
服务工业法令、19T4年环境素 

质法令已经授予相关部门、负 
责人等后，拥有足够权力采取 
行动对付涉及污染环境的违例 
者〇
4说，上述两个法令赋权当 

局，对污染环境和河流的违例

者实施严厉刑罚，足以达到杀 
儆猴效果。

“根据上述法例，违例者一 
且罚成，将面对监禁、罚款钜 
额款项等，包括必须承担污染 
环境的后果及承担清理费用
等。，’

林素芳说，目前，主要还 
是这些法令没有严加执法， 
从过去到今天，一些违例人士 
包括厂商和业者等也没有面对 
严厉的刑罚，有些调查也不了 
了之，造成同样问题一再重 
演o，’

° 她重申，只要有更严厉的刑 
罚，她相信将不会有人敢再敢 
违例，把工业废料丢进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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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7日讯）201T年国该部也举办多项活动或论坛， 

民健康与发病率调查（NHMS) 协助家长应对有关问题。” 

报告显示，国内有50.1°。13岁 活动包括2018年11月3曰，

至17岁的青少年，每天花费至LPPKN也在全国家庭月举办 

少3小时在观看电视节目、玩有关家长在网络世界责任及 

电脑游戏或上网。 与网络安全研讨会等；2019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年6月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部长杨巧双指出，报告也指 UNICEF)合作，举办家长与 

出，85.67。青少年为网络使用儿童网络数码保护等论坛。

NHMS報告：逾半每天花3小時

2肷青少年上網成瘾
者，当中有29°。已上网成瘾。 杨巧双今日在国会下议院问

她指出，国家人口及家庭发答环节，如是回应土团党保佛 
展局（LPPKN)研究也显示，区国会议员拿督阿兹莎的提 

在巴生谷有78.3°。的父母允许问。

孩子使用智能手机。 她坦言，欲解决青少年或儿

“这令该部非常担心青少年童上网成瘾，并非易事，更是 

因此沉迷在网络世界，从而忽个非常大的挑战，因就连成人 

略身边事物与真实世界，对此都无法一刻离开智能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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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7日讯） 

消防栓被泥土埋没、 
开启后没水、阀口处 
无法开启等，泗岩沬 
达南一带部分消防栓 
确认失灵。

泗岩沬区国会议员 
特别助理谢有坚说， 
甘榜泗岩沫荅哈耶（kg
segambut bahagia )
和甘榜泗岩沬登央（kg
segambut tengah)之

前曾发生火烧木屋事 
件，他们对于当地消 
防措施也深表关注。

他说，他日前联同 
冼都志愿消拯队伍， 
前往泗沬国会选区内 
的一些地区检查当地 

的消拯栓。
他指出，他们主 

要在泗岩沬冷达路

(Jalan Segambut 
Rendah)、泗岩沫 
达南巷（Lorong 
Segambut Dalam)、 
泗岩沫盛兰园（Taman 
Sri Sinar)、6/38J 
路、Kiara 3路、泗岩 
沬路、A1 L:budiah清 

真寺一带等进行检查 
工作。

他说，所检查的9个 
消防栓中，只有2个可 

正常运作，其余都面 
对各种问题，例如没 
有水、没有锁匙可开 
启阀门开关、无法使 
用等。

“°囯会议员服务中 

心将在近期内致函消 
拯局和雪州水供管理 
公司，列出当地无法 
使用的消防栓地点，

泗岩沬達南消防栓失靈

謝有堅與志消隊前往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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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大馬首個冀1年内完成
eB
DBD

(八打灵再也27日 

訊）八打灵再也市 

政厅欲在1年内，把 

灵市打造成为全球第34个、我囯第一个 

“儿童友善城市”。

灵市市长拿督沙尤迪说，市政厅昨日起连续2 
天举办“儿童友善城市会议”，并获得200多名 

来自全马各地孩童参与。
他指出，为孩童提供福利是可持续发展城市 

与社区中的其中一个目标。
“目前全世界有33个城市已经被鉴定为“儿 

童友善城市”，我们希望成为第34个。”

他今早主持常月会议时指出，当天中午的儿 
童友善城市会议结束后，市政厅将于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他说，该友善城市会议中会提出一个行动方 
案，而市政厅会根据有关方案，打造一个儿童 
友善城市。

重視孩子意見

市打

^1: 暴篇au
_

V ■

下月增14泊車收費區

. .

舞.

■加一
灵14档
市个案
政泊照
厅车^
将收
在赛
12区 
月0 
1 
曰

增

1. 第5区
2. PJS 1
3. PJS 3 (名家镇）

“行动方案中，有一项是成立儿童议会，让 
一群18岁以下孩子，如我们召开常月会议般， 

针对城市的课题展开讨论，我们会有人协助他 
们召开会议，市政厅也会重视孩子的意见，考 
量儿童议会的会议结果。”

他指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会给予市政厅3年 

时间来实现儿童亲善城市，不过他打算在1年内 
就完成。

“我们会在明年1月启动这计划，希望能够在 
最短时间内完成这个行动方案。”

下月增14泊車收費區
g市政厅将在12月1曰，増加14个泊车收费 

区。
沙尤k说，下月起，上述地区将会开始执 

法，取缔违例泊车驾驶者。
“新増的收费区，其收费率与其他地区相 

同，即每小时60仙，一天5令吉，每月100令
士
n c

他指出，公众可以向泊车固本代理购买泊车 
券，或透过Smart Selangor Parking应用程序 

线上付费。

I沙尤迪

撥款428萬保養15公園
、>卜尤迪说，为了加强公园的保养与管 

理，市政厅明年会准备了一笔428万 
令吉的特别拨款，作为灵市15座公园的保 

养用途。
他指出，除此市政厅也有拨出1294万 

9000令吉，用在保养38个公共园景区，包 

括除草、打扫清理、清理垃圾等。

他说，市政厅也拨出310万令 
吉，委任15名承包商，协助市政厅 

保养及维修各公园内的公共设施。 
另外，他指出，市政厅为了节能，已经 

在3座建筑物即中路的市政厅大厦、Sivik 

礼堂及雪兰莪路的社区图书馆，实行精明 
管理用电。

他说，这项计划是与高等教育机构 
([PT)合作，并放眼能够在2030年，为 

灵市减少30%碳排放。

4. PJS 5 (PJCC)
5. PJS 10
6. PJU 1A
7. PJU 5
8. 哥打白沙罗第4区
9. 哥打白沙罗第5区
10. 哥打白沙罗第6区
11. 哥打白沙罗第7区
12. 哥打白沙罗第8区
13. PJU 6
14. PJU 7

再也市政廳常月會議•■八打

新
增
的
收
費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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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市议会早前在蕉赖鸿贸商城查封其中 
一间没有准证经营的夹娃娃机店。

只
限3
地
點
娛
藥

■* jihJ

7

(加影27日訊）夹娃娃机渐盛 

行，加影市议会通过发出准"f正给区 

内夹娃娃机及礼物机业者，业者即 
日起可向市议会提出准证申请。

加影市议会副主席纳兹慕丁指出，市议 
会过去只允许业者在购物商场摆放夹娃 
娃机和礼物机，随著市场有需求，市议 
会决定在娱乐区合法化夹娃娃机和礼物机
(Mesin Hadiah )〇
他指出，可以申请准证的娱乐区只有3 

个地点，包括无拉港C180商业中心、无拉 
港118商业中心、以及蕉赖鸿贸商城。

可罰款1000

他说，市议会目前正在处理合法化工 
作，所有业者必须申请特别娱乐准证，这 
也可以为市议会带来收入。

■苏仁强出示加影市议会通过合法化夹娃 

娃机行业的议案。

他今日主持市议会常月会议后，在记者会 
这样指出。

“目前市面上的夹娃娃机都是非法营 
业，市议会决定发出的特别娱乐准证，与 
执照不一样，准证可以随时取消，若业者 
违反任何条例。”

他说，业者若没有申请准证，市议会可 
以罚款1000令吉和充公相关机器。

据了解，蕉赖鸿贸商城目前有约5间夹 
娃娃机和礼物机，业者都用咖啡馆执照经 
营，随著市议会决定发出准证后，业者 
都必须申请特别娱乐准证。

業者須繳1萬抵押金
加

■商场内常见的礼物机，让消费者以低价碰运气淘 
商品。

影市议员苏仁强说，市议会之前 
只允许业者在商场摆放夹娃娃机 

和礼物机，是因为这类机器可能含有 
赌博成分，设在商场有商场管理层可 
以管制。

他指出，近期鸿贸商城有一些业者 
遭到市议会取缔及查封，随著市议会 
向业者亮绿灯，业者可以直接向市议 
会申请准证。

他说，准证费1800令吉，业者必须 

缴付1万令吉抵押金和手续费，总共 
费用为1万3145令吉。

“抵押金是为了确保业者没有违 
反条例，只要遵守条例就可以取回 
抵押金。”

i他呼°吁业者透过合法程序申请准 

证，避免透过中间人违法营业，因 
为市议会没有委任任何中间人。

他强调，只要咖啡馆内有摆放 
夹娃娃机和礼物机，都必须申请 
特别娱乐准证。

加
影市议会议决，对 
加影新城一项雪

州人g梦想家园（简称 
梦之家，Rumah Idaman 
Selangor)计划发出停 
工令长达7天，以“教 

训”不遵守市议会条例的发展商。
加影市议员丘钦瀚周三在市议会常月会 

议提出，有关发展商经常超时工作，且在 
周曰施工，包括进行打桩工程，对隔壁的 
Tropicana Height住宅区居民造成严重影 

响，居民多番投诉。
他说，居民已呈信向雪州大臣阿米鲁丁、 

万宜国会议员王建民以及市议会投诉，市议 
会也已经发出5次的罚款给发展商，但有关 

发展商依然违例施工。
他说，由于有关房屋计划与'1'ropicana

“教訓”不守條例發展商

夢泛家計劃卷
Height住宅区房屋峨连，市议会必须探讨 
g展商有否根据指南设置两个住宅区的距 
离〇

^透露，有关梦之家计划在去年动工， 
预计2021年竣工，计划拥有4座共1200个 

单位。
市议会副主席纳兹慕丁回应时指出， 

若市议员同意，市议会可以发出7天停 

工令给有关发展商，作为教训违例发展 
商。

他也要求会议记录市议员的同意。

丰富

加
影
市
議
會
常
月
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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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拍賣報廢車摩哆

梳邦再也市會今開放觀看
有遵守已安排时间表的公司。

市议会也例出条件，分别是所 

有将售卖的报废车辆和摩哆将会 

丨呆持在投标者当时所见的情况、 

如果有关被下标的车辆和摩哆失 

窃、不见等情况时，市议会将不 

会负起相关责任、购买者在买下 

该车辆和摩哆之后的一切手续 

费、运输费及其他等都必须要自 

厅承担。

买者也不能拆除、溶解及取走 
其他放置在仓库中的其他报废的 

吻品、成功购买者必须要在献议 
信发出的7天内付清全额款项、 

买者在付清款项之后，就必须要 

在T天内取走其买下的摩哆或车 

辆，如果逾期没取走，买者所缴 

付的款项将不会被退还。

下標須準備相關文件

有意要下标者必须要准备相 

关文件，例如竞标价格、需附 
上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SSM) 

