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ayasan Pencegahan Jenayah
Malaysia (MCPF) mengalu-alu-
kan dan menyokong kenyataan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
ddin Idris Shah, selaku Pengerusi
Lembaga Pengampunan Negeri
Selangor baru-baru ini, mengenai
permasalahan jenayah seksual di
negeri itu yang semakin serius.
Kebimbangandizahirkanbagin-

da amat berasas serta menggam-
barkan seriusnya masalah sosial
ini. Peningkatan kes jenayah sek-

sual seperti rogolbawahumurdan
sumbang mahram mendatangkan
implikasi negatif serta mampu
meruntuhkan institusi kekeluar-
gaan dan moral masyarakat.
Jenayah seperti ini perlu diban-

teras tanpa kompromi kerana ia
membawa gambaran amat negatif
terhadapmasyarakat kita danme-
wujudkan kebimbangan serta
prasangka buruk terhadap ke-
luarga yang terbabit.
MCPF melalui Jawatankuasa

Belia, Wanita dan Kanak-Kanak
akan terus mempergiatkan usaha
memberi kesedaran dalam kala-
ngan masyarakat melalui prog-
ram pencegahan, terutama di ka-
wasan luar bandar.
MCPF menyeru kerajaan me-

nimbang dan menerima dengan
serius semua syor serta saranan
dizahirkan Sultan Selangor. Ke-
rajaan juga harus memberi per-
hatian terhadap usaha mempro-
mosikan kesihatan mental dalam

kalangan masyarakat.
Sebagai institusi yang dihorma-

ti dalam masyarakat, institusi ke-
keluargaan perlu diperkukuhkan
untuk menghadapi pelbagai ca-
baran. Institusi kekeluargaan ku-
kuh, stabil danbahagia tidakakan
mudah terpengaruh dengan ge-
jala sosial akibat pertumbuhan
ekonomi negara yang pesat.
Jika isu sosial dan moral tidak

ditangani dengan berkesan, kita
akan berhadapan masalah serius

yang akan menjejaskan hasrat ki-
ta untuk menjadi negara maju.
Institusi kekeluargaan mempu-

nyai potensi dan kuasa lebih ber-
kesan memerangi penyakit sosial
jika dibanding dengan keupayaan
semua agensi penguat kuasa.

Tan Sri Lee Lam Thye,
Naib Pengerusi Kanan Yayasan
Pencegahan Jenayah Malaysia
(MCPF)

MCPF mahu saranan Sultan Selangor dipertimbang
Jenayah seks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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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MPUL BARANGAN TERBUANG
SMKP Sri Aman, SK Sri Kelana juara pertandingan kitar semula anjuran MBPJ

Oleh Fazurawati Che Lah
fazurawati@hmetro.com.my

SekolahMenengah
KebangsaanPerempuan
(SMKP) Sri Amandan
SekolahKebangsaan (SK)
Sri Kelana,masing-masing
dari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uncul juara Pertandingan
Kitar Semula Peringkat
Sekolah danTadikaMajlis
Bandaraya Petaling Jaya
(MBPJ).

SMKPSri Amanberjaya
mengumpul 11,000
kilogrambarangan terbuang
manakala SKSri Kelana pula
10,000kg.

Kejayaan itu
membolehkandua sekolah
berkenaanmembawapulang
wang tunai RM1,400 dan sijil
penyertaan.

Guru penyelaras, Nor
HafizahMdAmranberkata,
kejayaan itumenebus
kegagalan SMKPSri Aman
pada tahun lalu apabila
hanyameraih tempat
keempat.

Katanya, kelewatan
sekolahnyamengikuti
program itu punca kegagalan
mereka dalampertandingan
pada tahun lalu.

“Sekolahkami sudah
lamamenjalankanprogram
kitar semulamelalui kelab
EcoRangers kira-kira 10
tahun lalu yang dibahagikan
mengikut rumah sukan.

“Tujuanutamakelab

itu ditubuhkanmemang
untukmendidik pelajar
dengan amalankitar semula.
Sekolahmenyediakan tong
sampahkhasmengikut
kategori barangan buangan
danpelajar disarankan
membawa surat khabar,
barang elektronik, bekas
kotakminuman, plastik
dan pelbagai barangan
terbuang untukdikumpul
serta dijadikan barang kitar
semula,” katanya.

NorHafizah
memberitahu, usaha sekolah
untukmendidik pelajar
mengenai kepentingan
kitar semulamenunjukkan
peningkatan apabilawarga
sekolahmulamenunjukkan
kesedaran.

“Bagi pertandingan

ini, kamimenganggarkan
purata kutipan setiap pelajar
sebanyak 16.3kg.

“Semuabarangan
kitar semula berjaya
dikumpulkanuntuk tempoh
enambulan pertandingan
yang bermulaMac,” katanya.

Sementara itu, SK Sri
Kelanamembolot tiga
kategori kutipan tertinggi
yang dipertandingkan,
selain juara kategori sekolah
rendah.

Sk Sri Kelanamendapat
tempat pertamabagi kategori
kutipan plastik tertinggi,
kutipan bekas kotak
minuman tertinggi dan
kutipan styfoam tertinggi.

Pertandingankitar
semula itumendapat
kerjasamaFraserNeave

Holdings Bhd (F&N).
Bagi pertandingan

kali ini, limakategori
pertandingan diperkenalkan

iaitu kategori kutipan plastik
tertinggi, kutipan bekas
kotakminuman tertinggi,
kutipan styfoam tertinggi,
kutipan aluminium tertinggi
dankutipan e-waste
tertinggi.

Malah pertandingankali
inimenyaksikan 98,320.3kg
berjaya dikumpul bermula 1
Mac hingga 31Ogos lalu yang
membabitkan 27 sekolah
dan tadika daerahPetaling
Jaya, sekali gus kutipan
itumeningkat empat kali
ganda berbanding jumlah
dikumpul tahun lalu
sebanyak 27,269.3 kg.

DatukBandar Petaling
Jaya, DatukMohd Sayuthi
Bakar berkata, pertandingan
yangmemasuki tahunkedua
itu bakalmenyaksikan
MBPJmenjimatkanRM2.5
juta setahun, yakni kos

pelupusan sampahyang
dibelanjakanpihaknya
berbandingRM8.5 juta
sebelum ini.

Beliau berkata, dengan
adanya program seperti itu,
MBPJ dapatmembantu pihak
sekolahmemberi kesedaran
kepadamurid betapa
pentingnya usahamenjaga
alam sekitar danmelakukan
aktiviti kitar semula.

“Program ini juga
membantu pihak sekolah
dalammengumpul dana
sekolah iaitu hasil jualan
barangankitar semula itu
dimasukkanke dalam
tabung sekolah,” katanya.

Pertandingan itu juga
menyaksikanOrange Tree
Academymuncul juara
bagi kategori tadika dan
membawapulangwang
tunai bernilai RM500.

SK Sri Kelanamembolot hampir semua kategori yang dipertandingkan.

PEMENANG kategori sekolahmenengah.

Page 1 of 1

02 Dec 2019
Harian Metro, Malaysia

Author: Fazurawati Che Lah • Section: Supplement • Audience : 112,705 • Page: A36
Printed Size: 513.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0,132.00 • Item ID: MY0038045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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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AMAI 355 penunggang motosikal diperiksa dalam Op Bersepadu Samseng Jalanan di Dataran Shah
Alam, semalam.

Shah Alam: Tindakan tidak
berfaedah ratusan penung-
gang motosikal yang meng-
habiskan masa di sekitar Da-
taran Shah Alam, di sini,
membawa padah apabila di-
serbu polis dalam Op Ber-
sepadu Samseng Jalanan, se-
malam.
Timbalan Ketua Polis Dae-

rah Shah Alam, Superinten-
dan Ramsay Anak Embol ber-
kata, operasi dengan kerja-
sama anggota penguat kuasa
Majlis Bandaraya Shah Alam
(MBSA) digerakkan mulai
jam 12 tengah malam sehing-
ga jam 6 pagi.

Menurutnya, sepanjang
operasi, pihaknya memeriksa
355 orang dan sebanyak 173
saman dikeluarkan atas pel-
bagai kesalahan.
“Kesalahan tertinggi dica-

tatkan adalah tiada lesen me-
mandu iaitu sebanyak 75 sa-
man dikeluarkan diikuti
lain-lain kesalahan seperti le-
sen memandu tamat tempoh
dan melakukan ubah suai
motosikal.
“Kebanyakan mereka yang

ditahan dalam operasi ter-
babit berusia 15 hingga 30 ta-
hun dengan jumlah tertinggi
mereka yang baru tamat pe-

periksaan Sijil Pelajaran Ma-
laysia (SPM),” katanya kepada
Harian Metro.
Beliau berkata, sebanyak 76

motosikal disita dan dibawa
ke Ibu Pejabat Polis Daerah
(IPD) Shah Alam untuk tin-
dakan selanjutnya.
“Dalam operasi terbabit ju-

ga seorang penunggang mo-
tosikal ditahan kerana diper-
cayai menunggang motosikal
curi.
“Operasi ini akan diterus-

kan daripada semasa ke se-
masa bagi membanteras ke-
giatan ini pada masa hada-
pan,” katanya.

Padah lepak Dataran Shah 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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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ar 30,000 unit rumah
Di bawah program 
Rumah Selangorku 
bagi tempoh lima 

tahun bermula 
tahun ini

MUHAMMAD AMINNURALIFF 
MOHD ZOKI

PUCHONG

K erajaan Selangor menyasar-
kan sebanyak 30,000 unit 
rumah mampu milik (RMM) 

di bawah program Rumah Sela-
ngorku bagi tempoh lima tahun 
bermula tahun ini sehingga 2023.

Exco Perumahan dan Kehi-
dupan Bandar Selangor, Haniza 
Mohamed Talha berkata, sehing-
ga 15 November 2019, sebanyak 
277 projek pembangunan RMM 
dilaksanakan melibatkan 121,695 
unit kediaman telah diluluskan 
Majlis Mesyuarat Kerajaan Ne-

Haniza (dua dari kiri) ketika hadir pada Majlis Penyerahan Kunci Rumah 
Selangorku dan penyerahan Surat Tawaran kepada penyewa Skim Smart Sewa 
di Pangsapuri Seri Utama di Puchong semalam.

geri.
“Daripada jumlah tersebut, 

sebanyak 14,781 unit telah siap 
dibina dan diserahkan kunci, ma-
nakala 22,274 unit kini dalam 
pembinaan akan boleh diduduki 
secara berperingkat bermula 
pada akhir tahun ini sehingga 
2022,” katanya pada Majlis Pe-
nyerahan Kunci Rumah Sela-
ngorku dan penyerahan Surat 
Tawaran kepada penyewa Skim 

Smart Sewa di Pangsapuri Seri 
Utama di Taman Puchong Uta-
ma di sini semalam.

Mengulas lanjut katanya, ke-
rajaan negeri juga merangka be-
berapa dasar bertujuan memper-
banyakkan penyediaan RMM 
yang lebih berkualiti, selesa dan 
dilengkapi kemudahan mencu-
kupi serta dijual pada harga 
mampu milik antara RM42,000 
sehingga RM250,000 seunit.

Katanya, Dasar Perumahan 
Mampu Milik Negeri Selangor 
kini dikenali sebagai Dasar Ru-
mah Selangorku 2.0 bermula 
April 2018 turut menumpukan 
penambahbaikan dari aspek pe-
milikan, perancangan dan pelak-
sanaannya supaya memberi man-
faat kepada pemaju, pelaksana 
dasar dan pemilik rumah.

“Sehingga 31 Oktober 2019, 
sebanyak 196,061 permohonan 
Rumah Selangorku berdaftar de-
ngan LPHS (Lembaga Peruma-
han dan Hartanah Selangor).

“Ini salah satu pengukur da-
lam memenuhi keperluan penye-
diaan Rumah Mampu Milik ter-
utamanya di kawasan 
per ban daran yang mempunyai 
permintaan tinggi,” katanya.

Dalam pada itu, Pangsapuri 
Seri Utama, Taman Puchong 
Utama dipilih sebagai pemba-
ngunan Rumah SelangorKu per-
tama di negara ini yang dileng-
kapi dengan panel solar dan 
mendapat Pensijilan Indeks Ba-
ngunan Hijau (G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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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gai pengunjung, pemborong

Zon permainan komputer di Gempakarnival 2019 turut 

menarik perhatian pengunjung. Seng Kok (dua dari kanan) dan Tuck Chee 
(tengah) memotong kek sempena ulang 

tahun ke-10 GM Klang.

FOTO: ROSLI TALIB

GM Klang anjur 
Gempakarnival 2019

NORAFIZA JAAFAR 

KLANG

GM Klang menghargai sokongan 
lebih enam juta pengunjung dan 
lebih 300 pemborongnya dengan 

mengadakan Gempakarnival 2019 ber-
serta konsert sempena ulang tahun ke-10 
pada malam kelmarin. 

