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elajar sambil bekerja di UNITAR
Program bantu
pelajar tamat
pengajian
bersama
pengalaman kerja
Jika anda sedangmencari senarai
pekerjaan dalam talian bagi la-
luan kerjaya yang sesuai, anda
akan mendapati kebanyakan sya-
rat kemasukan sesuatu jawatan
memerlukan pengalaman bekerja
sekurang-kurangnya dua tahun.
Senarai pekerjaan seperti ini

semakin banyak diiklankan ke-
rana kebanyakan majikan men-
jangkakan graduan sekarang ini
bersedia untuk berada dalam in-
dustri sebaikmenamatkan penga-
jian.
Terdapat beberapa kelebihan,

sekiranya ada pengalaman sebaik
menamatkan pengajian.
Anda mempunyai hubungan ja-

ringan dengan profesional, ber-
kemahiran lebih luas dan men-
dalam dalam bidang yang dipilih
untuk belajar serta bekerja.
Resume anda akan lebih im-

presif, anda dapat menyimpan
wang lebih awal dan majikan me-
lihat anda lebih menonjol.
Anda mungkin terfikir bagai-

mana seseorang itu boleh mena-
matkan pengajian berserta penga-
laman pekerjaan dalam satu ma-
sa.
Kebanyakan kursusmengambil

masa satu hari, manakala hujung

UNITAR tawar program bekerja dan belajar untuk lepasan SPM, STPM
dan diploma.

UNITAR
menyediakan

kemudahan dan
perkhidmatan terbaik
untuk membantu
peningkatan anda.

minggu anda dipenuhi dengan
melakukan tugasan, perbinca-
ngan berkumpulan, perjumpaan
dengan pensyarah dan aktiviti
luar daripada kelas.
Jadi bagaimana anda mengu-

rusnya.
Jawapannya, adalah program

bekerja danbelajar. UniversitiAn-
tarabangsa UNITARmenawarkan
program untuk lepasan Sijil Pe-
lajaranMalaysia (SPM),SijilTing-
gi PelajaranMalaysia (STPM) dan
diploma.
Di bawah program ini, pelajar

boleh mendapat gaji dan penga-
laman bersama rakan industri
UNITAR dan pada masa sama,
belajar di bawah pensyarah ber-
kaliber UNITAR.
UNITARmenyediakan kemuda-

handanperkhidmatan terbaikun-
tuk membantu peningkatan an-
da.
Dengan bantuan kewangan dan

biasiswa ditawarkan UNITAR, ia
akan membantu kewangan pela-
jar pada masa akan datang.
Sebagai tambahan, ada sesete-

ngah kursus di UNITAR mem-
benarkan pelajar mendapat ban-
tuan penuh daripada Perbadanan
Tabung Pengajian Tinggi Nasio-
nal (PTPTN).

UNITAR juga membantu golo-
ngan asnaf yang berdaftar dengan
Lembaga Zakat Selangor (LZS)
menerima bantuan zakat.
Mereka layak mendapat ban-

tuan 100 peratus, malah pelajar
yang tidak berdaftar dengan LZS
juga layak mendapat bantuan za-
kat.
Untuk pelajar di kampus utama

UNITAR Kelana Jaya, terdapat
dua penginapan pelajar disedikan
iaitu Pacific Place dan Highpark
Suites.
Kedua-dua penginapan itu ter-

letak berhampiran kampus dan
hub pengangkutan Kelana Jaya
dan dihubungi dengan Lebuhraya
Damansara-Puchong, sekali gus
memudahkan pelajar beru-
lang-alik dari tempat kerja ke
kampus.
Terdapat juga kampus di Sabah

dan Sarawak, menjadikan jumlah
11 lokasi keseluruhan.
Dengan mempunyai 130 rakan

industri, UNITAR menyediakan
banyak peluang untuk memilih
kerjaya dan belajar.
Terdapat 11 program ijazah sa-

rjana muda untuk dipilih, pas-
tikanminat danhubungiUNITAR
untuk berbincang mengenai pi-
lihan 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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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serta konvoi
tekad penuhi
misi dakwah
penduduk
Orang Asli
Sabak Bernam: Seramai 50 pe-
serta konvoi ke perkampungan
Orang Asli Kuala Mu, Sungai Si-
put, Perak, tekad memenuhi misi
dakwah kepada 400 penduduk se-
lainmenjalankankhidmatmasya-
rakat di situ.
Peserta misi dakwah selama

dua hari satu malam itu, yang
terdiri daripada pemudadanbelia
dari sekitar pekanSabakBernam,
menaiki 40 motosikal pelbagai je-
nis dan tiga van serta kenderaan
pacuan empat roda.
Pengarah program, Ibnu Sina

Juwaini, berkata misi itu dipe-
nuhi kegiatan seperti gotong-ro-
yong membersihkan surau, tanah
perkuburan, memasang papan
tanda di Tanah Perkuburan Islam
Kampung Bersah Pos Kuala Mu
serta jamuan bersama kira-kira
400 penduduk Islam dan bukan
Islam.
“Kami juga ada membawa sum-

bangan barangan dapur seperti
beras, gula, tepung, susu, bihun
dan minyak masak untuk dise-
rahkan kepada 40 keluarga Islam
di sana,” katanya.
“Konvoi dakwah ini anjuran

bersama Masjid Jamek Sultan
Hishamudin dan Pejabat Agama
Islam Daerah (PAID) Sabak Ber-
nam,” katanya yang juga Peno-
long Pengurus Masjid Jamek
Sultan Hishamudin Pekan Sabak
Bernam.
Tambah beliau, mereka turut

membawa sumbangan Lembaga
Zakat Selangor (LZS) Daerah Sa-
bak Bernam dan hasil kutipan
daripada peserta konvoi sendiri.
“Konvoi dakwah ini diharap da-

pat menyebarkan keindahan Is-
lam kepada penduduk bukan Is-
lam di perkampungan Orang Asli
selain mendidik peserta konvoi
mengikuti imam bagi memprak-
tikkan solat jamak dan qasar de-
ngan cara yang betul,” katanya.
Menurut Ibnu Sina, peserta

konvoi juga berpeluangmenikma-
ti keindahan alam semula jadi di
perkampungan Orang Asli itu se-
lain boleh mandi sungai dan me-
mancing ikan bagi mengeratkan
silaturahim sesama mereka.

Konvoi dakwah
ini diharap

dapat menyebarkan
keindahan Islam
kepada penduduk
bukan Islam
di perkampungan
Orang Asli.
Ibnu Sina Juwaini,
Pengarah program dakw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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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GA ALAM SEKITAR

Terbayang mandi di Sungai Klang

Penggunaan
Interceptor itu

ada harapan
pada masa

depan untuk
melihat Sungai

Klang yang juga
antara

50 sungai
tersenarai

paling
mencemari

laut global
bertukar

statusnya
kepada lebih

baik

S
ungai Klang yang mengalir lesu
berwarna teh tarik, berbau dan
kotor dari ibu negara Kuala
Lumpur sehingga Selangor
kemudian mengalir keluar
ke Selat Melaka, adalah
pemandangan biasa sejak
berdekad lamanya.
Melihat keadaan itu, hampir

sesiapa saja mungkin memikirkan
mustahil satu hari nanti kita
boleh meneguk air bersih secara
terus dari sungai berkenaan
untuk menghilangkan dahaga
atau sekurang-kurangnya
berkelah dan mandi-manda
di situ.
Entah di mana silapnya, sungai

dijadikan lokasi pembuangan
sampah dan sisa secara mudah
segelintir daripada kita walaupun
sebenarnya setiap individu tahu
fakta bahawa sungai adalah nadi
alam malah air adalah sumber
utama dalam kehidupan manusia.
Hakikatnya, bukan murah

untuk mengembalikan keindahan
dan kebersihan sungai selepas
dicemari akibat perbuatan
manusia yang sebenarnya
menganiaya diri dan generasi
akan datang.
Negeri Hang Tuah

menghabiskan kira-kira RM324.55
juta untuk proses pemulihan dan
pengindahan Sungai Melaka bagi
tempoh antara 2002 hingga 2010.
Baru-baru in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pula
berkata usaha pemuliharaan
Sungai Klang termasuk menerusi
projek Gerbang Maritim Selangor
(GMS) mula menarik perhatian
antarabangsa apabila turut
menjalinkan kerjasama dengan
sebuah organisasi bukan
bermotifkan keuntungan dari
Belanda iaitu The Ocean Cleanup.
Katanya, jentera Interceptor

iaitu inovasi The Ocean Cleanup
akan menjadi pelengkap kepada
usaha membersihkan Sungai
Klang dan Selangor adalah lokasi
kedua yang menggunakan
teknologi ini di dunia selepas
Vietnam.
Harga bot pembersih sungai itu

sekitar 700,000 Euro (RM3.25
juta) tetapi Ocean Cleanup
percaya kos dapat dikurangkan
dengan penghasilan secara
besar-besaran.
Penggunaan Interceptor itu ada

harapan pada masa depan untuk
melihat Sungai Klang yang juga
antara 50 sungai tersenarai paling
mencemari laut global itu bertukar
statusnya kepada lebih baik.

Cuma di sesetengah kawasan di
kiri kanan sungai sepanjang 120
kilometer itu masih ada industri
terpacak, penempatan dan
perbandaran.
Elemen berdekatan sungai itu

berisiko membawa kepada
kegagalan pemuliharaannya jika
mentaliti masyarakat masih
menganggap sungai adalah
tempat sisa buangan.
Jentera Interceptor yang mula

digunakan Ogos lalu di Sungai
Klang dan dipinjamkan secara
percuma untuk tempoh setahun
itu mampu mencegah sampah
sungai daripada masuk laut.

Bagaimanapun, kuantiti
sampah di dalam sungai tetap
tinggi jika sikap sesetengah
manusia tidak bertanggungjawab
untuk memastikan kelestarian
sungai terpelihara.
Dalam laporan media sebelum

ini, Pensyarah Pusat Pengajian
Sosial, Persekitaran dan
Pembangunan Fakulti Sains
Sosial dan Kemanusiaan,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UKM), Prof Datuk Dr Mohd
Ekhwan Toriman mendedahkan
lebih 80 peratus sungai
di bandar utama di negara ini
boleh dianggap sungai ‘mati’

akibat pencemaran.
Ada sungai berada pada tahap

nazak dengan dipenuhi
sampah-sarap terutama plastik,
botol, tayar terpakai, malah
membentuk pulau kecil
menyebabkan air sungai hitam
dan mengeluarkan bau busuk.
Pencemaran banyak

disumbangkan sisa industri yang
semakin meningkat setiap tahun
akibat kepesatan pembangunan
dan ia menyebabkan sungai
di bandar kehilangan keupayaan
ekosistem untuk membekalkan
air bersih, memproses kumbahan
dan mengekalkan produktivitinya.
Ini diburukkan lagi dengan

penguatkuasaan undang-undang
yang lemah oleh pihak berkenaan
menyebabkan seolah-olah sungai
kurang mendapat pembelaan
sewajarnya.
Sisa domestik dan pertanian

juga mencemari sungai dan
senario ini menunjukkan
segelintir masyarakat tanpa
mengira latar belakang di negara
ini umpama berebut-rebut untuk
mengotori sumber air kita itu.
Mengambil contoh bagaimana

Jepun berkempen mendidik
rakyatnya menjaga aliran air sisa
bermula sejak di rumah lagi
supaya tidak sama sekali
mengalirkan sisa makanan
pepejal ke dalam sinki.
Itu antara faktor utama

kawasan rumah mereka tidak
berbau busuk, longkang bersih
sehingga aliran air ke sungai dan
laut juga bebas pencemaran sekali
gus membolehkan hidupan lain
termasuk marin hidup selesa.

>>Penulis Wartawan
Harian Me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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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RIFT

‘There’s no need for peace broker as all’s well in PKR’
KUALA LUMPUR: PKR president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has
denied claims that there is a
formal agreement for peace-mak-
ing efforts between himself

and his deputy, Datuk Seri Azmin
Ali.
Speaking to reporters yester-
day, Anwar believed that all was
well in his party and said no such

agreements hadbeenmade to ap-
point anyone to mend faction-
alism in the party.
The New Straits Times yester-
day reported that PKR vice-pres-
ident Tian Chua, among several
others, had been putting in ef-
forts to broker a truce between
the camps led by Anwar and
Azmin.
“I discuss with everyone. (PKR
vice-president) Tian Chua, (PKR
central leadership council mem-
ber) R. Sivarasa.
“Even with (communications
director) Fahmi Fadzil and
(PKR Central Leadership Council
member) Nik NazmiNik Ahmad.
“Last night, I met representa-
tives from the PKR Youth and
Womenwings.
“Imeet them all,” he added.
Anwar said his doorswere open
every day for anyone to see him,

and would meet members of par-
liament, regardless of affiliation.
“There isn’t a specific discus-
sion on the supposed ‘reconcil-
iation’.
“This party is united.
“I believe that our congress will
go on smoothly.
“Azmin will officiate the Wom-
en’s wing congress and Azizah
will open the Youth congress,” he
said, referring to PKR advisory
council chairman Datuk Seri Dr
WanAzizahWan Ismail.
The NST had reported yester-
day that a meeting between An-
war and Tian Chuawas held at an
undisclosed time and location
three days ago.
Sources said Tian Chua had
been busy with meetings in an
attempt to mediate between
camps siding with Anwar and
with Azmin, who is also econom-

ic affairsminister.
Anwar said the party’s national
congress, scheduled this week-
end, would see a turnout of al-
most 80 per cent.
The high attendance, he added,
was a “good indication”.
“Although the media likes to
sensationalise some things, I’m
confident that our leaders,
regardless of their factions, are
mature and experienced, and un-
derstand that the party was
formed in 1999 to strengthen the
reformation agenda in our coun-
try.”
Anwar said only one congress
would be held, whichwas the one
decided by the party’s top lead-
ership.
“There is only one congress, the
one inMelaka.
“Any other meetings do not
represent the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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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hmi denies no-confidence 
motion against Anwar 
KUALA LUMPUR: No wings or divi-
sions in PKR have submitted any 
motion calling for a vote of no confi-
dence against party president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says its commu-
nications director Fahmi Fadzil (pic). 

"Zero, no motion of that nature has 
been sent," added Fahmi, who sits in 
the motions and debates committee 
for the national 
congress this 
weekend. 

He said the me-
chanism to send in 
or debate a motion 
at the national 
congress is done 
via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s 
of the wings and 
divisions. 

The meetings for the party's wings 
and divisions were held from August 
to October this year after which, a 
report is sent to the party's headquar-
ters for processing. 

"So as far as I know, there is no 
motion of no confidence from any 
divisions. In fact, I believe the Youth 
wing has even sent in a motion to 
support the leadership of the presi-
dent," added Fahmi. 

It was reported that several Youth 
leaders had called for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against Anwar. 

In a joint statement made on 
Sunday, the few signees said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party 
"were against the tenets of reforma-
tion". 

It had called on leaders at all levels 
to push for a motion of no confidence 
against Anwar for allegedly under-
mining the reformation agenda. 

Separately, amid speculation that a 
parallel congress would be held on the 
same dates as the PKR national con-

vention in Melaka from Dec 6 to 8, 
party vice-president Datuk Seri Sham-
sul Iskandar Mohd Akin said PKR will 
not recognise any other ones. 

"We will take action based on the 
law and the party's constitution," he 
told reporters at the Parliament lobby 
yesterday. 

It was reported that factions 
aligned to PKR deputy president 
Datuk Seri Azmin Ali were mulling 
over a separate convention. 

Asked if Anwar and Azmin should 
make peace before the convention, 
Shamsul replied: "Insyaallah, let us 
all pray." 

On the call for a motion of no confi-
dence against Anwar by several Youth 
chiefs, Shamsul played it down, say-
ing: "ibis is not parliament to table a 
motion of no confidence. This is just 
from one or two Youth leaders and we 
do not take it seriously." 

In another press conference, 
Anwar said the party only recognised 
one national convention and that is 
the one in Melaka. 

"The others do not represent the 
party. Other people who want to hold 
meetings can have it anywhere, in 
hotel... this is a democratic country," 
he told reporters after chairing the 
Caucus on Reform and Governance 
in Parliament yesterday. 

It was reported recently in The Star 
that a group loyal to Azmin is plan-
ning to hold their own gathering - or 
a parallel congress as some call it - on 
the same day as the party congress on 
Dec 6. 

The group is aware that the paral-
lel congress will not be recognised by 
the party but they want to show that 
they have the numbers, especially at 
the supreme council level and even 
among divisions in the country. 

Anwar also downplayed talk of 

party vice-president Tian Chua play-
ing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Azmin 
and himself. 

Both the president and deputy 
president are locked in a factional 
war which has divided the party. 

'There is no such agreement. I just 
discussed with everyone including 
Tian Chua, (party leadership council 
member) R. Sivarasa and (Petaling 
Jaya MP) Maria Chin Abdullah, and 
just now I met with (PKR organising 
secretary) Nik Nazmi Nik Ahmad and 
(PKR secretary-general) Datuk Seri 
Saifuddin Nasution. 

