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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sah Tengku Permaisuri
Buku perjalanan 

setahun kehidupan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kin 

K isah permulaan hidup Tengku Per-
maisuri Norashikin sebagai Tengku 
Permaisuri Selangor diabadikan 

menerusi garapan penulisan yang cukup 
indah dalam buku bertajuk My First Year 
Journey From TV News Anchor to Teng-
ku Permaisuri Selangor: An Anecdotal 
Experience.

Buku setebal 133 muka surat itu ada-
lah hasil nukilan kakak baginda sendiri, 
Datin Dr Norely Abdul Rahman dan 
dijual pada harga RM160 senaskhah de-
ngan sebahagian hasil daripada pembe-
lian itu akan disalurkan kepada kempen 
Stray Free Selangor bagi membantu hai-
wan jalanan.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kin ialah 
Penaung Diraja bagi kempen tersebut 
yang dianjurkan Persatuan Pencegahan 

SHAH ALAM 

g

Sultan Sharafuddin dan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kin berkenan bergambar bersama buku My First Year 
Journey From TV News Anchor to Tengku Permaisuri Selangor yang dirasmikan oleh Sultan Selangor di 
Pustaka Raja Tun Uda, Shah Alam kelmarin.

Penganiayaan Haiwan (SPCA) Selangor 
sejak 2017.

Buku berbahasa Inggeris itu dilancar-
kan oleh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
fuddin Idris Shah di Pustaka Raja Tun Uda 
di sini kelmarin.

Pada majlis itu,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kin bertitah, penerbitan buku ter-
sebut adalah bagi berkongsi pengalaman 
baginda menempuh perkara baharu buat 
pertama kali sebagai Tengku Permaisuri 
Selangor, khususnya membabitkan proto-
kol istana dan adat istiadat dalam Balairung 
Seri.

“Tujuan saya adalah untuk turut mem-
bawa pembaca merasai pengalaman yang 
saya lalui dan memperoleh pengetahuan 
baharu mengenai adat istiadat, bahasa is-
tana dan susur galur sejarah Kesultanan 
Selangor.

“Saya berasa amat berbesar hati dan 
teruja dengan penerbitan buku ini walau-
pun pada masa sama, perasaan saya ber-
campur-baur dan kadangkala berbelah-
bahagi, apatah lagi saya seorang yang tidak 
gemar untuk berkongsi kisah kehidupan 
dan peribadi sejak dahulu,” titah baginda.

Sementara itu, bercerita mengenai 
buku berkenaan, Norely berkata, beliau 
mengambil masa hampir tiga tahun untuk 
melengkapkan isi kandungannya kerana 
jadual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kin yang 
padat.

Menurutnya, walaupun pada awalnya 
Tengku Permaisuri Selangor agak kebe-
ratan untuk berkongsi kisah hidupnya 
dengan menyifatkan dirinya sebagai ‘tidak 
menarik’, beliau cuba meyakinkan adik 
bongsunya itu bahawa rakyat pastinya 
ingin tahu pengalamannya. -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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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ajaan Selangor bekerjasama dengan 20 ejen pelancongan Johor sempena TMM2020
JOHOR BAHRU - Kira-kira 20 ejen pe-
lancongan Johor akan berkolaborasi ber-
sama kerajaan Selangor dalam usaha 
memperkenalkan pelbagai tarikan mena-
rik di kedua-dua negeri sempena pengan-
juran Tahun Melawat Malaysia 2020.

Kerjasama erat itu terjalin menerusi 
Jelajah Persona Selangor yang mana telah 
memilih negeri itu sebagai satu daripada 
tiga negeri lain membabitkan Kedah dan 
Perak yang dilihat mempunyai potensi 
tersendiri dalam penyediaan produk pe-
lancongan.

Exco Pelancongan dan Kebudayaan, 
Peradaban Melayu, dan Warisan Negeri 
Selangor, Datuk Abdul Rashid Asari ber-
kata, siri jelajah julung kalinya diadakan 
itu adalah inisiatif pihaknya bagi mem-
promosikan pelancongan Selangor ke 
pasaran domestik.

Menurutnya, ia juga dilihat sebagai 
platform terbaik bagi memperkenalkan 
Selangor sebagai destinasi pilihan pengun-
jung yang sarat dengan produk pelan-
congan menarik.

“Pertama sekali Johor merupakan se-
buah negeri yang maju, kita juga sedia 
maklum begitu banyak pembangunan dan 
produk pelancongan terdapat di sini. Jadi 
tujuan kami anjurkan jelajah ini adalah 
untuk bersama-sama dengan ejen pelan-
congan tempatan bertukar-tukar pan-

Abdul Rashid (tiga dari kiri) menyampaikan cenderamata kepada Zihan ketika Majlis Perasmian 
Program Jelajah Persona Selangor 2019 Edisi Johor di Hotel Holiday Villa semalam.

dangan mahupun idea.
“Kita juga akan mengadakan perbin-

cangan bersama ejen-ejen pelancongan ini 
yang mana membabitkan kira-kira 20 se-
muanya. Ini saya tengok sudah pasti amat 
membantu untuk kita memacu perkem-
bangan di Selangor dan Johor khususnya,”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pada sidang 
akhbar Program Jelajah Persona Selangor 
2019 Edisi Johor di Hotel Holiday Villa di 

sini semalam yang turut dihadiri Pengarah 
Tourism Johor, Zihan Ismail. 

Abdul Rashid berkata, kedudukan stra-
tegik Johor sebagai antara pintu masuk 
antarabangsa di negara ini juga menjadi 
fokus utama yang dititiberatkan pihaknya 
khusus bagi mencapai objektif yang telah 
ditetapkan itu.

“Menerusi usaha promosi yang dijalan-
kan ini, kerajaan Selangor telah membaha-
gikan produk pelancongan yang ada kepa-

da empat segmen sebagai pengisian 
utama iaitu Pelacongan Eko, Pelan congan 
Perubatan, Pelancongan Pendidikan dan 
Pelancongan Sukan.

“Daripada kesemua segmen ini kita 
akan nyatakan pula kemampuan yang 
boleh dicapai dan seterusnya berkongsi 
dengan idea-idea diraih dalam perte muan 
di sini. Ia sesuatu yang boleh memberi 
impak besar memandangkan kita tahu 
Johor juga merupakan pintu masuk bagi 
pengunjung luar terutama dari Singa-
pura,” katanya.

Menurutnya, langkah promosi itu 
juga adalah jalan terbaik bagi pihaknya 
menarik sekali gus menambah statistik 
kunjungan pelawat dari negara republik 
berkenaan terutama bagi segmen pelan-
congan perubatan.

“Kita mengalu-alukan pelancong dari 
sana (Singapura). Ia selepas melihat dari-
pada segmen pelancongan perubatan 
yang ditawarkan kita lihat memang ada 
penambahan pesakit luar datang ke Sela-
ngor.

