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langor, WAO
jalin usaha wujud
komuniti selamat
Petaling Jaya: Selangor tampil
sebagai negeri pertama meng-
gembleng usaha bersama Pertu-
buhan PertolonganWanita (WAO)
bagi mewujudkan pendekatan
bersepadu pihak berkepentingan,
sekali gus membina komuniti
yang lebih selamat.
Pengerusi Jawatankuasa Tetap

Kesihatan, Kebajikan, Pemberda-
yaanWanita danKeluargaSelang-
or, Dr Siti Mariah Mahmud, ber-
kata negeri ini dilaporkan men-
catatkan kes keganasan rumah
tangga tertinggi, iaitu 27 peratus
daripada keseluruhan diterima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KM) sehingga Jun lalu.
Katanya, bermula Oktober lalu,

ada lokasi sudah dikunjungi iaitu
Selangor, Klang, Kuala Selangor
dan Petaling Jaya.
“Kita bersama WAO berjumpa

wanita ke pusat perlindungan un-
tuk mendengar sendiri keluhan,
meninjau kemudahan di pusat ke-
ganasan sebelum berperanan se-

bagai kumpulan penggerak.
“Pendekatan rundingan meja

bulat bersama pihak berkepenti-
ngan sentiasa menambahbaik
konsep komuniti selamat dan
pada Januari depan, program ini
diharap diperluaskan ke lima dae-
rah di negeri ini,” katanya selepas
merasmikan Bengkel Komuniti
SelamatBersepadu (KSB) anjuran
WAO bersama pertubuhan bukan
kerajaan (NGO), baru-baru ini.
Yang turut hadir, Ketua Pem-

bangunan Kapasiti WAO, Melissa
Akhir.
Bengkel itu dilaksanakan da-

lam empat peringkat, iaitu ber-
mula dengan penilaian ringkas
keperluan komuniti, bengkel pe-
ngenalan KSB, graduan KSB di-
bimbingmenjadipenggerakTeam
TINA, iaitu aplikasi WhatsApp
untuk dihubungi mangsa pende-
raan serta yang terakhir peman-
tauan sistem rujukan melalui
rundingan membabitkan pelba-
gai pihak berkepentingan.

KesungguhanWAObergerak ke
akar umbi dan menjadi pasukan
pemantau yang menambah baik
modul amat dialu-alukan.
“Kerajaan Selangor akan mem-

bentangkan modul itu kepada Ke-
menterian Pembangunan Wanita,
Keluarga dan Masyarakat. Kita
berharap ia boleh diperluaskanke
negeri lain,” katanya.
Melissa berkata, WAO akan te-

rus menjalankan program outre-
ach dan bengkel mengenal kega-
nasan rumah tangga kepada
orang awam, responder pertama
dan serta ketua komuniti.
“Fokus ini termasukmerekago-

longan isi rumah berpendapatan
40 peratus terendah (B40) dan me-
reka di kawasan pedalaman.
“WAO menyasarkan kerjasama

dalam komuniti untuk melaksa-
nakan ‘Projek Komuniti Selamat
Bersepadu’, bertujuan mengelak-
kan dan memerangi keganasan
rumah tangga.
“Dengan sokongan kerajaan ne-

geri dan berharap dapat memper-
kasa hubungan antara komuniti
serta menambahbaik sistem mak-
lum balas dan rujukan bagi ke-
ganasan rumah tangga,” katanya.
WAO berharap dapat memban-

tu mewujudkan rangkaian pusat

perlindungan krisis bagi wanita
dan kanak-kanak mengalami ke-
ganasan rumah tangga.
“Hal ini akanmeningkatkanak-

ses keadilan dan melindungi hak
wanita dan kanak-kanak. WAO
komited dalam usaha kerjasama
dengan kerajaan Selangor dalam
melaksanakan Projek Komuniti
Selamat, demi kepentingan ra-
kyat Selangor,” katanya.
WAO ditubuhkan pada 1982 me-

nyediakan kaunseling, rumah
perlindungandansokongankrisis
percuma kepada wanita dan ka-
nak-kanak yang mengalami pen-
deraan.

Dr Siti Mariah (dua dari kanan) berucap pada Majlis Pelancaran Bengkel Komuniti Selamat Bersepadu di Petaling
Jaya, baru-baru ini. (Foto Azhar Ramli/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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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 rela digelar pengkhianat
Azmin,
penyokong
anggap
tuduhan
keterlaluan

Mohamed Azmin bersama penyokong melaungkan slogan ‘reformasi’ pada Majlis Makan Malam Wawasan
Kemakmuran Bersama 2030 di Kuala Lumpur. (Foto Syarfaiq Abd Samad/BH)

Kuala Lumpur: Timbalan Pre-
siden PK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dan penyokongnya ti-
dak rela digelar pengkhianat oleh
sebilangan pemimpin dan ahli
parti itu.
Berucap penuh beremosi di ha-

dapan kira-kira 5,000 ahli dan
penyokongnya di ibu negara,
Menteri Hal Ehwal Ekonomi itu
berkata ungkapan itu begitu ke-
terlaluan.
“Selepas 20 tahun kita berju-

ang, dipenjarakan. Tiba-tiba ini-
lah dia pengkhianat. Cis! berde-
bah kau!
“Kamu belum kenal Azmin Ali

ye. Parti ini bukan dibina satu
orang.Parti inibukandibinasatu
keluarga, parti ini dibina oleh
rakyat.
“Sebab itu sayaamatkesal.Ada

dua tiga kerat, nama pun bukan
macam orang Malaysia. Kamu
pengkhianat kepala bapak kamu!
Jangan hina sumbangan ramai,”
katanya berucap padaMajlis Ma-
kan Malam Wawasan Kemakmu-
ran Bersama, semalam.
Hadir sama, Naib Presiden

PKR, Zuraida Kamaruddin, Tian
Chua dan Ali Biju; Ketua Wanita
PKR,HanizaTalha, TimbalanKe-
tua Angkatan Muda Keadilan
(AMK), Muhammad Hilman Id-
ham serta Menteri Besar Selang-
or merangkap ahli Majlis Pim-

pinan Pusat (MPP), Amirudin
Shaari.
Azmin jugamenggunakan pen-

tas jamuanmakanmalam itu un-
tuk mengkritik presidennya, Da-
tuk Seri Anwar Ibrahim secara
terbukayangdisifatkannya gagal
mengawal ahli parti sendiri.
“Kita bina parti ini bukan un-

tuk mengampu. Kita bina untuk
lahirkan Malaysia baharu. Kita
lahirkan reformis bukan pe-
ngampu. Kalau nak bahas boleh
bahas. Kalau takut tak boleh di-
kritik, kepala otak kamu!
“Dengan (Tun) Dr Mahathir

(Mohamad) aku lawan dulu. De-
ngan Pak Lah (Tun Abdullah Ah-
mad Badawi) aku lawan wa-
laupun dia lebih mudah. Dengan
(Datuk Seri) Najib (Razak) lagi
aku lawan.
“Dengan (Datin Seri) Rosmah

(Mansor) musuh nombor satu
pun lawan. Ini cicak mengka-
rung, tak ada masalah,” katanya.
Beliau juga kesal dengan pe-

nyampaian perbahasan sepan-
jang Kongres Nasional PKR yang
disifatkan tidak berkualiti lang-
sung dan hanya menyentuh isu
yang tiada standard sebagai se-
buah parti kerajaan.
“Sebagai timbalanpresiden, sa-

ya rasa malu kualiti pembahas
yang dipilih MPN (Majlis Pim-
pinan Negeri) tidak ada kualiti
pembahas. Ini (kongres) bukan
ceramah politik. Ini kongres par-
ti kerajaan yang memerintah.
“Saya tidak mahu memimpin

sebuah parti yang penyokong
tiada kualiti. Sayamahu jadi tim-
balan presiden kepada sebuah
parti dimana pemimpin ada akh-
lak. Jangan cakap tak serupa bi-

kin hanya bicara soal kemiski-
nan. Faham ke?
“Jangan jadi munafik. Saya

tiada masalah kalau tiada per-
wakilan nak tegur saya mengapa
dengan masalah nelayan tidak di-
tangani. Apakah dasar (kerajaan).
Saya tiada masalah,” katanya.
Sementara itu ditemui media

selepas majlis, Azmin memberi
gambaran supaya semua ahli
PKR membuka ‘buku baharu’
dan mengorak langkah ke depan
sebagaiparti lebihkuatmenerusi
kepimpinan sedia ada.
Percaturan itu sekali gus me-

nolak kemungkinan Ahli Parli-
men Gombak berkenaan akan
mengambil keputusan nekad un-
tuk keluar daripada PKR danme-
nubuhkan parti baharu seperti
diuar-uarkan segelintir pihak se-
belum 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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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a hari kutip lapan tan sampah
KLANG - KDEB Waste 
Management Sdn Bhd ber-
jaya mengutip sebanyak la-
pan tan sampah dalam tem-
poh lima hari menerusi 
Projek Breath New Life di 
Kampung Bagan Hailam 
semalam.

Ketua Pegawai Ekseku-
tifnya, Ramli Tahir berkata, 
kerja-kerja pembersihan 
tersebut adalah sukar dan 
rumit berikutan kedudukan 
kampung berkenaan yang 
terletak bersebelahan de-
ngan muara pantai.

Menurutnya, pihaknya 
perlu menggunakan jentera 
khas yang terapung bagi me-
ngutip dan membersihkan 
sampah-sampah berkenaan.

“KDEB telah diarahkan 
oleh kerajaan Selangor un-

Sze Han (dua dari kanan) dan Ramli (tiga dari kanan) melakukan 
pemantauan sampah di Kampung Bagan Hailam semalam.

tuk membersihkan seluruh 
kawasan perkampungan 
berkenaan dan menerusi 
kerja yang dijalankan, kita 
dapati terdapat pelbagai je-
nis sampah dibuang di sini,” 
katanya kepada pemberita 

selepas program berkenaan 
di sini semalam.

Hadir sama Exco Kera-
jaan Tempatan, Pengang-
kutan Awam dan Pemba-
ngunan Kampung Baru 
Selangor, Ng Sze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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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ai bila perlu pertaruh nyawa’
Jalan di 

Kampung 
Lombong rosak, 

bahayakan 
pengguna

NUR FARHANA ABDUL 
MANAN

SHAH ALAM

P enduduk Kampung 
Lombong Seksyen 29 
di sini mendesak Men-

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
din Shari turun padang me-
lihat sendiri jalan utama 
kampung berkenaan yang 
didakwa rosak teruk dan 
berlubang besar sehingga 
membahayakan pengguna 
jalan raya. 

Keadaan jalan di Kampung Lombong Seksyen 29, Shah Alam yang rosak teruk dan mengundang bahaya 
kepada pengguna.

Penduduk, Ahmad Is-
madi Omar, 45, menggam-
barkan kerosakan jalan de-
ngan lubang sebesar ‘kawah’ 
seperti keadaan terkena 
bom dan lebih membahaya-
kan apabila pengguna ter-
paksa beralah dengan lori 
hantu yang turut menggu-
nakan laluan sama diperca-
yai ke kawasan pembinaan.

Menurutnya, pernah 
beberapa kali penunggang 
motosikal terhumban ke 
permukaan jalan pada wak-
tu malam kerana tidak pe-
rasan kewujudan lubang di 
tengah laluan.

“MB (Menteri Besar) 
tolonglah bantu kami di sini 
percepatkan buka jalan yang 
baharu dibina itu. Sekarang 
ini kami pertaruh nyawa 
setiap hari lalui satu-satunya 
jalan keluar masuk kam-
pung.

“Beberapa hari lepas, ada 
tayar kereta bocor terlanggar 
lubang yang dalam dan ta-
jam pada waktu malam. 
Laluan utama ini gelap, me-
mang tak nampak lubang 
sebesar kawah yang merata-

rata di atas jalan,” katanya 
ketika ditemui di sini sema-
lam.

Jalan tersebut merupa-
kan satu-satunya laluan pen-
duduk Kampung Lombong 
ke Puchong, Saujana Putra, 

Kuala Langat, Klang atau ke 
Shah Alam.

Walaupun terdapat jalan 
baharu yang dibina bersebe-
lahan laluan sedia ada na-
mun sehingga kini ia masih 
belum dibuka dan pendu-

duk juga tidak mengetahui 
bila jalan tersebut dapat ber-
operasi. 

Seorang lagi penduduk, 
Aini Juwita Mat Deris, 33, 
berkata, penunggang moto-
sikal khususnya terpaksa 
mempertaruhkan nyawa 
mereka melalui jalan itu se-
tiap hari kerana tiada pilihan 
lain.

“Selain perlu hadap jalan 
rosak, kami geram terpaksa 
pula beralah dengan lori 
yang ‘makan jalan’ tak mem-
pedulikan kenderaan kecil 
ketika melalui jalan itu.

“Hanya sekali saja laluan 
ini lengang, langsung tiada 
lori dan kenderaan berat, itu 
pun bila anggota penguat 
kuasa berkumpul di laluan 
itu menyebabkan lori-lori 
besar membawa muatan 
tanah dan pasir tidak masuk 
ke jalan berkenaan,”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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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min kesal 
digelar pengkhianat

Timbalan Presiden 
pertikai tindakan 
Anwar gunakan 
sejarah Si Kitol 
dalam ucapan

T imbalan Presiden Parti Keadilan 
Rakyat (PKR), Datuk Seri Mo-
hamed Azmin Ali mempertikai-

kan tindakan Datuk Seri Anwar Ibra-
him menggunakan sejarah Si Kitol 
dan Raja Mendeliar ketika berucap 
pada Kongres Nasional PKR 2019 di 
Melaka kelmarin.

Menurut Azmin, banyak lagi se-
jarah lain yang boleh dijadikan con-
toh selain watak yang digambarkan 
sebagai pembelot yang membawa 
kepada kejatuhan kerajaan Melaka 

Azmin berucap pada majlis makan malam Wawasan Kemakmuran Bersama 2030 di Hotel Renaissance di Kuala Lumpur semalam.

KUALA LUMPUR 

di tangan Portugis.
“Kalau nak baca sejarah, kita ada 

seribu satu sejarah yang lain. Kenapa 
nak baca sejarah yang boleh meme-
cah perpaduan dalam  parti,” katanya 
pada majlis makan malam Wawasan 
Kemakmuran Bersama 2030 di Ho-
tel Renaissance di sini semalam.

Turut hadir, tiga Naib Presiden 
PKR iaitu Zuraida Kamaruddin, Tian 
Chua dan Ali Biju, selain Ahli Majlis 
Pimpinan Pusat (MPP) PKR, R Siva-
rasa; Ketua Wanita PKR, Haniza 
Mohamed Talha; Timbalan Ketua 
Wanita PKR, Dr Daroyah Alwi; Tim-
balan Ketua Angkatan Muda Kea-
dilan (AMK), Muhammad Hilman 
Idham dan bekas Timbalan AMK, 
Dr Afif Baharudin. 

Azmin berkata, beliau kesal ke-
rana setelah 20 tahun berada dalam 
perjuangan parti itu, akhirnya beliau 
kini digelar pengkhianat. 

“Pada 4 April 1999, saya berada 

di dewan ini (Hotel Renaissance) 
sebagai salah seorang yang terpang-
gil membela PKR. Bukan saya seo-
rang tetapi Tian Chua, Zuraida, Si-
varasa, Kamarudin pun ada dalam 
dewan ini. 

“Tetapi setelah 20 tahun pada 7 
Disember 2019, saya digelar peng-
khianat.  Yang menggelar saya peng-
khianat, tiada pun dalam dewan ini. 
Yang menghalau saya, baru kenal 
PKR dua hari yang lalu,” katanya. 

Azmin turut kecewa dengan apa 
yang berlaku dalam parti yang dibina 
rakyat itu.

“Ada dua tiga kerat yang nama 
pun bukan macam nama orang Ma-
laysia. Wah akulah reformis, akulah 
pejuang, kamu pengkhianat. Kepala 
bapa kamu!

“Kamu belum kenal Azmin Ali. 
Ya, aku tenang. Tapi tenang-tenang 
aku,” katanya yang mendapat sorak-
an para hadi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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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SPASSES AND SLOPE FAILURES

MALAYSIA has one of
the highest number
of slope failures in
the region.