"On Sunday, there was a small 
gathering at my house where those 
from the Youth and Wanita wings 
came to meet me," said Anwar. 

"My message to them is to not com-
plicate unity efforts (and) don't use 
the forum to attack anybody." 

Asked if he had met with party 
vice-president Zuraida Kamaruddin, 
a staunch Azmin supporter, Anwar 
said that he had yet to meet her in a 
"heart-to-heart" meeting. 

'There will be no problem if I meet 
her at any of Pakatan Harapan's pro-
gramme. I have never stopped any 
party from meeting me. 

"But it will be hard if I meet those 
representing certain camps or fac-
tions," he said. 

On the calls for a vote of no confi-
dence against him, Anwar said he 
had yet to officially hear about it. 

"We have more than one million 
members. If one or two people want 
to give their opinions, there is no 
problem," he added. 

Watch the video 
thestar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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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TALKS 
• There will be a free talk for parents and 
guardians of children between the ages of 10 
and 17 titled 'Social Media Got Ethics?' from 
Dec 6 to 9, from 10am to 4pm at Perbadanan 
Perpustakaan Awam Selangor. Attendees are 
encouraged to bring their children. For details, 
call 017-9888 821 (Chua). 
• Cansurvive Malaysia is organising a free talk 
on food choices and their physical, cultural and 
spiritual effects on Dec 7 from 3.30pm to 6pm 
at Wrexham Room, 10th Floor, Block 2 VSQ @ 
PJ City Centre Jalan Utara, Petaling Jaya, 
Selangor. To register, WhatsApp 012-282 
5290 (Raj Kumar) or log on to www.eventbrite. 
com/e/world-peace-diet-tick 
ets-79945993619. For details, visit cansur 
vive.org or ucansurviv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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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M 

TOO MANY RATS CAUGHT 
Jalan Othman market traders 
in Petaling Jaya risk losing 
their licence for failing to 
keep the premises cle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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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lan Othman market traders' 
licence may be terminated for 
disregarding cleanliness' 

Mohd Sayuthi (right) launching the Rodent Control Campaign 2019 at MBPJ headquarters. Looking on is 
Petaling Jaya deputy mayor Johary Anuar. By SHEILA SRI PRIYA 

sheilasripriya@thestar.com.my 

PETALING Jaya mayor Datuk 
Mohd Sayuthi Bakar is disappoint-
ed over the poor hygiene standards 
at the Jalan Othman market in 
Petaling Jaya. 

"In just two days, 210 rats were 
caught at the market during the 
Rodent Control campaign carried 
out by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s 
(MBPJ) Rodent Control Department. 

"MBPj's rent for trading lots at 
the market is cheap. I know of 
those who make large profits here. 

"However, traders adopt a lacka-

daisical attitude towards keeping 
the area clean. 

"They cannot put the blame on 
the market structure and say it 
traps waste. 

"Why throw the waste there 
when you know it will get trapped. 

"We will consider terminating 
some of the business licences if the 
operators continue to turn a blind 
eye to cleanliness. 

"I may consider advising the 
public not to go there until the 
place is cleaned up thoroughly," 
said Mohd Sayuthi after launching 
the Rodent Control Campaign 2019 
at MBPJ's headquarters. 

In comparison, five rats were 
caught at both the Kampung 
Cempaka and Section 17 markets 
and four each at the Taman Megah 
and Seri Setia markets during the 
campaign. 

The rodent catching campaign 
began in 2007. This year the cam-
paign is being carried out at 15 
locations in the city and will end 
on Dec 6. 

The other markets included in 
the campaign are Section 17/la, 
Seri Setia SS9, Taman Dato' Harun 
complex and Section 14. 

Food courts are also included in 
the campaign and these are Gerai 
Jalan 12 in Taman Dato' Harun, 
Gerai Selera Jaya in Jalan 223, 
Farlim PJS 10/32, Selera Malam SS 
2/62, Arena Selera Jalan PJS 2C/2, 
Selera Impian in Section 7 Kota 
Damansara, Selera Wawasan 
SS3/33 and Selera Kampung 
Lindungan PJS6. 

The city council in collaboration 
with cleaning contractors have dis-
tributed rat traps to the market 
and food court traders. 

A RM3 reward is being offered 

for each rodent caught. 
From January to October, the 

city council received 74 complaints 
about rodents and during this peri-
od, MBPJ caught 781 rats. 

In 2017,121 rats were caught 
during MBPJ's rodent catching 
exercise at the SS2 commercial 
area and the morning market. 

Last year, seven locations were 
selected for the campaign and 852 
rats were caught. 

For details on the campaign, call 
03-7956 2939 or email siti@mbpj. 
gov.my 

STARMETRO, TUESDAY 3 DECEMBER 2019 Sport

Two-day catch 
of 210 rats 
irks PJ may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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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x makeover 
for Shah Alam mall i 
An industrial design concept and 
bold colours are telltale signs of 
the ongoing RM5mil refurbishment 
exercise to spruce up the 
38-year-old PKNS Complex to meet 
current trends and appeal to more 
people.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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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HRISTINA LOW 
christinalow@thestar.com.my 

WALKING into PKNS Complex in Shah Alam, 
Selangor is akin to being in a mall back in the 
1980s as its dated interior appears in need of 
fresh appeal. 

The complex, which opened in 1981, has 
not been through any major renovation for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but it still attracts a 
steady stream of visitors. 

The only setback is that they are not shop-
pers but people heading to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on the complex's second floor to 
get their passports or work permits. 

The department has been the main tenant 
since the complex opened. 

PKNS Complex was also home to the 
Selangor State Secretariat which is now locat-
ed at the Sultan Salahuddin Abdul Aziz Shah 
(SUK) building, which was completed in 1985. 

"We are very proud to have been here for 
so long as the building was once a prominent 
place when state offices were located here. 

"It is, however, time for the building to go 
through a change," said PKNS Complex acting 
centre manager Syahril Mohd Rashid. 

Syahril, who frequented the complex as a 
customer in his teenage years, said there 
were only a few shopping centres in Kuala 
Lumpur and Petaling Jaya back then, and 
PKNS Complex was Shah Alam's first. 

"I used to come here with my friends after 
school. We would have our meals and walk 
around the area as it was a popular 
hangout," he said, adding that when he took 
up the job, it felt as though he was returning 
home. 

He said the complex had not changed at 
all. 

"The floor tiles are the same. The shops I 
used to visit are still here," he said. 

In 2014, PKNS Real Estate Sdn Bhd (PREC) 
took over the complex's administration from 
PKNS to manage and operate the mall. 

"We received many complaints from shop-
pers and tenants when we took over. 

"It was a mess and we did not even know 
how to start fixing such an old place like 
this," he admitted. 

After going through the mall, together with 
his team, they drew up a list identifying the 
various issues but emphasis was to be given 
to tackling priority areas first. 

Air conditioning was a major problem for 
the four-storey complex which has a semi-
open air area at its rooftop. 

"Many tenants faced air-conditioning 
issues and we placed wall fans to try and cool 
the large area. It did not work," he said. 

Proper ventilation was vital, especially dur-
ing fasting month, when shoppers thronged 
the concourse area in search of deals on 
clothes and food. 

"The area was so congested that some visi-
tors fainted so we had an ambulance on 
standby on most days," he said. 

After the festive month, Syahril said it was 
decided that the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needed a major overhaul. 

"We spent about RM1.3mil in 2017 for 
repairs, including a change in the ducting 
system. 

"We are happy that it has all worked out 
well," said Syahril while showing the new 
central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Escalators 
which have 
been out of 
order for some 
t ime wil l be 
replaced next 
year. 

(Far left) Eng 
Wah Cycle is 

one of the 
complex's 
oldest tenants. 

Old favourite finally gets 
much-needed change 
Upgrading food court, air conditioning as well as building futsal 
courts among efforts to attract youths to Shah Alam mall 

Sm . —^ • — , 

Syahril who frequented PKNS Complex in 
his teenage years, is now looking at ways to 
revive the place. 

Renovation efforts 
To give the complex a younger and modern 
look, PREC in its refurbishment exercise has 
opted for an industrial design for the facade. 

The RM5mil project, which started in 
2018, includes renovating the existing food 
court, prayer hall, five washrooms within 
the complex and its facade. 

The once dingy food court has been totally 
revamped with a more vibrant look. 

"The food court was dark and dirty and 
customers were afraid to dine there. This 
affected stall owners who complained of bad 
sales," he said. 

Following a renovation exercise, 10 stalls 
at Makan @ Bumbung have started operat-
ing. 

With hopes of attracting a younger audi-
ence, the dining area is now bright and 
clean with wooden furniture in its simple 
setting. 

Cabanas, made from wooden pallets and 
painted in bright colours, have also been set 
up outdoors for shoppers who want to dine 
under the stars. 

The food court area, however, only occu-
pies a small portion of the rooftop. 

Syahril said there were plans to incorpo-
rate at least two futsal courts in the future at 
the rooftop. 

"When the futsal courts are ready, visitors 
can also dine at the food court before or 

Visitors to PKNS Complex are still able to f ind barber shops which have been operating here 
for decades. 

after their game," he said, adding that oper-
ating hours for the stalls could also be 
extended once the futsal courts were ready. 

Currently, the food court operates from 
7am to 5pm. 

Syahril said construction to refurbish the 
remaining 10 stalls would begin soon. 

Meanwhile, its 2,000sq ft prayer hall, 
located on the first floor, has also been com-
pleted. 

"We usually get a high volume of visitors 
during the fasting month, making this area 
very stuffy and humid. 

"The floor outside the surau used to get 
damp and this made visitors uncomfortable 
when they wanted to perform their 
prayers," he said. 

Today, the prayer hall has washrooms for 
both women and men as well as shelves for 
visitors to place their shoes on. 

Ventilation was also upgraded and floor 
tiles were replaced to prevent it from being 
slippery. 

The complex's facade was spruced up with 
fresh colours to complement the industrial 
look which will be incorporated throughout 
the mall. 

The next phase 
After completing the first phase of upgrad-
ing works this year, PREC plans to continue 

work on other remaining areas. 
"The second phase may take a longer 

period of time as it involves lots of techni-
cal work," said Syahril. 

Among the areas identified in phase two 
are electrical and wiring issues, water 
pumps, escalators and elevators. 

He said PREC was in the process of 
engaging suitable contractors as well as 
sourcing for spare parts for the escalators. 

"We have three escalators which only 
take visitors to the first floor but these 
break down quite frequently," he said. 

To reduce some of the cost involved, 
PREC has decided to construct staircases to 
replace the escalators. 

"We do not want visitors to rely solely on 
the escalators but also be able to use the 
staircase if they want to," he said. 

Work to repair and replace some of the 
escalators will be completed early next 
year. 

Attracting younger shoppers 
Over the past year, many events and activi-
ties were introduced to attract people on 
weekends. 

"With so many shopping centres around, it 
is not easy to get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o 
come here. 

"We may not be able to offer them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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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g space on the ground floor has been converted into a permanent bazaar area to attract more shoppers to the complex. 
- Photos: LOW BOON TAT/The Star 

they are looking for but we are trying," he said. 
Most of the tenants have been renting 

their space for more than 30 years, leaving 
only a handful of spots available for new 
tenants. 

As such, PREC has introduced an event-
space called Tempat Orang Lokal on the 
ground floor for small business operators 
who are new in the industry. 

"Most of them have online businesses 
and have never operated in a conventional 
space, so we are giving them a chance to 
try a different platform without paying 
high rental space," he said, adding that 
rent was from RM1,S00 to RM1.800 month-
ly except during fasting month where it 
would escalate from RM5.000 to RM7,000 
for a spot. 

Syahril hoped the complex would be the 
shopping destination for visitors seeking 
traditional food and clothing come 
Ramadan next year. 

"We get close to a thousand visitors a 
day during Ramadan and we want to see 
them shop in comfort," he said, adding that 
it would be a good time to see the newly 
installed escalators, air-conditioners and 
lifts being used at full capacity in coping 
with the large number of visitors. 

The new Makan @ Bumbung is carefully designed to attract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o the 
food 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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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之一。

法米：公正党大会提呈曰期截止

没收到不信任安华提案
(吉隆坡2日讯）人民公正党通讯局主任法 

米强调，公正党代表大会没有投党主席拿督斯里 
安华不信任票提案。

“我就在代表大会提案委员会中，截至目 

前，是没有投主席不信任提案，所以是 
4零’。”他说，根据党的机制，提呈提案和带 
至全国代表大会辩论是要通过区部代表大会，包 

括臂膀、青年和妇女组也是如此。
他今日在国会走廊，针对一批公青团领袖不 

满党开除数名领袖而要投党主席不信任票传言， 
这么回应。

“我可以证实区部也没有这项提案，所以全 

国代表大会推动向安华投不信任票的问题也不存 

在。”他说，提呈提案的日期也截止了，因为区 
部代表大会是在8至10月进行，所有的年度报

告也已提交给中 

央0
“不只没有不信 

任票，反而是公青 

团有支持主席领导 

提案。”

传安华阿兹敏要和解
对于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与 

其他19名党中委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安华针对 

开除中央理事拿督查卡利亚哈密一事道歉，法米 

认为，这是中央理事会根据反贪会建议所作出的 

决定，所以不是党主席决定开除对方。

此外，针对公正党最高理事西华拉沙将牵 
线，让安华及阿兹敏阿里进行和解会谈一事，法 
米表示，不清楚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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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曰讯）人民公正党内部传出党署理 
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派出副主席西华拉 

沙，以和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进行“和平” 

会谈，促进和解，惟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 
华本周一否认有此事。

同时也是波德申国会议员的安华在主持 

所领导的国会改革及施政跨党派小组后，被 

媒体询问有关和解一事时表示，他一直乐见 

任何人。

“我对会谈保持开放态度，如会见国会议 

员、州领导等，无论对方来自何派，但没有 

特别关乎4和平’议程的会谈。我们确实很 

4和平’，预计全国代表大会的出席率将达 

80%，并符合法定人数，相信大会可以顺利 

进行。”

他说，虽然近期有很多关乎党的报道，但 

他相信，党领导都是非常有经验和成熟的，包 

括了解党成立的宗旨就是为了要改革等。

“我会见任何人，包括副主席蔡添强、西 

华拉沙、通讯局主任法米、总秘书赛夫丁、 

组织秘书聂纳兹米等，包括昨晚我也会见了 
公青团和妇女组代表。我向他们传达的讯息 

是不要使事情复杂化，包括不要使用平台去攻击谁。我们要团 

结一致，以一个政党，一个议程。”

对于有传言称阿兹敏派系会在同曰另外再召开公正党代表 

大会一事，安华表示不会理会，但其他的大会不能代表党。

“不过，他们要在哪里举行都可以，因为大马是民主社 

会。”

不应对陈平课题过于“炽热”
针对前马共总书记陈平骨灰被带回大马一事，安华认为， 

大家不应该对该课题过于“炽热” （Hangat)。

他说，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此事，但是知道历史者都知晓过 

去的残忍和斗争，军警的敏感度与感受。

“大家也知道，我们已经和解了，我国第二任首相敦拉萨建 

立马中邦交时也曾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对话，前首相纳吉也和中 

国共产党关系良好，该关系也获得现任首相敦马哈迪的维持， 

包括我也会见过中国共产党代表。” #

安否

余有

何平

人会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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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明年7月杪完工

锡籼湖景公酿工

颜丽丽（左二）与新承包商到场了解情况

.、乂

锡米山湖景公园设施将改善

(加影2日讯）锡米 

山湖景公园美化工程 

12月复工，预计明年 

7月抄完工，占地 

15.18亩的休闲公园 

堪称为加影最大休闲 

区。

根据早前计划， 

雪州政府拨款120万 

令吉把锡米山湖景公 

园打造为汇集果园和 

热带雨林的休闲地 

区，不过工程却半途 

而废。

在
_加影市议会重新招标 

.委任新承包商接管锡 

米山湖景公园改善工程后，预 

料该工程将在明年7月杪完

成。.