“Kebanyakan hospital pakar di Sela-
ngor ini juga dilengkapi dengan kemu-
dahan maksudnya di sebelah fasiliti peru-
batan itu ada hotel, penginapan dan 
sebagainya. Jadi pesakit dapat datang 
bersama keluarga dan teruskan percutian 
sementara menerima rawatan,”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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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RAFFIC FLOW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will implement a trial run of a new 
traffic system at the Jalan Templer 
-Jalan Gasing-Jalan Othman and 
New Pantai Expressway-Jalan 
Templer cross junctions from 
Dec 23 to Jan 24. For details, 
visit www.mbpj.gov.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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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ENCE RENEWAL 
MBSA has started processing the 
renewal of licences that will expire 
on Dec 31. A surcharge of RM50 
for dog and business licences and 
RM100 for industrial licences will 
be imposed as activation fee for 
late renewal. A10% administration 
fee will also be charged after 30 
days of expiry. Licence renewal 
notices will not be sent via post 
from next year onwards. Licence 
holders are encouraged to register 
via the Electronic Public Services 
system at eps.mbsa.gov.my for 
updates. For details, call 03-5510 
5133 ext 1403/1485/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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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MP FAIR 
Philatelic Society of Malaysia is 
hosting Stamp Fair 2019 on 
Dec 21 and 22 at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Community Library, 
Jalan Selangor in Section 3 from 
9.30am to 5.30pm. For details, 
call Maniam 012-6043 563 or 
Wong 012-679 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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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ram 
ready to 
start 
from the 
bottom again 
PETALING JAYA: Midfielder 
Akram Mahinan has no qualms 
about joining Premier League outfit 
Kuala Lumpur in a bid to find his 
form again. The Kulim-born player 
was left without a team after his 
club PKNS were taken over by 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of Selangor 
(FAS) and turned into a feeder club 
in the Premier League for the 2020 
season. 

The industrious midfielder said 
he has no ill feelings after being 
released by the FAS and is looking 
forward to helping the City Boys 
return to the top-flight Super 
League. 

He added that joining KL under 
his former coach Nidzam Adha 
Yusoff with Kedah in 2018 was 
another advantage for him to recap-
ture his old form. 

"Many would think it's a risk to 
play in a Premier League team but 
for me, it's a challenge. My perfor-
mance dropped with PKNS last sea-
son and I feel it was a wake-up call 
for me," said Akram. 

"I'm willing to start from the bot-
tom all over again. I have done a lot 
of soul searching and felt KL would 
be the best match for me ... plus I 
have worked with coach Nidzam 
before." 

Former Harimau Muda B player 
Akram joined Johor Darul Ta'zim 
(JDT) in 2013. In 2014, he dropped to 
Premier League side JDT II in search 
of more playing time. He was pro-
moted back to the JDT in the Super 
League in 2016, helping the 
Southern Tigers win the Super 
League and the FA Cup. 

He then featured for Kedah from 
2017-2018, winning the FA Cup in 
2017 before joining PKNS in 2019. 

Akram also went on to be a regu-
lar with the national team in 2018 
and 2019, making 21 appearances 
including the 2018 AFF Suzuki Cup 
final. 

But his poor form eventually saw 
him lose his berth with Harimau 
Malaya, missing the team's last two 
matches against Thailand and 
Indonesia in the 2022 World Cup-
2023 Asian Cup Group G qualifying 
round last month. 

"I want to play for the national 
team again after missing the last 
two matches. 

"I'm confident about my abilities. 
I just need to work harder with KL," 
said Akram. 

"I know that national team coach 
Tan Cheng Hoe judges players fair-
ly. As long as I perform, I have a 
chance to be called up for the 
national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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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playersbringSTEM
beyondtheclassroom
RAYYAN RAFIDI
rayyan.rafidi@nstp.com.my

AS an emerging technology in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R 4.0),
datalogginginvolvescollectinginfor-
mationtoanalysespecific trends ina
systemor network.

TelekomMalaysiaBhd(TM),underits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itiative, recently collaborat-
ed with Creative Minds — a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 education
provider ― to champion the TM Nano Maker Kit
programme.

ServingasauniqueapproachtolearningSTEM,
theprogramme introducedstudentsand teachers
in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to data-logging
using a palm-sized data logger — an electronic
device that detects changes in a natural phenom-
ena with a higher speed and accuracy compared
with analogmethods.

CreativeMindsoperationsmanagerSyedAbdul
HadiSyedAbdulRahmansaidthewirelesstechnol-
ogyallowedstudents toundertakemorechalleng-
ing outdoor experiments.

“With the data logger, students can conduct
experiments and collect relevant data, such as
velocity, magnetic influx, as well as changes in
temperature, air pressure and the air pollutant
index (API).

“Thisprogrammeenablesstudentstomaximise
the use of technology inmathematics and science
throughdata analysis, amethodology rarely intro-
duced in STEM compared with domains such as
robotics and programming.”

“We help schools by supplying them with the
latesttechnologyenablersandplatformstodevelop
students with 21st century competency.”

With the concept of “The world is your class-
room”, students get to explore the natural phe-
nomenawithoutbeingrestrictedtotheclassroom.

“Therearealotoflimitationsintheclassroomto
studynaturalphenomena.Thisis duetotechnolog-
ical barriers,which inhibit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s.

“This programme aims to lift the barrier by
usingthemobileandeasy-to-usedataloggerssuch
asPocketLab.Studentsand teachersdon’thave to
worrytoomuchabouttheequipmentandcan focus
moreon learningandprovingscientific
concepts,” said Syed Abdul Hadi.

Students’ interest inSTEMcouldbe
nurtured by encouraging exploration,
he added.

“Compared with lab experiments,
students are more familiar with the
natural phenomena. They have grown
accustomed to these without realising
the scientific concepts behind them.

“By giving them the tools to inves-
tigate phenomena easily, students will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in learning
STEM. This will boost their interest to
explore the field. Ultimately, we don’t
want studentswho only understand textbook con-
tents,butwewanttoproducefuturescientistswho
understand theworld.”

Truetotheconcept, therecenthazehadprovid-
edanopportunity forstudents toconductscientific
investigations.

SMK Bandar Baru Sungai Buloh students
recorded air pollution index (API) readings by con-
ducting a data logging experiment in their school.

Student Nik Nur Ayuni Nik Rosni said: “The
device was easy to use as I was able to relate the
experiment to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such as
graphs, scientific formulae and data analysis. The
scientific concepts becomeclearerwhenwe learn
about data analysis.

“If we communicate with the local authorities,
we can document the results under a research
initiative and disseminate the readings to local
residents,” she said.

Studentsalsodevelopedanawarenessofglobal
challenges through the programme.

Suraya Mohammad Shariman said she used
scientific knowledge to investigate real-world

problems.
“It was an eye-opening experience

becausetheactivityallowedustorelate
to our school lessons effectively.

“For instance, we tabulated the
data and generated a graph. From the
graph,wewere able to identify theAPI
range in Sungai Buloh.

“There were many uncertainties
due to factors like wind direction, test
location and hand movements that
may affect data collection. So, we had
to use our knowledge in math to find
themedian.”

SMK Bandar Baru Sungai Buloh
teacher and adviser Siti Hadijah Supian said: “My
students have become better learners because
they can apply what they learnt in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in amore practical way.

“Moreover, exposing students to technology-
basedlearning, inlinewithIR4.0,willpreparethem
to face a challenging future.”

SyedAbdulHadisaid:“Toaddressrecentpollu-
tioncases,whichcontribute toclimatechange,we
need to educate the younger generation dynami-
cally. With the right education and exposure, they
will be prepared as future leaders.”

TheTMNanoMakerKit programmewas sup-
ported by Multimedia University (MMU) in Cyber-
jaya and the EducationMinistry.

“MMUprovideduswith theexpertiseof its fac-
ultymembers.Hence, theprogrammegainedbet-
ter industrialexposure inlinewitharevolutionised
education system,” added Syed Abdul Hadi.