Most of these are caused by
rapid development works and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of prop-
erty developers.
As a developer with years of
experience, when there is poten-
tial slope failure, we usually take
the followingmainmeasures:
GEOTECHNICAL consultants

are appointed to advise on the
proper course of action.
Earthwork contractors are
properly vetted for their past ex-
perience before they are ap-
pointed.
A QUALIFIED architect is ap-

pointed as the supervising offi-
cer for the whole development to
ensure that the contractor ad-
heres strictly to the terms of the
contract.
QUALIFIED civil and structural

engineers are appointed to ad-
vise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con-
struction.
IN addition to the external con-

sultants, the developer has its
own internal team to ensure that
there is no breach of the con-
ditions imposed by the local au-
thorities.
WE monitor the contractor

closely to ensure that the works
are done properly.
If the contractor trespasses or
carries out works beyond his
agreed scope of work, wewill im-

mediately know during the reg-
ular sitemeetings.
Should there be any trespass of
the neighbouring land or breach
of any terms by the contractor;
immediate actionwill be taken as
follows:
REPRIMAND the contractor.
IF the contractor persists with

the trespass, we send a notice of
suspension of works and in se-
rious cases, terminate the con-
tractor’s works.
IN view of the potential claims

by the neighbour, we will also
withhold payment of any balance
sumdue to the contractor.
As a matter of top priority, we
always ensure that our contractor
does not trespass or cause any
damage to the neighbour’s land.
This is because the neighbour
may take an injunction to stop
our works which will then have
serious consequences.
Needless to say, contractors in-
variably take instructions from
the developer, and in view of this,
the courts usually hold develop-
ers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tres-
pass.
Some developers aremotivated
by greed and have no qualms
trespassing on neighbouring
land.
To be an effective deterrent,
courts should impose heavy
penalties on developers who give
a bad name to the industry.
Usually the judge imposes only
light penalties and this makes it

worthwhile for developers to
commit such offences again as
they end up making substantial
profits even after paying the
penalties.
The time has come for devel-
opers to respect the lawful rights

of theneighbours andensure that
no damage is caused as a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especially,
where there is a high risk of slope
failure.
If the courts take a tough stand
against suchunscrupulousdevel-

opers, I am sure the number of
illegal trespasses and slope fail-
ures will be reduced consider-
ably.

VENEXIA UNG
Puchong, Selangor

Courts should take
tougher stand against
unscrupulous developers

Slope failure occurs because unscrupulous developers ignore safety rules. FILE 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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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asy end to PKR meet 
After the brawls, 
the boos and the 
blows at the PKR 
National Congress, 
party president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is still 
leaving the door 
open for his deputy 
Datuk Seri Azmin 
Ali despite calls for 
his sacking. While 
Azmin says he is 
ready to forget the 
bad blood, many 
are asking whether 
the split is at the 
point of no return 
for the party. 
> See page 4 for 
reports by R.S.N. 
MURALI, 
TARRENCE TAN 
and FATIMAH 
ZAINAL 

Anwar: I'm still open to conciliation 
No plans to dismiss Azmin despite calls from delegates who want unity 
By R.S.N. MURALI, TARRENCE 
TAN and FATIMAH ZAINAL 
newsdesk@thestar.com.my 

MELAKA: PKR president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has struck a 
conciliatory tone following calls for 
his deputy to be sacked after a walk-
out at the party's national congress. 

Despite the commotion, brawls 
and walkout which took place dur-
ing the four-day congress, Anwar 
said doors for conciliation between 
him and Datuk Seri Azmin Ah were 
still open. 

"May I quote John F. Kennedy? 
We should never fear to negotiate 
and we should never negotiate out 
of fear. 

"So, the conciliation must be an 
open process," he told reporters 
after the closing ceremony of the 
PKR National Congress at the 
Melaka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 

PKR National 
Congress 2019 

Dec 5-Dec 8 

here yesterday. 
Anwar said for now there were 

no plans to dismiss Azmin as the 
PKR deputy president. 

He said this was raised by several 
delegates but was not agreed upon 
by the party's leadership. 

"I have no problems to negotiate 
but the sentiments of the party are 
that they want unity and they will 
not tolerate those who are undisci-
plined," he said. 

Asked if he would forgive Azmin, 
Anwar replied: "I'm a forgiving per-
son. 

"But this is not a personal issue. I 
have to listen to the voices and the 
sentiments (of the delegates). 

"I have listened to their inten-

tions, so we have to give them some 
space," he said.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congress, 
several delegates called for the 
sacking of leaders, emphasising the 
need to enforce more discipline 
within the party. 

Most of them, who appeared to 
be aligned with Anwar's faction, 
also calledthe leaders "pengkhianat" 
(traitors) within the party. 

Yesterday, Azmin, along with 
other leaders aligned to his faction 
such as Zuraida Kamaruddin, 
Sivarasa Rasiah, Amirudin Shari 
and Datuk Mohd Rashid Hasnon, 
were absent from the congress. 

Only PKR vice-president Tian 
Chua was present, where he was 
jeered by delegates after delivering 
a speech in favour of Azmin. 

About 100 members walked out 
of the congress on Saturday after-
noon, claiming that the speeches 

made by delegates were mostly crit-
ical of Azmin. 

During a joint press conference 
after the walkout, Azmin took 
Anwar to task, slamming the Port 
Dickson MP for triggering personal 
attacks by delegates after he raised 
the story of Si Kitol and Raja 
Mendeliar on the history of Melaka 
in his speech. 

Anwar claimed that he was also 
invited to a dinner in Renaissance 
Kuala Lumpur Hotel with PKR lead-
ers aligned to Azmin. 

"He (Azmin) invited me two days 
ago. 

"I told him I have functions every 
Sunday night in my house," he said, 
adding that he was unable to make 
it to the dinner. 

Anwar said more than 80% of 
delegates were present during the 
congress, which "was big for me". 

He acknowledged that Azmin 

had told him during a private meet-
ing to ensure that no delegates 
would use the congress to attack 
one another. 

"But if the delegates say they 
want leaders to observe discipline 
and honour their pledges, how do 
you control that? 

"I merely wanted the delegates to 
avoid casting aspersions or person-
al attacks, which the 90% avoided, 
except when they walked out, we 
lost control of that. 

"But before that, the people main-
tained decorum in their speeches. 

"You can't expect a democratic 
party to be just a mouthpiece of 
their leaders." 

W a t c h the v ideo I'l 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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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A total 500 personnel of the Selangor State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PKNS) 
took part in the PKNS Recreation Day and Health Run yesterday morning in conjunction 
with its 55th anniversary. The 5.5km run event, which started at 7.30am, was flagged off by 
PKNS chief corporate officer Siti Zubaidah Abd Jabar. PKNS Sports and Recreation Club 
vice-president II-cum-Health Run Work Committee chairman Azilah Arshad said the 
inaugural event was to encourage the staff of PKNS to adopt a healthy lifestyle.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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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8日讯）配 

合雪州经济发展机构 
(PKXS)庆祝55周年庆典 

而举办的“2019年健康跑 

步与休闲曰”，共吸引 
500名官员参与活动，共 
同响应健康生活！

讀州经济发展机构 
“2019年健康跑步与休闲 

曰”筹委会主席阿兹拉指 
出，该机构首次举办上述 
活动，旨在鼓励所有公务 
员提倡健康生活。

jJ//； '■ '

PKNS健康跑步休閒曰

吸引500官員響應
“上述活动成功培养职 

员响应健康的生活作息， 
让他们携带家眷，一同参 
与这项每周都会展开的活 
动，同时也让他们强身健 
体。”

该项活动的马拉松运动 
全长5.5公里，由雪州经

济发展机构首席企业官西 
蒂袓百达主持挥旗礼。出 
席者还包括首席技术官沙 
里菲曼苏。

阿兹拉说，该机构希望 
能持续举办以上活动， 
并会尝试将之列为常年运 
动，而这也意味，官员参

与健康运动以维持健康生 
活的意识，已逐渐提高。

主办单位不仅为马拉松 
参赛者提供700令吉的现 
金奖，所有参加者也有机 
会参加幸运抽奖，获得价 
值2500令吉的神秘礼物。

除了马拉松之外，现场 
也有多个展览，让参与 
者更加了解雪州经济发展 
机构旗下部门的操作与资 
讯。

■ “2019年健 

康跑步与休闲A 
日”，吸引500 ^ 

名官僚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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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益山公司董事经理 

b南利坦言，该公司必 
须配合潮汐时间，出动水 
陆挖掘机在海南村沿海地 
带进行垃圾清洁工作，难 
度极尚！

他说，沿海地带的垃圾 
不仅来自渔村住家，巴生 
河、巴生港口等的垃圾， 
也会随著河流滞留该处， 
估计堆积的垃圾已有百年 
的“历史”。

“挖掘垃圾的工作，必 
须谨慎为上，需注意不触

居
民
憂
快
鐵
工
丰壬

佔
用
=/Ti
p又

施

_為0

■海水退潮时，达鲁益山公司抓紧时间，出动水陆挖掘机拐起沿海地段的 
垃圾。

莎
阿南第T区的居民担心第三快铁 

_工程，将占用当地的草场和游乐 
设施，希望州政府保障当地游乐场。

黄思汉指出，莎阿南市政厅针对第 
三快铁工程占用草场一事，曾举办一 
次听证会，并已了解当地居民的心

° “市政厅在快铁站竣工後将会保留 
有关草地和游乐场，并为之进行提升 
工程和増加游乐设施，让草场和游乐 
场的基建更完善。”

■黄思汉与各参与整洁及美化海南村计划的非政府组织成员，右7起为南利、黄思 

汉、吕清文、吕健伟及张绍栋。
收集8公噸垃圾■喚醒村民顧偉HE™

(巴生8日訊）“新呼吸”计划令 

海南村华丽大转身！自今年8月启动 

的整洁计划，成功唤醒村民照顾卫 

生清洁的觉醒，共收集了高达8公吨 

的垃圾，达鲁益山公司将继续与非 

政府组织携手，每时隔6周举办大扫 

除运动，以保持海南村整洁程度。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和新村发 
展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指出，“海南村 
新呼吸”计划是雪州政府拨款33万令吉， 
在今年8月推行首个持续清洁、美化与活 
化渔村的计划，当中6万令吉作为美化与 

活化用途，圭要由达鲁益山公司、巴生市 
议会和村民参与整洁工作，期间也有非政 
府组织加入清洁行列。

“我们在村内持续进行大扫除和美化活 
动，提高村民爱护环境的意识，而达鲁益 
山公司也在5天前，在沿海地带使用水陆 
挖掘机进行清理工作，目前共收集了 8公 

吨的垃圾。”

須持續整潔計劃

他是今日连同达鲁益山公司董事经理南 
利，巡视海南村在过去3个月“海南村新 

计划”的成果时，这麽指出。出席者包括 
新村发展协调官张绍栋、村长吕清文、乡 
管会秘书吕健伟等。

丨经过3个月持续进行的整洁计划，海南村的垃圾大幅减少，卫生环境改善许多。

他说，拥有百年历史的海南村，垃圾问 
题也伴随了约120年之久，因此必须持续 

进行整洁计划。
“相比起4个月前，海南村的变化颇 

大，除了垃圾问题明显改善，村民的卫生 
习惯也改进了许多，他们不再乱丢垃圾， 
而是将之丢进垃圾槽，再由达鲁益山公司

运送至而榄的垃圾土埋场；非常感谢非政 
府组织的参与，协助提高村民爱护环境的 
意识。”

他说，有关当局将联同非政府组织，每 
隔6周进行大扫除运动；倘若在海南村的 

实验计划取得成功，将把计划延伸至雪州 
其他的渔村，让海南村成为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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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不是個人的

♦文接封面

阿兹敏说，他和党副主席蔡添强、 
袓莱达等人于20年前在此舞厅内是创 
.党的一分子，如今20年后却被当初没 

在舞厅内的人称作叛徒。

1 V, “我没要居功，因为这个党是由大 
家所建立。我们在牢内斗争20年后， 

突然成了党的叛徒。若没有大家，这 
个党不会强大及成功。

A
 “这党不是由一个人所建立，也不 

是一个家族所建立，而是由马来西亚 
人民所建立。”

阿兹敏阿里今晚出席2030年共享繁 

y宏愿晚宴并在台上致词时，这么

Tv k说，在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入狱
«前，他就已入狱，更为了党的斗争而 

面对种种凌辱，警告其他人不要抹去 
历史，更反驳叛徒论。

另外，阿兹敏阿里以同期举行代表 
大会的诚信党为例，指诚信党主席莫 

哈末沙布在发表政策演说时，会赞扬担任正副 
部长的党领袖，代表也会辩论民生课题。

政策民生隻字不提

反观，他对公正党作为执政党，在代表大会 
上参与辩论的代表完全没有谈及政策或民生课 
题，只字不提共享繁荣愿景，却不断提出叛 
徒、离开、革除等言论，感到非常羞耻。

“我对这些由公正党最高理事会遴选出来的 
辩论者素质感到羞耻！

“我不愿领导支持者没有素质的政党，我 
要担任的是党员和领袖都有品德的党署理主 
席〇 ”

^说，他可以接受代表就他没能解决经济课 
题而批评他，不是上台以背叛、没有出席会议 
等理由批评他。

他

上

Page 2 of 2

09 Dec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A1,A6
Printed Size: 747.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4,734.99 • Item ID: MY0038116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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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太平村工業區

4为.:
-:■气

■路旁的垃圾虽无发出异味，可是会引起河流遭阻塞、水流受阻，最 

终成为黑斑蚊滋生地，引起骨痛热症。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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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之徒在市议会清理完垃圾后，再次将垃圾丟弃在 

同一地点，造成每次的清理工作仿若是"打造"新垃圾场 

给他们。

^ m

.

■

黃小0 李玉0

(士拉央8日訊）太平村工业区偏僻路段，自 

2 0多年前开始沦为非法垃圾场，每每清走垃圾 

后，却又成为不法分子的免费垃圾场，问题久 

久无法根除。

太平村村长黄国亮指出，沦为非法垃圾场的路并不属 
于士拉央市议会的道路，且原本仅是一条黄泥路，随著 
工业发展，厂家将该路铺成柏油路，可是没有路名，一 
般上只有少数懂路的村民和厂家使用，所以平时都是人 
烟稀少的路。

他带领《中国报》记者巡视该路时说，前来非法丟垃 
圾的不法分子，将整条1公里路的路旁当垃圾场，沿路 
上都布满一堆又一堆的垃圾，不过，因大部分都是建筑 
废料和广告板之类的垃圾，所以现场并无异味飘散。

本月列蚊症熱點區

黄国亮指出，尽管现场无异味飘散，也没有化学废料 
等会危害环境和生态的情况，可是，卫生情况是不容忽 
视的，因这些垃圾都弃在路旁，路旁则是衔接河流的小 
沟渠，每当垃圾阻碍了河流水流，就会变成黑斑蚊的滋 
生地。

他说，该区在本月已被列入骨痛热症热点区，不排除 
最大肇因，是非法垃圾堆滋生蚊虫。

他指出，非法丢弃垃圾的情况自多年前开始，即使是 
从前的黄泥路，依然是不法分子爱来丢垃圾的地方，如 
今厂家将道路铺好了，自然吸引更多人来丟弃垃圾，他 
也曾多次向市议会投诉。

他说，虽然该路非市议会所属，可是市议会依然有来 
清理，并在该路的垃圾堆范围围起防卫线，阻止人们再 
来丢垃圾，唯不久后却再有人倒垃圾，也不理会市议会 
在当地竖立的警告牌。

2離

的私人道路上端，有者甚 
至直接把垃圾往该处丢弃 
后放火焚烧，可是，很难

■垃圾堆除了大部分都是建筑废料， 

也有不少居家垃圾。

凌晨時分丢棄謂遐灰

昔1_想出罢们请？56鲁。、友捉到这些丢弃垃圾者的犯 
止不法继纟失在他?曰出，在多年目u，该罪证据，因他们都选择凌 

当地丢弃垃圾，村委曾合村的大路也曾是垃圾遍s时畀丨 
作监督该路进口，在数年布的情况，因地方较为偏他无辛^村委村 

前曾集合力量，强迫一辆僻，所以很多载送垃圾的民市G会作'屮奴 

载满垃圾的罗厘离开，自罗厘都爱将垃圾往村里力' 力阳十手弃g 
止匕没再见到该师野曹糕，$幸圾^和协助清理垃圾， 

厘出现。 冋题如今已角封夬，不法z可是这并非长远的方

丨―雖更丨翩_法，必彡贿更严厉的执法 
多年目丨]聘柄一名保女人地方丢弃。 才能将问题彻底伊除
员在该路路口看守，阻止他说，在该沦为腿场 1 ^ i
欲丟弃垃圾的交通工具进 

入，后来，不知何故，他

■黄国亮（左）和太平村村委锺志伟，带领本报记者巡视非法垃圾场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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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強

■蔡添强在总结时虽然面对喝 

倒彩，但仍然冷静完成总结。

(马六甲8日讯）公正党副主 

席蔡添强说，他不需要通过举 
橫幅来展示忠诚，或是表达支 

持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为第8任 

首相，现在的课题并非是第8、

9或是10任首相，而是要确保党 

员不要走向极端及危险的局面。

蔡添强今日在代表大会上进行总结时， 

一再面对台下喝倒彩，虽然如此，他依然 

冷静发表谈话。
大会议长拿督阿末卡欣提醒在场代表与 

观察员保持冷静，而台下不时有人举起

“安华第8任首相”的字牌。

蔡添强说，安华任相不应成 

为大会的议题，因为这已经是 

希盟的共识，然而大部分参与 

辩论的代表却一再以安华任相

他挑战大家，他说，20年 

前，公正党创党初期，在街头 

斗争，什么都没有，面对的是 

镇爆队及法令对付，当时谁敢 

喊支持安华？但如今在舒适的 

地方了，纷纷喊安华万岁。

勿走向極端危險局面

“以前安华坐牢，旺阿兹莎 

领导党，还有其他的领袖包括 

署理主席阿兹敏阿里给予协 

助，都没有发生杯葛事件。” 