打造旅游景点

加影市议员颜丽丽说，锡 

米山湖景公园12月1日复 

丁，美化计划包括兴建1公里

一濟 .̂..它

美化计划包括兴建1公里长的走道和脚车道

於的走道和脚车道、活动广 

场、脚底按摩护理走道、两座 

衔接桥、石凳、儿童游乐场设 

备、健身器材、栽种花草和提 

供泊车空间等。

她指湖景公园最大特点是 

将打造一条两旁各种植30棵 

白色和粉红色的“樱花道”。

“湖景公园美化工程完成 

后，将成为加影最大休闲公 

园，更打造成旅游新景点。” 

颜丽M日前与无拉港州议 

员王诗棋和承包商到场视察 

后’这么指出Q 锡米山湖景公园的石凳不见后，村民把沙发搬到公园

财务问题停工市会重委承包商
颜丽M提到，上任承包商出现财务问题， 

工程进行到12%就停顿，市议会于1刀终止其

合约。这工程原在今年完成，上述问题发生 

后，市议会重新委任承包商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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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会谈”是传言
蓝眼宣传主任：若真的会支持

(吉隆坡2日讯）针对报道指

公正党最高理事西华拉沙正筹 

备为安华及该党署理主席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举行“和解会 

谈”，公正党宣传主任拿督斯 

里三苏依斯甘达指出，这只是 

传言，但是好的传言，若是真 

的他会支持。

询及若如报道所指，谈判 

若一旦失败，阿兹敏阿里派可 

能集体缺席木月7日举行的代

表大会，并举办另一场大会展

现势力，他说，公正党代表大 

会只有^场，若出现第二场，

该党可以采取行动。

二苏依斯甘达今日在国会 

走廊接受访问时这么说。

他指出，这是该党主席拿 

督斯里安华时隔多年，首次主 

持代表大会及发表政策演说， 

全体党员应该给予支持。

“在代表大会提出问题， 

公正党都会仔细研究和解 

决。”

询及公青团大会对公正党 

主席拿督斯里安华发起不信任 

投票的提案一事，二苏依斯干 

达称，公正党不是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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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t
邹长财、刘为强嘉宾们进行敬酒与切蛋糕仪式。前排左起为郑有义、何子孟 

及邹学基；后排左起为郑礼泉、蔡志权、郑礼志及李明康。

梳邦市会执照费大涨

何子孟：加重商家负担
(吉隆坡2日讯）针对梳

邦再也市议会预计将于明 

年调涨执照费，且调涨幅 

度达200%，马新咖啡茶 

业联合总会总会艮拿督何 

子孟直言这做法加重商家 

负担，希望当局收回成 

命，=思而后行。

他指现有梳邦再也 

市议会执照费为250令 

吉，该会收到的消息指 

出，当局将调涨执照费 

200%，即从明年起执照 

费为750令吉。

“之前调涨垃圾费， 

明年起则凋涨执照费， 

我认为政府的改革，也

需设想到人民需求。”

何子孟昨晚出席雪 

隆福州咖啡f丙餐商公会 

庆祝成立73周年纪念联 

欢晚宴时说，州政府应 

进一步考虑，别U:各地 

方政府随意调涨执照费 

价格。

大会主席邹长财则 

希望政府准许商家自行 

申请熟练及没犯法的外 

劳，通过增加外劳人数 

协助业者增加生意与收 

人。

他指饮食业向来人 

手不足，商家急需申请 

熟练及守法的外劳。

他也指大马是多元 

种族社会，不宜多谈种 

族、宗教等敏感课题。

世福执行兼马福总 

会K：拿督斯里刘义强提 

到，该会集合全马各行 

业精英，无论扮演什么 

角色，都应从小I才丨结发 

展至大团聚，结合各自 

优点，以成为造福乡亲 

的最大动力。

与会者包拈马新咖啡 

茶业联合总会署理会长郑 

有义、吉隆坡中华大会堂 

主席拿督斯里蔡志权、民 

主行动党武吉免登国会议 

员方贵伦助理李明康、雪 

隆福州咖啡M餐商公会副 

主席郑礼泉、总务邹学 

基、财政林宏金及调查郑 

礼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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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华：代表大会将顺利举行

协商解决公正党小纠纷
(吉隆坡2日讯）公正党主席

拿督斯里安华指出，公正党

直以来都很平静，即将举

行的该党大会也会顺利举 

行

他说，预计会有逾80%. 

代表出席大会。

“党内有小纠纷，相信这 

些领袖是成熟且有智慧者，

知道这个党的创立初衷是什 

么。”

安华也是国会改革与治理 

核心小组主席，他今R在小组 

会议后接受媒体访问时，针对 

如何看待有传闻声称署理主席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曾委派 

最高理事西华拉沙和副主席蔡 

添强前来谈判和解一事时，这

么指出0

安华也说，一直以来都没 

有所谓的和解会谈，一切都可 

以商S解决。

针对有传闻指公正党将有 

第二场大会召开一事，安华强 

调，公正党由始至终只有一场 

大会，而这场大会即将在来临 

周末在马六甲举行。
安华：一切都可商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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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2日讯|公正党领袖

希望在党代表大会上，看到党领 

导层的团结。

公正党大会举行在即，传党 

两巨头安华及阿兹敏寻求和谈， 

多名公正党领袖今日受询时，对 

和解之说不知情，但他们冀望党 

领袖能够大团结。

公正党通讯局主任法米表 

不’对和解事宜并不了解’但是 

他希望可以在党代表大会上，看

到团结的党领导层。

他说，公正党作为最大的执 

政党，人民也会希望看到公正党 

团结。

他相信，党员们都会现身大 

会，同时给予他们信息，公正党 

在希盟将会扮演先锋角色，确保 

人民利M受到保障和完成大选宣

法米今日在国会走廊受访 

时’如此表7F。

公正党宣传局主任拿督斯里 

三苏依斯干达受询则表示，希望 

阿兹敏和安华能够和解。

「（阿兹敏献议与安华和 

解）这是好的传闻，我支持。」

询及公正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演安华和阿兹敏大和解的场面， 

他说，「如真主所愿。J

根据公正党消息指公正党署 

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有意 

与安华和解，因此派其亲信党副 

主席西华拉萨与安华和谈。

公正党副主席蔡添强昨日接 

受本报访问时，证实两派领袖确 

实在洽谈和解，预料会在公正党 

大会前有定案。

众领袖盼领导层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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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派不杯葛霹州大会
B丨ai■刘慧君

怡保2日讯|尽管霹州公正 

党是由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的势 

力盘踞，惟多名亲署理主席的霹 

州领袖皆表态将会出席周二（3 

日）晚举办的霹州代表大会，令 

党内两大派系的紧张气氛得以舒 

缓。

霹州公正党将于周二（3 

曰）晚，在江沙举办今年度的最 

后一场公正党州级代表大会，安 

华也将亲临主持开幕，为来临周 

四（5日）在马六甲举行的全国代 

表大会暖身。

《东方曰报》探悉，虽然 

霹州代表大会是由安华派系所主 

导，但州内亲署理主席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的领袖及党员皆会出 

席，不会杯葛。

其中，被视为阿兹敏派系的 

公正党霹州妇女组主席蔡依霖受 

访时强调，不只是她本人会出席 

霹州代表大会，由其领导的霹州 

妇女组也会参与。

她说，作为公正党全国代表 

大会召开前的最后一场州级代表 

大会，霹州基层党员都乐于看见 

党内团结一致，早前被严重标签 

的分裂或派系文化，应当终止。

「没有所谓的『安华派J或 

巧可兹敏派I，一位是全国党主 

席，另一位是全国署理主席，党 

内的团结及希盟的强盛，才是人 

民所期待，我相信党主席会利用 

智慧化解（目前的局面）。」

此外，同样被视为阿兹敏人

马的前任公正党霹州主席玛奴迪 

及行政议员拿督阿都尤努斯也向 

《东方日报》坦言，绝不杯葛霹 

州代表大会。

另外，公正党霹州副主席陈 

家兴接受电访时表示，该党霹州 

州委已准备就绪，包括确保州内 

每个区部都会派出代表参与，预 

计将有2500至3000人参与。

「中央领导方面，出席大会 

的嘉宾已确认会有安华、总秘书 

赛夫丁及组织秘书聂纳兹米。」

询及是否将有「阿兹敏派」 

的中央领袖受邀出席时，陈家兴 

则表示由党中央决定。他相信， 

霹州不会出现像砂州公正党的混 

乱情况，代表大会将顺利进行。

值得_提的是，根据目前 

传出的公正党霹州代表大会流程 

表，视为阿兹敏大将之一的全国 

副主席西维尔也受邀出席大会， 

并会给予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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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福州咖啡酒餐商公會:

梳邦再也漲執

(吉隆坡2日讯）马新咖啡茶 

业联合总会长拿督何子孟表示， 

梳邦再也市议会将于明年调涨执 

隆福州咖啡酒餐商公 

3会大会主席邹长财表 

示，我国是多元种族的社会，不 

宜多谈关于种族、宗教等敏感课 

题。

他希望政府可准许商家自 

行申请熟练及没有犯法的外劳， 

以增加外劳人数，继而增加生意 

与收人。

“饮食业一直人手不足， 

商家都非常迫切需要申请熟练及 

守法的外劳。”

此外，世福执行兼马福总 

会长拿督斯里刘义强表示，该会 

集合全马各行各业的精英；无论 

扮演着何种角色，都应该从小团 

结发展至大团聚，结合各自的优 

点，让他成为造福乡亲的最大动 

力。

照费的做法加重商家的负担，希 

望当局可收回成命，三思而后 

行。

何子孟透露，梳邦再也市议会的执 

照费为250令吉，而该会收到的消息指 

出，当局将调涨执照费200%，即自明 

年起的执照费为750令吉。

他希望当局不要调涨执照费，也认 

为州政府应多加考虑，不要让各地方政 

府随意调涨执照费价格。

“从前调涨垃圾费，明年起则调涨 

执照费，我认为政府所作出的改革，也 

需设想到人民的需求。”

何子孟昨晚出席雪隆福州咖啡酒 

餐商公会庆祝成立73周年纪念联欢晚宴 

时，如是表示。何子孟之后也宣布，该 

会将拨款5000令吉给雪隆福州咖啡酒餐 

商公会。

出席晚宴者包括马新咖啡茶业联 

合总会署理会长郑有义、吉隆坡中华大 

会堂主席拿督斯里蔡志权、行动党武吉 

免登区国会议员方贵伦助理李明康、雪 

隆福州咖啡酒餐商公会副主席郑礼泉、 

总务邹学基、财政林宏金及调查郑礼志 

等。

照費加重負擔

l«Mi»
何子孟 

(左二起） 
移交支票给 
邹长财，左 
一为郑有 
义，中为邹 
学基及右一 
林宏金。

雙主賓：

:馬福、總會長拿督斯里劉為梦■本平

所有嘉宾进行敬酒与切蛋糕仪式n前排左起为郑有义、 
何子孟、邹长财、刘为强及邹学基；后排左起为郑礼泉、蔡 
志权、郑礼志及李明康。

鄒
長
財
盼
准
許
聘
沒
犯
法
外
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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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西華為安華阿茲敏牽線

藍眼領袖樂見“和解”
(吉隆坡2日讯）公 

正党领袖乐见该党最高理 

事西华拉沙为公正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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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能共 

同发挥执政者的力量，照 

顾人民福祉。

公正党通讯主任法米 

说，该党是希盟成员党中 

的一员，也是拥有最多国 

会议员的政党，因此党员 

都希望领导人团结-致。

“我不能透露相关 

信息，但对于我来说，作 

为执政联盟的其中-个政 

党，我们都希望公正党的 

领导人团结起来。’；

他今日在国会走廊接 

受媒体询问时说，所有出 

席公正党全国代表大会的 

党员都希望领导人能传达 

明确的信息，即在希盟中 

共同发挥领袖的力量。

“不止党员，大马人 

民也希望我们团结，以照 

顾人民福利和兑现竞选承
'-fcf- yy

另外，身为大会提案 

理事会•员的法米强调， 

理事会截至目前并无发现 

投安华不信任票的提案。

“我也可以证实区部 

也没有提呈（投安华不信 

任票）动议，因此全国代 

表大会没有出现区部提呈 

投安华不信任票动议的课 

题。”

他说，区部是在8月 

至10月期间透过区部或区 

部臂膀会议提呈提案。

“公青团昨日已表示 

并没有投安华不信任票的 

动议，反而有提呈支持党 

领袖的提案。”

开除党籍 

非个人决定

无安华不信任票提案

公正党宣传主任三苏 

依斯干达也表示支持西华 

拉沙为安华及阿兹敏阿里 

牵线和解。

“这是很好的方式， 

如果有的话我会支持。”

20名最高理事日前 

联署抗议纪律局开除彭亨 

百乐支部主席查卡利亚哈 

密，并对中央领导不断试 

图赶走被指是反对者的党 

领袖…事感到羞耻。

法米强调，开除有关 

人士的党籍并不是党主席 

的个人决定，而是中委会 

考量纪律委员会根据反贪 

会报告做出的决定。

“纪律委员会主席 

已经通知20名党员到中央 

代表大会进-步讨论此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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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r=3SBl^^-2018年第二系列總稽查司報

管理系統差計算乘客受質疑

雪精明e 士存6缺點i
(八打灵再也2日讯）《2〇18年第 

二系列总稽查司报告》指出，尽管雪 

州精明巴士有效减低碳排放量，以及 

让中下层市民受惠，不过有关服务依 

然存有6项缺点。

总稽查司报告显示，这项从2015年至 

2018年耗资6350万令吉的精明巴士服务， 

存有的缺点包括雪州政府于2015年进行规 

划阶段时并没有制定关键绩效指标、行动 

蓝图和目标、仅专注于提供巴士，没有考 

量提供完善的辅助设施、梳邦再也市议会 

没有出示宣传费用的证据等等。

监督缺乏效果

另外，在42辆巴士中，仅有15辆巴士 

安装计算乘客系统、监督方面缺乏效果。

报告指出，巴士业者只是公开•日的 

乘客数量，但却没有分为每趟班次的乘客 

数量，而且投诉管理系统差劣并且缺乏系 

统化。

由于缺乏计算乘客系统，因此数据并 

不全面，导致乘客搭乘统计报告的正确性 

受到质疑^

无论如何，报告指出，精明巴士于 
2018年达到乘客量目标，表现令人满意。 

从2015年至2018年，111辆精明巴士的载客 

量高达2979万人次Q.

巴士路线牌位置欠佳

报告指出，根据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 

(171法令），地方政府必须为当地居民提 

供公共巴士和相关设备，如巴士站、通往 

巴士站的行人道。
不过，稽查局于2018年10月至11月期 

间，在沙亚南市政厅，梳邦再也市议会及 

乌雪县议会管辖范围发现挂放巴士川行路 

线牌的位置并不合适，若天气不佳时，将 

为乐龄人士和障友带来不便。

此外，部分巴士站的牌子也阻挡驾驶 

者的视线、有的则是路线牌脱落、缺乏路 

线图等等0

雪州精明巴士自2015年开跑，截至2018年的载客量高达2979万人次。

民衆在沙亞南市政廳、

梳邦再也市議會、
_雪縣言義會

搭乘雪州5明巴士時所面對的情況
不适合的巴士亭或巴士站8.4%

没有障友所需n 「行程没有根据时间表16_1°/〇

史里肯邦安巴刹附近的巴士亭缺乏巴士站柱。

的设备6.5%

巴士残旧与 
不适13.5%

巴士司 
欠佳12.3%

没有或缺乏 
安全设施11%

间
太久45.2%

|沙亚南第 

13区Petron油站 
附近的巴士站设 

在转弯处，引发 

安全隐忧。

没有明确的路线 
资料16.1%

交通阻塞41.3%

與柴油巴:t川行次數有■電動巴士未全面善用
2017年3月1曰至12月31曰，沙 

亚南市政厅和业者使用两辆柴 

油巴士和两辆电动巴士川行精明巴士服务 

的SA01路线，每日的租用费分别为800及 

11 〇〇令吉。

报告指出，柴油巴士和电动巴士 
的川行次数出现差异，即2017年计划川 

行的次数分别是1万7418趟（64.2%)及 

9716趟（35.8%),惟真正川行的次数 

分别只有1万9446趟（71.7%)及7672趟 

(28.3% ) 〇

从2018年1月至5月，柴油巴士及电 

动巴士原先计划的川行次数分别为9966 

趟（66% )及5134趟（34% );惟真正 

数据实为1万零656趟（73.5%)及3850趟

(26.5%),

整体计算，柴油巴士川行次数比规划 
时高出2718趟，电动巴士则少了3328趟； 

这也显示电动巴士并未全面获得善用。

根据巴士租借服务协议书显示，电动 

巴士可行驶250公里，时速最快每小时70 

公里，需要至少4个小时充电；惟电动巴 

士经常发生故障，这也是减少使用电动巴 

士的因素。

电动巴士已停驶

沙亚南市政厅于今年2月20日回覆稽 

查局指出，由于业者无法提供电动巴士， 

因此自今年1月1日起便开始停止使用电动 

巴士:。

總稽查司報告建議雪州政府 
可通過經濟策劃單位(UPEN)和地方政府 

採取以下行動
1州政府必须制定可以控制与测量的项目，以便实行

全面与综合性的项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根据路线距离、交通路况、巴士数量及营运时间，

重新研究巴士的班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营运者必须在每个月准备更详细的乘客使用率统计

与报告给沙亚南市政厅及梳邦再也市议会___________

4地方政府必须监督乘客搭乘统计与报告、乘客计算 

系统和用户投诉系统的内部监控事项，同时附上协

议书所注明的齐全文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梳邦再也市议会必须宣传有关精明巴士投诉管道的

讯息给市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地方政府必须避免发生巴士迟到及减少往返次数的 

情况

雪蘭莪精明巴士乘客量(截至2018年>

地方政府 巴士数量 川行路线 开跑年份 乘客量

沙亚南市政厅 26 6 2015 658万

梳邦再也市议会 16 5 2015 554万

巴生市议会 8 4 2015 398万

安邦再也市议会 14 4 2016 283万

加影市议会 8 5 2016 349万

士拉央市议会 10 3 2016 384万

雪邦市议会 10 4 2016 128万

瓜冷县议会 4 2 2016 84万

瓜雪县议会 5 2 2016 50万

沙白安南县议会 4 3 2016 37万

乌雪县议会 6 3 2016 54万

总共 111 41 2979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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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正（左一）向李文彬（右一）反映将小贩坚决 