ACreativeMinds representative (right) showing a SMKBandarBaru Sungai Buloh’s teacher andher students how to use
thedata logger to obtainanair pollutant index reading.

SyedAbdulHadi
SyedAbdul
Rahman

Telekom Malaysia Bhd and Creative Mind’s TM Nano Maker Kit programme exposes school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data lo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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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市廳突徵夜市攤格費
沒緩衝期小販茫然

(八打靈再也17日訊）八打靈再也 

流動夜市小販指八打靈再也市政靡 

在今年6月，突然發函要求小販從7 

月開始必須繳付攤格費，靈市政應 

這項措施並未给予缓衡期，致小販 

們求助無門而心生不滿。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6月突然决定向流动夜市小贩征收摊格费 
让小贩措手不及。

八打灵夜市小贩公会、 
梳邦和八打灵再也流动夜 

市小贩公会以及八打灵再 
也SS3夜市小贩筹委会，针 
对此事周一联同雪隆贩商 

公会联合会会务顾问杜来 

发召记者会。

6月接通知下個月繳付

八打灵夜市小贩公会主 

席张志强指出，灵市政斤 

辖下所有夜市小贩于6月接 

到通知，要求从7月开始缴 

付每日3令吉的摊格费（每 

个）。

"这意味著，若某小贩 
在4个地点各租借一个摊 

格，每日就得缴付12令 

吉，对于那些租借超过3个 

摊格的小贩，每个月的摊 

格费就高达逾百令吉，更 

何况市政厅要求需缴付今 
年7至12月的摊格费，这叫 

小贩们如何负担得起！” 

他说，灵市政厅以往的 

夜市小贩执照费一年仅需 

缴208令吉，无需付清洁 

费或摊格费，2017年起更 

实行惠民计划，豁免所有

早、夜市及农业市集小贩 

的执照费。
他重申，小贩并非拒缴 

摊格费，但希望当局给予 
缓冲期，取消2019年7至 

1 2月的摊格费，推迟至 

2020年1月才开始征收，并 

改成1年分3期征收，减轻 

小贩的负担。

"我们有和甘榜东姑州 

议员林怡威及八打灵再也 

市议员对话反映这个问 

题，他们要我们耐心等 

待，等他们与市长开会再 

通知我们结果，但等待至 
今都还没有回应。”

不繳者或拒更新執照

八打灵夜市小贩公会秘 

书李品权也指，若小贩在 

12月31日前还未缴付有关 

费用，可能会接到传票与 

罚单，而这将影响他们更 

新营业执照。

出席者包括梳邦和八打 

灵再也流动夜市小贩公会 

副主席黄应发、八打灵再 

也SS3夜市小贩筹委会代表 

陈国强等。(TTE>

杜來發：沒不願繳費

有誠意與市廳商討解決
l=t=l 隆販商公會聯合會會務 

顧問杜來發表示，小販 

公會很有誠意要與靈市政廳 

商討解決方案，也沒不願意 

缴付攤格費，希望林怡威和 

市議員能協助向市長反映。

“我有自已联络市议员商 

讨此事，并建议对方安排时 

间与小贩对话，再把结果转 

告市政厅。市议员的建议是 

小贩直接致函给市长，要求 

召开对话会。”

他于甚将市议员的建议转 
告小贩，小贩也马上在7月 

致函市长，同时转发给八打 

灵再也所有国州议员，但至 

今无人回复0

他还称，据市议员的解 
释，市政厅要求小贩缴付的 

摊格费并不包括今年7至12 

月，惟小贩接到的通知是 

必须同时缴付今年7至12月 
及2020年，即1年半的摊格 

费，这让他不解。
“经计算后，一些租用较

多摊格的小贩，一年摊格费 

多达5000令吉，有的甚至高 

达逾8000令吉，最少的也超 

过1000令吉，要一次缴付1 

年半的摊格费很不合理。”

他也指责林怡威与市议员 
处理此事的态度不友善，认 

为他们应要体谅及同情小贩 

的处境，应该协助小贩与市 

政厅讨论，而非要求小贩依 

照市政厅的要求去做。

另一方面，林怡威表示， 
灵市议员王友泰已针对此事 

在本月的商业及卫生管理委 

员会会议上提出，并询问是 

否可延迟征收摊格费，至 
2020年1月才开始，但还未 

有任何结果。

她说，灵市政厅官员的回 

应是，当局已豁免了小贩的 

执照费，导致市政厅需额外 

承担起清洁费用，因此才决 

定征收摊格费。她表示，她 

已将小贩的心声转告市政 

厅，仍在等待最新结果。

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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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獎掖推動設托兒所
(吉隆坡17日讯）妇女及家庭发展 

部副部长杨巧双说，政府准备5项奖 

掖措施来推动托儿所（TASKA )的设 
立。

她在国会上议院说，在今年11月1日 

起，政府通过20%电费折扣鼓励托儿 

所向福利局注册，以减低托儿所的营运 

成本，上述计划截至11月30日，已有 
565间托儿所获得奖掖。

她表示，其二是政府与砂拉越能源公 

司及沙巴电力公司商讨电费折扣建议， 

为东马的托儿所提供同样优惠，但目前 

砂拉越能源公司仍在考虑有关建议，而 

沙巴电力公司则是拒绝。

"其三是政府准备两次扣税的奖掖措 

施为托儿所员工和维护费用提供津贴

或补贴的私人公司；其四是为托儿所建 

筑拥有者提供10%建筑工业津贴，作 
为建筑翻新与维护；其五是从2017年 

起，给予托儿所的拥有人或租户给予5 

年免税。”
“政府通过了 2019年财政预算案的 

1000万令吉拨款，在政府大厦兴建了 

66间托儿所，超越当初50间托儿所目 
标。”

杨巧双是回应国会上议员莫哈末慕斯 

达法有关政府有何建议和方法，鼓励私 
人界在工作场所设立托儿所的提问，如 

是回应。

政府在2020年财政预算案拨出3000 

万令吉，特为医院和学校设立更多托儿 
所。（T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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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发说， 

上述几个 

夜市小贩公会也 

是该会的成员之 

该会明曰开 

会时，也会讨论 

有关课题帮助小 

贩。

他认同小贩们 

的观点，即市政 

厅不应该追收今 

年下半年的垃圾

“市政厅在颁 

布任何决策时， 

应该与小贩对 

话，而不是一声 

令下就实施。”

(八打灵再也17日訊）八打 

灵再也市政厅于今年6月，突 

然通知夜市业者，需在7月起 

繳交垃圾清理费用，并在明年 

起更新执照时，也要繳付该笔 

费用，让小贩有感市政厅决定 

仓促，希望与市政厅对话，并 

霧免今年半年的垃圾费，明年 

才开始实行。
八打灵再也3个夜市公会，即SS 2 

八打灵再也夜市公会、梳邦八打灵 
再也流动夜市小贩公会即SS 3夜市 

公会，昨日联合召开记者会，希望 

市政厅听从小贩心声，尽快与公会 

对话，商讨双赢方案。

332夜市公会3^席张志强说，市政 
厅在6月发通告，要小贩7月起缴交 

今年下半年及明年合共18个月的垃 

圾费，让小贩感到错愕。
“该笔费用是每个摊位1天3令 

吉，这对许多在灵市营业的夜市小 

贩来说，是很大的一笔费用，因此 

当时我们有致函要求甘榜东姑区州 

议员林怡威、市议员，安排与市政 

厅及市长针对此事对话，然而至今 

都没有成功。”

他说，他们只在上月尾与林怡威 

和市议员对话，也再次提出要与市 

政厅对话的意愿，不过至今还没有 

回音。
他指出，如今已12月，但这事件 

却一直没有解决，小贩们担心会影

响到明年更新执照一事。
另外，3个公会代表指出，他们不 

是不愿意缴付垃圾费用，但觉得市 

政厅追讨今年下半年的垃圾费用是 

不公平。

冀明年才徵收

“在以前我们的执照费1年208令 

吉，这笔钱已包括垃圾费、执照 
费在内，而从2017年起至今年，因 

州政府政策，我们无需缴付执照

也们说，若市政厅要征收垃圾清 

理费，是没有问：

3费市公會
更新執照需繳18個月垃

■夜市小贩希望与市政厅针对垃圾清理费一事对话。

Amb用

.

