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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ala Lumpur: Dewan Banda-
raya Kuala Lumpur (DBKL) dan
Syarikat Air Selangor, sedang me-
rangka menggantikan paip air
usangmelebihi 80 tahundi sekitar
ibu kota yang menyebabkan men-
dapan tanah.
RekodDBKLmenunjukkanpaip

usang sepanjang 28,000 kilometer
(km) di tepi atau bawah jalan di
bandar raya yang mudah pecah
khususnya di laluan tinggi trafik.

Mendapan tanah di sekitar ibu
negara yang berlaku baru-baru
ini berpunca daripada paip ber-
kenaan.
Menteri Wilayah Persekutuan,

Khalid Abdul Samad, berkata air
dari paip usang menyebabkan ta-
kungan air bawah tanah danmen-
dapan.
Bagaimanapun, katanya, pihak

DBKLdengankerjasamaSyarikat
Air Selangor sedang mengatasi
masalah itu.
“Kita mengenal pasti jalan uta-

ma membabitkan aliran trafik
tinggimempunyai jajaranpaipair
di tepi atau di bawahnya.
“Pemeriksaan akan dilakukan

selepas ini bagi mengelakkan se-
barang risiko kebocoran.
“DBKLdanAirSelangor sedang

dalam proses menyediakan ke-
rangka kerja membabitkan kedu-
dukan jajaran paip air supaya
projek pada masa akan datang
tahu apa di bawah tanah ini,”
katanya selepasmelawat tapakke-
malangan lif di Projek Peruma-

han Rakyat (PPR) Kerinchi, di si-
ni, semalam.
Yang turuthadir,AhliParlimen

Lembah Pantai, Fahmi Fadzil
danDatukBandarKualaLumpur,
Datuk Nor Hisham Ahmad Dah-
lan.
“Perkara ini tidak direkodkan

dengan baik sebelum ini dan saya
difahamkan kebanyakan paip ba-
wah tanah ini usianya sebelum
Perang Dunia Kedua lagi.
“Kini, proses penggantian akan

dilaksanakan secara berpering-
kat.
“Kerangka kerja ini dijangka

siap pada 15 Januari 2020. Selain
itu, saya juga difahamkan aliran
paip air membabitkan 28,000 ki-
lometer (km) dan proses penu-
karan sedang dijadualkan untuk
kerja pembaikan yang hanya
mampu melaksanakan 120 km se-
hingga 200 km setahun.
“Proses keseluruhan akan me-

makan masa dengan DBKL perlu
mengenal pasti kawasan,” kata-
nya.

28,000km paip 80 tahun diganti
DBKL, Syarikat
Air Selangor
laksana
proses secara
berperingkat elak
mendapan tanah

Khalid bersama Nor Hisham dan Pengerusi Persatuan Penduduk Blok C,
Mohd Yusoff Ibrahim (kanan) memeriksa lif ketika melawat tapak
kemalangan lif di PPR Kerinchi, semalam. (Foto Intan Nur Elliana Zakaria/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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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ing 
in peace 

Strata homeowners in Petaling Jaya 
looking to minimise ever-present disputes 

with their neighbours or building 
management committees now have a 

security and safety manual for reference, 
thanks to residents group MyPJ.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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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MBS A 
Shah Alam City Council's mobile unit 
'Shah Alam On Wheels' will be operat-
ing at Bukit Rimau Aeon Big super-
market in Section 32 on Dec 7, from 
11am to 5pm. Services offered include 
checking and paying assessment fees 
and parking compounds, lodging com-
plaints and purchasing parking cou-
p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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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METRO, WEDNESDAY 4 DECEMBER 2019 

Challenges in 
high-rise living 
Manual categorises issues usually raised 
by JMBs and states how to resolve them 

The 'High Rise Security and Safety Manual' touches on security, residents, vehicles, 
non-residents and emergencies w i th a proposed by-laws guide for flats. — Filepic 

By CHRISTINA LOW 
christinalow@thestar.com.my 

STRATA homeowners in Petaling Jaya are 
constantly battling with a host of issues and 
they usually involve residents living in the 
same building. 

Often the problems goes unresolved when 
residents are at loggerheads with each other, 
disagreeing with their respective joint man-
agement board (JMB) or management corpo-
ration (MC). 

"We get many complaints daily from these 
homeowners when they are not able to come 
to a mutual agreement," said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Commissioner of 
Buildings (COB) director Jayanthi Kupusamy, 
who only has a handful of staff to assist resi-
dents with such issues. 

- She said in Petaling Jaya alone, her team 
had to conduct checks on 1,252 strata 
schemes in the city, covering apartments, 
condominiums, multistorey buildings and 
flats. 

Among the most common issues her 
department has dealt with are money swin-
dling, fights between MC and residents as 
well as water leakage between floors. 

"Although we have no power to tell the MC 
or JMB what to do, we (COB) can act as a 
mediator to help them resolve their issues 
amicably" she said during the launch of the 
High Rise Security and Safety Manual at Civic 
Centre in Petaling Jaya. 

The book is written by Eric Chew, who is 
treasurer of Petaling Jaya-based community 
group MyPJ,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Petaling Jaya parliamentary office and 
Selangor housing and urban living commit-
tee. 

Jayanthi said in a growing city, both the 
MC or JMB of more affluent strata homes are 
usually popular among residents as opposed 
to the one for lower-income groups. 

"In well-to-do housing areas, everyone 
wants to be in the committee but in lesser-
known zones where there are constant prob-
lems, no one wants to take the lead," she 
said, adding that fear and lack of support 
from neighbours were the main reasons. 

While affluent areas fight over misuse of 
funds, others struggle to collect monthly 
maintenance fees and sinking fund to man-
age their building. 

"Some of them come to us for help, asking 
us to take over which is something we can-
not do. 

"We can only enlighten them (residents) 
on the positive side of having a committee 

Kuna 
advises 
residents to 
make sure 
that sinking 
fund and 
maintenance 
accounts 
are audited 
regularly. 

and how it would affect them if they do not 
have one," she said, adding that talks and 
courses were subsequently organised to 
meet the needs of residents who were keen 
on learning more about managing their own 
building. 

For instance, she said many did not know 
of the Strata Management Act 2013 (Act 757) 
and understand how it could assist them. 

"If the residents need help or are looking 
for a government agency, to explain the Act 
further, we are able to coordinate and even 
conduct free talks," explained Jayanthi. 

At the event, lawyer Kuna Sekaran spoke 
about strata living rights and how residents 
can better manage their building together 
with their JMB or MC members. 

"When the developer hands over the 
building to the JMB, residents need to know 
what they will take over," he said, adding 
that residents should also be aware of the 
building's insurance status and accounts. 

Kuna advised attendees to ensure sinking 
fund and maintenance accounts were audit-
ed regularly. 

"Without proper funds, you cannot run 
the building after the developer hands it 
over," he said. 

A badly run committee, he said, could 
affect the building, especially if it was unable 
to collect the monthly fees, and this would 
lead to other problems, such as safety, facili-
ties not in working order and an unfriendly 
neighbourhood. 

"Managing the accounts of a building is 
very important. 

"Every member needs to know the status 
of the account either monthly or annually so 
that in an emergency, the residents will 
know how to manage with what they have 
in the bank," he said. 

He suggested that JMBs and MCs come up 
with an annual budget so residents would 

Maria (centre) launching the 'High Rise Security and Safety Manual' w i th Seri Setia assembly-
man Halimey Abu Bakar (right) and National Unity and Integration Department director 
Fairojibanu Zainal Abidin. - Photos: SAM THAM/The Star 

know how the money was used. 
Selangor housing and urban living com-

mittee chairman Haniza Talha, in her speech 
via video recording, said the state govern-
ment had introduced the Duplikasi K-Inovasi 
programme to recognise creative and inno-
vative projects by JMB and management 
committees in Selangor to better maintain 
and manage their apartments. 

Among the projects that caught the atten-
tion of the state government was the Strata 
Recyling Centre by Pangsapuri Kenanga in 
Gombak Permai and the electronic payment 
(e-pay) system introduced by Pangsapuri Iris 
in Saujana Impian. 

Both ideas have been introduced to 20 
selected apartments within the state. 

Petaling Jaya MP Maria Chin Abdullah, 
who was present, said the manual clearly 
categorised issues usually raised by JMBs 
and showed how they could solve them with 
their residents. 

"Strata homeowners should also take 
charge of their own property and not rely on 
COB and the police each time they run into 

financial trouble or get into a misunder-
standing. 

"This book serves as a guide to let them 
know their rights and what they can do," she 
said. 

The manual comes in four languages and 
touches on security, residents, vehicles, 
non-residents and emergencies with a pro-
posed by-laws guide for flats. 

Chew said the idea to write the book came 
to him after listening to complaints from his 
friends who live in high-rise condominiums 
and flats. 

"With this book, I hope to be able to help 
others with a starting point on how to get 
organised and maintain security and safety 
in their homes. 

"They (residents) can also utilise the pro-
posed set of by-laws as house rules or com-
munity rules as they are versatile and suit-
able for strata communities," he added. 

Residents who want a copy can visit the 
Petaling Jaya parliamentary office at 18, 
Jalan Changgai 6/22 in Section 6, Petaling 
J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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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ED 'SAFE' 
528 lifts at public housing 
projects in KL have 
valid permits to operate 
>4 

Khalid: Lifts in public housing safe 
All 528 under City Hall have valid permits to operate, says FT Minister 
By FARID WAHAB 
faridwahab@thestar.com.my 

ALL 528 lifts at public housing projects under 
the maintenance of Kuala Lumpur City Hall 
(DBKL) have valid permits to operate, says 
Federal Territories Minister Khalid Abdul 
Samad. 

Khalid said the permits are issued by the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Department 
(DOSH). 

"All public housing projects must make an 
application to renew the required permit at 
least three months before the expiry date," he 
said in a press conference after visiting Block 
C of Kampung Kerinchi PPR in Pantai Dalam, 
Kuala Lumpur. 

Khalid was accompanied by Kuala Lumpur 
mayor Datuk Nor Hisham Ahmad Dahlan and 

Lembah Pantai MP Fahmi Fadzil. 
Khalid said the lift at Block C of Kampung 

Kerinchi PPR, which was involved in a freak 
accident on Aug 2, also had a valid permit 
which is only expiring on Jan 16 next year. 

Following the incident, Khalid said checks 
were conducted by DOSH on Sept 12, Oct 17 
and Nov 22 to ascertain whether the lift was 
safe. 

"The mechanical components of the lift's 
brakes were also replaced before a new certif-
icate of fitness was issued," said Khalid. 

He added that based on records, the lift had 
gone through its monthly maintenance. 

"This maintenance was jointly conducted 
by the lift company's technician and DBKL," 
said Khalid, adding that the lift had also gone 
through scheduled inspection once every 
three months. 

'This inspection was conducted by a 'com-
petent person' registered with DOSH," he said. 

During the Aug 2 incident, the lift plunged 
at a speed of 2,13m per second (mps), which 
was beyond its normal operating speed of 
1.75mps after one of its two brakes failed. 

Although the lift was equipped with a back-
up brake, it was not triggered as the lift did 
not exceed the tripping speed which was 
£18mps. 

Nine people, including a minor, were 
injured in the incident. 

Commenting on the danger posed by sever-
al sinkholes which had surfaced in the city, 
Khalid said DBKL had met with Pengurusan 
Air Selangor Sdn Bhd on the matter. 

"They are working to identify roads which 
have underground pipes beneath them," said 
Khalid, adding that more needs to be done to 

improve the detection of underground water 
leaks. 

Nor Hisham said many underground pipes 
were decades old and need to be replaced. 

Khalid said there were 8,000km of under-
ground pipes in the city, adding that DBKL 
will work with relevant authorities to identify 
the priority areas for replacement. 

Three sinkholes occurred in Jalan 
Maharajalela, Jalan Pinang and Jalan Dewan 
Bahasa Pustaka in recent weeks, believed to 
be caused by leaky underground pipes. 

Air Selangor, in a statement on Nov 27, 
identified several likely factors such as soil 
movement caused by vibrations and rainwa-
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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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News 

The malfunctioning lift in Block C has been given a new certificate of fitness at PPR 
Kerinchi, Pantai Dalam. (Left) Khalid flanked by Fahmi (left) and Nor Hisham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in PPR Kerinchi.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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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decade wait for title 
Ruvena Villa apartment owners are still waiting for their strata titles. 

By GRACE CHEN 
gracechen@thestar.com,my 

ANGERED by the non-issuance of 
individual titles after a 20-year 
wait, property owners in Cluster 
8, Taman Putra Perdana, Sepang, 
have gathered to voice their dis-
content. 

Speaking on behalf of some 98 
property owners, Cluster 8 
Residents Association chairman 
Aziz Ismail said theirs was not the 
only area affected. 

He estimated that some 1,746 
units of landed and high-rise 
properties in Cluster 9 and two 
apartments in Ruvena Villa and 
Rosana Villa were also facing the 
same problem. 

"In October 2011, Sepang 
District Land Office (PTD Sepang) 
issued a notice to the developer to 
settle the owed premium of some 
RM6.7mil within six months so 
that the individual titles ceuld be 
issued to the owners. 

"The notice has since expired 
and none of the owners is close to 
getting their individual titles yet," 
said Aziz. 

Without the title, property own-
ers said they faced disadvantages 
in terms of resale value and legal 
complications in the event of dis-
putes over property ownership. 

Although a sales and purchase 
agreement is deemed sufficient to 
enable the transfer of ownership 
from one buyer to another, the 
owners said it was not a straight-
forward process. 

Property owner Jeyachandran 
Barnabas G. Jesudason, who 
wants to sell his house in Jalan 
Putra Perdana 8/10, said only one 
bank was willing to offer housing 
loan to potential buyers. 

This has made it difficult for 
him to sell his property. 

"Although prices in Taman 
Putra Perdana are lower com-
pared to other locations in 
Selangor, buyers have told me 
they would prefer to pay more for 
properties with individual titles," 
he said. 

Other owners claim that some 
banks refused to refinance their 
homes and those that did, offered 
rates that were not competitive. 

Ahmad Fareed Azman Lingam, 
from Jalan Putra Perdana 8/6, said 
the absence of an individual title 
would make it difficult for him to 
transfer his property to his next of 
kin. 

Mohamed Hatimi Abas, who 
was handed vacant possession to 
his property in Jalan Putra 
Perdana 8/7, said it was the devel-
oper's responsibility to pay the 
premium as demanded by the 
state authority. 

"If the developer refuses to pay, 
then the authorities must take 
action," he said. 

Property owners of 1,700 units in Taman Putra 
Perdana worry it could lead to complications 

Taman Putra Perdana Cluster 8 and 9 property owners worry that the lack of individual titles will affect 
their property value and ownership status. 