左意执照、财政部准证和代码 
(kod bidang) (221901 - 购

买报废物品（没有准证）或者 
221902-购买报废物品（必须要 

隹证））、公间简介、警方准 

证、招标书（f附件）（点击下 

戟）等。

上述文件在准备后，就必须 
要呈交给Sebut Harga， 

Jabatan Khidmat Pengurusan, 

ringkat 2,Majlis Perbandaran 

3 u b a n g Jaya，Persiaran 

3erpaduan , USJ 5，47610 

Subang Jaya,Selangor，投标 

的截止日期是在12月3日中午12 

付。

仓库地点
车辆和 

其他数量

摩哆

数量

1.蒲种乌达马（Puchong Utama) 27辆 37辆

2.斯里沙登（Seri Puchong) 27辆 -

3.USJ 19 48辆 -

4.Taman Perindustrian 3 (TP 3) 20辆 -

5.SS 13 7辆 -

6.沙登岭（Buklt Serdang) 23辆 -

总共 152辆 37辆

在陸路交_/謹總■韻料的摩咳

数量 车牌号码 摩哆款式
放置仓库 

的所在地

1 TIADA N0 RANGKA SUZUKI OFFICE

2 - RANGKA SUZUKI -

3 - RANGKA M0T0SIKAL -

4 - RANGKA KAWASAKI -

5 - RANGKA SUZUKI -

6 - RANGKA M0T0SIKAL -

7 - RANGKA YAMAHA -

8 - RANGKA M0DENAS -

9 - RANGKA HONDA EX5 -

10 - RANGKA M0DENAS -

11 - RANGKA MZ -

12 - RANGKA YAMAHA -

13 - RANGKA SUZUKI -

14 - RANGKA SUZUKI -

15 - RANGKA M0T0SIKAL -

16 - RANGKA HONDA -

17 - RANGKA M0DENAS -

18 - RANGKA M0DENAS -

19 - RANGKA HONDA EX5 -

20 KAV 5065 RANGKA M0DENAS -

21 - RANGKA M0SKIT0 -

22 - RANGKA YAMAHA ST0R

23 - RANGKA YAMAHA EGO -

24 - BASIKAL ELEKTRIK -

25 - RANGKA SUZUKI -

26 - RANGKA M0T0SIKAL -

27 - RANGKA M0DENAS -

28 - RANGKA M0DENAS -

29 - RANGKA HONDA EX5 OFFICE

30 - RANGKA M0T0SIKAL -

93 DAT 5126 CHEVROLET -

94 JJG 967 P. WAJA -

95 WEG 6181 AUD -

96 酬618 BMW -

97 關 4135 P. RUSA -

98 WHJ 9126 RENAULT -

99 WJ 1387 MITSUBISHI -

100 WME 5573 AT0S -

101 WMJ 8383 VOLVO -

102 WWT 8042 CHEVROLET -

103 WXU 1404 PEUGEOT -

104 BFD 9347 P. KANCIL -

105 JCR 7999 P. SAGA -

106 CAR 299 P. KANCIL -

107 WKG 5593 TOYOTA -

108 ■ 8979 NISSAN -

109 PLP 5124 AUDI -

110 BHK 3619 P. KENARI S. SS13

111 WKK 6579 P. WIRA -

112 WCU 5338 LORI -

113 WEY 2071 P. KANCIL -

114 WGP 9833 P. PERDANA -

115 _ 3465 P. WIRA -

116 WGC 7302 NISSAN -

117 ADN 3722 P. KANCIL ST0R PBS 14

118 BCN 2480 NISSAN VENEHE -

119 BEE 3623 LORI DAIHATSU -

120 BEV 9350 P. WIRA -

121 WNP 3518 P. SAVVY -

122 BGX 8092 HYUNDAI -

123 JDK 963 P. KANCIL -

124 JEN 1153 P. TIARA -

125 JGW 8397 P. WIRA -

126 KAA 1970 NISSAN VENETTE -

127 MAG 399 P. KANCIL -

128 PCX 361 P. SAGA -

129 ■ 1420 TOYOTA -

130 WBQ 2656 NISSAN -

131 WDX 8091 P. SAGA -

132 WEY 5795 P. SAGA -

133 WFB 5961 P. SATRIA -

134 WFB 8028 P. SATRIA -

135 WGB 3581 P. RUSA -

136 WGS 624 P. KANCIL -

137 WHU 1816 P. WIRA -

138 WKY 9547 KIA -

139 WNJ 965 P. SAGA -

(梳邦再也27日讯）梳邦再也 

市议会将于近期举行拍卖报废车 

辆、摩哆等活动，并将于明曰 
(28日）开放让有意购买者到场 

观看相关车辆和摩哆。

梳邦再也市议会近日通过其官 

方网站，张贴市议会将于近期举 

行售卖报废车辆、摩哆等的活 

动，并公开让有兴趣者标价。

市议会将于明日早上10时带领 

有意购买者，前往仓库处巡看有 

待售卖的报废车辆和摩哆，集合 

地点是梳邦再也市议会蒲种乌 
达马分局的拖车中心（Pejabat 

Cawangan Puchong, Jalan Utama 

2/5， Taman Perindustrian Maju 

Jaya Batu 14, 47100 Puchong, 

Selangor (Belakang Petron 

Puchong Utama) 〇

同时，市议会表明不会应酬没

被報廢的摩哆名單

数量 车牌号码 摩哆款式 放置仓库的所在地
1 WKU 6239 HONDA EX5 STOR PUCHONG
2 BKK 8771 HONDA -

3 WCK 7079 YAMAHA -

4 BCW 4612 HODENAS -

5 WRV 9205 MODENAS -

6 WWX 627 YAMAHA BELAKANG OFFICE
7 ST 5391 F YAMAHA STOR PUCHONG

在醒交_/麵ii■韻料的車輛

m 车牌号码 车辆款式 放置仓库的所在地
1 TIADA NO DAIHATSU STOR SRI PUCHONG
2 - TOYOTA -

3 - FORD -

4 - WK_A -

5 - WKAIOTOTA -

6 - LORI -

7 - WKAP.m -

8 - WKA HONDA STOR USJ 19
9 - RANGKA -

10 - RANGKA -

11 - RANGKA -

12 - MINI COOPER STOR SS 13
13 - AUDI -

被報廢的車輛名單

数量 车牌号码 车辆款式 放置仓库所在地

1 AHB 6052 P. SAVVY S.PUCHONG UTAMA

2 BBV 3790 TOYOTA COROLLA -

3 BHM 4024 DAIHATSU -

4 HB 872 P. ISWARA -

5 _ 7407 P. KEMBARA -

6 WJG 1889 P. KANCIL -

7 ■ 9605 P. SAVVY -

8 WPJ 1187 KIA -

9 WQP 8086 P. PERSONA -

10 WCB 4431 NISSAN -

11 WDT 158 P. ISWARA -

12 WFE 1819 NISSAN -

13 WFT 7493 P. RUSA -

14 ■ 6786 P. SAGA -

15 JGC 5698 P. WIRA -

16 _ 6227 TOYOTA -

17 WGA 2386 AUDI -

18 PEH 6388 P. WIRA -

19 WNQ 9726 NAZA RIA -

20 BJA 3316 BMW -

21 BHY 7777 MERCEDES -

22 _ 5590 P. KANCIL -

23 關804 P. KANCIL -

24 BFW 9171 NISSAN -

25 BCS 6705 HONDA -

26 BDK 1156 P. SAGA -

27 WSQ 4374 P. EX0RA -

28 BCH 6483 NISSAN STOR SRI PUCHONG

29 BFA 5693 P. WIRA -

30 BFE 3763 P. RUSA -

31 BJW 1178 P. VIVA -

32 BGG 2098 KIA -

33 PDN 3922 P. TIARA -

34 WJF 9946 RANGKA KIA -

35 WTS 7990 KANG00 -

36 WAX 3865 RANGKA HONDA -

37 BGJ 4534 P. KANCIL -

38 画 1980 P. KANCIL -

39 BFK 2403 P. ISWARA -

40 ■ 4775 P. WIRA -

41 _ 9606 P. WIRA -

42 ■ 5047 P. WIRA -

43 圆 7021 P. ISWARA -

44 WNY 6657 P. SAVVY -

45 WCJ 2908 P. SAGA -

46 PDJ 1507 P. SAGA -

47 BHK 2005 AT0S -

48 AAK 1185 DATSUN STOR USJ 19

49 ABW 6389 TOYOTA -

50 ACM 8822 P. WIRA -

51 ADW 900 P. WIRA -

52 BBC 2439 DATSUN -

53 BCL 3486 TOYOTA -

54 BCT 8936 NISSAN -

55 BDH 4678 P. SAGA -

56 BFK 1845 P. KANCIL -

57 BHC 1485 NISSAN -

58 BJA 2336 FORD -

59 CAP 7602 P. KANCIL -

60 CBE 8626 P. SAGA -

61 CBH 2791 NISSAN -

62 DM 926 P. KANCIL -

63 HBA 4724 TEKSI P. SAGA -

64 JKH 1671 AT0S -

65 NAC 5505 HONDA -

66 WGD 3350 P. TIARA -

67 PFF 4618 P.WIRA -

68 _ 5161 KERETA -

69 WAX 965 MERCEDES -

70 ■ 4781 MAZDA -

71 WBN 6965 LORI TOYOTA -

72 WBN 9285 P. SAGA -

73 WBX 7641 LORI TOYOTA -

74 WCH 4674 TOYOTA -

75 WCR 5113 HONDA -

76 WEL 6678 TOYOTA -

77 WFM 6706 P. SAGA -

78 WFV 9610 P. WIRA -

79 WFX 6885 PEUGEOT -

80 WGY 7660 P. WIRA -

81 ■ 6007 P. SAGA -

82 WHS 2278 P. SAGA -

83 ■ 5652 P. WIRA -

84 WKS 4322 HYUNDAI -

85 WLE 5143 P. SAGA -

86 BCX 6543 P. SAGA -

87 BCJ 1505 P. SAGA -

88 JDJ 1008 P. SAGA -

89 WFX 5077 P. SATRIA -

90 AEM 6792 P. WAJA TP 3

91 BGJ 3060 P. PERDANA -

92 BHL 9733 MERCED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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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日讯）吉隆 
坡市中心3处水管破裂的问 

题，已由雪州水供管理有限 
公司（Air Selangor)，委 

任的承包商完成维修。
雪州水供管理有限公司客 

户服务和公关经理阿都哈林 
发文告指出，当局对水管破 
裂的现象展开调查，造成水 
管破裂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强 
烈的震动或撞击造成土地移 
动。

“如果附近有工地，或者 
水管比较接近路面，就容易 
发生水管破裂。”

他说，连日下雨、地下水 
的流动令泥土变软，或者陈 
旧水管无法承受过高水压，

隆市3水管破裂已維修
都是土地移动和水管破裂的 
原因之一。

针对马哈拉惹里拉路 
(Jalan Maharajalela)坑 

洞事件的后续行动，他说， 
雪州水供管理有限公司重新 
调整水压，并在一旁的水管 
安装管帽（End Cap)，让 

附近10户能享有水供。
“至于在槟城路（Jalan 

Pinang)和语文出版社路 
(Jalan Dewan Bahasa)， 

当局发现破裂的是300毫米 
的石棉水泥管（AC)，当局

安装水压记录器（Pressure 

logger)分析水压的变化， 

以便稳定当地的水供系 
统〇 ”

也补充，语文出版社路破 
列的石棉水泥管已经使用超 
过30年，除了承受每天的车 

流量形成的压力，震动和泥 
土移动都会对水管造成影 
响。

“本公司的长期方案是 
更换438公里长的陈旧石棉 

水泥管水管，目前已更换 
365.16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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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妇女非法封