:圾費

年开始征收。

他们指出，市政厅要小贩一次过 
缴付18个月垃圾费是很不合理，对 

小贩是很大的负担，有的小贩拥有 

三四个摊位，且一周会在灵市营业 

四五天，如此计算的话，该笔费用 

是很大。

“我们希望当局明年才开始征收 
垃圾费，并可让我们分开3期摊还， 

减轻负担。”

出席者还有雪隆贩商联合会顾问 

杜来发、梳邦八打灵再也流动夜市 
小贩公会主席黄福全、SS 3夜市公

口

^ 1
聲 yF*

■张志强

题，但这应该从明二R衣町、国独。

■灵市政厅向夜市小贩征收垃圾清理费措施，怨声四起。

黃福全=應把管理權交公會

黄
I福全认为，市政厅应该把夜市 

管理权交给小贩公会。

“小贩更明白小贩的需求，如此 

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他说，在交通管理方面，公会可 

以找志愿警卫团协助，若届时效果 

不好，市政厅有权随时收回管理 

丰又。
另外，该会副主席黄应发说，市 

政厅执照组的资料库，让他们感到 

失望，部分经营了多年的小贩，在 

今年更新执照时，突然被指资料不 

存在，而无法更新。

“当他们重新申请时，市政厅要

他们去面试的通知信，竟然是在面 

试当天的下午才送到。”

他也指出，有的小贩在今年无法 
更新执照时，被告知是当局在2016 

年检查时没有开档，而在当年被吊 

销了执照。
“但是这些小贩在2017及2018年 

都成功更新，到2019年才被告知在 

2016年被吊销执照？”

他指出，有的摊位是在父亲名 

下，因父亲年纪大行动不便，由儿 

子去处理执照更新一事，但官员却 

坚持要由父亲到场作指纹识别，才 

允许更新，这种做法太不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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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7日讯）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 

副部长杨巧双说，该部设立的网上平台“Teen 
Chat”，共接获少年针对性课题所提出的157个 

疑问。

她k出，截至目前，有关平台所接获女性和男 
性提出的疑问分别是110个和53个，在该平台于 

上个月设立宗教方面的提问项目后，青年向宗教 
师和各宗教人员所提出的疑问则有14个，其中针 

对伊斯兰所提出的疑问包括私生子的家庭地位。

“青年可透过这个平台向各个领域的专家，如

“Teen Chat”接157性課題疑問
医生、辅导师和宗教人员提出疑问，协调者也是 

来自各个领域的专才。”

杨巧双今日在国会上议院为财政预算案进行部 

门总结，回答伊斯兰党上议员诺丽达的提问时 

说，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与谷歌合作播放的 
5部反儿童性侵犯视频对孩童起了正面效果。

她说，有关视频从今年5月推出至今，收视率 
已达到4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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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兒所管理指南¥值1:
(吉隆坡U日讯）妇女、家庭及 

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指出，该 

部推出的《托儿所管理指南》，只 

是针对托儿所，不包括看护，因此 

当局没有特定法令管制这些看护。

她说，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 

正和国内幼儿、保育及学前教育 
(ECCE)领域业者对话，以商讨如 

何将看护纳入相关指南。

“目前我们在管理托儿所方面困 

难，管理看护也是一样面对困难， 

因此我们只能建议家长不能只根据

网络或朋友的推荐来聘请看护。”

杨巧双今日在国会上议院，如是 

回答伊斯3党上议员阿斯玛的附加 

提问。

她在回答伊斯兰党上议员莫哈末 

慕斯达法的附加提问时说，妇女、 

家庭及社会发展部从上月1日起透 

过提供电费折扣的方式，来鼓励托 

儿所向当局注册，截至上月尾多达 
565个托儿所获准享有20°。的电费折 

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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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日姬花园店寓居民代表拿督柏尼 
说，目前有一半的居民已购买 

泊车月票，但仍有一半居民坚持要市 

议会撤销泊车收费。
他说，该店寓有600多个住宅单 

位，据他了解购买月票的单位有300 

多个，包括那些担心天天“中三万” 
的居民。

他强°调，该店寓的商业单位只占 
19%，没超过3(n就不应该征收泊车

费，他受居民委托，会继续争取撤销 

泊车收费。

“我们已和多个单位商讨，也准备 

继续到雪州政府提呈反对意见，我们 

不要执法人员天天来发传票。”
另一方面，柏尼透露，他已在9月 

辞去公正党乌冷区部署理主席的职 

位，而辞职原因是他对于政府许多政 

策的不满，包括在所有商业中心征收 

泊车费的政策。

费％*恶

居民代表：半數人已購月票

蕉賴九哩胡姬花園泊車收費風波
r，—^ ，

-

■艾德里：市议会已 
减低泊车费月票。

州議員：只能減低月票價懸
■加影市议会在胡姬 

店寓征收泊车 
引起居民不满。

feOT林雁芳

(加影17日讯）行动党杜顺 

大州议员艾德里说，蕉赖九哩 

胡姐花园（Taman Orkid)店 

寓的泊车费月票，加影市议会 

定为30令吉，现已有部分居民 

购买。
他说，加影市议会是在落实第3 

阶段商业区泊车收费制时，将胡姬 
花园店寓列为其中一个收费商业 

区，当时市议会提供一个反对期限 
给居民，但当时没有居民提出反 

对。

他说，如今市议会已通过相关收 

费制，不得取消，可以商讨的范围 

只能是减低月票价格，而市议会之 

前把月票价格定为T0令吉，如今也 
应居民要求，减至每月30令吉。

曾停止執法1個月

他针对胡姬花园店寓居民多次公 

开反对泊车收费制，受《中国报》 

询问时这样指出。

针对居民声称他不愿见居民及协 

助居民提出诉求，艾德里澄清，他 

在接获居民的诉求后，已向市议会 

主席反映居民的要求，但基于反对 

期限已过，市议会只能遵守合约徵

收泊车费。

“其实我已要求市议会给居民时 

间，市议会也因此曾停止执法一 

个月，居民在那一个月无需付泊车
费〇，，

&k于敦胡先翁镇商业区可获得豁 

免收费，他解释说，该商业区是在 

落实收费前，便已提出反对。
胡姬花园店寓居民是在今年9月 

及11月多次举办集会，反对市议会 
在他们的住家楼下徵收每小时50仙 

的泊车费，居民也曾抗议执法人员 
天天到场“抄三万”，并在9月提 

呈一份备忘录给市议会。

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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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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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柔佛州的新山南艺华乐 
团，赢得5000令吉现金及 