蔡添强一提到阿兹敏阿里， 

台下就传来嘘声，这时候安华 

也站起来，大会议长再次提醒 

代表与观察员保持冷静，并尊 

重党主席，让大会可以继续进 

行。

众人冷静下来后，蔡添强继 

续发表总结。他呼吁大家不要 
忘记所有参与党20年斗争各级 

领袖及创党元老的付出，包括 

袓莱达、李文材、拉菲兹等 

等，至今一些留下来继续一起斗争，一些 

已经离开，但他们都是党的代表性与历 

史。

“虽然大家有不一样的意见与立场，但 

都是为党贡献与牺牲，协肋党一步步变得 

强大，不应该被遗忘。”

喝
_
彩

■台下一些代表对蔡添强的发言倒竖拇指。

當執政黨非靠吶喊
@添强指出，公正党有 

#没有资格成为执政 

党，不是靠呐喊，而是靠 

党内的团结、接纳各种意 

见及解决人民的问题。

他说，如今党有权利、 

职位、金钱，这些都是诱 

惑，很容易导致道德沦 

丧，也会导致贪污与滥 

权事件，更担心公正党 
沦为巫统2.0，因此希 

望党主席能够接受他的意 

见。

5也说，党进行资整合， 

让党更强大，这也是党员

及支持者的责任，呐喊不 

是健康也不是党的文化。

“安华现在被考验，不 

只是党内的僵局，也要 

解决种族紧张及经济问 

题。”

他说，安华不安华，第 
8、第9或第10任首相，不 

是课题，而是党失去方 

向，他将继续捍卫党的原 

则与初农，党的命运就掌 

握在大家的手中。

他在结束总结后，台下 
再次高举安华第8任首相的 

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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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罗交怡S日讯）首相敦马畔 

迪指出，公正党内部斗争问题， 
并不会影响到希盟政府，重要¥ 
是希盟之间还能合作无间，还會丨 
成立一个权威的政府。

他强调，日前所发生的都是么 
正党内部问题，因此他不会插寻 
此事〇

他i兑，任何的领导层之间必名 
有意见分歧的时刻，但相信情技 
不会严重至希盟不能组织和捍I 

政府。
他强调，每个党本身都会面來 

问题，反对党也是有面对问题， 
但因为希盟是执政党，因此很聋 
人把焦点放在他们身上。

马哈迪今早与希盟浮罗交怡努 
导层会面后，被媒体询及公正党 
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希盟成員黨合作無間

藍眼内鬥不影響政府
为，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应 
该优先帮助希盟重建国家，而不 
是一心想著成为首相接班人一 
事，这么回应。

公務員存“喑勢力”

“如果我们不是执政党，人家 
才不会理我们。我们当了政府之 
后，有时会出现意见分歧，但是 
这是很平常的事情。”

询及公正党代表大会会否影响 
到希盟政府，马哈迪指出，那是

党内部的问题，并不会影响到希 
盟。

° 此外，询及公务员之间是否有 
存在“暗势力”的问题，马哈迪 
指出，公务员内部确实是存在著 
这些问题，但是政府会探讨并设 
法解决问题。

他说，他在以前担任首相时， 
也有面对过此类问题，但是当时 
他们还是顺利执政了。

针对一些部门秘书长被调职一 
事，马哈迪指出，必须要回去研 
究后再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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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为林冠英（前排右5)送上生日惊喜，左起为林晋伙、郭素沁、方贵伦、陈国伟、单敬茵、林立迎和杨巧双。 年大会。

M林發英

1107名党员出席行动党常

國陣走向極端不解華人照投

(吉隆坡8日 

訊）针对有巫统代 

j I~|| 表指控共产主义渗

’/、| I」入政府机构，财政

部长兼行动党秘书 
-4—1- 长林冠英直言，他

I I »=T=» 不想浪费时间理会 

这些事。

他形容，这就是巫 

统玩弄课题的手段。

他还出示媒体网络 

流传一张流传多年， 

指他与前马共总书记 

陈平，以及和原产业 

部长郭素沁有“亲 

戚”关系的家族表。

林冠英今日出席行动党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常 
年代表大会后，在记者会上说，他和郭素沁的 

姓氏都与陈平不同，如何与陈平有关系？ 

“华人姓氏必须一样才能算得上是亲属关 

系，若姓氏不同怎样来自同一家族呢？。”

此外，林冠英强调，行动党并没有如巫统 

一名领袖所言般引进中国人与印度人作为幽 

灵选民，事实，且正在玩弄危险的极端种族 

主义。

要求出示證據

“如果是真的，请出示证据，我会就他的 

言论发出文告，同时已有多个州属（党员） 

向警方投报。”

巫统武吉牛汝莪区部主席拿督奧马日前指 

控行动党引进中国人与印度人作为幽灵选 

民。林冠英反指，他手上持有证据显示国阵 
在2018年大选期间，在其选区发生巫裔选民 

遭迁移一事。

他也说，巫统还指控他掌控国库控股，企 

图贩卖官联公司，但是有关指控也是错误 

的，因他根本不是该控股的董事成员，根本 

不可能掌控或者售卖这些公司。

“他们就是要玩弄这些极端课题，制造各 

族仇恨，并还企图将所有的课题怪在我这个 

非巫裔身上。”
另外，林冠英也说，政府计划兑现在2018

年希盟大选宣言中所作的承诺，也会支持首相敦哈迪将 

职权交给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但履行承诺不易， 
尤其前朝政府所造成的1500亿令吉巨大损失，政府需要

士士冠英形容，丹绒比艾国席 

#补选，国阵选择极端与种 

族主义路线，但是华裔选民还 

是投向国阵，这是怎么搞的？ 

“我们是否有所失策呢？ 

“有巫统与伊党领袖在补选 

中扬言要关闭华小，选民还 

是能够接受？这是不是错觉 
啊？”

他也说，有人发表抵制非穆 
斯林产品言论，还有禁止非穆 

斯林人民代议士出任部长的说 

法，唯事实上，联邦宪法上根 

本没有这项限制，但是选民还 

是把票投给了国阵。

“他们不可以不给非穆斯林 

做部长，而且任部长职不该看 

肤色，应该要看本色。”

-些时间来完成。

Luu Pikir Lah Sendiri...
KELDARGA EOMDNIS 

MALAYSIA

SEPUPtmTIBI 

UH KIT S1ANQ

动党党员为林冠英送 
惊喜，欢庆其59岁生行

辰。

行动党吉隆坡联邦直辖区 

1〇7名党员于周曰（8日）为 
林冠英送上惊喜，准备2个 

大蛋糕为其庆生，更高唱生

黨員為林冠英慶生
日歌。

林冠英为该区常年代表大 

会主持开幕礼后，党员立即 

送上制有林冠英卡通造型的 

蛋糕，为他送上祝福。

出席者有吉隆坡联邦直辖 

区署理主席方贵伦、副主席 

郭素沁、单敬茵、秘书林立 

迎、副主席杨巧双与副组织 

秘书林晋伙。 •«'

■陈
网平
络有
再关
出系
现。
多

1
/JIL

传
的
陈
平

家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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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m
多
名
行
ci)
党
领
袖
都

牢記元老貢獻勿出賣黨
士士冠英强调，党员必须牢记 

#党元老与领袖过去的付出 

与牺牲，没有他们也不会有今 

天的行动党，所以他们不能出 

卖党的原则，更不为利益做历 

史的罪人。

“我们要记住这些党元老与 

领导的牺牲，他们为了原则与 

建立更美好的马来西亚，甚至

要让后代为这有尊严的国家感 

到骄傲，他们可以坐牢可失去 

国会议员资格。”

他以行动党与伊斯兰党组成 

民联的年代为例，他说，当时 

伊党走向极端，该党捍愿自己 

的原则，与伊党断交，更不愿 

意成为历史的罪人。

陳國偉：完成60%競選承諾
动党主席陈国伟认为，希 

1 >1盟被指没有兑现大选承 

诺，以致兵败丹绒比艾国席补 
选，但事实上他们已完成60%的 

竞选承诺。

他指出，有人指希盟无法兑 

现承诺，唯这指控有欠正确， 

因希盟政府已做出了多项改 

革，包括还予人民自由言论与 

新闻自由、国会议员申报财 

产，甚至让反对党领袖任国会 

公共账目委员会主席。

他说，希盟执政中央20个 

月，而这执政路上领袖们都走 

得非常艰苦，虽无法尽善尽 

美，但他们仍努力提升民主、 

人权与制度改革，同时，希望 

在希盟执政期间恢复地方议会 

选举。

>面°对人民批评时，他也提醒 

希盟与行动党领袖，勿患有 

“否认症候群”，必须以开明 

的态度接受他们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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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敏阿里到场后， 

党员高喊烈火莫熄口 

号。

t阿茲敏阿里派系发起的2030年共享繁荣宏 

愿晚宴吸引了 5000名支持者出席，气氛高 

昂。

rmmmmmm9

阿茲敏吁與黨主席向前邁進
(吉隆坡8日訊）公正党署理主席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重申，他没有另 

起炉灶的念头，强调会继续留在公正 

党，并呼吁所有党员立即放下过去的 

种种，在现任主席的带领下，继续向 

前这进。

他不认为举办此次晚宴会导致自己被革 
除党籍的可能，也否认在晚宴致词时，攻 
击任何一方，强调只是向党员解释安华面 
对各种考验时，他如何毫不保留地捍卫后 
者。

沒想到這麼多人支持

“作为署理主席，我即刻发表捍卫党主 
席的精确言论。这不是我说说而已，确实 
有身体力行。20年后，我还是一样准备好 

捍卫他。
“只是我不想要他被不了解烈火莫熄课 

题的人所影响。”

不是什么名牌，而是“阿兹敏牌”香水， 
上头还贴有其头像。

他语毕，就立即在台上喷射香水在自己 
的身上，然后还开玩笑称应该不会中降 
头。

出席者包括公正党副主席蔡添强、袓莱 
达、阿里比袓、妇女组主席哈妮查、公青 
团署理团长希尔曼和雪州大臣阿米鲁丁等 
人。

华早前在公正党代表大会提及马 
六甲历史叛乱者Si Kitol的故 

事，遭阿兹敏阿里反呛，有1001个历史 
故事，为何偏要提及会分裂党的历史。

他以早前为公正党妇女组和公青团代 
表大会开幕为例，指当时情况和谐、顺 
利，他也没有直接或间接攻击任何人， 
更没有提及Si Kitol、Si Katol等。

“若要提及历史，我们有其他1001个 
历史，为何要提及会分裂党内团结的历 
史？”

若我能作出良好示范，若帮会
(kartel)能作出良好示范...........“

阿兹敏阿里还没说完，支持者就高喊 
“kartel “，情绪激动。

安华早前在公正党代表大会致词时， 
提Si kitol与Raja Mendeliar的故事； 
故事中的Si Kitol正是出卖马六甲王朝 

的人物，他将情报泄露给葡萄牙，导致 
马六甲被攻陷，被视作是分裂民族的叛 
徒，而引起阿兹敏阿里派系的不满。

為
何
士曰 
J疋

I
裂 
一、

M
史

■一名支持者送了一瓶贴有 

“阿茲敏牌”头像的香水绐 

他，不只逗乐阿茲敏，还马 

上喷洒在自己身上。

题的人所影响。”
阿兹敏阿里坦言，随著他在公正党代表 

大会遭人喝倒彩和被驱赶，以为今晚没有 
人会出席，但原来还有那么多人喜爱他。

他笑言，有名青年刚送了他一瓶香水，

被誣衊卻沒獲安華相挺
w兹敏阿里感叹，当初安华 
j j被指卷入性指控时，他毫 
不犹豫地挺身捍卫后者，他半年 
前被卷入男男性爱短片事件时， 
却没有获得同样的支持。

“当时我们直接上街捍卫他， 
指那是污衊，那是另一个人，是 
不是？”

他说，当时他也因此入狱，被 
^胁承认与安华肛交，但他不愿 
意。

“他们说有短片为证，我说， 
若有短片就在独立广场播放。我 
对党主席的敬爱，已经到了这种 
程度。但上周，他又中了（被指 
企图鸡奸）。”

阿兹敏阿里说，当他被媒体询 
及对此事的看法时，他立即捍卫 
党主席，强调公正党拒绝龌龊政 
治。

°“当我遭诬衊，就叫我辞职， 
那么快就叫我辞职。“

為了讓黨步入正軌
♦公正党副主席蔡添强

fin在的年轻人不了解“烈火莫熄”原则，一群狂 
^热，只顾著“自己付出”的年轻人开始“淹 
没”公正党。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公正党，今晚我们聚集在这里 
不是为了与主席斗，而是为了使党步入正轨。

如果不允许公正党成员批评该党的方向或领导 
人，那公正党将成为巫统2.0。

不接受批評是獨裁者
♦公正党妇女组主席哈妮查

% —名领袖不能遭人批评，意味一 
3个政党开始衰落，因为那个人 
(领袖）已成为独裁者。
要做f心胸宽阔，能接受批评的 

领袖，因为我们都只是普通人；承认 
自己犯错并没有问题。

祖萊達：安華曾遊說我

“性愛短片主角是阿碰，，
/^正党副主席袓莱达声称，今年6月男男性 

&爱短片事件爆发后，安华曾尝试说服她 
相信短片其中主角就是阿兹敏阿里。

不仅如此，袓莱达指出，安华在游说过程 
中，甚至搬出首相敦马哈迪。

“他说短片中人真是阿兹敏阿里，我就说如 
果真的是，就让警方调查，阿兹敏也无法否 
认。”

袓莱达指出，安华甚至说，阿兹敏就像他的 
弟弟，他很同情阿兹敏。

“我就说如果你可怜他，就帮他，接著安华 
却说马哈迪要他开除阿兹敏阿里。”

“我问如果马哈迪要开除阿兹敏阿里，为什 
么发文告说阿兹敏阿里无需请假？安华则说我 
不了解马哈迪。”

袓莱达也说，她与阿兹敏阿里做好准备随时 
被开除，现在由安华领导的党根本不稳定。 |

500吱持者出席騙熱爆
兹敏阿里派系发起的2030年共享繁荣宏 
愿晚宴吸引5000名支持者出席，气氛高

丨阿茲敏阿里（右）与蔡添强相拥，显示两人感情深厚。

阿
涨！

这场早前被盛传为公正党大会2.0的聚 

会，是在吉隆坡万丽酒店举行，活动会场除 
了酒店一楼的大宴会厅，就连楼下的1〇间会 
议厅也被租用，但依然座无虚席。

在活动正式于下午6时开始前，大会已准 

备自肋餐供出席者享用；期间，阿兹敏阿里 
派系领袖陆续抵达时，现场不时高喊口号， 
包括共享繁荣、烈火莫熄等，阿兹敏阿里于 
下午5时41分抵达，更被支持者团团包围。

虽然此次晚宴是以共享繁荣宏愿为主题， 
不过，多名领袖上台致词时，都提及早前混 
乱不断的公正党代表大会。

他们提及大会上遭人喝倒彩、驱离等时， 
出席者情绪激烈，纷纷在台下大喊抱不平， 
而阿兹敏阿里致词时，许多人也拍打桌子和 
敲打餐具，以?K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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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j劃占

阿茲敏：不會離開黨
(吉隆坡8日讯）公正党署 

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缺 
席该党大会闭幕仪式，却以面

^ Ini parti ldta ...
Kitatidakakan
tinggalkan
KEADILAN!