Pengarah Urusannya, Datuk Lim 
Seng Kok berkata, sokongan itu mem-
bantu GM Klang yang bermula dengan 
satu blok berkembang kepada tiga ba-
ngunan kini menjadi pusat pemborong 
terbesar di Malaysia. 

Menurutnya, GM Klang mempunyai 
pelan jangka masa panjang membawa 
produk pemborong di gedung tersebut 
ke peringkat antarabangsa. 

Antara pengunjung yang menyaksikan konsert Gempakarnival 2019 di Klang kelmarin.

bandaran Klang dan Tourism Selangor 
untuk membangunkan sektor pelan-
congan dan perniagaan di daerah itu. 

“Photo wall di GM Klang adalah usa-
ha kami membawa lokasi menarik Klang 
seperti Pulau Ketam dan Pandamaran 
untuk dilawati pengunjung di pusat pem-

borong ini yang terdiri daripada orang 
tempatan serta rakyat negara jiran. 

“Kami juga berharap tanah seluas 
lebih lima hektar di GM Klang mampu 
dibangunkan sepenuhnya supaya bukan 
hanya dikenali sebagai pusat pemborong 
di Malaysia malah di Asia nanti,” katanya. 

REAKSI

Karnival 
sempena 
ulang 

tahun GM Klang 
ke-10 menawarkan 
banyak barangan 
semurah RM5. Saya 
dapat empat kotak 
biskut pada harga 
murah.” - Pengunjung, 
Perunding Takaful, Mohammad Abdul Wahab, 38. 

Biasanya 
hujung 
minggu 

keluar makan saja 
tapi bila ada karnival 
sempena sambutan 
GM Klang ke-10 ini, 
kami sekeluarga 
dapat bersantai 
sambil menyaksikan 
persembahan artis.” - Pengunjung, Surirumah, 
Rohani Abdullah, 40

Konsep 
karnival 
bagus 

cuma harap lepas 
ini lokasinya lebih 
kondusif atau 
dalam kawasan ada 
pendingin hawa 
sebab bila duduk 
bawah khemah 
keadaan panas pengunjung pun kurang, 
apabila malam baru orang ramai 
datang.” - Peniaga, Abida Farouk Khan, 33

“Kita bukan hanya ingin memperba-
nyakkan pemborong di sini, bahkan 
mahu membantu belia terlibat dalam 
dunia perniagaan runcit dan mampu 
bersaing di peringkat global. Ini kerana 
peluang kerja sekarang juga terhad. 

“Jika hasrat ini mampu menjadi ke-
nyataan, Malaysia mampu menjadi hab 
komersial terkenal. Kita sudah mempu-
nyai Pelabuhan Klang yang ke-12 terbe-
sar di dunia, jadi harapan kita Klang juga 
mampu menjadi hub-komersial satu hari 
nanti,” katanya ketika perasmian sam-
butan ulang tahun ke-10 GM Klang di 
Gempakarnival 2019 di sini kelmarin. 

Hadir sama,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Pandamaran, Leong 
Tuck Chee yang turut menyampaikan 
hadiah sebuah Perodua Myvi kepada 
pemenang cabutan bertuah.

Acara dimeriahkan dengan konsert 
yang menampilkan Sarah Suhairi, San-
test, Siti Nordiana dan Bunkface. 

Seng Kok berkata, beliau komited 
untuk bekerjasama dengan Majlis 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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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NJUNGAN | Pengetua Inasis TNB Universiti Utara Malaysia (UUM), Idzwan Yacob  (tengah) 
bergambar bersama sebahagian pelajar asrama 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SMK) Pulau Nyior 
Jitra, Kedah semasa sesi kunjungan beliau ke sekolah sukan itu baru-baru ini. - Nur Azimah Arshad

HARI KECEMERLANGAN | Barisan tenaga pengajar, pihak pengurusan, tetamu kehormat dan 
sebahagian pelajar bergambar selepas tamat Hari Kecemerlangan Pelajar Pasti Nurul Iman BTHO 
Cheras, Selangor pada 17 November lalu. - Pasti Nurul Iman, Cheras

BERSEMANGAT | Walaupun hujan lebat, Kontinjen Cattleya tetap bersemangat meneruskan 
perarakan sekali gus berjaya merangkul tempat pertama pada Karnival Sukan Kakitangan MBSA 
(KASUMA) 2019 di Dataran Kemerdekaan Shah Alam, Seksyen 14, Shah Alam baru-baru ini. - 
Peminat  Cattle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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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ER JOURNEYS AHEAD 
Taman Bukit Permai residents in Ampang will be able 
to enjoy smoother rides as the residential roads in 
and around their low-cost flats will be repaire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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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hole-free roads 
for flat residents soon 
MPAJ to resurface access roads in Taman Bukit Permai 

Access roads in and around Pangsapuri Intan in Taman Bukit Permai, 
Ampang, will be resurfaced at a cost of RM300,000. 

By NUR AMIRAH ABD RANI 
metro@thestar.com.my 

RESIDENTS of Pangsapuri Intan in 
Taman Bukit Permai, Ampang, will 
finally be able to enjoy pothole-free 
access to their flats following the 
resolution of a 20-year saga over 
who is responsible to maintain the 
roads. 

The Amp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AJ) said it will resurface 
the roads with a RM300,000 alloca-
tion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Malaysian Road Records 
Information System (Marris) fund 
next year. 

This is after the Hulu Langat 
Land Office clarified earlier this 
year that what was thought to be 
the flat's private roads were in fact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MPAJ. 

Speaking at a press conference, 
Teratai assemblyman Bryan Lai 
said that MPAJ and residents had 
assumed the roads leading to and 
around the five blocks of flats we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joint man-
agement body. 

"Because of how the planning 
permissions were issued, the devel-
oper did not own the access roads 
and they were still under the local 
authority. 

"Due to management issues with-
in the low-cost flats, there had been 
no maintenance of these roads. 

"Now that this has been cleared 
up, MPAJ will be resurfacing the 
roads early next year," he said, add-
ing that the roads were temporarily 
resurfaced in October due to their 
extremely poor condition. 

Flat resident Mahat Osman, 64, 
who has lived in the housing area 
for 20 years, sai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e local authority had stepped 
in. 

"Normally they only come and 
discuss but nothing would be done. 
I hope this time the authorities 

would fulfil the promises they 
made. 

"It would also be wonderful if the 
exterior of the flats could be 
repainted as well," he said. 

Another resident, Islamuddin 
Hassim, 27, hoped the turn of 
events meant that MPAJ would take 
action against those who "book" 
parking spaces at the low-cost flats 
which has 600 units. 

"Some residents here place safety 
cones to reserve parking but it 
should be on a first-come, first-
served basis," he said. 

MPAJ councillor R Moganraj said 
there were plans to set up a mini 
library and multi-purpose space in 
the flat area. 

"We will also include a plan for 
parking to address the shortage of 
bays," he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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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坡1日讯）雪州政府正考 

他早前出席在八丁燕带出席活动 
时，这么指出。

许来贤指出，瓜雪甘榜淡苔爪哇 
加埔路16哩数日前发生的爆炸火灾 

事故，警方和环境局已在追踪不负 
责任的可疑者，因他们将装有化学 
物品成品的大随地乱丟。

他指出，引发爆炸的化学物品目 
前正在清理中，过程会较耗时而需 
约一周的时间才能全面清理。

他说，雪州政府会耗费100万 
令吉，将所有化学物品运至位 
于森美兰州武吉不兰律（Bukit 

Pelanduk)的森州废料处理中心 
(KL'ALrn ALAM) 0 

“雪州政府是在周三获得批准， 
所以目前正在运送中。”

—许来贤：建设化学肥 
料处理中心的建议仍在 

讨论阶段。

T瓜雪而揽瓜雪甘榜淡答爪哇加埔路16哩一座非法垃圾 
场日前，发生270桶化学废料起火燃烧，还传出骇人爆炸 

声响。

虑建设化学废料处理中心，以遏制 
州内非法倾倒化学品的问题。

在11月25日的凌晨时段，瓜雪甘 
榜淡答爪哇加埔路16哩一座非法垃 
圾场火灾事故，更传出惊人的爆炸 
声响，据悉有村民更为此感到噁心 
呕吐而被送院就医，雪州环境局也 
怀疑270桶化学肥料是含有液体溶 

剤和油漆成分。
掌管雪州环境、绿色工艺、消 

费人、科学工艺及革新事务的行 
政议员许来贤指出，在建设化学 
肥料处理中心的建议上，目前仍 
在讨论阶段，而环境素质有限公

逼制非法傾倒化學品

雪擬建廢料處理
司(Syarikat Kualiti ：\ 1 am Sdn 

Bhd)也出席商讨会议。

他指出，雪州设有许多工厂，一 
旦有需要建设化学肥料处理中心， 
也不能全面依赖于化学肥料土埋场 
发挥功能，以应付多个工程的化学 
物品肥料倾倒，否则涉及的费用庞

大。
“希望人民可了解雪州政府的立 

场和努力，我们不是要将有毒的 
物品引进雪州，但若置之不理，有 
一撮不负责任的人就会随地非法乱 
丢，后果严重。”

化學物品仍在清理

□□

浓
烈
化
学
浓
烟
。

■
发
生
化
学
废
料
起
火
爆
炸
事
件
后
，
现
场
飘
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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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二 r —

安邦臨時巴剎環境

■安邦巴刹小贩迁往临时巴刹后，光顾人潮减少，生意受沖击的小贩叫苦连天C

成
功
注
册
。 

■
沈
浩
威
：

小級公會
>繼光i

(安邦1日訊）临时巴刹基设环境 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安邦巴刹，正进行

差，道路也欠佳，光顾人潮大幅減重建，小贩们于4个月前，暂时搬往靠近

少小贩生音剧降50%至60%个个安邦轻快铁站及新街场一淡江高架公路（ 
坌心， SUKE}交界处附近的临时巴刹。

可是，临时巴刹出入道路为泥地，下大

雨时难以行走，基设问题也一箩筐，导致 
前往买菜及消费的人越来越少。

为此，一班小贩自行成立小贩公会，搞 
好基建，使顾客们不会望而生畏，继续光 
顾。

今年10月成立的安邦巴刹商业小贩公会 
理事鉴于环境恶劣，及避免造成买菜的年 
长者跌倒，决定出资约1万令吉，雇用承包 
商铺设4寸厚，内有钢骨的道路。

至少1Q長者跌倒

这条由路口算起，约290尺长道路，上周 
一、二连夜赶工，可让载重量15吨以上的 

罗厘行走。
安邦巴刹商业小贩公会主席沈浩威说， 

新公会首要工作是铺好道路，让顾客安全 
使用，期望对提升巴刹小贩业务有帮助。

他说，公会也在沟渠旁路口铺上洋灰， 
让顾客容易步行，接下来公会需设法挖掘 
巴刹内沟渠，让污水流通。

“临时巴刹启用后，至少有10名男女长 
者跌倒，其中一名年长妇女敲伤额头流 
血。”

沈浩威说，该公会另一项工作是设法申 
请水表，让所有摊子都有本身的自来水 
供，目前该巴刹由巴刹旧址驳接地下水的 
水喉使用水源及靠水务局载水，水源不 
足，很不方便。

等

明

年

■外籍劳工连夜赶工，铺 

设安邦临时巴刹道路。

&邦再也市议员何金福 
受访时指出，他曾要 

求安邦再也市议会铺好巴刹 
道路及挖深沟渠，以免积水 
导致蚊蚋滋生，但负责官员 
指2项基建必须同时进行， 

但今年拨款已用罄，需等明 
年。

他说，新公会理事认为事 
不宜迟，只好自掏腰包，雇 
用承包商先铺道路。

“在安邦再也第八区居民 
协会理事兼安邦社区发展联 
谊会主席李光富协助下，找 
到一名费用至少便宜5000令 

吉的外籍承包商铺路，有关 
理事们甚至留守巴刹至午 
夜，监督工程进行。”

■铺李
安设光
邦的富
巴道。
刹路
商。
业右
小超
贩为
公沈
会浩
数威
理、
事潘
与#
何良

舍、
福童

金
左铃

■梁永安指临时巴刹的沟渠水不通，易生蚊虫。

重建巴剎需近3年
、•^浩威指出，据他了 

解，正进行重建的老 
巴刹建筑物共有两层楼， 
需费时两、三年才完成， 
因此还有段颇长的时间。

“目前，临时巴刹共有 
363摊，其中140多摊有固 

定执照，余者属临时执 
照。”