奖状，安慰奖是大乐乐 

创意音乐工作室、加影育 

华华乐团、吉隆坡中华独 
中华乐团及巴生兴华中学 

华乐团以及公教中学华乐 
团，各获3000令吉现金及 

奖状。

受邀擔任表演單位

举〇

k隆海南会馆会长丁才 
荣博士在开幕礼致词时 
宣布，在2019马来西亚 

华乐合奏大赛夺冠的队 

伍，将邀请他们参加该会 

的大型活动，并担任表演 

嘉宾；例如该会的会庆， 

费用由该会负责，以示奖 

励，同时借此发挥继续推 

动华乐的抛砖引玉之作 

用。

it大赛由雪州行政议员 

拿督邓章钦主持开幕礼， 

由于他未克出席，由万津

隆天地人和民族華樂團

稱霸華樂合奏大賽

(吉隆坡口日讯）由霄 

隆海南会馆主办，执行单 

位为雪隆海南会馆青年团 
的“2019马来西亚华乐合 

奏大赛”，日前在天后宫 

礼堂圆满落幕，经过一番 

高超竞技较量，最终由来 

自吉隆坡的天地人和民族 
华乐团技高一筹，从8支 

竞逐队伍中脱颖而出，摘 

下第一奖殊荣。

天地人和民族华乐团可 
获得1万5000令吉现金及 

奖状，同时也获得资格受 

邀在雪隆海南会馆日后的 

大型活动或庆典上，担任 

表演单位之一，让华乐的 

种子更广泛地散播。
马来西亚世纪华乐团获 

得第二奖，带回1万令吉 

现金及奖状，第三奖是来

区州议员刘永山代表出 

席。邓章钦也拨出1万令 

吉的赞助费，作为推动本 

地华乐，希望本土华乐越 

做越好。

筹委会主席邢福集在致 

词时说，青年团承办是 
累积6届12年的经验，及 

母会的重托，还有顾问黄 
良友的带领下，筹备6个 

月，复办这项比赛，并 

以公平、公开、透明的赛 

制，初赛和决费总和作为 

决定
大会邀请5位评审，分 

别是杨春林教授（中国北 

京）、朱晓谷教授（中国 

上海）、雷达教授（中国 

北京）、陈中申教授（台 

湾）以及赵俊毅（马来西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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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修水管沒善後?
萬撓菁鄕嶺居民不便

(吉隆坡1?日讯）雪州 

水供管理有限公司修补 

民宅前的水管后，只是用 

泥沙石填补，路面凹凸不 

平，造成居民不便。

来自万挠菁乡岭的陈瑞 

坚向《中国报》投诉，

本月13日，有关公司在毫 

无通知下，前来修补破裂 

的地下水管，但完成修补 

工作后，没有做好善后工 

f乍。

^说，工人只是用泥沙 

石填补被挖开的路洞，路

面凹凸不平。

“下雨时那些泥沙石会 

被冲走，久而久之又会形 

成一个路洞。”

他说，这已是雪州水供 

管理有限公司第二次留 

下手尾，第一次是在去年 

初，当时情况更糟糕，汽 

车完全过不到，驶不进车 

房。

“那次是投诉后他们才 

再来重铺，但这次迟迟没 

来。”

填
补
，
路
面
凹
凸
不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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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希
釋山
夜慕
晤丁
阿事
茲件
敏已
原解
因決

(莎阿南17曰讯）

巫统总秘书丹斯里安 
努亚慕沙指称，该党 
前副主席兼森布隆国 
会议员拿督斯里希山 
慕丁，因早前夜晤经 
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违反党纪 
律，而被纪律局调查 
一事已解决。

他说，党主席拿督 
斯里阿末扎希已会见 
希山慕丁，后者也向 
党主席给予解释。

“虽然党领导层不
会干预巫统纪律局调查党员事宜。但 
希山慕丁的事件被视为已解决。”

安努亚慕沙接受《光芒日报》访问 
时说，随著希山慕丁于巫统大会上， 
在党主席总结时已解释解释，因此目 
前据他所知，有关问题已解决。

此外，巫统纪律局主席丹斯里阿班 
迪不愿就此事评论。

根据阿班迪所签署的函件显示， 
希山慕丁需要向党纪律局在12月26曰 

前，就早前夜晤阿兹敏I*事作出解 
释。

希山慕丁被指抵触党章2〇.8 
(b)、 （c)和（f)，甚至可在

党员纪律的3.1.2、3.1.4和3.1.6同 
读，以及可在党章20.9条文下被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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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X城市与依海中铁联营

大3嫌重启
(布城17日讯）财政部全资拥有的 

子公司TRX城市私人有限公司 

(TRXC)与依海控股及中国铁路工 

程集团联营的依海中铁财团 

(ICSB)今日在首相敦马哈迪医生 

见证下，正式签署重新启动马来西 

亚城发展计划合约。

在这合约下，ICSB支付123亿5000万 

令吉，从大马城主要发展商大马城有限公 

司（BMSB)的母公司TRXC中，购买 

BMSB的60%股权，TRXC则拥有40%股 

权。BMSB将全权负责策划和发展总面积 

高达486亩的大马城。

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今日在马来两亚城 

签约仪式上致词时指出，预期发展总值 

(GDV)达1400亿令吉的大马城发展计 

划，将对我国城市发展带来巨大效应，以 

及有助我国进一步吸引外来直接投资。

文转► A2

马哈迪与数名部长出席大马城签约仪式后，步行至会 

场外观看大马城模型。左二起为交通部长陆兆福及财 

政部长林冠英；右起为中国驻马大使白天、依斯干达 

海滨控股副执行主席丹斯里林刚河及经济事务部长拿 

督斯里阿兹敏阿里。 摄影►姚春显

2预期发展总值1400亿令吉 

发展总面积486英亩 

办ICSB拥60%股权 

〇 TRXC拥40%股权 

付款条件从原本7年缩至3年

'袭

大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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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迪：创就业机会推动零售

大马城经济效应显著

文接►封面

马哈迪说，大马城发展 

计划将产生显著经济效应， 

包括创造就业机会，推动商 

业与居住空间层面的零售与 

机制方面的需求。

“这发展过程中，我们将 

提升中小企业的价值链，乃 

至刺激对大马制造建筑材 

料、技术及本地专才的需 

求。

马哈迪称，经过修正的 

大马城发展计划，纳人了政 

府的政策目标及符合2030年 

共享繁荣宏愿，以确保这计 

划一定有助推动国内经济发 

展。

吸引知名跨国企业

“大马城将扮演进一步吸 

引知名跨国企业的枢纽，以 

及挖掘金融、科技及创业等 

领域的潜力。”

马哈迪促各界以长远的 

眼光，即从超过20年的脉 

络看待大马城计划，因为它 

将塑造吉隆坡的未来发展方 

向，推动国内贸易与革新领 

域发展，以及成为宜居城市 

的模范。

他强调，大马城计划重 

启，标志大马与中国致力推 

动惠民合作的努力。

“就好像东海岸铁路计 

划，大马城项0也是两国在 

一个较大脉络下的合作，以 

及奠基在两国悠久的经贸与 

双边关系。”

