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nya 19 individu terima pingat

Shah Alam: Selepas menjalani
proses saringan yang ketat, hanya
19 individu daripada 958 penca-
lonan terpilih menerima darjah
dan bintang kebesaran sempena
Ulang Tahun Hari Keputeraan
Ke-74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
rafuddin Idris Shah, yang disam-
but esok.
Setiausaha Kerajaan Negeri Se-

langor, DatukMohdAminAhmad
Ahya, berkata daripada 19 pene-
rima, seorang menerima Darjah
Kebesaran Seri Paduka Mahkota
Selangor (S.P.M.S.) yang memba-
wa gelaran ‘Datuk Seri’.
Darjah Kebesaran Datuk Se-

tia-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S.S.I.S.) yang membawa gelaran
‘Datuk Setia’ pula turut memilih
seorang penerima sahaja.
Sembilan individu menerima

Darjah Kebesaran Datuk Paduka

Mahkota Selangor (D.P.M.S.) yang
membawa gelaran Datuk dan la-
pan individu lagi menerima Da-
rjahKebesaranDatuk-Sultan Sha-
rafuddin Idris Shah (D.S.I.S.) yang
turut membawa gelaran Datuk.
“Semua penerima melepasi ta-

pisan keselamatan, iaitu Polis Di-
raja Malaysia (Keselamatan dan
Jenayah), Jabatan Insolvensi Ma-
laysia dan Suruhanjaya Pencega-
hanRasuahMalaysia (SPRM,” ka-
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di
sini, semalam.
Mohd Amin berkata, pada ta-

hun ini, kerajaan negeri mene-
rima 2,268 permohonan dan da-
ripada jumlah itu, 958 adalah per-
mohonan pencalonan bagi darjah
dan bintang kebesaran.
Sementara itu, Sultan Selangor

berkenan menerima pembayaran
zakat perniagaan berjumlah
RM7.6 juta daripada tiga syarikat
korporat kepada Lembaga Zakat
Selangor (LZS) di Istana Alam
Shah, Klang, semalam.
Tiga syarikat yangmembuat ba-

yaranzakatperniagaan ituadalah
Gas Malaysia Berhad, Pertubu-
han Peladang Kebangsaan (NA-
FAS) dan Persatuan Nelayan Ke-

Ulang Tahun Hari Keputeraan Ke-74 Sultan Selangor

Penerima lepasi
proses saringan
ketat daripada
958 pencalonan

bangsaan (NEKMAT).
Gas Malaysia Berhad diwakili

Ketua Pegawai Eksekutif, Ahmad
Hashimi Abdul Manap memberi
zakat perniagaan tahun kewa-
ngan 2019 berjumlah RM3.5 juta.

Diikuti pula penyerahan dari-
pada NAFAS yang diwakili Pe-
ngerusi Ahli Jemaah Pengarah,
Datuk Pahrolrazi Mohd Zawawi
dengan jumlah zakat perniagaan
sebanyak RM3.1 juta bagi tahun

kewangan 2017.
Sementara itu, NEKMAT diwa-

kili Pengerusinya, Abdul Hamid
Bahari menunaikan zakat pernia-
gaan bagi tahun kewangan 2018
berjumlah RM1 juta. BERNAMA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menerima zakat perniagaan daripada Ahmad Hashimi pada majlis pembayaran
zakat daripada syarikat korporat di Istana Alam Shah, Klang, semalam. (Foto Roslin Mat Tahir/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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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SAmahu
bantu pemilik
jalankan operasi
secara sah
Oleh Norzamira Che Noh
bhnews@bh.com.my

Shah Alam: Kerajaan Selangor
mengesankira-kira 500kilangha-
ram yang beroperasi di beberapa
kawasan dalam pentadbiran Ma-
jlis Bandaraya Shah Alam (MB-
SA) termasuk di sekitar Seksyen
16, 17, 25, 32, 34, 35 dan 36.
Pengerusi Jawatankuasa Kera-

jaan Tempatan, Pengangkutan
Awam dan Pembangunan Kam-
pung Baharu, Ng Sze Han, ber-
kata pemilik kilang itu perlu se-
gera tampilmelakukanproses pe-
mutihan kilang sebelum tinda-
kan lanjut terhadap mereka.
“Kilang ini mengeluarkan bu-

kan barangan (produk) dibenar-
kan, tetapi beroperasi secara ha-
ram kerana tanpa kebenaran pi-
hak berkuasa.
“Justeru, kitamahupemilik ki-

lang tampildanmenjalankanpro-
ses pemutihan sebelum penguat-
kuasaan dijalankan sepenuh-
nya,” katanya pada sesi dialog
Pematuhan Syarat dan Penguat-
kuasaan Kilang Tanpa Kebena-
ran di Kampung Bukit Naga, di

sini, semalam.
Beliau berkata, sesi dialog itu

kali ke empat diadakan selepas
kerajaan negeri melakukan sesi
sama di Klang (Majlis Perban-
daran Klang), Kuala Langat (Ma-
jlis Daerah Kuala Langat) dan
Sungai Buloh (MBSA).
Katanya, MBSA adalah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yang
mempunyai kawasan pentadbi-
ran yang besar, justeru tiga sesi
dialog diadakan termasuk di
Sungai Buloh, Kampung Bukit
Naga di Seksyen 32 dan yang
terakhir di Seksyen U16.
“Saya berharap pemilik kilang

mengambil inisiatif ini dan ke-
rajaannegeri akanmembantuke-
rana kita bukan mahu menge-

nakan penalti, sebaliknya mahu
membantu supaya kilangmereka
beroperasi secara sah,” katanya.
Sze Han berkata, program pe-

matuhan itu bermula pada Ok-
tober lalu dan akan berakhir
pada September tahun depan.
“Kita memberi masa satu ta-

hun saja sebelum penguatkuasa-
an tegas diambil termasuk me-
rampas tanah pemilik yang in-
gkar,” katanya.
Sementara itu,MBSAturutme-

nubuhkan Pasukan Tindakan
Khas khusus untuk program itu
dan tindakan terhadap pemilik
berdaftar tanah serta pengusaha
kilang haram ini akan diambil
terhadap mereka yang enggan
menyertai program terbabit.

500 kilang haram diminta
buat proses pemutihan

Sze Han (duduk tengah) bersama pengusaha kilang pada sesi dialog Pematuhan Syarat dan Penguatkuasaan Kilang Tanpa Kebenaran di Shah Alam,
semalam. (Foto Faiz Anuar/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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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u kebolehpasaran graduan kejuruteraan

Sebanyak 55 program kejuruteraan di universiti tempatan digugurkan
atas pelbagai faktor, termasuk tiada permintaan daripada pelajar
dan kandungan kursus pengajian hampir sama di setiap universiti.
Pengguguran itumembabitkan lima universiti awam (UA) dan tujuh
universiti swasta. Laporan Ilah Hafiz Aziz Muka 2

Universitimansuh
55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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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h Ilah Hafiz Aziz
illahhafiz.abdulaziz@bh.com.my

Kuala Lumpur: Sebanyak 55
program kejuruteraan di univer-
siti tempatan di negara ini di-
gugurkan atas pelbagai faktor, ter-
masuk tiadapermintaandaripada
pelajar serta kandungan kursus
pengajian yang hampir sama di
setiap universiti.
Ia juga hasil kesedaran univer-

siti yang mahu menyediakan gra-
duan kejuruteraan yang mempu-
nyai kebolehpasaran serta seiring
dengan kemajuan dalam bidang
teknologi tinggi semasa.
Mendedahkan demikian, Pe-

ngerusi Majlis Akreditasi Keju-
ruteraan Malaysia (EAC), Prof Ir
Megat Johari Megat Mohd Noor,
berkata pengguguran 55 program
kejuruteraan itu membabitkan li-
ma universiti awam (UA) dan tu-
juh universiti swasta.
Lima UA berkenaan ialah Uni-

versiti Teknologi MARA (UiTM),
Universiti Malaya (UM), Univer-
siti Teknikal Malaysia Melaka
(UTeM), Universiti Malaysia Sa-
rawak (UNIMAS), Universiti Per-
tahanan Nasional Malaysia (UP-
NM) dan Universiti Malaysia Per-
lis (UniMAP).
Universiti swasta yang terbabit

INT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INTI), Universiti Selangor (UNI-
SEL), MAHSA University, Univer-
siti Multimedia (MMU), Univer-
sity of Nottingham Malaysia
(UNMC), Swinburne University
dan Manipal International Uni-
versity (MIU).
Beliau yang juga Ahli Lembaga

Jurutera Malaysia (LJM) menje-
laskan, faktor lain membawa ke-
pada penamatan program yang
ditawarkan ialah penggabungan
duaatau lebihprogramyangham-
pir sama serta perubahan nama
programselari denganperubahan
struktur pengajian.
“Sebagai contoh bagi program

kejuruteraan elektrik, ada univer-
siti memberikan pelbagai nama,
namun dari segi kandungan pe-
ngajian dan latihan amali adalah
sama.
“Ada pula universiti menye-

Langkah
seiring
kemajuan
teknologi
Universiti awam, swasta gabung, ubah
kursus bagi penuhi kebolehpasaran

55 program kejuruteraan dimansuh

diakan banyak kursus yang perlu
diikuti pelajar tapi kita meng-
esan sekurang-kurangnya hanya
lima kursus yang berbeza,” ka-
tanya.
Beliau berkata, LJM dan EAC

sebenarnya sudah lama menye-
dari perkara itu tetapi tidakmahu
mengongkong universiti sebalik-
nya memberi garis panduan un-
tukmenentukanmana-mana kur-
sus yang ditawarkan agar gra-
duan memiliki kebolehpasaran
yang lebih tinggi.
“LJMmisalnya tidak boleh ber-

kata ‘tidak’ kepada mana-mana
universiti kerana setiap institusi
mempunyai perancangan tersen-
diri termasuklah bersama-sama
dengan industri. Kami beri ke-
bebasan tetapi dengan kawalan
yang ketat,” katanya ketika di-
temui BH.
Megat Johari menjelaskan, an-

tara kawalan itu adalah mene-
tapkan 12 ciri dalam pengeluaran
seorang jurutera antaranya mesti
berasaskan ilmu dalam sains dan
matematik serta mampu melak-
sanakan analisis, reka bentuk dan
kewangan.
“Universiti wajib berpandukan

kepada 12 ciri ini untuk meng-
hasilkan seorang graduan keju-
ruteraan dan bagaimana prog-
ram itu diaturkan, ia ditentukan
sendiri oleh universiti,” kata-
nya.
Katanya, beberapa institusi pe-

ngajian tinggi sudah memberi fo-
kus menyediakan graduan tekno-
logi kejuruteraan yang mampu
memberi impak positif dalam bi-
dang kejuruteraan negara.
“Institusi ini mengurangkan

program kejuruteraan, seba-
liknyamenambah program tek-
nologi kejuruteraan yang dili-
hat amat diperlukan oleh ke-
banyakan industri yang bero-

perasi di Malaysia.
“Perubahan ini membawa ke-

pada keseimbangan nisbah juru-
tera negara dengan jurutera tek-
nologi yang diperlukan,” kata-
nya.
Ditanya kemungkinan ketiada-

an penawaran program berkena-
an akan menyebabkan pengelua-
ran jurutera baharu negara me-
nurun, Megat Johari menjelas-
kan, LJM tidak melihat perkara
itu sebagai penurunan permin-

taan sebaliknyamemberi perkem-
bangan yang baik kepada industri
negara.
“Institusi pendidikan negara

perlu menentukan kesesuaian
program dengan kebolehan dan
kelulusan pelajar yang akan me-
ngambil program mereka. “Me-
reka boleh menjadi yang terbaik
apabila pihak industri mampu
mengenal pasti program yang su-
dah menjadi penanda aras pada
peringkat dunia,” katanya.

September lalu,BHmelaporkan
38 program akademik di 19 uni-
versiti awam seluruh negara di-
gugurkankeranadilihat tidak lagi
relevan dengan perkembangan se-
masa dan masa depan.
Difahamkan, keputusan itu di-

buat kerana bidang pengajian
pada peringkat sarjana dan sa-
rjana muda terbabit, tidak men-
janjikan peluang pekerjaan ter-
baik kepada graduan sejajar per-
mintaan semasa indust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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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 Pasukan Tourism Sela-
ngor FC giat menjalani latihan bagi me-
mastikan prestasi para pemainnya berada 
di tahap terbaik untuk harungi laluan per-
lawanan street soccer (4 on 4) program 
Sweat & Shoot: Sukan Tanpa Diskrimina-
si di pekarangan kompleks Kumpulan 
Media Karangkraf, 15 Disember ini.

Pengurus Teknikal Tourism Selangor 
FC, Mohamad Faroul Mustaffa berkata, 
meskipun tidak meletakkan sasaran ke-
menangan yang terlalu tinggi namun be-
liau menaruh harapan besar agar barisan 
pemain dapat menunjukkan corak perma-
inan terbaik

“Memandangkan ini kategori liga yang 
baru untuk kami, jadi sasaran tidaklah be-
gitu tinggi. Bagaimanapun, kami percaya 

Tourism Selangor FC akan dapat beri sa-
ingan serta tekanan sengit kepada kum-
pulan atau pasukan lain yang turut bertan-
ding.