鋪路盼有轉機
^^邦巴刹商业小贩公会副总 
f务林城华在巴刹摆摊卖 
神料多年，他的营业额自搬迁 
后，减少50至60°。，惨淡经营。

他说，新公会为大众利益铺 
设道路，期望生意有转机。

公会财政梁永安除了在巴刹 
外经营茶室，在巴刹内也有个 

邱職忠PENlAiiA penjS%商£€還：运

经济粉面摊，随著巴刹顾客大 
减，其生怠量也大减约一半。

■林城华：神料 

店生意惨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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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9單位先租後售
‘州房屋与地产局目前在州 
内各地拥有979间单位， 

充作“先租後售”计划用途， 

协助经济困难者拥有首间房 

屋。

哈妮查指出，达至今年10 

月，申请我的雪兰莪州房屋者 
多达19万6061人，遗憾的是， 

有许多申请者无法获得银行贷 
款，所以州政府在201T年拨出1 

亿令吉，以及2018年追加5000 

万令吉，推动先租后售计划。

“目前有629间单位以每月 

450至900令吉出租；州政府于 

明年财政预算案拨出2000万 

令吉，估计再増1〇〇间单位出
租。，，

k说，州政府预计明年2月和 

房屋与地方政府部合作，通过 

该部及合作银行，提供先租後 

胃i十戈丨J。

出席者有梳邦再也市议会主 

席诺莱妮、_州房屋与地产局 

代代执行总监凯鲁阿占等。

%擁GBI認證■採太陽能電版

|期里鳥達瑪職iaai
蒲种1日訊）拥有1162个单位的 

斯里乌达玛“我的雪兰莪州”可负 

担房屋建竣，是全马或雪州首个拥 

有绿色建筑物指标（GBI)认证，也 

是州内首项在公共区域采用大阳能 

电版操作的可负担房屋。

该组屋也比原定期限提前10 

个月竣工及移交锁匙，设计面 

向南北、采光、玻璃窗装有隔 

热膜等，可降低屋内热度，无 

需过度依赖风扇或冷气。

公共区域使用太阳能版操作 

的节能灯、设有污水循环设

计、雨水收集箱、脚车道等设 

备，强调低碳生活。

斯里乌达玛组屋位於蒲种乌 
达玛，由Hillcrest Gardens有 

限公司发展，3款设计，即（B 

型）售价10万令吉的75〇平方 
尺、（C2型）19万5000令吉900

平方尺，以及（[〕型）售价22万令吉1000 

平方尺，每类型标准拥三房两浴，另有 

停车位、游池儿童乐园等设备，拥有永 

久地契。

強調低碳生活

发展商原邀请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及雪州大臣阿米鲁丁今早 

主持移交锁匙仪式，惟两人皆有要事不 

克出席，分别由政治秘书希尔曼及掌管 

雪州房屋、城市发展行政议员哈妮查代

表。

哈妮查指出，为落实居者有其屋政 

策，州政府特与私人界合作推动“我的 
雪兰莪房屋”，发展介于4万2〇〇〇至25 

万令吉售价的可负担房屋；为了完善这 

项政策，去年更升级为“我的雪兰莪房 
屋” 2.0版。

她说，截至今年11月15日，雪州行政 

议会共批准277项共12万1695间可负担房 

屋计划，目前已完成1万4781间，另有2 

万22T4间预计在今年尾至2022年完成。

共有5座15及20樓層

斯
:里乌达玛组屋占地16.6 

亩，共有5座15及20层楼 

的楼层，Hillcrest Gardens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阮瑞强指出， 

平均每亩只有70间单位，属于 

低密度、高素质及健康的生活 

环境，并设有两个室内篮球场 

及游池，这些设备一般为高尚 

公寓拥有〇
他说，该计划在3年前7月份 

推介，由时任大臣拿督斯里阿

兹敏阿里主持动土礼，并顺利 

比原定日期提前完工，也是今 

马或着州首个拥有绿色建筑物 

指标认证的可负担房屋。

他指出，斯里乌达玛蒲种有 
60间单位充作“先租後售”计 

划用途。

有意f请“我的雪兰莪房” 
者，可浏览Iphs .selangor. 

gov .my了解详情。 ■阮瑞强（右2起）在示范屋，向哈妮查及希尔曼汇报该项目的设计特色。右 

为诺莱妮。

I

斯
里
乌
达
玛
组
屋
获
得
绿
色
建
筑
物
指
标
认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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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i曰 

訊）公正党内斗持 

续升温！多名亲党 

署理主席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的青年 

领袖在党大会前 

夕，呼吁各级党领 

袖对党主席拿督斯 

里安华发起不信任 

投票！

■公正党内斗升级，安华 
(左）与阿茲敏师徒情不在？ 

(档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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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安華專注個人議程

♦文接封面

据悉，发起这不信任投票的领袖 

十有公正党班底谷区青年团副团长 

内兹林、委员莫哈末诺法立、莫哈 

长法依扎和莫哈末亚兹，以及山打 

艮区临时秘书黄嘉杰（译音）。

《星报》引述5人联合声明，指他 

门对那些不支持党领导层的领袖陆 

卖被开除，让他们感到羞耻。

他们强调，党近期发展与改革宗 

f不符，也削弱民众对党的信心。

开始是逼迫署理主席（拿督 

昕里阿兹敏阿里）和副i席袓莱达

辞职；过后纪律局就开除疑似涉及 

贿选的最高理事查卡利亚；再来就 

是公青团正副议长被以年龄超过门 

槛等无法接受的理由开除，即便他 

们在去年党选时符合年龄限制。

“党主席只专注在其个人议程， 
向世界大肆宣传他是第8任首相。”

5人在声明中呼吁各阶层党领袖， 

包括最高理事会成员，对破坏改革 

议程的安华发起不信任动议。
他们认为，基于20名最高理事已 

公开抗议查卡利亚被开除，安华和 

其团队采取的轻率行动应被列为无 

效。

I

：dAng^jiini mMKidafiglcan 
K PtRCAYA* t«rha<Jap DvtiA 
wkuPrviifton Pt(R, 5cgi»li? 

HUtATfl)matMssa k (T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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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jihIai

ri Om*r 

Patliai

Qin Moliamad ^nllcti

呆法依扎否認有份
e«NVAHVAMfcN

■莫哈末法依扎在面子书 
否认发出联合声明。

(截图取自莫哈末法依扎 

面子书）

指参与联署之 
的莫哈末法依 

扎，随后在个人面子书 
撰文，并否认他与另4 

人一起对安华发起不信 

任投亭0

他麄k了纳兹林在面 

子书张贴有关不信任投 

票的联合声明。

他强调，他的名字在 

不知情，且未经过他许 

可下被滥用。

吁
投
安
華
不
信
任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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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愛國者協會 

促反貪會提控2人
(吉隆坡1曰讯）全国爱国 

者协会促请反贪污委员会， 
提控2名早前因涉及贿选而被 

开除党籍的党前百乐区部主 
席查卡利亚和党员依斯迈杜 

哈迪。

该会主席拿督阿沙德拉吉 

认为，此事发生在希望联盟 

执政的第一年，因此反贪会 

也应该深入调查此事。

“若此事属实，是非常羞 

耻的。这对希盟所有成员党 

来说是个警告，就是人们不 

能容忍任何形式的贪污，即 

便涉及的是小数额或小型项 

目。”

^°“马来邮报在线”引述阿 
沙德拉吉说，包括3名内阁部 
长在内的20名公正党最高理 

事就开除事件提出抗议，那 

反贪会就更应该深入调查。
他说，这20名公正党最商

理事如此坚定地捍卫查卡利 

亚和依斯迈杜哈迪，且公正 

党也是执政党之一，因此此 

事不仅是政治领袖的廉正问 

题，更已成为大众所关注的 

课题。

阿末卡欣上周日（24曰） 

宣布，查卡利亚和依斯迈杜 

哈迪因涉及在去年党选中贿 

选，即日起遭开除党籍。

随后，以公正党署理主席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为首 
的20名最高理事，周六（30 

曰）以党纪律局开除查卡利 

亚的决定不合法为由，联署 

提出抗议，并要求党主席拿 

督斯里安华道歉。

安华随后说，以阿兹敏阿 

里为首的抗议联署事件已被 

渲染，因为信函只是促请党 

纪律局检讨开除查卡利亚的 

决定，没要求党主席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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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家：與阿茲敏分歧擴大

G安華相位
(吉隆坡i 此外，大马工艺大学教授阿

■詹运豪

日讯）政治 

学家认为， 
公正党主席 

拿督斯里安 

华接棒为下
任首相的机率，将随著他与该 

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 

里之间分歧扩大，且受到威 

胁。

澳洲塔斯马尼亚大学亚洲学 

院主任兼政治学者詹运豪指 
出，安华必须迅速采取行动结 

束与阿兹敏的不和，否则某些 

政党可能将这视为反对他接任 

首相一职的理由。
“这一系列的内讧，让公正 

党看起来非常糟糕，人民会严 

重怀疑公正党治国能力。”

詹运豪接受“自由今曰大 

马”访问时说，党内讧对安华 
和阿兹敏阿里都不利。

他说，目前公青团的冲突就 

是两人之间竞争的结果，妇女 

组可能在酝酿类似情况。

兹米指出，公正党内斗已蔓延 

到各州区部及青年团，开除公 

青团大会正副议长，可能是由 

于两人公开支持阿兹敏阿里。

他说，公青团团长的解释难 

以让人信服，即大会正副议长 
被开除是因为年龄超过35岁， 

没有资格成为青年团成员。
他指出，公正党大会迫在眉 

睫是因为安华要巩固自己的地 

位，建立权威，但他提醒安 

华，阿兹敏阿里派系可能“全 

面抵制”此次大会。

“如果真的发生（抵制）， 

公正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艰 

难，其内部权力斗争将更加公 
开地发生，也会影响希盟。” 

阿兹米也说，这场争吵使安 
华和阿兹敏阿里显得更热衷于 

“实现政治自负”，而不是为 

人民服务。

“我并不是说这是他们的真 

实意图，但这是公众对他们内 

斗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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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1須袖：若要投安華不信任票
■阿都拉 

沙尼

也^
(八

风波不II 
安华的I 
拿督斯I 
对安华3 
同样可X 
革除阿II 

《星手I

议，因! 

下，已自 
议。

“如身 
主席发走 

同样可U

5動議革除阿茲敏
r灵再也1日讯）公正党内斗 

斤，一名亲党主席拿督斯里 

5深领袖警告，若署理主席 
I阿兹敏阿里的支持者执意 

艺起不信任投票的动议，他 

■f此进行报复，即推动发起 

C敏的动议！
5》今日引述公正党最高理 

可都拉沙尼的谈话，後者指 

3革除阿兹敏和其盟友的动 

巧他们在没有合理的理由 
5超过连续3次缺席党的会

I他们要对没有违反党章的 
g不信任投票的动议，我也 

义报复，推动发起革除阿兹

敏、副主席袓莱 

达以及公青团署 
理团长希尔曼的 

动议。”
阿都拉沙尼指出，根据党章第23 

(6)条文，超过连续3次缺席党会 

议是违法的。

他也说，公正党大会期间所发起 

的上述动议，需取决於永久 (permanent chairman )是否接受 

或驳回。

报导指出，阿都拉沙尼是针对多 

名亲党署理主席阿兹敏阿里的青年 

领袖在党大会前夕，呼吁党各阶层 

党领袖对党主席安华发起不信任投 

票一事，发表上述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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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如何管理樓層房屋

靈市廳推安全管理指南
(八打灵再也1日讯）八 

打灵再也市政厅正式推介 

《高楼房屋保安和安全管 

理指南》，让联合管理机 
构（JMB)及管理委员会 

(MC )参考如何管理楼层

房屋。

这本指南以中、巫、英、 
淡米尔文4种语言出版。雪 

州政府据悉也将于明年在雪 

州各地推介这项指南。

八打灵再也区国会议员玛

丽亚陈认为，这项指南非常 

重要，并需要分享出去，特 
别是其内容阐述廉价组屋联 
合管理机构及居民所面对的 
管理问题，也阐述正确解决 

问题的管道。

包含4种语言

她说，联合管理机构因与 
邻里之间有交情，因此在 
处理邻里问题时偶尔会难以

■玛丽亚陈（右六起）及斯里斯迪亚州议员哈利梅推介《高楼房屋保安和安全管 

理指南》。

下手解决，惟有了这项指南 

后，联合管理机构可以知悉 

他们的职权及责任。

<高楼房屋保安和安全管 

理指南》作者周昌权指出， 

在他与同事参访睦邻计划 

(Rukun Tetangga )时， 

发现不少社区面对房屋保安 

和安全管理问题，他认为有 

必要撰写该书籍，让社区能 

有一个架构来维持安全，以 

及变得更有组织。

"该书籍内有超过30个建 

议，让社区及联合管理机构 

协助解决保安及安全管理问 

题时，并适合廉、中价、高 

价的楼层房屋。”