希盟政府是在今年4月 

重启大马城发展计划，并与 

1CSB签署重启大马城框架合 

约。

根据双方联合文告，在 

新协议下，付款条件从原本 

7年缩短至3年，让大马政 

府受惠。

除了原本7亿4100万令 

吉定金，ICSB将支付额外5 

亿令吉，作为预付款额。

出席者包括财政部长林 

冠英、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 

里阿兹敏、交通部长陆兆 

福、中国驻马大使白天、中 

国铁路工程集团总裁陈云、 

依斯干达海滨控股副执行主 

席丹斯里林刚河、中铁东方 

集团公司集团董事长陈之 

功、TRXC总执行长拿督阿 

兹马达立、董事局成员拿督 

阿斯里、财政部秘书长丹斯 

里阿末峑德里等。

大马首个整合交通枢纽
大马城占地486英亩， 

目前为新街场空军基地的地 

段，属于吉隆坡单一最大的 

发展地块。

大马城放眼成为一个具 

备大自然、文化及创意的多 

用途社区的地标。位于距离 

吉隆坡市中心仅7公里策略 

地点的相关地点，将成为大 

马首个整合交通枢纽的发展 

计划，预计将吸引众国内外 

商务旅客、游客及市民青 

睐。

它同时将在各领域创造 

投资机会，以及设有1万间 

可负担房屋及占地85英亩 

的公园。

目前空军基地搬迁至8 

个地点的工作已完成，至于 

安置军人及家属的工作仍在 

进行中，预计明年初完成。

大马城的设计遵循联 

系、永续及宜居性等原则， 

其具备的特色包括成为经济 

催化剂、具备完善交通联 

系，以及局品质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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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州
(八打灵再也17日讯）灵市夜市小贩对八打灵再也市政 

厅欲仓促实施垃圾清理费表示不满，希望和当局对话。

据了解，灵市政厅于今年6月突然通知夜市业者， 

7月起需缴交垃圾清理费用，而明年起更新执照时也要 

缴付该笔费用，小贩认为这项决定仓促，希望和当局对 

话要求豁免今年半年的垃圾费，明年才开始实行。

不满仓促落实要求对话

灵市政厅向夜市小贩征收垃圾清理费

A打灵再也3个夜市公 

会，包括SS2八打灵 

再也夜市公会、梳邦八打灵再 

也流动夜市小贩公会和SS3夜 

市公会，昨日联合召开记者 

会，希望市政厅听从小贩心 

声，尽快与公会对话，商讨双 

赢方案。

出席的包括SS2夜市公会

主席张志强、梳邦八打灵再也 

流动夜市小贩公会主席黄福全 

和副主席黄应发、SS3夜市公 

会代表陈国强以及雪隆贩商联 

合会顾问杜来发。

应明年才开始征收

三个公会代表灼表示，小 

贩们并非不愿意缴付垃圾费

用，但觉得市政厅追讨今年下 

半年的垃圾费用欠公平，若要 

征收垃圾清理费也应该从明年 

才开始征收。

“以前我们的执照费1年 

208令吉，这笔钱已包括垃圾 

费、执照费在内，而从2017 

年起至今年，因州政府政策， 

我们无需缴付执照费。”

他们说，市政厅要小贩一 

次过缴付18个月垃圾费很不 

合理，对小贩造成很大负担， 

有的小贩拥有三四个摊位，且 

一■周会在灵市宫业四五天’如 

此计算，该笔费用很大。

“我们希望当局明年才开 

始征收垃圾费，并可以比我们 

分3期摊还，减轻负担。”

夜市小贩希望和市政厅对话，商议垃圾清理费的事

SS2夜市公会主席•张志强

更新执照恐受影响
市政厅是于6月发通告，要小贩7月 

起缴交今年下半年及明年合共18个月的 

垃圾费，让小贩感到错愕。

每个摊位一天收3令吉，这对很多灵 

市夜市小贩来说是一笔大费用，因此有致 

函要求甘榜东姑州议员林怡威和市议员，

安排与市政厅及市长针对此事对话，惟迄今不成功。

我们只于上个月尾和林怡威及市议员对话，也再次提出要与 

市政厅对话的意愿，但至今未有回音；如今已是12月，事件一 

直未解决，小贩们担心会影响到明年更新执照。

梳邦八打灵再也流动夜市小贩公会主席籲黄福全

管理权应交公会

市政厅应该把夜市管理权交给小贩 

公会，W为小贩更明白小贩的需求，如 

此会取得更好的管理效果。

在交通管理方面，公会可以找志愿 

警卫团协助，若届时效果不好，市政厅 

有权随时收回管理权。

黄应发：更新执照碰壁

市政厅资料库糟糕
梳邦八打灵再也流动夜市 

小贩公会副主席黄应发表示， 

市政厅执照组的资料库令人感 

到失望。

他说，部分经营生意多年 

的小贩在今年更新执照时，突 

然被指资料不存在，而无法更 

新，重新申请时，市政厅要他

们去面试的通知信，竟然是 

在面试当天的下午才送到。

他指出，有的小贩今年无 

法更新执照时，被告知是当 

局在2016年检查时没有开 

档，而在当年被吊销了执 

照。但是这些小贩在2017及 

2018年都成功更新，到2019

年才被告知在2016年被吊销 

执照？

“有的摊位是在父亲名 

下，因父亲年纪大行动不便， 

由儿子去处理执照更新一事， 

但官员却坚持要由父亲到场作 

指纹识別，才允许更新，这种 

做法太不人性化。”

雪隆贩商联合会顾问參杜来发

拟决策应先对话
上述几个夜市小贩公会 

也是本会的成员，我们将开 

会讨论有关课题帮助小贩。 

我认同小贩们的观点，即市政厅不应该追收今年下半年的垃 

圾费。市政厅在颁布任何决策时，应该与小贩对话，而不是一声 

令下就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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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儿所注册电费扣20%

杨巧双：565所响应

(吉隆坡17日讯）

妇女、家庭及社会 

发展部上个月1日 

起通过提供电费折 

扣的方式，鼓励托 

儿所向当局注册，

截至上月杪，多达 

565家托儿所获准 

享有20%的电费折 

扣。

沙不落实折扣

该部副部长杨巧双说，当 

局也和能源委员会、沙巴电力 

公司和砂拉越能源公司商讨是 

否能将此计划扩大至沙砂，沙 

巴电力公司不考虑这么做，砂 

能源公R]仍在考虑中。

杨巧双今R在国会上议院 

回答伊斯兰党上议员莫哈末慕

斯达法的附加提问 

时这么指出。

较早时，她回答 

伊党上议员阿斯玛 

的附加提问时说， 

该部推出的《托儿 

所管理指南》，只 

是针对托儿所，不 

包括看护，W此当 

局没有特定法令管 

制这些看护。

她说，该部正和 

国内幼儿、保育及学前教育 

(ECCE)领域业者对话，以商 

讨如何将看护纳人相关指南。

“目前我们在管理托儿所 

方面困难，管理看护也是一 

样，W此只能建议家艮不能只 

根据网络或朋友的推荐来聘请 

看护。”

杨巧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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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米山巴刹路旁

沟盖消失小心车轮卡涧
(加影17日讯）锡米山巴刹路旁沟渠

盖消失留坑洞，到巴刹买菜的民众停 

车时受促提高警惕，以免撞落洞。

半个月前甫发生一宗轿车不慎撞 

落沟渠洞内，轿车司机座位旁的车轮 

“卡”在洞里的意外，结果该车必须由 

拖车拖上来。

据《南洋商报》记者了解，锡米 

山巴刹路旁靠近拿督公的走道下面是 

沟渠，沟渠盖失窃后，车主把轿车停 

在沟渠盖上面时，若一时不察就会撞 

落洞。

虽然只是一个坑洞，若轿车不慎 

撞落或路人不慎踩空跌落沟里都足于

造成伤害。较旱时，今年11月份在锡 

米山大路也曾发生宗轿车撞落沟，导 

致乘客被“吓死”的事件。

锡米山巴刹小贩公会主席黄伟德 

受询时说，经过巴刹的地下排污管丁 

程还未完成，无法盖上新的沟渠盖。

“之前在沟渠洞旁放了 6个塑料路 

障作为警惕民众之用，不过，6个塑 

料路障仅剩一个，相信被人偷走” 