“Latihan futsal kami berjalan seperti 
biasa iaitu setiap Rabu malam dan ia sedi-
kit-sebanyak dilihat akan dapat memban-
tu pasukan mengharungi liga perlawanan 
Sabtu ini dengan pamerkan aksi menarik 
serta terbaik,” katanya kepada Sinar Hari-
an di sini semalam.

Katanya lagi, meskipun pasukannya itu 
pernah dinobatkan juara bagi kejohanan 
street soccer antara syarikat berkaitan ke-
rajaan (GLC) Selangor pada tahun ini, 
namun ia bukan satu jaminan bagi pasuk-
annya untuk terus merangkul gelaran itu 
pada kali ini.

Skuad Tourism Selangor FC pernah rangkul juara dalam satu kejohanan street soccer antara GLC 
Selangor diadakan pada tahun ini.

Tourism Selangor FC giat jalani lati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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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dak patut berlaku’
Kem Azmin sepatutnya 

fokus kepada dasar 
kerajaan, bukan 

hentam pemimpin

NURUL HUDA HUSAIN

PUTRAJAYA

S etiausaha Agung Parti Keadilan 
Rakyat (PKR), Datuk Seri Sai-
fuddin Nasution Ismail mem-

bidas beberapa pemimpin parti itu 
yang terus menyerang Presiden par-
ti,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secara 
terbuka.

Menurutnya, penganjuran majlis 
makan malam Wawasan Kemakmur-
an Bersama (WKB) 2030 di sebuah 
hotel di Kuala Lumpur malam kel-
marin didakwa menjadi pentas 
menghentam Anwar semata-mata.

“Saya pun baru tahu semalam 
(kelmarin) tentang perjumpaan WKB 
2030 ini.

“Saya pun tidak tahu sama ada 
tajuk itu dikupas, tapi yang saya baca 
daripada laporan media ialah ucapan 
pemimpin parti dan penjelasan Ke-
makmuran Bersama itu iaitu ekono-
mi Malaysia akan lebih makmur 
kalau Anwar terus diserang.

“Itu yang saya faham (berdasar-
kan ucapan pemimpin),” katanya 
secara sinis kepada pemberita selepas 
menghadiri Perhimpunan Bulanan 
Kementerian Perdagangan Dalam 
Negeri dan Hal Ehwal Pengguna (KP-
DNHEP) di sini semalam.

Sementara itu, ditanya mengenai 
tindakan pemimpin yang mengan-
jurkan majlis berlainan bagi menja-

Saifuddin ketika bercakap kepada pemberita selepas menghadiri Perhimpunan Bulanan 
Kementerian Perdagangan Dalam Negeri dan Hal Ehwal Pengguna (KPDNHEP) semalam.

wab ketidakpuasan hati terhadap 
Kongres Nasional PKR yang berlang-
sung di Melaka, Saifuddin Nasution 
berkata, perkara itu tidak sepatutnya 
berlaku.

“Kongres parti (PKR) hanya satu, 
pada saya lebih baik ucapan dibuat 
pada majlis penggulungan. Itu tin-
dakan yang lebih tepat.

“Tidak manis jika tidak hadir 
penggulungan tapi buat (majlis bagi 
menjawab isu kongres) di tempat 
lain,” katanya.

Katanya, isu yang dibangkitkan 
Timbalan Presiden PKR, Datuk Seri 
Mohamed Azmin Ali berkenaan per-
kara yang boleh dan tidak boleh di-
sentuh pada kongres itu juga tidak 
sewajarnya berlaku.

“Tidak pernah jadi tradisi (PKR) 
apa yang boleh dibuat dan apa yang 
tidak boleh. Kita tidak buat begitu 
seperti UMNO. Sebab itu parti kita 
reformasi,” katanya.

Malam kelmarin, Azmin bersama 
beberapa pemimpin daripada ‘kemnya’ 
hadir ke majlis makan malam yang di-
sertai ribuan ahli dan penyokongnya.

Turut hadir, tiga Naib Presiden 
PKR, Zuraida Kamaruddin, Tian 
Chua dan Ali Biju; Ahli Majlis Pim-
pinan Pusat (MPP) PKR, R Sivarasa; 
Ketua Wanita PKR, Haniza Moham-
ed Talha; Timbalan Ketua Wanita 
PKR, Dr Daroyah Alwi dan Timbalan 
Ketua Angkatan Muda Keadilan 
(AMK), Muhammad Hilman Idham.

Sabtu lalu, pertikaian antara Az-
min dan Anwar semakin panas apa-
bila Ahli Parlimen Gombak itu ber-
sama penyokongnya bertindak 
keluar dewan ketika Kongres Nasio-
nal PKR sedang berlangsung.

Selain itu, Saifuddin Nasution tu-
rut memberitahu bahawa Anwar lebih 
bersikap terbuka untuk berdamai de-
ngan kumpulan Mohamed Azmin 
daripada mengambil tindakan disiplin.

Katanya, Anwar bersedia duduk 
berbincang bagi menangani masalah 
melanda di peringkat dalaman parti.

Bagaimanapun, katanya, ahli-ahli 
parti yang hadir dalam kongres dilihat 
tidak boleh menerima mana-mana 
pemimpin yang gagal mematuhi di-
siplin organis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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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Sultan to give 
out only 19 
awards on 
his birthday 
SHAH ALAM: There are only 19 
recipients out of the 958 nominated 
for awards and titles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74th birthday celebrations 
of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Of the 19 recipients, only one will 
be awarded the Darjah Kebesaran 
Seri Paduka Mahkota Selangor 
(S.P.M.S.) which carries the title 
"Datuk Seri". 

There is also only one recipient 
for the Darjah Kebesaran Datuk 
Setia-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S.S.I.S.) award which carries the 
title "Datuk Setia". 

State Secretary Datuk Mohd 
Amin Ahmad Ahya said nine people 
would receive the Darjah Kebesaran 
Datuk Paduka Mahkota Selangor 
(D.P.M.S.) award which carries the 
title "Datuk". 

He said eight others would be 
receiving the Darjah Kebesaran 
Datuk-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D.S.I.S.) which also carries 
the title "Datuk". 

Mohd Amin said all the recipients 
have been cleared by the security 
checks conducted by the police, 
Insolvency Department, and 
Malaysian Anti-Corruption 
Commission. 

He said the state government 
received 2,268 applications and of 
these, 958 were nominated for 
awards and titles.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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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IT OFF YOUR CHEST 
Selayang Municipal Council launches 
handbook for residents wanting 
to file complaints on service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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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S provides guide 
to lodging complaints 
Free handbook can be downloaded via council's website 

Shamsul (right) launching the 'Handbook on Public Complaints' by MPS. With him is MPS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director Mohamad Zin Masoad. 

By CHRISTINA LOW 
christinalow@thestar.com.my 

THE Selayang Municipal Council 
(MPS) receives an average of 55 
public complaints on various issues 
daily and not all can be resolved on 
the spot. 

"We try to solve as many com-
plaints as we can but sometimes the 
complaints received from the public 
do not fall under our jurisdiction," 
said MPS president Shamsul Shahril 
Badliza Mohd Noor. 

He said from January to 
November this year, the council 
received more than 14,900 com-
plaints with MPS unable to attend 
to 20% of them as the areas were 
not under its jurisdiction. 

"Our officers will then direct the 
complainants to the relevant gov-
ernment department. 

"However, that would also mean 
they have to wait longer for their 
issues to be resolved," he said at the 
launch of the council's Handbook on 
Making Complaints (Buku Panduan 
Aduan). 

The 28-page book starts off by 
informing customers the many 
ways they can make their com-
plaints, from making a trip to their 
headquarters to calling a hotljne or 
through mobile applications. 

The book also tells residents how 
to differentiate lamp posts man-
aged by MPS, Tenaga Nasional Bhd 
or the Public Works Department 
(JKRfc 

Shamsul said the council often 
had to redirect complaints concern-
ing malfunctioning lamp posts and 
public roads as they did not fall 
under MPS' jurisdiction. 

He said some complainants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blame MPS when 
their issues were not resolved, giv-
ing the council a bad name. 

Public cleansing involving parks 
and tree-cutting also has its limita-
tion as certain housing schemes are 
managed by a Joint Management 
Body or Management Committee 
and not the council.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handbook Shamsul hopes ratepay-
ers will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n how and where to lodge their 
complaints. 

The book, which is currently 

printed in Bahasa Malaysia, is avail-
able for free at the Menara MPS in 
Bandar Baru Selayang. 

It can also be downloaded online 
via the council's website (www.mps. 
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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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instals solar street 
lights under state grant 
By ANG ENG TAT 
metro@thestar.com.my 

THE Bandar Utama 12 Residents 
Association has installed 14 solar-powered 
lights in the neighbourhood. 

It was made possible under the Selangor 
government's Green Technology Small 
Grant 2019. 

Association chairman Thavarajah 
Sathasivam said they had applied for the 
grant earlier this year. 

"The proposal was to instal 14 solar-
powered street lights. The grant was 
approved last August," he said at a Family 
Fun Day carnival and Green Technology 
Small Grant 2019 award launch. 

Thavarajah said the grant worth 
RM10,000 for the installation of the 
4m-high street lights included a few solar-
powered beacon lights for the security 
checkpoint. 

"We installed the street lights at the back 
lanes and side lanes of the neighborhood 
which were barely visible at night," he said. 

Thavarajah added that the street lights 
would boost security and safety at night. 

"One could get hurt if he is not careful, as 
there are two drains that are not clearly 
visible at night. 

"We chose solar-powered street lights 
because we wanted to do our part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tackle climate change." 

Selangor environment, green technology, 
science and consumer affairs committee 
chairman Hee Loy Sian said the state was 
committed to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especially with the "No Plastic" campaign. 

"The campaign started in 2009 and it has 
been a success. 

"We have conducted surveys in urban 
areas and 80% of people are in favour of 
this campaign," he said, adding that 
Selangor planned to be plastic-free by 2025. 

Bandar Utama'assemblyman Jamaliah 

Thavarajah (left) showing Hee one of the 
solar-powered street lights at a side lane 
in Bandar Utama 12. 

Jamaluddin and Subang Jaya councillor 
Danny Chan were also present at the event 
which was held to celebrate the RA's 20th 
anniversary. 

Around 400 residents attended the 
carn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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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MP FAIR 
Philatelic Society of Malaysia 
will be organising its fourth Stamp 
Fair-for 2019 on Dec 21 and 22 at 
the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Community Library, Lot 389 Jalan 
Selangor, Section 3 (near Assunta 
Hospital) from 9.30am to 5.30pm. 
There will be a display of competi-
tive philatelic exhibits. Stamp deal-
ers with Malaysia/Malaya, foreign 
and thematic stamps, first day cov-
ers and other philatelic items will 
be present. Admission is free. 
For details, call 012-604 3563 
(Maniam) or 012-679 7931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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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CT VETTING

Only 19 to receive
Selangor honours
SHAH ALAM: Sultan of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has the final say on how many
people hewishes to confer awards
and titles in conjunction with his
official birthday celebration.
Selangor State Secretary Datuk
Mohd Amin Ahmad Ahya said
only 19 out of 958 nominees
would receive awards and titles in
the investiture to mark Sultan
Sharafuddin’s 74th birthday.
The ceremony will be held at
Istana Alam Shah in Klang to-
morrow.
Only one personwill receive the
Seri Paduka Mahkota
S e l a n g o r ( S PM S )
award, which carries
the title Datuk Seri or
Datin Paduka Seri.
“It is up to Tuanku
(Sultan Sharafuddin)
how many awards and
titles he wishes to con-
fer.
“There is a quota,
but it is not necessary
to reach it. Normally,
the number will be
fewer than the quota,”
Amin told the New
Straits Times.
He was asked why only two per
cent of the nominees would re-
ceive awards and titles this year.
There will only be one recipient
of the Datuk Setia-Sultan Shara-
fuddin Idris Shah (SSIS) awardand
17 recipients of the Datuk Paduka
Mahkota Selangor (DPMS) and
Datuk-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DSIS) awards.
Last year, 25 out of 791 nom-
inees were selected to receive
awards from Sultan Sharafuddin.
Of the 25 recipients, three re-
ceived the SPMS award.

Amin said the state issued
nomination forms on June 16,
with the deadline set for Aug 19.
“We started stringent vetting
after that and there are several
processes to follow. The list of
nominations is first brought to a
committeemeeting.
“I will then have to brief the
Selangormenteri besar on the se-
lected nominees, as well as Sul-
tan Sharafuddin.
“It will then be brought to a
technical meeting before it is es-
calated to the Selangor Council of
the Royal Court to be consented.”