舉報鄰居報假案

老翁不滿警

(吉隆坡27日 

讯）疑邻居报假 
案，老翁前往报 
警举报，警察却 
把案件列为民事 
案件“草率”处 
理，引起事主不 
满。

报案人威廉丹尼斯（67岁）说，邻 
居于201T年7月在梳邦再也SS1T警察局 

报案，指他偷窥、骚扰并对她的家人 
构成威胁长达20年，可是对方根本没 
有在该地区居住长达20年。

威廉丹尼斯今日在皇家雪兰莪俱乐 
部召开记者会时说，该邻居事后有向 
一家英文报章投诉，“叙述”其遭 
遇，有关报章也刊登了相关新闻。

他在同年到警察局报警，指该邻居 
报假案，甚至协助警察调查此案，可 
是警察最后却要求他对该妇女提出民 
事诉讼。

他也说，该妇女是犯了刑事案件，

IL
任何的回应。” 

威廉丹尼斯补充，
1^1 丨 IIJ 言 yjct'闩乡口 J"丨工

回复。
“我多次致函给武吉阿曼警察总长 

拿督斯里阿都哈密，可是都没有得到

闭墙，是不符合梳邦再也市议会的 
标准，除了被拆掉，梳邦再也市议 
会也要求该妇女帮忙维修破裂的裂 
痕，可是该妇女却无动於衷。

对
待
。廉

丹
尼
斯
希
望
自
己
得
到
公
平
的

Page 1 of 1

28 Nov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3
Printed Size: 200.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3,945.11 • Item ID: MY0038008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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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城2 7日^

讯）国家水务委M
员会（SPAN)指 ■

出，根据雪州水

r=!=n

调查，吉隆坡在 
不到48个小时内 
发生3宗路陷的问 

题，其中一个原 
因可能是受强烈 
震颤或震动，造 
成土地移动。

“此情况的发 
生，是涉及一些 
距离建筑工地不 
远的水管，及位 
于道路下方的水 
管。”

该委员会也指 
示雪州水供管理 
公司，尽速调查 
11月24日发生在 

马哈拉惹礼拉路 
朝向陆佑路方 
向，隆雪华堂前 
发生路陷一事，
及鉴定肇因。

国家水务委员会发文告 
指出，雪州水供管理公 
司承包商今日清晨已完成 
维修水管工程，及重铺道 
路。

文告也指出，土地的移 
动，也可能是下雨之后排 
水在地下流动，造成地下 
泥土结构变得松软，在没 
有稳固的泥土支撑下，促 
成水管断裂。

.強

隆烈
48震
小焉

"P

路i
陷地

移
動

文告说，水管破 
裂也可能是过高水 
压问题引发，尤其 
是一些陈旧水管 
及石棉水泥材质
(asbestos-cement
(AC)的水管无法 

负荷过高水压的情 
况下，导致水管破 
裂。

重新調整水壓

“在玛哈拉惹礼 
拉路发生路陷事件 
中，雪州水供管 
理公司已重新调 
整当地的水压， 

包括在路旁的水管 
安裝水管安装管帽 
(endcap)，转移 

取用该水管净水的 
10个用户的输水系 
统〇 ”

文告说，在槟榔 
路和语文出版局前 
方路段发生路陷问 
题，公司发现是当 

地一条直径300毫米的棉水 

泥材质的水管破裂。该公 
司已安装了压力记录器， 
执行阀门控制及巡视目标 
地点的水压情况。

“委员会也要求该公司 
巡查其他高风险的地点， 
确保在雨季时分不会有类 
似问题重演，雨季预计持 
续至明年2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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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洞烏魯新村

週日邀你來綠化社區
(甲洞27日讯）由甲洞 

乌鲁新村村管理委员会主 
办、士拉央市议会及由士 

拉央市议员谭嘉丽带领的第 
13区居民委员会联办的新 

村社区绿化活动，订于12 

月1日（星期日）上午8时 

至中午1时在甲洞的天法威 

灵庙旁的空地旁进行。

鹅麦县乡村协调官潘佩玲 

指出，这项活动的目的为提 

高村民及居民们对于爱护环 

境及环保的意识，让大家都 

可发挥自己是"地球战士” 

的角色，齐为社区保持整 

洁。爱护地球从爱护自己的 

社区开始。

这项活动将从早上8时开

始’参与者走入甲洞乌鲁新 

村的范围进行一项名为‘‘慢 

跑捡垃圾”的活动，把随处 

可见的垃圾现场分类，让垃 

圾变黄金。

制生态砖赢丰富奖品奖金

活动的另一重点是制作生 

态砖比赛，民众可把已制作 
好的生态砖带来现场，大 

会将以重量为比赛基础。 

大会准备了丰富奖品及高 
达2000令吉总奖金给予比 

赛优胜者。冠亚季军各1名 

分别可获300令吉、200令 

吉及100令吉的现金奖、礼 

品及奖状，另10名优秀奖 

的得主可获得80令吉现金

■潘佩玲（中）、甲洞乌鲁新村村长黎丁财（左四） 

及管委会委员呼吁民众踊跃参加新村社区绿化活动， 
加入“地球战士”行列。

奖、奖品及奖状。制作生态 

砖比赛将在活动当天颁奖。

她补充，在与市议会接洽 

后，获得市议会大力支持这 

项“绿化社区系列活动”， 

于是决定今年由甲洞乌鲁新 

村为系列活动的起跑点。接 

下来，社区绿化系列活动将 

逐步进入鹅麦县区内其他12 

个新村。“我了解这类型的

社区绿化活动需持久，才能 

有效培养及提升村民爱护地 

球及环保意识，所以才找市 

议会配合。”潘佩玲说到。

这项活动公开予所有村民 

及居民参加，年龄不拘，免 

报名费。

大会也特设幸运抽奖环 

节让所有出席民众参与。
(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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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赖鸿贸商城抓物机（夾娃娃机）盛行，不少业者“利用”咖 

啡店执照“一开二，兼做饮料和抓物机生意。

加影市會合法化夾娃機
業者受促速申請准證

(加影27日讯）蕉赖 

鸿贸商城抓物机（夬 

娃娃机）正盛行，为 

免有更多业者利用咖 

啡店执照混水摸鱼， 

力口影市议会决定让抓 

物机合法经营，业者 

受促向当局申请娱乐 

准证。

据了解，加影市议会辖区内只有三个 

地区获准发出娱乐准证，分别是蕉赖南 
区C180、C118及蕉赖鸿贸商城，有意在 

这些地区经营抓物机生意的人士须申请 

娱乐准证，当局不再允许业者使用咖啡 

店执照却同时经营抓物机业务。

由于抓物机被归类为含有赌博性质， 

市议会没有提供相关执照，但是该业务 

性质在蕉赖南区逐渐火红，很多业者无 

法申请有关执照，于是透过中间人申请 

咖啡店执照后"变身”，经营起抓物机 
生意。

禁咖啡店兼营夹娃机

据知，申请娱乐执照经营抓物机生 

意，抵押金高达1万令吉，其余费用包括 
手续费、每部抓物机费用、准证等，业 

者至少需付1万3000多令吉。

加影市议员苏仁强指出，有关措施在 
今天市议会的月常会议上通过，当局不 

希望有更多的业者利用咖啡店执照“一 

开二”，一边卖饮料一边做抓物机生 

意，因此允许业者申请娱乐准证以合法 
经营。

li说，目前正在经营咖啡店兼抓物机 

的业者，勿试图无视当局指示，市议会 

执法组会不时突击检查，一旦发现业者 

的咖啡店里出现抓物机，却未申请娱乐 

执照，当局会采取对付行动。

他表示，市议会要将咖啡店执照及娱 

乐准证分开处理，业者不可混为一谈， 

如果要经营抓物机生意，必须遵守条 

规。

"市议会并没有委任中间人处理有关 

事项，业者必须依据合法程序申请准 

证。”（T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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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米山湖景公園

週曰開始提升工程
(加影27日讯）重新 

招标委任新承包商接手 
锡米山湖景公园的提升 

工程，将在1 2月1曰正 

式动工，这项为期8个月 

的工程料在明年7月底竣 

工，届时耗资110万令吉 

提升的湖景公园，不但 

成为加影区最大型休闲 

区，更将成为旅游景点

新地标。
加影市议员颜丽丽今 

午与无拉港区州议员王 

诗棋前往湖景公园视察 

后表示，雪州政府在去 

年已批准拨款提升公 

园，惟当时的承包商出 

现财务问题，工程进行 
至12%就停顿，最后遭 

加影市议会在今年1月中

■左起谢伟贤、顏丽丽及王诗棋，和市议会官员 

讨论锡米山湖景公园提升工程事项。右为魏子

■公园现有设施会保留，并增设户外健身设备

止合约，重新招标委任 

新的承包商。

据悉，有关提升工程 

会按照之前的设计图进 

行，包括在湖边种植果 

树、增建凉亭、儿童乐 

园设施及户外健身设 

备，并设有脚车道、跑 

道和筑小桥，其中最大 

特点是打造一条“樱花 

道”，两旁种植各30棵 

白色和粉红色"大马樱 

花树"风铃木。

打造“大马樱花”道

她说，按照当初的计 

划，提升工程原可在今 

年完工，但被前承包商 

问题影响被迫延迟，新 

承包商预料在明年7月31 

曰前完成。

她强调，更换承包商 

并没有加重工程开销， 

反而减少部份费用，但 

最重要是如期完工。

无拉港区州议员王诗 

棋相信湖景公园提升工 

程完成后'可吸引加影 

区以外的民众前来。

另一方面，锡米山新 

村管委会主席谢伟贤披 

露，该湖景公园升级 

后，未来可在该公园举 

办户外节庆活动，例 

如新春、中秋节等。 
(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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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议员玛丽约瑟 

芬建议，森福利局 

有必要与国民登记局系 

统连线，以便更新援助 

金受惠者的状态，避免 

发生受惠者过世后，福 

利局在不知情下依然发 

放援助金，最后官员还 

必须承担责任赔偿，这 

并不公平。

应更新受惠者资料

她说，福利局直接将 

福利金汇入受惠者的措 

施固然好，不过当局更 

应不断更新受惠者的状 

态，因为曾发生援助金 

受惠者逝世后，福利局 

却不知情，'继续发放。

流浪狗尾追前往祈祷的民 
众，在上下学时段，也可 

以看见流浪狗在一旁侗机 

而动。流浪狗并非季节性 

的问题，市议会虽有在其 

选区执法，但约三个月后 

问题再现，对此州政府是 

否有更好的方法，或有一 
套应对机制^

马尼甘希望了解非政府 

组织向州政府申请一片地 

段作为收容所的最新进 

展，同时州政府给予非政 

府组织的拨款。

阿都沙末则提问，被主 

人抛弃的狗只，也造成流 

浪狗问题，州政府对此又 
有何行动？（ LSL )