子书贴文表示自己不会离开该 
党。

°他在今午张贴的贴文中， 
只是简单的一句 

■们“这是我们的 
党…•我们不会离 

||芸开公正党，，并附 

上他和被指属于 
y2 “阿兹敏派f、” 
以正两名大将，副主 
一党席袓莱达和蔡添 
句：强的同框合照。 
^ 当中，袓莱达 

ig同样缺席闭幕仪 
義I式，而蔡添强在 
们不大会提及2人时 

_的舍遭代表们狂嘘， 
党离必须出动党主席 

开拿督斯里安华调
我 解C

Page 1 of 1

09 Dec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A5
Printed Size: 161.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3,175.81 • Item ID: MY0038116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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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長：阿茲敏有通知缺席
(马六甲8曰讯）针对公 

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 
兹敏阿里及一些最高理事 
缺今日的代表大会，大会 
议长拿督阿末卡欣说，阿

兹敏阿里已在昨天通知今 
曰无法出席。

阿末卡欣接受媒体电访 
时说，阿兹敏指他必须出 
席家庭活动，而其他的缺

席者也说有要事，因此未 
能出席代表大会。

他说，该党不会对此事 
采取纪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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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阿茲敏名字

桑吉達總結遭喝倒彩
(马六甲8日讯）公正党 

妇女组副主席桑吉达在进行 

总结环节，提到署理主席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时，遭台 

下发出嘘声喝倒彩，由于她 

发言期间一再面对嘘声，副 

主席蔡添强遂走到党主席拿 
督斯里安华的位子向后者反 

映。

蔡添强是桑吉达在进行总 

结环节时，相信因桑吉达一 

再面对台下的嘘声，因此向 

安华反映情况。

事发时，桑吉达参与总结 

环节，她当时提到党的斗 

争，还有领袖们在斗争过程 

中面对各种威胁与牺牲，包 

括安华被逮捕、阿兹敏阿里 

也面对镇暴队，而一提到阿 

兹敏阿里的名字，台下就传

■吉下 
公达发 
正在电 
党进B 
妇行p 
女总° 
组结 
副环 
主节 
席’ 
桑台

口虛

i会议长拿督阿末卡欣呼 

吁现场的代表与观察员保持 

冷静，桑吉达也继续发表总 

结，但不久后一再多次面对 

嘘声。根据了解，她也在结 

束总结后，直接离开大会现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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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宣布，他抒算跟党胃主胃席= 拿:督斯里安解叉并对;^正:党;发 

出忠贞宣言，绝不退党。

他也吁请所有党员及领袖团结起来，修复关系。他不忍心看见过去一年，党被分裂成两派交战 

“没有成立新党。我们花了 20年时间建立起公正党，我们会持续;去^党同在#

不
组
新
党
绝
不
退
党
共
协
商

大
会
次
日
敏
派
几
乎
全
缺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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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

青团长阿克玛指出 

骚乱事件是经过“黑手”

公青团大会场外发生 

幕后指彳车’目的

在于破坏大会。

“周六晚上，有人向我提供情报及出示 

WhatsApp留言，显示一切事件的发生，是有 

人在幕后操纵，他们安排破坏者到场搞乱，故 

!—^ I > 意挡住进入会场大门，主要是让党员不满，向 

IZZ" 4jr;我投下不信任票。”

/I—I ^ “到底是谁发出这个信息？制造骚乱的流

氓又是谁？我们绝对不能姑息，必须将他们楸 

■ 出来。”

■iTp 他是于周日代表公青团作出总结时，揭发 

—^ 有“幕后黑手”事先策划安排破坏大会，他将

+E 把这些有利证据交予警方展开进一步的调查。 

J^t-l 他说，一旦证实有党员涉及破坏行动，党 

•rAr 纪律局必须即刻将他们开除，将他们踢出公正

n/x 他也不点名向忘恩负义，违反创党理念的

I-— 领袖开炮，他表示，“这些人”表明上在捍卫

Tlx -n 人民正义，扮演人民斗士，忙于公务及为党作 

碰，但暗地里赃搞s它议程，为的是突 

丨 、j-j-i 显自己的形像从中状M。

Hr- Tin 他说，党在经过20年漫长斗争时期，团 

员非常的团结，这也是受到人民共鸣及给予支 

持的原因，我们今天在取得政权后，“这些 

人”马上露出真面目，从过去所谓的人民斗士 

变成恋桟权力的另一个人。

法米：无法兑诺必遭民唾弃
公正党通讯主任法米法兹提醒党员必须捍卫党的团结，共同 

努力实现对人民许下的大选承诺。

他说，为民斗争是该党的创党理念，如果在掌权期间无法兑 

现，必将在来届大选被人民唾弃。

“我们从2◦年前的蚊子党，发展至今天拥有5◦名国会议员 

的执政党，当中经历不少艰辛，也有不少的领袖为维护人民正义 

被宣判入牢，但他们在今天还是与党站在一起，这就是公正党的 

精神。”

他是于周日上午在公正党第14届全国代表大会作出总结 

时，再次叮咛党员们以党的团结为大前提。#

ni

会

msi翻

会场外出现印有男男性爱短片主角哈兹阿兹肖像的横幅，还写上 

“欢迎出席全国代表大会”、“我想你”等字眼。

男男性爱片主角“出现”场外

肖像横幅配文我想你
/<正党全国代表大会来到最 

后一天，会场外却出现印 

有男男性爱短片主角哈兹阿兹 
肖像的横幅，并写到“我想你”丨 

这些横幅据了解不单出现 

在马甲国际贸易中/|_»、 

(MITC)会场夕卜，也出现在甲 

州中央医院外的人行天桥上， 

而该路段是可通往马六甲国际 

贸易中l、会场。

横幅上面写着“欢迎出席 

全国代表大会”，并暧昧地写

人物肖像，该人即是指控阿兹 

敏为男男性爱短片主角的哈兹 

阿兹。

据知，张挂的横幅已经被 

剪下，然而未能确定是谁的 

“杰作”。

哈兹阿兹（27岁）是原产 

业部副部长高级机要秘书。在 

今年6月他透过脸书“Haziq 
Aziz”的帐号上传34秒性爱视 

频，声称自己是短片主角之 

一，并指另一名主角是经济部

到“我想你”，同时印着一个 长兼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

公正党代表大会
(马六甲8日讯）阿兹敏不会被开除！

尽管人民公正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多名参与辩论的代表和一些基层认为 

和违反党纪的领袖和代表，唯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在目前并没有打算这么做

他承认，有部分代表强烈要求开除有关人士 

他不会这么做。

询及是否原谅阿兹敏周六与多名 

领袖和代表离席抗议的 

行为，安华回应：“我 

是一个容易原谅别人的 

人”，言下之意并没有 

对阿兹敏等人的行动 

“怀恨在心”。

安华是周日下午在公正1 

党第14届代表大会结束 

后，在记者会上受询时，如 

是表7F。在场者包括副主席 

西维尔、总秘书拿督斯里赛 

夫丁及通讯主任法米。

他也说，本身日前也受 

阿兹敏邀约出席周曰晚在吉 

隆坡万丽酒店（Renais

sance KL) 举办的 “2030 

年繁荣共享”晚宴，唯他基 

于周曰有本身的聚餐，因此 

无法出席。

他说，那只是一场内容 

关系“繁荣共享”课题的晚 

宴。

他表示，双方还是会有 

机会和空间来洽商之间的问 

题，他从来都不畏惧谈判，

也不会因为恐惧而谈判。

不可能控制 

代表们要讲的话
对于周曰阿兹敏派多人 

没有出席代表大会，安华表 

示，全国有80%的代表，还 安华回答媒体询问

不包括观察员出席大会，他对这个反应已很满意。

“当中有一些代表因为来自较远的地方，或者身体不适而提早回家， 

否则相信代表的出席率会达90%。”

“我承认，我的领导团队还没有达80%，但是代表大会的代表出席率 

达这个数目，显示大会成功。”

针对周六参与辩论的代表演讲内容被指偏向“奉承”和攻击异己，安 

华表示，基本上代表们都在发表他们的看法和心声，在一个民主的政党，

他不可能控制代表们要讲的话，提供演讲词让他们照读。#

必须开除冒犯党

左起为赛夫丁、西维尔及法米

P占g附祖莱达蔡添强合照I
.kUlt* FoMow (槟城讯） 

“我们不会离开 

我们不离开蓝眼

部
分
代
表
要
求
将
违
纪
者
踢
出
党

阿兹敏发“叛徒”贴文
Azmin Ali
40 mins • 〇

Azmin All
3 hrs • 0

HPengkhianatH.

"traitors".
^ . Rale this translation

似暗内斗悬而未决

Dia masih ketua saya, presiden saya. Itulah 
sebabnya saya perlu berunding dan bercakap 
dengan dia, yang saya lakukan dan saya akan 
terus berbuat demikian.

“ ...kerana
pen^diianatimlah

parti ini terbina 
selama2〇 tahun.

阿兹敏周日先是在脸书贴文“叛徒”两字

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周日上午在脸 

^书发布以“叛徒”为主题的推文，并附上写 

着“因为这个叛徒，这个党建立了 20年”的插 

图，似乎暗示党内斗争悬而未决。

过后，他在下午时分，又贴文指“他仍是我 

的老大（党主席），这也是为何我必须和他展开 

讨论及讲话的原因。我将会继续做下去，因此， 

就没有问题。”同时也附上一张他和安华交谈的 

合照。

“叛徒”的贴文，插图上署名“人民公正党署 

理主席，志期2019年12月7日”，图片背景是 

阿兹敏派系周六召开记者会的照片。

这个贴文上载3个小时后，获得4882人按 

赞，2459条评论，459次分享。阿兹敏并没有出 

席周曰的公正党大会。此则贴文，寓意耐人寻 

味，网民的评论褒贬不一。

在“叛徒”贴文的两个小时后，阿兹敏再贴 

出“他还是我的主席”贴文，并贴出他和安华两 

人交谈的照片，从第一则“叛徒”到第2则贴 

文，虽然他都没指名道姓，但似乎是剑指“师父” 

拿督斯里安华。

Dia masih ketua saya, presiden saya. 
Itulah sebabnya saya perlu berundirig 
dan bercakap den^n dia, yang saya 
lakukan dan saya akan terus berbuat 
demikian, jadi tidalt ada masalah.

Dato1 Seri Azmin Ali
Timbalan Presiden KEADILAN 
7Disember2〇ig

W,.

下午，阿兹敏再贴出“他还是我的老大（党主席）。” 

目前，公正党出席两个派系，即以党主席安 

华为首的阵容及以署理主席阿兹敏为首的派系。

早前，公正党主席安华在代表大会发表“叛 

徒论” （Si Kitol)引起阿兹敏阿里的不满，并与 

支持者陆续离开大会。#

阿兹敏缺席总结辩论
安华夫妇高唱真朋友

周
六公正党署理 

主席拿督斯里

安华（右起）之后相隔了总秘书拿督斯里赛夫丁座位 

敏的座位，周日会议上则空了。

蔡;^出
添离席
强席代
一抗表
右议大
一，会

虽但。
周周
六日
也仍
参然

就是阿兹

阿兹敏阵营在全国 

代表大会上演离席 

抗议动作后，周曰 

阿兹敏也缺席大会 
总结辩论。不过，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与 

夫人拿督斯里旺阿兹莎则在闭幕仪式上与 

歌手亚欣苏莱曼开心高唱《真朋友Teman 
Sejati» !

经过多天的乱象后，公正党全国代表 

大会周日来到尾声，最后一天的会议，原 

定的大会流程为公青团长阿克玛、妇女组 

哈尼扎、公正党副主席、署理主席及主席 

依序上台为大会辩论总结。惟在会议开始 

时署理主席阿兹敏未见现身在会场。

周曰9时许，当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 

安华已在众人欢迎下到场之际，只见阿兹 

敏的座位仍然空着。除了副主席蔡添强及 

西维尔之外，亲阿兹敏派系的副主席祖莱

iy#1
r /

阿兹敏在周六离席抗议后，连周日的最后一天会议也没有现身在 

现场，空下了位子；右起为安华、赛夫丁及旺阿兹莎。

达、妇女组主席哈妮扎以及公正党最高理 
事西华拉沙等重要中央领袖，皆缺席周曰 

的大会。

在阿兹敏支持者的缺席下，大会宣布 

出席者达三分之一，大会该出席人数为 

30◦◦人，而出席人数有88◦，因此大会符 

合章程，是合法会议。

会议开始前，大会准备了歌唱余兴节 

目，歌手亚欣苏莱曼带来多首歌曲，其中 

在献唱党顾问拿督斯里旺阿兹莎点唱的 

〈(Teman Sejati》时，更邀请全部台上的党 

领袖一同合唱。在歌手的带动下，全场亮 

起手机闪光灯，营造一片灯海，场面表现 

得和谐。#

不着急首相职交接曰

安
华表示，他并不着急 

(首相交接曰期），相 

信不会在这个月，因为这 

太赶了。

他说，希盟理事会上 

个月的会议已说明，首相 

职权交接会在和平情况下 

进行，尽管曰期还未确

定0

赛夫丁 ：
阿兹敏不曾出席会议

较早时，人民公正党

总秘书赛夫丁在总结环节 

中揭露，党署理主席阿兹 

敏，不曾出席任何公正党 

中央理事会会议，包括支 

持党主席安华出任首相的 

会议以及希盟联盟议席分 

配谈判会议。

“在第14届全国大选 

前，公正党中央理事会议 
决推荐安华任首相的会 

议，党内有了这项协议 

后，我们才带上希望联盟 

主席理事会。”

“经常出席中央理事会 

会议的领袖包括当时的党 

主席旺阿兹莎、我、副主 

席蔡添强、西维尔、希盟 

秘书处主任赛夫丁阿都 

拉、前副主席努鲁依莎和 

拉菲兹。”

“但有一点我认同蔡添 

强的是，我们无需去辩 
论，安华会不会成为下一 

任首相，因为行动党和诚 

信党都表明会支持安华， 
首相马哈迪和希盟主席理 

事会都同意了安华会接 
棒〇 ” #

Azmin
^fJalidi

Ini paiti lidtii «k*n tinggtlhan KEAOlLANl

S« Translauw

“ Ini parti kita...
Kitatidakakan

阿兹敏贴文“我们不会离开公正党”

“我们不会离开 

公正党”！

公正党署 

理主席阿兹敏 

在周曰下午约 

3时，再度在 

脸书贴文“这 

是我们的党..... 

.我们不会离开 

公正党”。他 

在贴文中也附 

上他和两名副 

主席祖莱达及 

蔡添强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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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打算与安华和解

不雄新覚绝不退党
(吉隆坡8日讯）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宣布， 

他打算跟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和解，并对公正党发出忠贞宣言，绝不退

阿兹敏阿里（左）与蔡添强拥抱，感谢 

后者多年来一直支持他。

他也吁请所有党员及领袖团结起来， 

修复关系。他不忍心看见过去一年，党被 

分裂成两派交战。

“我已准备好（和解）。”

他说，过去一年我们经历了痛苦，对 

我们而言这是非常痛苦的经历。“我吁请 

所有党员领袖，挺身而出团结党。”

他周曰出席在吉隆坡万丽酒店进行的 

“2030年共享繁荣”晚宴后，接受媒体询 

问时说：“如果有努力（和解），我已准 

备好。”

对于有谣传指今晚是一场成立新党的 

活动，阿兹敏否认有关说法，并强调他绝 

不会离开公正党，也会忠贞对安华的领 

导。“没有成立新党。我们花了 20年时间 

建立起公正党，我们会持续下去，与党同 

在。”

他不否认确实党里出现了一些问题， 

不过他们会一起努力商讨对策，解决问 

题。

“我促请所有人把过去的问题放下，我 

们必须一起讨论及寻求解决方案。”

他也说，他不想安华受到一些人影响， 

因为有关人士并不了解“烈火莫熄”的斗争。 

不过，他没有点名指有关人士是谁。

“我不要攻击任何人，我向党员讲解党 

主席面对的各种考验。我身为署理主席， 

我会即刻发言捍卫党主席。过去20年，我 

都是这么做。在面对敏感课题时，我与党 

主席同在。”

阿兹敏在致词时说，公正党并非是由 

“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创立的。

“在1999年4月，我与在座的各位一 

起在这里创立了政党。但20年后，我却被 

称为‘叛徒’，公正党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 “我并不想要居功，因为这政党是 

由大家创立的。这政党并非由一个人或一 

个家庭，而是马来西亚人共同建立的。” #

阿兹敏阿里（中）带领全体出席者高呼“烈火莫熄”

缺席大会出席支持者晚宴

逾
千人周曰傍晚现身吉隆坡万丽酒 

店的“203◦年共享繁荣”晚 

宴，而今曰（8曰）缺席在马六甲州进行 

代表大会最后一天的阿兹敏，抵达会场时 

受到支持者热烈欢迎，并不但高喊“烈火 

莫熄” 口号。

阿兹敏是于下午5时4◦分，步入万 

丽酒店宴会厅，在等待他现身的支持者看 

见他出现，便站起来拍手欢迎及高声呼喊 

“烈火莫熄”及“阿兹敏万岁”等口号。

虽然有关晚宴开席时间是下午5时， 

但一些支持者在4时许陆续抵达会场后， 

便开始先到2楼享用自助餐。

据了解，这一次的聚餐筵开84席， 

不过由于出席者约千人，在开会开始前便 

便座无虚席，不少支持者抵达后发现没有 

席位，但他们并没有吵闹，反而是静静站 

在一旁等候领袖抵达。

阿兹敏派系的忠贞支持者，即公正党 

副主席祖莱达，比阿兹敏早20分钟抵达 

会场，一样受到支持者热烈欢迎。其他出 

席的敏派领袖，分别有公正党副主席蔡添 

强、副主席西华拉沙、妇女组主席哈妮 

扎、公青团署理团长希尔曼、雪州大臣阿 

米鲁丁、交通部副部长拿督卡马鲁丁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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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委会主席：养牛舞弊案

不曾与总检察长讨论
(吉隆坡8日讯）选委会主席拿督阿兹 

哈表示，自己并没有跟总检察长丹斯里汤 

米汤姆斯，于上个月15曰讨论有关人民公 

正党副主席拉菲兹的国家养牛公司舞弊泄 

密案件。

“我希望能记录在案，我不曾与汤米汤 

姆斯或任何总检察署的任何人，就拉菲兹 

的案件进行讨论或上诉，以致汤米汤姆斯 

决定撤回上诉，对其官员采取纪律处分，

或者影响汤米汤姆斯的决策。”

他周日发文告强调，自己不可能在那 

天（11月15日）参与任何讨论，因为他 

必须赶回家探望被诊断患上骨痛热症的2 

名孩子，并从晚上7时30分忙到隔天凌晨1时，安排孩子往私人 

医院接受治疗。

阿兹哈也澄清指，他近期仅与汤米汤姆谈论有关人民公正党 

副主席蔡添强的案件（竞选资格行为不合法案件），这是因为此 

案他们选委会是当事方，有直接的利益关系。

“是的，我是以自己的职权（选委会主席）身份向汤米汤姆斯 

咨询，（蔡添强案件）此案就等高庭的决定，或是否上诉？”