欲知《高楼房屋保安和安 

全管理指南》购买详情，可 

浏览https://my-pj.info/。 

在场者尚有公正党。

瑪麗亞陳：關懷計劃

符合提升社區能力政策
丽亚陈提及，自去 5与6栋楼展开社区关怀计 

I■^年8月起，其办公室划，以打造安全及舒适的生 

已在帝沙明达丽（Desa 活社区。

Mentari)组屋区第1、4、 “雪州国民团结及融合

局、灵市政厅与社区领袖也 

同意该计划，以便社区转型 

成可以满足居民需求的‘永 

续社会，。”

她指出，“关怀社区计 
划”亦符合政府要提升社区 

能力的政策，并确保居民可 

以无限享用公共交通、健康

与教育的服务。

公正党、掌管雪州房屋及 

城市生活事务的行政议员哈 

妮查及MyPJ组织的支持， 

并适合于全国的楼层房屋。 

据悉，雪州政府也将于明年 

在雪州各地推介有关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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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個達綠色建築指標認證

斯里鳥達瑪組屋可入住了
(蒲种1日讯）我国首个达致绿色建 

筑物指标认证（Green Building Index 
Certification )的可负担房屋，斯里乌 

达玛组屋（Pangsapur Seri Utama )比 

预期中提前10个月竣工，并已经于今 

年10月起让住户入住了！

这个位于蒲种乌达玛花园（Taman 
Puchong Utama )的组屋，也是首个 

被雪州政府选为安装太阳能板（solar 
panels )的“我的雪兰莪房屋计划”。

雪州房屋及城市生活事务行政议员行 

政议员哈妮查今日移交房屋钥匙予住 

户时表示，雪州政府自2014年推行的 

“我的雪兰莪房屋计划”，受到S州 
子民的欢迎，截至今年11月15日，州 

政府已批准277项“我的雪兰莪房屋计 

划” (Rumah Selangorku )，并有 12 

万1695个单位。

逾1.4万单位已建竣

"其中，1万4781个单位已建竣，而 

尚在建立的2万2274个单位将在今年杪 

至2022年，陆续可以入住。”

哈妮查说，州政府预计从2019年起 

的5年内，将建设3万个“我的雪兰莪 

房屋计划”单位，而截至今年10月， 

雪州房屋与地产局共获得19万6061个 

申请0
她说，雪州房屋与地产局（LPHS ) 

目前已买下979个“我的雪兰莪房屋计 

划”的单位，当中已有629个单位将 

在每月450令吉至900令吉的租金下出 

租，并从今年杪至明天中期，预计将有 

350个单位准备出租。

她也说，国家银行已在今年1月推 

出“可负担基金” （Dana Mampu 
Milik )，让购屋者可以缴付房屋费， 

而州政府也与城市和谐、房屋及地方政 

府部门（KPKT )合作，与银行配合推 

出预计将在2020年2月推行的“租买方 

案” （Skim Sewa Beli )，协助无法 

付得起房屋费的人士。

"另外，州政府自2011年期亦推 

出组屋复新计划（Skim Ceria )，并 

在2018年推出‘美化精明雪兰莪’

(Indah Smart Selangor)项目，以美 

化残旧的楼层房屋。”

斯里乌达玛组屋是由Hillcrest 
Gardens私人有限公司发展，共有1162 

个单位，目前已有90%售出，以及有 

达400个单位住户已领取房屋钥匙。 

另外，该组屋中的60个单位亦被纳入 

“先租后售” （Smart Sewa )的计 

划0
有关组屋每单位共有3间睡房、2间 

厕所，其中B型单位（464个单位）750 

平方尺大，售价为10万令吉，C2型单 

位（464个单位）则有900平方尺大、 

售价为19万5000令吉；D型单位（234 
个单位）则有1〇〇〇平方尺大，售价为 

22万令吉。

Hillcrest Gardens私人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阮瑞强指出，组屋备有多个良好的 
设施，居民可通过垂直的通风及充足 

的阳光，享受清新凉爽的环境；在每 

占地1英亩的土地上，只有70个房屋单 

位，而每单位亦有1至2个的停车位。

(LPP)

■哈妮查（坐者左三）在移交房屋钥匙后，与购屋者及租屋者合影。左起 

为诺莱妮及希尔曼，坐者右起为凯鲁及阮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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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租后售”助经济困难者
雪州房屋与地产局目前在州内各 

地拥有979间单，充作“先租后售” 

计划用途，协助经济困难者拥有首间 

房屋。_

哈妮查指出达至今年10月份， 

申请我的雪兰莪州房屋者多达19万 

6061人，遗憾是，有许多申请者无法 

获得银行贷款，所以州政府在2017 

年拨出1亿令吉，以及2018年追加 

5000万令吉，推动先租后售计划。

“ 0前有629间单位以每月450至 

900令吉山租；州政府于明年财政预 

算案拨出2000万令吉，估计再增100 

间单位出租。”

她说，州政府预计明年2月和房 

屋与地方政府部合作，通过该部及合 

作银行，提供先租后售计划。

出席者有梳邦再也市议会主席诺 

莱妮、雪州房屋与地产局代执行总监 

凯鲁阿占等人。

斯里乌达玛组屋占地16.6亩，共有5座15及 

20层楼的楼层，Hillcrest Gardens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阮瑞强指出，平均每亩只有70间单位，属于低密 

度、高素质及健康的生活环境，并设有两个室内篮 

球场及游池，这些设备一般为高尚公寓拥有。

他说，该计划在3年前7月份推介，由时任大 

臣拿督阿兹敏阿里主持动土礼，并顺利比原定日期 

提前完工，也可说是全马或雪州首个拥有绿色建筑 

物指标认证的可负担房屋。

他指出，斯里乌达玛蒲种有60间单位充作“先 

租后售”计划用途有意申请“我的雪兰莪房” 

者，可浏览 lphs.selangor.gov.my 了解详情。

首个拥绿色建筑认证可负担屋

醒乌达晒屋交锁匙

(蒲种1日讯）全马或雪兰莪州首个拥 

有绿色建筑物指标（GBI)认证的斯 

里乌达玛“我的雪兰莪州”可负担房 

屋建竣，拥有1162个单位，也是州内 

首项在公共区域采用太阳能电板操作 

的可负担房屋。

斯里乌达玛组屋也比原定买卖合 

约提前10个月竣工及移交锁匙，设计 

面向南北、采光、玻璃窗装有隔热膜 

等，可降低屋内热度，无需过度依赖 

风扇或冷气。公共区域使用太阳能板 

操作的节能灯、设有污水循环设计、 

雨水收集箱、脚车道等设备，强调低 

碳生活。

gp里乌达玛组屋位于蒲种乌达玛，由 

^/THillcrest Gardens 有限公 R]发展，3 款 

设计，即（B型）售价10万令吉的750平方

尺、（C2型）19万5000令吉900平方尺，以 

及（D型）售价22万令吉1000平方尺，每类 

型标准拥三房两浴，另有停车位、游池儿童乐 

园等设备，为永久地契。

“我的雪兰莪房屋”

发展商原邀请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 

敏阿里及雪州大臣阿米鲁丁今早主持斯里乌达 

玛组屋移交锁匙仪式，惟他们皆有要事不克出 

席，分别由政治秘书希尔曼及掌管畀州房屋、

城市发展行政议员哈妮查代表。

哈妮查指出，为落实居者有其屋政策，州 

政府特与私人界合作推动“我的雪兰莪房 

屋”，发展介于4万2000至25万令吉售价的 

可负担房屋；为了完善这项政策，去年更升级 

为“我的雪兰莪房屋” 2.0版。

她说，至今年11月15日，雪州行政议会 

共批准了 277项共12万1695间可负担房屋计 

划，0前完成了 1万4781间，另有2万2274 

间预计在今年尾至2022年完成。

妮
查
移
交
模
型
锁
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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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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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阿兹敏支持者另开大会

旺姐澄清只有一场
(吉隆坡1日讯）针对坊间指

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的支持者策划 

召开另一场公正党代表大 

会，副首相兼公正党顾问拿 

督斯里旺阿兹莎医生强调， 

该党只有一场全国代表大 

会，艮P12月5FI至8日在马 

六甲举行。

“对我们而言，党只有一 

个全国代表大会，那是正式

的大会。”

她今日出席班丹国会选区 

割礼活动开幕后，针讨传言指 

阿兹敏阿里支持者策划在同一 

天召开另一场大会一事，在记 

者会上这么回应。

旺阿兹莎希望该党内部冲 

突及课题可以在第14届公正 

党代表大会上解决。

“上苍保佑，我们希望 

(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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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憧党党选 
8B长级领袖料留任

吉隆坡1日讯I国家诚信党首次党选在即， 

尽管在基层选举阶段，多位知名领袖纷纷落马， 

但相信部长级人物在中央党职能获得留任。

国家诚信党将在下周迎来第4届全国代 

表大会，而今年也是诚信党创党以来首次改 

选，如今全国各个区部及州领导层也已完成 

选举。

诚信党区部改选时状况连连，更传出 

多个区部和臂膀的代表大会取消及必须重 

希（工程部）、中委哈尼巴（首相署法律事 

务）、拿督玛夫兹（人力资源部）、哈达南 

里利（企业发展部）和拿督拉惹卡玛鲁（房 

地部）。

诚信党在上届大选中赢得11个国会议 

席！获得5名正部长和5名副部长职 '其中 
末沙布（左3)为诚信党如女组大会主持开幕后，与出席者齐比「4」，代表如 

女组成立4年。右起为慕扎希、依占哈欣、阿末阿旺和西蒂玛丽亚。 -张真甄-
选的情况发生。其中也有多名党内知名领 

袖在基层选举阶段失利，包括森州议长祖 

基本菲里、雪州行政议员西蒂玛丽亚和霹 

雳州行政议员拿督斯里尼萨等。

这样的结果引发外界猜测，基层党员是 

否对如今的领导层感到不满，以及是否会影 

响中央选举。

改选变化料不大

目前，在主要中央领导层中，就有5名 

部长级人物，包括党主席莫哈末沙布出任 

国防部长、署理主席拿督沙拉胡丁为农业 

及农基工业部长，至于副主席拿督斯里慕 

扎希则是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另外两名部长，则是担任党中委的卫 

生部长拿督斯里祖基菲里和直辖区部长卡 

立沙末。副部长方面包括，总秘书安努亚达

拉惹卡玛鲁受委为上议员。

为了维持其政治资本，相信诚信党中 

央改选的变化不会太大，多名正副部长预 

计能保留。

采用电子投票制

诚信党将在本月6日至7日，于莎阿 

南IDCC会展中心召开代表大会，并举行党 

选。诚信党有别其他政党，采用复选制， 

即由中央代表选出25名中委，之后25人再 

推举主席、署理主席、3名副主席等职位。

本次改选将采用电子投票制，出现当 

天大会的所有代表在签到时将会获得一个 

「验证码j，供登入投票网站时使用。

诚信党副主席拿督斯里慕扎希昨曰表 

示，新的领导层被寄予重望，以能继续奉行 

伊斯兰普世价值，并更好的落实共享繁荣政

策。

《阳光曰报》报导，慕扎希指出，作 

为执政党，诚信党继续追求新马来西亚的 

理念，让所有宗教和族群能和平生活在一 

起0

他说，今年领导层决定开放更多的空 

间给代表针对提案和重大课题进行辩论。

无论如何，本次代表大会相信也会聚 

焦在希盟和党领导层必须自我反省，兑现 

大选竞选宣言，尤其适逢希盟在刚结束的 

丹绒比艾国席补选中惨败。

诚信党青年团团长莫哈默沙尼说，这场 

全国大会将提醒党领导层须吸取教训，加速 

落实大选宣言。

「除了自我反省，这次大会也作为斥责 

领袖的最好平台，因我们成为政府后，可能 

已忘了要在基层建立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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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宜1日讯I国家诚信党主席 