另外，她也认为，森 

福利局发生系统故障无 

法准时发放援助金予受 

惠人民的理由无法让人 

接受，并且要求该局进 

行检讨和改善。

她指出，几个月前援 

助金受惠者并没有如期 

收到款项，了解后才得 

悉是因为系统故障，但 

这不应该发生，因为许 

多受惠者是靠援助金维 

持生活，福利局一旦无 

法如期发放，将影响受 
惠者的生活。

她是于昨日在森州议 

会辩论财政预算案时， 

如是指出。

促对付非法电讯塔

至于电讯塔问题，玛 

丽约瑟芬则建议，地方 

政府应该采用更严厉的 

手段和措施'对付没有 

经过当局批准，兴建电 

讯塔的工程。

同时，玛丽约瑟芬也 

说，流浪汉常在五脚基 

和巴士站等地方出没，

州议会今日进行最后部 

分的□头问答环节，首个 

进行的是拉杭州议员玛丽 

约瑟芬提出的流浪狗问 

题，除了她本身的附加问 

题，宁宜州议员阿都拉 

曼、金马士州议员阿都拉 

扎、遮兰巴当马尼甘及神 

安池州议员阿都沙末，也 

趁机抛出流浪狗的问题。

由于反应过于"踊 

跃”，张聒翔在一一回答 

后也表示，在新的流浪狗 

收容所完成后，将会以汇 

报会的方式，向各议员交 

代进展。

较早时，玛丽约瑟芬指 

出，市议会根据标准作业

瑪麗：免死者仍獲援金

福利局應連線登記局

■周世扬建议州 

政府设工作坊， 

探讨如何解决人 

民组屋问题。

►森州議會

■泠
森流
州浪
将狗
有问
一题

套。
专
属

标
准
作
业
程
序

解

流浪狗課題掀罵戰

張聒翔遭4議員圍攻

(芙蓉27日讯）流浪狗课题在森州 

第十四届第二季第三次立法议会上掀 

口角战，掌管有关事务的州行政议员 

张聒翔面对4名在野议员踊跃附加问 

题围攻时表示，待流浪狗收容所完成

后，将展开汇报会，让

关心相关问题的议员 

了解最新进展。

而这种现象已很频见，

所以要求州政府给予关 

注，避免对其他公众造 

成困扰。

她说，流浪汉一般都 

是患有精神疾病或忧 

郁，或是被家人离弃，

州政府应该给予关注，

给予辅导或治疗，并安 

排适当的地方，如效仿 

雪兰莪州政府所设立 

的中途宿舍（halfway 
house )，收留流浪汉& 

提供他们适当治疗。

“与其给予免费食 

物，我认为更应该教会 

这些流浪汉生活技能，

让他们能自己挣收入过 

生活。”

针对流浪狗的问题， 

她说，流浪狗的出没会 
导致部分人民的困扰，

因有时候发生乱吠或追 
人的状况，流浪狗还会_ 

翻找垃圾。

她质问，一些有记号 

的狗只为何还会被流放.

在区内^而不是被收留 

在较为偏僻的地区？但 

无论如何，她希望州政 

府应尽快和妥善处理这 

一直无法解决的问题。 
(LSL)

周世揚：解決組屋問題

州政府應津貼組屋管委會

p白州议员周世扬指 

>出，罗白区共有17 

个组屋区，但其中75% 

的组屋管委会都不活 

跃，因此建议州政府给 

予组屋管委会津贴，让 

管委会有能力解决组屋 
的问题。

他说，全森由地方政 

府管理的组屋区有751 

个，共6万7260个单位， 

7 0 %为住家用途，然 

而所收取的管理费，最

高为二十多巴仙，亦算 

是幸运了。由于收取的 

管理费不足以应付维修 

费，令管委会欲进行设 
施维修的工作也寸步难 

行，久而久之意兴阑珊 

不再活跃。

他以罗白人民组屋为 

例，指最高层的单位因 

被荒废，同时无人打理 

和照顾，最后沦为鸽子 
窝，引发卫生问题。同 

时，居住在人民组屋的

居民都是低收入一群， 

教育水平也不高，以致 

组屋的问题一直都存 

在。他更建议州政府应 

该设立工作坊，探讨和 

研究如何解决人民组屋 

的问题。

周世扬是于昨日在森 

州议会参与财政预算案 

辩论时，如是指出。

针对芙蓉敦依斯迈医 

生路14楼组屋升降机故 

障问题，他希望州政府 

能履行承诺，在今年的 
12月或明年1月前可以替 

换新升降机，惠及当地 
居民。（LSL)

專屬作業程序全馬首例 

张
1聒翔较后面对媒体询 

.问时指出，州政府在 

不违反房屋部标准作业程序 

下，与非政府组织达成共 

识，共同解决流浪狗问题。 

而这一套森州专属的作业程 

序，相信会是全马首例。

他说，目前，市议会是依 

据房屋部条例来处理流浪狗 
问题，自2008年起，已不 

再有射杀流浪狗执法行动， 

而是将捕捉到的流浪狗移交 

给承包商，安置在收容所， 
3天内若没有被领养，则会

被人道毁灭。

“但在有所协商下，遭捕 
捉的流浪狗，在3天后若无 

人认领，州政府将交给非政 

府组织处理。”

他补充，州政府也接获非 

政府组织投诉，现有的收容 

所没有提供充足食物及环境 
卫生问题，州政府已批准，

定时让非政府组织进入喂食 

及清理。

他说，此外，州政府已批 

准一英亩的地段，搭建新的 

收容所，相信足够应付流浪 

狗数量，目前，土地进行清 
理，同时已和一个非政府组 

织达成协议，预计明年初开 
始运作。（LSL)

與非政府組織合作達雙贏 

张
聒翔在作答时坦言， 

处理流浪狗问题并非 

易事，州政府视为挑战。无 

论如何，州政府的立场是以 

人民安全为优先考量。

他说，州政府与非政府组

织有良好的联系，芙蓉及汝 

来市议会，与非政府组织有 

两次会面，商讨流浪狗的问 

题，与非政府组织合作，能 

减少狗群在街道流浪，也减 

低流浪狗引起的敏感课题，

是双赢的局面。

“此外，流浪狗不仅是州 

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责任， 

养狗人士不应有弃养的行 

为，才能进一步减少流浪狗 
问题，因此，公众必须受到 

正确的教育。”

他说，州政府有参考国外

的措施，但需要更高的成 

本、时间及困难度，他认 

为，与非政府组织达成共 

识，会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州政府除了提供地段，也会 

通过活动，来增加非政府组 
织的收入。（ L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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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议员拒申报财产

抑伟h : m冻结资格
(布城27日讯）首相署部长拿督刘伟强指 

出，国会议员若拒绝在12月5日前申报财产， 

可被视为藐视法庭。

他说，根据议会常规，违 

例议员可被罚1〇◦◦令吉或被 

冻结资格。

“已经给予他们足够通知， 

他们还是拒绝申报财产。因此 

议长可以采取行动。”

他今日（27日）在“全国 

利益相关者的资讯立法权利” 

活动发表演词后，在记者会上 

这么说。

据知没有任何在野议员申 

报财产，而所有希盟议员已完 
成申报，申报财产截至曰期原

定在1◦月1日，之后延 

迟至12月5曰。

刘伟强指出，人民有权知 

道人民代议士的财产。

“一旦你要成为议员，你 

的资料会公开。没有任何隐私 

了0要成为议贝者必须对这课 

题牺牲。这不仅发生在马来西 

亚，而是全世界。”

刘伟强认为，有的国会议 
员是忘记，国会是在7月批准 

申报财产动议，所有议员都参 

与辩论。#

►刘伟强（右） 

藐视法庭。

:若拒绝在12月5日前申报财产，可被视为

在野党趁希盟人少突袭

妇女部财案险翻船
希

盟部长和国会议员又再缺 

席国会会议，2020年财 

政预算案的妇女、家庭及社会 

发展部部分，差点无法通过！

这险些让希盟政府难堪和 

羞辱的事件，周二晚再度在国 

会下议院上演，当妇女、家庭及 

社会发展部为2020年财案委员 

会阶段总结，国阵议员2度挑起 

记名投票，首度记票，32支持票 

对28票反对票；第二度记票，45 

票支持对28票不支持。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 
副部长杨巧双周二晚上9时结 

束部门总结后，接踵的原是进 
入声浪投票的表决阶段。

当时在议会厅的希盟议员 

人数稀少，巫统巴耶勿沙国会 

议员莫哈末沙哈便起身援引议 

会常规，要求主持会议的副议 
长拿督拉昔改用记名投票方式 

表决，随即也获得15名在野 

党国会议员支持。

在野党这袭击战术使到执 

政党阵脚大乱，议长丹斯里阿 

里夫紧急接过会议主持棒子， 

并响铃号召议员进入议厅投 

票，在场朝野议员相互争执一 

阵子后，阿里夫宣布第一轮的 

妇女部行政拨款预算案以32对 

28票数过关。

尽管如此，在野党议员还 

不放弃，在第二轮的妇女部发

展拨款预算案表决再次要求记 
名投票，并以45对28的票数 
下同样落败，使妇女部预算再 

次惊险通过。

杨巧双抨在野手段
杨巧双较后在脸书上贴 

文，抨击在野党为了达到政治 

目的，不惜试图扼杀给孩童、 

伤健人士和长者的拨款。

她说：“改天再玩政治， 

不要针对穷人玩弄政治，他们 

亟需每月的金钱援助！！” 

魏家祥：希盟可否认真
亚依淡国会议员马华总会 

长拿督斯里魏家祥也在脸书贴 

文，批评希盟政府不认真看待 

财政预算案，因为29位内阁 

部长当时都缺席国会。

他说，尊贵的副首相拿督 

斯里旺阿茲沙也是妇女、家庭 

及社会发展部的部长都缺席， 

简直是“不给脸”，倘若此财 

政预算案不获通过，一些西方 
国家肯定解散国会举行大选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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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盟部长及议员，为什么就不 

能认真一点，把正经事做 

好？，，#

cr ^
反iji•调太冷，都是 

希望联盟议员偶尔 

离开国会下议院议 

会的原因之一。

首相署部长拿督刘伟强表示，反对党 

议员的不守规矩的行为，是导致希盟议员 

时而离开议会厅的原因之一。

“有时，我们看到反对党中的许多国会 

议员没有礼貌地辩论。他们只是大喊大 

叫，并发出很多声音。

有时候，我们无法坐在里面，因为他 

们总是提出了与辩论课题无关的问题。”

“所以，许多议员出去休息室喝咖 

啡。”刘伟强周三下午在国会走廊受询有 

关妇女，家庭和社会发展部预算案因出席 

议会的希盟议员人数太少而差点无法通过 

一事，如是回应。

早前，首相署副部长哈尼巴迈丁也表 

示，议会厅内太冷，议员们很难长时间留在 

内开会。

他说：“你知道吗？要很长时间留在

反对党太吵空调太冷
希盟议员禹席原因之一

内并不容易，有时候会很冷。”

他补充说，这种情况很正常。

另外，人民公正党党鞭兼希盟后座议 

员理事会主席拿督佐哈里坦言，疲劳是造 

成议员出席率低的因素之一。
“在本预算案议会中，我们通常会延迟 

到晚上1◦时或晚上10点半左右。当您回 

到家时，大约是午夜，洗完澡后约是凌晨 

1点。当您对妻子打招呼时，就已是凌晨 

1点半了。”

他说：“我们必须与议长讨论，以探 

讨让国会议员如何获得更多的时间。现

在，他们似乎很疲劳。”

同时，国防部副部长刘镇东也说，要 
求国会议员从早上10点开会到半夜12 

点，可说是让国会议员陷入过劳当中。#

从10am开会至12am
刘镇东:议员过劳

玉

点

防部副部长刘镇东表示，要求国会 
议员从早上1◦点开会到半夜12 

可说是让国会议员陷入过劳当中。 

他认为，除非有不可避免的重大事 

件必须延长会议，否则主要议事厅理应 

只从早上1◦点开会到下午5点半，或 

甚至在更早前结束。

“若社会大众清楚了解国会议员的职 

责并非只有在主要议事厅开会，媒体将 

对清点法定人数的无聊游戏不再感到任

何兴趣。”