Amin said thenom-
inees passed security
checks conducted by
the police, Insolven-
cy Department and
Malaysian Anti-Cor-
ruption Commission.
In May, Amin had
said the Selangor
palace suspended the
titles it bestowed on
former prime minis-
ter Datuk Seri Najib
Razak and his wife,
Datin Seri Rosmah
Mansor. This is pend-
ing the outcome of

their court cases on alleged graft
and money laundering, among
others.
Najib was conferred the Seri
Paduka Mahkota Selangor First
Class award, which carries the ti-
tle Datuk Seri, in 2004 and Dato
Paduka Mahkota Selangor Sec-
ond Class award, which carries
the title Datuk, in 1992.
Rosmahwas conferred the Dar-
jah Seri Paduka Mahkota Selan-
gor First Class award, which car-
ries the title Datin Paduka Seri, in
2005.

Datuk Mohd Amin
Ahmad Ah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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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名购屋 
者聚集在公寓 

前，要求政府 
介人让公寓计 

划完工。

擱置17年不願放棄 ~,

購屋舂促政府[iHS
(无拉港9日讯）无拉港福春园公寓 

(Bahagia Indah Apartment )计 

划搁置17年，购屋者不愿放弃，促 

请雪州政府或房政部介入，与公寓 

地主协商，让计划完工。

该公寓计划83名购屋者昨天再次聚集在 

公寓工地，提出索回公寓单位诉求，并 
邀请无拉港州议员王诗棋出席，给予他们 
协助。

这项公寓计划在2002年施工，原订2005 
年竣工，但却在2016年12月1曰宣告计划

搁置。
其中一名购屋者谢小姐向《中国报》指 

出，发展商与地主之前签署联合发展合 
约，但有关合约在2002年5月逾期，地主 

之后声称自己才是土地拥有人，并把案件 
带上法庭，法庭在几年前宣判地主胜诉。

求助無門

她说，也因此，原本已有很多问题的发 
展商也不能继续工程，有关发展商在2014 

年收盘，之后工程完全停顿。
“之前公寓计划工程有进行一些，但工

程做做停停，直到2016年，房政部宣布工 

程搁置。”
她说，购屋者1T年来求助无门，曾要求 

历届国州议员协助，也向房政部投诉，但 
当时因为工程还在进行中，房政部一度无 
法介入〇
^她说i房政部介入后，但与地主彷佛谈 
不妥，至今仍未有一个解决方案。

她说，有关公寓有150个单位，当年售 
价介于8万至9万多令吉，她自己当年以8 

万多令购买一个单位，加上房贷利息， 
她支付了至少16万令吉。

无拉港州议员王诗棋说，她 
从去年开始向房政部跟 

进此案件，该部会在本周派官 
员与购屋者会面，商讨最新进 
展。

她说，地主与发展阅之如联 
合发展公寓计划，但发展商在

王詩棋：本週派官員跟進
工程完成90%后倒闭，之后由 

清盘师接手，期间可能是清盘 
师与地主谈不妥，地主拒绝继 
续发展，也采取一系列法律行

动。
“现在我们希望地主和房政 

部谈，房政部有联络过地主及 
其律师，但地主一直不愿意谈

判。”
她说，房政部之前一直拖延 

工作，以致案件拖了 10多年， 
直到上周，房政部回复指下周 
会见购屋者，届时可以跟进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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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魯音荅魯福建會館50週年晚宴

■林福山（右3起）及黄思汉为乌鲁音荅鲁福建会馆50周年金禧晚宴主持开幕 

鸣锣仪式，左为吕沐阳及刘意森，右为王添福及陈进宝。

(乌鲁音答鲁9日讯）乌鲁音荅鲁 
福建会馆昨晚在当地盛设千人宴， 
热烈庆祝成立50周年金禧纪念、青 
年团成立40周年及妇女组成立25周 
年纪念，晚宴筵开168席，特邀请马 

来西亚福联会总会长丹斯里林福山及雪州行政议员黄思 

汉莅临主持开幕！
大会主席陈进宝致词说，乌鲁音荅鲁福建会馆在过去 

50年来，走过了 一段崎岖不平的道路，在先贤们无私的 
付出及努力下，会馆奠下了稳固的基础。

他说，为了引进更多年轻的乡贤加入会馆成为未来的 
接班人，该会特设定优惠计划，凡是年龄18至30岁的当 
地乡贤申请加入，只需付5令吉（原本收费105令吉）， 

他希望年轻的乡贤踊跃加入，使会馆的组织更有活力。 
这项优惠的截止日期为明年5月30曰。

晚宴出席嘉宾包括福联会总秘书林志伟、理事拿督江 
人强、妇女组主席林秀琼、国会议员廖书慧代表庄文 
来、亲善倶乐部主席吕沐阳、甲洞福建会馆总务黄晓 
芬、筹委会主席刘意森、副主席拿督郑福锖、总务王添 
福等。

林福山致词时说，福联会经过一年的磨合，乡亲们都 
对福联会有新的期望和了解。他说，总会不断走访全国 
各属会，加强联系，以结合强大的组织力量，以争取更 
多的权益。

社团代表吕沐阳致词时赞扬福建会馆自从大换血後， 
竟然能够在45天筹备50周年会庆，可喜可贺。

■王添福（右）颁发名誉主席委任状给刘金 

树，以感恩他报效两头瑞狮及贡献。

黄思汉致词时强调好的政府必须要听人民及商 
家的心声，才能制定好的政策。

他说，雪州是国家经济成长的火车头，为了配 
合工业4.0计划，决定在一年时间内为州内的非 

法中小型工业进行厂地漂白计划，同时给与厂家 
优惠，他希望厂家们把握机会，将厂地合法化。

大会也举行颁发学业优良奖励金，亮灯开幕仪 
式，瑞狮点睛，洋酒招标及欢切蛋糕仪式，後由 
总务王添福致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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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中路雨水淹入家里，冰箱浮在水上。 i道路淹水后窟窿处处。

m

E生頻水災
(巴生9日訊）巴生近来频频逢雨 

成灾，带来各种损失和不便，引起 

商民不满，要求雪州政府及巴生市 

议会，关注及解决巴生水灾问题！

雪隆贩商联合会接获很多商家及居民投 

诉巴生区发生水灾，造成各种损失与不 

便，今早号召巴生居民协会联合总会、百 

家利花园居民协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雪隆贩商联合会主席陈联发说，最近巴 

生发生水灾，该会在短短两个星期，接获 

许多业主及居民投诉，因此召开第二次记 

者会。
他i兑，当发生水灾，水淹2至3尺高，小 

贩的东西浸坏，此外水在消退后，道路也 

损坏，窟窿处处，他呼吁当局尽快维修。

“我们看到当局把水沟提升，但一小时 

大雨就发生水灾，水沟形同白做，浪费金 

钱，

致電市議員沒人聽

他说，当地州议员曾指如果发生任何 

事，可以致电给市议员、他的办公室助 

理，但每次遇到事情，联络他们，可是没 

有人接听电话，也没人出现。

他认为发生水灾时，官员来现场巡视才 

能了解来龙去脉，等水退过后才来，查不 

到肇因。

巴生居民协会联合总会投诉组主任潘国 

全说，发生水灾，不是人民代议士一声道 

歉，就能解决。

■雪隆贩商联合会与巴生居民协会联合总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坐者左起 
;■ 为方少良、陈联发、陈宝福、颜居雄及陈秀溪，后排左起为杨舒敏及潘

陳寶福：水局一兩尺

新車也浸泡水中

■百家利花园住宅区成为水灾黑区。

生居民协会联合总 

U会总会投诉组主任 

陈宝福，居民投诉在巴 

生中路高级中学对面住 

宅区，水灾发生时，水 

高至一两尺，雨水淹进 

屋内，家倶被水浸坏， 

包括雪柜被水冲走浮在

水上。甚至新车才出一 

星期，也浸泡在水中。

陈宝福也是巴生卫星 

市居民协会主席，他 

说，他接手卫星市居民 

协会主席六年，该区经 

常发生水灾，该会去雪 

州水利灌溉局，与官员

生居民协会联合总 

会总务暨百家利花 多顏
數S
里估

|雄

圓達

決虐
水
泵

开很多次会议，也获得 

当局拨款提升排水系 

统，情况改善了，很少 

发生水灾。

他指出，但是哈芝西 

勒路提升工程动工了， 

最近工程已停了几个 

月，他怀疑是这计划的 

水无法排出，下雨积 

水，使该区成为黑区。 
他呼吁巴生市议会工作 

人员，多到卫星市商业 

区巡视。

巴
园居民协会主席颜居雄 
说，巴生市议会在2017 

年公布，将在Bekerley 

Corner嬷嬷档地点兴建防 

洪池，今年2019年当局已 

拆除Bekerley Corner娠 

嬷档。

他希望市议会尽快兴建 

防洪池，至少可以解决百 

家利水灾问题。

颜居雄也是百家利花园 

居民协会主席，他说，针 
对淹水课题，该会201T年 

投诉巴生市议会，当局告 

知要进行扩大水沟计划、
从原有的25分钟提升至45 

分钟，才会淹水。

他向巴生市议会工程师 

建议应安装水泵，他看到 

很多水灾黑区在安装水泵 

后，就解决淹水问题，包括武吉古达、百 

家利、永安镇及中路。

他说，该会将收集资料，把水灾事件报 

告，呈给巴生市议会主席，希望能获得协 

助解决。

他呼吁居民把资料及相片提呈给该联合 
会，联络电话：联合会总务颜居雄（〇12_ 

911 4331 )，投诉组主任陈宝福（019- 

355 2500)。

多次投訴沒回應
♦厂商业者方少良（38岁）

T厂位于夏巴新工业区，从一年前

一开始，很多次投诉市议员陈如 
坚，包括WhatApps淹水照片投诉，但 

他一次也没回应。

我的工厂对面正兴建公寓，排水系 

统没有做好，但兴建工程已进行，下 

大雨时整片工地的水往他工厂附近 

流，由于水沟小及阻塞，无法负荷水 

量，差不多每两个月淹水_次。

他黄泥水淹入工厂，他被逼停工， 

原料浸坏，过后还要清理，保守损失 
逾4〇00令吉s

冀盡快建防洪池
♦百家利花园居民协会署理主席

杨舒敏

i望防洪池尽快兴建，解决百家利 

#淹水问题。此外，她建议兴建 
地下水沟，就如Leboh Lang、Jalan 

Lang及Leboh Bangau地区，排水比较 

十央

k灾也影响该区小贩生意，由于淹 

水，顾客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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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蘇丹華誕冊封958人

(莎阿南9日讯）配合星 
期三雪州苏丹沙拉弗丁 74 
岁华诞，共有958名社会有 
功人士接受赐封，其中19人 
(2%)赐封“拿督”或“拿 

汀巴杜卡” （D.S.I.S)以 

上勋衔。
霄州秘书莫哈末阿明指 

出，这19人当中其中【人受 
封S.P.M.S拿督斯里勋章， 
受封S.S.I.S.拿督士迪亚勋 

章者，也仅有一人。
他发文告指出，9人受封 

D.P.M.S•拿督勋章，8人受 
封D.S.I.S.拿督勋章^

他说，所有受赐封者都通 
过大马皇家警察部队、大马 
报穷局与反贪污会员会的审 
查。

在今年，雪州政府收到 
2268份勋章提名申请，其 
中958位社会有功人士接受 
蜴封勋衔，其馀1310位则是 

雪州赐封。

■雪州苏丹沙拉弗丁华 

诞，封赐19人。

他指出，在985位接受蜴 
封者中，其中19位（2°。）是 

被赐封“拿督”或者是“拿 
督巴杜卡”以上的勋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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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9日IX )为加快雪州非法工 

厂合法化进度，莎阿南市政厅特立专 

案小组，在漂白计划1年期限内，为工 

厂业者在申请程序中，解决其所面对 

的奇难杂症。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及新村发展 

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指出，该专案小组是 

专为工厂业者而设一站式中心，位于市政厅 
大厦16楼，呼吁各厂主趋前咨询所有相关漂 

白计划的程序或问题。

他说，雪州政府已指示所有地方政府成立 

专案小组，当中以莎阿南市政厅最为积极， 

乃首个成立小组的县市议会。

“每个厂主在为工厂进行漂白程序时，会 

面对各种不同且复杂的问题，所以各地方政 

府将陆续设立专案小组，惟最重要的是，厂 

主须主动配合，积极前来找我们，包括地方 

政府和市议员，以解决问题！”

業者熱烈詢問

他今日在莎阿南32区的民众会长，展开 

“促进合法化工厂”及执行方案对话会时， 

作出上述呼吁。陪同者包括莎阿南市政厅副 

秘书长遮拉米及莎阿南市议员柏柏莱督。

他说，自雪州政府在今年10月重启“非法 

工厂漂白计划”后，八打灵县地区已截获一 

些厂主提交漂白申请，各地方政府也获得许

多工厂业者热烈询问。
“截至目前，共举办4场促进合法化工厂 

的对话会，前3场反应热烈，场场爆满，唯 

独今次的反应较为冷淡，相信这是当地工 

厂的位置，较为零散所导致。”
他说，莎阿南32区周遭共有约500间 

工厂，且所在位置广泛，当中包括16、

17、25、34及35区，每间工厂的距离较 

远。
雪州政府从今年10月日至明年9月30 

曰，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重启合法化 

工厂的漂白计划，各工厂业者受促把 

握机会，在一年限期内提交漂白申

请。

_^思汉提及，雪州境内的 
$工厂共有80°。隶属巴生县 

土地局，另20%则隶属八打灵 

县土地局。

“其中，接到最多询问的地 

方政府是莎阿南市政厅，其管

黃思漢：將陸續辦對話會
辖范围内的工厂问题，成为各 

区之最，错落在莎阿南与双溪 

毛糯的工厂不计其数，而其他 

情况较严重的地区，还包括巴

生及加影区。”