Aziz says property owners feel 
they have been robbed of their 
right to their property titles. 

across the street along with shops 
- two restaurants, mini markets 
and a barber. ATM machines and 
electronic payments systems are 
also available in the neighbour-
hood. 

Izman looked at four banks 
before finding one that would 
give him a housing loan. 

It took another three months 
before he got the nod for a 90% 
loan. 

"There was no hassle. I had my 
downpayment and the seller 
appointed a lawyer to take care of 
the legal documents," he said. 

Properties in Clusters 8 and 9 
along with the Ruvena and 
Rosana Villa apartments were 
built in the Dengkil district. 

A check with the Selangor Land 
and Mines Office showed that the 
land lease will expire on Oct 19, 
2093. 

A restriction in interest has 
been put on the title and consent 
from the state will be required to 
transfer, lease or charge the land. 

When contacted, a Cekap 

Mesra Development spokesperson 
said the developer was not yet -
able to provide a definite date on 
when it will be able to issue prop-
erty owners with their titles. 

However, the developer said 
even without individual or strata 
titles, the company was aware 
that sub-sale and refinancing 
activities had been going on in the 
area. 

Explaining the process, it said 
even in the absence of an individ-
ual or strata title, a sales and pur-
chase agreement or deed of 
assignment was proof enough of 
property ownership. 

"In the event of a sub-sale or 
the making of a will, owners or 
buyers will need to appoint a law-
yer to handle all legal documenta-
tion," said the spokesperson. 

"For sub-sale, the lawyer will 
have to write to the developer to 
obtain a written confirmation of 
the property's title status and for 
particulars of the current owner. 

"The lawyer must also check 
for any outstanding loans to see if 
there is a need to compensate the 
bank. Once the buyer pays seller 
and is handed the keys, the sale is 
done. 

"For wills, the owner just has to 
state who the property will go to 
after his demise and either regis-
ter it under a grant of probate in 
court or under Inheritance' at the 
Land Office," the spokesperson 
added. 

As Cekap Mesra is still in opera-
tion, properly owners with com-
plaints or who need assistance 
can pay a visit to the marketing 
department at Level 11, Menara 
Maxis Segar, Jalan Pandan Indah 
4/2, Pandan Indah in Kuala 
Lumpur or call 03-4290 2111 dur-
ing office hours. 

But not all property owners 
were feeling disadvantaged. 

Izman Mohamed, a 37-year-old 
father of four, has just bought his 
second apartment unit in Taman 
Putra Perdana, although he knew 
fully well the units did not have 
strata titles. 

"I came here to look at the 
place and liked the feel of it 
immediately. I felt it was a good 
place to bring up my children. 

"There are not many high-rises. 
The highest building is no taller 
than five floors. 

"There is a primary school just 
next to my apartment so it is easy 
for my children. 

"The Putra Perdana Mosque is 
nearby and the Maju Expressway 
makes it easy for me to travel to 
Shah Alam, Putrajaya, Cyberjaya 
and Kuala Lumpur for work," 
said Izman, who is also Ruvena 
Villa joint management body 
chairman. 

Ruvena Villa appears to be in a 
convenient location, close to 
amenities. There is a bus stop 

Jeyachandran says few banks are 
willing to offer housing loans to 
his potential buyer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sell his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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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盟政府强调党政分家，政党不应挪 

用政府的税收，政府所给予的拨款，也不 

应花在政党身上，因此透过筹款晚宴，筹 

募政党的活动经费，才能保证每一笔税 

收，尽可能花在人民身上。”
他指出，往年筹款晚宴都宴开超过300 

席，今年同样把目标设立超过300席，地点 

同样是服务中心前的广场，演讲嘉宾包括 

能源科艺环境部长杨美盈、雪州大臣阿米 

鲁丁、国会下议院副议长倪可敏、雪州行

望大家继续保持耐心，我们会依据人民的 

意见，继续修正现有的政策，与改善政党 

之间的沟通，重建国家没那么容易，但我 

们会想方设法做到最好。”

他重申，走过10年执政岁月的雪州政府 

表现稳定，如今也开始修正福利政策，确 

保真正符合资格者获得援助，遥想刚开始 

接管政权时，同样因种种问题导致绑手绑 

脚，但稳住阵脚后也成为各州政府的模 

范，也是如今中央政府可学习的模式。

(适耕庄3曰 

讯）为贯彻希望 

联盟政府党政 

分家的新政治气 

象，民主行动党 

适耕庄支部将于 

明年1月18日，主 

办“希盟领航，迈向辉煌”政治演 

讲筹款晚宴。

雪州议长兼适耕庄州议员黄瑞林说，筹 

款晚宴是其支部和服务中心的常年活动， 

每年筹获的款项用于服务中心运作经费、 

援助选民拨款，和捐助学校等，例如去年 

用于扩充服务中心和育群华中的新校舍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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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友與隨行者

本週六日靈麗
(布城3曰讯）副首相拿督斯里 

旺阿兹莎宣布，配合2019年全国 

残障人士日，残障人士与一名随 
行者，可以在本周六（7曰）与周 

曰（8曰），免费使用国家基建公 

司管理的公共交通 

服务。

她说，残障人士 

可以免费使用的公 

共交通服务，将包 

括捷运、单轨火车 

及轻快铁。

“残障人士只需 

出示残友卡作为证 

明，就可以使用这 

项便利。”

旺阿兹莎也是妇 

女、家庭及社会发 

展部长。她今曰在 
2019年全国残障人 

士曰开幕词中，这 

么指出；她的讲稿 

由副部长杨巧双代

读。

°她说，国家基建公司已经为已 
登记的残障人士，提供50°。车资折 

扣的便利。

另一方面，杨巧双指出，即曰

起至本月8日，残障人士可免费参 

观国家博物馆和国家画廊，以及入 
住斯里马来西亚酒店（Hotel Seri 

Malaysia)，享有20%折扣。

“残障人士也可以免费游览国家 

科学馆，而且没有时间限制。”

■杨巧双（第二排右5)与2019年全国残障人士日出席者共聚在布城，并为残障 

人士带来好消息。

Page 1 of 1

04 Dec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A11
Printed Size: 317.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6,253.00 • Item ID: MY0038067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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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任首相肯定会有影响。如果阿 
兹敏真的与安华决裂，带领一批 
国会议员退出公正党，甚至可能 
影响希望联盟政府的结构。公正 
党毕竟是希望联盟中最大的成员 
党，其内部的分裂，足以造成希 
望联盟内部的分裂。

和解對雙方派系有利

实的，公正党毕竞是执政党，如 
果阿兹敏真的成立新党，其追随 
者在考量政治利益的时候，未必 
会跟随，尤其是有官职在身的支 
持者。

毕竟“一鸡在手，好过十鸟在 
林”，政治上原本就没有永远的 
敌人，更何况是同一个政党的同 
志，阿兹敏应该懂得这当中的利 
害关系，唯有留在公正党，才能 

“彰显”他的价值。更何况他与 
安华除了有师徒的情分，还有 

“革命情感”。看来唯有和解才 
是对双方派系有利的选择。

^ % 

劉彦運

正党内部矛盾日益公开化， 
Za如果没有妥善处理，甚至 

有爆发党争的可能。党主席拿督 
斯里安华及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 
兹敏阿里两派，日前因阿兹敏派 
系大将查卡利亚因涉及贿选被开 
除，导致两派矛盾激化升温。

以阿兹敏为首的20名最高理事 
于11月30日发起联署抗议公正党

纪律局开除查卡利亚，据说20名 
最高理事在联署信函中要求党主 
席安华道歉。隔天亲阿兹敏派系 
的青年领袖在党代表大会前夕， 
呼吁各级党领袖对党主席安华投 
不信任票，使得斗争逐步升级。

大肆渲染雙方矛盾

在这混乱时刻，公正党内外谣 
言满天飞。有传即将举行的公青 
团大会将会闹双包，甚至有谣言 
指公正党代表大会也会闹双包， 
阿兹敏派系可能拉队在同一天另 
外召开公正党代表大会，与党主

席安华打对台。甚至还有传言指 
阿兹敏极有可能带领其派系的15 

个国会议员离开公正党，另立新 
党。

°根据目前局势来看，公正党内 
部或外部隐隐然有一股力量图 
使两派的矛盾激化，有一小撮人 
士似乎在有意无意搞乱局势，时 
而火上浇油，时而混淆视听，将 
双方矛盾大肆渲染。

在有关联署抗议书中要求安华 
道歉一事，安华已经澄清，联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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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说抗议联署事件已经

被渲染，而且也不知道是谁传出 
去的。
>公°青团副团长赛巴里也揭露， 
一些有心人不断散播错误讯息， 
指公青团大会闹双包，另有一批 
人准备召开另一个公青团大会。 
这些人企图混淆视听，让基层党 
员感到混乱。他也强调，公青团 
大会只有一个，由该党顾问拿督 
斯里旺阿兹莎开幕；阿兹敏阿里 
则为妇女组代表大会开幕。

很明显的，幕后确实有一小撮 
有心人企图让局势越乱越好，企 
图趁乱谋利。如果公正党真的爆 
发党争，一发不可收拾，对安华

吊 / .
阿茲敏應該懂得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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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拉惹里拉路前往陆佑路，在吉隆坡默迪卡体 
育场前的路段上月25日突坍塌，女司机连人带车直 

坠深坑。

_ y

■克灵芝人民组屋升降机之前因故障造成8人从5楼坠下受轻伤事件，如 

今升降机已经修复并投人运作。

升降機完成修復投入運作

vl

(吉隆坡3日讯）吉隆坡市中心接二连三 

发生水管破裂造成路陷，为了避免水管破裂 

而导致的道路下陷的问题，吉隆坡市政局已 

与基本建设单位如雪州水务公司探讨草拟基 

设地图，鉴定高风险路段并展开防范措施。

■卡立沙末（左2)解释近期在隆市频频发生的路陷问题。 

起为沙米及诺希山。

市長：鑒定水管地點耗時

左

隆坡市长诺希山指出， 
1=1巴生谷包括吉隆坡地区 

大部分的地下水管在二战前 
就已建好，往年并没有妥善 
记录所有水管的所在地，因 
此需要花较长的时间，鉴定 
所有水管的地点。

“目前，草拟地图的研究 
工作还在进行中，我们（市 
政局）将在2〇2〇年1月is

曰，再次与各基本建设单位 
展开商讨，并且共享数据确 
保地图的完整性。”

他说，根据法米向雪州水 
务公司查询，共有2万8000 

公里的老旧水管需要更换， 
而目前正以每年150至250公 

里水管的速度，进行水管更 
新的工程。

I—r 、f •

车父早前 
发生水管 

破裂造成地 
陷的是在马 

哈拉惹里拉 
路（Jalan 

Maharajalela

'、槟城路（
Jalan Pinang

)和语文出版社 
路(Jalan Dewan 
Bahasa)

联邦直辖区部长 
卡立沙末指出，近 

期在隆市频频发生的 
路陷问题，主要是地底水管过于陈旧， 
水管破裂引发压力，继而造成道路坍塌 
的问题，而不是雨季所致。

路陷無關雨季

“这（道路坍塌）不是一朝一夕造成 
的问题，雪州水务公司必须提升预知水 
管破裂的科技。”

他说，市政局已与基本建设单位，如 
雪州水务公司商讨拟出基本建设如水管 
的地图，以便鉴定水管破裂的高风险 
区，提早展开防范措施。

他今日巡视孟沙南城的克灵芝人民组 
屋升降机后，召开记者会时，发表谈 
话。

陪同出席者还包括吉隆坡市政拿督诺 
希山与班底谷国会议员法米。

根虜雪州水供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 
和公关经理阿都哈林较早前发文告指 
出，当局对水管破裂的现象展开调查， 
造成水管破裂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强烈的 
震动或撞击造成土地移动。

他说，连日下雨、地下水的流动令泥 
土变软，或者陈旧水管无法承受过高水 
压，都是土地移动和水管破裂的原因之

i也指语文出版社路破列的石棉水泥管 
已经使用超过30年，除了承受每天的车 

流量形成的压力，震动和泥土移动都会 
对水管造成影响，而该公司的长期方案 
是更换438公里长的陈旧石棉水泥管水 
管，目前已更换365.16公里。

^前发生升降机故障，造成8 
f人从5楼坠下而蒙受轻伤事 

件，如今升降机已完成修复并已 
投入运作，目前仅剩一名伤著还 
在复原中。

卡立沙末指出，上述意外是因 
为升降机零件失灵，导致其中一 
个刹车器故障，最终升降机在 

还没达到可启动紧急刹车器的速 
度，从五楼直接坠下。

他说，该升降机在发生事故 
之前，尚处于起重机器执照 
(PMA)的有效期限（2〇2〇年1月 

16曰）前，因此这是一宗不可预 
计的意外。

“市政局已针对上述情况，向 
升降机的制造厂与维修企业展开 
研究工作与汇报，而这也是首次 
发生的情况，因此也可作为他们 
进行维修工作的基准之一。” 

他也说，有关单位已更新所有 
同龄升降机的零件，使其寿命可 
达12年至15年之久，同时也会确 

保定期展开检测工作，避免意外 
再次发生。

他提及，目前隆市区内的人民 
组屋共有528个升降机，通过起 

重机器执照文凭，并且有定期进 
行维修与测试工作，保障居民的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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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毀的非法赌博工具，包括传统的赌博机。

巴生南區警區

銷毀5756台賭博工買 ■拉末（前左起）和三苏阿马一起拿起铁鎚，销 

毁部分非法赌博工具。
(巴生3日讯）巴生南区警区今日 

销毁5756台非法赌博工具，总值约 
280万令吉!