刘镇东也指 

在野党为了博取 

廉价宣传，最近 

还频频在下议院

要求清点法定人数。

“事实上，他们可笑的举动并不会为 
国会改革带来实际的意义，也无助于增 

进国会效能。”

他说，马来西亚第一届国会在1959 

年开议，距离今年已是60周年，是时候 

让国会彻底革新，加速改革议程以强化 

其监督效能，确保国会的每分每秒获得 

善用。#

杨巧双：越来越多 

人用数码产品沟通 

及获取资讯，无视 

周遭世界，这种情 

况令人担忧。

杨巧双：父母当教育用途

导致孩子沉迷数码产品

B家家庭发展及人口局一项民意调查显 

示，78.3%居住在巴生谷的受访家长允 

许孩子拥有数码产品。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 

双说，越来越多社会人士使用数码产品沟 

通及获取资讯，而无视周遭世界，这种情 

况令人担忧。

她今天（27曰）在国会下议院回答保 

佛国会议员拿督阿兹莎的提问时说：“现 

代父母喜欢用数码产品‘教育’孩子，导 

致他们沉迷其中。

此外，杨巧双说，根据2017年国家健康 

和发病率调查显示，50.1%年龄介于13岁至 

17岁的中学生每天花超过3小时观看电视节 

目和玩电脑游戏。

她指出，上述调查也显示，85.6%的青少年使用互联网，其中 

29%青少年互联网成瘾。他们当中94%使用手机上网，使用电脑 

上网者有62%，使用平板电脑者有31%。

杨巧双说，部门采取一些措施应对上述问题，包括配合2018 

年国家家庭月举办的网络世界育儿论坛和家庭讲座。#

魏家祥：人数应比反对党多

批希盟频缺席国会议会
U华亚依淡国会议员拿督斯里魏家祥批 

评希望联盟没有从过去频频缺席国会 
议会一事吸取教训，反而指责反对党不关 

注福利课题。

他指出，政府有责任确保其动议能获 

得上下两院的通过，希盟有个127位议 

员，所以应该要确保在任何时候都比反对 

党的人数多。

不过，魏家祥周三在国会走廊受访说，

过去几天却经常出现没有任何内阁部长出 

席议会的情况，包括昨晚遵贵的副首相兼妇 
女部部长拿督斯里旺阿兹莎也缺席自身的 

妇女部总结环节。

“已经好多次，昨天真的要教训他们一次，过去他们（希盟） 

在野时曾经如此，包括用同样的论调要教训当政者，所以我们也 

使用一样的方式。”

“昨晚，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们要求投票。”

他说，反对党可以提出很多意见，但没有义务一定要支持政 

府的政策。希盟议员在昨晚“获胜”后，不但没有反省，还继续 

叫嚣。胜败是一回事，但希盟议员有责任出席会议，如果他们继 

续如此，最终将自食其果。#

燃油补贴计划明年开跑

RON 95每周涨1至2仙

魏家祥：希盟没从过 

去频频缺席国会议 
会一事吸取教训。

国:
I内贸易和消费人事务部表 

随着明年新的针对性 

燃油补贴计划开跑，RON 95 
汽油的零售价将每周上调1至 

2仙，直到与市场价格相符。

“当我们开始针对性的补贴 

计划时，我们将逐步调整油 
价，以助降低生活成本，并确 

保物价不会急剧上涨。”
贸消部副部长张健仁周三 

在国会回复哥打三马拉汉国会 

议员鲁比亚的提问时，如是 

说◦鲁比亚是要求政府制定一 

套计划，以便在明年1月新的

燃油补贴制开始实施后，得以 

抑制物价上涨。

张健仁表示，在政府的补 

贴计划下，砂拉越和沙巴州的 
R〇N 95价格将维持在每公升 

2令吉08仙。

他说，当局将在1946年 

价格控制法令下采取执法行 

动，对付调高物价牟利的商 

家0

这项耗费22亿令吉的燃油 

补贴计划，预计将让逾800万 

名驾驶者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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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巧双：29%染网瘾

半数中学生沉迷电游电视
(布城27日讯）国内29%的青

少年上网成瘾，半数中学生沉 

迷玩电脑游戏和看电视！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 

副部K:杨巧双说，根据2017年 

国家健康和发病率调查显示， 

50.1%年介13岁至17岁的中学 

生，每天花超过3小时观看电

视节目和玩电脑游戏。

杨巧双指出，上述调查也 

显示，85.6%的青少年使用互联 

网，其中29%青少年互联网成 

瘾。

“他们当中94%使用手机上 

网，使用电脑上网者有62%， 

使用平板电脑者有31%。”

杨巧双说，部门采取一些 

措施应对上述问题，包括配合 

2018年国家家庭月举办的网络 

世界育儿论坛和家庭讲座。

她今天在国会下议院回答 

保佛国会议员拿督阿兹莎的提 

问时这么说。 杨巧双：妇女部采取一 

些措施应对问题。

78 %家长允孩子拥数码产品
国家家庭发展及人口局的 

一项民意调查显疋，78.3%居 

住在巴生谷的受访家K：允许孩

子拥有数码产品，情况令副部 

长杨巧双也大表忧虑。

她说，越来越多社会人士

使用数码产品沟通及获取资 

讯，而无视周遭世界，这种情 

况令人担忧。

“现代父母喜欢用数码产 

品‘教育’孩子，导致他们沉 

迷其中。

“无可否认，数码产品有 

许多好处，特別是在学习、沟 

通和买卖方面，但科技也有坏 

处，特别是如果有关儿童在没 

有大人监督下滥用科技。”

非授予公民权唯一依据 
DNA检测视为辅助条件

内政部副部氏拿督莫哈末 

阿兹斯说，政府无意将脱氧核 

糖核酸检（DNA)检测结果， 

作为授予公民权的唯一确凿证 

据。

他指出，政府把DNA检测 

结果视为辅助性文件，以确认 

个人与家人的血缘关系，尤其 

是孩子与父母或其他兄弟姐妹 

之间的血缘关系。

“每项公民权申请还是必 

须遵从其他法律，包括注册结 

婚及有效居留身分。”

阿兹斯今天在下议院问答 

时段回答人民公正党旺莎玛珠 

国会议员拿汀巴杜卡陈仪乔博

十的提问时说，一个人的国籍 

是根据该人的婚姻状态，亲生 

父母在该孩子出生时的国籍状 

态而定。

他表示，国民登记局赋予 

在马出生的个人国籍身分方 

面，是符合宪法第3部分、 

1964年公民权条规，和婚姻注 

册事务相关条款、证实孩子身 

分相.关条规。

此外，他说，政府不承认 

双重国籍，任何人若有相关情 

报，必须通知国民登记局。

“我们要求有关人士放弃 

另一国籍或解除大马国 

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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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受雨季影响

隆市3区水管破裂
(吉隆坡27日讯）相信是近日

雨季，泥土流失，移动及压力 

的产生，导致隆市中心3地区 

水管破裂，引发陆佑路路陷惊 

险事件发生！

雪州水供有限公司今日发 

表文告指出，该公司已委任承 

包商展开抢修工作，同时展开 

调查工作，并发现问题皆在48 

小时内发生。

有数项原闪造成水管破

裂，包括附近强大震动造成泥 

土移动，水管铺在路下，雨水 

影响泥水的结构而导致水管破 

裂，或是水压过高使到水管破 

裂，特別是旧款的石棉灰管 

(AC)。

重新调整水压

该公司声明已采取适当措 

施改善，避免问题再次引发。 

在马哈拉惹里拉路所发生

的事件中，水供公司将会重新 

调整水压，并会在路边的水管 

按装端盖（endcap)，以及为 

附近受影响的10家建筑物搬 

迁水龙头。

至于在槟榔路及语文出版 

局路前的路段，该公司基于原 

有300稿米石棉灰管破裂，安 

装压力纪录仪来控制水压。

另外，语文出版局路的水 

管也有30年历史，重型交行 

驶及泥水流，造成水管易破 

裂，水供公司长远的方案是全 

面更换长438公里的石棉湿 

管，0前已替换了 365.16公 

里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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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破裂是陆佑路路陷肇因之一
(赛城27日讯）国家水务委员

会指出，水管破裂是导致陆佑 

路突然路陷的原W之一。

该会今午发表文告指出， 

自事件发生后，该会即要求雪 

州水供有限公司即时展开调 

查，以确认路陷是否W为水管 

破裂引发。

雪州水供有限公司也即时

展开抢修，已在今早修好破裂 

的水管及铺好路洞。

轿车直插入路洞

国家水务委员会也指示雪 

州水供有公司全面监督其他风 

险区，以避免相同事件再发 

生，尤期是我国雨季估计明年 

2月才结束。

陆佑路往蕉赖辉煌购物广 

场方向路段于本月24 R晚上 

突然路陷，出现一个大路洞， 

导致一辆迈薇轿车经过时直插 

人路洞，所幸饱受惊吓的女司 

机毫发无损。

此事也引起其他道路使用 

者的关注，担心天外飞来横祸 

事件乂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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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常月会议

打造友善儿童城市

灵拟设青少年市会
(八打灵再也27日讯）八打灵再也市政 

厅为打造友善儿童城市，计划在未来一 

年或一年半的时间内，成立“青少年市 

议会”，让辖内儿童有平台发声。

一旦该计划得以落实，灵市政厅将

是全马首个成立青少年市议会的地方政 

府，以及获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承认的孩童友善城市，符合国 

际城市永续、包容性及宜居的元素。

A打灵再也市长拿督沙 

尤迪今早主持常月会 

议后，于记者会指出，灵市政 

厅于木月26至27日，首次在 

雪州举办“儿童亲善城市会 

议”，邀请了雪州，甚至仝马 

共200儿童出席会议，共同讨 

论他们对于儿童世界的软硬体 

概念。

“据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打造友善的儿童环 

境是永续发展目标之^，所以 

我们会在儿童亲善城市会议于 

今日结束后，着手探讨，在辖 

内成立一个青少年市议会，委 

任辖内18岁以下青少年担任 

‘市议员’，也委任年轻‘市 

长’去领导整个议会。”

他说，该青少年市议会的 

运作将仿造现有市议会模式进 

行，丨丨:参与的青少年可通过会 

议提出他们所关心事项，当局 

会派员监督、聆听及采纳意见 

作为FI后发展参考。

询及何时启动这项计划， 

他指将在会议后，收集资料启

为打造更全面的园艺文 

化，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明年拨 

出1294万9000令吉，修剪38 

个地区公共花园或公地的草木 

与垃圾：更首次拨出428万令 

吉，专注在15个公园的维修 

工作。

动计划，一般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的作业程式是3年内成立， 

但市政厅计划在一年或一年半 

内落实。

他说，0前全球只有33 

个国家设有青少年议会，灵市 

政厅希望成为第34个国家。

沙尤迪指出，这包括拨出 

310万令吉委任15家承包，协 

助处理辖内来自市民有关空地 

投诉及处理工作，也准备了 30 

万令吉推动社区菜园计划，鼓 

励社区领养空地及善用作为种 

植与美化用途。

明年拨千万修剪公园花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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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胜之家办义卖筹建费
(吉隆坡27日讯）得胜之家日