不搬立场，并希望州议员能够给予协助&

根据加影市议会的安排，传统巴刹小贩未来将搬迁至皇 
冠城中环的现代化新巴刹营业1* 尽管逾1〇个¥货摊主在羊#为搬迁新巴刹一事进行面试，桓ii些摊奴也拒绝

新巴剎租金貴

皇冠
報道►李景志

搬离®

(加影2日讯）蕉赖皇冠 

城第八区早市巴刹50多个合 

法小贩，以租金高、熟客流 

失及难与邻近霸级市场竞争 

等理由，拒绝迁入皇冠城中 

环的现代化新巴刹。

这批在当地做生意十多年的 

小贩，将透过该早市巴刹小贩公 

会收集签名，把不搬迁心声传达 

给雪州行政议员兼加影州议员许 

来贤，要求对方给予协助。

据了解，加影市议会在上星 

期举行小组会议里，市议会副主 

席纳斯慕丁一再强调，不会改变 

搬迁蕉赖皇冠城第八区早市巴刹 

及双溪龙镇早市巴刹的计划，不 

过他没有透露这两个传统巴刹在 

什么时候要搬离。

鉴于搬迁问题困扰小贩未来 

生计，该巴刹小贩公会主席陈文 

正向行动党万宜区社青团团长李 

文彬求助，多名小贩更反映迁去 

现代化新巴刹，形容是“死路- 
冬”

〇

小贩们透露，以往星期日的皇冠城巴刹人潮非常多，惟现在情况大不如前，人流稀少c

小販指遷入新巴剎每月f且金多兩三倍

名小贩异口同声向《大 

都会》社区报申诉， 

据他们得到的消息，在皇冠城中 

环的现代化新巴刹内的每个摊位 

月租是300令吉，而且水电费需 

自付；由于目前大部分小贩的摊 

位有两三个，如果以上述租金计 

算，每个月租金开支比目前多出

两三倍。

他们表示，小贩除了应付租 

金，还有水电费自付，无形中增 

加开销的压力，而最担忧的是生 

意额，目前市道颇弱，消费者消 

费下降，他们不认为搬去新巴刹 

是好主意，相反只会让小贩陷人 

困境。

他们说，小贩是做小本生 

意，自从霸级市场进军皇冠城商 

场，巴刹的生意下跌，人流减 

少，以往热闹景象已失色。

“我们也向经常光顾的居民 

寻求意见，他们说，-旦迁去新 

巴刹，将会流失大部分旧客户， 

现在生意不易做，如果连旧客户 

都保不住，生计会出现问题，反 

而得不偿失。”

距離霸市太近影響生意
陳文正（皇冠城早市巴剎小販公會主席）

g冠城早市巴刹小贩公

二会主席陈文正也说， 

所有小贩对搬迁计划不感兴 

趣，并且坚决不搬，该公会希 

望州议员能够给予协助，化解 

小贩的忧虑。

他指出，小贩反对搬迁立 

场坚定，即使早前安排面试的 

湿货摊贩了解新地点后，也是 

无意搬离

他说，霸级市场已威胁早 

市巴刹的生意，以往星期日的 

人潮非常多，现在情况大不如 

前，未到上午10时，人流已稀

少，因此他认为地点与霸级市 

场太靠近的新巴刹将加剧小贩 

的困境。

他强调，传统巴刹有它 

的特色，霸级市场的崛起，已 

削弱传统巴刹客源，为了保住 

老顾客，小贩不同意迁去新巴 

刹。

另•方面，行动党万宜区 

社青团团长李文彬说，他将与 

州议员取得联络后，在近期内 

安排巴刹小贩公会的理事及小 

贩与州议员会面，同时希望当 

局暂缓该巴刹搬迁计划

死路一條堅決不搬

新巴剎租金太貴
黃運來（水果販）

u 在皇冠城的巴刹有3个摊位，

K全部月租只需300令吉。如果 

搬去新巴刹，租金开支增加3倍，这还未包括 

水电费，开销非常大，如何经营a ”

陳寶珠（熟食小販）

新f
:巴刹的租金、自付水电费等 

问题，大幅加重小贩负担， 

搬去那里做生意，等于把小贩推向死路，我 

坚决不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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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星期二 板大都會社區報「
編輯：林寶珠

SSwgO胃年第二系列總稽查司^ ^
左图 

及右图：会 
展中心的小 

型会议室空 

间和设计不 

符合需求， 
使得租用率 
仅有0.3至 

7.9%。

Lokasi premis SACC

(沙亚南2日 

讯）根据《201 8年 

第二系列总稽查司 

报告》，沙亚南会 

展中心（SACC )从 

2016至2018年的关 

键绩效指标（KPI ) 

被指表现不佳，只取 

得40至66.7%、5台 

电梯坏了 3台不获修 

理、会议室设计及 

空间不符合需求， 

其中5间只取得0.3至 

7.9%租用率，大大 

冲击公司营收，但整 

体行政管理评价仍 

佳。

2
州
ii

亞南會展中心董事

不能勝任與未B
基設壞租用率低

&甚的是，公司先前委任两名州议员担任董事局

SACC會展中心財務狀況

缴足资本 680万令吉

2018年总资产1017万令吉

2018年负资产1527万令吉

主要业务

税前盈利/亏损201 6年亏1 63万令吉、 

2017年赚25万8493令吉、 

2018年赚15万3231令吉

SACC會展中心 

從2016至2018年的活動列表

年份 活动次数 增减 访客人数
营收I营收增减 

(百万令吉）

2016 405 无 74,843 7.75 无

2017 398 -7 84,272 9.82 2.07

2018 536 138 101,446 8.74 -1.08

总计 1,339 无 260,561 26.31 无
J

MT
主席和董事，前者的资历和能力不能胜任，后 

者则没有提呈相关履历而无法被评定，不过两人已分别于 

去年5月19日和7月15日离职。

两人分别从2009年8月28日和2010年6月1日受委，加 

上董事局成员没有出席关于企业职责与业务的训练、课程 

及研讨会的记录，公司内部也没提供培训，这影响了稽查 

报告对董事局的评估。

首席执行员悬空3年
此外，自公司首席执行员于2016 

年5月约满离职后，该职从去年12月起 

由首席营运员代摄后，在3年后的今天 

依然悬空，原因是董事局没向母公司 

提呈填补首席执行员职缺，这对公司 

业绩表现和营运有影响。

5间租用率仅0.3%至7.9%
拥有12间会堂及会议室设施的会 

展中心，最高租用率为36.7%的沙亚 

南礼堂1、其他6间租用率介于16.7% 

至29.9%、剩下5间只有0.3%至7.9%。

管理层向总稽查司解释，会通过 

广告与促销刺激租用率，为小型会议 

室提供补习和小型研讨场地，并寻策 

举办大型活动增加收人。

沙亚南会展中心成立于2009年6 

月25日，是雪州发展机构（PKNS )持 

有的独资子公司，以管理总面积13万

活动管理服务、出租会堂、 

餐饮与高尔夫球俱乐部

零876平方尺的会展中心，每月付予母公司租金为5万1000

受托管理会展中心的SCSB私人有限公司，于2014年 

获母公司授权管理拥有18个洞、占地160英亩的斯里雪兰 

莪高尔夫球俱乐部，月租8万令吉。

客户服务绩效达最低门槛
报告指出，2018年会展中心和高尔夫球场的营收，各 

减少108万令吉和13万8044令吉；在礼待、餐饮及会场管 

理的客户服务绩效，只达致51.7%至61.8%的最低门槛， 

算是合格。

报告指两间企业的营收下滑，在于管理不当，包括会 

展中心会议室低租用率、没有定期保修设施、被除欠的账 
期比例趋高、及涉款额75万令吉的逾120天的账期增加。

2承包商没定期保养
受委定期保养的3家承包商，有两家没定期保养设 

施，从2016至2019年6月接获3宗关于5样设施损坏的投 

诉，尚未获得雪州发展机构处理。

对于损坏的2台载客梯和1台货运电梯，管理层回应， 

已在8月份开会讨论修理PKNS的资产，拟定明年度预算案 

拨出款项维修电梯；至于会场中心屋顶有11处破漏的水 

管，已于10月22日修好。

指輕快鐵工程影響

去年活動少營收銳減

会

轻快铁第三路线工程在会展中心方圆50公尺内进行，加上 

部分路段因施工而关闭，影响了大型活动的筹办，令会展中心 
去年的营收下滑。

会展中心屋顶因ABS水管有11处破漏，造成一■片泥汗：

会展中心西翼的电梯损坏仍不获修。

展中心于2018年的营收锐减，主因是大型活动减 

少了，距离会展中心外50公尺的轻快铁第三路线

施工和部分路段的关闭，被指是影响业务之

根据董事局于2018年11月27日召开的第四次会议，管理 

层受促透过司法程序，向有关单位索取施工带来的营收损失 

赔偿，但进一步的法律咨询认为没必要采取法律行动，造成 

公司面对间接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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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店面面積算執照費雙倍漲

以工從⑶.MAM 

TAfllK!1 TAMaT

報道►

莊舜婷、伍思薇

(八打灵再也2日讯）梳邦再也 

市议会从明年起依据店面面积来计算 

咖啡店执照费，却引起茶室业者大反 

弹，直指执照费从250涨至750令吉， 

涨价200%。

马新咖啡茶业联合总会长拿督何 

子孟指出，会员于11月杪前到市议会 

缴付执照费时，都收到信件表明咖啡 

店的执照费将涨至750令吉。

“吉隆坡市政局的执照费是500令 

吉，而梳邦再也市议会的执照费居然 

涨至750令吉，可说是全马执照费最高 

的一个。”

不过，梳邦再也市议员李燕韵 

对此解释，梳邦再也市议会并没有调 

高商业执照费，惟将从明年开始会重 

新审核资料，依据店面面积来计算执 

照费，不允许业者投机取巧在大面积 

商店营业，却只付小面积商店的执照 

费。

她强调，市议会只是重新审查明 

年起的执照费，并作出纠正，也没有 

向业者追讨以往多年少付的费用。

嚴格審核須呈圖測
A燕韵表示，咖啡店商业执照费有3
+个类别，但有些店没有依据自己店 

的正确面积呈交资料，甚至是“报小数”， 

如在大面积商店营业却虚报小面积，因此才 

会出现“调高”执照费的误解。

她说，目前市议会采用网上申请执照 
费，24小时内可批准，有者则是通过跑腿申 

请，因此存在商家所呈交的资料不准确的问 

题。

她指出，市议会执照组将会在明年严格 

审核有关资料，商家也必须呈交建筑图测， 

这是为了公众的安全，若业者自行装修至不 

符合安全规格，•口.发生意外就会很危险。

“除了咖啡店，我们也会检查住家及 

丁厂等，有些住家误以为调涨门牌税，其实 

是住家装修后面积增加，门牌税也会跟着增 

加。”

何子孟：梳邦再也市 

议会于明年调涨执照费的做 

法，势必加重商家的负担8

更新執照才知調漲
隆咖啡茶餐商公会会长李昭 

汉表示，该会早前已接获梳 

邦再也市议会管辖区内会员反映执照 

费涨价的事，因此该会已约了雪州行 

政议员黄思汉的助理于明早会面，以 

反映会员遇到的问题，包括执照费涨 

价一事。

据他了解，会员是在更新商业执 

照时才知道执照费已调涨，而且只有 

当场缴付750令吉才可更新。

逾10會員因漲執照費受影響
子孟表示，该会在梳邦再也市议会管辖区内有逾10名 

lw」会员因执照费涨价…事大受影响，通过电话联系总会 

作出投诉，因此他们希望黄思汉能出面协助。

何子孟也在昨晚的举行的雪隆福州咖啡酒餐商公会庆祝成 
立73周年纪念联欢晚宴上，向代表行动党武吉免登区国会议员 

方贵伦出席的助理李明康反映上述问题，希望方贵伦可从旁协 

助。

对此，李明康表示，由于上述问题并非发生在吉隆坡市政 

局区内，因此他会将何子孟的投诉转告梳邦再也市议员，让该 

区的市议员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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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精明雪蘭莪”新村杯籃賽

班将隊金冠軍
(巴生2日讯）2019年“精明雪 

兰我新村杯篮球锦标赛思决赛圆 

满落幕，坐镇主场的班达马兰新村 

队，在昨晚的决赛以74比68击败龙 

溪新村队，保持全胜战绩称霸总冠 

军，捧走5000令吉奖金。

这项赛会由雪兰莪州政府新村发展 

亨务委员会主办，协办单位是全体育网 

和雪兰莪篮球总会，-共有54支球队角 

逐。

本届赛会总奖金高达3万令吉，总 

决赛冠军队获得5000令吉奖金、亚军有 

2500令吉c.

黄思汉：54队共逾800人参与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和华 

人新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为 

赛会主持闭幕时指出，今年新村杯篮球 
赛，有54队共800多人参与赛事，是雪州 

体育界大盛事。

他说，今年新村杯篮球赛主题， 

“从新村走出的篮球高手”，参赛球队 

拥有国州手撑腰，得到许多热爱篮球朋 

友关注，脸书有十万人点击率，更有5万 

观众在脸书看球赛直播。

他说，篮球在新村是很热门运动， 

雪州大部分新村拥有有盖篮球场，预计 
明年会在2至3个新村内增加5个篮球场， 

希望新村朋友在舒适球场打球，也希望 

为新村培养更多国手及州手。

T雪州行政议员 
汉思（前排左六）颁I 
给夺得2019年新村杯i 
冠军的班达马兰新村， 

由村长柯金胜（左七： 

代表接领冠军杯后，J 
全部职球员及出席嘉j 
—'起庆祝，左四及五5 

嘉玛丽亚及梁德志。

—主队班达马兰J 
龙溪在新村杯思决参, 
带来一场精彩的比拼, 

让数百名观众挤爆班i 
马兰有盖篮球场。

班達馬蘭隊6分勝龍溪隊

2019年“精明雪蘭莪”

新村杯籃球錦標賽總決賽成績
冠军 班达马兰新村

亚军 龙溪新村

季军 锡米山新村

殿军 叻思新村

f昨晚上演的大决赛，班达马兰 
队与龙溪队，给挤满有盖篮球 

场的球迷带来一场精彩的决战

两队从一开赛就互不相让、全场多 

次交换领先权，让观众不停地喝彩战 

至第四节最后1分钟，班村才成功挣脱龙 

溪的紧缠，最终以6分击败对手夺冠，继 

2017年后再次登顶。

张仍翔荣膺决赛MVP

冠军的1500令吉，同时张仍翔荣膺决赛 

MVP,个人获得500令吉奖金和球鞋- 

双，成为大赢家。

较早前一役，锡米山队在季军战以 

70比59击败叻思队，获得1500令吉的奖 

金，第4名的叻思也有1000令吉。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联同另一名行 

政议员嘉玛丽亚和达马兰区州议员梁德 
志主持颁奖仪式，初赛圈7个赛区的一1甲 

球队皆出席领奖。

主办方也特设一场别开生面的“全 

星”友谊赛，由议员、媒体和前国手同 

年
雪
新
球
圆
，胜
赛
奖
合
 

019
明
”
篮
赛
幕
优
在
颁
 

2
精
莪
杯
标
落
有
队
与
、罗

。 

“
兰
村
锦
满
所
球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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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班村除了收获5000令吉总冠军奖 

金，他们也赢得初赛圈巴生/八打灵区

场较量，通过场上的球技较量以促进彼 

此的友谊赛。

Page 1 of 1

03 Dec 2019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10
Printed Size: 489.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4,729.00 • Item ID: MY0038055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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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促進機構