该警区是于今午在巴生推事阿占 
见证下，销毁这批从2016年至2018 
年，3年期间所充公的非法赌博工 
具，包括有4677台电脑、1025台手 
提电脑及54台赌博机。

巴生南区警区主任三苏阿马肋理 
总监指出，上述非法赌博工具，涉 
及537宗开档调查的案件，主要是抵 
触1953年公开赌博法令。

他说，基于这些案件已经审毕， 
因此该警区是在推事庭的指示下， 
销毁这批非法赌博工具。

方式，锁毁这批工具，这也实践了 
警方的‘Go Green PDRM’ （警方迈 

向绿化）的目标。”

多單位聯手取締

他强调，警方对非法赌博，无论 
是传统式或是网上赌博，都绝不妥 
协，同时会继续与各单位，包括巴 
生市议会、国能、雪州水供公司 
等，展开联手取缔行动，对付这些 
不法分子，希望巴生南区能朝向 

“零非法赌博”的目标迈进。
另外，他谈到，经过警方不遗余 

力展开取缔行动后，巴生南区的非 
法赌博已经明显减少，警方将 
会继续努力打击非法赌博。

“在这3年期间，我们一共 
展开5452次取缔行动、成功侦 

破922宗案件及逮捕1454人，

■阿占（左）签署见证同意书，并移交给黄永昌 
(右），由三苏阿马见证。

出席者还有巴生南区警监、巴生市议会执法

包括962名看守员和492名赌副警i主任拉末警监、小组主任女德里等。
綱调查主任黄永昌副

■三苏阿马坐上神手，展示如何销毁这批非法赌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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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 “Internationa] Song2.0” 競跑

莎阿南市廳週六封路
(莎阿南3日讯）为配合

International Songket Run
2.0”竞跑活动，莎阿南市政厅于 
I2月7日（星期六）清晨6时3〇分 
至上午10时，暂时关闭局部的运 
云力路(Persiaran Sukan) 〇 

该项竞跑活动是由管理及科学 
大学(Management & Science

Univeristy (MSL:)所主办，在竞 

跑活动期间，市政厅将会暂时关 
闭举办活动的路段。

市政厅促请公路使用者在上述 
时段，避开该将暂时关闭的路 
段，并使用其他交替道路前往 
目地的，以免陷入交通阻塞的情 
况，并遵守当局所发出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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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馬共聚會接8投報
警將傳召主辦單位與會者

(莎阿南3曰 

讯）雪州警方迄 
今接获至少8项针 
对《合艾和平协 
议》3〇周年纪念 
活动的投报，相 
关的深入调查工 
作，将由武吉阿 
曼警察总部直接 
主导展开！

由二十一世纪
I诺阿占

I i- ,4 .

联谊会主办的《合艾和平协议》3〇 
周年纪念活动，于本月1日，在雪州 
加影新纪元学院大礼堂举办，吸引 
超过300名政经文教界人士出席参 

加。
然而，有关的纪念活动却传出有 

前马共成员聚集的说法，为此，内 
政部长慕尤丁隔天就下令警方展开 
调查。

雪州总警长拿督诺阿占今午受询 
时披露，雪州警方至今接获8项相关 
投报，各州也接到投报。

“有关调查已交由武吉阿曼警察 
总部跟进，以及援引多媒体法令第 
233条文，和刑事法典第5〇5 (c)

(危害公众之蓄意煽动、或可能煽

动任何群体或种族对任何群体或种 
族进行犯罪者）条文展开调查。” 

他也说，根据程序，警方将传召 
主办单位和与会者录供助查。

诺阿占是在今午，在雪州莎阿南 
天然保健中心总部出席警民活动 
后，在记者会上如是透露。

这项警民活动是由雪州警察总部 
与雪州各地工厂区展开的合作，主 
要打击工厂区的罪案，也透过工厂 
区代表拉近警民关系。

出席者包括雪州副总警长拿督阿 
袓奈迪、刑事调查主任法迪尔、防 
范罪案及社区安全主任拿督古马 
兰、莎阿南市长拿督哈里斯，以及 
天然保健中心总执行长张淑瑞医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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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3日訊）老 

旧、肮脏及缺乏活 

力的爱兰镇商业中 

心有救了！

加影市议会计划改 
造拥有数十年历史的 
愛兰镇（Taman Alam 

Jaya)商业中心，让极 

度不卫生的商业中心可 
以改头换面，重拾商业 
中心形象。

爱兰镇商业中心因成 
为联合国难民署的难民 
营地，近年来卫生情 
况越来越糟糕，居住在 
商业中心楼上单位的难 
民，经常乱丟垃圾，从 
楼上直接抛垃圾下楼的 

加影市會擬分階段改造

1蘭钃商業中心
艾德里指出，加影市议 
会计划分阶段改造商业 
中心，包括首阶段花一 
周时间清理整个商业中 
心，之后再进行美化工 
程。

他曰前出席市议会在 
该商业中心举办的大扫 
除活动时，向《中国 

到商业中心的转型，该 
商业中心实际上具有潜 
能，但却有很多商店租 
不出去，以致商业中心 
缺乏活力。

太多難民居住

他相信，这与商业中 
心的景观脱不了关系， 

“市议会选择在这个商业中心 
进行改造计划，是因为这中心太 
老旧及缺乏活力，这是项试验性 
计划，把老旧商业中心重新注入 
活力。”

他透露，改造计划包括要求当 
地食肆严守市议会条例维持商业 
中心的卫生、重新粉刷商业中心 
及以壁画美化商业中心。

习惯，早已让商业中心 
乌烟瘴气。

行动党杜顺大州议员

报》透露市议会这项改 
造计划。

他说，市议会希望看

根据研究，若一个地方 
的景观很差，会特别容 
易引起别人来破坏。

“市议会可以处理的工作会先 
进行，比如清理后巷垃圾、沟 
渠、拖走废弃车及监控食肆卫生 
等，之后再进行美化工程。”

他指出，该商业中心因为太多 
难民居住，环境很肮脏，虽然承 
包商每天有清收垃圾，但清收工 
作不完善，收不乾净。

他将联络这批难民的负责单 
位，寻求方案解决难民丢垃圾的 
问题。

居
民
指
后
巷
多
老
鼠
洞

很多商家沒自備垃圾桶
行

.动党加影市议员依凡指出，食肆 
的后巷大多数比较多垃圾，为 

此，市议会执照组、卫生组及执法组 
周四也到场展开取缔工作。

他说，根据市议会条例，每个商业 
单位都必须有一个垃圾桶，但现场检 
查却发现很多商家没自备垃圾桶。

他透露，市议会上周到现场检查 
时，也发现商业中心很多老鼠，因此 
也会放老鼠药，市议会也会拖走那些 

“陈年”废弃车。
“我们发现商业中心很多沟渠已 

破，工程局会研究维修工作，若今年 
已无拨款，便明年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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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懸
助

要 
派 
得
苴

据最新出炉的《总 
.审计司报告》， 

政府在2016至2018年之 
间发出将近5800万令吉 

津贴，受惠者竟然包括 
数千名过世十年以上的 
人！

此报告证实一个现 
象，即前任政府在推行 
援肋计划时并没有周详 
计划，以致浪费政府宝 
贵资源。这无意间造就 
一些不负责任和不事生 
产的人士假冒农友领取 
当局的津贴或援助金。 

甘 根据报告，这笔钱是 
用来发放给农民的农药 
和肥料的津贴。2016年 
第一个种植季有3210名 

已故农民“收到”政府 
资助。到了 2018年的第 

二个种植季，这个数目 
已经増加到7061人。

虽然农业部回应不排 
除这些农民津贴是由后 
裔所接领，但该部已在 
今年第一个种植季清理 
和更新这份农民清单， 
即把往生农民除名，以 
及重新登记还是农民的 

后裔者。这是正确做法。
11月27日，马来媒体《每曰新 

闻》报道，渔业发展局主席法伊 
兹表示，随著希盟政府宣布在明 
年提高渔民的生活援助金，即从 
原有的每月200令吉提咼到250令 

吉，该局在去年已开始整理符合 
资格渔民的资料。

该局表不，在全国5万4000注册 
渔民之中，已有将近3万4000渔民 

符合资格。人数预计会増加，因

为尚有部分渔民正在上诉，预计 
明年最终将有4万渔民获得这项每 

月援助金。
是的，重点就是整理资料。政 

府政策再好，但若没有精准完整 
的资料也是徒劳无功。就好比拨 
给渔民的每月津贴，如果希盟政 
府萧规曹随不加审核，就必须为 
全数5万4000位渔民每月提供200 

令吉援助金。这可是要花纳税人 
一年整整1亿2960万令吉！

反之，如果政府每月只需提供 
同样津贴给3万4000名符合资格渔 
民，最终只花8160万令吉，足足 
省下4800万令吉！

改革過程必經之痛

雪州政府也是一样。在2018年 

之前，雪州政府曾经推出多个脍 
炙人口的福利计划，惟当时缺乏 
充足资料，加上无法取得联邦政 
府配合，以致许多不符资格人士 
都能获得州政府的援助金。以个 
人经验而言，我在中选为万津区 
州议员后，发现许多不符资格人 
土过去获得州政府发给贫户的佳 
节购物礼券。

直到509后，雪州政府才能和联 

邦政府连线审核资料，大刀阔斧 
地把不符资格人士除名。

希盟政府的百日新政曾经答应 
稳定燃油价格，推行援肋特定目 
标群体的汽油津贴机制也是这个 
道理。在2018年之前，燃油价格 

几乎每周变动，这不仅让民众不 
知所措，商家也无法准确地预估 
经商成本，油站业者更必须承担 
每周价格差距的损失。

然而自2018年以后，燃油价格 

可谓相对稳定。明年政府将推行 
针对性援助，同时政府将会软著 
陆，逐步让燃油价格随著市场价 
格浮动。

这些政策肯定不得人心，试问 
世上有谁嫌钱少的？然而这些都 
是改革过程必经之痛。试问，如 
果政府把有限的资源，毫无节制 
地挥霍，最终坐食山空，损失的 
还是人民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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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吉SRC案自辯

免時任元首陷入窘境

納吉：勉强接管TIA

■纳吉面带笑容，与前来法庭声援的支持者握手以示谢意。

(吉隆坡3日讯）前首相 

拿督斯里纳吉说，内阁是 

在2009年接管登嘉楼投资 

机构（TIA)，并指这是一 

项勉强的决定，以免时任 

国家元首和登州政府陷入 

窘境，也为了避免大马债 

券市场受负面影响。

SRC国际公司洗钱案进入自辩阶 

段，而纳吉则是以辩方首名证人自 

辩。
他在宣读证词时声称，2009年，登 

州政府和登州务大臣机构（MBTI )联 

同当时的登州苏丹米占再纳阿比丁殿 

下，决定成立一个以110亿令吉资本 

的主权财富基金，并命名为登嘉楼投 
资机构（TIA，1MDB前身）。

他表示，有关基金应从（给登州） 
60亿令吉石油税中取得，及剩余的资 

金会通过发行由联邦政府担保的50亿 

令吉伊斯兰中期票据（IMTN )筹集。

相信刘特佐中东影响力

他当时是以财政部长身份受邀，以 

促进IMTN的发行。但IMTN发行了， 

州政府和MBTI却不同意IMTN的条 

款。结果在同年8月8日，内阁同意联 

邦政府接管TIA，这是在不情愿下“勉 

强” (reluctantly made )的决定。

纳吉披露，大马富商刘特佐在TIA 
是苏丹米占再纳阿比丁殿下的顾问， 

他表现得在中东国家很具影响力，让 

人相信对方有能力促进投资和合伙事 

务〇

他指出，当时刘特佐和苏丹米占再 

纳阿比丁殿下及殿下的妹妹拉希玛有 
紧密联系（kenalan rapat )。会有此 

想法是因为刘特佐和苏丹米占再纳阿 

比丁及登州政府之间有会谈。

“在TIA被联邦政府接管前，我相 

信TIA的董事有丹斯里依斯密（朝圣 

基金局时任首席执行员）、拿督咨基 

沙烈（联邦土地发展局时任首席执行 
员）、丹斯里阿兹兰再诺（退休基金 

局时任首席执行员）、及TlA时任首席 

执行员沙鲁尔阿兹拉。”
纳吉声称，他是大约在2007年，经 

继子里扎介绍下首次见到刘特佐。他 

相信里扎是通过刘特佐的哥哥，和刘 
特佐会面。

他被告°知，刘特佐是美国沃顿商学 
院的毕业生，年轻且拥有许多生意的 

成功企业家，并获知，对方有私人投 

资基金。之后，他得知刘特佐在依斯 

甘达发展成功，并取得和沙地阿拉伯 

及国库控股的合作。

他眼中，刘特佐是一名成功的人，

随后也涉及诠UBG及和阿都泰益玛目 

家族一同进行收购。他也获知，刘特 
佐认识苏丹米占再纳阿比丁。

“刘特佐最终成了具影响力及和王 

室、阿联酋有良好关系的人，及有能 

力和这些人进行会面及讨论。这让我 

有信心，刘特佐的能力可获得来自阿 
联酋和沙地阿拉伯投资。”

纳吉忘记带大马卡

纳吉表示，刘特佐有能力从UAE所 

拥有的Mubadala Development Co 获 

大笔投资及阿布扎比王储阿勒纳哈扬 

到访马来西亚时扮演重要角色，讨论 

了阿布扎比和大马的进_步的投资和 

潜在合作伙伴关系，让他相信对方对 
沙地阿拉伯王室家族和阿联酋有影响 

力。

纳吉在自辩的过程发生了一些“小 

插曲”，首先是忘了把大马卡带在身 

上；再来则是_面念书面证词还_边 
修正错字。（TKM)

首位表罪成立前首相證詞長達243頁

吉是我国史上首位表罪成立，出庭宣誓自辩的前首 
611相，其g辩证词长达243页。

本案今早9时30分开庭后，由辩方首席律师丹斯里沙菲 

宜用了约40分钟，发表16页的辩方开案陈词（DEFENCE 
OPENING STATEMENT ) 〇

沙菲宜声称，案件需进行具有正当程序的公平审判。法 

庭从12月3日开始由纳吉自辩，长达9天。

自辩长达9天

他认为，原本需数月时间准备的辩护缩减成11天，让辩 

方没足够时间进行辩护，他们只能积极工作，包括周末也 

开会准备。

他申诉，从高庭裁决纳吉表罪成立至案件进入自辩环节 
只有21天，其团队及纳吉在这期间还需为其他案件审讯出

庭。也因时间紧迫，辩方只能从控方提供的66名证人名单 

中访问7名证人。

但控方不满辩方迟至今早9时或开审前的半小时，才把纳 

吉的书面证词和参考文件提供给控方。
总检察长汤米汤姆斯认为，这已违反了在审讯前14天移 

交文件的规定，也影响控方已准备好的问题。控方原本预 

料在没证人书面证词的情况下，准备交叉盘问。

他声称，这可造成他和另一名主控官拿督希旦荅兰交叉 

盘问时问题重叠，但控方不反对纳吉读出证词，惟要求法 

庭记录在案。

希旦荅兰说明，因控方延迟收到纳吉证词，控方保留对 

证人证词中可能构成"传闻证据”的任何证据提出反对的 

权利。
沙菲宜则解释，辩护律师团时间有限，当中有7人不眠不 

休工作48小时，他也是今早才收到纳吉的书面证词。为了 

司法正义，他并不反对控方要求更多时间。（TKM)

沙菲宜：1MDB和SRC管理層皆同謀

“割特佐是4中東人領袖”
、、卜菲宜把1MDB及其子公司SRC的 

/>亏损，归咎是刘特佐和4名身份 

不明的中东人，包括两名沙地阿拉伯 
人和两名阿布扎比人，而刘特佐是这

群人之中的领袖。

他表示，1MDB和SRC的管理层皆 

是同谋，他们全都在吃刘特佐的口 
粮。他并不怕被1MDB前首席执行员

拿督沙鲁尔起诉。

他说，沙鲁尔在供证时说，他获得 
逾9万令吉月薪，讲了他没尽职调查， 

因为他主要依靠刘特佐，他的证词似 

乎是他没做事，所以，如果他可被刘 

特佐误导，那其当事人也可被误导。

“纳吉作为首相，他不能坐在 
1 MDB的办公室中并完全操控该公 

司 〇 ” （TKM)