前举办“得胜建设家苑”义卖 

会，吸引许多民众踊跃出席， 

现场人潮涌动，所有收入所得 

将作为“生命塑造中心”建筑 

基金。

位于雪州十毛月的“生命

塑造中心”为租凭单位，目前 

马来西亚得胜之家福利协会已 

买下另一块占地5万平方尺的 

地段，用于兴建新中心。惟该 

协会仍在等待加影市议会批准 

建筑图测，一旦获得批准即可 

着手展开兴建工程。

马来两亚得胜之家福利协 

会中区总干事彭武建日前在吉 

隆坡大城堡乐圣华小，出席 

“得胜建设家苑”义卖会时指 

出，整个丁程的建筑经费约55 

万令吉，而过去3年成功筹获 

35令吉，但仍不敷20万令 

吉0

“该地段已夷为平地，即 

将兴建两栋相连的建筑，分别 

为1层楼的生命塑造中心宿 

舍，以及2层楼的办公楼。预 

料工程将耗时1年完成。

“一旦新中心建竣，我们 

将立即申请住用准证并搬迁， 

新中心宿舍可容纳70至80 

人。”

该场义卖会的内容丰富， 

设有近百个摊位，包拈书摊与 

义剪等摊位，吸引许多民众踊 

跃出席与支持；而大会也邀请 

原产业部K郭素沁及Ice 

Holidays董事经理兼义卖会筹 

委会名誉主席林瑞国担任开幕

彭武建：得胜之家希望筹获 

20万令吉的建筑基金。

嘉宾，一同主持鸣锣仪式，后 

者较后也宣布拨款5万令吉给 

得胜之家。

马来西亚得胜之家福利协 

会成立迄今31年，旗下设有 

老人之家、儿童之家、青建中 

心及生命塑造中心，曾举办多 

次义卖会，以便筹募新中心约 

55万令吉的建筑经费。
“得胜建设家苑”义卖会吸引许多民众踊跃出席，现场人潮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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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力第三季净利暴涨2.7倍
(吉隆坡27日讯）重新认列雪

州水务公司（SPLASH)应收账 

款4029万1000令吉，激励达 

力（TALIWRK，8524，主板公 

用事业股）截至9刀杪第三 

季，净利暴涨2.7倍至7263万 

5000令吉，同时将派息1.2 

仙。

达力向交易所报备，第三 

季营业额跌4.8%至9362万 

3000令吉，归咎于建筑业务收 

入减少。

累计首9个月，净利大涨 

1.1倍至9499万7000令吉；营 

业额微减2%至2亿7157万 

4000令吉。

达力执行董事拿督林有文 

在文告中指，乐观看待公司可 

通过专注核心业务，维持良好 

的盈利。

至于1.2仙股息，定在明 

年1刀24 R除权，明年2月 

25日支付。

东姑阿里瑞德浩丁出任主席
达力今日也肓布委任现任 

布米阿马达 （ARMADA， 

5210，主板能源股）主席东姑 

阿里瑞德浩丁，为公司的独立 

非执行主席，即日生效。

除了布米阿马达，东姑阿 

里瑞德浩丁也是另外数家公司 

的董事，包括盘谷银行和Sun 

Life大马保险公司。

东姑阿里瑞德浩丁履历辉 

煌，除了硕士毕业于哈佛大 

学，在2004年至2011年期间 

担任国库控股投资部董事。

另外，他也是森美兰最高 

统治者殿下苏丹端姑慕赫力兹 

殿下的艮子。

东姑阿里瑞德浩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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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洞逸福园洗肾中心筹获42万

甲洞 

逸福园洗 

肾中心管 

理委员会 

筹办的 

10周年 

“爱与关 

怀”两场 

慈善晚宴 

圆洒结 

束，共筹

获42万6794令吉。

甲洞逸福园洗肾中心于2009年由善心人士筹办，过 

去10年共为各族165位肾病患者提供洗肾服务。

当晚也通过投标福品筹取义款，图为白沙罗国会议员 

潘俭伟伟（右）、甲洞国会议员林立迎（左）联同雪州行 

政议员莫哈末凯鲁丁将雪州政府的荣誉证书，移交给管理 

委员会主席斯文史蒂亚（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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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投下反对票。」 今日提呈国会。

魏家祥抨希盟没反省
吉隆坡27日讯|马华亚依淡

国会议员拿督斯里魏家祥抨击希 

望联盟，没有从过去数天国会议 

员缺席国会会议情况自我反省， 

反而还要批评在野党议员不关注 

福利课题。

他说，妇女、家庭及社会发 

展部的部长是尊贵的副首相拿督 

斯里旺阿兹沙，却「不给脸」， 

完全没有出席该部的总结环节。

他认为，希盟有1 2 7个议 

员，必须确保出席率在反对党之 

上。希盟以前在野的时候，也曾 

用过同样方式对待他们的活动，

他们当时也说要教训执政党。

因此，他说，反对党可以提 

出很多意见，但并没有义务就一 

定要支持政府的政策。

魏家祥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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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败是一回事，希盟议员 

有责任出席会议，通过他们自己 

所提呈的法案或动议。」

「希盟部长及议员，为什 

么就不能认真一点，把正经事做 

好？如果他们继续如此，最终会 

自食其果。」

魏家祥昨晚也在面子书撰文 

说，国会会议几度因法定人数不 

足而流产，议长被逼案按铃筹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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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有29位议员辩 

论，副部长杨巧双总结。反对党 

发现29位内阁部长缺席国会，根 

本不认真看待财政预算案。

他说，在表决时，反对党逾 

15位议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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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长丹斯里莫哈末阿里夫 

马上顶替副议长拿督莫哈末拉昔 

主持会议，方便也是荅株巴辖国 

会议员的后者回到座位投票。

Page 1 of 1

28 Nov 2019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85,616 • Page: A6
Printed Size: 217.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2,537.23 • Item ID: MY0038008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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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青团长否认涉煽风点火
新山27日讯|公青团团长

阿克玛否认，本身在涉及党内 

高层的课题上煽风点火。

他说，如果要促进党的团 

结需要全部人的参与和努力，而 

他在举办任何合法的会议时，都 

会发函邀请全部人出席。

「前公青团署理团长阿菲 

夫昨日和数个州属的公青团团长 

会面，并无助团结党，反而可能 

让外界误会党内部出现分歧。」 

阿克玛今日针对阿菲夫 

的抨击，指公青团突然取消邀 

请该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 

敏出席下个月举办的公青团代 

表大会，其行为如同小孩般幼 

稚，作出上述回应。

针对公青团代表大会没有 

邀请阿兹敏阿里一事，阿克玛表 

示，该团已针对大会发出通知函 

给党员，而且前后也开过4次会 

议。

「邀请开幕人不需要成为 

一项课题，我们已前后开了4次 

会议，其它的公正党青年国会 

议员没有任何异议。」

他说，该党妇女组全国 

代表大会由阿兹敏阿里主持开 

幕，没有造成任何异议，这也 

显示该党没有问题。他提醒， 

公正党是由拿督斯里安华领导， 

党员应该团结确保大会顺利进 

行，为党的目标而奋斗。

被阿菲夫抨幼稚

阿菲夫是在昨晚与槟州 

公青团领袖出席一项特别会议 

后’召开记者会i遣责阿克5马的 

所作所为好像小孩子一样，并 

使用「太糟糕」（Too Bad )来 

形容对方。

他抨击阿克玛在涉及党内 

高层的课题上煽风点火，突然 

取消邀请该党署理主席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出席下个月举办 

的全国年度公青团大会，其行 

为如同小孩般幼稚！

他说，若署理主席和主席 

之间有问题，公青团理应协助 

他们会面，让情况变得更好， 

但为何公青团还要煽风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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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制造补选前请三思

方
群
英
会

%%

辉

丹绒比艾惨遭滑铁卢后，年事已高 

还忧心国事的首相敦马哈迪在演讲中突 

然流鼻血，其健康和身体状况难免让人 

担忧。因此，提早安排首相接班原是好 

事，可是，偏偏自诩有资格接班的，在 

敦马退位前已斗得天昏地暗难分难解！ 

关心政治者应该清楚，某政党对内 

发号施令时，一直都存服从问题。记得 

505大选不久，因为雪州大臣危机，不 

得已而引发「加影行动」，民选议员在 

无病痛下，让位党领袖推退出政坛。然 

而，在同样危机下，该党在509执政中央 

後，又再发动类似的「波德申行动」！

由於上述的事件和经验，在308大 

选至509大选期间，出谋策划劳苦功高的

两位烈火莫息战将，又是刚刚从法庭判 

决翻身的政治明星，是否会为了桎救动 

荡不安的政党组织，然後再度制造补选 

重回政坛，以稳住党内的形象和士气？ 

其实，这都是关心政治的人目前在关注 

中的事。

希盟能在「烈火莫息」第30个年 

头成功执政，其实意义重大，而且让 

许多在当年投身其中的人士感到莫名的 

感动。可是，在执政不到一年就风波不 

止，最吊诡的是，涉及内斗风波的两方 

人马，都会在集会中高喊烈火莫息的口 

号，这难免让人困惑，究竟烈火莫息所 

为何事？

希盟入主布城不到两年，就已进行

9场补选。坊间目前在揣测下届大选来临 

前，究竟还有多少场补选可进行。也许 

希盟阵营忘了，在马六甲和森美兰州， 

有两个YB在国家安全法令下身陷牢狱之 

灾。法庭既然还没审判是否有罪，政府 

也就不必告知人民是否需要补选。

除了两个YB被扣留，朝野很多议 

员都被质疑身体健康有问题，作为人民 

代议士，早就预了为国为民鞠躬尽瘁， 

死而後已。然而，最让人关注的是烈火 

莫息政党，有两名战将的庭案刚好被平 

反，他们的支持者都在疾呼要议员让出 

席位，以求制造补选让党内的政治人物 

重回政坛。

笔者不敢质疑希盟的政治主张，也 

不怀疑YB们当年烈火莫息中，在上街抛 

头颅洒热血吃催泪弹的初衷。然而，人 

民从308大选开始，用了 10年时间把希盟

政治人物送进布城，难道仅仅只是为了 

看希盟执政後，在国家改革方面停滞不 

前，在党内斗争不断高潮迭起？

巫统和伊斯兰党正式宣布结盟後， 

在上一场补选中即刻凯歌高奏，马华候 

选人还以万张多数票，从巫裔候选人的 

竞争下脱颖而出。这些政治风向都是作 

为执政党一方必须反省的，毕竟改朝换 

代非常难得，以一盘散沙之势迎战士气 

高涨的巫伊联盟，谈何容易？

如果真的要制造补选，希盟还得必 

须先说服自己的支持者。从509大选至 

今，希盟在9场补选中只赢得5场，国阵 

在竞选机器和优势大不如前下胜出4场， 

最後一场还以1.5万多数票胜出。首相年 

事已高不应再为补选失利而焦虑，在首 

相接班前，希盟还得以政绩说服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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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

案

陈

节省并不是在任何经商活动中能够协助经济成长的惟 

一方法，不过省而适得其所，把资源放在让业务持续牵引产 

能轮轴，距离要达成的既定目标尚远那也是朝前进的方向开 

跑了。

雪州政府「免一次性塑料」运动今年7月生效，明年将 

强制徵收塑料袋费用，同时也即将邀请珍珠奶茶业者探讨減 

少塑料管，甚至塑料容器的使用来推动环保政策。

自备环保吸管已在市场上给消费者以各式优惠促销销 

售，甚至赠送环保餐具，以利消费者日后以环保吸管重临店 

家消费，即便日后回收再循环使用，在利商与消费之间建 

立起社会企业责任的声誉。

环境保护的用意旨在減少、重复使用与再循环，但国 

内依然欠缺有效的管理废料系统，迄今雪州政府应对各县 

偏远区弃置废料的问题鞭长莫及，废料处理成本衍生不只是 

郊外弃置废料问题，也包括城市地区随地可见的垃圾，还有 

日久使用下也可能沦为废料的环保吸管，即便它可以迅速分 

解，但却无法有效阻止它的r方便」使用，所衍生的随地循 

环丟垃圾行为，方便循环也可以是方便旧习惯循环。

方便旧习惯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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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j

自24年前就购置三层楼商店作 

为会所，雪隆轮胎同业公会出租底 
层养会，第二层楼与第三层楼则是 

会所活动中心。
会所的讲台以轮胎作为设计， 

与轮胎公会相当贴切。

雪隆轮胎同业公会第24届理事今年9月诞生，图为全体理事合照n前排 

左起为陈素青、林荣钦、龚忠伟、陈贤通、郑道、许涞喜、吴垂桦、区振发 
和郑长首,3

公会从2019年起，把年度原有小学与中学组的会员子女学业优秀奖励金

类别增加大学组。

鄭道.