B■■巴生港口自贸区占地理优势

邓章钦表示，雪州投资促 
进机构表2018年成功创下 

最顶峰的亮眼佳绩。

吸引189億47私0萬令吉

smmm
周边国家如柬埔寨、越南等近年来发展迅速，

吸引了投资者的青睐。邓章钦对此乐观看待，因为 

莺兰莪是我国最早发展工业的州属，策略性的地位 

位置拥有四通八达的交通连接网及完善基本建设，

在州政府致力支持打造商业生态系统之下，如今成 

为大马重要的投资枢纽。

a壽州投资促进机构作为招商引资的推手，

致力为投资者营造一个有利的投资环境，所以特别 

设立了解决方案中心，为投资者充分提供协调和 

支援。无论是国内外投资者在雪州投资遇上任何问 

题，包括咨询、奖掖、手续、申请准证或任何棘手 

问题，将■至州政府行政会或雪州经济行动理事会，交由雪 

州政府决定。”
为了与达至全球工业革命4.0,;雲州投资促进机构也积 

极推广革新制造业，减少了劳动强度，并为生态系统创造了 

附加值。超过200个工业区或工业园配备了基本设施，如道 

路、电力、水供及通讯等，州政府也将持续增设设施，以迎 

么投咨者的需求。

^章钦指出，尽管去年的表现亮眼，雪州投资促进机 
构并没有松懈下来，截至今年6月为止，单在制造业获得60 

亿令吉的总投资额，有望突破全年100亿令吉的目标。

雪州依然是投资者的首选，因为大马和雪州拥有地理 

优势，从吉隆坡国际机场起飞，在飞行航程的8小时内，可 

直达中国、东北亚、东南亚、东亚和中东等地区，而这些地 
区国家的总人口约43亿人次，超过全世界人口 76亿的一半。 

与此同时，巴生西港是东南亚第二大港口，在全球是第12大 

港口，每年货柜吞吐量平均达1200万个标准货柜。

他说，尽管国语是马来语，但马来西亚的法律和商业 
语言是英语，而且23%人口都会说华语，掌握通晓多种语言 

的优势，所以大马和壽州可成为想要进攻东盟市场的投资者 

的首要选择。

除了先天条件是重要基础，雪州政府与国内外的投资 

者及各大商会保持良好关系，经常密切交流与互动。

尽管2018年充满挑战，但对雪州来说是表现极佳的一年， 

投资总额除了远远超越目标，更达至少30年来新高，为该州的 

持续发展奠定必要的基础。与此冋时，屮国是雪州最大投资 

者，名列雪州外资榜首，并在2018年需州的投资创下新高，投 

资额高达39亿令吉:，

根据大马统计局在今年7月底公布2018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雪兰莪于2016年贡献了22.9%,继而在2017年成长至 

23.2%，直到2018年达到23.7%,连续是全国排名第一的州属， 

稳坐经济动脉的地位。

雪州主动招商，效果更佳

雪州投资、工商及中小型工业事务的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 

指出，纵观过去5年的投资总额记录，雪州的投资总额比其他州 

属来得平稳，无论是国内或国外的投资者每年取得平均增长， 

而不是单-依赖外资的来源其他州属需要依赖大马投资发展 

机构牵引及分配投资者，而雪州采取主动方式去招商，可看到 
效果更佳.〇

邓章k指出，过往雪州在招商引资方面缺乏规划，四周撒网 

的方式费时又耗力。他从5年前丌始，接管雪州投资促进机构的任 

务，在雪州招商引资方面有明确的大方向，拟订各种可行策略去 

实行目标，打造雪州成为全球商贸中心。为此，雪州政府在雪邦 
物色了一片143英亩的土地将建设雪州商业首府。这个标志性的建 

筑，其发展项目涵盖雪州会展中心、金融商贸中心、酒店及其他 

硬体设备等，打造属于雪州标志性的商业首府中心。雪州商业首 

府将在明年1月举行动土礼，并预计在2023年全面启动。

他特别锁定五大潜力的核心领域，即电子与电气，交通配备、 

机械配备、饮品业及生命科学。这些领域涵盖各类工I，从宇航业到 

药剂，所有工业领域都是促进及推动雪兰莪持续成长和永续发展的命 

脉。雪州的生产总值有60%来自服务业，收人来自物流业、保险、教 

育、医药服务、旅游，其余40%来自于制造业，建筑、农业、进口关 

税、采矿和采石。

迈向全球商贸中心的发展并不是空口号，为了提升招商引资的效 
率，成立了雪州资讯工艺与电商理事会（SITEC )、雪州清真工I理 

亨会、雪州航空航天科技理事会和雪州生物科技理亨会。四手联合推 

动制造业与服务业领域。

邓章钦（左） 

拜会重庆市人 
大副主任张定 

宇，并分享雪 
州的经济发展 
状况和投资潜 

能，希望可以 

从中国重庆引 

进更多投资者 
到雪州投资。

邓章钦（左） 

在商展会上给福建 

省商务厅厅长吴南翔 

与其商务代表团简介 
雪州生物科技湾的 

发展项目《

雪州投资促 

进机构在过去25年以来，201 8年成 

功创下最顶峰的亮眼佳绩，吸引189 

亿4700万令吉的国内外投资，并获 

得241个制造业项目，达到有史以来 

增长最高的纪录。

■B■发展飞机维护领域

邓章钦（左三）与雪州商务代表团拜访位于英国普雷斯顿 
的英国航天公司BAE,并参观该公司的知识与技能学院。

除了招商引资的工作，雪州投资促进机构在工业及服务业发展未 

曾放慢脚步，邓章钦在访谈中与媒体分享了多个实行定案。
他指出，奮州州务大臣阿米鲁丁在首邦物色了2000英亩的土地， 

因为首邦是本区域仅有可测试及维修飞机引擎的设备，维修来自其他 

国家的民航及军机，加上国际航空业务发展日益迅速，所以他有意扩 

展成为本区域最大型的飞机维修中心。我国的精细飞机维修技术备受 

认可，所以雪州投资促进机构扮演串联的角色，与原有飞机维修公司 

扩大规模，并成功招揽了一家飞机引擎零件的制造商进驻。
UMW与劳斯莱斯于一年前在雪州双文丹设立合资公司，平均每日 

生产最新波音787机型的引擎机匣，接着才运往新加坡进行装置程序。 

今年年尾亦有一家法国大型私人飞机维修公司把原本在新加坡设立的 

区域中心，确定搬迁至首邦。

另外，已有多家在大马营运多年的航空维修公司，有意拓展业 

务，-起携手实现本区域的航空业维修中心。

交通工具配备领域的招商引资及筹备工作已蓄势待发，州政府也 

积极投资在人力培训方面，与雪州人力资源发展中心联手提升人力和 

技术，尤其航空维修方面的专业人员。同时与私人界公司配合举办训 

练课程，提升技术之余也为人民创造工作机会。

匕■雪商峰会吸引33国投资者

“2019年第三届售兰莪国际商业峰会”（SIBS)为海内外 

商家发掘更多商贸机会，在4天的展期内成功缔造约2亿5000万 

令吉（6000万美元）的交易额，访客量比原定目标超出3万5000 

人！
邓章钦表示，雪州国际商业峰会自2015年举行以来，已 

吸引超过6万名来自3 3个国家的人士到访，累积的贸易额达6亿 

8000万令吉。该峰会已从一般商展会扩大成为期4天并备有多元 

活动的峰会，相信会是各行各业商家、投资者和决策者建立联 

系、合作和创造无限机会的最佳平台。
因此“2020年第四届雪兰莪国际商业峰会”将移师至吉隆 

坡国际会展中心（KLCC)举行，扩大展览规模，从400个展位 

堤升至800个，交易额有望突破3亿令吉：

此外，州政府为了巩固雪州作为投资和贸易枢纽，将持续 
拨款1100万令吉予雪州国际商业峰会，并将拨款1900万令吉为 

海外投资的用途，吸引更多有潜质的投资者住资雪州。
雪州达成机构总执行长拉惹沙林（左二起）、邓章钦、雪州达成阿米鲁 

丁与雪州投资促进机构董事们在雪兰莪国际商务峰会合影。

除了先前提到巴生港口的优势，它也是航海贸易必经之路、 

必停之港、必留之地及必交之友，拥有“四必”的条件，是本区 

域最主要的贸易和物流中心，方便商家能够把业务放射到整个亚 

太区的市场。

他举例，宜家（1KEA )将在巴生港口自由贸易区建设先进的 

货仓与分销中心，…旦启用将成为全世界第三大的分校中心。本 

田（Honda )设立东南亚区制造和分销中心，富豪（Volvo )亚太 

最大的制造及分销中心，以及电子乐器及领导品牌Roland把原本 

在东京的总部搬迁巴生港口

多项定案可见巴生港口的实力雄厚！

另外，雪州政府在巴生英达岛播出1000英亩的土地，发展为 
也物科技湾（Selangor BioBay ),发展总值估计局达5〇亿令吉：生 

命科学领域内包含生物科技、药剂、营养辅助品、医疗器材和保 

健等。

3亿令吉推动“精明雪兰莪”

邓章钦（左二）在台北举行的2019智慧城市展的城市交流会议 

上分享“精明雪州”计划。

近来公布的2020年雪州财政预算案，着重于智慧城市和经 

济发展，所以雪州政府在未来6年将拨出3亿令吉推动“精明雪兰 

莪”计划，包括每年拨款5000万令吉密集发展智慧城市，邓章钦 

深信雪州届时将成为全国智慧城市的典范。

“在精明雪兰莪项目的拨款下，州政府将大幅度增加具智能 

功能的闭路电视，以收集和分析州内的交通和治安问题，并与相 

关政府部门连接以分享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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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認為多源流敎育會影響 前州議員莫哈末法力
國民團結，也不認同我國各

源流教育受到<皮壞，他一對 

自幼接受華^ 

也有益齡囊與10

1

龜■李燕君 

\ 本報攝影組
覆

▼方莉莎（后排右

土含濟同展相
I拉.

!i!

身爲大馬人 
須掌握好國語

虽
然有人意图废除华淡小转型为 

国小，但我的看法不同，既然 

我国通过了各族协议取得独立，后人必须 

遵从。至于华人掌握不好国语的隐忧，只 
要确保华校有安排上国文课即可改善，毕 

竟身为马来西亚人，不懂国语也不对，但 

这也不至于要废除华小。我并不同意。” 

莫哈末法力说，他尊重其族群的宗教文 

化与语文，同样也尊重其他族群。“槟城 

的未来，需要互敬互重的人民，我本身是 

在圣佐治小学、中学毕业，那是一所容纳 

多元族群的学府，后来就读斯里中学完成 
大学先修班，入读玛拉工艺学院3年毕业 

后即往英国深造3年完成学士学位，之后 

陆续完成硕士与博士学位，这段自我提升 

的历程，让我现在有资格为教育说话。” 

他说，为克服国民团结问题而关闭学校 
是不正确的做法，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 

尤其独立逾60年来我国也已有了管理 

机制，国民团结问题该通过促进团 

结交融活动来缓和。

他形容那些意图不良的人“头 
发一样黑，内心却各异”，尤其 

身为领袖，更不该只用嘴巴来解 

决大问题。

“马来西亚的情况特殊，各族 

群不该各自为政，若说只有单一 

族群在进步也不恰当，各族理应平 

等，同样也不该说国家繁荣只 

因为某个族群的贡献 

所得，这是全民合

孩子擅長三語父母也受惠 

莫
哈末法力本身也从孩子学习中文 

中受惠，如孩子会帮忙他去理解 

和使用中文，而他也监督孩子的中文 

学习状况，希望他们能学以致用。

"方莉莎的中文比哥哥流利，上市 

场购物都善用中文，方力士则有点害 

羞。”在陪同孩子外出时，他不但向 

孩子讨教中文，也鼓励孩子使用中 

文，日后若有机会，他希望孩子们可 

以与他一起到中国经商。

“我任州议员时，常赴中国上海、 

北京与南京考察，明白中文对通商的 

重要性，当时我已意识到中国经济发 

展可能会超越美国，学好中文绝对有

利。"他以槟城浮罗文丁大同华小为 
例，马来学生占了该校的40%学额， 

可见得认同让孩子掌握中文有利于未 

来发展的马来家长并不少。
“华小是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我 

的孩子在升上中学后，各科皆以英文 

教学，幸而他们只花了一年时间便接 
上了学习的轨道。”他相信其他就读 

华小的马来学子，只要打好中文基 

础，就不会面对升上中学的困难。

“我的妻子非常开心孩子能受中文 

教育。她是一名英文讲师，孩子擅长 

国语、英语还有华语，令她感到自 

豪。”

語
文
利

gMKa 1

作的成果。”

莫哈末法力举 

例说，华人缴税 

最多的说法也不 

成立，因为根据 

种族人数比率， 

华人少，马来 

人多，实际缴 
税率是相等 

的。

他也认为，

槟城的巫裔与 

华裔人□各占 
约40 %，几乎 
对等，印裔只占 

9%，理应树立为全 
国平等州模范，成 

为其他州属的榜 

样。

►莫哈末法力寄望曾受年1 

文教育的一对子女，在将 

来能协辅助他从商。

商
◄自小接受华教 

熏陶的方力士 p.^ji (前排右二），

■ 中学时期也与各
'：■；族同学交融。

方力士 方莉莎

送子女入華小 

表現更優秀
■g■哈末法力在浮罗山背新路头老家 

#结交了很多华裔朋友，但孩子在 

雪州沙亚南生活，缺乏友族朋友，便起 

念送他们进华校。

"这个决定有助他们多结交华裔朋 

友，更有利于学习中文，这比我有很多 

华裔朋友，却不会讲中文强多了。”尽 

管孩子在初学华语时面对许多困难，但 

总算熬了过去。

他欣慰的说，儿子方力士主修机械工 

程，已经完成大专文凭，目前在进修学 

士学位；幼女方莉莎刚入读会计系。

“中学时期方力士就读大英义中学， 

而方莉莎就读乔治市女中。这两所学校 
都有很多华裔学生，这能激励他们表现 

得更优秀，如今他们可用三语与各族群 

交流。”

莫哈末法力要培育出可与全民沟通的 

孩子，是希望孩子往后能投入私人界服 

务，最好能从商。

“当孩子能与各族群交流无障碍，意 

味着他们的朋友圈跨越了单一族群。因 

为马来人谙中文，可让华人感觉自在， 

就像华人会讲马来话，让友族感觉自在 

亲切的原理一样。”

各族相互理解 
國民更和諧

莫
哈末法力强调，语文可促进各族 

:之间的联系，让彼此更能互相理 

解。‘‘目前我国浮现各种国民学校与华 
校的课题，对我来说，我希望所有马来 

学生都会说华语，华校生在加强英文学 

习的同时，也能加强国语的学习，其重 

点是注重国民和谐。

“特别是对情况特殊的模城，华巫人 

数接近相等，这有助于槟城迈向另一 

层次，若各s为政各持己见，会比较困 
难。”

他说，国民理应遵从国父东姑阿都拉 

曼、敦陈祯禄等前人争取下来的独立理 

念，多源流学校自国家独立以来就已经 
列入国家教育制度里，因为他们已经看 

到国人需要什么，各造不需要一再纠结 

于这个问题上。

“只是很遗憾的，我发现有些华人通 

晓英语，却不谙国语的事实。生活在多 

元种族的马来西亚，我们需要有互相学 

习的精神，毕竟语文对国民之间的沟通 

与联系十分重要。"

莫哈末法力在孩子们掌握了中文之 

后，看到的是学习多元语文的益处，尤 
其是孩子上了大学，更受用。他很确 

定，自己当年的决定是对的。

丨挨鞭激勵奮發圖強難忘朗讀《弟子規》
想当一名顶尖工程师方力士说，到华 

小受教育是一项能带来很多益处的挑

、t

截

_

梦
战0

对他而言，华小教育令他成为了一个独 

立自主的人，因为入学初期难免面对一些 

困难，特别是交友方面，因为语言不同有 

碍沟通。

“但这只是一段过渡期，我在家人的支 

持下，去理解华文与尝试讲华语，成功交 

到不少朋友，也适应了环境。”
现年20岁的方力士回顾小学生涯时说， 

他遇到许多教学严厉的教师，多次挨鞭是 

I他最难忘的经历，但藤鞭教育也令他意 

'识到，不能时时依赖别人的支援，本身 

^^的努力非常重要！

t方18的方莉莎忆述她6年华小的学习生涯时说，那是她 

最快乐的时光，因为有好多朋友随时支持着她，每天上 
学都会和华裔同学们_起朗读《弟子规》，学习做人道理与 

品德修养。至今她对朗读《弟子规》的乐趣记忆犹新，虽然 

不能全数背出，但前面数段依然萦绕在其脑海。

就读华小也有优势——几乎每年都被老师挑选为国语讲故 

事与演讲比赛的不二选手，也是年年三甲之内的优胜者。
"六年级和同学们一起到新加坡观光时最难忘，因为只有 

我是马来人，校长与国文老师全程最关心我。”

在她的印象中，接受华文教育并没有障碍或难题，对她而 

言，中文已成了她的第三语言。

"我在乔治市女中上学时，我也必须学习中文这一科，因 
为这一科有助于我在每场考试中得分。

“学会中文对我带来许多好处，对做生意很有帮助。'’方 

莉莎开心地说。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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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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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是解除溝通障礙的有 

效媒介，但要如何提升掌握 

多元語文的能力，各人都有 

他自己的方式。從商多年也 

計劃來日能與中國接軌做生 

意的莫哈末法力，覺得自己 

學不來中文沒關係，就讓子 

女受華敎的麓陶！一來可 

以彌補他不諳中文的遺憾與 

不足，未來還能在子女的協 

助下，成就其赴華經商的想

马来西亚，因为多元种族、宗教、 

文姑歡麟殊情％，让麵迸 

发出文化交融的美丽火花。国家独 

立时，除马来文被列为国语与官方主要语 

文外，华文及淡米尔文也在拟定的宪法保 

障下，获以多元流学校发展。

擅长多种语文的国人，在国际平台上占 

了优势，懂得多种语文的华裔比比皆是， 

而谙中文的马来与印裔同胞也教人另眼相 

待，在社会与职场上具有许多优势。无可 
否认，学习多种语文的好处很多。

莫哈末法力是巫统槟城浮罗勿洞区前州 

议员，谈到学中文，他完全不抗拒，甚至 

支持，从言谈中可以感受到他的中庸思 
想°

"国民学习多种语文并无坏处，反而更 
能促进国民和谐。”