不曾藉由聶法依沙指示董事會
菲宜在发表开案陈词时提到，纳吉 

/>不曾借由SRC国际公司董事经理兼 

首席执行员聂法依沙指示董事会，并指 
纳吉只从聂法依沙的汇报中获知S R C公 

司事务的概述及措施。
他说明，纳吉在SRC的参与，导致公 

务员退休基金局、首相署经济策划单 

位、财政部及内阁批准相关事务的行 

为，仅是为了让政府及大马获得最大利 
益。

&也说，纳吉在SRC并没有与其公务 

职位冲突的个人利益之说。

没在SRC有个人利益

他表示，SRC需由政府担保获公务员 

退休基金局款项，原因是SRC需发展第 

10大马计划及新国家能源政策鉴定的 

关键发展领域，并指首相署经济策划单 

位、公务员退休基金局、财政部及内阁 

是基于这项原因，才批准公务员退休基 
金局发放贷款给SRC。

他补充，控方第39名证人SRC公司前 

董事会主席丹斯里依斯密及第42名证人 

SRC国际公司非执行董事拿督苏博雅欣 

供证时提到，他们接获纳吉指示的部分 

是根据传闻，不能成为证据。没理据显 
示，2014年4月修改SRC公司章程是具恶 

意的。

沙菲宜强调，证据显示，纳吉并没被 

准确告知其账户真正余额，也没有证据 

证明4200万令吉是利益，无论是纳吉 

自己汇款给自己，或透过第三方安排汇 

款，以作为贿赂的一部分。

他解释，纳吉没就其银行账户的交易 

向警方报案或提出投诉，是因执法单位 

当时已展开调查，而纳吉选择尊重调查 

过程。
“有关原因已阐明在纳吉与马华前总 

会长敦林良实的诽谤案的回应答辩书 

里，时任总检察长最终认为并不需要任 

何后续行动。”
沙菲宜说，2015、2016及2017发放给 

SRC公司的政府担保贷款，是经内阁、 

财政部或财政部长基于SRC承诺会偿还 

贷款而批准，最终是要避免对政府和马 

来西亚产生不利影响。

他表示，从环境及物质情况让纳吉相 

信，刘特佐是沙地阿拉伯王室的亲信； 

从2011年至2014年接获的款项其实是阿 

都拉国王的捐款，确保纳吉从阿都拉国 

王本人得到保证。

“从2011至2015年，纳吉知道所开设 

企业社会责任的银行账户、汇入账户的 

资金及支持文件，都有向国家银行及时 

任国行总裁丹斯里洁蒂汇报，令纳吉相 
信没恶意事件发生。”（TKM )

控方“隱瞄” 102證人身份致不利納吉
~卜菲宜声称，控方仍继续“隐 

/>瞒” 102名证人身份，这些证人在 

调查过程中向反贪会提供口供。这导致 

纳吉面对不利局面，结果是控方被剥夺 

了访问这些证人，并选择是否传召这些 

证人作为辩方证人的机会。

他在开案陈词中提到，控方也继续拒 

给证人在调查中录取的□供，控方自己 

承认了这些证人的下落无法追查、死亡 

和/或无法找到，包括明显涉及案发各起 
事件的刘特佐和聂法依沙（SRC国际司 

首席执行员）。

他午休时在庭外指出，辩方质疑控方 

不提供有关文件给辩方的原因，这些文 

件可助辩方准备他们的抗辩。

他认为，辩方一直在各方面被打压，

沒參與成立SRC
+[^吉提及，SRC在2011年1月7日于 

首相署经济策划单位下成立，他没 
参与其中，也不曾施压修改SRC公司章 

程。他是看了成立SRC的文件后，才发 
现SRC是透过B&M顾问公司及1 MDB秘 

书Lim Poh Seng所成立。

他相信，1 MDB已向首相署经济策划 

单位汇报有关SRC的成立。

他发现，第67条文和第116条文被纳入 

P15 ( SRC国际公司章程）是重复1MDB 
公司组织大纲和章程细则的第68条文和 

第117条文。

辩方律师旺艾祖丁提到，第67条文阐 

明董事的委任或革除须获首相批准；第 

116条文则阐明，在没首相批准下，董事 

会无法执行特定的事务。惟纳吉坚称， 

他并没涉及其中。
他发现日期2011年6月3日的信函阐 

明，SRC的成立已获首相署经济策划单

因此，他无法回答有关有多少名辩方证 

人的问题。
此外，沙菲宜声称，纳吉是在辩护律 

师的劝告下，选择在证人栏宣誓供证，

控方可从各个角度盘问他，因为他没有 

任何隐藏和害怕的。

他强调，清白就是清白，有欺骗就会 

纸包不住火。他直言，整个事件是由大 

马富商刘特佐操盘，但后者至今仍逍遥 
法外，尽管总警长3个月前信誓旦旦说警 

方已知道刘特佐的下落，并可在年杪前 

把后者引渡回国。

“我们到现在连刘特佐的影子都没见 

到，他们是否故意把他藏起来？如果刘 

特佐落网，我的当事人的抗辩将比现在 

好 100倍。”（TKM)

不曾施壓修章程
位（EPU )的部长诺莫哈末耶谷批准。

较早前，沙菲宜询问纳吉有关1MDB 
公司组织大纲和章程细则（M&A)第68 

条文及117条文下，赋予首相特定权力 

时，纳吉回应称，在决定联邦政府接管 
TIA后，董事会告知他有关修改1MDB公 

司规章（TIA交由联邦政府管理后，改名 

为1MDB ),，是为保护财政部的利益。

他表示，所有事件都是1MDB董事会^ 

和管理层的建议。他没看见这事有任何 

不寻常。作为一名首相，他在其他政府 

相关公司，如国库控股、国油公司、国 

民投资公司、国能、马电讯等等的董事 

委任方面，都被赋予绝对的权力。

"不曾有人向我出示1MDB公司组织 

大纲和章程细则，也不存在强迫，以在 

公司的章程中纳入附带条件。我是和 

1MDB首席执行员及主席交涉，和管理 

层并没来往。”（TKM )

11月11日判表罪成立納吉選擇自辯
•庭是在今年11月11日宣判纳吉涉及 

r^ISRC国际公司3项刑事失信、1项滥 

权和3项洗钱案，所有控状皆表罪成立， 

需出庭自辩，而纳吉则选择宣誓自辩。

此案检控团队由丹斯里汤米汤姆斯亲 

自带队，成员包括拿督苏莱曼阿都拉、 
拿督希旦峑兰、依萨莫哈末尤索夫、唐 

纳德约瑟法兰克林、玛诺兹古律、莫哈

末赛夫丁哈欣慕赛米、苏莱曼、邱景 
辉、拿督苏海米伊布拉欣、布迪曼、莫 

哈末阿斯鲁夫、莫哈末依扎。

纳吉的辩护律师团队以资深律师丹斯 

里莫哈末沙菲宜为首，其余律师有哈 

威德吉星、法汉、拉玛哈兹兰、莫哈 

末法汉、莎西拉哈娜比、旺艾祖丁。
(T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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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告知被拒絶原因
公民申請程序明年改進
+政部副部 

长拿督阿 

兹斯查曼说，为 

全面改进马来西 
亚公民申请的 

标准作业程序 

(SOP )，从明 

年起，申请公民 

身份被拒者将获 

得相关部门告知 

被拒的原因，以 

及处理申请的期 

限0
他今日在国会 

下议院问答环节

回应砂拉越政党 

联盟峑丹鲁巴区 

国会议员拿督斯 

里罗哈妮的提问 

时说，内政部已 

根据《联邦宪 

法》第15A条文， 

完成21岁以下的 

最新公民申请标 

准作业程序的整 

理，并于明年开 
始落实。

他说，政府是 
依据《1964年联 

邦宪法公民身份

规则》改进标准 

作业程序，包括 
申请者的福利^ 

并重视现有公民 

的安全与权益。

"从2 0 2 0年 

起，公民申请的 

完整处理期限为 
国民登记局3个月 

14天，内政部8个 

月°

他说，内政部 

对《联邦宪法》 

下其他公民的身 

份申请作出决定

嘲笑雷爾額頭聖灰是陳平骨灰

達祖丁被禁足2天
笑民主行动 

党日落洞区 

国会议员雷尔额 
头沾上的圣灰是 

前马共总书记陈 

平的骨灰，加上 

干扰议会，巫统 

巴西沙叻区国会 

议员拿督达祖丁 

因此遭议长丹斯 

里莫哈末阿里夫 
逐出议会厅2天。

与此同时，被 

殃及的行动党马 

六甲市区国会议 

员邱培栋，也在 

干扰议会罪名下 

被议长下令禁足 

国会2天。

下议院今曰在 

首相署部长拿督 

刘伟强宣布展延 
二读及三读《独 

立警察投诉及行

为不检委员会 
(I P C M C )法 

案》后进入辩论 

环节时，达祖丁 

突然询问雷尔， 

其额头是否沾陈 

平的骨灰。

“这个灰就 

是陈平的骨

灰。”------ 达祖

丁此话一出，议 

会厅内随即掀起 

一场骂战。

雷尔向议长怒 

指达祖丁的言论 

是对印度社区的 

侮辱；“请他道 

歉！国阵是在侮 

辱印度人！" 
行动党华都牙 

也区国会议员西 

华古玛也表示支 

持雷尔，指达祖 

丁的言论侮辱印

裔同胞。

这时候，巫统 

丹绒加弄区国会 

议员丹斯里诺奥 

马挑起雷尔在脸 

书批评雪兰莪州 

苏丹的议题，更 

在雷尔骂他“愚 

蠢”时后骂粗口
"p***k” 〇

行动党武吉牛 

汝莪国会议员蓝 

卡巴星以达祖丁 

的言论对雷尔是 

莫大羞辱，因此 

援引《议会常 

规》第36 (6)条 

文，要求议长严 

厉对付达祖丁。

蓝卡巴星说， 

已逃离议会厅的 

达祖丁的言论非 

常过分，并询问 

国大党打巴区国

前，会逐案审查 

每名申请者提交 

的文件与资料， 

因此没有具体的 

时间表，处理期 

限取决于案件需 

求，包括获得警 

方的安全检查报 

告0

针对罗哈妮提 

出设立特别委员 

会建议，阿兹斯 

查曼说，由于公 

民身份申请受 

《联邦宪法》规 

定的联邦政府管 

辖，目前无需设 

立独立委员会来 

解决这个问题。

会议员沙拉瓦南 

的看法。不过， 

沙拉瓦南站起来 

表示议会厅不应 

谈论宗教敏感课 

题，没有正面回 
应。

达祖丁较后时 

又返回议会厅， 

辩称没有逃走， 

并连同其它巫统 

议员一起与希盟 

议员互相对骂， 

影响议会流程。

忍无可忍的议 
长莫哈末阿里 

夫，认为情况已 

经过分，不停敦 

促议员坐下与安 

静。

邱培栋就在这 

时候突然站起来 

声援雷尔，也不 

听从议长指示坐 

下。

议长于是谕令 

将达祖丁和邱培 

栋赶出议会厅2 

天。（LMY )

修憲案1讀

首相限任2屆

■马哈迪表示， 
马来西亚言论 

自由，但他无需 

全部都同意；左 

为首相署部长刘 
伟强，右为副财 

长阿米鲁丁。

(吉隆坡3日讯）政府在国 

会下议院提呈《联邦宪法修 

正法案》，以限制首相任期 

最多两届。

由首相署部长拿督刘伟强提呈一读的 
《2019年联邦宪法修正案法案》，建 

议修改宪法43 ( 2 )条款，将之改为：

“（a )国家元首应任命其认为能获得 

下议院多数议员信任的议员为首相主持 
内阁，（b)从未担任过两届议会首相 

职务。”这意味著，一旦修宪案通过， 

—名已担任两届首相的下议院议员，不 

能再担任首相。因此，修正法案的生效 
期受到关注，如果法案追溯到前10年， 

曾担任两届首相的的前首相拿督斯里纳 

吉，就不能够再担任首相。
刘伟强说，《2019年联邦宪法修正案 

法案》将于明年3月在国会二读及三读， 

寻求通过。

希望联盟在其竞选宣言中的第12条承 

诺，限制首相任期及重组首相署。

大臣首长也限任两届

希盟将会对内阁及首相署改革，以便 

重新在马来西亚落实集体负责的内阁 

问责制。首相任期仅限两届的规定， 

也将应用在州务大臣和首席部长职。

(LMY)

可委安華入閤

敦馬：屬卡迪個人看法
4_(_对首相办公室媒 

体与通讯顾问拿 

督卡迪耶欣认为首相可 

以委任人民公正党主席 

拿督斯里安华担任特别 

事务部长，首相敦马哈 

迪回应说，这是卡迪耶 

欣的看法。

他于今日在国会走廊 

召开记者会说，马来西 

亚有言论自由，所有人 

都能表达自己的看法。

“我会聆听全部人的 

意见，但不是全部都会 

同意。”

“有内阁重组的意 

见，这是言论自由，你 

可以问你想要的，但我 

是否要回答，我则有自 

己想法，无需对任何人 

公布。"

询及对合艾和平协议 

签署30周年纪念聚会 

的看法时，马哈迪说：

“你在说著共产党，可 

是，我才从韩国回来， 

可以回答与韩国有关的 

问题。”

至于对限制首相任期 

的修宪法案的看法，马 

哈迪开玩笑地说：“我 

都94岁了，你（媒 

体）要我做首相到100 
岁吗

在旁的掌管法律事务 

的首相署部长刘伟强表 

示，修宪法案会于今天 

提呈国会下议院_读。

(LMY)

首相：民憂國安爲前提

修廢法令須謹慎
■相敦马哈迪说，政府 

目必须在关注人民担忧 

及不忽略国家安全的前提 

下，以谨慎态度修正或废除 

某些法令。

他强调，由于马来西亚的 
法律无法区分罪行轻重，政 

府因此认为不完整，但在决 

定修改或废除前，必须展开 

全面的研究，以维护人民的 

权益。

他举例说，警方会扣押涉 
及暴力事件的人，有些遭捕 

的人身上装备炸弹或计划杀 

死某人，但有些人只是跟恐

怖分子合影，或在不知情的 
情况下捐给恐怖组织200至 

300令吉，这些行为都不会 

危害政府。

完善现有法令

因此，马哈迪今日在国会 

下议院部长问答环节中，回 

答希望联盟昔加末区国会议 
员拿督斯里山达拉的提问时 

说，政府希望通过废除或修 

正法令，让现有法令更加完 
善0

他说，这需要在国家权益 

和安全、基本人权需求以及

人民所希望的公正原则之间 

取得平衡。

“但是，这需要深入及谨 

慎的研究，以达到良好治国 
和共享繁荣的目标。”