莫哈末沙布表示，希盟政府在执政 

短短一年多，已经实现了超过52% 

的竞选宣言，惟缺乏与人民沟通， 

导致人民不了解实情。

他指出，该党将在明年1月开 

始’举办更多的活动’以走入社 

区，多与人民接触。

「这是很重要，我们2020年1 

月开始走入社区，向人民讲解希盟 

政府所达至的成就。如果我们不这 

样做，Bossku就会继续前进了。」 

他说，身为领袖或部长不能 

以忙为由而拒绝走入社区。「部 

长，领袖不能因公务忙或以担心 

发表错误言论为借口，拒绝走入社 

区°」

也是国防部长的末沙布周六 

晚上在诚信党妇女组大会致开幕词 

时’如是表7F。

他也直言，希盟领袖担任反 

对党的时间太久，因此许多时候言 

论举止不自觉像反对党。

此外，询及人民对希盟表现 

感到担忧一事，末沙布强调，希盟 

必须要走入社区，向人民讲解，再 

让人民去自彳"7判断。「我们有很多 

讯息都没传到基层，就像补选前，我们做 

了很多事和决定。希盟成员党必须要支持 

说明会，传达政府讯息。」

另外，诚信党妇女组主席西蒂玛丽亚 

在记者会上说，不会寻求蝉联主席职位， 

因雪州行政议员公务和斯里沙登州议席的 

服务让她分身乏术，未来希望能更专注服 

务人民，因此选择不蝉联。

她没直接点名，惟她希望接班人能做 

的比她更出色。

西蒂说，希望执政党的国会议员能注 

意言行举止，不要在国会殿堂制造暄哗。

此外，她致词时说，新马来西亚创造 

历史，多名女性担任国家领袖重要职位， 

包括副首相、联邦首席大法官及反贪会首 

席专员。「这是希盟政府致力落实承认妇 

女能力的承诺’更是对马来西亚妇女在促 

进妇女自给自足中取得成功的承诺。」

加
强

通

末
沙
布
吁
希
盟
走
进
社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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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曼阿蒂拉当选诚信党妇组主席
万宜1日讯I国家诚信党妇女组改选， 

事前受到原任主席西蒂玛丽亚「祝福」 

的上议员艾曼阿蒂拉，当选新任妇女组主 

席。

诚信党妇女组今日在万宜会展中心举 

行第4届全国代表大会，艾曼阿蒂拉在复选 

环节，在26名中委中脱颖而出，成为新任 

妇女主组主席。

署理主席则是由原任副主席诺哈雅蒂 

担任，她也是柔州马哈拉尼州议员。

至于原任署理主席安法阿莎莉，在这 

次改选中退一步成为3名副主席之一，另外 

两人分别是爱达尤索夫和诺哈雅蒂比丁， 

当中爱达是唯一连任的人。

艾曼阿蒂拉此前是妇女组的宣传主 

任，并获得西蒂玛丽亚的祝福。

根据网络媒体《当今大马》的报导， 

西蒂玛丽亚因担任雪州行政议员公务繁 

忙，因此不寻求蝉联妇女组主席，并点名 

艾曼阿蒂拉接班。

诚信党党选采用复选制，今天共有294 

名代表从49名候选人中，以电子投票的方 

式选出27人。

最终最高票的27人进行复选，从中选 

出妇女组主席、署理主席和3名副主席，剩 

下的人自动成为中委。

新任妇女组主席艾曼阿蒂拉今日在诚 

信党妇女组全国代表大会总结后表示，将 

设下4个月的时间，让所有新任中委有所表 

现0

4个月内须有表现

她指出，代表大会后，本身将会与所 

有退下前线的党领导人会面，同时也会让 

新领导层展开各自的工作和角色。

「如今我们有数个事项需要重新整 

理好的，我也会让所有中委扮演各自的角 

色，因为我看到很多人都有各自的强项， 

因此我相信他们能做好各自的工作。」

她举例，只要选到好的部长，那部门 

就会有表现，如果选错了人，部门就不会 

有表现，因此中委们必须在首4个月内做出 

表现。

卸下妇女组主席职的西蒂玛丽亚，则 

相信艾曼阿蒂拉能做的比自己更好。

西蒂玛丽亚（右）祝福艾蔓阿蒂拉成 

功当选妇女组主席。 -张真甄-

诚信党妇女组全国代表大会今日通过 

了5项议决，当中包括促请政府立即制止宗 

教和种族仇恨的政治传播。

另外，现场也有以观察员身份出席的 

华裔和印裔同胞。作为现场唯一的华裔党 

员，来自蒲种区部的何佩仪向记者表示， 

本身是在去年6月提交党员申请表格，当初 

加入诚信党的原因是在大选前参加过很多 

的政治讲座，发现到诚信党与其他政党的 

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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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SSISS：
纵观希盟执政18个月，第一年施政不断U转被人 

诟病，坠人种族宗教泥潭导致路线模糊，第二年浮现 

出比以往激烈的内斗，尤其是丹绒比艾国会议席补选 

惨败，各个朝野政党的合纵连横更为明显，最大党公 

正党派系争夺白热化，希盟基层互有嫌隙，巫伊合作

带来的新格局等变化。

首次执政的希盟在上台时雄心勃勃，目前看来在 

施政上仿佛显得有些「卡」，进退不得，身为执政党 

还不断爆发内斗丑闻，日渐高升的民怨，伴随著政党 

杈斗，大马政治犹如陷人混乱。

分析认为，乱局背后有许多因数 

左右，也导致希盟和大马的转型举步 
维艰，其中最为深刻影响大马政治局 

势的是悬而未决的希盟首相交棒。

政治评论员潘永强博士就指出， 

现在出现的所有政治和权力的纷纷扰 

扰，只有一个焦点，就是首相敦马哈 

迪如何安排交棒。

「这个问题涉及到马哈迪和安华 

的关系，安华与阿兹敏的矛盾，土著 

团结党与巫统的眉来眼去，又牵扯到 

土党党与行动党时有摩擦，还有土团 

党内两大巨头马哈迪和慕尤丁在交棒 

的共识，权力转移是大马当前政治最 

核心的瓶颈。」
他也表示，大马政局乱象是政治 

转型期还没完成，过程出现的复杂混 

乱，也是不少国家会出现的问题，就 
像1998年印尼总统苏哈多和菲律宾总 
统马可斯下台时，印尼和菲律宾在民

主化的前几年也是非常混乱。

「转型的过程需要转好几个弯， 
大马第一个弯还没完成是首相交接。 

可以说这一年半以来，因为首相交棒 

问题不明朗，巫统旧有力量在挣扎， 

所引起的政治混乱都是转型期还在进 

行中的现象。」
潘永强解释，大马的政党轮替始 

终不是一个彻底截断，即不是反对 
党推翻执政党，反而是借助了当初执 

政党里面的一些力量，才完成政党轮 

替0

与巫统关系难切断

「因此，希盟与旧有政治权贵有 

著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促成轮替的过 

程中，希盟与国阵的人士有合作，包 

括马哈迪、慕尤丁、敦达因、拉菲达 

等，他们的力量与巫统有很多难以切

断的联系，所以这就是为何会看到眉 
来眼去的情况。」

他称，马哈迪和安华都是出自于 

巫统'父情和影响力至今尚存留在巫 
统，在首相问题上巫统也出现不同 

声音，以希山慕丁为首的倾向支持马 

哈迪，像阿末扎希等就会比较支持安 
华〇

另外，潘永强也指出希盟内部架 

构问题，指希盟不像国阵，有一个强 

大主导力量（巫统）去协调，国阵虽 

然有很多党派，但老大哥巫统在出现 
分歧和纠纷时可以协调，管控危机。

他称，首相虽然来自土著团结 

党，但该党本身不是一个强大政党， 
难以成为希盟主导力量，公正党也TF 

在分裂中，行动党被视为华人政党需 

要谨慎，所以希盟内没有稳定或协调 

的力量，这就会在争议课题和联盟纠 

纷内出现各种声音。

希盟应回归民％"关注问题
感中心执行董事阿兹兰再纳阿 
兹兰再纳认为，希盟内部应该

灵感中心执行董事阿茲兰再纳

灵
减少「政治化」，通过成熟方式来解 
决党内纠纷，回归民众关注的主流问 
题。

阿兹兰再纳表示，希盟必须意识 

到丹绒比艾国会议席补选就像人民对 

政府的一次公投，人民通过这补选对 
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服务和政策提出 

抗议。
他说，虽然选举成绩不代表选民 

认可巫伊合作，更多是不满意希盟政 
府，但民众会持续观察，经过509到 

丹绒比艾，反映出大马人民比过去严 

格评估执政党，希盟应该意识到其中 
的警讯。

他表示，实际上，人民对于政党 

内部斗争不感兴趣，对大多数人民来 

说政党内斗毫无意义，政党内斗离他 

们太过遥远，希盟应该专注于履行竞 
选宣言。

他表示，希盟的施政方针已在 
《2020年财政预算》和《共享繁荣愿 

景》中，但如何实施打上问号，优先 

重建经济和使人民富裕是希盟需要思 

考的问题。
他说，政治利益、宗教、种族主 

义至今都是希盟被攻击的重点，并 

且被操纵来限制「新马来西亚」的构 
想，在这种氛围下希盟更不应该走向 

种族主义观念中。

马大马来研究院副教授阿旺阿兹 

曼同样认为，目前政治变得越来越 
政治化，这对增加人民收入影毫无作 

用，权力斗争还会导致对希盟感到厌 
倦。

他说，从丹绒比艾补选成绩来 

看，两大族群马来人和华人都对现政 

府变现感到不满，希盟要解决的关键 

问题是经济、人民福祉、就业机会、 

生活成本，并且兑现选举承诺，为人 
民提供比在国阵时期的更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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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马政治乱局背后诸多因数左右，也导致希盟执政举步维艰，其中影响最深刻的是马哈迪（右）与安华的首相交接。

明确交棒可缓和内7斗

评论员潘永强博士认为，从 

.国家利益来说，希盟最好制定 

明确的交棒时间表，可以缓和内斗问 
题。

他说，这不意味著马哈迪要马上 
下台，或一定要在明年5月交棒，而 

是有了一个时间点，可以减少纠纷， 
把注意力和焦点放回提振经济和民 

生，用时间来换取空间，把推动好政 
策。

「比如说在马哈迪和安华取得共 

识的情况下，马哈迪在明年亚太经 
合组织（APEC )峰会后交棒，或是在 
2023年选举前退下，这些都是一个时 

间表，而非一定要有准确的日期。」
他称，当定下一个明确时间，党 

内、人民、投资者等各方都有个底， 

可以减少内部纠纷和不确定性，如果 

没有时间表，希盟内部就会因为这个 
问题引发纠纷，可能到第15届大选 
都还在「吵」。

对于公正党来说，首相交棒也是 

内斗的原因之一，公正党署理主席 

拿督斯里阿兹敏已做了选择靠向马哈 

迪，公开对抗安华，而且男男性爱短

片是压倒两人关系的稻草，他们的关 

系很难弥补。
「如果首相交棒时间和人选明 

确，基本上就可以得知哪一方出局， 

赢得_方势力得到重组和巩固。」

检讨民众不满政策

另外，潘永强称，希盟在政策 

上，需要检讨引起华人和贫穷马来 
人不满的政策，如没有改善经济和民 
生，相比下巫统时代的拨款和津贴减 

少，这对低收入马来人来说非常重 
要，对非土著来说，则是要解决种族 

主义的干扰，加快改革步伐。
他认为，希盟并非毫无政绩，但 

有些政绩属于民众所感受不到的体制 
改革，希盟一些能够给人民生活直接 

带来影响的政绩。
他称，希盟政治精英做出的体制 

改革，基层民众难以感受，对他们来 

说也过太遥远，认为这些都是很「高 

端」的改革，希盟本身需要检讨如何 
实施民众很快可以有直接感受政策改 

变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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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绒比艾惨败影响格局

希盟内斗更激烈
U大马来研究院副教授阿旺阿兹曼

称，希盟在丹绒比艾国会议席补 

遭遇滑铁卢，希盟内部争斗将会更激 
烈，对国家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他甚至认为希盟如果在一年内仍 