阿兹哈补充，自己一直是三权分立理论的坚定守护者，并意 

识到各治理机构与其他之间的权限和管辖权。

“会议记录将表明我是（三权分立理论）有关理论的守护者。 

我也向公众保证，我绝不会插手跟我职权无关治理机构的事务， 

更不用说是参与他们的决策。”

根据媒体报道，汤米汤姆斯在本月6日告诉财经日报〈〈The 
Edge》，他对总检察署就拉菲兹的案件（泄漏国家养牛公司舞弊 

案被判无罪一案）提出上述一事感到震惊，因为他并不知情。他 

也说，曾跟阿兹哈讨论拉菲兹的案件，并决定不上诉。

2018年2月8日，地庭宣判拉菲兹和前银行书记佐哈里泄露 

银行资料罪成，须坐牢30个月，不满判决的他们随后向高庭提出 

上诉。

控状指出，拉菲兹向一名媒体顾问和一名记者泄露国家养牛 

公司、国家肉类与牲畜私人有限公司、Agroscience工业私人有限 

公司，以及国家养牛公司主席拿督斯里莫哈末沙烈的银行账户结 
单。

他被指于2012年3月7日在雪州八打灵再也的人民公正党总 

部犯罪，抵触《银行及金融机构法令》第97 (1)条文。佐哈里 

则被控在同一地点和时间与拉菲兹串谋犯罪，抵触〈〈银行及金融 

机构法令》第112 (1) (c)条文。

雪州莎阿南高庭上月推翻地庭裁决，改判拉菲兹与佐哈里泄 

密以揭露国家养牛公司弊案无罪。#

阿兹哈：我不曾与 

汤米汤姆斯讨论拉 

菲兹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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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8日讯）国家诚信党主席兼国防部 
长莫哈末沙布表示，内阁尚未就富商丹斯里赛 

莫达有意收购环球创投控股（FGV)课题做出 

讨论，因此相信该党中委拿督玛兹兰的言论只 

是一则遥言。

末沙布是在主持诚信党代表大会后，召开 

记者会，受询玛兹兰揭露联邦土地发展局 

(FELDA)主席丹斯里巴基沙烈将于周一会晤首 

相敦马哈迪，以讨论“第三方”有意接管环球

末沙布：只是摇巨

内阁未讨论FGV收购案

莫
哈
末
沙
布

创投的课题，做出这项回应。

他说，内阁没有讨论此课题，因此本身未 

掌握相关资讯。

“我相信这只是一则谣言。内阁没有讨论， 

所以我没有相关资讯。”

询及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

阿里周曰晚将在首都举办公正党晚宴，作为盟 

党领袖会否出席，末沙布则表示，截至目前， 

他未受邀出席，而他周日晚也答应出席军人活 

动0

“这是公正党的事务。我没有获得邀请，而 

且晚上我要出席军人晚宴，军人正在等我。” #

沙拉胡丁 ：党选排第七

末沙布难过想辞职
“士砂

诚信党于周五起，一连三天在莎阿南理想会展中心（丨DCC)召开党 

代表大会。

•他党选位居第7,他自己都 

想辞职！”

诚信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沙拉 

胡丁阿育揭露，该党主席莫哈末沙 

布在获悉本身在党选中，只获得 

680票，位居第7时感到非常难 
过〇

他说，末沙布在复选时，更献

议要将党主席职“让” （offer)给 
获得最高票的原任通讯主任卡立沙 

末和副主席拿督马夫兹。

他在诚信党代表大会党领袖总 

结时形容，末沙布不是4塑胶’ 
(plastic)，他也有感受，对于中央 

代表的投选也会感到难过。

沙拉胡丁阿育认为，这是党选 
机制导致，因代表只有5分钟的时

间进行线上投票。

诚信党于周五起，一连三天在 
莎阿南理想会展中心（IDCC)召开 

党代表大会，首曰先是党主席末沙 

布发表政策演词，随后进入党选， 

共823名代表选出27名党中委。

根据党选成绩，卡立沙末获得 
786票，而马夫兹获得780票，至 

于末沙布仅获得680票，与获得最 

局票的卡立沙末相差1〇6票。

此外，沙拉胡丁阿育也在总结 

时，代表党向仍在修养的总秘书拿 

督安努亚达希致歉。

他提及，希望联盟接管政府

后，许多部长和副部长都从白天忙 

到晚上，连身体都出了问题。

尽管他未解释道歉的原因，但 
相信是与安努亚达希在本届党选落 

马有关。

安努亚达希在诚信党党选仅获 

得109票，无缘进入党中委会。

他是于今年的10月25日惊传 

中风入院，医院也对他进行电脑断 

层扫描，确认安努亚达希有小脑溢 

血迹象。

不过，他已经于上周五（29 

曰）出院，但相信他仍在休养，因 

此亦缺席这次的党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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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冠英：奥玛玩弄种族情绪

指潘幽灵选民证搨呢
他指出，奥玛的指控是非常邪恶且 

危险的，因为这指控是在玩弄种族情 

绪0

“我们哪里有做这样的事情？他说 

华裔选民增加3000名，马来选民才增 

力口 1〇〇0名，这个是不正确，不符合事 

实的，我要求他出示证据。”

林冠英今曰（8曰）为行动党吉隆 

坡联邦直辖区2019年州常年代表大会 

后，接受媒体访问时，如是指出。
“国阵执政时期，在第14届全国大 

选把答眼的选民搬去高渊，之后在大选 

后再搬回去答眼，这个是我们真的看到 

的°”

他说，奥玛也指控他卖掉官联公司 
毁掉马来人经济，但实际上官联公司由 

国库控股负责，他反问，本身并不是国 

库控股的董事部成员，如何参与其中？

无论如何，他表示，多个州属的行 

动党已经针对奥玛的言论报警。

至于有巫统代表指共产主义已经渗

入政府机构，林冠英表示，这些就是巫 

统的手段，他不想浪费时间理会这些 

事。

他说，近期也流传一个家族成员表， 

指他是前马共总书记陈平的家属。

“这个就是他们的手段，我们不要 

浪费时间，巫统的领袖可能不清楚华人 

文化，但也知道家属就会是同姓。”

出席代表大会的包括行动党全国主 

席兼联邦直辖区州委员会主席陈国伟、 

署理主席方贵伦、副主席郭素沁、单敬 

茵、秘书林立迎、副秘书杨巧双、组织 

秘书杨巧双等等。

奥玛在昨曰（7曰）的巫统代表大 

会上参与辩论时指控，95%的中国人和 

印度人进入我国后就没有出境记录，怀 

疑行动党把这些人成为了马来西亚选 

民0
另一方面，今曰也适逢是林冠英59 

岁生曰，州联委会在开幕礼后为林冠英 

送上生日惊喜，祝贺林冠英生日快乐。#

杯j<党将坚持以民主 

和法治为原则的体制改 

革，打贪和建立一个廉 

洁的政府，并兑现希盟 

的竞选宣言。

他说，行动党也将 

支持首相职权顺利移 

交，同时在经济、教 

育、就业和健康方面， 

为马来西亚人打造更好 

的生活水平。

林冠英续说，自己 

是否担任财政部长并不 

重要，但不应仅仅因为 

肤色，就剥夺一个大马 

人民成为部长的权利。

他抨击巫统领袖， 

无耻地呼吁撤销非马来 

人在宪法赋予的投票

“是否任财长不重要
别因肤色剥夺公民任部长权利

权，或公开地对非穆斯 

林的宗教习俗表示蔑 

视。

他说，在统考未能 

马上获得承认一事上， 

行动党接受批评指责， 

但同时反问，为何一些 

人民不承认，与国阵相 

比下，行动党对华校的 
拨款，增加到9200万 

令吉，包括历史性的首 

次拨款给独中1500万 

令吉。

“关于承认统考一 

事，行动党将致力兑现 

这个希盟在大选宣言中

所许下的承诺，我们必 

须给马来社会一些时间 

放下心防。”

“就像拉曼的资助 

问题一样，与国阵相 

比，我们给了额外的 

100◦万令吉拨款，即 

400◦万令吉，并提供 

予拉曼校友总会 
(TAA)用以帮助拉大 

学生。与反对党对行动 

党和希盟的攻击新闻相 

比，为什么希盟政府的 

400◦万令吉再一次没 

有被突显？” #

65亿推动“#就业大马” 

5年创造35万就业机会
太太冠英指出， 

"1^《2020年财政预 

算案》中增加拨款， 

证明了政府的诚意， 

包括65亿令吉推动 

“#就业大马”倡议， 

这个计划旨在为雇主 

和雇员提供工资激 

厉力，并在未来5年内 

为失业者创造35万个 

就业机会，让这些人 

融入私人界的上百万 

个工作岗位之中。

“这是《2020年财 

政预算案》在5年内提 

供503亿令吉激励、赠

款和担保来推动数码 

化的一部分，我们期望 

这能帮助马来西亚能 

够回归正轨，好好经营 

生意，而马来西亚人则 

得以重返职场。”他促 

请希盟和行动党，必须 

提醒马来西亚人该党 

打算兑现他们在2018 

年希盟大选宣言中所 

作的承诺，不过，基于 

前朝政府的财务丑闻 
所造成的1500亿令吉 

之巨大损失，可能需要 

一些时间始能成事。

的领导人勇敢地站起 
来，解释政府的政策 

和捍卫党，即便希盟 

已兑现了 60%的大选 

宣言承诺，但行动党 

知道还有很多工作尚 

未完成。

林冠英指出，行 

动党在2018年的全国 

大选中胜出后，备受 

种族主义者和宗教极 

端主义者的威胁。

他说，这是因 

为，种族和宗教极端 

主义者发现，使用分 

裂和破坏性的方式， 

可重新获得因他们贪 

污腐败而失去的权

林冠英促请，党 力〇 #

士太冠英在提及柔佛丹绒 

#比艾国席败选时也 

说，华社应关注丹绒比艾 

补选的结果，因为它已经 

加剧巫统和伊斯兰党的种 

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

他说，特别是在多源 

流母语学校一事上，巫统 

及伊斯兰党更是极端，甚

校，除此之外还有抵制非 

穆斯林商品和生意、禁止 

非穆斯林担任内阁部长、 

对非穆斯林的宗教习俗持 

公开蔑视态度，甚至要剥 

夺了印裔和华裔的投票 

权0

“更糟的是，由国阵所 

控制的中文媒体并没有突 

显此事，或发表专栏回应

希盟丹绒比艾败选 

加剧巫伊极端主义
那些无视联邦宪法规定的 
非马来人和非穆斯林基本 

权利的威胁。就在昨天，仅 

有英语媒体《马来邮报》突 

显了我因资助华文学校而 

被奥玛所攻击的新闻，中 

文媒体中却没有出现。”

他抨击某些媒体在对 

国阵不利的新闻上轻描淡 

写，对希盟负面的新闻则 

大做文章。

“这就是某些中文主 

流媒体所展现的亲国阵和 

反行动党或反希盟的立 

场。这也是为什么行动党 

和希盟必须依靠我们自己

的机制来传达我们的信息 

的理由，我们不能依靠这 

些中文媒体。”无论如何， 

他强调，自己并非针对记 

者，而是对高层编辑人员、 

管理层或拥有人的新闻专 

业表示不信任。他举例， 
在一马发展公司的热门问 

题上，媒体没有展现应有 

的专业精神，没有丨遣责领 
取一马发展公司资金的新 

闻工作者团体。

“我不需要指名道姓， 

但你知道它们是谁，特别 

是那些受垄断控制的报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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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8日讯）“海南村 

新呼吸”计划持续进 

行，达鲁益山公司将进 

行为期至少3个月的沿 

海清理垃圾活动，目前 

已收集逾8公吨的垃 

圾，同时联同非政府组 

织举办每6周一次的大 

规模整洁运动。

“海南村新呼吸”计 

划是雪州政府首个举办的 

持续整洁、美化与活化渔 

村计划，自今年8月开 

始，该计划开始落实，期 

间不仅是达鲁益山公司、 

巴生市议会及村民参与此 

整洁计划，也有许多非政 

府组织加入。

海南村新呼吸计划

3个月清出8吨垃圾

黄
思汉表示，上一次到 

访海南村是4个月前 

的事，这次再次到访，发现海 

南村有很大的改变，不仅是村 

里的垃圾问题明显改善，村民 

的卫生习惯也改善不少，村民 

不冉乱丢垃圾，而是把垃圾丟 

进垃圾槽，再由达鲁益山公司 

将垃圾送到而榄的垃圾土埋 

场。

“我也要感谢非政府组织 

的参与，他们协助提高村民对 

于卫生整洁的醒觉意识。” 

他说，雪州政府拨款33 

万令吉支持“海南村新呼吸” 

计划，大部分拨款用于整洁海 

南村，其中的6万令吉是用于

黄思汉感谢非政府组织参与整洁及美化海南村计划。右七起为南利、黄思汉、吕清文、吕健伟及张 

绍栋。

美化及活化海南村。

他表示，若该试验计划取 

得成功，将会把计划引人雪州 

其他渔村，丨丨:海南村成为其他 

渔村的模范。

“海南村有超过百年历 

史，其垃圾问题也存在了约 

120年，W此需要持续性地进 

行这个计划。”

他说，每6个星期，非政 

府组织都会联同相关单位，在 

海南村进行大规模整洁运动。

村内垃圾明显减少

南利：有一定困难

需用水陆挖掘机清理

今闩参与海南村大扫除的 

非政府组织包拈马来西亚生命 

线协会、K颈鹿故事馆、耕心 

慈善协会、巴生历史户外学堂 

及巴生国际青商会（JCI)。

除了在村内持续大扫除、 

美化及提高村民醒觉意识，达 

鲁益III公司也在沿海地带使用 

水陆挖掘机，准备进行至少3 

个月的沿海垃圾清理，今日已 

进人第5天，共收集了 8公吨 

的垃圾。

今日媒体到访海南村时， 

发现该村的整洁情况，相较于 

8月时，改善许多，村内垃圾 

明显减少。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 

交通和新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 

员黄思汉今R联同达鲁益山公 

司负责人、及乡村社区管理理 

事会（MPKK) —同到海南村 

视察该整洁计划的进度，同时 

与非政府组织商讨接下来的计 

划。

达鲁益山公司董事经理南 

利表示，清理海南村沿海地段 

的垃圾有着一定的闲难，因此 

需要使用水陆挖掘机才能清除 

该地段的垃圾。

他说，海南村沿海地段的 

垃圾不仅来自该村，巴生河、 

巴生港口等的垃圾III会随着河 

流滞留在该处，由此推算，过 

百年的垃圾M就堆积在此。

“我们需等到退潮时，才 

能使用挖掘机把垃圾挖出来， 

再等到涨潮时，用船把垃圾运 

到岸上，送去垃圾土埋场。”

他指出，挖掘机不能挖掘 

太深人，W为若影响到地基的 

稳固，整个村落会有坍塌的危 

险，W此清理工作只能配合潮 

汐的时间。

他说，这几天收集到的垃

圾不仅有塑料、纸张，还有大 

型废弃物，例如床褥等。

“我们也使用起重机，除 

掉不必要且带有危险的大树， 

也修剪了附近的花草树木，il: 

海南村变得更舒适清洁。”

他表示，其公司也会与非 

政府组织合作，增设有趣和美 

丽的告示牌，提高村民的醒觉 

意识。

他说，其公司0前有约10 

至15名工作人员每天在海南 

村进行清洁工作，在每6周1 

次的大规模整洁运动就会派出 

更多丁作人员到海南村若乡 

管会需要更多帮助，例如增设 

垃圾槽，公司将会全力协助。

他相信在各个单位的全力 

推动下，村民也会随之改变乱 

丢垃圾的习惯。

达鲁益山公司出动水陆挖掘机来挖掘沿海地段的垃圾。

黄思汉：了解民意

快铁站竣工保留草场
针对莎阿南第7区的居民 

反映，担心第M轻快铁工程会 

占用到地方上的草场和游乐设 

施，希望州政府保障游乐场。

黄思汉则表示，莎阿南市 

政厅针对第H轻快铁工程占用 

草场一事，曾举办一次听证

会，并已了解居民的心声。

“市政厅在轻快铁站竣丁 

后将会保留有关草地和游乐 

场，并增加游乐设施。”

出席者包括新村发展协调 

官张绍栋、村K吕清文、乡管 

会秘书吕健伟等。

Page 1 of 1

09 Dec 2019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KL/Selangor • Audience : 27,667 • Page: B4
Printed Size: 1008.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2,679.25 • Item ID: MY003811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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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火爆下午放软

阿兹敏态度逆转
(吉隆坡8日讯）阿兹敏早上“火爆”，下午软了！

咋天在党代表大会上率亲信退场抗议党主席拿督斯 
里安华依布拉欣“撕毁停火协议”的人民公正党署理主

席阿兹敏阿里，在今早依然“火气十足”，在面簿上 

贴了个“叛徒”字睛，剑指安华。

过在2个小时后，他 片，贴文说：“他还是我的老 

在面簿上似放软了姿大！”