他说，民众应该把轿车泊在路 

旁，不是碾在沟渠盖上，若把轿车泊 

在沟渠盖上也应提防，避免撞落洞。

他表示会关注此事，包括在沟渠 

洞旁置放告示牌提醒民众。

刘
车佳
撞达
落■

或g 
路2
洞枣
+口

?贝衣

毁索
赔

沟渠盖不见后，轿车撞落洞

加影市议员刘 

佳达说，很多人 

不知道，轿车撞 

落沟渠洞或路洞 

损毁，可向市议 

会索赔。

他说，市议会 

有投保公共责任 

保险，凡是因市 

议会的基木设施 

引发意外或导致 

死亡，民众都可 

提出索赔。

“受害者必须 

向警方报案，然 

后连同报案纸、 

照片和相关资料如车丨<、身分 

证副本等呈给市议会。”

他也说，要索赔就必须报 

案，这是必要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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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隆新高铁停站
布城17日讯|首相敦马哈

迪表示，大马城项目将会有隆 

新高铁（HSR )站。

「大马城会有隆新高铁停 

站，尽管我们还未决定高铁的 

正式项目。」

他指出，政府会继续隆新 

高铁项目，但是需要探讨适合 

的高铁速度。

「每小时400公里的时速 

不是必要的条件，因为这样的 

时速都可以抵达亚罗士打。我 

们将会再探讨什么适合这项项 

目°」

他表7F ’隆新局铁成本 

很高，大马政府当然希望减少 

开支，因为政府可能会做些调

整，来减少成本。

马哈迪今日在出席见证大 

马城项目签约仪式后，在记者 

会上如此表示。

还没设土著参与比例

询及大马城这项长达20年 

的项目，何时可以看到第一阶 

段的发展’马哈迪说：「应该 

很快，会马上开始，我希望可 

以亲自看见。」

谈到是否有更多的土著参 

与大马城项目，马哈迪表不， 

政府还没有设定土著参与比 

例，但是希望可以土著参与率 

超过30%。

他说，大马城项目所增加 

的1万间可负担房屋，是个以民 

为本的计划，这证明大马城是全 

民共享，而不是仅仅富有的人。

当媒体询问合约相关细 

节时，同场的财政部长林冠英 

回应说，不要询问首相合约细 

节，因为首相所做的是政策上 

的决定。不过，林冠英也没透 

露合约细节内容，但他证实大 

马城项目的预付款已经支付。

询及大马城的工程是否马 

上开始进彳"7 ’林冠英说’工程 

仍然需要时间展开，因为需要 

通过各种批准和策划。

出席记者会的还有经济事务 

部长拿督斯里东 

阿兹敏阿里和A 

房地部副部长@

拉惹卡马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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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港口路

阿茲米占：可承受更重壓力
路洞威胁摩咳骑士安危C

铺好的道路，因无法承受行驶车辆 

的压力，再度被毁坏。

報道►張淑媚 (巴生17日讯）巴生港口道路百孔千疮、路面积水、 

街灯失灵等民生问题一箩筐，让当地居民苦不堪言！

窟窿处处危及安全

巴生港口区州议员阿兹米占告诉《大都会》社区报记者说，

-直以来，他都不时接获居民或道路使用者的投诉，指路面不仅 

窟窿处处，还凹凸不平，驾驶时稍不留神就会撞到路洞

有鉴于此，他今日在公共工程局（JKR)官员的陪同下，前 

往巴生港口路亲自巡视，以便了解道路毁坏程度，找出解决方 

案cf

他表7K，今日他会前往巴生港口万津路（Jalan Banting)、

甘榜柏达玛（Kampung Pemlamar )、班达马兰再也（Pandamaran 

Jaya )、英达岛（Pulau Indah )、军营路（Jalan Kem )、巴生南海 

峡路（Jalan Selat Selatan )及甘榜直落昂（Kampung Telok Gong )

等，而这些道路大部分都是隶属公共工程局管辖的。

“如今适逢雨季，港口道路负荷量大，所以路面很容易损 

阿兹米占（右二）在公共工程局官员的陪同下，前往巴生港口巡视道路情况。

“如今适逢雨季，港口道路负荷量大，所以路面很容易损 

坏，即便道路刚修补不久，•旦下雨道路就很快再度损坏:我 

建议，公共丁程局采用有效承受重型车压力的“冷却综合”（Coklm1X)技术来铺 

路。”
他解释，“Coldmix”是一种碳、沥青及添加剂的科技产品，能有效承受各种重 

型交通T具的压力。

“有时候，雪州水务管理公司（Air Selangor)和国能公司（TNB)为了维修排 

水系统或电缆，需要在路面上挖掘洞穴；但他们挖了道路后并没铺好，导致下雨 

时，雨水冲击下，道路毁坏程度‘雪上加霜’。”

巴生港口道路街灯失灵，所以入夜时分道路一片昏暗。
巴生港口道路负荷量大，经常会有重型罗里行驶，让道路变得异常“脆

兹米占表 

示，巴生 

港口道路处处可见窟 

窿，不仅下雨时容易 

积水，还会无形中威 

胁道路使用者安全， 

特别是摩哆骑士的安 

危。

他透露，当地的 

街灯电缆和零件频频 

失窃，以致人夜时分 

道路'片昏暗，所以 

他会要求有关当局尽 

快维修，以免道路使 

用者“摸黑”上路。

“今日，我会统 

计完所有毁坏的道路 

后，再与公共工程局 

官员商讨对策，以确 

保当地的基设获得提 

升，不会对人民造成 

困扰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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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
邦和八打灵再也流动夜 

市小贩公会主席黄福全 

表示，由于他们于11月杪和林怡 

威及市议员王绥生开会后，也没 

有任何结果，因此当时也要求林 

怡威及王绥生协助安排小贩公会 

与灵市政厅直接开会商讨解决方 

案。

他透露，对方至今都未作出 

任何安排，随着更新营业执照的 

截止日期逼近，他们希望林怡威 

可尽快给予答复。

八打灵夜市小贩公会秘书李 
品权也表7K,若小贩在12月31日 

前还未缴付有关费用.可能会接 

到传票与罚单，并且影响他们更 

新营执照。

黄应发（前排左五起）、张志强、杜来发、黄福全（前排左九）及其他流动夜市小贩要求八打灵再也市政 
厅取消征收今年7至12月的摊格费。

押市議員處理方式不友善

++来发也抨击林怡威与市议员对 

于处理此事的态度十分不友 

善，并认为他们应要体谅及同情小贩的 

处境，若小贩提出合理的要求，也应该 

协助小贩与市政厅讨论解决方案，而非 

硬性要求小贩依照市政厅的要求去做。

他说，雪隆贩商公会联合会也会针 

对上述事件在17日开会讨论，若小贩的问 

题迟迟无法解决，该会也会站出来协助 

他们一起解决。

出席者包括梳邦和八打灵再也流动 

夜市小贩公会副主席黄应发、八打灵再 
也SS3夜市小贩筹委会代表陈国强等。

已向當局反映意見
对此事，林怡威接受《大都

卞I会》社区报记者电访时表示， 

八打灵再也市议员王友泰已在商业及卫 

生管理委员会的本月会议上提出上述问 

题，并询问是否可将征收摊格费的时间 
推迟至2020年1月才开始，但还未讨论出 

任何结果。

她说，灵市政厅官员在会议上的回 

应是，由于当局豁免了小贩的执照费， 

导致当局需额外承担起清洁费用，因此 

才会决定征收摊格费。她表示，她已将 

小贩的意见转告当局，目前仍在等待当 

局的结果。

每攤格日收3令吉
打灵夜市小贩公会主席张志强指出，灵

乂、市政厅辖内所有夜市小贩都于今年6月 

接获通知，要求大家自7月起缴付每日3令吉的摊 

格费（每个摊格）。
“换言之，若该名小贩在4个地点各租借一 

个摊格，每日就得缴付16令吉，对于租借超过3 

个摊格的小贩而言，-个月的摊格费就就需缴 
付逾百令吉，更何况如今大家需缴付今年7至12 

月的摊格费，突如其来的一笔钱该如何负担得起 

来！”