他也说，霄州境内共有2885 
间工厂，兴建在2638块农业土= 

地之上，而截至2018年11月26

曰，共有630工厂已成功转换 

土地用途。

“我们将陆续举办对话会， 

同时希望工厂业者能主动到各 

地方政府的专案小组，享有免 

费的咨询服务。”

莎
市
廳
設
專
案
小
組

函

城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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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9日讯）公 
正党总秘书拿督斯里 
赛夫丁纳苏迪安就副 
主席袓莱达表明准备 
好被党开除言论说，
只有心中有鬼的人， 
t会有祖关想屈〇

他说，Aw那。些自知做错事或者违反党 
规者，才会说出准备被开除的话。

赛夫丁纳苏迪安今日出席世界银行推介 
《检视大马经济：达致收支平衡》报告 

后，在记者会上，这么指出。
他也说，袓莱达身为副主席，如果要让 

党回到原来轨道，就应该出席会议，任何 
事情应该带到会议里谈。

賽夫丁：観薩_§皮開除

心中有鬼才這麼想
袓莱达昨晚出席由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派系发起的2030年共享繁 
荣宏愿晚宴上爆料指，今年6月男男性爱 

短片事件爆发后，该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 
曾尝试说服她相信短片其中主角就是阿兹 
敏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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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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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村治水恐不敵缺德心

巴板路水蘭口塞垃圾
(巴生9日讯）为解决巴生班达马兰

新村常发生的水患问题，雪州政府拨款

280万令吉给水利灌溉局，以提升巴板

路大沟外的水闸口，但班达马兰区州议

员梁德志今早巡视，发现水闸口外出现

被拦截和阻隔的垃圾，不禁震怒。他严

厉警告，若有早市小贩再把垃圾丢入大

沟，造成巴板路水闸口水流阻塞，巴生

市议会将收回小贩执照，并提醒小贩别

挑战市议会的能耐。

自去年5月动工提弁的水闸□，在一年半后已臻竣 

工。若无意外，水利灌溉局将于本月23日发出确实完 

工准证（CPC)，从承包商接收和管理这座簇新的自 

动化水闸口。

不过，梁德志在特别助理吴国民、巴生市议员谢 
秀、班达马兰新村管委会主席（村长）柯金胜和该水 

闸口管理员拉惹哥巴等人陪同下巡视水闸□却发现垃 

圾，有许多疑是早市小贩丢弃后沿沟漂流的保丽龙鱼 

箱。

■班村巴板路水闸口，大沟充斥许多垃圾尤其是保 

丽龙箱，令梁德志大为震怒，深恐令治水工作徒劳 

无功。

水閛門具備感應系統
梁德志警告捉垃圾虫

梁德志严厉警告小贩别再这样，否则市议会可收回 

执照，授予愿意维护环境卫生的其他同业。

他指出，他将要求市议会在班村巴板路早市一带， 

装设闭路电视以揪出把垃圾，尤其是保丽龙箱抛入大 

沟内的人。

“为了避免大沟中的垃圾泛滥，令当局苦心耗费提 

升的水闸口徒劳无功，使得班村继续淹水，所以唯有 

出此下策。”

询及是否将会见小贩传达信息，梁德志透露，过去 

在提升早市有盖雨棚工程的会面时，已对小贩做出三 
令五申指示，但小贩依然故我。他看到到大沟中的垃 

圾很失望，希望大家多配合，不要自私自利贪方便乱 

丢垃圾。

梁德志说，小贩若有需要，可找我们寻求协助或配 

合，千万别挑战市议会能耐，等到执照被没收才来找 

他或市议员求助。

他提醒小贩，只需把垃圾并列整齐排放在路旁，市 

议会垃圾承包商员工便会收取。（TSI)

州水利灌溉局巴生县 

¥工程师甘尼申向梁 

德志汇报说，编号51的巴 

板路水闸□从过去的“舌 

瓣闸门” （flap gate )， 

提升至具有自动感应和信 

息传达功能的“防潮闸”
(tidal gate )，系统将把 

24小时内收集到的各项数 

据，用手机简讯（SMS ) 

方式传送予水闸□管理 
员。

据了解，有关数据包括 

水闸口上下游的水位高 

低、一天开关了多少次、 

闭路电视实境监控画面 

等，好让水闸□管理员和 

灌溉局控制中心无需全天 

候驻守i也能在弹指间掌

握水闸口的变化。据悉 

水闸□最高水位为2.36公 

尺。
另外，承包商代表告 

知，大沟水经奥河流入大 
海的水闸□设计是供排水 

和泄洪用途，所以闸门在 

海水涨潮时一定会关上， 

避免海水倒灌，一切都由 

系统化自动化操作。

大沟垃圾量每月约5吨

此外，梁德志披露，根 

据水利灌溉局收垃圾承包 

商的汇报，平均每月会在 
水闸□的大沟处收集到3 

至5吨的垃圾量，相当惊 

人0

“提升水闸□原是联邦 

政府的责任，但基于在去 

年509大选前，希盟在联 

邦是反对党，为了解决长 

期困扰班村的水患问题， 

雪州政府义不容辞拨款 

给水利灌溉局提升。” 
(TSI )

■梁德志（左三）在柯 

金胜（左起）和谢秀、 

吴国民、甘尼申及拉惹 
哥巴陪同下巡视班村巴 

板路水闸口时，对大量 

的垃圾大摇其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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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啓興：36年没重鋪

金鑾花園路很爛
(蒲种9日讯）前称为甘旦新村的住宅区的蒲种 

9哩金銮花园路，在36年前铺上沥青后，至今都没 

有再铺过，导致现在五步一坑，十步一洼，雨后 

更多处积水，令居民非常气愤而向马华梳邦区会 

求助，希望梳邦再也市议会及当地人民代议士能 

给予关注。

马华梳邦区会主席赵启兴今早在接到居民投诉 

后，与区会副组识秘书李键芬一同前往位于蒲种9 

哩金銮花园路的旧甘旦花园巡视时，居民方世权 

投诉说，这36年来没见当局前来修路，令居民感 

慨如弃婴。

方世权说，这前称为甘旦新村的住宅区只是泥 
石路，他是在1983年时因孩子在屋外跌倒弄伤， 

愤而向时任州议员的杨宝山投诉，并得到后者关 

注及为整条村子的路铺上沥青。

不过，他指出，自那一次铺上沥青之后，该住 

宅区的道路至今已没被重铺过，日子久了，现已 

到处都是坑洼。

另一居民尤素真也说，她是在1984搬进来，一 

直居住到现在已有整整35年，但其门前的道路却 

从35年前至今仍没被重铺过，门前的沥青路已变 

成了沙石路，而且坑洞处处。

“骑摩多进出都非常危险，在投诉无门及无可 

奈何的情况下，我唯有自掏腰包以洋灰自铺门前 
路。"

也是马华雪州公共投诉局主任的赵启兴，在巡 

视后说，该处曾在1981年发生土崩，并夺走多条 

人命，现已改名为旧甘旦花园。

他指出，这里仍人主有六十多户人家，虽然被

■赵启兴（左起）、李键芬、尤素真及方世 
权在现场巡视时，发现积水的坑洼大到还能 

拍到倒影。

称为花园，但基本设施，环境卫生及道路等却比 

州内其他新村还要差，令人难于相信这种恶劣的 

居住环境竟然在贵为先进州的雪州出现。

他说，该花园里的一些坑洼甚至比一辆载货罗 

里的面积还要大而且在雨后还积水大约半尺左 

右，对摩多骑士和路人构成危险。

另外，赵启兴在巡视时，也发现到该处有多个 
垃圾堆，并堆满了破旧家具及电器，还有多个丢 

弃在该处的木门，窗框及破烂厨柜和一包包的碎 

砖等，疑是有住家在进行装修工程完工后，就顺 
手丢弃在该处。

他也发现这些垃圾器皿积水，并满布孑孓，卫 

生情况非常槽糕，因此他希望掌管该区的市议员 
给予关注及安排市议会人员前来把垃圾清理。

“当局也在在这些非法垃圾堆竖立严禁丢垃 

圾，以警告居民们，尤其是一些在该花园租居的 

外劳们要注意环境的卫生，不可乱丢垃圾。"
(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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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漢：沙亞南市廳解雜症

專案小組助工廠漂白
(沙亚南9日讯）雪州行 

政议员黄思汉今天披露， 

沙亚南市政厅已成立一支 

促进合法化工厂的专案小 

组，专门为工厂业者解答 

奇难杂症，协助业者将工 

厂合法化。
他在沙亚南32区甘榜武 

吉纳力□ ( Kg Bukit Naga ) 

民众会堂举办“促进合法 

化工厂及解决方案讲解 

会”，亲自为工厂业者进 
行解说，并率领市政厅专 

案小组解答问题时说，此 

次讲解会是针对沙亚南中 

区，涉及的地区包括沙亚 

南第16区、17区、25区、 

30区、32区、34区、35区 

及36区；武吉哥文宁路就 

有许多工厂，预计整个范 
围有500间有待漂白的工 

厂。

他指出，该区虽然范围 

大，但不如双溪毛糯的工

厂区集中，而且该区属于 

边界，有80%是由巴生县 

土地局管辖，20%是八打 

灵县土地局，情况较为复 

杂0

黄思汉透露，州政府自 
10月1日推出合法化工厂计 

划至今，已陆续接获土地 

转换的申请，八打灵县已 

接获数个申请，询问度相 

当热烈。

他透露，沙亚南市政厅 

范围是雪州最多非法工厂 

的地区，但也是最积极推 

动合法化工厂计划的地方 

政府，因此市政厅已成立 

一支完善的，属一站式服 
务中心的专案小组。.

‘‘我希望工厂业主亲临 
市政厅大厦16楼的专案 

小组服务柜台询问，毕竟 
每个个案不尽相同，没有 

一套统一的答案，而市政 

厅官员会尽力解答，市议

员也会亲_到工厂了解问 

题。”

他栺出，沙亚南市政厅 

是首个成立专案小组的地 

方政府，他已指示其他地 

方政府都要成立专案小 

组，专门解决有关问题。 

他也说，非法工厂最严重 

的地区是沙亚南、巴生及 
加影，其中沙亚南就有3个 

地区相当严重，他也在下 

星期将在沙亚南召开另一 

场解说会。他在讲解会上 

表示，州政府在2006年7 

月至2015年12月31日，已 

进行6次的非法工厂漂白计 

划，有630间工厂已成功申 

请漂白，但根据数据，仍 

有2885间工厂非法设立在 

2638个农业地上。

另外，黄思汉说，雪州 

政府已举办第4场的讲解 

会，过去3在巴生、瓜冷、 

双溪毛糯举办的讲解会都 

爆满，尤其是双溪毛糯场 
吸引500人出席，而第4场 

的出席人潮不如前几场， 

相信是因该区工厂不集 

中，距离甚远。（TSI )

■黄思汉（前排中）.与沙亚南市议员巴巴来度（右三）及副秘书仄叻米（左三） 
等人，在“促进合法化工厂及解决方案讲解会”后与出席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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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誉裙带关系气候

人权报告揭大马3舍:机
(吉隆坡9日讯）人民之声“2019年马来西亚人 

权报告”出炉，大马面对信誉、裙带关系和气候变化 

3大危机，并希望能获得希盟政府的关注。

今年整体的人权报告已经出炉，惟我国仍如 

国阵政府执政时一样，未审先判、强迫失踪、谋 

杀案件和缓慢的政策行动仍是公民和政治权利上 

的头等问题。

人民之声顾问柯嘉逊在推介报告时披露，大马 

首要的危机是内政部和警方的信誉问题。他说，人 

民之声一直观察着我国未审先判和警方滥权的情 

况，但在有关问题上内政部有推卸责任之嫌。

“例如，持续性的未审先判案件，最令人震惊 
的是12名男子因为涉嫌参与4泰米尔之虎’ 

(LTTE)恐怖组织活动而被捕。不过，政府归咎为 

s暗势力’，但什么是暗势力？”

他说，根据他所了解的暗势力，应该是共 

谋，涉及当选政府高层的勾结与裙带关系，而非 

是公务员的扯后腿和破坏行动。

“此外，人权委员会也确认了华裔牧师许景裕 

被‘强迫失踪’的事件，而当局至今都没有给予 

答案。赵明福命案，人民公正党美里区部秘书比 

尔卡勇遭枪手击毙都还没有找出凶手。”