针对山达拉询问政府在希 

盟宣言中承诺废除一些法令 
的进展，马哈迪说，政府已 

鉴定数项需要研究、修正或 
废除的法令，包括《1948 
年煽动法令》、<1959年 

防范罪案法令》、《1984 

年印刷与出版法令》、 
《2012年国家安全罪行法 

令》及《2016年国家安全 

理事会法令》。

他说，政府通过相关部 

门，以及在总检察署的协助 
下，采取相应行动。

“这显示政府并没有忽略 

承诺，反之，我们在决定修

正或废除某些法令之前，仔 

细研究有关法令的条文。” 

他说，法令旨在保障人民 
权利、利益与安全，因此政 

府在修正或废除法令时必须 

保持谨慎。

“例如，制订与通过 
《201 2年国安罪行（特别 

措施）法令》，是为了打击 

危害公共秩序的颠覆性行 
为。”

“内政部方面，特别是警, 

方认为，我国仍需要国安 

法令，以维护公共秩序与安 

全，以及打击罪案。”

不过，马哈迪说，部分人 

士可能会滥用法令而引起人 

民担忧，而作为负责任的政 

府，政府需要关注人民的担 
忧，同时不忽略国家安全的 

需求。（LM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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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宣言的进度，希望联邦政 

府能逐步改善。

盼民保持耐心

“我们理解人民对政府有 

不满，希望大家保持耐心， 

我们会依据人民的意见继续 

修正现有政策，同时改善政 

党之间的沟通，重建国家很 

不容易，我们会尽力做到最

好。”

他强调，走过10年执政 

岁月的雪州政府表现稳定， 

如今也开始修正福利政策， 

确保真正符合资格者获得援 

助，遥想刚开始接管政权 

时，同样因种种问题导致绑 

手绑脚，但稳住阵脚后也成 

为各州政府的模范，也是如 

今联邦政府可学习的模式。

適耕莊火箭

下月18政治演講籌款宴
(适耕庄3日讯）民主行 

动党适耕庄支部将于明年1 

月18日（周六）晚上7时， 

在适耕庄区州议员服务中心 

前广场主办“希盟领航，迈 

向辉煌”政治演讲筹款晚 

宴°

适耕庄区州议员兼雪州议 

长黄瑞林表示，筹款晚宴是 

支部和服务中心年度活动， 
每年筹获的款项充作服务中 

心经费、援助选民拨款及捐 

助学校等。去年所筹获的款 

项用于扩充服务中心和育群 

华中的新校舍建设工程。

"希盟强调党政分家，政 

党不应挪用政府的税收，政 

府的拨款，也不应花在政党

身上。因此我们通过晚宴筹 

款，筹募政党的活动经费， 

才能保证每一笔税收，都尽 

可能花在人民的身上。”

他指出，往年筹款宴都超 
过300席，今年目标相同， 

演讲嘉宾包括能源科艺环境 

部长杨美盈、雪州大臣阿米 

鲁丁、国会下议院副议长倪 

可敏、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 

章钦及黄思汉等。

他曰前召开筹款宴会议 

后，带领团队到丹绒加弄进 

行第一场卖票活动时表示， 

通过与选民接触的卖票过 

程，的确感受到人民对政府 

不满，包括一些新政策、各 

党领袖的争吵，以及实践大

见
。

选
民
时
，
跨
听
选
民
对
政
府
的
意
 

■
黄
瑞
林

(
右
)

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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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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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巧雙：成立隊伍擬草案

明年杪呈殘障人法令
(布城3日讯）为了 

更全面的维护残障人士 

的利益，妇女及家庭发 

展部料会于明年12月在 

国会提呈《残障人士法 

令》。

更全面维护利益

妇女部副部长杨巧双 

说，虽然残障人士认为 

这项法令起了醒觉作 

用，却因为没有人力及 

执法权，以致遵守与否 

都不会被罚款，从而认 

为缺乏效率，妇女部已 

为此而成立_支25人项

目队，针对修订残障人 
士法令探讨。

她今日代表走访东海 

岸水灾区的副首相兼妇 
女部长拿督斯里旺阿兹 

莎出席在妇女部举行的 

残障人士休闲活动后透 

露，这支由各部门、专 

业团体、学术人员和非 

政府组织组成的队伍， 

会于明年1月展开6个月 

的会议，并预订于明年 

杪向国会提呈_项更全 

面的残障人士法令。

“这支负责制定草案 
的队伍，将会根据国会

议员的意见来改善草 

案，然后呈交总检察署 

审核，与各政府部门咨 

询会议及巡回汇报。”
杨巧双说，截至6月向. 

福利局登记的残障人士 

已有54万9554人，当局 

希望残障人士速向福利 

局登记。

她说，残障人卡因为 

技术问题与打印机不足 

而延迟发出的问题，将 

在拨款到手后解决。

杨巧双透露，国家基 

础建设公司配合残障人 

日庆典，将于本月7至 

8日为残障人提供免费 

服务，残障人出示残障 

人卡，就能免费乘搭捷 

运、轻快铁和单轨火 
车。（LM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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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已

f醒
被黨

勿
、土

反
黨
紀

(吉隆坡3日讯）人民公 

正党通讯主任法米说，该党 

已向党员发出最后通告，提 

醒他们不要做任何违反党纪 

的事情，免得被采取行动。

法米也是班底谷区国会议 

员；他于今日与联邦直辖区 
部长卡立沙末和吉隆坡市长 

诺希山巡视班底谷甘榜格灵 
芝C座人民组屋电梯维修后 

的状况时，询及公正党署理 
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计 

划于周六及周日召开另一场 

大会一事时，如此指出。

“根据公正党党章，只有 

一个正式的公正党代表大 

会，即是本月5日至8日在马 

六甲举行的代表大会。”

他说，代表大会至今的进 

展非常顺利，估计出席的党 

员会有逾2600人。

法米说，党领导的坚定立 

场是维持领导者和成员遵守 

纪律的主要因素，他也始终 

提醒自己要保持道德操守。

'‘党可以对违反纪律的党 

员采取许多纪律处分，至于 

详情则可能需要咨询委员会 

或领导人。"（L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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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法庭，开始首天的自辩。

吉隆坡高庭法官纳兹兰于上个月11曰裁 
决时指出，控方证明66岁的纳吉在上述案件 

中面对的3项失信控状、3项洗黑钱控状及一 

项滥权控状，表罪成立。

纳吉也是北根区国会议员，他被控在 

2011年8月17日及2015年3月2日，犯下 

上述罪行。

纳吉在2009年至2018年出任我国第6 

任首相，是我国首名被控的前首相。

法庭择订12月3日及4日、9日至12 

日，以及16日至19日，让纳吉自辩。

纳吉有3项自辩选择，纳吉选择在证人栏 

宣誓自辩，接受控方盘问。

检控团队由总检察长丹斯里汤米汤姆斯领 

衔，包括外聘副检察司拿督希淡苔兰，纳吉的 

代表律师团由资深律师丹斯里莫哈末沙菲宜领 

衔〇 #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涉及 
IX个小則SRC国际公司案件进入自 

辩阶段，纳吉代表律师丹斯里沙 

菲宜呈开案陈词，称法庭给予的 

控状表罪成立，纳吉今早约9时带笑抵

用SRC国际公司资金4200万令吉案的

相拿督斯里纳吉被控7项涉嫌不当使

纳吉入庭前与在场迎接他的支持者握手问好

保护登政府及国家元首
勉为其难接管投资机构 

前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揭开与富商刘特 

佐的认识过程

下

并称当时的政府是 

才接管登嘉楼投资在“勉为其难”

机构。

他指出，在2009年 

时，登嘉楼州政府和登州 

大臣机构（MBTI)联同登 

府做担保。

“当时，我 

获邀担任财政 

部长，以确保 

伊斯兰中期票 

据能够顺利发 
行〇 ”

_梟

呈备
开期
案限

自辩准备期限不充足。

纳吉涉及的SRC国际公司3 

|JFR准项刑事失信' 1项滥权和3项洗 
y 1 /|=t钱案周一进入自辩阶段，沙菲宜

在纳吉进入证人栏进行自辩前， 
先向法庭读出16页的开案陈 

词，指尽管控方呈66名证人， 

但碍于时间紧迫，辩方只能访问 

当中的7人。

ri-f— 1 _ 他说’局庭是在今年11月 

11日做出表面罪名成立的裁 
□决，并择定于12月3日进入自 

辩阶段，但期间他和他的当事人 
(纳吉）仍有其他案件要处理， 

因此向高庭提出自辩审讯展延的申请。

“不过，高庭于11月15曰驳回了我们的 

申请。”

沙菲宜在开案陈词中表示，纳吉在SRC 
国际公司中不存在个人利益，所有的决定都是 

以人民利益为先。

他说，纳吉为了发展第十大马计划与新能 

源政策所鉴定的关键领域，联邦政府才允许公 
务员退休基金局（KWAP)提供低息贷款予 

SRC国际公司。

沙菲宜花了近45分钟读出开案陈词，过 

后纳吉进入证人栏，开始他的自辩简介。#

-j— 吉未带身份证出庭，高庭允
7|^： 准纳吉继续供证。

纳吉上午1〇时3〇分，在辩 
rtJ M护律师沙菲宜结束开案陈词后， 

| >进入证人栏准备供证。不过，当 

M法庭在要求纳吉出示身份证进行 

么[来核对时，纳吉却告知本身并未携 J y~r带身份证。

iTF 2$ 他也表示’基于“安全”问 

3题，无法在庭内读出他的身份证

出供#。ZZ S-2 无论如何，高庭法官纳兹兰

tit允许纳吉进入证人栏，而纳吉在 
进入证人栏后以英语和国语宣 

誓，开始他的自辩阶段。

此外，沙菲宜向法庭表示，基于纳吉的身 

分，他只会以国语做回答。

“基于纳吉的身分，无论是在自辩或控辩 

双方的提问环节，他会以国语做回答。”他也 

提及，纳吉的自辩书厚达240页，当中包含逾 

300道问题。#

前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否认曾指示退 

休基金局（KWAP)批39亿5000 

万令吉贷款予SRC国际公司，并强调 

本身仅支持该公司的理念。

他表示，本身从未察觉到SRC国 

际公司曾提出39亿50◦◦万令吉贷款 

的申请，而他是在收到一封信函后，才 

惊觉该公司向退休基金局申请有关的贷 

款0

“从SRC国际公司成立到我收到这 

封信函的期间，我和（一马公司前首席 

执行员）沙鲁阿兹拉或（SRC公司时 

任董事）聂菲沙或两人，都只是讨论

SRC国际公司的倡» 

他说，尽管已会 

容，但可以确定的是 

的°

纳吉也费解SR( 

要将申请贷款的信函 

休基金局。

“其实这封信是; 

平常，我的办公室的 

秘书（已故）拿督阿 

针对退休基金局 

阿兹安在供证时称，

i
/■

否认指示KWAP批贷 

强调仅支持公司理念

大臣机构（MBTI)联同登 

州苏丹，也就是时任国家 
元首苏丹米占再纳阿比丁已 

经决定成立一个名为“登嘉 

楼投资机构“（TIA)的主权 

财富基金，并投入110亿令 

吉0
“实际上，这个基金的6〇 

亿令吉是（给登嘉楼）石油 

税，以发行50亿令吉的伊斯兰 

中期票据（1MTN)，并且由政

行〇 ”

他说，尽管登州政府和登州大臣机 

构不同意伊斯兰中期票据的条款，但内 

阁仍于2009年8月8日议决通过，联 

邦政府将接管登嘉楼投资机构。
纳吉解释，内阁的这项决定是在 

“勉为其难” （reluctantly made)下做 

出的，目的是保护登州政府和不让国家 

元首感到‘尴尬’，并且促进马来西亚 

的债券市场。”
“2009年7月29日，内阁考量到我

于7月28曰，我以财政部长身份发出 

的4如何接管登嘉楼管理机构’的通知 

内容，议决政府将接管这个机构，并易 

名为‘马来西亚投资有限公司’ 

(IVHB)，过后再以‘一个马来西亚发展 

有限公司’ （1MDB)命名。”

纳吉是于2008年9月成为财政部 

长，2009年4月3日取代前任首相敦阿 

都拉巴达威，宣誓就职第6任首相。#

% I~I.

揭刘特佐与时任国家元首是密友
外，纳吉在自辩时更揭露与刘特佐相识 

的过程。他说，刘特佐其实是时任国家 
元首苏丹米占再纳阿比丁和其妹妹东姑拉希 

玛的密友（kenalan rapat)。

“据我了解，登嘉楼投资机构的概念，是

修改公司章程非本意 

否认干预1MDB人事

前
首相纳吉否认干预一马 
发展公司管理层人事安 

排，并解释修改公司章程 

(M&A)其实是董事局和管理 

层的建议。

他在供证时否认，他曾 
涉及一马公司管理层的人事 

安排，并且相信所有的管理 

人员都是由公司首席执行员 

和主席做委派。

他也提及，修改一马公

司的备忘录和公司章程其实 

是首&目的特别权力，因此并 

无不妥0

他说，尽管这是首相特 

权，但其实这项建议出自于 

一马公司董事局和管理层。

“我不认为这有什么不 

妥。身为首相，我也有绝对 

权力来委任其他官联公司的 
董事，如国库（控股）、国 

油、国民（投资机构）。”

刘特佐、国家元首和登州政府共同讨论。我也 

获悉刘特佐是登嘉楼投资机构顾问局主席，也 

就是国家元首苏丹米占阿比丁的顾问。”

巫统主席拿督斯里阿末扎希于下午12时 

45分步入庭内，验听纳吉自辩过程。#

相信刘特佐 
会为国家招资

此外，他在接受沙菲宜 

提问有关刘特佐在一马公司 

的职位时表示，由于刘特佐 

是国家元首米占的顾问，再 

加上刘特佐自称在中东国家 
颇具影响力，因此相信其会 

为国家招来外资。

“这些中东国家，当时因 

为（国际）燃油价格上涨而 

有大笔的现金。因此，我认 

为刘特佐的影响力和关系， 

可以协助落实一马公司的目 

标与投资计划。” #

前}

控辩双方称时间不够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面对 

的SRC国际公司案周一 

进入自辩阶段，控辩双方皆 

称“时间不够”！

纳吉辩护律师丹斯里沙 

菲宜在纳吉自辩前，先读出 

开案陈词。

他坦言，受限于时间， 

辩方对于自辩的准备不足， 

尽管曾向高庭提出展延的申 

请，但遭到驳回。

沙菲宜更表示，为了准

“

备自辩阶段的资料，他和他 
的律师团队已经48小时不眠 

不休。

“根据《联邦宪法》第5 

条文的基本人权，拿督斯里 

纳吉应该给予合理的期限， 

来准备自辩。”