計劃推動教育培訓課程
道说，该会今年开始计划推动教育培训课 

程，第二层楼的宏愿讲堂将作为教育培训中 

心，并举办专业技术讲座、与轮胎相关知识的讲座。

至于第三层楼目前空置，计划明年农历新年后雇 

开装潢工程，改为公会的会议室与活动中心。

“我们在11月杪进行估价程序，预计2020年农历新 

年后可动工，届时希望厂商、商家与会员鼎力支持。” 
他说，公会H前的会员人数达600人，并希望近年 

内能够增加至1000人至2000人。

郑道希望经营轮胎行业的业者们自动自发]-起 

加人成为公会会员，大家群策群力、同舟共济，使轮胎 

行业发扬光大。

區振發：

行業缺乏技術人員

U 0 20雜邏

，了提高会员与同业对轮胎的专业知识，专业 

1受认可，该公会计划明年重启教育培训课 

程，同业、员工获取更多知识与技术，让轮胎行业不会 

被淘汰，走得更远

总务区振发指出，该行业目前面对的挑战是缺乏 

技术人员，因此雪隆轮胎同业公会配合马来西亚轮胎商 

总会，逐步推广与举办教育培训课程。

“如果我们可以带动教育培训课程，会员们与他 

们的员工可增加专业知识，必定获益良多。”
他叙说，该公会曾于2009年、2010年协助353会员 

获得政f颁发的技术文凭。

通過培訓增加員工

区振发表示，虽然公会有出现年轻脸孔加人的现 

象，不过公会也希望通过培训课程，会廣可■增加对轮胎 

知识掌握能力强的员工，继续维持这个行业3

他呼吁轮胎店的雪隆商家、厂家积极申请加入公 

会壮大公会*杗来可向政府提出诉#7..取更多 

权益〇■

另外，区振发指出，为了奖励会员成绩优秀的子 

女，该公会过去…直以来都会举办奖励金颁发典礼,_并 

分为小学组与中学组，而今年开始则增加大学组，扩 
受萬群_

~他说/成公会除了积极投人慈善公益活动，也经 

常参加总会与其它州属分会的活动，互相保持友好关系

与紧密联系:

位于第二层楼的宏愿讲堂，计划2020年将成为教育培 
训课程的场所。

^雪隆輪胎同業玄_ 
124M (2019至2021年）理妻會

|#i： |郑道
署理会长： 许涞喜
副会长： 吴垂桦、龚忠伟
总务： 区振发 |副：|陈素青

f财政： 林荣钦
福利： 郑长首 |副：|周坤发
交际： 叶国强 副：谢观德

i复新组主任：杨旭光 副：郑添顺 
文康： 李锦岳 副：陈国华
代理组主任：杨伟光 |副：|叶育良 

|查账： 万杰浩
|候补理事： 陈国仁、陈国庆
]电由I5: stdraassociation@gmail.com
I脸书： STDRA /雪隆轮胎公会

周坤發：

協助處理不合理政策

a事周坤发在士拉央经营轮胎店，今年接获士 

拉央市议会来信，指必须缴付5000令吉的抵押 

金，经过他与理事们极力反对、人民代议士的协助下

有关不合理的政策才得以解除:

郑道表示，该公会非常关注会员的福利，如果遇到 

不公平或偏差的政策，i亥公会都会互相协商，给予关注 

与协助D

理事谢观德指出，希望公会善用科技，对接所有理 

。裏^会员与非会员，这个行业芣会走人历史。

陳素青：

培訓課程可獲文憑

副

秉持热心慈善的精神，公会欢庆周年纪念晚宴时，不忘回馈 

社会，捐款给受惠学校和慈善团体，包括加影育华华中二校、志 

文华小、我的家孤儿院及马来西亚建安智障儿童家福协会。

雪隆轮胎同业公会向来与其它州属的分会均保持紧密联系，并跨州参与 

分会的周年纪念晚宴。

总务陈素青指出，该公会预计明年开始举办 

教育培训课程，注重于“产业教育化、教育 

产业化”的概念，意即把产业当作教育，同时把教育律 

人产业内。

她说，-堂课程为时大约2小时；在教育培训课程 

中，该会会邀请人力资源部旗下的国，家技术发展局之 
“技术经验认证计划”（Program Pengiktirafan Pencapaian 

Tetrlahulu, PPT)的政府人员出席，协助在轮胎职场拥有 

5年经验或以上的技术人员，提升、整合他们现有的技 

术，让他们可以获得政府认可的技术证书或$凭。

“我相信轮胎店有很多富有经验的员工们都不 

要被社会所淘汰，他们接受培训课程，获颁技术证书或 

文凭，对他们有一定的优势。”

“线上线下我们都要保护会员、大家同心协力，以 

教育起航，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被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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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轮胎同业公会于2015年10月25日欢庆38周 

年，同时为会所的宏愿讲堂进行开幕仪式，具有嘉 
宾与理事们的牌匾至今依然挂放于会所。’

ft□•陶

雪隆轮胎同业公会呼吁同业们踊跃加入 

该会，并希望会员人数能够尽快突破千人。 

前排左起是区振发、吴垂桦、郑道、龚忠伟 

和陈素青。后排左起是行政书记胡香君、周 
坤发、谢观德：_杨旭光、叶国强和叶育良。

▼

J 一

_酬

________

士 多杳旧®就是修轮胎?f公会

会工部曰'开幕剪彩娜照片

成立于1977年雪隆轮胎同业公会，在过去42年以来曾经经过 

2次的易名；但唯一不变的是，公会依然默默耕耘，关注同业会员 

的福利与权益，让复新、厂家、代理等同行之间互惠互利。

雪隆轮胎同业公会会长郑道指出，该会当年注册名为马来西 

亚轮胎复新与代理同业公会（MTDRA),后来顾及到各州轮胎同 

业也有相关公会与组织，故于1978年改名与注册为雪兰莪与联 

邦直辖区轮胎代理与复新同业公会（STDRA )。

郑道表示，由于公会全名太长，之后又于2014年7月 

21日改名为雪隆轮胎同业公会，并沿用至今。

雪隆轮胎同业公会于1995年在雪兰莪巴生兰 

花园购置一栋三层楼的商店为会所，目前 

底层出租养会，第二层楼与第三层

雪隆輪胎公

尽管已易名，雪隆轮胎同业公会会所内正 

门的大招牌标志不变，依然显示雪兰莪与联邦 

直辖区轮胎代理与复新同业公会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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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LI首席执行员王瑄菌（左起）、努鲁依莎与双威 

房产董事经理谢燕蒂展示”现有法律预防与解决性骚扰的 

有效性”报告书。

努魯：ASLI研究報告呈國會

贊成制定性騒擾法令
(吉隆坡27日讯）崙东 

埔国会议员努鲁依莎今R表 

示认同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 

所（ASLI)的建议，应该制 

定专门应对性骚扰的法令， 

因为我国现有的法律未能遏 

制性骚扰。

她在出席ASLI的“现 

有法律预防与解决性骚扰的 

有效性”调查报告书发布会 

时，发表以上S论。

努鲁依莎肯定ASLI的报 

告书，并且承诺将把这些建 

议传达给相关部门c

“我保证，会将这些关 

键的研究成果转达到国会， 

并且争取来自不同背景的国 

会议员支持，无论其党派或 

性别。”

去年8月，妇女及家庭发 

展部副部长杨巧双曾宣布， 

其部门已与全国妇女理事会 

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商讨， 

以拟定遏制性骚扰案件的法 

令。

努鲁依莎也透露，我国 

政府正在草拟针对性骚扰案 

件的法令，并且将在明年提 

呈到国会。

丹尼斯：
提供机制保护受害者

ASLI公共政策研究主 

席丹尼斯今天在双威大学发 

表报告成果时表示，我国应

针对性骚扰案件制定专门法 

令，并且提供机制，让受害 

者能够求助、获得保护令与 

法律援助。

该研究的调查一共访问 

了902名介于18至60岁之间的 

大马国民。

该报告指出，我国针对 

性骚扰的现有法令只有劳工 

法令，即针对职场性骚扰。 

然而，没有其他法令针对其 

他场合发生的性骚扰。

网络霸凌跟踪 

也是性骚扰

此外，报告也指出偷 

拍裙底、发出骚扰信函、未 

经同意便拍摄或分享私密照 

片，非法跟踪骚扰、网络霸 

凌、恶意公开他人隐私等行 

为，皆属于性骚扰性质，但 

我国没有任何针对这些行为 

的法律条文。

ASLI的报告书建议，这 

些性骚扰的行为也应被列人 

法律

ASLI指出，今年上半 

年，我国共有711宗性骚扰案 

件。

去年8月，YouGov 

Omnibus的一项调查报告显 

示，二分之-• ( 36% )的 

马来西亚女性曾经历性骚 

扰，而男性则只有六分之一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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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巧雙：85.6%是網絡使用者

29%青年上網成癮
(吉隆坡27日讯）妇 

女及家庭发展部副部长杨 

巧双指出，全国有85.6%的 

青年都是网络使用者，其 
屮29%的青年已经属于上 

网成瘾，沉迷于网络的类 

别。

“巴生河流域的 

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 
(LPPKN )所进行的一项 

调查也发现，78.3%的父 

母允许孩子拥有电子配 
件〇

“我们的社会如今 

和电子配备和数码配备绑 

在一起，以获得资讯及通 

讯，却不关心他们身边实 

实在在的世界，这情况令 

人担忧。”

她说，根据卫生部公 
共研究所（IKU )进行的 

2017年国民健康及发病率 

调查报告的结果，全国有 
过半，即50.1%的13岁至17 

岁青年花费在看电视、玩 
电脑游戏等的时间是超过3 

小时。

“这项调查也发现， 

他们浏览网络主要是使 

用智能手机（94% )、电 

脑（62% )及平板电脑 

(31%) c. ”

杨巧双是在国会下议 

院回应土团党保佛区国会 

议员拿督阿兹莎询问该部 

采取了什么行动应对现代 

儿童沉迷于使用电子配备 

的问题，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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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市议会常月会议