他说，貌似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 

里的男男性爱视频一案，警方也还没有鉴定出视 

频中的人士。

“因此，这些种种，警方要如何说服大家，他 

们有能力处理涉及国际兼恐怖组织的案件。”

出席推介礼者 

包括人民之声执行 

董事西文、人权委 

员会委员拿督骆燕 

萍、人民之声协调 

员周铨洋等。

裙带关系卷土重来
柯嘉逊指出，我国裙带关系已 

经卷土重来。

他说，国阵的“盗窃丑闻”已经 

尘埃落定，但现在可以看到熟悉的 

裙带资本主义的回归，而人民公正 
党元老赛胡先阿里将之形容为“盗胳燕萍（左2起) 

窃的裙带关系”。 来西亚人权报告”

他说，这基本上是和国家资产被私有化与涉 

及亲信是一样的。

“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 

提醒首相敦马哈迪称有部长颁发合约，但马哈迪 

的回应是：‘为何不可’。这意味合约或项目的 

颁发没有经过公开招标。”

他说，在马哈迪领导下，乡村及区域发展部 

掌管着5个州发展法定机构、玛拉（Mara)和众 

多的官联公司，这都违反了 “停止政治委任”的 

大选宣言。

“此外，马哈迪也掌控着主要的投资部门，如 

国库控股，阿兹敏阿里的经济事务部门也掌管着 

数个过去原本隶属财政部的官联公司。”

未有紧急措施应对气候变化

另外，柯嘉逊指出，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是全 

球关注的课题，大马应该给予关注，惟政府至今都 

还没有针对气候变化影响拟出全面的紧急应对措 

施0

柯嘉逊、周铨样、西文等推介“2019年马

他说，气候变化的课题涉及农业、水源和天灾， 

如水灾，而且槟州丹绒武雅区的水灾尤其严重。

他说，根据《2017年马来西亚环境质量报 

告》，我国有2万50◦◦个可能会发生土崩的地 

点，能源、工艺、科学、气候变化及环境部去年 
也表示，我国有51条不健康河流。

让新生代深入了解翻译国歌值得感激
另外，针对近期以中文唱国歌风波，柯嘉逊 

认为，将国歌译成其他语文，让学生或新生代欣 

赏和深入了解国歌释义，是一项值得感激的举 

措0

他认为，国家和政府应该感激这种努力或举 

措，惟他强调，在正式或官方的场合上，以马来 

文唱国歌是无可厚非，因为马来文是官方语言。

“大家不应该把该课题放大，这只是小课题。 

有些华人可能都不太了解国歌的含义，如歌词是 

什么意思，所以译成中文加以了解，不是问题。 

相反地，大家应该把重点放在国家3大危机上， 

而不是这些小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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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9日讯）大水围城！

巴生连日豪雨袭击，受困 

“水城”的市民大喊受不了， 

呼吁雪州政府及巴生市议会正 

视及尽速采取行动解决问题！

雪隆贩商联合会数日来接 

获多名商家及居民投诉巴生水 

灾导致惨重损失及不便后，今 

早号召巴生居民协会联合总 

会、百家利花园居民协会，召 

开记者会要求雪州政府及巴生 

市议会听取民声《

吁改善排水渠道

雪隆贩商联合会主席陈联 

发指出，巴生在最近短短两周 

内，就发生多次水灾，以致商 

家业者和居民都要“大起义”， 

盼通过媒体表达不满心声。

“最近几次大水灾的水位 

都高达2至3尺，商贩反映东 

西被浸坏，水退后，道路也W 

此损坏而出现窟窿，希望当局 

能尽快修补。”

他说，当局虽有改善排水 

渠道，不过，却无法抵挡一小 

时大雨来袭，以致渠道形同白 

做，浪费公帑。

“该区州议员曾说发生任 

何事，皆可致电市议员、州议 

员办公室助理求助，惟，每次 

遇到紧急事情时却无法联络 

上，甚至也不见到场巡视。” 

他认为，水灾发生时，官 

员理应到场巡视，才能了解来 

龙去脉，而等到水退过后才来 

勘察，则无法查到任何原W 

了。

巴生居民协会联合总会投 

诉组主任潘国全说，水灾发生 

后，不是人民代议士一声道歉 

就能解决的，而足要尽速采取 

解决方案。

“五条港和海南村的垃圾 

量皆在大雨后突然增加，因为 

雨水把垃圾流人大海，希望州 

务大臣及州政府能够多关注及 

解决。”

潘国全：须关注垃圾流入海

百家利花园住宅区成 

为突发水灾黑区。

连日豪雨水围巴生

杨舒敏：速建百家利防洪池
百家利花园居民协会署理 

主席杨舒敏盼百家利防洪池能 

尽快兴建，以解决该区淹水问 

题，也建议兴建地下沟渠，就 

如浪恭（Leboh Lang)浪路（Jalan

Lang')及班奥路（Leholi Bang'au ) 

地区，以加速排水速度。

“水灾发生时，也直接影 

响该区商贩生意，W为顾客都 

不上门来U ”

颜居雄：可装水泵解水患 雪隆贩商联合会与巴生居民协会联合总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坐 

者左起方少良、陈联发、陈宝福、颜居雄与陈秀溪；后排左起 

杨舒敏及潘国全。

厂商：多次投诉没回应

巴生居民协会联合总会总 

务暨百家利花园居民协会主席 

颜居雄说，巴生市议会在2017 

年公布将在百家利交通圈非法 

嘛嘛挡（Bekerley Comer)兴建 

防洪池，不过当局今年9月初 

拆除该非法档口至今仍未有进 

一步兴建行动。

他说，居协2017年向市 

议会投诉水灾问题时，后者告 

知要进行扩大水沟计划，从原 

有的25分钟提升至45分钟才 

不会淹水，希望可尽快兴建防

洪池，至少解决百家利水灾问 

题°

他向巴生市议会工程师建 

议在该区安装水泵，毕竟多个 

水灾黑区在安装水泵后，皆有 

解决淹水问题，如武吉古达、 

百家利、永安镇及中路。

“该会将收集资料把水灾 

报告呈交巴生市议会主席，为 

此，呼吁居民把资料及相片提 

呈给该联合会，并联络他： 

012-911 4331或投诉组主任陈 

宝福：019-355 2500。”

厂商业者方少良（38岁） 

说，其位于夏巴新丁业区的工 

厂，从一年前开始就不断向市 

议员陈如坚投诉，包括 

WhatApps淹水照片，结果，对 

方一次也没回应。

他说，他的工厂对面正兴 

建公寓，排水系统没妥善处

理，下雨时，整片工地的水往 

其工厂附近流入，由于水沟狭 

窄且有阻塞现象，无法负荷水 

ii，导致该区差不多每两个月 

淹水一次。

“黄泥水淹人工厂，我被 

逼停工，原料浸坏，过后还要 

清理，损失逾4000令吉。”

官员应常巡视卫星市商区
巴生居民协会联合 

总会总会投诉组主任陈 

宝福说，居民投诉在巴 

生中路高级中学对面的 

住宅区发生水灾后，水 

高至一两尺，雨水也淹 

进屋内，家具被水浸 

坏，包括雪柜被水冲走 

浮在水上，一台出车一 

星期的新车，也浸泡在 

水中。

他说，木身接手卫 

星市居民协会主席6年 

来，该区经常发生水 

灾，该会到雪州水利灌溉局与 

官员开很多次会议，也获得当 

局拨款改善排水系统，情况改 

善很多，也少发生水灾。

“哈芝昔拉（Man Haji

Siral)的改善工程最近却停工 

几个月，难免让人怀疑计划无 

法取得效果，以致附近地区常 

出现下雨积水，甚至成为水灾 

黑区，我希望巴生市议会官员 

能够多到卫星市商业区巡视。”

陈如坚：建防洪池须根据程序
市议员陈如坚受询时回应 

说，近期多次豪雨袭击，位于 

河口处的夏巴新工业区确实难 

免遭遇排山倒水的水M涌人， 

但是对方指责新发展公寓排水 

系统没完善带来影响，则需请 

示丁程小组和策划小组勘察了 

解。

“河口处属于排水区，大雨 

之后，水源自然往该处流向海 

口，为此，对于是否新发展区

影响，我则需要向相关小组的 

官员请示了。”

他也就百家利交通圈兴建 

防洪池一事指出，拖延数十年 

的非法嘛嘛档，于今年9月初 

才成功拆除，然而，市民须理 

解，市议会要兴建一项大型丁 

程，如防洪池，皆必须根据各 

项程序来处理和规划的，而非 

今R草率决定，明天就可动丁 

建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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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计划搁置17年

购屋者促雪政府介入

新闻特区

无拉港福春园公寓

(无拉港9日讯）无拉港福春

园公寓（Bahagia Indah 

Apartmenl )计划搁置17年， 

不愿放弃的购屋者促雪州政府 

或房政部介人，与公寓地主协 

商丨丨:计划完丁。

83名购屋者昨日再次在公 

寓工地聚集，诉求索回公寓单 

位，并邀请无拉港州议员王诗 

棋出席给予协助。

王诗棋表示，她从去年开 

始向房政部跟进此案，该部会

在本周派官员与购屋者会面， 

商讨最新进展。

她说，之前房政部一直拖 

延丁作，以致案件拖了 10多 

年。直到上周，房政部回复指 

下周会见购屋者跟进情况。

她表示，之前地主与发展 

商联合发展公寓，但发展商在 

丁程完成90%.后倒闭，之后由 

清盘师接手，期间或因清盘师

与地主谈不妥，地主拒绝继续 

发展并采取系列法律行动。

“现在，我们希望地主和 

房政部谈，房政部也有联络地 

主及其律师，惟地主一直不愿 

意谈判。”

这项公寓计划于2002年施 

丁，原订2005年竣工，惟 

2016年12月1日宣告搁置计 

划。

公
寓
前
聚
集
数
十
名
要
求
政
府
介
入
公
寓
计
划
的
购
屋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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纖解虹厂漂白问题
(莎阿南9日讯）莎阿南市政厅特设 

立专案小组，在1年漂白计划期限 

内，解决申请程序中的工厂业者所面 

对的问题，以加快雪州非法工厂合法 

化进度。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及 

新村发展事务的行政议员黄思汉说， 

雪州政府已指示所有地方政府成立专 

案小组，其中莎阿南市政厅最为积 

极，是首个成立小组的县市议会。

黄
思汉指出，莎阿 

南市政厅大厦16 

楼，专为工厂业者而设的专 

案小组是一站式中心。厂主 

为工厂进行漂白程序时，会 

面对各种复杂问题。

他呼吁各厂主主动配 

合，前去专案小组免费咨 

询所有关于漂白计划的程 

序或问题，包括地方政府 

与市议员以解决问题，并指

各地方政府将陆续设立专案 

小组。

他今日在莎阿南32区 

民众会堂展开的“促进合法 

化工厂”及执行方案对话会 

时说，雪州政府自今年10 

月重启“非法工厂漂白计 

划”后，八打灵县地区已接 

获一些厂主提交漂白申请， 

许多工厂业者也热烈询问各 

地方政府。

“截至目前举办的4场 

促进合法化工厂对话会，前 

3场反应热烈，场场爆满； 

惟今次反应较冷淡，相信是 

工厂位置较零散所致。我们 

也将陆续举办对话会。” 

他说，莎阿南32区周 

遭有约500间工厂，所在位 

置广泛，当中包括16、 

17、25、34 及 35 区，丁厂 

间的距离也较远。

「…紙:-r—

黄思汉（左四）在“促进合法化工厂”及执行方案对话会结束后与出席的工厂业者合影 

左三起为遮拉米及柏柏莱督。

黄思汉：接最多询问

莎市工厂问题最多
黄思汉指出，雪州境内 

的工厂有80%隶属巴生县土 

地局，另20%则隶属八打灵 

县土地局。

他说，莎阿南市政厅是 

接到最多询问的地方政府， 

莎阿南与双溪毛糯的丁厂不

计其数，其管辖范围区内的 

丁厂问题成最多，其他情况 

较严重的地区包括巴生及加 

影区。

他指出，雪州境内有 

2885间工厂兴建在2638块 

农业土地。截至2018年11

月26闩，630间工厂已成功 

转换土地用途

雪州政府从今年10月1 

日至明年9月30日，第7 

次也是最后一次重启合法化 

工厂漂白计划。各工厂业者 

受促把握机会，在一年限期 

内提交漂白申请。

出席者包括莎阿南市政 

厅副秘书K:遮拉米与莎阿南 

市议员柏柏莱督。

莎市厅设专案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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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苏丹庆74岁华诞

册封19人拿督以上勋衔
(莎阿南9日讯）雪兰莪州苏

丹沙拉夫丁殿下配合今年74 

岁华诞，将册封19人为“拿 

督”及以上勋衔，其中一人受 

封“拿督斯里”。

一人获封拿督斯里

今年共有958人获提名， 

不过，只有2%人士获拿督及 

以上勋衔。

雪兰莪州政府秘书拿督莫 

哈末阿敏指出，19名获得勋

衔的人士当中，一人受封拿督 

斯里勋衔（S.P.M.S)、一人 

获封S.S.I.S拿督十迪亚勋 

衔，另有9人获得D.P.M.S拿 

督勋衔，8人获得D.S.I.S拿督 

勋衔。

他说，所有受封人士的背 

景，皆获警方、报穷局和反贪 

污委员会查核。

“雪州政府今年一共接获 

2268个勋衔提名，当中有958 

人是获得拿督及以上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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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城9日讯I政府拨