此外，控方也不满辩方 

开庭前半小时，才呈纳吉的 

证词。

本案主控官兼总检察长 

丹斯里汤米汤姆斯在开庭

丨京讶” SRC前董事证词 
重申从未干预公司事务

5不记得倡议的内 

这些倡议是实质性

国际公司，何以 

而不是退

寄到我的办公室。 

信函都是我的机要 

兹林接收。”

前首席执行员拿督 

该局是在接到纳吉

的信函后，才批准有关的贷款，纳吉则 

做出否认，并援引《2007年退休基金 

法令》，指只有退休基金局的投资小 

组，才有权批准贷款申请。

“有关阿兹安说我是她的‘最终老 

板’，在退休积金局批准贷款一事上，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作为首席执行 

员，她也不能在批准贷款的过程中投 

票。”

“作为财政部长，我更无权下令退 

休基金局批准SRC国际公司所提出的 
贷款申请。” #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惊 

RU讶，，SRC国际公司前董 

事丹斯里依斯米证词，重申 
他从未干预SRC公司管理事 

务0

他指出，本身对于依斯米 

的证词感到惊讶（terke- 

jut)，因他从未下达任何指 

示予该公司的董事局。

“他的指控毫无逻辑，因 
为所有SRC国际公司的运 

作，包括与阿尔巴投资的合 

作项目，都隶属董事局的权

限。”

“重事局的责任是先在会 

议中商讨，过后再寻求财政 

部长和公司股东的同意。”

纳吉周一下午在供证时也 
点出，依斯米的证词出现矛 

盾，并强调本身从未签署任 

何SRC国际公司文件。

他表示，本身只是于 

2011年8月批准SRC董事名 

单，但这份名单是由时任一 

马发展公司首席执行员沙鲁 

阿兹哈呈给他的。

时，便挑起这项课题，指辩 

方并未依据规定在14天呈证 

人证词予控方，以致控方不 

够时间研究证人证词。

“辩方此举不仅违反规 

定，还影响控方接下来的交 

叉盘问，因为控方根本没有 

充足的时间来研究证人的证 

词。”

在自辩阶段，法庭除了 

聆听纳吉的自辩，辩方也能 

够传召证人，而纳吉是本案 

首名辩方证人。#

“我被告知这份名单是由 

一马发展公司（董事局）所 

遴选的，而我没有反对的理 
由〇，，

沙地王子信函呈堂
另一方面，纳吉代表律师 

旺艾祖丁也向法庭提呈一封 

相信是来自沙地吐奇王子的 

的信函，以作为呈堂证供。

不过，控方以此信件尚未 

被列入此案的核实证据 
(IDD)，因此不应被视为呈 

堂证供。

副检察司西谭巴兰表示， 
该信件必须标签为“IDD” ， 

并且确认信的真伪后，才能 

提呈至庭上作为证物。#

识
刘
特
佐

白
辩
书
240
页
逾
300
问
题

纳吉完成首天的自辩后，与代表律 

师一起离开法庭。

Page 2 of 2

04 Dec 2019
Kwong Wah Yit Poh,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59,667 • Page: A1,A2
Printed Size: 1492.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6,728.48 • Item ID: MY0038068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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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揆:国家基建旗下交通服务

本周末OKU可免费使用

杨巧双（中）在OKU欢聚的活动上和出席者大合照。

(布城3日讯）配合2019年全国残障人士 

(OKU)日，OKU与一名陪同者可在本周六和周 

日，免费使用国家基建公司（P「asarana)旗下的 

交通服务。
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医生今曰在与〇KU 

欢聚的活动上，宣布此事。

她指出，OKU可免费使用该公司的捷运、单 

轨火车和轻快铁服务，只需出示OKU卡，以供核 

实即可享受这项便利。

旺阿兹莎也是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她今曰必需前往东海岸巡视水灾灾情，而未克出 

席此活动，其讲词是由副部长杨巧双代读。
旺阿兹莎说，国家基建公司已为OKU使用者 

提供优惠，凡已登记的OKU，并拥有特许卡，在 

使用该公司的任何交通设施时，都可享有50%的

车资折扣。

她说，截至 

2019年6月的数 

据，已有54万 

9554名残障人士向 

社会福利局登记。

“我们希望更多OKU向福利局 

登记，以参与合适的计划。”

杨巧双稍后对记者说，配合 
OKU日，OKU群体也可免费参观 
国家博物馆和国家艺术中心，以及 

由今曰起至本周曰入住斯里马来西 

亚酒店，可享有20%折扣。

“OKU群体也可免费进入国家科学中心，没 

有时限。”
她说，由明年起，OKU卡料将在更短的时间 

内发出，也就是30天，因为妇女部获得拨款，以 

在每一州增设一台印卡机。

另外，旺阿兹莎说，妇女部已成立一支专案 

组，以研究、制定和准备2008年OKU法令修正

案的草拟版。

她说，上述专案组有25名成员，他们来自各 

部门和政府机构、专业组织、学术界、非政府组 

织，以及熟悉及了解OKU群体的个人。

她补充，专案组将从2020年1月起开会，为 

期6个月，以制定全面的OKU修正案草拟版，并 

放眼于2020年12月在下议院提呈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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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马共党员办纪念集会

警接投报开档调查
(吉隆坡3日讯）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505 (c)(发布可危害公共的言 

论)条文及1998年大马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调查前马共产党员 

举办〈〈合艾和平协议》签署30周年纪念集会事件。

雪州警察总部总警长拿督诺阿占指出，目前，雪州警方共接获8宗针 

对〈〈合艾和平协议》签署30周年纪念集会的投报，不过，鉴于其他州属 

警方也接获投报，因而此案调查工作，将由全国刑事罪案调查局负责调 

查。

他强调，调查工作将依据调查程序进行。

诺阿占周二出席于NHF天然保健中心总部举办的睦邻活动推介礼后， 

受在场记者询问时，这样表示。

他指出，雪州于年初至今，共发生1万8265宗罪案，较去年同时 

间’减少了 1420宗。

PEL^ANCARAN PROC3A

诺阿占（左3)在推介礼敲钟宣布睦邻活动开展，左起为雪州防范罪案及社区 

安全组主任拿督古玛兰、雪州副总警长拿督阿祖乃迪、莎阿南市长拿督哈里 

斯及天然保健中心总执行长张淑瑞医生。

“这数据显示，警方积极防范罪案活动取得显著成效，警民社区活动 

及工业区睦邻活动促进了警民间的良好关系，不过，在这科技资讯时代， 

网络罪案却是难以防范，无论是在城市或郊外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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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姐：出示OKU卡

残友本周末免费搭捷运
(布城3日讯）配合2019年全

国残疾人士日，残疾人士与一 

名陪同者可在本周六和周日， 

免费使用国家基建公司旗下的 

交通服务。

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 

医生今R在与残疾人士欢聚的 

活动上，宣布此事。

她指出，残疾人士可免费 

使用该公司的捷运、单轨火车 

和轻快铁服务。

“残疾人士使用者只需出 

示OKU卡，以供核实即可享 

受这项便利。”

旺阿兹莎也是妇女、家庭 

及社会发展部长她今日前往 

东海岸巡视水灾灾情，未克出

席此活动，其讲同是由副部长 

杨巧双代读。

免费参观博物馆

杨巧双稍后对记者说，配 

合全国残疾人士R，残疾人士 

也可免费参观国家博物馆和国 

家艺术中心，以及由即R起至 

本周日入住斯里马来西亚M 

店，可享有20%折扣。

“残疾人士也可免费进人国 

家科学中心，没有时限”

她说，由明年起，OKU卡 

料将在更短的时间内发出，也 

就是30天，因为妇女部获得 

拨款，以在每一州增设一台印 

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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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米：遵守党章强化纪律

驪大会麵双包
(吉隆坡3日讯）人民公正党

通讯主任法米强调，公正党青 

年团和妇女组大会并没有闹双 

包，并期许全党上下遵守党 

章，展现执政联盟第一大党的 

气度。

“ 0前为止，本周末主办 

的公青I才丨和妇女组大会一切顺 

利，大家感到很兴奋，没有任 

何问题。”

法米今日陪同联邦直辖区 

部K卡立沙末巡视孟沙南城的 

柯灵芝人民组屋升降机后，这 

么说。

他驳斥公正党两大臂膀大 

会将闹双包的言论，并重申本 

周只有一场依据党章召开的全 

国大会，没有其他代表大会， 

因此奉劝党员不要违反党章和 

纪律。

“我和宣传主任三苏依斯 

甘达都说了，本周只有一场公 

正党代表大会，我相信党领导 

也会强调遵守党章的重要，我 

们已是执政联盟M最大政党， 

因此必须完成人民心愿，通过 

各种方式强化党纪律。”

询及若某方执意召开另一 

场代表大会要如何应对时，法 

米表示有很多方式，包括采取 

纪律行动，但希望该党员尊重 

党章，一切以人民福利为重。

坊间流传人民公正党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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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强 

调，该党只有一场全国代表大 

会，即12月5日至8闩在马 

六甲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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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蛘商旅

柯灵芝人民组屋升 

降机之前因故障造 

成8人从5楼坠下 

受轻伤事件，卡立 

沙末（左）巡视已 

修复的升降机。

2019年12月4日鲁星期三

隆市厅商草拟基础建设地图

居民之前乘搭升降机时难免有阴影，担心意外再发生。

发生坠落意外

柯灵芝组屋升降机修复
旱前在柯灵芝人民组屋发生 

升降机坠落事故的升降机，如今 

已完成修复并投人运作。

这事故造成8人从5楼坠下 

而蒙受轻伤，目前仅剩一名伤者 

处于复原中。

卡立沙末指出，该升降机因 

零件失灵，导致刹车器之一故

障，最终升降机在还没达到可启 

动紧急刹车器的速度，从5楼直 

接坠下…

定期检测防意外

他说，该升降机的起重机器 

执照（PMA)是至2020年1月 

16日，W此这是一宗不可预计

的意外。

“市政厅已就此向升降机制 

造厂与维修企业展开研究，这也 

是首次发生情况，因此可作为他 

们维修工作的基准之一。”

他指有关单位已更新所有同 

龄升降机零件，使其寿命可达 

12至15年，同时定期展开检测 

工作，避免意外再现。

卡立沙末指目前隆市区内的 

人民组屋共有528个升降机，皆 

获得起重机器执照文凭，有定期 

维修与测试，保障居民的安全。

(吉隆坡3日讯）为了避免水管破裂 

而导致道路下陷，吉隆坡市政厅已 

与基本建设单位如雪州水供有限公 

司探讨草拟基础建设地图，鉴定高 

风险路段以展开防范措施。

联邦直辖区部长卡立沙末说， 

近期隆市频频发生路陷问题，主要 

是地底水管过于陈旧，水管破裂引 

发压力，造成道路坍塌，而非雨季 

所致。

_^立沙末指川，这（道路坍塌）不是 
"1C一朝一夕造成的问题，雪州水供有 

限公司需提升预知水管破裂的科技。

他今日巡视孟沙南城的柯灵芝人民组屋 

升降机后召开记者会时，这么说。

吉隆坡市氏拿督诺希山指出，巴生谷包 

括吉隆坡地区大部分地下水管在二战前建 

设，过去没妥善丨己录所有水管位置，需花较

K时间鉴定水管地点。

“草拟地图的研究丁作进行中，我们将 

在2020年1月15日再次与各基础建设单位 

商讨，且共享数据确保地图的完整性” 

他说，根据班底谷国会议员法米向雪州 

水务公司查询，共有2万8000公里的老旧 

水管需更换，而目前正以每年150至250公 

里水管的速度，进行水管更新工程《

近期隆市频频发生水管破裂问题，国家语文出版局前面路段日前也因地底水管破裂，而封路 

维修。（档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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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15地区展开运动 

民众捉1老鼠奖3元
(八打灵再也3日讯）八

打灵再也市政厅在上个月 

25 R至12月6日期间展 

开“2019年啮齿动物控制 

运动”，在辖内15个地方 

展开捉鼠行动，民众每捉 

一只老鼠可获得3令吉。

民众补获老鼠后只需 

交给负责区的官员，即可 

收费。当局希望通过此方 

式来降低老鼠繁殖数量及 

卫生醒觉。

八打灵再也市K拿督 

沙尤迪R前为这运动主持 

推介仪式时指出，市政厅 

从2017年在SS2开始推动 

这运动，t?注在食肆、巴 

刹或档口，2017年共捉了 

121只老鼠。

“2018年在7个巴刹 

进行，捕捉了 851只老 

鼠，市政厅也支付了 2553

令吉。”

他说，今年起至10月 

份当局则捉了 781只老 

鼠，去年同期为990只老 

鼠，意味着下降21.2%.。_ 

也代表市政厅与各相关单 

位积极关注热点区。

“与此同时，市政厅至 

今年10月，接获74宗与 

老鼠有关的投诉，比去年 

问期的65宗投诉尚出 

12.2% :这些投诉都获解 

决，包括使用老鼠药等。

他促民众提高醒觉， 

尤其是老鼠可传播疾病， 

商民应注重卫生，杜绝老 

鼠繁殖。

欲知详情者可拨打卫 

生与环境组电话：03-7956

2939。

沙尤迪（右）与市议员共同主持推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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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周

布城3日讯|配合2019年全国 

残障人士日，残障人士与一名陪同 

者可在本周六和周日，免费使用国 

家基建公司旗下的交通服务。

副首相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医 

* 生今日在与残障人士欢聚的活动 

上，宣布此事。

-±2 她指出，残障人士可免费使

用该公司的捷运、单轨火车和轻快

备铁服务。yc 「使用者只需出示他们的残

障人士卡，以供核实即可享受这项 

r 便利。」

旺阿兹莎也是妇女、家庭及 

社会发展部长。她今日必需前往东 

海岸巡视水灾灾情，而未克出席此 

/X 活动，其讲词是由副部长杨巧双代 

读。

旺阿兹莎说，国家基建公司 

已为残障人士使用者提供优惠， 

凡已登记的残障人士，并拥有特许 

卡，在使用该公司的任何交通设施 

时，都可享有50%的车资折扣。 

她说，截至201 9年6月的数 

据，已有54万9554名残障人士向社会福利

费

交
服
务

局登记。

「我们希望更多向福利局登记，以参 

与合适的计划。」

草拟法令修正案

杨巧双稍后对记者说，配合残障人士 

日，残障人士群体也可免费参观国家博物 

馆和国家艺术中心，以及由今曰起至本周 

曰入住斯里马来西亚酒店，可享有20%折 

扣。

「残障人士群体也可免费进入国家科 

学中心，没有时限。」

她说，由明年起，残障人士卡料将在 

更短的时间内发出，也就是30天，因为妇 

女部获得拨款，以在每一州增设一台印卡 

机。

另外，旺阿兹莎说，妇女部已成立专 

案组，以研究、制定和准备2008年残障人士 

法令修正案的草拟版。专案组将从2020年1 

月起开会，为期6个月，以草拟修正案，并卩 

放眼于2020年12月在下议院提呈一读。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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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州大会囲维尔安华液良好S动
江沙3日讯|霹雳州公正党今晚在江沙王城举 