态，上载一张他与安华的合照 到下午3时，阿兹敏上载

餘耐人寻味

“叛徒”似剑指安华
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拿 

督斯里阿兹敏今旱在面簿上 

贴文“叛徒”两字，并附上 

插图写着“因为叛徒这个党 

建立了 20年”，似乎是剑指 

“师父”拿督斯里安华依布拉 

欣。

阿兹敏在此插图上署名 

“人民公正党署理主席，志期 

2019年12月7 R ” ，图片背 

景是昨日阿兹敏派系召开记 

者会的照片。

根据面簿的时间线记 

录，贴文是在大约上午9时 

贴上的。在两个多小时内， 

吸引了 2091条评论，4172个

表达情绪，378次分享…

阿兹敏并没有出席公正党 

的大会。此则贴文，其寓意耐 

人寻味，评论褒贬不一。

例如，其中一则写到： 

“经过20年流汗和流泪，现在 

被称为叛徒。把公正党一并弄 

沉吧。，’

另外，一则劝告“不要再 

斗争了。对人民是一种羞耻。 

第15届大选雪兰莪由国阵夺 

回。”

在多则留言评论上，都对 

阿兹敏的贴文表达评判的言 

论。一些则表达支持阿兹敏退 

党’如果还有“尊严”。

他与2位党副主席祖莱达与蔡 

添强的同框照片，贴文：“我 

们不会离开公正党……”。

显然，阿兹敏的“战斗 

力”经过几小时后，已经大 

跌°

似对安华言论“对号入座”
根据局势的发展，看来阿 

兹敏对安华昨R发表的“叛 

徒”言论，感觉是冲着自己而 

来的，所谓的“对号人座”。

阿兹敏派系自从公正党的 

党选后，即不再出席党的最高 

理事会议，对党主席的持续呼 

吁出席会议的言论置若罔闻。

对此，安华在昨日的大会 

表示，已经不能够再表示容

忍，是否意味着将会米取行 

动，对一些党员要求“革除” 

阿兹敏的呼声作出坚决的回 

应？

坊间对公正党的最新进 

展，经历20年的风风雨雨， 

曾经的师徒关系，是否会真的 

走人“一山不能藏二虎”的局 

面？实在是亲者痛，仇者快的 

结局。

» “不会离开公正党”
在下午3时许，人民公正 

党署理主席阿兹敏再在面簿发 

贴文：“这是我们的党……我 

们不会离开人民公正党。”

他也上载了他木人与“左 

右二大将”，即党副主席祖莱 

达及蔡添强的同框合照，“阿 

兹敏阵线”隐然成型。

if azmin_ali

"Dia masih ketua saya, presiden saya. 
Itulah sebabnya saya perlu berunding 
dan bercakap dengan dia, yang saya 
lal^ul^an dan saya al^an terus berbuat 
demikian, jadi tidak ada masalah."

Dafo ’ Seri Azmi’”
Timbalan Presiden KEADfLAN 

7Disember2〇ig

阿兹敏的贴文：他还是我老大。

嫌“他还是我老大”
以“他还是我的老 

大！”贴文，人民公正党署 

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放软 

姿态？

继周R上午贴文“叛 

徒”暗指党主席拿督斯里 

安华，阿兹敏两小时后再贴 

出自己与后者的照片’指安 

华还是自己的主席。

他写到，“他还是我的

老大，我的主席。这就是我 

还需要与他讨论和对话的原 

因，（告诉他）我所做的， 

我将继续做下去的，就此没 

有问题。”

尽管全文没有提及安华 

的名字，不过，由于照片上 

只有两人，加上阿兹敏点出 

了“自己的主席”，W此不 

难猜测阿兹敏是在指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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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辖区行动党大

林冠英：共产主义渗透政府？

“巫统玩弄课题不必理会”
(吉隆坡8日讯）巫统代表指控共

产主义“渗透政府机构”，林冠英 

直言，他不想浪费时间理会这些 

事他斥责这是巫统玩弄课题的手 

段。

他也出示媒体网络流传一张流 

传多年，指他与前马共总书记陈

平，以及和原产业部氏郭素沁有 

“亲戚”关系的族谱。

林冠英是在出席行动党吉隆坡 

联邦直辖区常年代表大会后，在记 

者会这么说。

“我和郭素沁的姓氏都与陈平不 

同，如何与陈平有关系呢？”

“行动党不做历史罪人
林冠英强调，行动党坚持原则 

而斗争，不会为利益成为历史罪

人！

他说，就如当年与伊斯兰党组 

成民联的年代，当伊党走向极端 

后，行动党决定捍卫自己的原则， 

与伊党断交，不愿成为历史的罪 

人。

他说，党员必须牢记党元老与

领袖过去的付出与牺牲，没有他们 

也不会有今天的行动党，所以他们 

不能出卖党的原则，更不为利益做 

历史的罪人。

“我们要记住这些党元老与领导 

的牺牲，他们为了原则与建立更美 

好的马来两亚，甚至要让后代为这 

有尊严的国家感到骄傲，他们宁可 

坐牢失去国会议员资格。”

Luu Pikir Lah Sendiri...
KELUARGA KOMUNIS 

MALAYSIA

网络再挑“族谱”，指行动党领袖与陈平有亲戚关系。

驳斥引进中印人士当选民

“意图挑起仇视情绪”

丹绒比艾补选华裔投国阵

林冠英：怎么搞的？
林冠英驳斥巫统武吉牛汝莪区 

部主席拿督奥马指行动党引进中国 

人与印度人作为幽灵选民的言论。

“他讹称行动党引进中国人与 

印度人作为幽灵选民，能否出示证 

据？

“这是煽动和邪恶的言论，意图 

挑起人民的仇视情绪。”

“在野党喜欢误导人民，导致行 

动党和希盟被仇视……他们不希望 

我们代表所有族群，希望分化我 

们。

在丹绒比艾国席补选 

—役，华裔选票投向国 

阵，林冠英说：“这是怎 

么搞的？”

林冠英说，国阵选择 

极端与种族主义路线，但

是华裔选民还是投向国 

阵。

他说，有巫统与伊党 

领袖在补选中扬言要关闭 

华小，选民还是能够接 

受？这是不是错觉啊？”

党员为林冠英（前排左四）送上‘日惊'"喜，左起为林晋伙、郭素沁、方贵右起林立迎、单 

敬茵及陈国伟。

为林冠英庆生
今天是林冠英59岁生

辰！

民主行动党吉隆坡联邦 

直辖区107名党员于周R (8 

日）为他们的秘书K：林冠英 

送上惊喜，准备2个大蛋糕 

为他庆生，送上祝福及高唱 

生日歌。

林冠英为该区常年代表 

大会主持开幕礼后，党员送 

上印有林冠英卡通造型的蛋 

糕。

出席者有吉隆坡联邦直 

辖区署理主席方贵伦、副主 

席郭素沁、单敬茵、秘书林 

立迎、副主席杨巧双与副组 

织秘书林晋伙。

别患“否认症候群”

陈国伟促开明接受批评
民主行动党主席陈国伟提 

醒希盟在行动党领袖，在面对 

人民批评时勿患有“否认症候 

群’’。

“我们必须以开明的态度 

接受他们的指责。”

他致同时这么说。

对于希盟被指没有兑现大

选承诺，才导致兵败丹绒比艾 

国席补选，陈国伟持不同的看 

法，他指事实上希盟已完成 

60 %的竞选艰诺。

他说，有人指希盟无法兑 

现承诺，唯这指控有欠正确， 

W希盟政府已做出了多项改 

革，包括还予人民自由言论与 

新闻自由、国会议员申报财

产，甚至丨丨:反对党领袖任国会 

公共账目委员会主席。

他说，希盟执政中央20 

个月，而这执政路上领袖们都 

走得非常艰苦。

“虽无法尽善尽美，但他 

们仍努力提升民主、人权与制 

度改革，同时，希望在希盟执 

政期间恢复地方议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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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马••大会骚乱不影响政府 

“不干预公正党内务” 
(浮罗交怡8日讯）首相敦马

哈迪医生认为，人民公正党代 

表大会发生的骚乱事件，不会 

影响希望联盟政府。

他也表示，这是公正党的 

内部事务，他不想干预

他今日与浮罗交怡各乡村 

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人一起出席 

希望联盟亲善餐会后，在记者 

会上受询时这么表示。

他表示，任何领导层之间 

难免会意见分歧，但相信情况 

不会严重到希盟不能组织和捍 

卫政府。

他认为，希盟之间还能合 

作无间，还能成立一个权威的 

政府。

“反对党也有很多内部问 

题。”

他说，如果不是执政党， 

人家才不会理，但是上台执政

之后，难免有时出现意见分 

歧，但这是很平常的事情。

询及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指责该党主席 

拿督斯里安华太过于关注接任 

首相职一事时，马哈迪表示， 

他不想干预公正党的事务。

“这是公正党的内部问 

题，他（阿兹敏）的任何看 

法，我都不想插手。”

针对国家诚信党的代表在 

该党代表大会上指飞行车是最 

无用也是最令人蒙羞的计划， 

马哈迪说，这是因为对此计划 

有误解-

“把它称为飞行车是错误 

的，其实它是可载人的大型无 

人机。”

他表示，如果人民不要就 

不勉强，这只是一个构思，如 

果人民不喜欢可以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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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儿童与糖尿病曰” 

3W (健康，福利与女性） 

嘉年华

联办：梳邦再也市议会、雪 

州政府

日期：12月15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7时30分至下 

午5时30分

地点：蒲种英达梳邦再也市 

议会公共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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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动员下乡到g 
南村展开清理垃圾工作。^ 

中，在8月24日当天，’就色$下 

一小对内清理700公斤垃圾的J 
记录；而在事隔4个月后 

扫除，也在一小时内清1里0 

100公斤的垃圾。> Hi

5天清8公Dt垃圾
巴生8日讯巴生海南村美化计划，首5天清出8公吨的海岸垃圾；达鲁益 

山集团将在巴生海南村进行为期3个月清理岸边垃圾的试验工程，每6周将配 

合非政府组织举行大扫除运动，冀望提升村民照顾环境卫生的醒觉意识。

此款水陆两栖的艳泥机，可在涨潮时，收集水面上的垃圾; 

退潮时则搁浅，只能清理周边的垃圾。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宣布， 

海南村大扫除有明显成效，现阶 

段由达鲁益山集团进行岸边清理 

工作，这项海岸美化工程将试跑 

3个月；如果成功，将在其他河口 

渔村落实相同的计划。

他指出，州政府于8月24日 

在巴生海南村推动「海南村•新 

呼吸」计划，当天一小时内就收 

集到多达700公斤的垃圾。经过4 

个月的努力，今天一小时则清出 

100公斤的垃圾。海南村岸上垃圾 

问题目前已有明显改善。

他表示，清理海岸垃圾是 

一项棘手的工作，除了村民有乱 

丢垃圾的习惯，而且大量垃圾也 

会随著巴生河流域漂流到巴生河 

口，加剧巴生港口、吉胆岛和海 

南村的垃圾情况。

或探讨改善排污系统

黄思汉是于今日上午巡视巴 

生海南村美化和海岸垃圾清理工 

程时，在记者会上如是表示。陪 

同出席者还包括雪州新村协调官 

张绍栋、村长吕清文、乡管会秘 

书吕健伟，以及各非政府组织代 

表等。

他透露，海南村拥有120年 

悠久历史，村民丢垃圾的行为是 

累积至少20年的坏习惯。

他强调，配合达鲁益山的清

洁工作，非政府组织也会在每6周 

举办一次大型大扫除活动，两项 

工作将同步进行且互相配合。

针对州政府是否有计划改善 

渔村的排污系统问题，黄思汉则 

指出，现阶段只是先改变村民直 

接把垃圾丢进海里的习惯，如果 

成功控制垃圾问题，才会进一步 

抹讨村民的排75■问题。

据了解，今早参与大扫除计 

划的非政府组织，包括蕉赖11 

哩新村小长颈鹿图书馆、巴生历 

史户外学堂、马来西亚生命线协 

会，以及巴生国际青年商会等。

此外，达鲁益山集团总经理 

兰利指出，清理工作每天都在进

行，每天都有10名员工在海南村 

负责清理工作。目前他们在海南 

村设有4个垃圾槽，一旦装满垃圾 

就会运往而榄垃圾场。

「我们在海边清理垃圾不能 

随便挖掘海滩上的泥土，担心一 

旦影响到地基稳固，整个村落很 

可能就会发生i丹塌事件’所以清 

理工作只能配合潮汐的时间。」

另一方面，针对莎阿南第7 

区的居民反映，担心第三轻快铁 

工程会占用到地方上的草场和游 

乐设施一事，黄思汉指出，市政 

厅已确定第三轻快铁工程不会占 

用到草场，工程竣工后会继续保 

留草场和游乐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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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现宣言&箭领通雄货

适逢周日是林冠英（前排左4) 59岁生日，行动党领袖和州代表们在直辖区大会开幕礼上，送 

上蛋糕为他庆生。前排左起为林晋伙、郭素沁、方贵伦、陈囯伟、单敬菌、林立迎、杨巧双及 

黃书棋。 一珞

吉隆坡8日讯|民主行

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指希盟 

已兑现了 60%的大选宣言承 

诺，但他们知道还有很多 

工作尚未完成，并促行动 

党的领袖是时候勇敢地站 

起来，解释政府的政策及 

捍卫党。

他说'彳T动党领袖需向人民 

解释为兑现这些诺言而采取的种 

种步骤，毕竟希盟政府面临了许 

多挑战，如：政府公务员拒绝遵 

守总检察长丹斯里汤米汤姆斯的 

指示，不要对莎阿南高等法院对 

人民公正党副主席拉菲兹的无罪 

获释提出上诉。

林冠英也促请华社，关注丹 

绒比艾国席补选的结果，因为这 

场补选已加剧巫统和伊斯兰党的 

种族主义及宗教极端主义，尤其 

是在多源流学校一事上，他们更 

是极端，甚至有人呼吁关闭华文 

学校。

林冠英今日在为行动党联邦 

直辖区代表大会主持开幕时，也 

不点名的方式来抨击，由国阵所 

控制的中文媒体，并没有在新闻 

报道或专栏，来突显那些无视联 

邦宪法规定的非马来人和非穆斯 

林基本权利的威胁。

他申诉，昨天仅有英语媒体

《马来邮报》突显了我因资助华 

文学校而被巫统武吉奥玛所攻击 

的新闻，中文媒体中却没有出。

负面新闻被放大

「对国阵不利的新闻，它们 

轻描淡写，对希盟负面的新闻， 

它们则大做文章，这就是某些中 

文主流媒体所展现的亲国阵和反 

民主行动党或反希盟的立场。」 

他提到，这也是为什么民主 

行动党和希盟必须依靠自己的机 

制来传达信息的理由，因行动党

不能依靠这些中文媒体。

惟林冠英在致辞中也表明， 

他们并不是在针对记者，而是不 

相信他们的顶级编辑人员、管理 

层或拥有人的新闻专业，因在一 

马发展公司（1MDB )这样的热门 

课题上，有关媒体没有展现应有 

的专业精神，没有谴责领取1MDB 

资金的新闻工作者团体。

「我（林冠英）不需要指名 

道姓，但你知道它们是谁，特别 

是那些欲垄断控制的报章。」

林冠英也嘲讽说，对于国阵 

控制的媒体来说，他担任部长或

财政部长并不重要，但不应仅仅 

因为肤色，就剥夺一个大马人民 

成为部长的权利。

「更糟糕的是，巫统领袖无 

耻地呼吁撤销非马来人在宪法赋 

予的投票权，或公开地对非穆斯 

林的宗教习俗表示蔑视。」

出席今日直辖区州联委会代 

表大会的行动党中央及州领袖， 

包括行动党全国主席兼联邦直辖 

区州委员会主席陈国伟、州署理 

主席方贵伦、州副主席郭素沁、 

单敬茵、州书林立迎、州副秘书 

杨巧双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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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挪霣开關兹敏

安华 中

EJ应媒，体i询是^否会況除

阿繩雨里财， 表示!不』

开‘除、任a何私 左'慰为 1^7正

-
副席i西维姻

安华英称易願镰人
Ea&ii£^魏美琪、黄毓萍、徐慧美

马六甲8日讯|公正党不会开除昨日在党代 

表大会中途离席的署理主席阿兹敏阿里！

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指出，尽管 

多位在大会中参与辩论的代表和有党基层 

认为，必须开除违反党纪的领袖及代表， 

不过他目前没有打算这么做！

他说，确实有党代表提出对付有关人 

士，认为应该团结一致，不能向违反纪律 

者妥协，不过他目前没有这么打算。

他是今日在公正党代表大会结束后， 

在记者会上被媒体询及会否开除阿兹敏阿 

里时，如是指出。

还是有商谈空间

当再询及是否将原谅阿兹敏阿里昨天 

与多位领袖及代表离席的行为，他则笑称 

本身是一个容易原谅别人的人，应该给予 

聆听的机会。

安华表示，本身2天前也接到阿兹敏

邀约出席今晚在吉隆坡吉隆坡万丽酒店 

召开「2030年共享繁荣远景」晚宴，惟他 

基于个周日都有本身的聚餐，因此无法出 

席。无论如何，他也认为，双方还是有空 

间商谈之间的问题。

安华表示，今天共有80%的代表出席 

大会，尚不包括观察员，他本身相当满 

意。部分中央代表因为来自较远的地区， 

所以已先行回家，有者则是身体不适而没 

有出席，否则出席率将达90%。

至于昨天参与辩论的代表演词带有奉 

承及攻击性，他指出，代表们发表心声， 

而在民主的政党无法控制代表的言论，或 

提供演词让他们照读。

另一方面，安华表ZF，本身不急于 

首相交棒日期，也相信不会在这个月就交 

棒，而上个月举办的希盟理事会会议已说 

明，首相职权将和平交接，惟曰期未定。

以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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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党奋斗20年