出1亿6400万令吉作为橡 

胶雨季援助金（Bantuan 

Musim Tengkujuh )，给 

予全国27万4639名橡胶 

小园主和割胶工友。

经济事务部长拿督 

斯里阿兹敏阿里今曰发 

表文告指出，在27万4639 

名橡胶小园主中，有25万 

5997人是园主，另外1万 

8642人为非园主。

他指出，每人为数 

600令吉的援助金将分两 

个阶段发放，即在201 9 

年12月发放300令吉，接 

著在明年的1月再发放 

300令吉。

他说，橡胶业小园 

主发展局（RISDA )将在

经济事务部的监督下， 

发放有关援助金。

他也说，有向橡胶业小园主

发展局注册和经营不超过2.5英亩 

橡胶园的小园主和割胶工友，受

促在12月15日前在全国各地的橡

胶业小园主发展局更新资料。

阿兹敏也强调，2020年财政 

预算案也拨出2亿令吉给橡胶业小 

园主发展局及沙巴橡胶工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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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價III
吉隆坡9曰讯|人民之 

声发布的「2019年马来西 

亚人杈报告」指出，大马 

面对信誉、裙带关系和气 

候变化3大危机，并希望能 

获得希盟政府的关注。

人权报告指出，和国阵政府 

执政时期一样，未审先判、强迫 

失踪、谋杀案件和缓慢的政策行 

动仍是公民和政治权利上的头等 

问题。

人民之声顾问柯嘉逊表示， 

大马首要的危机是内政部和警方 

的信誉问题。他说，人民之声一 

直观察著我国未审先判和警方滥 

权的情况，但在有关问题上内政 

部有推卸责任之嫌。

「例如，持续性的未审先判 

案件，最令人震惊的是12名男子 

因涉嫌参与『泰米尔之虎」恐怖组 

织活动被捕。不过，政府归咎为 

『暗势力」，但什么是暗势力？」

他指出，根据他所了解的暗 

势力，应该是共谋，涉及当选政 

府局层的勾结与裙带关系！而非 

是公务员的扯后腿和破坏行动。

「人权委会也认为华裔牧 

师许景城是被『强迫失踪」的事 

件，当局至今都没有给予答案。 

还有赵明福命案，公正党美里区 

部秘书比尔卡勇遭枪手击毙都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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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燕萍（左2起）、柯嘉逊、周铨样、西文等人，推介人民之声「2019年马来西亚人杈报告」

没有找出凶手。」

他说，貌似经济事务部长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的男男性爱视 

频一案，警方也还没有鉴定出视 

频中的人士。

裙带资本主义回归

「因此，这些种种，警方要 

如何说服大家，他们有能力处理 

涉及国际兼恐怖组织的案件。」 

出席「2019年马来西亚人权 

报告」推介礼者的有人民之声执行 

董事西文、人权委员会委员拿督骆 

燕萍、人民之声协调员周铨洋等。 

此外，柯嘉逊指出，我国裙

带关系已经卷土重来。

他说，国阵的「盗窃丑闻」 

已经尘埃落定，但现在可以看到 

熟悉的裙带资本主义的回归。

「最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 

里安华提醒首相敦马哈迪称有部 

长颁发合约，但马哈迪的回应是： 

『为何不可』。这意味合约或项目 

的颁发没有经过公开招标。」

他说，在马哈迪领导下，乡 

村及区域发展部掌管著5个州发展 

法定机构、玛拉（Mara )和众多 

的官联公司，这都违反了「停止 

政治委任」的大选宣言。

「马哈迪也掌控著主要的投 

资部门，如国库控股，阿兹敏阿里

的经济事务部门也掌管著数个过去 

原本隶属财政部的官联公司。」

另一方面，柯嘉逊指出，气 

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是全球关注的 

课题，大马应该给予关注，惟政 

府至今都还没有针对气候变化影 

响拟出全面的紧急应对措施。

他说，气候变化的课题涉及 

农业、水源和天灾，如水灾，而且 

槟州丹绒武雅区的水灾尤其严重。

他说，根据《2017年马来 

西亚环境质量报告》，我国有2万 

5000个可能会发生土崩的地点， 

能源、工艺、科学、气候变化及 

环境部去年也表示，我国有51条 

河流水质属于不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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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男;丹华豳 
19人受射見级聞I術

莎阿南9日讯|雪州苏丹沙拉夫丁殿下将于来临周三 

(11日）庆祝74岁华诞，今年的高级勋衔提名者有958人， 

当中只有19人或2%的有功人士，获苏丹册封高级勋衔。

雪州政府秘书拿督莫哈末阿敏发文告 

指出，雪州政府今年共接获2268个勋衔提 

名，其中958人申请高级勋衔，另1310人 

申请雪州勋衔。

文告表示，而在958人的申请者当 

中，仅有19人获册封高级勋衔，包括1人

荣膺SPMS拿督斯里勋衔、1人荣膺SSIS拿 

督斯迪亚勋衔，以及分别有9人和8人荣膺 

DPMS和DSIS拿督勋衔。

莫哈末阿敏透露，所有受封有功人士 

的身份和背景，经已获警方、报穷局和反 

贪污委员会证实无犯罪记录且身家清白。

MiALAVSIA HATWWA1 
■OW OANCE CHAMPfONSMIP 2〇l»

梁宗仁（前排左起）、翁诗融、沈志强及梁溧棠，一起与冠军队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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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报告指出，和国阵政府 

执政时期一样，未审先判、强迫失 
踪、谋杀案件和缓慢的政策行动仍 

是公民和政治权利上的头等问题。

人民之声顾问柯嘉逊表示，大 

马首要的危机是内政部和警方的信 

誉问题。

他说，人民之声一直观察著我 

国未审先判和警方滥权的情况，但 

在有关问题上内政部有推卸责任之 

嫌。

「例如，持续性的未审先判案 
件，最令人震惊的是12名男子因涉 

嫌参与『泰米尔之虎』恐怖组织活 

动被捕。不过，政府归咎为『暗势 

力』，但什麽是暗势力？」

他指出，根据他所了解的暗势 

裙帶資本主義回歸

「因此，这些种种，警方要如 

何说服大家，他们有能力处理涉及 

国际兼恐怖组织的案件。」
出席「2019年马来西亚人权报 

告」推介礼者的有人民之声执行董 

事西文、人权委员会委员拿督骆燕 

萍、人民之声协调员周铨洋等。

此外，柯嘉逊指出，我国裙带 

关系已经卷土重来。

他说，国阵的「盗窃丑闻」已 

经尘埃落定，但现在可以看到熟悉 

的裙带资本主义的回归。

「最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 

安华提醒首相敦马哈迪称有部长颁 

发合约，但马哈迪的回应是：『为 

何不可』。这意味合约或项目的颁 

定机构、玛拉（Mara)和众多的官 

联公司，这都违反了「停止政治委 

任」的大选宣言。

「马哈迪也掌控著主要的投资 
部门，如国库控股，阿兹敏阿里的 

经济事务部门也掌管著数个过去原 

本隶属财政部的官联公司。」

另一方面，柯嘉逊指出，气 

候变化带来的影响是全球关注的课 

题，大马应该给予关注，惟政府至 

今都还没有针对气候变化影响拟出 

全面的紧急应对措施。

他说，气候变化的课题涉及农 

业、水源和天灾，如水灾，而且槟 

州丹绒武雅区的水灾尤其严重。他 
说，根据《2017年马来西亚环境质 

量报告》，我国有2万5000个可能会 

親糊黼關M三大危機
吉隆坡9日讯|人民之声发布的「2019年马来西亚人权报告」指出，大马面对信 

誉、裙带关系和气候变化3大危机，并希望能获得希盟政府的关注。

力，应该是共谋，涉及当选政府高 

层的勾结与裙带关系，而非是公务 

员的扯后腿和破坏行动。

「人权委会也认为华裔牧师许 

景城是被『强迫 

失踪』的事件，

当局至今都没有 

给予答案。还有 

赵明福命案，公 

正党美里区部秘 

书比尔卡勇遭枪 

手击毙都还没有 

找出凶手。」

他说，貌似 

经济事务部长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 

里的男男性爱视 

频一案，警方也 

还没有鉴定出视 

频中的人士。

何不可』。这意味合约或项目的颁 

发没有经过公开招标。」

他说，在马哈迪领导下，乡村 
及区域发展部掌管著5个州发展法

发生土崩的地点，能源、工 

艺、科学、气候变化及环境 
部去年也表示，我国有51条 

河流水质属于不健康水平。

骆燕萍（左2起）、柯嘉逊、周铨样、西文等人，推介人民之声「2019年马来西 

亚人杈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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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淹水后窟ft处处

中路雨水淹入家里，雪柜浮在水上。

雪隆贩商联合会与巴生居民协会联合总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坐者左起方少良、陈联发 

陈宝福、颜居雄、陈秀溪，后排左起杨舒敏及潘国全

巴生水災商民損失重
陳聯發促政府市會商策治水

百家利花园住宅区成为闪电水灾黑区。

(巴生9日讯）雪隆贩商联合会 

接获很多商家及居民投诉，指巴生 

区发生闪电水灾事件，造成各种损 

失与不便，今早号召巴生居民协会 

联合总会、百家利花园居民协会， 

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雪州政府及 

巴生市议会关注及解决巴生闪电水 

灾问题

雪隆贩商联合会主席陈联发 

说，最近巴生发生闪电水灾，该会 

在短短两个星期内接获太多业主及 

居民投诉，因此，召开第二次新闻 

发布会。.
他说，当发生闪电水灾，水淹2 

至3尺高，小贩的东西浸坏，此外， 

水退后，道路也损坏，窟窿处处， 

他呼吁当局尽快维修。

“我们看到当局把水沟提升， 
但一小时大雨，就发生闪电水灾， 

提升工程有如白做，浪费金钱

他表示，当地州议员曾说，如 

果发生任何事，可以致电给市议员 

、他的办公室助理，但每次遇到事 

情联络他们，都不果。

他认为发生水灾时，官员来现 

场巡视，才能了解来龙去脉，等水 

退后才来，就查不到什么原因。

潘国全：不是道歉就能解决

巴生居民协会联合总会投诉 

组主任潘国全说，发生闪电水灾， 

不是人民代议i -声道歉，就能解 

决。

他说，商家及居民早前向该会 

投诉的案件，已经向市议会反映， 

希望当局解决全巴生闪电水灾问 

题3

他说，五条港，海南村，垃圾 

量在大雨后突然增加，因为雨水把 

垃圾带人大海希望州务大臣及州 

政府多关注及解决

方少良：

一年前多次投诉无下文

厂商业者方少良（38岁）说， 

他的工厂，位于夏巴新T业区，他 

从…年前开始，很多次投诉市议 

员，包括whatapps淹水相片投诉，但 

他一次也没回应。

他说，他的工厂对面正兴建公 

寓，排水系统没有做好，但兴建丁 

程已进行，下大雨时，整片工地的 
水往他丁厂附近流，由于水沟小及 

阻塞，无法负荷水量，差不多每两 

个月淹水一次。

他说，黄泥水淹人工厂，他 

被逼停工，原料浸坏，过后还要清 

理，保守损失逾4000令吉。

百家利花园居民协会署理主席 

杨舒敏希望防洪池尽快兴建，解决 

百家利淹水问题，此外，她建议兴 

建地下水沟，就如LebohLangJalan 

Lang及LebohBangau.±也区，排水比较 

快。

她说，水灾也影响该区小贩生 

意，由于淹水，顾客不来。

顏
居
雄

■

盼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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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防
洪
池

巴;
生居民协会联合总会总务暨百家利花园居民 
协会主席颜居雄说，巴生市议会在2017年公 

布，将在BekerleyComer嘛嘛档地点兴建防洪池，今年 

2019年当局成功拆除Bekerley Corner嘛嘛档，到现在还没 

看到任何兴建防洪池的行动。希望市议会尽快兴建防 

洪池，至少可以解决百家利闪电水灾问题。

颜居雄也是百家利花园居民协会主席，他说， 
针对淹水课题，该会2017年投诉巴生市议会，当局告 

知要进行扩大水沟计划、从原有的25分钟提升至45分 
令中 〇

他向巴生市议会工程师建议，应安装水栗，他看 

到很多水灾黑区，安装水栗后，就解决淹水问题。包 

括武吉古达、百家利、永安镇及中路。

他说，该会将收集资料，把闪电水灾事件报告， 

呈给巴生市议会主席，希望他协助解决。他呼吁居民 

把资料及相片提呈给该联合会，联络电话：联合会总 

务颜居雄（012-911 4331 )，投诉组主任陈宝福（019- 

355 2500 ) 0

陈宝福：新车才出一周浸泡水中

巴生居民协会联合总会总会投诉组主任陈宝福，居民投 

诉在巴生中路高级中学对面住宅区，闪电水灾发生时，水高 

至一两尺，雨水淹进屋内，家具被水浸坏，包括雪柜被水冲 

走浮在水上。甚至新车才出一星期，也浸泡在水中。

陈宝福也是巴生卫星市居民协会主席，他说，他接手卫 

星市居民协会主席六年，该区经常发生水灾，该会去雪州水 

利灌溉局，与官员开很多次会议，也获得当局拨款提升排水 

系统，情况改善了，很少发生闪电水灾。
但是，JalanHajiSirat的提升工程动工了，最近丁程已停 

了几个月，他怀疑是这计划的水无法排出，下雨积水，使该 

区成为黑区。他呼吁巴生市议会工作人员，多到卫星市商业 

区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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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德志吁小販維護環境衛生