育有5名子女的莫哈末法力不认同我国极 

端分子施压废除华淡小的意图，还乐得分

享他与妻子玛丽娜成功让一对儿女接受华 

文与英文教育的成果。

莫哈末法力的一对儿女都取了中文名， 
儿子取名方力士（Faris)，女儿方莉莎 

(Farisya )，他们自幼即被父母送往位于 

雪州某幼儿园接受中文启蒙教育，接着就 

读当地华小至毕业。后来两人回到槟城生 

活后，即被送入英校完成中学教育，尔后 

两人也顺利考进了玛拉工艺大学。

“为什么送孩子就读华小与英校？那是 

因为我在九十年代与朋友合作做生意时， 

经常往返马中，当时看到中国经济正在起 

飞，便决定让孩子接受华教，这有利于往 

后到中国经商。”莫哈末法力的建议获得 

妻子认同，他们放眼于未来，为孩子铺定 

长远之路。“此外，华族是马来西亚第二 

大族群，我的孩子除了学习母语之外，若 

能通晓其他语文，也是大有益处的。”

每一天的好朋友 3 ■ 12 ■ 2019 (星期二）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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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新咖啡茶业联合会总会 
长拿督何子孟指出，会员11 

月杪前到市议会缴付执照费 

时，收到通知咖啡店的执照 
费将涨至750令吉的信件。

“吉隆坡市政局的执照费 

为500令吉，梳邦再也市议 
会的执照费居然涨至750令 

吉，堪称是全马最高。”

李燕韵否认市会调高

然而，据梳邦再也市议员 

李燕韵的解释，梳邦再也市 

议会并未调高商业执照费， 

惟将从明年开始重新审核资 

料，根据店面面积计算执照 
费，严禁业者在大面积商店 

营业，却只付小面积商店的 
执照费。

她强调，市议会只是重新 

审查明年起的执照费，她补 

充，市议会不会向业者追讨 

以往多年少付的费用。

李燕韵表示，咖啡店商业 
执照费有3个类别，但有些 

店没有根据自己店的正确面 

积呈交资料，甚至还“报小 

数”，如在大店营业却虚报 

小店面积，因此才会出现 

“调涨”执照费的误解。她 

说，目前市议会采用网上申 
请执照费，可在24小时内批 

准，惟有者通过跑腿申请， 

因此才会出现所呈交的资料 

不准确的冋题。

她指出，市议会执照组将 

在明年严格审核有关资料， 

商家必须呈交建筑图测，这 

是为了安全著想，若业者自 

行装修至不符合安全规格， 

—旦发生意外会很危险。

“除了咖啡店，市议会也会 

检查住家及工厂，有些住户 

误以为调涨门牌税，其实是 

他们住家装修后面积增加， 

门牌税才会随著增加。”

何子孟盼議員出面協助
@隆咖啡茶餐 

@商公会会长 

李昭汉表示，该 

会早前接获梳邦 

再也区的会员反 

映执照费涨价， 

已约了雪州行政 

议员黄思汉的助 

理在明早会面， 

反映各别遭遇的 

问题包括执照费 

涨价。

据他了解，会 

员们是在更新商 

业执照时才知道 

执照费调涨，而 
且必须当场缴付 

750令吉才获更 

新执照。
何子孟表示， 

该会在梳邦再也

市议会管辖区内 

有逾1 0名会贝 

因执照费涨价一 

事大受影响’通 

过电话联系总会 

投诉，他们希望 

黄思汉能出面协 

助。
同时，何子孟 

昨晚也在雪隆福 

州咖啡酒餐商公 
会庆祝成立73 

周年纪念联欢宴 

上，向行动党武 

吉免登区国会议 

员方贵伦的助理 

李明康反映有关 

问题，希望方贵 

伦可从旁协助。

对此，李明康 

表示，上述问题

■何子孟：梳邦 
再也市议会明年 
起调涨执照费， 
将加重商家经营 
成本。

并非在吉隆坡市 

政局区内，他会 

将何子孟的投诉 

转告梳邦再也市 

议员，由该区市 
议员跟进。(TTE>

咖啡店執照費漲200%
梳邦再也業者強烈反彈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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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冠城中環租金高難競爭

50小販拒遷入新巴刹
(加影2日讯）基于租金局、熟客流 

失及难与邻近霸级市场竞争等，蕉赖皇 

冠城第八区早市巴刹50多名合法小贩 

拒绝迁入皇冠城中环的现代化新巴刹。

这些在该巴刹经营生意逾十年的小 

贩，表示将通过该早市巴刹小贩公会收 

集签名，把不搬迁心声传达给雪州行政 

议员兼加影州议员许来贤，要求后者协 

助0
据悉，加影市议会副主席纳斯慕丁在 

上周的小组会议上一再强调，不会改变 

搬迁皇冠城第八区早市巴刹及双溪龙镇 

早市巴刹的计划，惟他并未透露这两个 

巴刹搬离的日期。

鉴于搬迁问题困扰小贩未来生计，该 

巴刹小贩公会主席陈文正向行动党万宜 

区社青团团长李文彬求助，多名小贩更 

形容迁去新巴刹是’‘死路一条”。

多位小贩申诉，他们获悉在现代化新 
巴刹每个摊位月租是300令吉，水电费 

需自付；由于大部分小贩有两三个摊

位，依此计算，每个月租金开支比目前 

多出两三倍。

开销料多出两三倍

他们表示，除了租金和水电费，最担 

忧的是生意额，目前市道疲弱，消费者 

消费力下降，自从霸级市场进驻皇冠城 
商场，巴刹的生意额下跌，人流大为减 
少。

陈文正也说，所有小贩对搬迁不感兴 

趣，公会希望州议员能够协助’舒解小 

贩的忧虑。

他说，霸级市场已严重威胁巴刹的生 

意，以往周日人潮很多，现在已大不如 

前；他还认为新巴刹地点与霸级市场太 

靠近，加剧小贩的困境。为了保住老顾 

客，小贩不同意迁去新巴刹。

李文彬透露，他将与州议员联络，近 

期内安排巴刹小贩公会理事和小贩会 

见州议员，同时希望市议会暂缓搬迁计 
划° (丌曰

员
能
出
手
相
助
。

映
小
贩
不
搬
的
立
场
，
同
时
希
望
州
议
 

■
冻
文
JE.

C

左

)
向
李
文
彬

(

右

)
反

Page 1 of 1

03 Dec 2019
Guang Ming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Supplement • Audience : 49,712 • Page: KB6
Printed Size: 250.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3,787.88 • Item ID: MY0038057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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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年第二系列總稽查司報告

州財務穩定赤字增24萬

森儲備金減少3820萬
(芙蓉2日讯）甫出炉的《2018年第二系列总稽查司报 

告》揭露，截至2018年12月31日，森州财务整体表现穗 

定，但储备金（Kumpulan Wang Disatukan )与 2〇1~7年的 

7亿2596万令吉相比，减少了3820万令吉，达致6亿 

8776万令吉；发展基金的赤字也增加了 24 

万4209令吉。

■《2018年第二系列总稽查司报告》出炉，州政府的财政表现真实及公 

平，所提呈的账目记录及相关文件完整有序。

该报告认为，州政府的财政表现真 

实及公正，所提呈帐目记录及相关文 

件完整有序，符合指南标准，没出现 

任何错误及纰漏。

该报告也显示，州政府的财务状况 
稍微提升，即从2017年的2631万令 

吉，增至2018年的2645万令吉；税 

收方面，也从2017年的4亿1246万令 

吉，增加778万令吉或1.9%，达致4 

亿2124万令吉。

拖欠税收增1521万

不过，所拖欠税收方面，提升 
10.7%或增加1521万令吉，即从 

2017年的1亿4195万令吉，增加至 

2018年的1亿5716万令吉。
对于州政府的管理开销，201 8年 

全面增加764万令吉或2%，达致3亿 

9479万令吉；2017年的管理开销是 

3亿8715万令吉，投资额方面则维持 

在4700万令吉。
可收回贷款余额则下降5.8%，即 

从2017年的5484万令吉，减少316 

万令吉，令2018年达致5168万令 

吉；拖欠可收回贷款余额方面，则 
提升4.7%或75万令吉，从2017年的 

1590万令吉增加至2018年的1665万 

令吉。
公共债务微降0.1 %，减少78万令 

吉，从2017年的9亿3754万令吉减少 

至2018年的9亿3676万令吉，而拖欠 

的公共债务达2亿7648万令吉。

此外，森州在第11大马计划下， 
于201 8年获批准1亿1576万令吉 

拨款，共耗资了 9629万令吉即 

83.2% ° (LSL)

14部門機構須改善財務
已稽查司拿督聂阿兹曼 

/已、为《2018年总稽查司 

第二系列报告》作总结时， 
虽赞扬森州政府在2018年

整体财务表现稳定，但州内 

各机构及政府部门的财务管 
理欠佳，同时劝谕州内14 

个政府部门与机构，务必加

倍专注于改善"差强人意” 
的财务管理。

“所有的官员和个局局长 

需针对稽查报告中所提出的 

建议，严厉执行，才能有效 
改善财务管理问题，并确保

同样错误不会重蹈覆辙。” 

另外，他也再三“提醒” 

各局局长’应为官员提供相 

应的培训课程，以便官员在 

做任何抉择时，都能有效地 
执行“财务管控”。（LSL)

■相认
森关证
州文。

1040萬交易没文件

森基金局接警告
州基金局（丫ayasan NS )因无法 

呈交支持文件及相关资料，解释 
_笔涉及1040万令吉的交易债务’结 
果遭总稽查司发出警告式稽查认证(SijN 
Audit Berteguran) °

《2018年总稽查司第二系列报告》

指出，日前要求森州14个部门呈交资料 

进行稽查，而截至今年8月30日，获得 

各5个官联机构和地方政府部门配合。

当中，9个被稽查的部门都满意过 

关，惟森州基金局涉及一笔1040万令 

吉的交易债务，因缺乏文件与资料支 

持，无法解释与证明交易详情及债务者 

背景资料，被总稽查司发出惩戒信。 

(LSL)

•L,r "V' . .L .-.

___________ 夕一'

■州秘书办公室计划耗资3 5万令吉在波德申5英里海边兴建公厕的工程 

无法如期进行而取消。’

州秘書辦公室172計劃完成

^稽查司报告显示， 
/已\州秘书办公室在大 

马第11计划下占有最多 
计划项目，共178项，其 

中172项已完成，5项正 

在进行，仅有一项因无 

法如期进行而取消。

森州在大马第11计划 
下获得1亿1576万令吉拨 
款，2018年共耗资9629 

万令吉即83.2%来完

成，参与的部门包括州 

秘书办公室、森大臣办 

公室、水利灌溉局、农 
业局、伊斯兰事务局、 

公共工程局、兽医局和 

森林局。
原计划的282项项目 

中，275项如期完成，5 

项正在进行中，一项展 

延及一项取消。

该取消的计划由州秘

书办公室负责，即耗资 
35万令吉在波德申5英里 

海边兴建公厕。

而根据总稽查司报 

告，各部门的开支都比 

拨款数额来得少，像州 
秘书办公室获4402万令 

吉拨款，却花了3206万 

令吉；森大臣办公室获 

2320万令吉拨款，却 

花费231 5万令吉等。 

(L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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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雪蘭莪新村杯藍賽

班村全勝姿態奪冠
(巴生2日讯） 

201 9年“精明雪兰 

莪”新村杯篮球锦标 

赛总决赛落幕，坐镇 
主场的班达马兰新村

队在决赛以74比68击 

败龙溪新村队，以全 

胜姿态夺得总冠军及 

5000令吉奖金。

这项赛会由雪州政

府新村发展事务委员 

会主办，全体育网和 

雪州篮总协办，吸引 
54支球队800多人参 

赛。赛会总奖金3万

J黄汉思（前排左六）颁奖给班达马兰新村队，由村长柯金胜 
(左七）代i接领冠军杯。左四、左五为嘉玛丽亚及梁德志。

令吉，总冠军获5000 
令吉奖金、亚军2500 

令吉。掌管雪州地方 
政府、公共交通和华 

人新村发展事务的行 
政议员黄思汉主持闭 
幕时指出，今年新村 

杯篮球赛主题为“从 
新村走出的篮球高 
手”，参赛球队拥有 

国州手撑腰，获许多 
热爱篮球朋友关注。

7支从次圈分区赛 
晋级的球队分别是A 
区乌鲁雪兰莪的叻思 
和鹅唛的林旦村、B 
区沙白安南的水柳头 
和瓜拉雪兰莪的双 
溪由，C区为班达马 

兰、龙溪和锡米山。 
在上月28日的半决 
赛，班达马兰以96比

65大胜锡米山、龙溪 
以70比58击败叻思， 

晋级总决赛争冠。
班村除了收获总冠 

军，也是继2017年后 

再次登顶'。他们也赢 
得初赛圈巴生/八打灵 
区冠军的1500令吉， 

主将张仍翔荣膺决赛 
MVP，获500令吉和 

球鞋一双。锡米山队 
在季军战以70比59击 
败叻思，获1500令吉 

奖金，第4名叻思获 

1000令吉。黄思汉联 

同另两名州议员嘉玛 
丽亚及梁德志颁奖。

主办方也特设一场 

别开生面的“全星” 
友谊赛，由议员、媒 

体和前国手同场较 
量。（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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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丨防上—灵市政厅扩大徵收泊车 
费的范围，涉及的地点都 

已挂起横幅，提醒市民缴 

付泊车费。

I许多车主都奉公守法， 
乖乖购买固本缴付泊车 

费。

1»蔡Jf隹

李玉珍j

(八打灵再也2日讯）八 

打灵再也市政厅辖区内的14 

个地区，今日正式启动泊车 

收费制，大部分公众都选择 

奉公守法，透过购买固本与 

手机应用程式等方式繳费， 

避免接到罚单。

灵市政厅日前宣布从12月1 

曰，扩大徵收泊车费范围，共 
涉及14个地区的63个地点，当 
中包括灵市第5区、PJS 1、 
PJS 3 (斯里曼嘉花园）、PJS 5 
(PJCC市中心）、PJS 10、PJU 

1,\、PJU 5、哥打白沙罗、PJL: 6 

和T区等，旨在良好管理及保养 
公共停车位，同时也杜绝滥用泊 
车位的问题。

停車位嚴重不足

《中国报》记者今日走访WU 

1A区时，发现当地已挂起启动徵 

收泊车费措施的橫幅，提醒驾驶 
人士缴费；经询问，尽管有不少 
民众并不知晓收费措施已开跑， 
但他们都愿意奉公守法，乖乖缴 
费避免接到罚单。

此外，售卖泊车固本的业者告 
知，今曰的固本销量大幅増加， 
以往每日只卖出少于10本，但今 
曰从早上7时至11时，便已卖出 

超过10本固本。

对于当地业者而言，市政厅实 
施泊车收费制度有利也有弊，利 
是可管理和保护公共泊车位，以 
免遭他人滥用，弊则是担心收费 
会吓跑客源，影响生意。

“这一带的停车位严重不足， 
经常有人双重泊车，加上附近有 
很多修车厂，许多泊车位都被占 
用，甚至有很多不明来历的废车 
霸占公共泊车位，导致前来消费 
的顾客一位难求，希望收费制度 
能发挥效用，有效杜绝滥用泊车 
位的行径。”

新増收费区的泊车费与灵市其 
他地点相同，即周一至周五（上 
午8时至下午6时）为每小时6 0 
仙、全天5令吉和月票100令吉； 

周末及公假免费停车。

■修车厂众多，废车霸占公共泊车位的问题，导致灵市PJU 1A商业区“一位 

难求”，当地业者希望收费制度能有效改善滥用停车位的问题。

早上忘了付費
♦王先生（35岁、营销业者）

前已经知道这 
-带开始徵收 

泊车费了，但还不 
习惯，毕竟今天是 
实施收费开跑的第 
一天，所以早上忘 
了付费。

我经常都是用手 
机应用程式付费， 
在任何地区只需手 
机付费即可，非常 
方便。

a 管制胡亂停車
♦叶女士（52岁，教师）

一区都没有角子机，所 
0以不知道周一起要缴付 
泊车费，政府实施徵费措施 
是一件好事，可以管制乱停 
车的问题，所以我待会会去 
购头停车固本，因为这边是 
市政厅的管辖范围，当然要 
奉公守法。

♦陈利郎（38岁、五金店业者）
g市政厅推行徵收泊车费政策有利也有弊， 
I利是可以防止滥用泊车位问题，因为这边 
有很多废车霸占泊车位，弊是怕收费会吓走顾客 
而影响生意。

这一带的泊车位严重不足，经常有车辆双重停 
车，这是因为周遭有很多修车厂，一个角落单位 
的修车厂就霸占了 6至8个泊车位，希望徵收泊车 

位能有效管制霸占泊车位的问题。
我一般都是用“精明雲州泊车”的手机应用程 

式付还泊车费，如今还需替员工缴费，避免他们 
中罚单。

已購泊車固本
♦余先生（75岁、退休人士）

为没有注意到有开始收泊车费的告示牌， 
所以我并不知道这边需要缴付泊车费。

我经常会在灵市区内活动，所以早已购买泊 
车固本，下次来这一带吃早餐就会记得付费， 
但是对公众而言，不用给泊车费当然最好，也 
不用担心会收到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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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黨内鬨