没有解决内斗问题，希盟势力将大为 

削弱，不团结、互不信任只会削弱最 

大党公正党和希盟。

阿旺阿兹曼称，丹绒比艾的失败 

加剧希盟内部质疑马哈迪不适合领导 

国家，马哈迪所面临的希盟内部施压 

将会更加猛烈，以促使他尽快交棒给 

安华，特别是一直期盼安华担任首相 

的公正党基层。

他分析，士毛月州补选和丹绒比 

艾国议席补选，皆由土著团结党代表 

希盟出战却接连败北，该党出现非常 

大的压力，党基层感到焦虑，认为这 

是土著团结党在主流政治中开始衰落 

的迹象。

「土著团结党基层逐渐质疑最高 

领袖，希盟党基层也会认为丹绒比艾 

毁灭性的失败是人民对马哈迪领导的 

国家丧失信心，指向他能否继续领导 
希盟。」

「不过，仅是补选失败，就促请 

马哈迪辞职，肯定说服力不够，因此 

还需要更大的政治理由。目前来看， 

让马哈迪下台的最简单方法是不断强 

调交由安华接任首相的承诺。」

阿旺阿兹曼称，希盟在丹绒比艾 

失守后，可听到行动党和公正党基层 

发出了要马哈迪辞职的言论，公正党 

反应最强烈，认为敦马的领导无效。

阿旺阿兹曼举例公正党元老赛胡 

先阿里形容这是对马哈迪政府的一 

次公投，人民感到失望，借此教训希 

盟，要求马哈迪尽快交棒。

希盟内部对敦马施压

「这是希盟内部对马哈迪施加的 

压力，预计这种压力将会持续，在这 
种局面下希盟随时掀起不可收拾的内 

斗。」

阿旺阿兹曼指出，作为内部施压 

马哈迪的回应，阿兹敏阿里通过巫统 
议员聚集在其布城官邸来转移问题， 

这可以解读为支持敦马哈迪领导的手 

段，也可以将之视为避免投下不信任 

票，也会有人认为这是在试图组建新 

政治联盟的讯号，诸如此类的猜忌造 

成政治陷入动荡。

另外，阿旺阿兹曼也指出，最大 

党公正党的内部危机持续恶化，战线 

从半岛扩大到东马砂拉越。

他指出，从半岛开始的公正党内 

斗已波及砂拉越，阿兹敏被撤销邀请 

成为公青团代表大会开幕嘉宾，引发 

砂州公正党派系之争，砂州公正党联 

委会主席巴鲁比安为首的32名领袖坚 

持，取消原定于本周六举行的砂州公 

正党代表大会
他说，砂拉越公正党也分成了两 

大阵营，巴鲁比安、副主席阿里比朱 

为阿兹敏阿里派系，公正党美里区部 

主席张有庆、如楼国会议员孙伟瑄是 

安华的坚定支持者。

诸多课题捆绑^■盟方向7失焦、
#盟除了面临内部权力纷争问 

#题，执政路线也越来越模糊， 

被许多争议性课题捆绑，导致民怨四 
起。

独立研究机构灵感中心执行董事 

阿兹兰再纳指出，希盟目前的问题之 

一是方向失焦，失去对人民的感知， 
还陷入不必要的「课题战争」。

阿兹兰再纳表示，许多尚未克服 

的问题导致希盟政府必须努力解释， 
尽管希盟强调已为国家做出许多变 

化，但仍被「不必要的战争」包围， 
如《罗马规约》、爪夷文书法教学、 

承认统考等，某些选民对这些课题持 
负面看法。

「课题战争在战略上不会给希盟

带来正面的政治影响。」

阿兹兰再纳认为，希盟无法强力 

掌控政府机器，并且公务员水土不服 
弥漫著消极反抗情绪，渐渐地希盟 

政府对争议性课题的表述处于崩溃状 
态0

「这个问题来自于信息获取效率 
低，以及无法强力掌控政府机构。」 

他说，可以看出，自政府换届以 

来，公务员的配合和协调水平下降， 
不仅拖延工作，无视指示，甚至破坏 

政策实施。
他认为，政府机制丝毫没有起到 

作用，在希盟政府受到攻击时要么保 

持沉默，要么清楚表达自己的政治立 

场，没有忠心于政府。

马大马来研究院副教授阿旺阿茲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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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签到时将会获得一个「验证 

码」，供登入投票网站时使用。
诚信党副主席拿督斯里慕扎 

希昨日表示，新的领导层被寄予 

重望，以能继续奉行伊斯兰普世 

价值，并更好的落实共享繁荣政

《阳光日报》报导，慕扎希 
指出，作为执政党，诚信党继续 

追求新马来西亚的理念，让所有 
宗教和族群能和平生活在一起。

他说，今年领导层决定开放 
更多的空间给代表针对提案和重 
大课题进行辩论。

无论如何，本次代表大会 

相信也会聚焦在希盟和党领导层 
必须自我反省，兑现大选竞选宣 
言，尤其适逢希盟在刚结束的丹 

域比艾国席补选中惨败。
诚信党青年团团长莫哈默沙 

尼说，这场全国大会将提醒党领 

导层须吸取教训，加速落实大选 
宣言。

「除了自我反省，这次大会 
也作为斥责领袖的最好平台，因 
我们成为政府后，可能已忘了要 

在基层建立诚信。」

国家诚信党将在下周迎来第 
4届全国代表大会，而今年也是诚 

信党创党以来首次改选，如今全 
国各个区部及州领导层也已完成 

选举。
诚信党区部改选时状况连 

连，更传出多个区部和臂膀的代 
表大会取消及必须重选的情况发 
生。

°其中也有多名党内知名领袖 
在基层选举阶段失利，包括森州 
议长袓基本菲里、雪州行政议员 
西蒂玛丽亚和霹雳州行政议员拿 
督斯里尼萨等。

这样的结果引发外界猜测， 

基层党员是否对如今的领导层感 
到不满，以及是否会影响中央选 

举。

改選變化料不大

目前，在主要中央领导层 
中，就有5名部长级人物，包括党 
主席莫哈末沙布出任国防部长、 

署理主席拿督沙拉胡丁为农业及 

农基工业部长，至于副主席拿督 
斯里慕扎希则是掌管宗教事务的 
首相署部长。

念全國|---------------------------------------------------------

_選_11料留任
吉隆坡1日讯I国家诚信党首次党选在即，尽管在基层选举阶段，多位知名领袖纷 

纷落马，但相信部长级人物在中央党职能获得留任。

末沙布（左3)为诚信党妇女组大会主持开幕后，与出席者齐比「4」，代表妇女组成立4年。右起为慕 

扎希、依占咍欣、阿末阿旺和西蒂玛丽亚。 _张真甄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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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擬設化學廢料處理中心
八丁燕带1日讯|雪兰莪州 

政府将仔细研究，考虑在州内 
设立一个化学废料处理中心， 
以便有效制止弃置化学废料的 

问题。
掌管雪州环境、绿色工 

艺、消费人、科学工艺及革新 

事务的行政议员许来贤指出， 
雪州政府已就上述纳入考量 
的建议，与森州废料处理中心 
(KUALITI ALAM)代表进行协 

商会议，并展开讨论。
「假如真有必要性，雪州 

政府将会在州内建设化学废料 

处理中心；雪州实质拥有许多 
的工厂，但由于处理废料的费 

用髙昂，因此我们不能仅只依 
赖厂家把化学废料送往一个地 
点〇 J

他直言，森州废料处理中 
心是目前唯一负责定期清除丢 

弃化学废料的公司，因此他们 
希望还有另外一间化学废料处 
理中心，可以跟对方竞争。

花百萬運至森州

「我真心期望雪州人民能 
够接受雪州政府付诸的努力， 

我们并非有意把有毒废料带 
入雪州，但若置之不理，他们 
(不法分子）将会因无法处理 

化学废料，而随意把化学废料

非法弃置在某些地点。」

许来贤是于今日莅临八丁 
燕带，出席雪州大学第14届毕 
业典礼，暨360°精明雪州特别 

巡回计划推介礼后，受询时如 
是表示。

同时，他也透露，警 

方和环境局人员目前正在追 
查，早前涉嫌在瓜雪丹巴爪哇 
(Kampung tambak jawa)临近 

两处，非法弃置化学废料的不 
负责任人士。

他说，这批化学废料早前 
发生爆炸和火患，至今尚在清 
理中，共计需要至少一周的时 
间进行清理。

「为了处理这批化学废 
料，雪州政府因此斥资100万令 
吉，把化学废料转载至位于森 
美兰州武吉不兰律的废料处理 
中心。」

「雪州政府在周三（27 
日〉才刚获得批文，目前正 
在努力把这批遭弃置的化学废 

料，全部运送到那里。」
遭丢弃在加埔路16哩瓜雪 

甘榜丹崙爪哇地段的244桶化学 

废料，于本月25日凌晨发生火 

灾与爆炸事故，现场飘散浓烈 
的化学烟味。

附近一居民出现呕吐症 
状，而紧急送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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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_板大都會社區報

方便往返工作 蔡志雄

干人請願提升機場繞道

(左起）、尼占、 

拉曼、拉兹京、卡 
斯慕里和达米兹 

拉横幅，表达双 

溪比力和万岗区

(雪邦1日讯）双溪比力和 

万岗区4名村长代表村民向机 

场控股公司呈交请愿书，要求 

允许当局提升乌鲁楚措机场绕 

道，方便当地居民往返机场工 

涉及绕道的地段属于大马机场 

控股，该公司计划在有关地段打造 

第四条飞行跑道。

在这之前，掌管雪州基本建 

设、公共设施、农业现代化及农基 
丁业事务的行政议员依兹汉指出， 

千名居民签名，并于日前提呈请愿 

书，要求机场控股公司重新考虑。 

请愿书由机场控股公司保安组罗斯 

里接收:

其他出席者包括雪邦市议员 

蔡志雄、双溪比力区州议员刘天球 

居民的心声::

罗斯里
(右二）接领村 

长提交的请愿 

书。右一为达米 

兹；左一起为蔡 

作。

能缩短双溪比力万岗车程

丁业事务的行政议员依兹汉指出， 

雪州政府预计在3个月内展开耗资70 
万令吉的乌鲁楚措机场绕道工程。

尽管雪州政府已同意通过大 

臣机构拨款，以提升这条能缩短双 

溪比力和万岗区往返机场车程的绕 

道。但据了解，机场控股公司最近 

拒绝雪邦土地局提出以企业社会责 

任等方式，提升有关绕道的要求。

要求被拒收集逾千簽名

双溪比力新村管委会主席余 

东发、武吉万岗村长拉兹京、乌鲁 

楚措村长尼占和乌鲁德里斯村长卡 

斯慕里在获悉提升绕道的要求被拒 

绝后，于短短不到两天就收集到逾

蔡志雄、双溪比力区州议员刘天球 

特别助理拉曼和武吉万岗村委达米

兹〇

H前双溪比力往返机场的路线 
包括全长39公里的5号联邦公路和 

B48路，车程耗时约50分钟:而只 

有2公里长的乌鲁楚措机场绕道是 
雪邦甘榜乌鲁楚措通往吉隆坡国际 

机场的捷径，能够大大缩短双溪比 
力往返机场的车程至约20分钟。

志雄、卡斯慕

里、余东发、尼 k 
占和拉兹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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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伍思薇 

攝影►陳敬暉

(八打灵再也1日讯）灵 

市SS2/62路早市巴刹第二阶段 

的增设有盖走廊及美化工程已 

竣工，184名小贩有望在月底 

迁入新巴刹。

灵市SS2/62路早市巴刹的第二 

阶段工程按照原定计划竣工，日 

前也安装好所有设备及招牌，让 

路经该处的民众不免好奇的多看 

两眼。

《大都会》社区报记者日前 

到灵市SS2/62路早市巴刹的第二阶 

段工程处一探究竟时，发现巴刹 

里的所有设备包括电灯及风扇都 

在使用中，惟第二阶段工程区仍 

被围起来，不让小贩人内摆档6 

由于该处灯火通明，风扇也 

全都打开，让部分民众忍不住走 

人查看，大家仔细查看巴 

刹的每•处，似乎 

十分期待巴刹 

启用。

新巴剎

—^ 丨丨|

灵市SS2/62路早市巴刹第二阶段的增设有盖走廊及美化工程已竣工，只差入伙纸即可让 
小贩迁入营业。

林敬發：

篩選46非法小販合法化

灵市SS2/62路早市巴刹每日都有大量人潮，相信八打灵 

再也市政厅全面开放使用该巴刹后，会吸引更多人潮光顾。

S S 2早市巴刹小贩小商公会总务林敬

搬遷日期未定

巴刹的集水库已设置好，作为收集雨水的用途

王綏生：爭取月底搬遷

打灵再也市议员 

乂V王绥生接受电

王竣■生：我 林敬发：八

们要求承包商在打灵再也市政厅 
12月尾前完i 一执照组官员目前 

切工作，将SS2/62正在审批非法小 

路早市巴刹交给贩的资格，将从 
八打灵再也市政中筛选出46名非 

但由于届时已靠近农历新厅，让小贩能在法小贩，并让他 

年，相信小贩都忙于应付农历新年前完成们合法化。

/发表示，该巴刹目前还未取得人 

伙纸，-切都需等承包商完成检查事项及申请 

到人伙纸后，才可交给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并 

让小贩迁人。

他说，尽管第一阶段的工程因部分原因而 

曾延期竣工，但承包商与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吸 

取之前的经验，因此第二阶段的工程才能够如 

期竣工。

他也感谢王绥生的帮忙，即在小贩们反映 

承包商移交巴刹给当局的日期太迟后，王绥生 
也接受小贩的意见，积极向承包商争取在12月 

中完成所有工作及移交巴刹a

未公布巴刹分区图

访时表示，承包商近日都 

在测试巴刹第二阶段工程 

区的设备，因此才会将电 

灯及风扇全都打开，待承 

包商完成最后阶段的检查 

后，就会将巴刹的管理权 

交给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他透露，承包商表 

示将于2020年1月15日才 

可把巴刹交还给市政厅，

新年市场而无暇搬迁。

“每年农历新年前- 

个月，小贩都要忙着进货 

和应付新年市场，根本没 

空再处理搬迁事宜，因此 

我要求承包商在12月尾前 

把巴刹交给市政厅。” 