蓽垃圾入溝路取消供應

州政府耗资280万令吉拨款给水利灌溉局提升班村巴板路水 

闸口，大沟却充斥许多垃圾，尤其是保丽龙箱，恐令治水工作 

徒劳无功。

班村巴板路早市小贩受促勿贪方便把垃圾丢入大沟造成 

水闸口的水流阻塞，否则巴生市议会可没收小贩执照，以儆效 

尤！

©©©(!班村巴板路水閘口

(巴生9日讯）“若有早市小贩再把垃圾丢 

入大沟，造成巴板路水闸口水流阻塞，巴生市 

议会将没收小贩执照；小贩们千万不要挑战市 

议会的能耐！”

为解决巴生班达马兰新村过去常发生的水患问 

题，雪州政府拨款280万令吉给水利灌溉局，从去年5 

月动工提升巴板路大沟外的水闸口，工程在一年半后 

竣工:，
若无意外，水利灌溉局将於本月23日发出确实完 

工准证（CPC )，从承包商接收和管理这座簇新提升 

的自动化水闸口。

不过，班达马兰区州议员梁德志今早巡视水闸 

口，发现到水闸口外出现被拦截和阻隔的垃圾，有许 

多怀疑是早市小贩丢弃后沿沟漂流的保丽龙鱼箱，不 

禁大为震怒。

他严厉警告小贩不得造次，否则市议会可收回小 

贩执照，授予愿意维护环境卫生的其他同业。

要求市會裝電眼捉垃圾蟲
德志指出，他将要求市议会在班村巴板路早 

市一带，装设闭路电视以揪出把垃圾，尤其 

是保丽龙箱抛人大沟内的人。

他也恫言市议会可没收小贩执照授予他人。

他表示，此举是为了避免大沟中的垃圾泛滥，令 

当局苦心耗费提升的水闸口徒劳无功，使得班村继续 

淹水，所以唯有出此下策。

询及除了透过媒体发出严厉警告外，是否将会见 

小贩传达勿把垃圾丢人大沟的讯息，他透露，过去在 
提升早市有盖雨棚丁程的会面时，已对小贩做出三申 

五令指示，但小贩依然故我，根据今日在大沟中被阻 

隔的保丽龙鱼箱垃圾来看，他点名判断绝大多数是鱼 

贩所为。

“我看到大沟中的垃圾很失望，希望大家多加配 

合，不要自私自利贪方便把垃圾丢在大沟内:小贩若 

有需要，可找我们寻求协助或配合，千万不要挑战市 

议会能耐，等到执照被没收后，才来找我或市议员求 

助。”

他促请小贩只需把垃圾并列整齐排放在路旁，市 

议会的垃圾承包商员工便会收取，不要把垃圾乱丢进 

大沟内自找麻烦。

—梁德志希望提升後的巴板路大沟水闸口能解 

决班村水灾，惟一切有待市民尤其是小贩合作，勿 

把垃圾丢入大沟内。

梁德志（左三）对大量的垃圾摇头。左一起为柯金胜和谢秀；右一起是拉惹 

哥巴、甘尼申和吴国民。

巴板路水閘口提升至
据雪州水利灌溉局巴生县工 

程师甘尼申向梁德志做出的 

汇报，编号51的巴板路水闸口从过去的 

“舌瓣闸门”（flap gate),提升至具有 

自动感应和讯息传达功能的“防潮闸” 

(tidal gate )。系统将把24小时内收集到 

的各项数据，用手机短信（SMS)方式传 

送予水闸口管理员。

有关数据包括水闸口上下游的水位 

高低、•天开关了多少次、闭路电视实 

境监控両面等，好让水闸口管理员和灌 

溉局控制中心无须全天候驻守，也能在 
弹指间掌握水闸口的变化。据悉水闸口 

最局水位为2.36公尺。

承包商代表告知，大沟水经奥河 
(Sg Aur )流入大海的水闸口设计是供排 

水和泄洪用途，所以闸门在海水涨潮时 

-定会关上，避免海水倒灌，-切都由

“防潮閘”
系统自动化操作

水闸口平均每月收集5吨垃圾

梁德志指出，根据水利灌溉局收垃 

圾承包商的汇报，平均每月会在水闸口 

的大沟处收集到3至5吨的垃圾量，相当 

惊人〇

他表示，提升水闸口原是联邦政府 
的责任，但基於在去年509大选前，希盟 

在联邦是反对党，为了解决长期困扰班 

村的水患问题，雪州政府义不容辞拨款 

给水利灌溉局进行提升，他对此深表感 

激a

陪同巡视的有梁德志特别助理吴国 

民、巴生市议员谢秀、班达马兰新村管 

委会主席（村长）柯金胜和该水闸口管 

理员拉惹哥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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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福山（右三起）及黄思汉为乌鲁音各鲁福建会馆50周年金禧晚宴主持开幕 
鸣锣仪式。左起为吕沐阳及刘意森；右起是王添福及陈进宝。

烏魯首答魯福建會館

筵開168席慶三喜
(乌雪9日讯）乌鲁音崙鲁福建会馆 

昨晚筵开168席，热烈庆祝成立50周年金 

禧纪念、青年团成立40周年及妇女组成 

立25周年纪念。

晚宴也邀请马来西亚福联会总会长 

丹斯里林福山及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主 

持开幕。

大会主席陈进宝致词说，乌鲁音崙 
鲁福建会馆在过去50年来，走过一段崎 

岖不平的道路，在先贤无私的付出及努 

力下，会馆奠下稳固的基础。

优惠计划招新血

他说，为了引进更多年轻的乡贤加 

入会馆成为未来的接班人，该会特设定 
优惠计划，凡是18至30岁的本地乡贤申 

请加人，只需付5令吉（原本收费105令 

吉）；他希望年轻的乡贤踊跃加人，使 

会馆的组织更有活力。这项优惠的截止 

日期为2020年5月30日。

林福山致词时说，经过_ •年的磨 

合，乡亲们都对福联会有新的期望和了 

解。

他补充，总会不断走访全国各属 

会，加强联系，以结合强大的组织力 

量，以争取更多的权益。

同时，亲善俱乐部主席吕沐阳致 

词时，赞扬福建会馆自从大换血后，竟 
然能够在45天筹备50周年会庆，可喜可
力口
贝。

黄思汉：听民声才能制定好政策

另•方面，黄思汉强调，好的政府 

必须要听人民及商家的心声，才能制定 

好的政策。

他说，雪州是国家经济成长的火车 

头，为了配合工业4.0计划，决定在一年 

时间内为州内的非法中小型工业进行厂 

地漂白计划，同时给予厂家优惠；他希

王添福（右）颁发名誉主席委任 

状予刘金树，以感恩他报效两头瑞狮 

及贡献a

陈进宝（左）颁赠水果礼篮予林 

福山。

望厂家把握机会，将厂地合法化。

大会也举行颁发学业优良奖励金 

、亮灯开幕仪式、瑞狮点睛、洋酒招标 

及欢切蛋糕仪式，后由总务王添福致谢 

词。

出席晚宴者包括福联会总秘书林志 
伟、理事拿督江人强、妇女组主席林秀 

琼、乌雪国会议员廖书慧的代表庄文来 

、甲洞福建会馆总务黄晓芬、筹委会主 

席刘意森、副主席拿督郑福锖及总务工 

添福等人。

乌鲁音 
各鲁福建会 

馆全体理事 

及嘉宾欢切 
50周年金樓 

纪念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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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貢市集]明年通伽路
報道►曾志頌

(巴生9日讯）巴生 

市议员黄智荣披露，往 

年在卫星市双溪布鲁14路 

(Jalan Sungai Pviloh 14 ) 

摆摊售卖年货的业者， 

将在明年统一搬迁至®比邻 

的13D路（新店空地）营 

业，以解决交通阻塞问题 

和打造一个全新的年货市 

集。

他表示，为解决这个问 

题，市议会研究该区的交通 

规划后，决定把原有的年货 
市集，搬迁到双溪布鲁13D路 

去。据观察，那边有'片大停 

车场空地，非常适合让年货小 

贩集中营业，而且也方便居民 

和外来客到访。

拨款设新春主题装饰

“为打造全新的年货市 

集，届时也会拨款在新地点设 

立新春主题和装饰，以吸引人

黄智荣（左）派发2020年日历给巴生卫星市居民时，也和 

他们交流。

©©©©

巴生衛星市 黃智榮：解決交通阻塞

换言之，卫星市原有的年 

货市集要“搬家”了。

黄智荣昨天上午前往当 

地派发印有他和雪州行政议员 

兼巴生新城区州议员拿督邓章 
钦肖像的“2020年日历”给卫 

星市居民后，对《大都会》社 

区报记者指出，原有的年货市 

集位于商店前面，而且附近还 

有早市，所以每逢新春来临之 

时，该区都会发生严重的交通 

阻塞情况。

他说，-些自私的人为了 

贪方便，随便在路边停车后， 

就下车去买年货；•旦遇到上 

下班时段，车来车往，道路都 

被堵住，无法顺畅行驶，民怨 

四起。

潮。”

他强调，卫星市今年只 

有一个新的年货市集让小贩在 
期限内（新年前14天）摆档营 

、丨k,凡在这个范围之外的年货 

摊贩，都属非法。

“要申请年货市集执照的 

小贩，如今可以马上到市议会 

登记，暂定有30个空格，行动 

要快，费用为620令吉。至于 

那些准备在卫星市或武吉拉惹 

路边摆卖肉干或年柑的小贩， 

若没在指定地点营业，市议会 

是绝对不会批准执照申请。”

他补充，若要提前在新 

年货市集摆卖年柑或肉干的小 

贩，可以先向市议会申请执照 

营业，相信问题不大>

巴生卫星市早市附近经常发生交通阻塞情况，让居民不胜其烦。

黄智荣（中）之前已巡视卫星市新年货市集的地点（双溪布鲁13D路）。

in至菩匡室匡衣齒 画家郭温和（左）表示，马虽
子冉丨词里丨词乂 nib曰 十;然在生社离細越来越远，

巴生年貨市集

僅在班達馬蘭大街衛星市
@智荣说，基于市议会重新检讨和作出新考量 

^«后，这次的巴生新春年货市集只有在班达马兰 

大街和卫星市，巴生港口池龙花园已被“除名”。

“池龙花园地点临时被换掉不批，是因为当地议 

员认为，该区既然已有早市和夜市，就无须再有年货市 

集，否则将造成小贩之间的恶性竞争。”
另外，他也提及，这次首波派发日历活动先发1500 

份给部分居民，之后还会陆续再派；未获日历的居民请 

耐心等待。他和团队走访卫星市早市，还有18间卫星市 

及武吉拉惹的茶室。

“今年的口号…样是‘爱护社区环境，共建美好家 

园’，因此我会尽力地在任期内完成所有计划和目标， 

打造最美好的卫星市和武吉拉惹。”

但马的文化艺术精神，却始终在日常中发 

挥振奋的共鸣与感化。

他日前出席•场个人“马力”水墨 

马両展和“说马”交流会上指出，马的精 

神如龙的精神一样，是儒教自强生生不息 
的，与屮华民族共舞千年，相互激发一股 

马的文化美学，给后人一股做人做事的正 

能量。
“両马有2000年的历史，当马退出 

生活舞台，両马、写马、颂马的艺术精神 

却没有淡化。艺术家在创作中，总以马両 

为历史両卷留下浓厚的一笔，也为现代艺 

术添上阳刚的感染力。”郭温和（左）为听众说“马”的美学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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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汉 

作过程s

黃
思

村
民
與

府
橋
樑

村
長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次排左七起）和张哲敏带领村长和村委参观酱油厂，了解酱油的制

陈嘉荣（前排右三）受邀分享“如何发现乡镇之美”，鼓励村 

长和村委换个角度发掘新村的特色。前排右四为黄思汉。

(沙亚南9日讯）掌管雪州地方政 

府公共交通和新村发展行政议员黄思汉 

指出，新村管理委员会主席（村长）在 

州政府行政体系中是非常重要的，从独 

立前就留传下来的制度，所以他们在乡 

村发展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举例，配合雪州苏丹华诞，每年 

都会办•场茶会。茶会除了宴请行政议 

员、州议员等，村长也受邀，这证明村 

长在州内有一定的地位。.