免“利用”咖啡館混水摸魚

抓物機須申請螟樂灌趲

蕉赖鸿贸商城抓物机（夹娃娃机）风行，不少业者“利用”咖1#馆执照，边卖饮料边做抓物机生意。

(加影27日讯）蕉赖鸿贸 

商城抓物机（夹娃娃机）风 

行，为免越来越多业者“利 
用”咖p非馆执照混水摸直，加 

影市议会决定让抓物机合法经 

营，业者受促向当局申请娱乐 

准证。

据了解，加影市议会辖区里只 
有3个地区是获准发出娱乐准证， 

分别是蕉赖南区C180、C118及蕉 

赖鸿贸商城，有意在这些地区经营 

抓物机业务的人士须申请娱乐准 

证，当局不再允许业者以咖啡馆执 

照来涉及抓物机生意。

据悉，由于抓物机归类为含有 

赌博性质，市议会是没有提供相关 

执照，但是该业务性质在蕉赖南区 

渐渐火红，很多业者无法申请有关 

执照，于是透过中间人协助，申请 

咖啡馆执照后“变身”主打抓物机 

生意。

据知，申请娱乐执照经营抓 

物机生意，抵押金需要1万令吉， 

其余费用包括手续费、每部抓物机

费用及准证等，、丨k者至少付费1万 
3000多令吉。

苏仁强：

市会没委中间人处理
加影市议员苏扩强指出，有关 

措施在今天市议会的常月会议上通 

过，当局不希望更多的业者利用咖 

啡馆执照“-开二”，边卖饮料边 

做抓物机生意，因此允许业者申请 

娱乐准证以合法经营。

他说，目前正在经营有关模式 

的业者，勿试图无视当局的指示， 

执法组会不时进行突击检查，-旦 

发现业者的咖啡馆里出现抓物机而 

无申请娱乐执照，当局会采取行动 

对付。

他表示，当局要将咖啡馆执 

照及娱乐准证分开处理，业者不可 

以混为■谈，如果要经营抓物机生 

意，必须符合规定

“市议会并没有委任中间人处 

理有关事项，业者必须依据合法程 

序申请准证：”
苏仁强表示业者若要经营抓物机生意，必须 

依据合法程序申请娱乐准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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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来西亚人，客居北乐。 

写作者。曾获第15届花踪 

文学奖小说评审奖。

牛街、開齋節及新馬來人

西
亞
人

文♦林雪虹 系列/07

新馬來人與 

新楷模

#们还谈到了伙食和做礼拜。我原以为饮食

#和履行宗教义务会是爱莎和其他穆斯林在 

这里面临的难题，但看来并不是。

“在北京找清真餐馆很容易，比香港容易多 

了。我在香港那两天只能吃水果什么的。”爱莎说。
爱莎永远不会忘记她在中国的第一顿饭:抵达 

北京那天，办完人学手续后，她已经饥肠辘辘。她 

独自到附近的西部马华餐厅，面对陌生、印满汉字 

的菜单发怵。当时她已经饿得头昏脑涨，就胡乱点 

了份皮蛋豆腐和一杯热茶。那是她第一次吃皮蛋豆 

腐，虽然不怎么喜欢，但还是吃下去了。后来，她逐 

渐熟悉周围的环境，能找到越来越多的清真食物。

履行宗教义务比找食物容易得多。最初学校准 

备了-间祈祷室给穆斯林学生，但出于某种爱莎也 

不了解的原因，祈祷室在3个月前关闭了。祈祷室 

的门上仅贴着一张简单的告示，通知所有人祈祷室 

再也不开放。爱莎认为这或许是因为中国政府不允 

许校园内有任何宗教活动的缘故，对此她也只是表 

示无奈。她改为在房里做礼拜，反正她也经常这么 

做。

还有不到一个月，爱莎就要离开中国了:她已 

经计划好回国前的最后一次旅行。她去过天津、杭 

州、上海、深圳、香港、澳门，接下来她会去桂林 

和张家界，然后到福州，从那里搭乘飞机回国。当 

她如数家珍般告诉我她去过的地方时，我的脑海中 

不断浮现出“新马来人”这个词。这是我在奈波尔 

(V.S.Naipaul)的《不止信仰》（Beyond Belief)里 

看到的…个词汇。这部著作是奈波尔1995年在4个 

非阿拉伯国家——印尼、伊朗、巴基斯坦和马来西 

亚旅行5个月后写下的。它也是另•部著作——《信 

徒的国度》（Among the Believers)的续集，这两部 

书谈的都是奈波尔在这4个国家的见闻。在《不止信 

仰》中，关于马来西亚的内容有•章被命名为“新 

揩模”，讲述了一对年轻的马来夫妇的故事女主 

人公娜荻莎出身良好，住在吉隆坡，而她的丈夫则 

来自乡下，他们的村子里仍然沿袭着苏门答腊的母 

系社会传统。但娜荻莎看中的是丈夫的野心勃勃和 

实干精神，认为他是新马来人，是新楷模，所以即 

便两人在许多观念上有分歧，他们还是结婚了。后 

来，毫无意外，娜荻莎和丈夫离婚了，她最终认为 

丈夫其实■直以来都像只“椰壳下的青蛙”（这是 

印尼和暹罗的谚语，和中国的“井底之蛙”有一样的 

含义），和环境格格不入。

印象中我从未听过“新马来人”这个词:在查 
阅一些相关资料后，我发现“新马来人”这个概念 

是在90年代初由当时的雪兰莪州务大臣莫哈末泰益 

提出的。当时莫哈末泰益也是“宏愿团队”（Team 

Wawasan)的副主席之一。“宏愿团队”是时任副首 

相的安华所领导组建的团体，旨在配合时任首相马 

哈迪在1991年提出，要在30年内使马来西亚成为先 

进国的宏愿（Wawasan 2020 )。“宏愿团队”在19% 

年瓦解，“新马来人”这个概念也随之消失了。（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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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鄕大桌1

丁傑隆
雪州安邦再也市议员

如果禮端部長是認真

不论是一个国家的产I结构 

变迁，还是…项产品的技 
术演进，都会有其路径依循(path- 

dependence): 特别是对发展中 国家而 

言，要成功实现在产业中的技术升级， 

除了胥视厂商本身的技术能力建立，更 

需要不同条件配合，如政府产业政策、 

法令规范、金融体系、市场机制、整体 

国人教育水平和充足技术劳力:

•如小孩无法-•夜长大，农业国 

不会…夕晋升为高科技国，所以发展中 

国家厂商的起步也往往始于技术不成熟 

阶段，以至需要时间过程学习以累积经 

验。先获取技术能力，再逐渐改善自身 

生产，到足以实现自主创新研发，这个 
过程亦被视为从代工生产（OEM )到自 

主设计生产（0DM )再到自有品牌生产 

(0BM )的典型技术升级路径、

同理，如果在过去并没有显著制造 

飞行车的发展史，或在缺乏 '个全面且 

成熟的产业生态系统支持下，突然高调 

宣布要展示自行研发的飞行车，那是天 
方夜谭的事。

最终，正如大家所见，礼端部长

“代言”的飞行车试飞不成，也发现所 

谓“飞行车”，不过是一部从中国引 

进、且已获中国民航局认可和对外批量 

发售的“载人级电动自动驾驶飞g器 
(autonomous aerial vehicle ) ’’ ,艮P 父通 

部长陆兆福所指的“无人机”。

作为大马企业发展部长，礼端肩 

负使命，欲为国家谋求出路推动前瞻产 

业，以期颠覆传统经济和交通移动模 

式，培育更多企业家，创造更多就业机 

会，其出发点也许怀有善意，无可厚 

非。

飞行车从中国引进，也没有什么 

好嘲笑。当发展中国家缺乏技术，-般 

就会透过与外国厂商合作，如透过技术 

授权、代工生产，乃至整装进口再进 
打逆向 丁-程（reverse engineering )等方 

式，作为获取技术来源的管道。中国 

今天之所以取得技术进步，何尝过去也 
不是同样走过从技术模仿（duplicative 

imitation )到自主创新的升级路径？

只不过，礼端似乎把一项不是由 

政府主导的飞行车计划吹牛大了，且把 

宣传焦点错误聚在飞行车的“展示”与 

“试飞”，把别人生产的产品占为己有 

邀功，而不是脚踏实地向全民宣导我国 

政府对发展无人机、飞行车产业的大蓝

图和政策方向。

例如，我们的定位和优劣势在哪 

里？如何从中找到符合我国地理区位和 

要素禀赋的利基市场？是要成为有能力 

制造整部无人机、飞行车的国家？还是 

聚焦在局部零组件的生产？是要自主研 

发还是合作组装？是要着重在货运物流 

或者载人用途？

无人机、飞行车当然是全球前瞻 

产业，且符合未来重视人工智慧、大数 

据应用和干净能源之趋势。但发展无人 

机、飞行车的技术并没有多少捷径可 

选。我们又如何可以借力外国厂商，强 

化国内现有的丁业基础，加速外来技术 

在我国的转移和扩散，使最终实现相关 

技术能力的建立？

如果礼端是认真，就应从说服内阁 

和国人开始，先检讨现有法规，建立无 

人机、飞行车制度，然后透过跨部门合 

作，提供厂商租税奖励和财政补贴，打 

造一个鼓励私人领域投资的市场机制， 

同时强化外来技术与本土厂商的连结， 

进而弥补自身在生产和创新上的不足， 

再进行持续性地改良，这样本土厂商方 

能在过程中找出其他潜在优势与机会。 

这才是政府和企业发展部应扮演的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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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大馬洋灰史
我

Text & Photo—黄健兴

是新加坡南洋大学第二届毕业生，在28岁的时 

候才进人大学就读，属于超级超龄生。我先前 

在育才中学执教，所教过的学生中，有些成了我大学时期 

的学弟学妹，目前有的已经八十一二岁。

我大学第•年念物理系，第二年转人化学系。毕业 

后，再回到育才中学教导化学和数学三四年。

从1963年起，我进人后来易名为联合泛马洋灰厂的泛 

马洋灰厂工作长达24年，从初时的化验室化学师，再晋升 

到总化学师和品质管理经理，退休之前是担任研究及发展 

经理。
今年，我想起了联合泛马洋灰厂于1979年曾在万挠建 

造日产4000吨，也是世界唯…的特殊洋灰窑，它与传统生 

产方式不同之处在于使用来自煤炭山产媒区的黏土作为原 
料，泥中含有媒屑，燃烧过程中散发的热能有助节省15% 

燃料成本。

按照传统生产工序，洋灰窑原本只有•个研磨，但 

这座特殊的洋灰窑却有两个，•个是磨包含沙或铁沙的黏 

土，另•个专门磨石灰石。

可惜这座窑只存活约10年，八十年代末，雪州政府不 
再发出开采含媒屑的黏土执照，洋灰厂在1990年重新改为 

常规方式运作。我认为，这座窑应该载人历史，若没有适 

当记录，恐怕当年有参与运作的员工不在人世后，事件随 

着时间煙灭。
其实，实业家陆佑于1906年在黑风洞•带建设了马来 

亚第•座洋灰厂，但不清楚如何生产；到了日治时期，当 

地一度使用半干法生产洋灰；这座厂房过后由马来亚锡矿 
公司接手，惟一年的洋灰产生达5万英吨。

1952年，具工业规模的马来亚洋灰厂在万挠设立，年 

产量为10万英吨，1958年加建•座窑，年产量飙升到30万 

英吨，依然满足不到市场的庞大需求；那时候，建筑公司 

会派出员工到洋灰厂排队等候领取洋灰，这些员工曾 

等上两日两夜，洋灰才到手。

以上种种关于我国洋灰历史的资料，我 

花上3四个月整理成为文字记录，日 

后可以供大家参考，也希望让人 

们知道，马来西亚目前的洋灰生 

产行业已跟上世界潮流。

它
就
像
夜
里
的
酒
，
早
上
的
花
儿
，
平
淡
又
真
实
，
美
好
又
残
酷
。 

一
定
是
你
似
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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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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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
不
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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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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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个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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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都
有
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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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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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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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的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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