他说，他会积极跟进 

和尽早解决巴刹事宜，并 

让小贩进行搬迁。

搬迁工作。

他也表示，在巴刹第二阶段工程 

展开初期，的确因灰尘而产生空气污 

染问题，以及交通问题而接到工地旁 

的商家投诉，经过他与商家协调后， 

问题也都已解决。

他说，待巴刹全面开放使用，小 
贩每日下午2时许收档后，巴刹就可 

通车及泊车，不会造成该区的交通问 

题。

另外，针对该巴刹非法小贩合法化的问 

题，林敬发也透露，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执照组 

官员日前已完成与210名非法小贩的面试，目前 

正在审批非法小贩的资格，从中筛选出46名非 

法小贩并让他们合法化。他表示，待46名可合 

法化的非法小贩名单确定下来后，执照组将安 
排184名新旧小贩，根据贩售的物品种类来进行 

抽签，重新安排所有档口的位置。

“执照组会根据小贩贩售的物品种类来分 

区，即熟食、蔬菜、水果、鸡肉、猪肉及海鲜 

等，而我们则会根据不同的区域来柚签，若对 

自己抽到的位子不满意，只要有另•名小贩愿 

意协调交换，相信官员也不会不通融。”

他说，由于当局还未公布巴刹分区图，因 

此他们暂时仍不知道巴刹会如何分区。

許俊雄（SS2早市巴刹小販小商公會 

主席）

“若承包商坚持在2020年1月15日才把 

巴刹交还给八打灵再也市政厅，我们肯定无 

法在农历新年前迁人巴刹，因为我们还要忙 

于应付市场，根本无法去处理档口排位的问 

题。

因此市议员王绥生要求承包商在12月中 

完成切并把巴刹交给市政厅，否则我们都要在农历新年后才可 

迁人，不过目前还未确定搬迁日期。

据我所知，市政厅执照组已完成210名非法小贩的面试，目 

前正在进行审核资格的阶段，公会有提交•份我们认为合适的非 

法小贩名单给执照组以供参考，最终名单预计在这个星期出炉。

至于巴刹第二阶段处的设备，需要等小贩迁人及使用后，氺 

可发现是否有问题。原本我希望市政厅可在巴刹内安装大风扇， 

改善通风问题，惟遭到湿巴刹小贩的反对，因强大的风力容易让 

蔬菜及肉类被风干，因此我接受他们的建议，暂停这项计划。”

泊車位不足
黎彩媚（Nikudo Seafood SS2門市部經理）

“灵市SS2/62路早市巴刹第二阶段工程的 

区域还未开放，因此我们也不知道是否会造 

成任何影响， '切仍需等巴刹全面开放使用 

后，才可观察到。

巴刹的确为我们带来一些人潮，目前我 

们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泊车位不足，造成顾客 

需把轿车停放在较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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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津巴刹小 

贩被安置在停车 

场的临时巴刹内 

营业。

k

計
莫丨

誌

筹备，包括设计新标志， 
并估计明年4或9月举办升格为市的 

庆典，届时会邀请雪州苏丹沙拉弗 

丁殿下主持仪式及作出宣布c

“当我们升格为市，人民会 

问，他们能得到什么？我在此保证 

会提供更好的服务，为人民提供更 

好的设备；很多基设已在近期内完 

成提升，有些则会持续提升£ ”

万津街灯换LED公开招标

他指出，县议会已在多个地点 
安装高杆照明灯（High Mast ),包 

括在万津广场在安装照明灯后，吸 

引许多居民在早上6时许前往打太极 

及晨运，晚上也能有夜间运动，其 

他地点则是摩立海滩、崙都劳勿沙 

滩（Pantai Batu Laut )及蚶山（Bukit 

Jugra )；

他说，整个万津镇的街灯将

从传统街灯，更换为LED街灯，目 

前已在公开招标承包商；未来将采 

用更节能环保的街灯，迈向绿色环 

境。

他表示，县议会也兴建多个民 

众会堂，包括位于万津新镇，有2 

个羽球场大，可容纳400人的民众礼 

堂已经竣工，至于面积有3个羽球场 

大，可容纳600人的绍嘉纳太子城礼 

堂则可在明年启用。

“在体育方面，县议会体育场 
(Komplex Sukan MDKL )已作出提 

升，包括有礼堂、加盖多元用途球 

场，可进行各种球类运动；丹绒士 

拔篮球场也提升为有盖篮球场及安 

装照明灯，让人们在舒适的环境下 

运动。”

他说，至于目前正在如火如荼 

动丁的县议会大厦，预计在2021年 

竣工，将兴建9层楼高，升格后就会 

迎来新大厦。

巴
士
終

哈末亚欣指出，目 

前的万津巴士终站

站
將
遷
至
萬
津
巴
剎
隔
壁

是位于私人地段，不是政府 

地，并且是由私人机构营运， 

因此县议会已圈定搬迁至万津 

巴刹隔壁，并在明年公开招标 

承包商，以兴建一个新的巴士 

终站。

他表示，县议会也关注 

旅游区设施，丹绒士拔情人桥 

旁的美食中心工程已达90%， 

明年1月可以启用，如今也公 

开给公众申请档口营业；崙都 

劳勿沙滩也打造类似的美食中 

心〇

“摩立海滨广场 

(Dataran Morib )的公共厕所 

也获州政府提升为精明厕所， 

将自动化及更节省能源；也将 

在新摩立海滩及蚶山增建厕

莫哈末亚欣指出，预计最快是明年4或9月举办升格为市的庆典，届时将由 

雪州苏丹沙拉弗丁殿下主持仪式。

随
着瓜冷县议会将升格为市后，当地居 

民担心税务提升；也有居民希望屋价

所。

万津巴 

刹获州政府拨 

款提升，将重 

新整顿巴刹内 

摊位设计和结 

构。

他指出，县议会也会有效传 

递讯息给人民，如在万津大街安装 
LED大荧幕于12月1日启用后，将 

透过荧幕播放县议会推动的讯息及 

活动；未来还可以作为广告增加收 

入〇

他补充，瓜冷县内陆续会进 

行多项大型项目，包括东海岸铁 
路计划（ECRL)及西海岸大道 

(WCE)，这些都是交通衔接性的发 

展项目，将有利于吸引更多投资者 

来该区投资。

干兄提升，但又不希望门牌税涨价。
对此，莫哈末亚欣保证，瓜冷在2020年不 

会调涨门牌税或执照费，并强调门牌税调涨与升格无 

关，这是因为产业价值提高，但调整门牌税需由州政 

府批准

他解释，门牌税是产业价值乘以税率，如果产业 

提升，税务肯定跟着提升，惟瓜冷已经30年没调门牌 

税，目前的税率是1987年沿用至今

“门牌税是以年度值（nilaitahunan)，也就是年 

度租金估价（nilaisewarumahtahunan)，但所米用的 

是1987年的租金估价，再乘以瓜冷县依不同地区计算 

的6%至14%的税率，就是年度门牌税。”

州
政
府
撥
款
提
升
巴
剎

另

主要收入靠工厂税收

他表示，虽然门牌税不曾调涨，但县议会必须支 

付庞大开销，包括街灯电费、垃圾管理费、园艺费、 

公共卫生管理费，其中电费最昂贵，而居民一年缴付 

数百令吉门牌税，就享有上述的管理设施■：

他说，县议会最主要的收人是依靠工厂的税收才 

能维持，否则也将人不敷出^

-方面，莫哈 

_末亚欣也感谢 

州政府拨出100万令吉款 

项提升万津公共巴刹； 

这是-项大型重整计 

划，如今刚开始动工， 
需时4个月完成。

他说，目前原有的 

巴刹档口被暂时安置在 

停车场。

为了更好及舒适 

的未来，目前必须牺牲 

停车场，尽管空间也有 

限，但也没有其他更适 

合的安顿地点。

他表示，虽然有 

小贩投诉临时巴刹地点 

问题，但他希望小贩忍 

耐，将会尽快完工，让 

小贩重回巴刹，巴刹内 

将设有大风扇，为民众 

提供舒适的巴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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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链

哈规查 

(坐者左三） 

在移交房屋钥 

匙后，与购屋 

者及租屋者合 

影。左起为诺 

莱妮及希尔 

曼，坐者右起 

为凯鲁及阮瑞 

强。

我的雪房屋提前竣工

(蒲种1日讯）位于蒲种乌达玛花园 

(Taman Puchong Utama )的我的雪兰義房

屋计划------斯里乌达玛公寓（Pangsapuri Seri

Utama)，比预期中提前10个月竣工，并于 

今年10月起让住户入伙;？

安装太阳能板
该公寓是我国首个达致绿色建筑物指标认证 

(Green Building Index Certification )的可负担房 

屋项目，也是首个被雪州政府选为安装太阳能板 
(solar panels)的“我的雪兰莪房屋计划”：据了 

解，有关太阳能板的安装，可为公寓的公共区域 

提供所收集到的能源。

阮瑞强：首个获绿色建筑指标认证
Hillcrest Gardens私人有限公司执彳了董事阮瑞 

强指出，斯里乌达玛公寓是我国首个达致绿色建 

筑物指标认证的可负担房屋项目，也是首个被雪 

州政府选为安装太阳能板“我的雪兰莪房屋计 

划’’ a

他也说，该公寓备有多个良好的设施，居民 

可通过垂直的通风及充足的阳光，享受清新凉爽 

的环境；在每占地1英亩的土地上，只有70个房屋 

单位，而每单位亦有1至2个的停车位。

在场者尚有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 

里的政治秘书希尔曼、梳邦再也市议会主席诺莱 

妮及雪州房屋与地产局代执行总监凯鲁。

—希尔曼（左 

起）、哈妮查、阮瑞 

强与诺莱妮参观斯里 

乌达玛公寓。

i比预期中提 

前10个月竣工的斯里 

乌达玛公寓，是我国 

首个达致绿色建筑物 

指标认证的可负担房 

屋，也是首个被雪州 

政府选为安装太阳能 

板的“我的雪兰莪房 

屋计划”。

400单位住户领钥匙
该公寓由Hillcrest Gardens私人有限 

公司发展，共有1162个单位，目前已有 

90%售出，以及有达400个单位住户已领 

取房屋钥匙。另外，该公寓中的60个单 

位亦被纳人“先租后购”（Skim Smart 

Sewa)精明计划。

有关公寓每单位都有3间睡房、2间

厕所，其中B型单位（464个单位）的面

积是750平方尺，售价为10万令吉，C2

型单位（464个单位）则有900平方尺、

售价为19万5000令吉；D型单位（ 234个

单位）则有1000平方尺，售价为22万令 
—

部分在该公寓购屋与租屋的人 
今日在由掌管雪州房屋及城市生活事务 

行政议员行政议员哈妮查的见证下，获 

得房屋钥匙。

哈妮查：

逾2万单位月杪起交锁匙

哈妮查在移交房屋钥匙仪式上指 

出，雪州政府自2014年推行的“我的雪 

兰莪房屋计划”，受到雪州子民的欢 
迎，截至今年11月15日，州政府已批准 

277项“我的雪兰莪房屋计划”（Rumah 

Selangm'ku),并有 12万 1695个单位。

“其中，1万4781个单位已建竣， 

而尚在建立的2万2274个单位将在月杪至 

2022年陆续交锁匙。”

哈妮查也乐见斯里乌达玛公寓设有 

太阳能板，这也是州政府为迈向绿色生 

活方向而作的努力。

350单位准备出租
哈妮查说，州政府预计从2019年起 

的5年内建设3万个“我的雪兰莪房屋计 

划”单位，而截至今年10月，雪州房屋 

与地产局共接获19万6061份“我的雪兰: 

莪房屋计划”申请。
她说，雪州房屋与地产局（LPHS) 

目前已买下979个“我的雪兰莪房屋计 

划”的单位，当中已有629个单位在每月 

450至900令吉的租金下出租，并从今年 

杪至明天中期另有350个单位准备出租^

她也说，国家银行已在今年1月推出 

“可负担基金”（Dana MampuMilik)， 

让购屋者可以缴付房屋费，而州政府 

也与城市和谐、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门 

(KPKT)合作，与银行配合推出预计将 

在2020年2月推行的“租买方案”（Skim 

SewaBeli)，协助无法付得起房价的人

“另外，州政府自2011年起亦推 

出组屋复新计划（Skim Ceria)，并在 

2018年推出‘美化精明雪兰莪’（11^11 

Smart Selangor )项目，以美化残旧的高 

楼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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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逢甲杯”全国中 