以往执照费一年仅208

他说，灵市政厅以往发出夜市小贩执照费一 
年仅需缴208令吉，无需付其他清洁费或摊格费， 

自2017年起更是实行惠民计划，豁免所有早、夜 

市小贩及农业市集小贩的执照费。

他说，2019年的执照费也是全免的，突然却 

要小贩缴付6个月的摊格费，否则无法更新营业 

执照，而小贩在更新2020年的营业执照时，还需 

缴付为期1年的摊格费，经计算后，有些小贩的 

摊格较多，1年的摊格费就高达数千令吉，难以负 

担。

张志强透露，小贩并非拒绝缴付摊格费，但 
希望当局给予缓冲期，取消2019年7至12月的摊格 

费，推迟至2020年1月才开始征收有关费用，且分 

为1年3期来征收，减轻小贩的负担及压力。

“我们与甘榜东姑州议员林怡威及八打灵再 

也市议员展开对话会，反映上述问题后，他们一 

直让我们耐心等待，待他们与八打灵再也市长开 

会后再告诉我们最终结果，但等了好久都没有后 

续回应。”

嫌格費加重_
靈流動夜市小販要求緩衝期

(八打灵再也17日讯）八打灵再也流动夜市小贩不满灵市政厅未给予缓冲期，突于 

6月致函要求小贩自7月起缴付摊格费，小贩投诉无门，引起反弹。

八打灵夜市小贩公会、梳邦和八打灵再也流动夜市小贩公会及八打灵再也SS3夜市 

小贩筹委会昨天在雪隆贩商公会联合会会务顾问杜来发的陪同下，召开新闻发布会表达

Z、/两 〇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今年6月突然向流动夜市小贩征收摊格费，并从7月开始征收，让小贩措手不及。

1年半攤格費逾8000

隆贩商公会联合会会 

务顾问杜来发表示， 

小贩公会都很有诚意要与灵市 

政厅商讨解决方案，也没有不愿 

意缴付摊格费，希望林怡威与灵 

市议员能够协助将此事反映给 

市长知道。

“我也有插手此事，直接联 

络市议员商讨此事，并建议对方 

安排时间，与小贩们对话，再把 

结果转告市议会。市议员建议小 

贩直接致函给市长，要求召开对 

话会。”

他说，他将此事转告小贩， 
小贩也立即于7月致函给市长， 

并转发给八打灵再也所有国州

议员，但至今无人回复。

他进一步透露，当时市议 

员也曾表示，当局要求小贩缴付 
的摊格费是不包括今年7至12月 

的，但如今小贩接到的消息是必 

须同时缴付今年7至12月及2020 

年，g卩1年半的摊格费，令他感 

到十分不解。

“小贩们自行计算后，也发 

现租用较多摊格的小贩，•年的 

摊格费可达5000令吉，最少的也 

要超过1000令吉，若要他们直接 

缴付1年半的摊格费，有的小贩 
就需立即支付逾8000令吉，这让 

他们如何承担，非常不合理。”

#
盼
林
怡
威
速
回
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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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名字電話印月曆
黎濰褐：方便選民求助

(安邦17日讯）行动党莲花苑州议员黎潍福连续几天在 

选区内与其团队一起派发2020日历予莲花苑选区内的居民。

黎潍福表示，自从2018年第十四届全国大选中选成为莲 

花苑州议员后，他马上组成了 •支诚心服务的团队在莲花苑 

州议席的笵围内提供高素质的服务：

“莲花苑团队无时无刻都在思考，如何能够有效的把我 

们前線服务人员的联络号码传达给选区内的每一位居民，以 

便他们在面对问题时都能够联络到团队中的成员。”

他说，自从去年7月安邦再也市议员们宣誓就任后，莲 

花苑区内6位安邦再也市议员便马上印制与张挂他们的介绍布 

条，在2019年新年前，团队派发了印有6位市议员及州议员照 

片，以及联络号码的月历。

接5千投报80%获解决

“根据去年的记录，莲花苑团队在去年7月开始提供服 

务，-直到去年12月杪的6个月里，我们共接收了5000宗投 

报，根据报告，这5000个投报中，80%的投报获得解决，这足 

以证明只要投诉到正确的平台，居民的投诉就有望在短期内 

获得有关单位处理及解决。”

他表示，今年也不例外，莲花苑州议员服务中心继去年

黎潍福（左四）与其团队一起派发2020月历予莲花苑选 

区内的居民。

获得居民们的响应后，已开始设计及印制明年的月历，-如今 
年一样，6位市议员及州议员的名字与联络号码，铁定编订在 

月历之中0

“我们将会在今年尾整理今年1月至12月的所有投诉，并 

如去年一样的公布我们达到的成绩。莲花苑团队自组成至今，

-直都抱着改善地方上的问题，想尽方法让居民更容易及直接 

联络我们，以便让选民更贴近与了解州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所有 

资讯，把选区推向宜居的社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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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巧雙：鼓勵私人界響應

5獎掖推動設托兒所
(吉隆坡17日讯）妇女及 

家庭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表示， 

政府准备了 5项奖掖措施来推动 

托儿所（TASKA )的设立。

她今日在国会上议院说， 

在今年11月1日开始，政府通过 
20%电费折扣鼓励托儿所向福利 

局注册，以此减低托儿所的营 

运成本.时这项计划截至11月30 

日已有565间托儿所获得这项奖 

掖。

“其二是政府与砂拉越能 

源公司和沙巴电力公司商讨电费 

折扣的建议，以便为东马的托

儿所提供同样的优惠，但目前 

砂拉越能源公司仍在考虑这项 

建议，而沙巴电力公司给予拒 

绝。”

“其7是政府准备两次扣 

税的奖掖措施予为托儿所员工 

和维护费用提供津贴或补贴的私 

人公司；其四是为托儿所建筑 

拥有者提供10%建筑丁业津贴， 

作为建筑翻新与维护；其五是从 
2017年起给予托儿所的拥有人或 

租户给予5年免税。”

她说，政府已通过2019年 

财政预算案的1000万令吉拨款在

政府大厦兴建了 66间新托儿所， 

超越了原初50间托儿所的目标。

政府在2020年财政预算案 

拨出了3000万令吉，特别为医院 

和学校设立更多的托儿所。

她冋应国会上议员莫哈末 

慕斯达法有关政府有何建议和方 

法鼓励私人界在丁作场所设立托 

儿所的提问，做出上述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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