心痛被指控是叛徒
吉隆坡8日讯I公正党署理

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表示，该党 

主席安华在20年前被革职入狱， 

他与全党上下都力挺安华，但 

不料他本身在20年后，却被指为 

「叛徒」。

阿兹敏今晚回到该党在20年 

前的创党地点一吉隆坡万丽酒店 

(Renaissance Hotel )举行的千 

人晚宴上，心痛他们一群20年前 

一直在公正党奋斗的领袖，在20 

年后的12月7日被指背信弃义。

他说，公正党在1999年创党 

时候，他、副主席蔡添强、祖莱 

达、最局理事西华拉沙等人站在 

万丽酒店宴客厅，见证党建立。

「1999年，我和添强在这个 

礼堂（万丽酒店的宴会厅），祖莱 

达也在。还有很多人当时也在这 

个礼堂。」

他话锋一转，感叹到：「可 

是在20年后，2019年12月7日， 

我被指为『叛徒」。」

阿兹敏在晚宴致辞时称，公 

正党不是建立于一个人或一个家 

庭，而是立足于人民的力量，更 

获得在场支持者报以热烈掌声。

2派在大会起争执

他说，公正党根基建立在每 

一个认同多元理念的马来西亚人 

上，从西马各州到东马、各族。

阿兹敏表示，他在大会被出 

席党员喝倒彩，因此他以为今晚 

《2030年共享繁荣愿景》晚宴没 

有人会来，没想到却看到很多人 

来支持。

公正党两大巨头安华及阿 

兹敏在党大会前夕，展开破冰会

谈，达致和解，化解大会闹双胞 

局面。然而，周六举行公正党大 

会，约百名阿兹敏派系支持者不 

满代表们抨击阿兹敏，以及大会 

只著重在个人议程，在下午中途 

离席抗议。

阿兹敏在内的23名中央理事 

昨曰在大会离席后召开记者会上 

发表联合声明不满党主席拿督斯 

里安华违反承诺，在代表大会上 

的演辞开启了人身攻击和破坏党 

团结。

联署声明指党代表和观察员 

希望党主席的政策演讲侧重于包 

容、渐进的方向和政策，然而党 

主席在主席演讲提到了马六甲王 

朝叛徒的典故，指内斗导致马六 

甲被葡萄牙人侵略。

另外，尽管公正党署理主席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昨天中途离席 

公正党代表大会，今日亦没出席总 

结环节，不过他还是通过推特表明 

立场，指他不会离开公正党。

阿兹敏阿里于安华完成党大 

会辩论总结后，今午3时发表推文 

指本身不会离开公正党！

「这是我们的党……我们不 

会离开公正党！」

阿兹敏也于早上9时30分， 

似乎自嘲地在推文写了单字「叛 

徒」（Pengkhianat)，其设计图

则注明「........因为这叛徒，党才

建立起了20年」。

阿兹敏较后于中午12时半左 

右再度发表推文指出，本身依然 

尊奉拿督斯里安华为党主席。

「他依然是我的领袖，我的 

党主席。这就是为何我需要跟他 

商量谈话，讲解我所做的事情， 

以及我将会继续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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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激B思结提网兹敏台下佳_声

在总结时，蔡添强（左）因致词的内容遭到代表的嘘声，他便走下台向安华反映。-徐慧美-

大会

马六甲8□讯|公正党

代表大会今日进行总结，在 

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 

里派系的大部分人马皆缺席 

的情况下，副主席蔡添强和 

妇女组副主席公桑吉达仍上 

台进行总结，惟当两人提及 

阿兹敏阿里时，台下的代表 

却以嘘声作为回应。

蔡添强上台时迎来不少掌 

声，但中途却因致词的内容引 

起现场代表的不满，而引来阵阵 

的嘘声，台下出席者也不时高举 

「安华第8任首相」的海报力挺安 

华。

而蔡添强则走下台向党主席 

拿督斯里安华反映，随后再走上 

台继续冷静地发表谈话，而大会 

议长拿督阿末卡欣也提醒在场者 

保持冷静。

勿忘创党元老贡献

蔡添强也在致词时指出，如 

今党代表处在舒适的礼堂，高喊 

「安华，万岁！」，但是20年前

该党创党初期，什么都没有，面 

对的是镇暴队及内安法令对付' 

当时谁敢高喊支持安华？

他说，以前安华坐牢，顾 

问拿督斯里旺阿兹沙领导该党19 

年，并获得其他领袖包括署理主席 

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的扶持，并没 

有发生杯葛事件。但这番话，却引 

起台下的代表们发出嘘声。

他也呼吁众人，不要忘记所 

有过去20年参与斗争领袖及创党 

元老的贡献，包括祖莱达、李文

材、拉菲兹等人。在这些人中， 

一些人虽然已经离开，一些仍继 

续斗争，尽管有些意见分歧，但 

是他们都是党内代表性的人物， 

不应该被遗忘。

「没人否决安华任相」

此外，公正党妇女组副主席 

公桑吉达今早进行总结时情绪激 

动，指没有人否决安华担任第8任 

首相，且她也全力支持，不过大家

须知道党的方向，即为民请命。

这时台下有不少党员嘘声， 

议长拿督阿末卡欣要求大会和主 

讲人冷静。

桑吉达继续说「冷静吧」， 

并列出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 

阿里、副主席蔡添强、西维尔等 

都面对过联邦后备队（FRU ) ^大 

家曾为党而斗争。

台下的嘘声继续响起，议长 

最终指时间已到，她也选择结束 

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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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8曰讯|公青团团长阿克玛揭露，昨 

天他透过即时通讯程式Whataspp接获一则语音 

讯息，内容是指有人存心策划冲突事件，以破坏 

公青团代表大会，并欲发动向他投不信任票。为 

此，他将把上述语音讯息交给警方作出调查。

他说，是于昨晚接到一名 

「爆料者」提供上述的语音讯 

息，并对内容感到惊讶。

「语音讯息的内容，是1■我 

需要30名铁粉（Hardcore )，作 

为大会时的保安队，我要锁上 

大会的门及向阿克玛投不信任 

票° J』
他是于今早参与第14届公正 

党代表大会总结环节时，如此表

阿克玛在总结时爆料，指 

接获一则语音訊息，内容是 

有人策划在公青团代表大会 

上，对他投不信任票。-徐意美-

革除召集流氓者

「究竟是谁传出该讯息，是 

谁要破坏党及中伤党？流氓不是 

我们的文化，我将把证据交给警 

方调查。一旦证实有人召集流氓 

捣乱公青团，应该即刻被革职， 

并在刑事法典下被调查。」

阿克玛再次重申，本身对于 

公青团大会周五所发生的冲突事 

件感到遗憾，他和公青团秘书处

尽管阿兹敏阿里派系的代表缺席大会，但会场上的空位最终 

还是被填满。 -徐慧美-

皆有责任确保公青团顺利进行， 

以及确保代表及观察员的安全。

暗喻有人虚伪

他也感谢公正党志工团努力 

协助维持当天的秩序。

阿克玛也在会上暗喻有人虚 

伪，假装捍卫斗争，其实是忙于

争名夺利。

「假装很忙，其实却不做 

工；假装平静，却保持攻击；假 
装斗争，其实是叛徒，这些虚伪 

文化若在国阵巫统执政年代，则 

是假装捍卫巫裔，实际却是贪 

污、舞弊及滥权。」

他说，虚伪及言不由衷的 

人，最终其阴谋及谎言将被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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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8日讯|第14届公正 

党代表大会进行至最后一天，以 

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为 

首的领袖及中央代表于昨日中途 

离席后，今日属其派系的多名领 

袖和代表也继续缺席大会。

因阿兹敏派系的中央代表缺 

席，所以截至今早9时30分，现场 

后方出现大量空椅子，唯中午12 

时，位子已经陆续被填上。

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及 

顾问拿督旺阿兹敏是于今早9时抵 

达会场，两人似乎不受昨日的时 

间影响，笑容满脸地向党员打招 

呼，但却不见阿兹敏阿里及其派 

系的副主席祖莱达等人进场，台

阿兹敏派系缺席大会后方大量空椅
上也出现多个空席。

至于副主席蔡添强则在唱国 

歌及党歌时才现身。大会今早也 

安排马来歌手雅欣苏莱曼演唱多 

首歌曲，安华也_起演唱《Teman 

Sejati》，场面融洽。

台上12人缺席

据现场观察，一些原本坐 

在后方的观察员，被要求移去前 

方，导致后方出现大量空位。

据了解，公正党全国代表共

有2642人，出席法定人数为代表 

的三分之一，即880人，唯大会未 

正式宣布现场的出席人数。

根据大会资料显示，台上的 

中央理事原定有57人，不过截至 

早上10时30分，只有45人出席。

今日共有11名中央理事参与 

总结环节，包括党顾问拿督斯里 

旺阿兹莎、主席拿督斯里安华、 

总秘书赛夫丁纳苏申、副主席蔡 

添强、西维尔、郑立慷、组织秘 

书聂纳兹米、通讯主任法米、公 

青团团长阿克玛、宣传主任拿督

斯里三苏依斯干达、妇女组副主 

席桑吉达（代表妇女组主席哈尼 

扎）。

此外，针对阿兹敏阿里和一 

些中央理事缺席代表大会一事， 

大会议长拿督阿末卡欣接受媒体 

电访时指出，对方已在昨天通知 

无法出席。

「他说有家庭活动’无法避 

开。其他缺席者也说有事，走不 

开°」

无论如何，阿末卡欣也说， 

不会对此采取纪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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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马六甲8日讯|人民

公正党总秘书赛夫丁纳苏 

申以不点名方式，指党署 

理主席阿兹敏阿里，不曾 

出席该正党中央理事会的 

会议，包括在大选前，有 

关决定支持党主席安华出 

--pt 任首相的会议。

^日 他说，赞同蔡添强

所指的，不需要在公正党 

的代表大会上辩论环节谈 

说论支持安华担任第8任首 

%麵课题。

他续称，这是因为 

支持安华担任首相的课 

题，早在大选前就已进行 

讨论，出席的人包括副主 

席蔡添强、拉菲兹、西维 

尔、党顾问拿督斯里旺阿 

兹莎。

「没有出席的人我 

就不在这里提了。我不提 

(他），是因为他没有_ 

次出席过（会议）。」

此话一出，台下的党员传出 

惊讶声。他是今早在该党第14届 

代表大会的总结环节，致词时如 

是指出。

他强调，安华并非迷恋于当 

首相，而是志在改革议程、人民 

利益及竞选宣言。「无论如何， 

党已20岁了，我相信大家足够成 

熟，懂得评估我们的领导。」

此外，赛夫丁纳苏申也强 

调，若公正党中央理事扎卡利 

亚有任何上诉，原则上应直接对 

党，而不是透过媒体发布。

他也在代表大会的总结环节 

上向所有党员出示由反贪会所传来 

的信函，并表示这是该党第一次收 

到这类信函，基予公正党是注重廉 

洁的党，看过内容及讨论后，才决 

定向扎卡利亚采取行动。

会

阿
兹
敏
缺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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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再挑起「男男性片」课题

甲现哈兹阿兹肖像布条

马六甲8日讯|公正党代表

大会昨天出现近百名阿兹敏阿里 

派的代表离席风波后，甲市区今 

早出现一张「欢迎署理主席出席 

2019年全国代表大会」的布条， 

下方注明「我想你」（I miss 

you )，似乎要再度挑起「男男性 

爱短片」的课题。

《东方曰报》摄影记者是今 

早途径马六甲中央医院附近的一 

个行人天桥处，发现有关布条， 

该布条也印有「男男性爱短片风 

波」的男主角哈兹阿兹的肖像。

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 

敏阿里卷入的「男男性爱短片j 

风波'是在6月中旬爆发。多家媒

体代表的手机被不知名人士加入 

T'WhatsApp群组，并在群组中 

散发视频。

不久，哈兹阿兹随后在个 

人面子书上载自录短片承认，自 

己是性爱短片中的其中一名男主 

角，并指控另一人就是阿兹敏阿 
军O

不过，阿兹敏阿里全盘否 

认，表示这是已经策划了数个月 

的政治阴谋’旨在破坏他的个人

声誉，摧毁他的政治前途。

他当时也说，他已经指示律 

师向对他作出种种恶意指责的人 

士采取法律行动，他将通过正当 

的法律途径揭发涉及这阴谋的人 

士0

沉寂了 一段时间后’「男男 

性爱短片」较后于9月初再有新短 

片流传，更连续传出6段、全长 

18分钟，这也是迄今最完整的视 

频

在马六甲中央医院附近一个行人天桥处，周日早上出现一条 

印有「男男性爱短片」主角哈兹阿兹肖像的布条，似乎是有 

人刻意再挑起这个课题。 -徐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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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提及政策民生大会没素质丢脸」
吉隆坡8日讯I公正党署理

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直言，对于 

公正党大会感到丢脸。

他批评，公正党大会没素 

质，大会完全没有提及涉及政策 

和民生课题。

「公正党已经是执政党之 

-，昨天的代表大会完全没有提 

及经济、教育、农业、年轻人的 

课题与政策。我对于这样没素质 

的大会觉得很丢脸。」

他透露，他在率领票选理事 

会晤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时，已 

表达应该挑选有素质的代表参与 

辩论。

可是他遗憾，因为公正党领 

袖没有认真挑选辩论代表，导致 

大会没有显示专业问政的的执政 

党风范。

他直言，可接受代表就他没 

解决经济课题而批评他，可是不 

应该是在台上以「背叛」、「没 

有出席会议」等理由，攻击他。

阿兹敏今晚在《2030年共享繁 

荣远景》晚宴致词时，如是表示。

他说，我国也有许多历史典 

故，可党主席却在发表致词时偏 

偏引用影射叛徒的历史典故。

同时，阿兹敏也用以同样本 

周举行代表大会的诚信党和巫统

做比较。

他表示，诚信党主席莫哈末 

沙布在发表政策演讲时，赞扬党 

内的内阁部长，相比公正党却没 

有提及。「相较我们是挂著改革 

口号的政党，却只是在大会提及 

叛徒、离开、开除。」

阿兹敏也为该党副主席蔡添 

强在代表大会提到他担任雪州州 

务大臣的政绩，却被代表嘘一事 

而打抱不平。

他指出，希盟在雪兰莪州议 

会于509大选时，在56个议席赢得 

52个，足以证明雪州政府的政策 

获得各族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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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汉（右）为“陪你义骑轮行”活动主持挥旗仪 黄思汉（右）坐上轮椅感受残障人士在日常生活中面

式。左起为彭河祥及阿敏。 对的不便。左为谢灵霖。

(蒲种8日讯）由蒲种 

基督教会联合团契所主办的 

“爱蒲种圣诞嘉年华” R前 

盛大举行，并备有一连串的 

活动及表演，与民提早欢庆 

圣诞。

为配合12月圣诞及国 

际残障人士日，蒲种美门残 

障关怀基金会也于当天举行 

“陪你义骑轮行”活动，让 

参与者推着轮椅或骑自行车 
-同响应，全程共4公里Q

雪州行政议员兼金銮 

区州议员黄思汉指出，该活 

动有助提高民众对残障人士 

的认知，从而学会包容和体 

谅，还提供各方面的咨询服 

务，让他们有机会申请相关 

福利。

盼推出适合障友求助APP

利。

黄思汉出席“爱蒲种圣 
诞嘉f华”开幕典礼时，如 

是表7K。

黄思汉表示，他曾在去 

年向大家提及-•个州政府的 

残障人士行动小组；该小组 

也委任蒲种美门残障执行主 

任谢灵霖等人，成为会员， 

继续为残障人士争取福利。

该嘉年华会上设有多个 

摊位包括智力游戏、特殊教 

育、遗嘱咨询、财务咨询、 

辅导咨询、临床心理治疗咨 

询、法律咨询、雪州政府福 

利咨询、义剪、美容健康、 

启发脑部锻炼、中西医诊疗 

、腰膝脊椎健康检查、眼耳 

检验、环保意识、绿化环境 

、赈灾知识等，让残障人士 

黃思漢：愛蒲種聖誕嘉年華

助提高對障友認知

嘉宾们为“爱蒲种圣诞嘉年华”主持开幕仪式。左一为梁建成；右一起为 
彭河祥及阿敏；右四为黄思汉。

盼推出适合障友求助APP
他认为，有必要推出 

-个资料齐全的手机应用程 

式，并适合大众使用包括残 

障人士，以给予他们在面对 

问题时拥有寻求帮助的途 

径。

他相信以目前先进及创 

新的科技信息，能把不可能 

变成可能，同时为残障人士 

提供日常生活中多方面的便

能获得各方面的援助

出席开幕礼嘉宾尚有蒲 
种区特易购（Tesco)超市总 

经理阿敏、GTP喜信堂牧师 

罗绍毅、安息日教会牧师梁 

建成、新生命复兴教会牧师 

黄长永、顾问温坤民、筹委 

会主席彭河祥、美门残障关 

怀基金会执行主任谢灵霖、 

马来西亚美门代总干事潘银 

珠及大马艺人林静苗。

家长带 
着孩子到游 
戏摊位参与 

智力游戏， 
有助促进亲 

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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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水務資產後 雪州柏朗桑還剩什麼?文/财经组