行今年度的最后一场州级代表大会，截至8时30 

分，共有近2000名代表出席，其中以亲党主席拿督 

斯里安华的党员为主。

这场被视为全国代表大会前 

的暖身活动是于今晚在江沙银禧 

礼堂召开。尽管公正党霹州24个 

区部之中，仅有巴里文打及武吉 

干当区部属于亲署理主席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的派系，惟两个区 

部皆有派员出席。

此外，于今晚约8时20分风 

尘仆仆从吉隆坡赶抵江沙的安 

华，也与阿兹敏派系的副主席西 

维尔，连同公正党务边国会议员 

李文材3人，在台下不时交头接耳 

交谈，彼此互动良好。

其他出席的霹州领袖则有霹 

州主席法哈兹、署理主席迪纳、 

副主席陈家兴，以及妇女组主席 

蔡依霖。然而，原定在今晚出席

及发表演说的公正党总秘书拿督 

斯里赛夫丁则因母亲出席，临时 

取消江沙的行程。

蔡依霖被嘘

根据流程，大会是从今晚8 

时开始，11时结束，并会有10名 

中央及州级领袖轮流发表演讲， 

安华则是最后登场，而随著霹州 

代表大会的结束，全国代表大会 

即将在来临的周四（5日），一连 

二天在马八甲召开。

另外，被视为亲阿兹敏派系 

的霹州妇女组主席蔡依霖虽然早前 

强调党内并无派系之分，惟在受邀 

上台演说时，则不断传出嘘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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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旅游局推广5个登山景点
雪兰莪3日讯|为了鼓励忙碌的城 

市人可逃离喧闹的城市，近期雪州旅 

游局（Tourism Selangor )为民众推 

介雪州5个登山景点，让民众可在周末 

时到城市郊区接触大自然，同时探索 

雪兰莪隐藏的美景。

这5个登山景点分别是位于八打灵 

再也的武吉加星山（Bukit Gaslng )、 

士毛月的茅草山（Broga Hill )、甲 

洞的马来西亚森林研究局（FRIM )、 

位于安邦和蕉赖区域的英雄山（Bukit 

Saga)以及新古毛的古都山（Bukit 

Kutu )。

其中，武吉加星山是八打灵再也

区域，是一座登山难度较低，适合初 

学者的登山景点，同时也设有建行步 

道和吊桥等’而士毛月的茅早山则是 

观赏日出和日落的最佳景点之一。马 

来西亚森林研究是一座最古老的热带 

雨林之一，是一家大小在周末享受大 

自然'I'不抱的最佳景点之一。

对于更喜欢冒险的民众来说， 

可以选择英雄山和古都山，攻顶时 

间分别是2个小时和4个小时左右， 

其中英雄山还可以沿著路牌徒步到 

瀑布戏水’而古都山则是需要申请许 

可证才可登山，费用为每人5令吉， 

除了能仰俯雪州山脉的全景，同时

爬到古都山的山顶就可看见美 

丽的山脉。（照片由Aliff ja 
提供）

也是个受欢迎的野餐景点。网站： 

www.tour1smselang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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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鸟共办纪念会 
醫援2条文網查

莎阿南3曰讯|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505 (c)(发布可危害公共 

的言论）条文及1998年大马通讯及多媒体法令第233条文，调查前马 

共成员周六举行《合艾和平协议》签署30周年纪念会一事。

雪州总警长拿督诺阿占 

今曰指出，雪州警方一共接 

获8宗与《合艾和平协议》 

签署30周年纪念会有关的投 

报，但基于其他州属警察总 

部也接获相关投报，因此目 

前由武吉安曼刑事罪案部统 

一展开调查。

诺阿占在NHF天然保健 

中心总部，出席睦邻活动推 

介礼后，受询及是否会传召

主办方及出席者录供时， 

他说一切将按照调查程序进 

行。

雪州罪案率下跌

另一方面，诺阿占表示 

雪州今年1月至11月期间，共 

发生1万8265宗罪案，相比去 

年同期减少了 1420宗。

他说，这有赖于雪州警

方过去积极进行多项防范罪 

案活动，包括警民社区活动 

及工业区睦邻活动，以确保 

警民关系良好’并提局彼此 

的接触率。

「除了一般的抢劫案、 

偷窃案之外，近年来网络 

罪案方面有显著的上升， 

因为网络罪案无处不在，无 

论是城市或郊外地区都会发 

生°」

1—
ffiSw \ W， i A W

诺阿占（左3)在推介礼敲钟宣布睦邻活动开展，左起为雪州防范罪案及社区安全组 

主任拿督古玛兰、雪州副总警长拿督阿祖乃迪、莎阿南市长拿督哈里斯及天然保健中 

心思执行长张淑瑞医生。 -徐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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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汉（左3)颁发感谢状及奖掖金，给获得认证的餐馆业 

者。 -徐意美-

厕所干淨舒适雪113餐馆获奖掖
莎阿南3日讯|为提高商民

对维护公共厕所整洁的醒觉意 

识，雪州政府今日拨出各1000令 

吉奖掖金，给113间设有干净和 

舒适厕所设备的餐馆。

国内公共厕所的卫生问题， 

一直遭受诟病，如卫生欠佳、设 

备故障、阻塞及有异味等；为了 

照顾公厕整洁，并提高人民的醒 

觉意识，州政府拨出近100万令吉 

提升公厕设施之余，也拨款奖励 

设有干净舒适厕所设备的餐馆。

目前共有113间餐馆的厕所 

设备，达到审核的标准，获得干 

净厕所的认证，并于今日在雪州 

政府大厦，由雪州行政议员黄思 

汉颁发奖状及1000令吉奖掖金。

黄思汉表示，希望通过推行 

上述干净厕所认证活动，提高人 

民的醒觉意识。

「我们是首次举办这项活 

动，通过从每个地方政府挑选出 

10间最符合干净和舒适标准的餐 

馆厕所，予以奖掖；惟部分地方

政府的入选餐馆未足10间，如沙 

白安南只有7间餐馆符合资格。」 

「我们会持续监督和审核州 

内餐馆，确保不仅是餐饮和环境 

卫生达标，厕所设备亦整洁。」 

黄思汉是于今日出席「2019 

年我的雪兰莪厕所之干净厕所认 

证活动」时，如此表示。

询及州内公厕的卫生情况 

时，他认为尚未达标，这是州政 

府一大挑战'必须提局人民的醒 

觉意识，维护公厕的卫生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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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市新增63收費地點

泊車別忘了繳費
報道►莊舜婷攝影►黃冰冰

(八打灵再也3日讯） 

在灵市范围内泊车，不要 

忘了缴付泊车费！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从 

12月1日起扩大泊车收费范 

围，新增14个地区共63个泊 

车收费地点，并积极展开执 

法行动，开出罚单给没有缴

付泊车费的车主。

《大都会》社区报 

今早走访阿拉白沙罗广场

(Dataran Ara Damansara )

商业区•带，发现当地缺 

乏停车位，在繁忙时间出 

现双重泊车问题，尤其是 

设有多间车厂及食肆的主

要道路PJU 1A/20B路。

据了解，该区有逾10 

间修车厂及汽车饰品店， 

因此民众也自然“保留” 

店前的停车位给店主，同 

时记者也发现有多辆废车 

霸占停车位，并已被市政 

厅贴上警告的贴子。

尽管该区已张挂了多 

张的横幅通知民众开始征 

收泊车费，但有者仍不晓 

得该区必须付费，并在记 

者的通知下，立即使用精 

明雪兰莪泊车手机应用程 

式付费。

應先給時間適應
桑先生（48歲，汽車飾品店職貝）

“在征收泊车费的首日下 

午4时，就看见八打灵再也市政 

厅的约10名执法人员骑著摩哆前 

往执法，而且雷厉风行，行动很 

快，-抵达就即刻开罚单给没有 

缴付泊车费的车辆。

这里一向无需付泊车费， 

当局在开始收费初期，应给予我 

们时间适应，不要严厉采取执法 

行动，可在一个星期后才来‘抄 

牌’，我们也会逐步通知顾客要 

缴付泊车费。”

可用Smart繳泊車費
7 Y打灵再也市政厅新增征收泊车费的区域包括灵市第5区、 

乂 VpjS 1 ' PJS 3 (名家镇，Taman Sri Manja)、PJS 5 ( PJCC 

商业中心）、PJS 10、阿拉白沙罗PJU 1A (大班1商业中心）、阿 

拉白沙罗广场（大班2商业中心）、NZX商业中心、哥打白沙罗 

PJU5科技园（TamanTeknologi)、哥打白沙罗第4区、第5区、第6 

区、第7区、第8区、PJU6及PJU7。

泊车费为每小时60仙，•日票为5令吉及月票为100令吉，市 

民可以使用泊车固本或精明雪兰莪泊车（Smart Selangor Parking) 

手机应用程式缴付泊车费。

上班族用手機App買月票

有驾驶人士在挡 

风镜内置放固本，但却 

忘了刮下当天日期及时 

间-

^5^访的民众指出，在商业区泊 

车，缴付泊车费是理所当然的 

事，有者甚至以为除了星期六及日外， 

在所有商业区的公共停车位泊车，都必 

须付停车费。

上班族表示，因为长期在该区泊 

车，因此以手机应用程式购买100令吉 

的月票，无需天天付费或购买固本。

受访商家表示，市政厅执法人员在 

征收泊车费首日下午，即前往该区执法， 

并开出不少罚单给无缴付泊车费者。

他们希望当局给予时间适应，可在 他们希望当局给予时间适应，可在 

-周后才来执法，他们也会通知顾客记 

得付泊车费。

驾驶人士已开始在阿拉白沙罗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已于11月I2日在

广场使用固本缴付泊车费。 废车上张贴警告的贴子，惟至今仍未拖
走车辆。

用Smart付費方便
林先生（26歲，客服人貝） 

“我偶尔会来阿拉白沙罗广 

场，•直以为在灵市范围的商业区 

都要缴付泊车费，却不知道原来这 

里刚开始收费。

其实在公共停车位泊车缴付泊 

车费是正常事，之前前往灵市SS2等 

地，我都会付费。

如今不管在哪个地区，都可通 

过雪州精明泊车的手机应用程序付 

费，非常方便。”

商業區徵泊車費合理
辜先生（28歲，手機飾品店主管）

“我认为在商业区征收泊车费是合 

理的，我也已经通过雪州精明泊车手机 

应用程式，购买100令吉月票，方便泊 

车，无需再每天缴付泊车费。

这里在早上至午餐时间会出现许多 

人潮，车辆会双重泊车，顾客也有说难 
找车位。

在^实征收泊车费首日，就看见有 

执法人员来抄牌，大家应该也不敢不缴 

付泊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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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維護殘障人權益
楊巧雙：明年底呈國會

杨巧双（中）参与残障 

人士在妇女部旁的草场举办 

的休闲活动。

(布城3 n讯）残障人士法 

令预料将会在明年12月提呈国会 

-读，以更全面地维护残障人士 

的利益，包括探讨如何让企业和 

民众遵守残障人法令。

妇女及家庭发展部副部长杨 

巧双说，残障人士认为，这项法 

令虽然起了醒觉作用，却由于没 

有人力和执法权，以致遵守与否 

都不会被罚款，因此觉得缺乏效 

率。

有鉴于此，该部已成立一支 

25人的残障人士法令修订特别项 

目队，来探讨法令修订问题。

她说，这支由各部门，专业 

团体、学术人员和非政府组织组 

成的队伍会在明年1月开始展开6 

个月的会议，并预订在明年杪呈 

H会以通过一项更全面的残障人

士法令。

杨巧双是替代副首相兼妇女 

部长拿督斯里旺阿兹莎为在妇女 

部举行的残障人士休闲活动后， 

向记者发表谈话。

此外，由于副揆出访东海岸 

水灾区而缺席，杨巧双在代读其 

演词时说，这支队伍将负责制定 

草案，并呈交总检察署审核，与 

各政府部门进行咨询会议，以及 

展开巡回汇报。

她补充，该队将会根据国会 

议员的意见来改善草案。

近55万人向福利局登记

她也说，配合残障人日庆 

典，国家基础建设公M]将会在本 

月7日至8日为残障人提供免费服 

务，残障人只要出示残障人卡，

就能免费乘搭捷运、轻快铁和单 

轨火车。

除此之外，残障人士从今门 

起至星期犬（8日），也可以免 

费参观国家博物院，国家両廊， 

而国家科学中心则提供全年免费 

人场。

另外，杨巧双说，截至6月 

为止，已有54万9554人向福利局 

登记，当局希望残障人士速向福 

利局登记，当局预料在拨款到手 

后，残障人卡因为技术问题和打 

印机不足，而延迟发出的问题W 

以解决。

她说，残障人也可凭此卡 

申请国家建设公司的特许卡，以 

享有50%的车费折扣，n前已有 

9504人拥有此卡，但只有2738人 

是活跃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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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黨適耕莊支部

1月18辦籌款晚宴
(适耕庄3日讯）为了贯彻希 

望联盟政府党政分家的新政治气 

象，民主行动党适耕庄支部将于明 

年1月18日（星期六）晚上7时，在 

适耕庄区州议员服务中心前广场主 

办“希盟领航，迈向辉煌”政治演 

讲筹款晚宴。

雪州议长兼适耕庄区州议员黄 

瑞林表示，筹款晚宴是其支部和服 

务中心的常年活动，每年筹获的款 

项用于服务中心运作经费、援助选 

民拨款及捐助学校等，例如去年用 

于扩充服务中心和育群华中的新校 

舍工程。^

目标设立超过300席

“希盟政府强调党政分家，政 

党不应挪用政府的税收，政府所给 

予的拨款，也不应花在政党身上， 

因此我们透过筹款晚宴，筹募政党 

的活动经费，才能保证每一笔税 

收，都尽可能花在人民的身上。”

他指出，往年的筹款晚宴都宴 

开超过300席，今年同样把目标设 

立超过300席，地点•样，演讲嘉

宾包括能源科艺环境部长杨美盈、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国会下议院副 

议长倪可敏、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 

章钦及黄思汉等。

他日前召开“希盟领航，迈向 

辉煌”筹款晚宴会议后，带领团队到 

丹绒加弄展开第一场卖票活动时表 

示，透过与选民接触的卖票过程，的 

确感受到人民对联邦政府的不满， 

包括部分新政策、各党领袖之间的 

争吵，与希盟实践大选宣言的进度， 

这点需要联邦政府持续改善。

“我们理解人民对政府的不 

满，但也希望大家继续保持耐心， 

我们会依据人民的意见，继续修正 

现有的政策，与改善政党之间的沟 

通，重建国家没那么容易，但我们 

会想方设法做到最好。”