全國大
蘇：辦第二場可被對付

(吉隆坡2日讯）公正党 
宣传主任三苏依斯干达指 
出，公正党代表大会由始 
至终只有一场，若有第二 
场，党可以采取行动。

他指出，这是该党主席 
拿督斯里安华时隔多年， 
首次主持代表大会及发表 
政策演说，全体党员应该 
给予支持。

“我们应该抱著团结和 
兴奋的心情参与代表大
会 ”

三苏依斯干达今日在国 
会走廊f安受访问时，这么

说。
°他续指，在代表大会提 

出问题，党都会仔细研究 
和解决。

询及公青团大会对公正 
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发起 
不信任投票的提案一事， 
三苏依斯干达仅笑言“公 
正党不是国会”。

和解會談屬傳言

此外，根据报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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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依斯干达指这 
只是传言，但是好的传 
言，若是真的他会支持。

报导指出，若谈判若失 
败，阿兹敏阿里派可能集 
体缺席本月7日举行的代表 

大会，并举办另一场大会

据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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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就在这一、两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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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认为红灯时间太长是造成交通拥堵的原因 

之_。

彥家豪

(安邦2日讯）安邦太子 
园单向道计划即将开跑， 

惟公众对此计划意见参差 

不齐，无法判断单向道能 

否发挥疏缓交通的效果。

市议会锁定布雅玛华j路 
(Jalan Bunga Mawar)在本月 

15曰开始落实单向道计划，试 

跑期为3个月。

公Ml
V,

單向道15曰開跑

豎立告示牌通知

同时，市议会在布雅玛华路 
竖立2个显眼告示牌，通知公众 

单向道即将落实，不过地上单 

向道的箭头尚未被画上。

受访公众对单向道计划略有 

所闻，但是都没有抱著很大期 

望，因单靠单向道疏缓交通拥

■布雅玛华路衔接布雅玛华4路的T字路口非常繁忙。

堵的效果有限。

他们说，布雅玛华衔接布雅 
玛华4路的T字路口常常都会堵 

住，尤其周末和大日子期间。

他们指出，布雅玛华路和莲 
花苑1/2路的红绿灯也是影响交 

通流畅的因素，绿灯时间太短 

会形成车龙。

有者直言，从布雅玛华4路驶 

入莲花苑1/2路的绿灯时间很 

短，但是等候红灯时间很长。

“加上，在巴刹周围很多违 

例泊车，这些也是引起交通拥 

堵的原因，要解决交通拥堵， 

执法单位也得严厉执法，向违 

例泊车的行为开罚单。”

〇
不試不知效果
♦林先生（蛋糕师傅）

议会尝试单向道计划，是为了解 

1 J决交通问题，巴刹附近有华小地 

段，可能市议会也要为迎来华小做好 

交通规划。
如果不尝试新的交通方案就不知道效 

果如果，虽然单向道会令一些驾驶者绕 

路，但是若使交通更顺畅，也不见是一件坏事。

計劃有好有壞

单丨

♦陈运光（派报员）

向道计划有好有坏，好处是舒缓 
'布雅玛华4路交通，坏处是叫车 

流量转移到为食街。

为食街周五有夜市，驾驶者就必须 

要绕到玛华路，才能进入布雅玛华 

路O

調整紅燈時間

周:

♦姚太太（糕点小贩）

曰和大日子的时候，布雅玛华路 
线接布雅玛华4路的T字路口都会 

非常拥堵。

要解决交通问题不能仅靠单向道计 

划，执法单位要取缔违例泊车，同时 

调整红灯的时间，才能发挥更好的效 

果〇

沒留意告示牌

我;

♦潘亚财（鞋贩）

.没留意到单向道计划的告示 

<牌，是透过媒体报导才知情。 

我觉得单靠单向道计划疏缓交通拥 

堵的效果不大，其中原因是衔接莲花 
苑1/2路的红灯太长时间，令布雅玛 

华4路出现长长车龙。

此路衔接布雅玛华路（Jalan 
Bunga Mawar)和莲花苑l/2路 

(Jalan Teratai 1/2)，^.曰

此路改为单向道，驾驶者只能 

从布雅玛华路进入此路。

《中国报》记者今日到布雅 
玛华4路巡视，从上午9时至10 

时之间，该路段的车龙不断， 

非常繁忙。
在短短500公尺路，就有2个 

驶入商业区的路口、1个驶入住 

宅区的路口，当车子等著转去 

这些路口，都会形成车龙。

V,

一 i
恐令為食街交通惡化

单
向道计划会转移车流量到 

为食街，恐令为食街交通 

恶化。
&受者提及，当莲花苑1/2路 

的车子不能进去布雅玛华4路， 

替代路线就是驶入布雅玛华2路 
(又称为食街，Jalan Bunga 

Mawar 2)，才去到布雅玛华 

路。

“为食街本来就很塞车，虽 
然单向道减少布雅玛华4路的 

拥堵，但却转移拥堵到为食
街。，，

° 据悉，为食街在周五是夜 

市，这意味著每逢周五，家 
属者必须绕到玛华路（Jalan 
Mawar)，才能进入布雅玛华 

路。

让
车
子
进
人
商
业
区
。

■
布
雅
玛
华
4

路
有
2

个
分
岔
路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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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正党主席安华与署理主席阿 

Za兹敏的明争暗斗，从去年党 
选一直延烧，双方一直隔空喊话 
打游击战，如今终于进入正面对 
决阶段，两大主角亲上擂台展现 
实力。

自从全国大选实现改朝换代梦 

想，庞大的政治资源引来饿狼争 
噬抢吃，随后举行的公正党党选 
掀起前所未见的激烈竞争，也点

藍眼內戰
燃这场漫长党争的战火。

去年党选中，阿兹敏在署理主 
席之战击退了被指“亲安华”的 
拉菲兹，其阵营也在重要党职大 
获全胜，拿下4席副主席的3席， 
以及20名最高理事的14席，掌握 

三分之，二的票选中央领导层。
不战而胜的党主席安华过后委 

任拉菲兹为副主席，以及纳入更 
多本身属意的人选进入最高理事 
会，平衡了双方势力。

求自保頑抗叛變

不过，阿兹敏阵营藉著坐拥多 
个正副部长、州务大臣和行政议

员官职的资源，迅速扩展出强大 
的基层实力，安华只有虚衔而无 
实权，身为副首相的安华夫人旺 
阿兹敏的手腕权谋也无法抗衡对 
方。

阿兹敏隐然成为安华拜相之路 
的最大威胁，安华阵营一再向首 

相马哈迪施压早日安排接棒事 
宜，确保不会夜长梦多，重演当 
年“加影行动”撤换雪州大臣的 
宫廷巨变，原本要让安华当大 
臣，最终连旺阿兹莎也当不成， 
让阿兹敏冷手捡走热煎堆。

对于安华阵营来说，阿兹敏派 
系的气焰越来越溝张和目中无

人，养虎成患反咬昔曰恩师，不 
如清理门户，以便腾出大批官职 
分配给己方功臣。

对于阿兹敏阵营来说，安华派 
系鸟尽弓藏和欺人太甚，藉著党 
机关向同袍战友赶尽杀绝，你不 
仁则我不义，为求自保不惜顽抗 
叛变。

安华出手开除了被指涉及贪污 
的两名党员，当中一人是票选最 
高理事查卡利亚，阿兹敏为首的 

20名最高理事会成员联署抗议， 

并要求安华为此道歉。
同时，阿兹敏一方酝酿集体缺 

席即将在马六甲举行的中央代表

大会，甚至传出代表大会或会 

“闹双包”。
安华有党章党纪在手，党内权 

斗自然立于不败之地，实际上， 
阿兹敏派系远超3次拒绝出席党 

领导会议，按照党规已是自我弃 
权，安华随时可以把对方全数扫 
地出门。

看誰先沉不住氣

两军对峙若是闹至全面开战的 
地步，占有领导层大多数的阿兹 
敏必然不会罢休，无可避免惊动 
社团注册局出手，使公正党的合 

法性岌岌可危，一旦注册被吊销

则是玉石俱焚。

站在台上的两大权术咼手M肚 
密圈，安华自知无法铲除羽翼已 
丰的首席爱徒，阿兹敏自知不能 
打倒地位无可取代的创党师父， 
谁都不敢抢先使出绝招。

到了一触即发的最紧张关头， 

阿兹敏突然偃旗息鼓，派出大将 
西华拉沙向安华谈判讲和。

双方现在就让子弹继续飞一会 
儿，看谁先沉不住气而退让。说 
到底，就是谈判重新瓜分政治资 

源，一旦安华登上相位，两大阵 
营要如何分配官职，这才是内战 
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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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凡：市议会罚款承
包商每天500令吉。

(加影2日訊）爱兰镇路至蕉 

赖双威花园的道路提升工程一 

再误时完工，加影市议会决定 

向承包商追讨工程误时每天500 

令吉的罚款！

行动党加影市议员依凡指出，这 
项道路提升工程原订今年5月28曰竣 

工，但由于地底下有数个基设电缆需 
时间移走，导致承包商需要更多的时 
间完成工程。

他说，市议会早前批准承包商展延 
竣工的申请，给承包商多4个月的时 
间，工程必须在9月28日完成，不料 

承包商依然没能如期完工，并向市议 
会要求再延期收工。

居民出入不便

他说，市议会决定不再退让，并决 
定从9月28日起，向承包商追讨误时 
损天，每天罚款承包商500令吉。

他向《中国报》记者指出，这项道 
路提升工程进展时，这样指出。

爱兰镇路这条主要道路从去年8月

市會不再退讓曰罰RM500
开始动工，工程从爱兰镇路一直加宽 
至蕉赖双威花园路口，工程也包括提 
升爱兰镇路口。

由于工程延误了半年，也引起居民 
出入不便。

伊凡说，早前因为地下有马电讯电 
缆及雪州水供公司水管，因此需要耗 
时移走，如今地下基设电缆已移走， 
工程可继续进行，如今工程也已经完 
成 90%。

询及承包商一再延误工程的原因 
时，他透露，有关承包商是第1次接 
获市议会工程，经验不足，他希望市 
议会祭出罚款方案后，承包商可加快 
速度完工。

另方面，据记者观察，这项道路提 
升工程仍有多处未完善，包括道路路 
肩有待清理；工程也为这条主要道路 
増添街灯。

~~*~ Main—~~~ ~ "

t山力花园商业区主要道路摆脱交通阻塞情况。

—改道后，山力花园红绿灯前面的道路，只能 

出不能进。

|改單_山力花園商業區不再塞

山
力花园商业区自今年初改为单向道后，成功摆 
脱交通拥挤情况。

加影市议员伊凡指出，为了疏缓有关商业区的交 
通，市议会在今年初落实单向道计划，虽然计划在 
初期不获部分居民支持，但如今证实单向道计划有 
效疏通交通〇

他说，单°向道计划实施初期，居民不习惯，曾提 
出意见，但现在居民已经适应。

改道后，山力花园红绿灯前面的道路只能出 
不能进，驾驶人士要进入商业区，必须在 

红绿灯处左转，进入奇江路（Jalan 
ki Jang )，再转入奇江1路（Jalan 

kijang 1)，转一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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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黨要鬥到希盟倒台？

乎只有上个世纪，马华 
的“梁陈”之争，才 

可以“媲美”公正党现在的 
“安敏”之争。当年，首相 

马哈迪指示副首相嘉化荅荅 
介入调解马华权争，被华社 
引为耻辱，这一回，马哈迪 
会不会又派人调解呢？

公正党现在的内斗，是典 
型的“利益之争”，阿兹敏 

从想要当雪州大臣开始， 
就一直跟安华互别苗头，间 
中又出现一个强劲对手拉菲 
兹，就这样，一直缠斗到今 
天，终于公开决裂。

敦马上台后，阿兹敏找到 
稳定靠山，一当上经济事务

部长，他整个人就不一样 

了。人前人后都以敦马马首 
是瞻，完全不把安华放在眼 
里，口 口声声说没有空去开 
党会，却有很多时间跟著敦 

马亮相，还有很多时间跟敌 
对党开会；他还拉人拉派， 
拉上几位部长和议员，俨然 
是党中党。

是一種不幸

同时，男男短片风波把阿 

兹敏彻底激怒，认为是安华 
搞的鬼，摆出一副受害者 
姿态。事实上，此事疑点甚 
多，到现在也还没有厘清， 
或许现在真相已经不重要 
了，在真相出来之前，公正 
党可能已经全面破局。

在安敏之争的课题上，选 

民可能会更同情安华，毕 
竟，他才是“烈火莫熄”运 
动的主角，阿兹敏固然也是 

烈火莫熄的大将，但是，大 
将毕竟只是大将，两人中途 
决裂，是一种不幸，却不是 
阿兹敏叛主的理由。

政治人物之间的“分合” 

其实很平常，人民也不会很 
在意要支持谁，因为双方都 
摆脱不了个人的权势利益驱 
使，但是，阿兹敏做得实在 
太难看，特别是借敦马来打 
压安华，要阻碍安华接棒， 
这点颇引起民愤。

改朝换代后，全马来西亚 
人民都希望尽早看到安华接 
棒，敦马也多次表示会实践 
交棒的承诺，只是没有说清

楚交棒时间。敦马也没有表 
示要做到任满，阿兹敏却一 
再强调要敦马做到任满，并 
且还否认希盟有交棒协议； 
甚至毫不留情讥讽安华想中 
途接棒是“后门政府”。

還沒坐穩就内亂

阿兹敏这样挑战安华，最 
惹民愤的就是可能断送希盟 
政权。明明人民寄望安华接 

棒后可以修改敦马的政策， 
阿兹敏却顽固阻扰，自己想 
当首相，就不能等等吗？其 
实，阿兹敏如果不是那么公 
开的背叛安华，安华上台 

后，碍于阿兹敏的势力，可 
能也不敢轻易“弃子”。现 
在水火不相容，安华也没得

选择，两个人的路越走越 
窄，狭路相逢，就只能恶斗 
到底。

公正党的内斗已经停不下 
来，势必要斗到一方倒下 
来，以目前的情势来看，安 
华还是占有优势，那么，阿 
兹敏如果输了，会怎样？出 
走加入土团，另立新党？这 
对希盟来说都不是好事，执 
政后声望直线下跌的希盟， 
能经得起如此摧残吗？

公正党本来是希盟最强大 
的政党，艰苦奋斗多年终于 
上台执政，可是还没有坐 
稳钓鱼台就内乱，同志变仇 

寇，如此愚蠢，莫怪有人挑 
拨离间，只能怪自己争权好 
斗，自相残杀，最后把辛苦 
打下的江山白白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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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至2017年沒設乘客目標
戶口使2〇is年的乘客釐已达标，奈 

何2015至2017年却没设下乘客 

目标。
《2〇lS年总审计司报告》系列2指 

出，雪州政府设下2018年的精明巴士 

乘客量必须増加10%，即是从2017年 

的1000万人増加至2018年的1400万 

人。
惟，雪州政府在2015至2017年并没 

设下乘客目标。
报告指出，数据显示，2018年的乘 

客人数的确已达标，至于2015至2017 

则已没设下目标而无法进行审计和评 

估。

根据雪州政府回复，雪州政府无法 

依据年份设下乘客人数，是基于每年 

都会依据拨款和需求増加巴士数量和

#20 18年总审计司

1报告》系列2指 

出，根据数据显示，

3个地方政府的精明 

巴士的趟次明显有减少的现象，而 
减少的趟次是介于6066至15万1705 

次，同时也没注明趟次减少会否扣 

除费用，表现有欠满意。

总审计司也发现地方政府并没有 

针对巴士趟次的减少而设有扣除费 

用条款，反观若后备巴士无法在30 

至60分钟准备就可扣除费用，总审 

计司也认为如此做法，根本无法计 

算雪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所承担的亏 

川行路线。
报告也指2018年的乘客量已达标， 

表现令人满意。

此外，报告说，根据地方政府与巴 

士营运单位所签署的巴士租借协议
(Perjanjian Perkhimatan Sewaan

Bas)，审计司发现有少许出入，一 

些地区所川行的巴士数量相比协议上 
少了 1至2辆。

根据其中一个地方政府的回复，基 

于巴士故障和缺乏司机，所以导致巴 

士数量有所减少，同时也影响巴士的 

川行频率而影响乘客对精明巴士的信 

心。

“所以在现有的巴士数量，表现是 

有欠理想，因现有的巴士和协议上应 

备有的巴士数量不符。”

根据总审计司的计算和分析，每 

趟巴士的费用并不统一，并是根据 

路线计算。

<其中来°自莎阿南市政厅的回复， 

指责是因高峰时段交通拥挤和司机 

调动等因素，导致一些巴士的趟次 

频率比所计划来的长。
《2〇lS年总审计司报告》也对巴 

士的趟次与协议不符而有欠满意， 

加上没有扣除费用而导致雪州政府 

必须承担亏损。

3地方政府巴士趟次減

雪州交通拥挤的情况， 
在2015至2018年推介: 

而这3年期间就耗费63. 