任何投資問題’歡迎問診把脈。
傳眞：03-79558379

電垂B : business@sinchew.com.my

居銮读者王阿发问：雪州柏朗桑 

(KPS,5843,主板工业产品服务组）自从 

卖了水务资产后，（1)手中还有哪些公 

司？（2)合理价是多少？

(1)根据雪州柏朗桑于 

I 2019年4月杪宣布的2018

年报资料显示，除了水务资产外，该公 

司尚有4项核心业务，包括制造业、贸

易、床垫及睡眠产品执照业务领域、基 

建及公用事业等。

參制造方面——该公司旗下制造业 

臂膀Century Bond Bhd为一■家全方位的包 

装方案服务公司，主要生产纸袋、瓦楞 

纸箱、塑胶及消费产品的原庄器材制造 

领域。旗下CPI (槟城）有限公司则是一 

家综合塑胶注射模具公司。

今年5月中，该公司建议以3亿1125 

万令吉现金收购模具制造公司——东洋

制造(马)私人有限公司（TMM) 100%股 

权，以壮大现有制造业务。一旦完成内 

部重组，TMM业务将涵盖模具制造到精 

密注塑成型和装配等，而业务将遍及中 
国、大马和印尼。预期整个收购计划将 

在今年第三季完成。

籲贸易业务臂膀主要是qua-Flo有限 

公司，主要是供应水务化学，以及为水 

务/废水处理厂提供技术服务，特别是 

与国内外水务及废水处理专家密切合作

以提供上述服务。

• King Koil执照公司，以向全球市 

场发出执照以销售床垫及睡眠产品等。

鲁基建及公用事业公司- 

Smartpipe科技有限公司主要提供综合水 

务方案服务，专于水管重修及替换服 

务。此外，该公司也涉足产业投资领 

域，以及通过联号涉足油气业领域。

(2)近年来，没有证券研究对它进行 

剖析评估及作出推荐合理价。

國
油

體
展
望
不

读者MEIMEI问：看到最近有报道 

说国油系的股票会有所表现，我是国油 

气体(PETGAS,6〇33,主板公用事业组)小 

股东，请分析这家公司最新表现，还有 

前景和合理价，谢谢D

答 国油气体最新出炉的第三季 

业绩表现并无惊喜，整体虽 

符合预期，但面对特定公用事业收费调整 

下，分析员认为国油气体仍有不确定因素环 

绕，展望不一。

马银行研究表示，撇除外汇因素，该公 

司第三季核心净利跌12%至4亿4600万令吉， 

首9个月核心净利跌6%至14亿1200万令吉。

年落实，分析员预期其天然气处理业务营业额可取 

得5.1%的成长。

肯纳格研究表示，唯一可动摇国油气体的因素 

是天然气运输系统第H方第使用条款（TPA)，在该 

条款下，首阶段监管期（RP1)为2020至2023年，次 

阶段为2023至2025年，并影响盈利表现。

该行预期，国油气体至2026年的每股资产回酬 

率（R0A)将跌8%，预估届时半岛天然气运用计划 

(PGU)每焦耳（GJ)锐跌60%至50.2仙，而2018年 

收费为1.248令吉。

大马投行也认为，2020至2025财政年，特定公 

用事业收费调整，将使国油气体的盈利年减1%，其 

中2020至2023年的跌幅比较大，高达7%。

达证券最为悲观，认为在各种不明朗因素下 

(如天然气运输盈利萎缩、RP1详情尚未公布、优化 

更换成本逐步取代历史成本等），前景待定。

不过，安联星展相当喜爱国油气体，因该公司 

拥有防御性的盈利能力、强稳资产负债表及强大的 

母公司。

分析员普遍给予守住评级，目标价则是介于15 

令吉35仙至17令吉60仙。

成功多多投標菲彩票可有勝算?
吉隆坡林先生问：成功多多(BJTOTO,1562,主板 

消费产品服务组)(1)投标菲律宾彩票的最新进展是什 

么？胜算高吗？（2)最新业绩表现如何？前景可好？

1 )目前为止，分析员也在等菲律宾 

： 福利彩票局的重新投标最新进展，以 

便作进一步的分析评估。

成功多多在菲律宾的成功菲律宾机构（BPI)，持 

有39.99%股权的菲律宾博彩管理机构(PGMC)参与菲律 

宾全国网上博彩系统合约竞标。

PGMC今年7月成为唯一合法竞标者，但被菲律 

宾福利彩票局认为竞标不符合规定，而要重新投标， 

PGMC已经提出抗议，并等待结果，在结果出炉前，菲 

律宾福利彩票局应该不会进行重新投标。

(2)成功多多首季净利报6793万9000令吉，普遍符 

合市场预测。分析员认为，作为最大的测字商，政府 

严打非法博彩，加上接下来的农历新年前传统旺季， 

预料有助于该公司的盈利和股价表现。

据安联星展研究透露，测字业者表示，政府正在

聯聖後市可期
新山投资者L君问：请分析联圣(N2N,0108,创业 

板科技组)的业务前景，还有合理价。

先来看看联圣最新业绩。根据达证券分 

： 析，该公司首9个核心净利虽下滑，但 

仍超出预测，该行看好联圣后劲可期，未来有望取得 

更好表现，并调高盈利预测。

达证券表示，联圣首9个月核心净利报1110万令 

吉，达到全年盈利预测的80.3%，也远比分析员预测 

高，归功营运开销偏低，且营运盈利赚幅增至30.4%。

达证券说，联圣短期内的利好因素包括亚洲地区

打击非法测字活动，特别是2018年下半年，非法测字 

规模为合法测字的两倍，相信此举有望提升合法业者 

的盈利。

非法测字的刑罚包括罚款10万令吉及至少6个月监 

禁，一般相信有助于降低赌徒参与非法测字投注。惟 

大众研究提醒，虽然刑罚提高，但是否有效打击非法 

测字，仍取决执法力度。

肯纳格研究相信，政府明年也会再度下砍特别开 

彩次数，从11次降至8次，并增加10%额外的税务，这 

会对公司营业额及净利造成低于2%的影响。

不过，艾芬黄氏研究认为，减少特别开彩次数对 

成功多多的影响并不大，毕竟该公司全年仍有164天的 

开彩次数，此前开彩次数为167天。其实特别开彩的赚 

幅较低，因需付特别税务。随着特别开彩次数减少， 

反而有利赚幅提高，预期该公司每个季度可维持8亿令 

吉营业额，因此，将2020及2021财政年的每股净利也 

调高1.3%及2.7%。

分析员普遍看好成功多多前景，大多给予买进和 

守住的评级，目标价介于2令吉30仙至3令吉10仙。

的市占率不断提升，以及系统老旧需要提升。

联圣业务分布香港、印尼、大马、菲律宾、新加 

坡、泰国及越南，香港业务贡献了50%的营业额,:，

达证券相信，更多投资银行将会采用联圣近期 

推出的交易平台系统，因该系统提升了跨境交易。目 

前，该系统已经在大马使用，相信香港与新加坡很快

香港近期虽动荡，但达证券相信联圣业务并不会 

受到太大影响，因联圣业务模式是依据执照及租赁模 

式，营业额取决交易量。

有鉴于联圣赚幅提升，达证券决定将2019至2021 

财政年的盈利预测分别调高7.1%、6.6%及6%。目标价 

从77仙调高至83仙，评级从“守住”调高至“买进”， 

本益比估值为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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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8日讯）继今年8月24日的“新呼吸， 

大扫除”后，巴生海南村从5天前开始，由负责 

垃圾清理的雪州达鲁益山集团（KDEB )固体废 

料管理公司，展开为期3个月的系统性清除垃圾 

与整顿卫生工作，5天内便清出8.3吨垃圾。

今日到场巡视进度的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 
通及华人新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在新闻发布会 

上，对他相隔3个月半后巡视海南村，这座有120年历史 
的渔村变得更干净，感到大为满意

州政府拨33万4000美化

他透露，州政府拨款33万4000令吉，作为整顿海 

南村卫生与进行美化项目的款项，多数费用用于清理沉 

积在沼泽地上已久的垃圾，当中6万令吉将用于海南村 

美化计划
他强调，由达鲁益山集团从本月4日开始的为期3 

个月清理垃圾丁作，是一项持续性的计划，届时会每6 

周与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配合，与村民展开净村活 

动，以保持此计划动力。

他欣慰的表示，自展开系统性的醒觉与教育运动 

后，村民处理垃圾的态度明显改变，不如以往随意把垃 

圾抛下海，而会主动把家用垃圾丢去达鲁益山集团设在 

村内的大型垃圾槽，•同维护村内环境清洁。

“达鲁益山集团垃圾承包商在收集垃圾后，会把 

垃圾送到瓜雪而榄的土埋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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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汉形容，巴生港口海

^•南村的净村、卫生整顿 

和美化为一项“先锋计划”（Pilot 

Project)，有着为雪州其他新村与 

渔村展开清洁和美化的标杆参考 

作用，并矢言就算在渔村清理垃 

圾有多困难和复杂，依然会坚持 

到底

询及海南村之后的下个村目 

标，他披露，巴生吉胆岛五条港 

渔村管委会主席（村长）陈水清 
曾于8月的大扫除运动，来到海南 

村考察

他说，五条港管委会近期带 

动村民采取系列措施，如自行用 

整排塑料桶做成“海闸”阻隔垃 

圾，守护五条港成“净土”，取 

得不错成绩，他较后会在五条港 

召开新闻发布会。
针对雪州各新村的垃圾现 

况，黄思汉坦言不满意。

他也披露他于两天前在怡 

保召开的一项新村管委会干训营 

上，训示各村要在明年展开更多 

爱护环境运动，并加强资源回收 

和再循环运动的鼓吹与推动。

▲海床下的沉积垃圾 

可达数米深，故水陆挖掘 

机需视情况而定，以免挖 

掘过深影响房屋结构。

►南利（前排左起） 

向黄思汉汇报海南村垃 

圾清理工作的进度。前右 

是吕清文；后左一为张绍 

栋；右二吕健伟。

收集口述歷史
李順榮

南利

陪

水陸挖掘機清理淤泥垃圾 除4

同巡视和向黄思汉汇 

报清理进度的达鲁益 

山集团董事经理南利莫哈末达西 

指出，该公司出动一架水陆挖掘 

机，趁退潮挖掘河口和渔村海岸 
的沼泽地，把垃圾装入机上的4 

个大型垃圾槽后，待涨潮时把垃 

圾槽运送去而榄填埋场。

他坦言，基于海南村有百年 

历史，沉积在海床下的垃圾恐怕 

也有百年以上。
“水陆挖掘机（Amphibious 

Excavator )会重复挖掘治床齡泥 

和垃圾，直到大多数垃圾被清理 

完为止。但由于不清楚垃圾堆积 

得多厚，所以我们不确定要挖多 

深，只能视情况而定。”

他形容，清理渔村海床的垃

圾困难之处，在于受海潮和水流 

等因素影响，且沉积多年的垃圾 

除了有常见的塑料袋，还有废弃 

家私等大型垃圾。

“公司也派员修砍路旁茂 

盛的树木枝叶，确保不会危及车 

辆。”

南利指出，待清洁工作完成 

后，会在村内数个地方设置告示 

牌，提醒村民和访客照顾环境卫 

生，盼能达到永续居住的效益。

他透露，在为期3个月的清 

除垃圾工作中，平均每日会动员 
10至15名清洁工，但今日有30人 

出动。

他表示，基于2011年有过在 

吉胆岛展开的净村经验，能借镜 

用于今次在海南村的清洁计划：

.了硬体上的整 

•顿与改善海 

南村卫生状况，多个非 

政府组织的青年代表今 

日也来到海南村，参与 

由黄思汉召集的一项会 

议，寻求在两年内达成 

活化海南村，成为旅游 

景点的目标。

他们包括蕉赖11哩 

新村长颈鹿社区图书馆 

与故事馆馆长李顺荣、 
Jalan-jalan Klang巴生社 

区导览创办人兼导览员 

周鸿辉、耕心慈善协会 

与马来西亚生命线协会 

代表等。

出席者尚有雪州政府八打 

灵及巴生县新村事务协调官张 

绍栋、海南村渔村管委会主席 

(村长）吕清文和秘书吕健伟 

等。

擬
活
化

南
村
成
景
點

“其实海南村村民已去过长 

颈鹿图书馆考察过，不一定要在 

海南村设立类似的社区图书馆。

我希望能在各地不同 

的新村之中，达致-•种‘社 

区交换计划’ （Community 

Engagement )，盼能透过新村之 

间的交流，有所启发和增进知 

识。

我也会联同其他非政府组 

织，收集有120年历史的海南村 

珍贵口述历史，让人们及前村民 

能重新认识海南村，并了解到村 

民是有什么基设亟待需要的：

盼打造古蹟走道
周鴻輝

“我们有意为有兴趣的年 

轻人和校友们，尤其是从海南 

村搬出去的务德华小校友进行 

培训，让他们在掌握相关社区 

知识后，乐意同旅客分享，盼 

能打造出一条属于海南村的古 

迹走道6

希望能有更多年轻人和学 

生愿意踏人海南村，帮助这座 

传统渔村活化，并收集和整理 

在地历史。”

达鲁益山集团动用水陆挖掘机，挖掘沉积在海床上有百年以上的 碍于职责，清洁工人不惧艰辛与肮脏，踩在沼泽地上捡拾 有着12〇年历史的巴生港口海南村，盼能通过2年内的卫生整顿

垃圾。 及美化计划，活化成具有旅游魅力的一座百年渔村。垃圾和於泥。

潘将3■月

参与的非政府组织代表与南利（右六起）和黄思汉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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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直轄區行動黨大會

陳國偉：投票年齡降至18歲

抒動黨頌主攻年輾攫民
(吉隆坡8日讯）行动党联邦直 

辖区主席陈国伟表示，随着国会通 

过降低投票年龄至18岁，行动党必 

须主攻年轻选民，让他们在下届全 

国大选继续支持希盟。

他今日在行动党联邦直辖区代表 

大会致词时表示，年轻选民是决定国家 

未来的主要决策者，行动党必须加倍努 

力，让年轻选民在下届全国大选中继续 

支持希盟，让大马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行动党联邦直辖区常年代表大会今 

R在行动党总部召开，并由财政部长兼 

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主持开幕仪式；行 

动党居銮国会议员黄书琪担任议长，主 

持大会。

107直區代表出席大會

大会获得107名行动党联邦直辖区代 

表出席，出席党员也一致通过2019年常 

年代表大会提案。

陈国伟说，尽管希盟在上一届全国 

大选中获得选民支持，惟现在的挑战就 

是要加倍努力，以获得更多的支持：
他说，希盟政府于去年5月从“豺狼 

当道”的前朝政府手上夺得马来西亚政 

权；他形容希盟政府必须把大马从废墟 

中重建，道路上走得非常辛苦。

HONVE：Nj7¥!W-nn«UNA<SI
WllLftYAH PERSE1CUTUAW Kl-

丹絨比艾補選成績敲響警鐘行动党联邦直辖区召开 

常年代表大会。前排左起为 

杨巧双、林立迎、单敬菌、 

陈国伟、方贵伦、郭素心、 

梁爱仪及游佳豪。

有信心希盟能做出改变

“不过，我有信心希盟政府能做 

出改变，在体制改革及民主人权上皆 

有做出明显的改革。”

他说，希盟在丹绒比艾国席补选 
屮以1万5086张差距票败给国阵。

I国伟补充，该补选成 

1%绩敲响警钟，不过他 

否认希盟没有兑现精选承诺的 

指控，并指希盟政府在过去1年 

在各方面做出许多改变。

“明天是希盟政府执政联 
邦政府第20个月，政府已做出 

60%的改变。”

他说，行动党将在明年3月 

18日欢庆建党64周年；从在野党 

到执政党的路走得非常艰辛，

过去面对许多考验及苦难。

同时，他也希望政府能在 

执政期限内，在全国各地恢复地 

方选举，以让落实更公正公平 

的政府出席者包括行动党联 

邦直辖区署理主席方贵伦、副 

主席郭素沁和单敬茵、秘书林 

立迎、副秘书杨巧双、组织秘书 

游佳豪、副组织秘书林晋伙、财 

政梁爱仪、宣传秘书刘致绲及 

副宣传秘书张庆益等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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