他重申，走过10年执政岁月 

的雪州政府表现稳定，如今也开始 

修正福利政策，确保真正符合资格 

者获得援助，遥想刚开始接管政权 

时，同样因种种问题导致绑手绑 

脚，但稳住阵脚后也成为各州政府 

的模范，也是如今联邦政府可学习 

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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仏小 下最後通 口

黨員違紀會被對付
(吉隆坡3日讯） 

公正党通讯主任法米指 

出，该党下了最后通 

告，提醒党员不要做任 

何违反该党纪律的事 

怙，以免被采取行动。

他强调，根据公正 

党党章，只有-个正式 

的公正党代表大会，即 
定于本月5至8日在马六

甲举行的代表大会；目 

前为止，代表大会的进 

展十分顺利，预计会有 
逾2600名党员出席。

他认为，党领导的 

坚定立场是维持领导者 

和成员遵守纪律的主要 

因素，因此他也提醒广I 

己要保持道德操守。

他说，对于违反纪

律的党员，该党可采取 

许多纪律处分，而详情 

可能需要咨询委员会或 

领导人〇

也是班底谷区国会 

议员的法米今日与联邦 

直辖区部长卡立沙末及 

吉隆坡市长诺希山，巡 

视班底谷甘榜格灵芝C座 

人民组屋电梯维修后的 

状况时，被媒体问及公 

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计划于本周 

六与日举办另#大会 

-事时，这么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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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盔黨今讕mm
關■

余秘葉 m1瞩

(吉隆坡3日讯）公正党将 

在明天召开酝酿已久的“和解会 

议％

公正党消总人士告诉星洲日报，公 

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派系 

的两名调解人已在昨天会见公正党主席 

拿料斯里安华，要求安华单独与阿兹敏 

派的票选中央理亨会面，希望借此化解 

彼此的误会和放下恩怨。

这两名调解人分别是公正党副主席 

蔡添强和中央理事西华拉沙。

消息人士说，蔡添强和西华拉沙向 

安华开出会面条件，要求安华单独会见 

中央理事，不要有其他人在场，大家开 

诚布公说出心里的不满。

安华提反建议

不过，消总人士表示，安华愿意 

会见这些党领袖，但他不冋意对方设下 

条件，并且建议召开一项特别政治局会 

议，要求这些领袖包括阿兹敏和副主席 

祖莱达出席会议3

这项“和解会议”或特别政治局会 

议将在明天傍晚5时在国会的副首相办 

公室召开。

据了解，截至下午5时，阿兹敏派 

系仍未N应是否出席这项会议6

阿兹敏派另办聚会

另-方面，阿兹敏派虽然要求和 

解，却在党代表大会期间，江吉隆坡 
_\_latic Saloma餐厅另外举办一场大聚会。

蔡添强和社运分子希山慕丁莱斯 

通过Whatsapp邀请党员在7日晚上7时30 

分，出丨Yi江吉隆坡Matic Saloma餐厅举行 

的聚会讯息，已在社交媒体流传。

消息人士认为，据他接到风声，阿 

兹敏极大可能不会出席本周六在马六甲 

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不过，也有消息指，若安华及阿兹 

敏能否达成初步和解，让两派人马齐齐 

出席全国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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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福星（后排左）指太太钱玉雅（后排右）骤逝，无法回家而深感遗憾。图 部分房屋在当年i

为钱玉雅生前与家人举字牌，表达思念家园的心情。（档案照） 坏居民。（档案照）

被迫遷3年等賠償修復 ^

鼸玉雅驟逝豕
萬撓團結花園 

報道►蘇俐嬋
(八打灵再也3日讯）2016 

年因河堤崩裂，万挠团结花园 

的家园出现裂痕与下陷，居民 

钱玉雅•家人被迫迁至万挠新 

村租屋，3年以来日思夜想尽快 

回到安乐窝，但钱玉雅日前骤 

逝，最终还是回不了家，使家 

人留下遗憾。

钱玉雅的丈夫张福星（48 

岁）指出，太太（48岁）生前 

都期盼能够尽快回到万挠团结 

花园的住家，如今却带著遗憾 

离世〇

他说，之前动过手术的太 

太是于上个星期五早上不慎跌 

倒，身体痛楚导致心脏衰歇而 

不幸离世，身边亲友接获突如 

其来的噩耗，都深感悲痛和不 

舍。

他表示，家人已处理太太 

的身后事，并于上星期日（1 

日）举殡C

州政府指须自费修复

张福星说，他们的房子是 

因为河岸崩塌才崩裂，因此政 

府必须做出赔偿和修复。

他表示，奈何政府在事发 

-年后才派员指居民必须自费 

修复住家，使他对州政府感到 

非常失望。

“我的房屋后方崩裂，地 

底下都呈空，需要花费数万令 

吉维修。由于缺乏经济能力， 

没有能力修复，所以目前唯有 

打算继续租屋。”

对住家充满思念

“雪州政府提供为期一年 

半的380令吉的租房津贴，之后 

都是我们自掏腰包付费。我们 

租的房屋月租为380令吉，有的 

灾黎租的租金更高:、”

他还牢记发生崩塌的事 

件是2016年11月25日，时隔3 

年后，他早前才问孩子有何感 

受，孩子们都在A板上写上感 

想，大家都对住家充满思念。

然距离住家和租住的 

房子距离仅有1公里之遥，不过 

那毕竟是自己的家园，孩子也 

经常问何时可以重返家园？因 

为他们跟友族邻居都已打成-- 

片3，，

张福星和钱玉雅夫妇育有 

3名孩子，即子阳（13岁）、佩 

华（11岁）及子房（9岁）。

蔡伟杰：

居民可找律师追讨责任

公正党万挠州议员蔡伟 

杰指出，州政府于2017年进行 

土地测试，发现危楼的发生不 

是河堤工程所致，而是下陷的 

部分以前是河流，惟发展商用 

泥土填补后，底下还是存有暗 

流，因此不符合标准。

%、

r,

蔡伟杰（中）曾于今年4月杪巡视河堤工程，并呼吁灾黎成立 

行动委员会，以统一向相关单位提出要求和采取法律行动。（档 

案照）

他们已采取行动，并建 

议居民自己找律师向发展商 

采取法律行动追讨责任。

他表，士拉央国会 

议员梁自坚曾向居民提供协 

助、另一次则是提供律师免 

费咨询服务，惟居民都缺乏 

配合。

蔡伟杰指出，他们在这 

起事件上尽力协助，并且亲 

临现场好几次，由于找律师 

也需要文件，因此居民的合 

作非常重要。

“无论如何，我们提供 

服务的大门都会一直打开， 

我们都会尽量协助:”

另外，蔡伟杰表示，据 

了解，目前已有大约4、5户 

居民自费修复家园:

由
河堤地陷致9屋崩裂

于河堤提升工程导致河 

岸决堤，万挠团结花园 

20路共有9屋在2016年_11月25日下 

午约2时30分发生崩裂，至少2间 

排屋下陷达1.5公尺深，排屋和厨 

房断成两截，另有3间排屋的底部 

©挪直吞狀本

S据报告，从河堤开始发生 

地陷的受灾区有60公尺宽、1.5公 

尺深，距离崩裂的排屋则仅有15 

公尺。

州政府先拨款75万令吉在100 

公尺宽的决堤处置人12公尺长的 

钢骨和填土，巩固地基，后再拨 

550万令吉修建河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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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巴士不“精明”？
扪心自问，你多久没在本地乘搭公共巴士了？

公共巴士是最基本廉宜的公共交通，也是很好的代步 

工具，但以现有的公巴条件，能吸引到多少人乘搭？

雪州精明巴士自2015年开跑以来，目前已拥有43个路 

线及138辆巴士，在雪州各地方政府投入运作，提供免费 

的巴士服务。

然而，甫出炉的《2018年第二系列总稽查司报告》揭 

露雪州精明巴士6项缺点，服务素质有待改善。

精明巴士存有的缺点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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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有效宣传等。

同时，精明巴士的乘搭人次备受质疑，欠缺数据证明 

乘搭量，稽查司报告揭露在42辆巴士中，仅有15辆安装计 

算乘客系统。

在这个大数据时代，大部分的精明巴士仅让乘客上车 

下车，没有作出统计，欠缺数据支撑，难道以肉眼看见的 

情况为准？

为此，雪州政府有意改用新机制，让国人凭大马卡乘 

搭，以收集乘客数据。惟要如何使用大马卡搭精明巴士？ 

执行起来是否能更“精明”？

雪州政府致力改善服务水平，包括将逐步更换现有的 

传统柴油巴士至电动巴士：然而过去曾采用电动巴士投入 

运作，却因种种问题而改用回传统柴油巴士，未来应吸取 

经验采用更完善的电巴系统来运作。

除了改善巴士“本体”的素质，其他软硬体设 

备也必须提升，包括改善必须日晒雨淋及地理位置 

有欠理想的巴士候车亭，如何让民众轻易掌握班 

车时间及路线，加强衔接性等，这些都是州政府 

必须关注的。

现有的设备不尽完善，要真正达到“精 

明”的称号，仍须继续努力，才能趋向更精明 

化的公交设备，同时也加强巴生河流域大公交系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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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來賢：非爲難人民

灌輸環保重要性
媒體伙伴

|叫0板
(首邦市3日讯）掌管雪州环 

境、绿色工艺、科学、工艺、革 

新及消费人事务的行政议员许来 

贤指出，雪州政府推出的减塑运 

动及措施不是要为难人民，而是 

借此教育子民环保的重要性，也 

希望所有子民能与州政府配合， 

一起减少使用塑料用品:

他说，灌输人民不使用塑料的观 

念是…个长期运动，而非•两年时间 

就能完成，而州政府也希望通过教育 

性活动，提醒大家塑料破坏环境的严 

重性。

他强调，州政府并不是立即禁用 

塑料，而是通过宣传唤醒大众环保意 

识，给予时间改变态度及习惯；当到 

了合适的时间，也就是大众都已习惯 

不使用塑料后，才会宣布禁用塑料。

他补充，州政府也不会采取罚款 

的措施，呼吁民众无需对减用塑料- 

事感到担心。

料
许;

1

:来贤是在今日出席在
"empire shopping

GALLERY举行的“雪州政府减塑 

运动”时，如是表示；星洲日报是 

媒体伙伴。

他指出，雪州政府是全马首 
个推行免用塑料袋的州属，从2009 

年开始，商家在每个星期六不提供 
塑料袋，并于2017年开始扩展至每 

天，以鼓励民众携带环保袋购物。

他说，州政府也从今年1月开 

始，所有政府部门及建筑物不再使 

用一次性的塑料品，同时也推行不 

主动提供塑料吸管的措施，希望大 

众能跟随州政府的步伐，减少使用 

塑料

“塑料对环境造成污染，不仅 

是对土埋场，也包括对河流及海洋 

造成严重的破坏。”

塑料污染致渔获减

许来贤指出，渔产量日渐减 

少，主要还是塑料污染所造成：

他说，鱼类吃了这些塑料而死 

亡，而人类也将这些鱼类吃下，对 

人们的健康造成威胁；人类面对的 

疾病越来越多，接触及吸收了塑料 

分子或是其中一原因。

他也说，明年开始，购物使用 
塑料袋的20仙污染费将由州政府征 

收，包括通过12个地方政府向商家 

征收这笔费用。

他也说，州政府也将会在下 

星期与地方政府及业者商讨有关事 

项。

许来贤（左五）联同主办单位及 

所有嘉宾为减塑运动主持启动仪式。 
左起为张文俊、陈疋孙、黄国荣及陈 

鼎翰；右起为刘沁盈、黄燕婷、郑章 
萍、依斯哈及陈联发

雪政府減塑運動

6及20日2地舉行

这
场由雪州政府主催，雪隆贩 

商公会联合会主办的 “雪州

政府减塑运动”已来到第二场，接下来 

将会在12月6日（星期五）上午11至下 

午2时在皇冠城BMC广场，以及12月20 

日（星期五）上午11至下午2时在巴生 

巨盟批发城，举行第三场及最后一场运 

动。

这项运动也获得马来西亚批发商总 
会、雪州华小校长理事会及巴生国际青 

年商会作为支持单位。

活动上除了推广环保及减少使用塑 

料的观念之外，同时也举行填色比赛， 

开放给■年级至四年级，共50名学生参 

与。比赛冠亚季军均分别可获得100、 
80及50令吉的奖金，另外还会选出7份 

优秀奖，每名得奖者可分别获得30令吉 

奖金。

50名参加 

填色比赛的学生 
认真为图画填上 

色彩〇

—现场设有环 
保产品摊位，为公 

众介绍可取代一次 
性塑料品的环保用 

品。

送4千份紙吸管
黃燕婷（EcoPack Malaysia項目總監） 

“我们通过这次的活动送出4000份 

纸吸管，希望借此推广纸吸管，也让大 

众认识除了不锈钢吸管之外，还有另-- 

个选择是以纸吸管取代塑料吸管。

我们的公司是于今年5月成立，我 

们的产品都是可降解的食物包装及用 

具，其中包括纸吸管，也是全马首间生 

产纸吸管的公司。目前也有珍珠奶茶业 
者向我们拿货，以纸吸管取代。”

贊助環保用品
劉;'心盈（Ecofriend Marketing 

(Selangor ) Sdn Bhd代表)

“公司刚成立时，民众的环保意 

识还不是很高，但是现在已有越来越 

多人使用环保用品。

我们公司已有10年以上，主要是 

出产环保产品为主，这次也赞助这项 

运动各种不一样的环保用品，包括环 

保袋、饭盒、吸管及以麦壳制成的随 

行杯等a ”

陳聯發：
每人每天製造1kg垃圾

►隆贩商公会联合会主席陈联 

'发指出，因为塑料袋的方 

便，现今人们已不再使用菜篮到巴刹 

买菜；数据显示，每人平均每天会制 

造1公斤的垃圾，当中包括无法分解的 

塑料袋、-次性饭盒及吸管。

他说，这些无法分解的垃圾在堆 

积下，将会对环境及其他生物造成严 

重的影响，因此他决定推行此塑料运 

动，以行动表达对环保的支持。
他也呼吁公众都能尽自己的一分 

力，减少使用塑料用品，为保护地球 

尽一分力。

出席者包括星洲日报中马区副总 

经理郭富广、星洲日报大都会主任陈 
鼎翰、雪州华小校长理事会主席陈疋 

孙、马来西亚批发商总会副会长拿汀 

郑章萍、巴生国际青年商会署理主席 

张文俊、雪州经济策划单位助理总监 
依斯哈、EcoPack Malaysia项目总监黄 

燕女爭、Ecofriencl Marketing ( Selangor ) 

Sdn Bhd代表刘沁盈及Empire Holding 

Sdn Bhd代表黄国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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