他希望新村管委会主席不要“嫌” 

n己的官职小，而认为自己在新村无用 

武之地，反之他们除了为村民解决村子 

的问题，甚至能当村民和政府的桥梁， 

为村民传达讯息。

集思广益推展新村发展

他曰前带领雪州约65名新村管委会 

主席及村委到霹雳州进行两天-夜的干 

训营时，这样指出。会上，黄思汉也派 

发管委会主席各一件制服，以便能穿上 

并出席官方活动或会议。

在两天的干训营中，也邀请到八度 

空间新闻主播陈嘉荣为出席者主讲“如 

何发现乡镇之美”，旨在启发大家从视 

觉、味觉、触觉、听觉四觉去发掘新村 

之美并加以推广。

黄思汉较后指出，此干训营旨在 

凝聚各村村长和村委，并且•起集思广

益，更重要的是，开拓大家的思维与视 

野，并跳出旧有的框架，以迎合时代的 

变化来推展新村发展

他建议新村举办的活动可尝试多 

元化，比如摄影比赛、环保及醒觉运动 

等，而不是一味着重在吃喝及娱乐等节

“新村有自己的特色，因此管委会 

主席必须发现它的特色，通过社交媒体 

加以推广:”

访霹雳2新村

霹雳州是全马最多华人新村的州 
属，共有157个华人新村，其中125个为 

传统新村，17个重组村和15个渔村。此 

次的干训营便到访霹雳州的埃斯顿村四 

和酱油厂及华隆新村的金宝鸡仔饼。

-行人一路从雪州出发到霹雳怡 

保，途径安顺受到安顺国会议员倪可敏 

机要秘书兼安顺市议员吴家良接待，在 

抵达金宝时也受到金宝克兰芝州议员张 

哲敏的热情款待。

出席者包括乌鲁冷岳县新村协调 

官李景宏、乌鲁雪兰莪新村协调官傅慧 

芳、鹅唛县新村协调官潘佩玲、瓜拉雪 

兰莪新村协调官王骅裕、沙白县新村协 

调官谢享存、瓜冷县新村协调官林立 

选、八打灵/巴生县新村协调官张绍栋及 

新村发展官谢双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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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种9 R 

讯）花园路36年没 

铺过，五步_ _坑，十步-_種，居 

民寸步难移，雨后更多处积水， 

多年没见当局前来修路，居民感 

慨如弃婴，纷向马华公会投诉， 

并希望梳邦再也市议会及当地人 

民代议士能给予关注。

马华梳邦区会主席今早在接 

到居民投诉后，与区会副组识秘 
书李键芬一同前往位于蒲种9哩金 

銮花园路的旧甘旦花园巡视d

根据居民方世权向赵启兴投 

诉说，这前称为甘旦新村的住宅 
区只是泥石路，他是在1983年时 

因孩子在屋外跌倒弄伤，愤而向 

时任州议员杨宝山投诉，并得到 

后者关注及为整条村子的路铺上 

沥青。

“自那一次铺上沥青之后，该 
住宅区的道路从36年前至今已没 

被重铺过，日子久了，现已到处 

都是坑漥。”

尤素真：自掏腰包铺路

另-居民，尤素真向也是马 

华雪州公共投诉局主任赵启兴投 
诉说，她是在1984年搬进来，-

—乾

居民除了面对烂路问题外，也面对垃圾问题〇

直居住到现在已有整整35年，但 

其门前的道路却从35年前至今仍 

没被重铺过。门前的沥青路已变 

成了沙石路，而且坑洞处处，骑 

摩哆进出都非常危险，在投诉无 

门及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她唯有 

自掏腰包以洋灰自铺门前路。

赵启兴在巡视后说，该处曾 
在1981年发生土崩，并夺走多条 

人民而名噪一时，现已改名为旧 

甘旦花园，这里仍人住60多户人 

家。虽然被称为花园，但基本设 

施、环境卫生及道路等却比州内 

其他新村还要差，令人难以相信 

这种恶劣的居住环境竟然在贵为 

先进州的雪州出现。

赵启兴说，该花园里的一些坑 

漥甚至比一辆载货罗里的面积还要 

大，而且在雨后还积水大约半呎左

右，对摩哆骑士和路人构成威胁。

垃圾处处卫生槽糕

除此以外，在巡视时，赵启 

兴发现该处有多个垃圾堆，并堆 

满了破旧家具及电器，还有多个 

丢弃在该处的木门，窗框及破烂 

厨柜和一包包的碎砖等，疑有住 

家在进行装修工程完工后，就顺 

手丢弃在该处。

他也发现这些垃圾器皿积 

水，并满布孑孓，卫生情况非常 

槽糕。他希望掌管该区的市议员 

给予关注及安排市议会人员前来 

把垃圾清理，并在该些非法垃圾 

堆竖立严禁丢垃圾，警告居民， 

尤其是一些在该花园租居的外劳 

们要注意环境的卫生，不可乱丢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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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汉（左六）率领沙亚南市政厅促进合法化工厂的专案小组在讲解会上解答工厂业者的问题。

沙亞南市廳成立專案小組

鲂工麻業舂角椅難臃想
(沙亚南9日讯）沙亚南 

市政厅已成立一支促进合法 

化工厂的专案小组，专门为 

工厂业者解答奇难杂症，协 

助业者将工厂合法化。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今早在 
沙亚南32区甘榜武吉纳加（Kg 

Bukit Naga)民众会堂举办“促 

进合法化工厂及解决方案讲解 

会”，亲H为工厂业者进行解 
说，并率领市政厅专案小组解答 

问题。

黄思汉表示，雪州政府已举 

办第四场的讲解会，过去3场在巴 

生、瓜冷、双溪毛糯举办的讲解 

会都爆满，尤其是双溪毛糯场吸 
弓丨500人出席，而第四场的出席人 

潮不如前几场，相信是因该区工 

厂不集中，距离甚远。

沙亚南

500工厂有待漂白

他指出，此次讲解会是针 

对沙亚南中区，涉及的地区包括 

沙亚南第16区、17区、25区、30 

区、32区、34区、35区及36区。 

武吉哥文宁路就有许多工厂，预 
计整个范围有500间有待漂白的工 

厂。

他说，该区虽然范围大，但 

不如双溪毛糯的工厂区集中，而 
且该区属於边界，有80%是由巴 

生县土地局管辖，20%是八打灵 

县土地局，情况较为复杂。

他表示，州政府自10月1日 

推出合法化工厂计划至今，已陆

黄思汉（前排中）在“促进合法化工厂及解决方案讲解会”后与出席者合影。前排 
右三为沙亚南市议员巴巴来度；左三是副秘书仄叻米D

续接获土地转换的申请，八 

打灵县已接获数个申请，询 

问度相当热烈。

他透露，沙亚南市政厅 

范围是雪州最多非法工厂的 

地区，但也是最积极推动合 

法化工厂计划的地方政府， 

因此市政厅已成立一支完善 

的，属一站式服务中心的专 

案小组。

他劝请工厂业主亲临市 
政厅大厦16楼的专案小组服 

务柜台询问，毕竟每个个案 

不尽相同，没有-套统_的 

答案，而市政厅官员会尽力 

解答，市议员也会亲自到T 

厂了解问题。

他说，沙亚南市政厅是 

首个成立专案小组的地方政 

府，他已指示其他地方政府

成立专案小组，专门解决有 

关问题。

他也说，相信是因为城 

市化，因此非法工厂最严重 

的地区是沙亚南、巴生及加 
影，其中沙亚南就有3个地 

区相当严重，他也在下星期 

将在沙亚南召开另一场解说 

会。

他在讲解会上表示，州 
政府在2006年7月至2015年 

12月31日，已进行6次的非 

法工厂漂白计划，有630间 

工厂已成功申请漂白，但根 
据数据，仍有2885间丁厂非 

法设立在2638个农业地上。

仄叻米领导专案小组

沙亚南市政厅促进合 

法化工厂专案小组由沙亚南

市政厅副秘书仄叻米所领 

导，成员来自市政厅的各组 

主任，包括策划组、工程 

组、建筑组、-站式中心 

组（0SC )、执法组、园艺 

组、卫生组、估价组、执照 

组、同体废料与公共卫生 

组、环境卫生组、社区发展 

组、法律组、企业公关组。

专案小组会针对於今年 
8月28日前设立及运作的非 

法工厂进行协调及普查，并 
提供详细解说给涉及的丁厂 

业者及地主。

此外，该小组也会针对 

不愿在期限内进行漂A的非 

法工厂进行执法行动，包括 

会依据现有法令发出行政通 

知信及执法通知信及进行拆 

除行动

Page 1 of 1

10 Dec 2019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6
Printed Size: 485.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4,696.97 • Item ID: MY0038128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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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赠送纪念品予热心人士。左三起凌启雄、罗秋雄、王诗棋及邱金明

烏冷華團聯合會籌經費晚宴

華圑支持文物館籌傾
(加影9曰讯）雪兰莪乌鲁 

冷岳华团联合会日前在加影斐翠 

酒家为乌鲁冷岳社区文物馆基金 

会，筹募活动经费举办联合晚 

宴，获得约1000名加影区内21个 

华团代表、热心善长仁翁及居民 

友好踊跃出席参与其盛，场面温 

馨热烈。

许来贤宣布特别拨款1万

这项盛举也获得雪州行政议兼 

加影区州议员许来贤的响应，即席宣 

布，加影选区特别拨款1万令吉予乌鲁 

冷岳社区文物馆基金，为大会成功为 
该社区文物馆筹得11万零500令吉。

加影乌鲁冷岳华团联合会会长凌 

启雄在晚会上表示，乌鲁冷岳社区文 
物馆在2000年创办，至今天经历了 19 

个年头！他说，在那个年代，该社区

文物馆可是全国少有的！文物馆在李 

成金馆长的努力耕耘下，开启了踏实 

的社区历史文物古迹和资料的收集、 

整理与展出。

王诗棋(左五)与众理事嘉宾齐齐 

切蛋糕。左三起为凌启雄、罗秋雄及 

邱金明。

文物館策劃主辦文化活動

IP外，文物馆也策划及主办了 
不少社区文化活动，同时接 

受本地各族学生，甚至国外学者拜访， 
以进行资料的收集与研究。2017年，文 

物馆与加影市议会携手设立“加影古迹 

走廊”、印制加影人文地图等，并已 

进行了无数次的人文导览活动^

凌启雄表示，宴会的主题”留住历 

史，开创未来”，是乌鲁冷岳社区文物 

馆19年来的一个总结，也是重新出发， 

开创未来的另一个开始。他指出，”没 

有历史的民族，是没有灵魂的民族”;只 

有留住历史，认识历史，-个民族才会 

找到立足点，才能找到未来的方向；同 

样的一座城市，少了历史，也就好像少 

了灵魂a

他同时指出，由于文物馆角色逐渐 

被认同，他们因此也更大胆的设立未来 

的目标S

他说，他们计划向州政府申请“领 

养”位於Jalan Mendaling后巷的…块土

地，与联合企业界、市议会与州政府， 

设立一个更丰富的文化走廊，把加影打 

造为现代化的人文社区，让加影文化城 

的美誉更广为人知。他期望在不久的将 

来，有能力购置一栋属于华团联合会的 

会所，届时更能凝聚力量，集中建设。

此外，雪州行政议员兼加影区州议 

员许来贤机要秘书邱金明表示，加影敏 

打粦後巷的停车场为加影的老街广场， 

该会要求在宪报上颁布该地段为文化保 

留地。

邱金明是代表许来贤作出上述简 

称，该段地乃属加影市议会，华团联合 

会已致函行政议员，要求将该地段在宪 

报上颁布为文化保留地。他说，他们将 

寻求市议会、博物馆局、水利灌溉局共 

同探讨。

许来贤也即席宣布选区拨款1万令 

吉予乌鲁冷岳华团联合会，作为该社区 

文物馆发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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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港州议员王诗棋代 

表马来西亚国际贸易 

及工、丨丨(部副部长兼万宜国会议员 

王建民致词时表示，社区文物馆 

是寻根和历史的证据，希望加影 

乌鲁冷岳文物馆扩展和打造为更 

具规模的文物馆。以便带动加影 

区内外的文物和文化。

乌鲁冷岳华团联合会筹募 

乌鲁冷岳社区文物馆基金晚宴筹 

.委会主席罗秋雄在致谢词上深表 

感激，该会在筹办社区文物馆基 

金晚宴会，获得该会21个华团、 

热心华社、加影区内居民踊跃出 

席，他说，大家热心和关注该会 

文物馆的活动。齐心以期为加影 

乌鲁冷岳社区文物馆保养长久的历史 

博物馆。

他感恩前任主席杨柏志的领导和 

贡献，促进各个会员之间的亲善和努 

力。希望大家能凝聚起来•齐关注社 
会时事和社区培育健康发展，并打造 

加影区内更美好的文化、教育和社会 

公益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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