而率先开跑的就是莎f 

(MBSA)、巴生市议会 

邦再也市议会（MPSJ) 

11个地方都已有精明巴 

打灵再也市政厅。
从 2015 至 2018 年，‘ 

士已増至111辆和涉及* 

雪州精明巴士主要窄

■根据民调，雪兰莪精明巴士的投诉中，最多人投诉等候时间太久。
(档案照）

2018雪闌我

總審計司報告 乘客目標■趟次數量

雪精明E±®)麵諷
(吉隆坡2日訊）《2〇18年总审计司报 

合》系列2点出雪州精明巴士从2015年推行 

I今虽持续有效推行中，但依然存在数个弱 

专、而必须加强提升，包括每年需设乘客目 

禾、巴士趟次和数量与协议不符等。

为疏缓 

雪州政府 

隋明巴士，

(MPK)和梳 

，目前雪州 

除了八

隨州精明巴 

41个路线， 

f柴油巴士

(Bas Diesel)和电动巴士（Bas 

Elektrik)，而巴士租金分别是6〇0 

和1100令吉。

《2〇lS年总审计司报告》系列2 

就就莎阿南市政厅、梳邦再也市议 

会、乌雪县议会（MDHS)和雪州经 

济策划单位（UPEN)进行审计。

不善處理投訴

报告指出，精明巴士在2015年 

推介时，并没设下关键绩效指标 
(KPI)，而精明巴士计划仅注重

于巴士数量，并未考虑到是否有完 

善的基本设施让精明巴士可全面操 

f乍。

° 报告说，精明巴士理应安装乘 
客计算系统（Sistem Pengiraan 

Penumpang)，惟莎阿南市政厅、梳 

邦再也市议会和乌雪县议会所提供 
的42辆精明巴；t中，仅有15辆巴士 

已安装，同时开销中并没扣减理应 

安装却未安裝的费用。

报告说，在处理投诉方面，也发 

现各地方政府显得较弱，因乘客的 

投诉和地方政府持有的数据并不系 

统化。

“监控程序也有欠理想，因负责 

营运精明巴士的相关单位并没有清 

楚列明每趟巴士乘客人数，只是计 

算每日乘客人数，这让审计司难以 

确认报告的内容。”

报告指出，梳邦再也市议会在进 

行宣传方面，并没有出出示任何付 

政证据。

报告认为精明巴士的整体计划， 

在计划和执行能力方面需提高，而 

雪州经济策划单位和各地方政府的 

协调也必须加强，因双方都直接涉 

及于宣传、提供基本设施和监督的 

工作。

雪州各地方政府精明巴士的营运公司

例 地方政府 巴士营运公司

1 :莎阿南市政厅 Rapid KL
2 ;梳邦再也市议会 Rapid KL
3 巴生市议会 Rapid KL
4 1安邦再也市议会 Rapid KL
5 .加影市议会 Rapid KL
6 士拉央市议会 Rapid KL
7 雪邦市议会 Rapid KL
8 瓜冷县议会 Rapid KL
9 瓜雪县议会 Wawasan Sutera Selangor Omnibus

10 :沙白安南县议会 Wawasan Sutera
11 乌雪县议会 SKS Coachbuiders

截至2018年的巴士乘客量

例 地方政府 数量 路线
开跑

日期

乘客量 

(百万)

1 莎阿南市政厅 26 6 2015 6.58

2 梳邦再也市议会 16 5 2015 5.54

3 巴生市议会 8 4 2015 3.98

4 安邦再也市议会 14 4 2016 2.83

5 加影市议会 8 5 2016 3.49

6 士拉央市议会 10 3 2016 3.84

1 雪邦市议会 [To 4 2016 1.28

8 瓜冷县议会 4 2 2016 0.84

9|瓜雪县议会 5 2 2016 0.50

10 沙白安南县议会 4 3 2016 0.37

11 乌雪县议会 6 3 2016 0.54

总共 111 41 - 29.79

自2015至2019年的乘客人数
例 地方政府 2015 2016 2017 2018

1 莎阿南市政厅 27万491人 86万6045人 238万3551人 306万1428人

2 梳邦再也市议会 19万2196人 68万8506人 209万218人 256万4246人

3 巴生市议会 8万3974人 43万9910人 146万2214人 199万4286人

4 安邦再也市议会 0 46万1492人 80万3972人 156万5466人

5 加影市议会 0 78万8324人 119万753人 150万7819人

6 士拉央市议会 0 53万2878人 143万7911人 187万988人

7 雪邦市议会 0 8万624人 45万9289人 73万9398人

8 瓜冷县议会 0 10万9292人 34万6570人 38万8935人

9 瓜雪县议会 0 5万5083人 15万3768人 29万4257人

10 沙白安南县议会 0 4万9257人 13万270人 19万1596人

11 乌雪县议会 0 9万608人 19万5311人 25万5563人

总共 54万661人 416万2019人 1065万3827人 1443万3982人

已投人服务的巴士数量与协议上已注明的路线

地方政府 路线 协议已注明的巴士数量 投人服务的巴士 增加或减少

莎阿南市政厅 SA01 4 2 2

莎阿南市政厅 SA02 6 4 2

莎阿南市政厅 SA03 4 3 1

莎阿南市政厅 SA04 4 4 0

莎阿南市政厅 SA05 4 3 1

梳邦再也市议会 SJ01 4 3 1

梳邦再也市议会 SJ02 4 3 1

梳邦再也市议会 SJ03 4 3 1

梳邦再也市议会 SJ04A 3 3 0

梳邦再也市议会 SJ04B 1 1 0

乌雪县议会 HS 01 2 2 0

乌雪县议会 HS02A & HS02B 2 2 0

总共 42 33

精明巴士根据协议的川行次数

地方政府 巴士服务时间 路线 川行频率(分钟） 每日趟次

莎阿南市政厅 SA01 早上6时至晚上10时 15 130

莎阿南市政厅 SA02 早上6时至晚上10时 15 130

莎阿南市政厅 SA03 早上6时至晚上10时 15 130

莎阿南市政厅 SA04 早上6时至晚上10时 15 至 20 98-130

莎阿南市政厅 SA05 早上6时至晚上10时 15 至 20 98-130

梳邦再也市议会 SJ01、SJ02 SJ03

早上6时至晚上10时 15 130

梳邦再也市议会 SJ04A 早上6时至晚上10时 20-30 66-98

梳邦再也市议会 SJ04B 早上6时至晚上10时 20-30 66-98

乌雪县议会 HS01 早上6时至完善8时 90 28

乌雪县议会 HS02A 早上6时至完善8时 60 18

乌雪县议会 HS02B 早上6时至完善8时 60 30

损实际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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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
明

巴
刹除了是商品交易集中点，也是社区商 

民交流的地方。

因此，几乎大部分的巴刹车流量和人流量都 

相当高，惟当出现违例泊车的情况，拥堵问题 

也随之而来。

要解决交通拥堵绝非易事，毕竟马路的宽度 

未必有加宽的空间，即使有马路保留地，也得 

考虑地方政府或公共工程局的拨款问题。

以安邦太子园巴刹为例，这是莲花苑州选区 

繁忙的巴刹之一，尤其在周末和大节曰，周围 

路段都逃不了交通拥堵的问题。

由于太子园巴刹位于商业区和住宅区之间，所处位置 

的路段能衔接太子园、六福园、福全山庄和第二中环公 

路等，连非繁忙时段的车流量也甚高。
如今，安邦再也市议会建议在布雅玛华4路改为单向 

道，试跑3个月，实验这方案能否舒缓太子园巴刹周遭 

的交通。

虽然试跑单向道计划定会引起正负两面的意见，不 

过，如果市议会没有尝试去推动交通方案，当地的交通 
情况也无法改養。

所以，在这月单向道试跑期，冀望太子园一带的 

居民就保持正面的态度，别急著否认它的作用，说不定 

这个方案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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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年前國中照曝光

楊巧雙曾任巡察員團長
(吉隆坡2曰讯）妇女及 

家庭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在 
instagram分享国中旧照，吸 

引许多网民纷纷按赞留言，祝 

照片中的两人友谊万岁，有的 
赞杨巧双和23年前变化不大， 

是一名天生的领导者。

杨巧双贴文指出，她与国 

中同学达斯鲁依斯干达在国 

会合照。

H“i°们如今两人都在一起

为国家服务。”

杨巧双和达斯鲁依斯干达 

是于今年在国会合照，其中 
学时期的合照则是23年前的 

1996年，那时杨巧双为该中 

学的巡察员团团长，达斯鲁 

则是副团长。

杨巧双在贴文中也标签了 
母校SMSL:，即梳邦乌达玛 

中学（Sekolah Menengah 
Subang Utama) 0

iniuhyvc^i * IoHoa'v

drHlarfryfvli 
i-rh*r d riiS

u/ft U‘
Km

l

a J_丨“

J \E

u

1 ^ n

}
96
合
 

右

19
的
 

{
在
年

 

双

鲁

19
 

巧

斯

20
 

杨
达
和
。

 

■
和
年
照

r

Page 1 of 1

03 Dec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A11
Printed Size: 252.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4,970.84 • Item ID: MY0038056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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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乌雪县议会，最大的问题是车柱 

子设立在不适当的位置将造成乘 

客的不适，尤其大热天和下大雨 

时，也造成残障人士和年长者不 

便。

沒設候車柱子

(吉隆坡2日讯）《2018年总审 

计司报告》指出，雪兰莪精明巴 

士没有提供完善的辅助设备，包 

括巴士站没设立候车柱子、候车 

柱子设立在不适当位置、候车柱 

子没路线资讯、已破损，甚至被 

拆掉。
审计司是在201 8年10月至1 1 

月，在莎阿南市政厅、乌雪县议 

会及梳邦再也市议会进行审计。

报告指出，在莎阿南市政厅和

雪精明巴士

輔助設備__

个路线。

报 <告°1兑，在梳邦再也市议，一 

些地区甚至没有设立候车柱子， 

乘客完全无法掌握巴士路线的资 

讯。

随后，莎阿南市政厅提升10个 
候车柱子，也策划在2019年提升 

额外10个候车柱子。

此外，莎阿南市政厅、乌雪县 

议会及梳邦再也市议会分别有 
22、16及4辆巴士，但并不是所有 

巴士都有安装统计乘客系统。

莎阿南市政厅只有7辆巴±安装 

统计乘客系统、乌雪县议会和梳 

邦再也市议会分别4辆。

没安装统计乘客系统的巴士皆 

以人手计算，报告认为数据可靠 

度不高。

据民调，雪兰莪精明巴 

f士的投诉中，最多人投 

诉是等候巴士时间太久，占 
45.2%。

报告说，排行第二的投诉是 
塞车，占41.37。，16.17。是没有 

清晰的路线资讯。

报告说，根据莎阿南市政厅 
和乌雪县议会于2015年及2016 

年的投诉文件中，并没有纪录 

任何的投诉。
莎阿南市政厅于2017年和 

2018年分别有20及7宗投诉， 

乌鳕县议会于2018年只有3宗 

投诉。

至于梳邦再也市议会，根据 
与官员的交谈，在2015年至 

2018年，是有接获投诉，但没 

有正式纪录。

报告认为，这反映了地方政 

府处理投诉的系统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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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行政议员黄汉思颁奖给夺得2019年新村杯总冠军的班达 

马兰新村，由村长柯金胜代表接领冠军杯后，与全部职球员及 
出席晶兵一起庆祝。

龍溪開局慢熱
口 一场半决赛，龙溪开局慢 

t热，叻思凭著精准外线取 

得领先权，不过龙溪在下半场 

强打内线将比分反超，最终以 
70比58逆转淘汰对手，再次迎 

战班村。

在昨晚上演的大决赛，班达 

马兰与龙溪给挤满有盖篮球场 

的球迷带来一场精彩的决战。

两队从一开赛就互不相让、

全场多次交换领先权，让观众 
们不停的喝彩。战至第4节最 

后1分钟，班村才成功挣脱龙

溪的紧缠，最终以6分击败对 

手夺冠，继201T年后再次登 

顶。
班村除了收获5000令吉总 

冠军奖金，他们也赢得初赛 
圈巴生/八打灵区冠军的1500 

令密:，同时张仍翔荣膺决赛 
MVP，个人获得500令吉奖金和 

球鞋一双，成为大赢家。

较早前一役，锡米山在季军 
战以70比59击败叻思，获得 

1500令吉的奖金，第4名的叻 

思也有1000令吉。

(巴生2曰 

讯）2 0 1 9年 
“焙明_ .马

莪”新村杯逼 

球锦标赛总决 

赛圆满落幕， 
坐镇主场的班 

达马兰新村在 

昨晚的决赛以 
W比68击败龙溪新村，保持全 

胜战绩称霸总冠军，捧走5000 

令吉奖金

赛i由雪兰莪州政府新 

村发展事务委员会主办，协办 

单位是全体育网和雪兰莪篮球 
总会，一共有54支球队角逐。

本届赛会总奖金高达3万令 

吉，总决赛冠军队获得5000令 
吉奖金、亚军有2500令吉。

初赛圈经过T个赛区比拚， 
每个赛区前2名晋级分区赛再 

进入在班达马兰有盖篮球赛举 

行的总决赛争夺最后的冠军。
7支从次圈分区赛晋级的队 

伍分别是A区的乌鲁雪兰莪的 

口力思和鹅唛的林旦村、B区沙 

白安南的水柳头和瓜拉雪兰 
莪的双溪由，C区三甲班达马 

兰、龙溪和锡米山携手出线。
在总决赛的小组赛，A组的 

龙溪以85比74击败上届总冠军 

林旦村，接著在变相盟主战

以93比69击败C区季军的锡米 

山，虽然在最后一役以68比T0 

遭水柳头最后6秒绝杀，但无 

阻他们登上小组头名。
先以67比52击败水柳头的锡 

米山在小组最后一轮以89比58 

打败林旦村，击破对手的卫冕 

希望，顺利拿下半决赛资格。
班达马兰以92比73大胜B区 

亚军双溪由，再以91比69击败 

A区冠军叻思，以2战全胜夺得 

B组正盟出线；叻思此前在B组 

首仗75比62战胜双溪由，随同 

班达马兰晋级半决赛。

較量球技促進友誼

在本月28日上演的半决赛， 

家门口作战的班达马兰，虽然 

受到锡米山的积极反攻，但整 
体实力还是比对手高，以96比 

65大胜，成功杀进决赛。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联同万 

达镇区州议员嘉玛丽亚和班达 

马兰区州议员梁德志主持颁奖 
仪式，初赛圈7个赛区的三甲 

球队皆出席领奖。

主办方也特设一场别开生面 

的“全星”友谊赛，由议员、 

媒体和前国手同场较量，通过 
场上的球技较量以促进彼此的 

友谊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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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瑪麗亞助提升社區安全
撥30居民組織20萬

1»>劉淑美

(吉隆坡2日讯）为协助选 
区内花园住家提升保安和安全 
设施，行动党万达镇区州议员 
嘉玛丽亚拨出共20万令吉给30 
个联合管理机构（.B1B)、居 
民协会（RA)和睦邻计划中心 
(RT) !

嘉玛丽亚向《中国报》记者 
指出，其实雪州政府和地方政 
府都有为社区居民提供类似绿 
色倡议或拉近邻里的辅助津 
贴，而根据她的调查和观察显 
示，万达镇一带的居民最关注 
的无疑是社区安全，所以就决 
定为社区的居民提供额外的辅 
助。

她说，其服务中心为此 
拟出了安全和保安补助计 
戈lj ( Safety & Security 

Grant)，藉此可加强万达镇 

州选区的社区安全，并在今年 
3月至5月开放接收居民组织的 
申请，共有33个联合管理机 

构、居民协会和睦邻计划中心 
提出申请。

她说，申请单位需提交完善 
的计划报告，以列出来年的提

升计划，如果计划不符合地方 
政府的标准是不获批准，最终 
有30个联合管理机构、居民协 

会和睦邻计划中心符合资格而 
获得拨款，这笔款项可提升花 
园内的闭路电视或设置保安亭 
等。

跟進工程進展

“每个组织获得的款项数额 
并不统一，我们是根据建议书 
的合法性、地方政府的条规、 
居住人口、建议书的模式、提 
升计划的成本等来决定拨款数

■嘉玛丽亚（左2)移交支票绐符合资格的居民组织；左为 

白沙罗国会议员潘俭伟。

额。”
嘉玛丽亚指出，无论是联合 

管理机构还是居民协会或睦邻 
计划都在社区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尤其是地方政府与居民之 
前的桥梁，并提升社区住家环 
境的安全。

她也促请各居民组织可善用 
款项，即使拨款已发出，他们 
也会继续跟进各组织的提升工 
程进展，如果拨款不足，也 
会考虑在来年继续给予拨款资 
助。

■共有30个来自万达镇州选区的联合管理机构、居民协会和睦邻计划中心，获得州议员拨 

出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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