学生正体字书法比赛的题目为 

^ “励志方显刚骨硬，经霜更知秋 

水明”。左一起为黄瑞庆、柯文 

煥、毅仕民马迪、洪慧珠、陈德 
来、陈南洲和林国健。

15人明年赴台遊學
(吉隆坡1日讯）15名 

第十届“逢曱杯”全国中 

学生正体字书法比赛总决 

赛的优胜者于今日正式出 

炉，他们皆获得机会，于 

明年3月赴台参加由台湾 

逢曱大学全额赞助的5天4 

夜逢曱游学活动。

此次的总决赛是于今日 

在吉隆坡市屮心宜必思^酒店 
(Ibis Hotel KLCC )进行，经 

过了长达约6个月在全国12个 

州属26个地区举行的初选后， 

从逾2600名参赛者中遴选了36 

名参赛代表参与总决赛，共同 
角逐15个游学名额。_

此外，由于获奖者都将 

赴台参与游学活动，因此她 

借此机会，鼓励学生及家长 

们将台湾列人为其中-•个升 

学地点的考量。

她说，台湾的教学品质 

在国际上享有声誉，学费较 

为实惠，风土民情、文化也 

与马来西亚华人社群极为相 

近，所以台湾是学生发展人 

格，并获取知识技能的-个 

绝佳环境。

此次的总决赛的题目为 

“励志方显刚骨硬，经霜更 

知秋水明”。

此项比赛由大马逢甲大 

学校友会及台湾逢甲大学联 

联合总会副会长柯文焕、雪兰莪 

暨吉隆坡留台同学会会长林朝聘、 

财政陈秀兴、马来西亚逢甲大学校 

友会会长陈德来、顾问杨振兴、刘 

建兴和周道惠、“逢甲杯”筹委 

会主席林国健、副主席郭小雄、马 

六甲联委会主任颜君泽、代表陈志 

兴、逢甲大学校友总会名誉副总会 

长张国通、马来西亚书艺协会黄瑞 

庆、评审主任黄幼鲸、出版主任黄 
桥昌、肯纳格投资公司（Kenanga 

Investors Berharl )执彳了董事兼首席 

执行员毅仕民马迪、高级副总裁梁 
淑霞、雅特面包菓子丁房副总经理 

陈南洲、中华航空马来西亚分公司 

代表林佳莹。

第十屆“逢甲杯”~  ̂

1全國中學生正體字書法比賽1

特优

總決賽獲獎名單
叶骏鹏雪兰莪州万津美以美国中

优秀
许晋铭雪州加影育华国民型华文中学

郑钰萱柔佛州峑株巴辖华仁中学_

佳作

任杰1疽柔佛州古来苏丹依布拉欣国中n
欧俊贤吉隆坡坤成中学

谢文慧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叶欣盈森美兰州芙蓉美华国中

戴慧珊马六甲榴莲老温中学

罗良凯吉隆坡循人中学 1

郑宇晨马六甲圣大卫中学 n
刘怡婷森美兰州美华国中 y
郑芷琪霹雳州女子国民型中学 1

张彦鸿马六甲培风中学 cgH
角逐15个游学名额。_

洪慧珠：推广正体汉字

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 

化办事处代表洪慧珠在“逢 

甲杯”全国中学生正体字书 

法比赛总决赛开幕仪式上致 

词时说，此比赛可助推广传 

统中华文化及正体汉字的 

美，并透过让青少年认识、 

学习书法，从而让中华文化 

不断传承。

她认为，学习书法可以 

锻炼一个人的专注力，并充实 

精神生活，因此对于参赛者来 

说，都将是终生受益的：

合主办，逢甲校友会全国各 

州联委会及大马书艺协会联 

合协办，台湾侨务委员会为 

指导单位；并获得肯纳格投 
资公Uj ( Kenanga Investors 

Berhad)资助成为合作伙伴， 

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 

会、台湾观光局、台中商业 

银行、雅特面包菓子工房以 

及烘培小站为赞助。

出席者包括台湾侨务委 

员会委员长吴新兴、驻马台 

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教育组组 

长张佳琳、侨务组秘书陈曦、 

台湾侨务委员会主任秘书张 

良民、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

Page 1 of 1

02 Dec 2019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11
Printed Size: 357.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0,818.18 • Item ID: MY0038045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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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kembalike

reform

'在公iKSIk

客rss报，^“主题
为“回到烈火莫熄的轨遺。

若談不妥代表大會或鬧雙包

将加速敏派出走
也不会发生。 “要看这两天的进展如

莊敏 報道

(八打灵再也1日讯）星 

洲曰报探悉，公正党最高理 

事西华拉沙正筹备为公正党 

主席拿督斯里安华及署理主 

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举行 

“和解会谈”，若失败，阿 

兹敏派可能集体缺席本月7曰 

举行的代表大会，并举办另 

一场大会展示其势力。

据悉，安华及阿兹敏能否达 

成初步和解，让两派人马齐齐出 

席全国代表大会，关键就在这-- 

两天。

若代表大会出现“重要领袖 

缺席”的情况，将令首次以主席 

身分主持大会的安华脸上无光。

若此事发生，公正党将正式 

分裂成两派，并可能加速阿兹敏 

派出走，加入现有政党或另组新 

党。掌握50席的公正党，也将失 

去国会最大党的地位。

阿兹敏

被指愿做最后尝试
不过，只要西华拉沙成功赶 

在代表大会前，安排两人进行和 

解会谈，且获得正面的结果，阿 

兹敏派就会打消另举办大会的念 

头，公正党代表大会闹双包事件

-名被指属于阿兹敏派的 

国会议员不否认，阿兹敏派的确 

有缺席来临周六，庄马六甲举行 

的代表大会，并举办该派系“聚 

会”的打算。不过，阿兹敏还在 

考虑，还未作出最终决定。

他告诉星洲日报说，阿兹敏 

同意做最后一次的尝试，和安华 

坐下来好好谈，并指示西华拉沙 
与安华方面进行安排。

“所以要等最后的协商， 

其实球在安华脚下，这边（阿兹 

敏）愿意谈，要有一个和解的方
安 ”

〇

“如果不可以的话，要办也 

不是办大会，只是一个聚会，不 

过日期都还不定。

何。

盼公正党实现大团结

询及自称虽然被标签为阿兹 

敏派，但依然支持安华任相的他 

会选择出席全国代表大会还是阿 

兹敏派可能举办的聚会，他只是 

说：“我已经和安华那边的人说 

了，我是有条件的。”

“我要公正党实现大团结， 
不要再标签谁是Kartel (安华派系 

为阿兹敏派取的称号），就看他 

们答不答应我的条件。”

也是乡村发展部副部长的西 

华拉沙受询时没有否认此事，只 

是以短讯回应星洲日报说：“对 

不起，我不予置评。”

敏派：被排斥才走在一起

“為何安華獨寵拉菲茲？”
安:

据了解，阿兹敏派 

主要要求安华回

还有蔡添强、玛丽亚陈等 

等〇 ”

应的问题是：“安华，为什 

么你这么宠（公正党副主 

席）拉菲兹？为什么你控制

理念不同就被标签

不了他？

另•名党内消息指

出：“很多人误以为我们支 

持阿兹敏，其实，我们是被 

排斥的，被排斥出来，就很 

自然的走在一起。”

“你们说我们是阿兹 

敏的人，其实你有没有发觉 

到，这些都是跟党比较久 

的，比如蔡添强、苏仁登、 

西华拉沙，还有玛丽亚陈， 

这些都是以前安华的左右 

手，以前安华的法庭案件都 

是苏仁登、西华拉沙还有离 

开公正党的拉蒂法负责的， 

为什么现在和阿兹敏走在-- 

起？”

“我们丢给安华的问 

题是，为什么你控制不了拉 

菲兹？拉菲兹排斥我们，

他斥责，只要和拉菲 

兹想法不同或不支持他的理 

念，这些领袖都会被拉菲兹 

或他的派系排斥，或被标签 

为“阿兹敏的人”。

“我们不是乖乖牌或 

应声虫，为什么我…定要 

10 0 %认同和支持你的想 

法？我们一有不同看法， 

他就标签我们说，你们是 

Kartel那边的人。”

“看到现在的发展， 

我很心痛。”

他也说，自己已经要 

求安华派系的人传话给安华 

说：“现在你跟阿兹敏斗下 

去，我看不到谁会赢，只会 

两败俱伤，只有失败没有成 
功c ”

“我是真的希望，这 

两天会有好的进展”

.菲兹自2、3个月前 

已经向党请长假，甚至长达1 

年多不活跃于政治及公正党， 
何来“安华只听拉菲兹的话” 

之说？

“那是他们自己制造出来 

的（理由），阿兹敏那派几乎 

都是部长、副部长，他们还怕 

什么拉菲兹？又哪来的拉菲兹 

控制党？”

安
華
派

图将罪责归咎拉菲兹

已

休
假

|

“他们把所有东西推到拉 

菲兹身上是不公平的，而且是 

子虚乌有的，拉菲兹已经在党 

内不活跃很久了。”

这名领袖透露，最近的公 

正党最高理事会会议上，拉菲 

兹都没有被记录为缺席，而是 

记录为“休假中”。

他也说，他不知道拉菲兹 

有没有遭哪方面向他施压，但，

他在泄露国家养牛私人有限公 
司（NFC)等银行户头资料一案中上 

诉得直，恢复自由身以后已表明自己 
将休息2到4年，暂无意重返政坛。 

他认为，阿兹敏派的目的是要

^制造“拉菲兹控制安华”的观 

感及印象。

ini “这些人应该问问自己，
+对安华和党做了什么？他们自 

己20年来跳过了多少派系？跟 

■丄安华又有什么关系呢？”

“安华在政坛打滚这么多 

年，是一个这么容易被人控制 

司f的领袖吗？而且 '个4〇岁出头 

#的年轻领袖，可以控制得到安

敌华? ’’

不认同

S 敏派自视受害者

QIJ 消息也说，安华派领袖认

rJ-i为安华派及阿兹敏派若能和解 

#当然是好事，但他们不认同阿 

dbb兹敏派将自己视为受害者。 
^ “最大的问题不是安华被

^ 谁控制，而是他们对安华和党

做了什么。”
至于安华派领袖是否看好 

西华拉沙有能力让安华及阿兹 

敏成功和解，这名党领袖说：
“（安华与西华拉沙关系）没有到很 

好，但可以谈，西华拉沙是个比较客 

观的人。”

“当然，他肯定是比较站在阿 

兹敏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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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青團4領袖促投安華不信任票

法米：大會沒此提案
(八打灵再也1日讯）以 

班底谷公青团副团长纳兹林 
为首的阿兹敏派4名公青团领 

袖，呼吁最高理事在公正党全 

国代表大会向主席拿督斯里安 

华投不信任票；不过，公正党 

班底谷国会议员兼区部主席法 

米强调，代表大会不可能出现 

投安华不信任票的提案。

他解释，这是因为作出上 

述诉求的纳兹林根本没有出席 

区部大会，更不可能通过大会 

建议这项提案。

“这份文告也不能相信， 

因为在文告中‘被署名’的莫 

哈末法依扎已经否认自己允许 

名字被列人在内。”

法米今日在公正党媒体群 

组发表简短文告说，要带上全 

国代表大会讨论的提案，必须 

先在区部或区部臂膀的大会上 

提呈、辩论及获得通过。

“纳兹林根本就没有出席 

班底谷区部公青团大会，这场 

大会也没有他所谓的提案。”

法依扎否认参与联署

昨日，纳兹林与另外4名 

班底谷公青团领袖，即执委莫 

哈末诺法里、莫哈末法依扎、 

莫哈末耶兹及山打根区部秘书 

艾萨克王发表联合文告，要求 

中央理事向安华投不信任票。

不过，莫哈末法依扎已经 

在自己的个人脸书，郑重声明

自己没有参与联署这份文告。

文告指出，对于彭亨百乐 

支部主席查卡利亚哈密处于嫌 

疑阶段，就被纪律局开除一事 

感到失望，并对中央领导层的 

行为感到羞耻，因中央领导不 

断试图赶走被指是反对者的党 

领袖。

他们认为，这有悖党内发 
展与改革宗旨，而党内近期发 

生如此不公的事宜，将可能削 

弱人民对公正党的信心。

“然而，主席只是专注 

他的个人议程，向全世界鼓吹 

自己是第8任首相，因此我们 

提议最高理事向安华投不信任
西 ”

〇

文告说，安华和其团队所 

采取的开除决定应宣告无效， 
因为20名最高理事已联署反对 

这项开除决定。

20名最高理事日期联署抗 

命，反对开除查卡利亚，他们 

是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 

副主席祖莱达以及蔡添强，妇 

女组主席哈妮扎、署理主席 

达罗雅、公青团署理团长希尔 

曼、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沙巴 

州妇女组主席拉希玛马吉、最 

高理事莫哈末拉昔、西华拉 

沙、黄洁冰、拿督赛富丁、 

拉兹兰贾拉鲁丁、拿督曼梳 
奥曼、拿督卡玛鲁丁、阿兹米 

占、颜贝倪、许来贤、拿督斯 

里山达拉以及查卡利亚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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