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oPayz, aplikasi e-dompet yang
dibangunkanUMobilemenawar-
kan pembayaran zakat kepada
Lembaga Zakat Selangor (LZS),
perkhidmatan pertama seumpa-
manya di Malaysia.
Perkhidmatan menerusi apli-

kasi e-dompet universal itu turut
merangkumi pembayaran zakat
pendapatan, perniagaan, simpa-
nan, saham, emas dan harta.
Ketua Pegawai Eksekutif U

Mobile, Wong Heang Tuck, ber-
kata perkhidmatan pembayaran
zakat selari denganmatlamatGo-

Payz yang bukan hanya berfung-
si sebagai e-dompet, tetapi pla-
tform perkhidmatan kewangan
digital.
“Kami berbangga kerana men-

jadi aplikasi e-dompet pertama di
Malaysia dilantik LZS sebagai
ejen kutipan zakat rasmi,” ka-
tanya ketika majlis pelancaran
perkhidmatan terbaru aplikasi
GoPayz di Kuala Lumpur, sema-
lam.
Heang Tuck berkata, inisiatif

dilaksanakan U Mobile dan LZS
adalah untuk membantu pelang-

gan GoPayz menunaikan kewa-
jipan zakat tahunan menerusi
ekosistem digital.
“GoPayz komited untuk terus

mengembangkan perkhidmatan
digital bagi memberi keberkesa-
nan dan akses tanpa had kepada
semua pelanggan.
“Ini adalah fasa pertama dan

kami akan memperkenalkan le-
bih banyak lagi perkhidmatan Is-
lam yang akan memanfaatkan
komuniti dengan menyediakan
akses lebih banyak peluang,” ka-
tanya.

GoPayz sedia bayaran zakat kepada LZS
Kami bangga
kerana menjadi

aplikasi e-dompet
pertama di Malaysia
dilantik LZS
sebagai ejen kutipan
zakat rasmi.
Wong Heang Tuck,
Ketua Pegawai
Eksekutif U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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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SA nafi anjur 
pertandingan memancingp g g
SHAH ALAM - Majlis Bandaraya Shah Alam 
(MBSA) nafi menganjurkan Pertandingan 
Memancing Shah Alam Ambang 2020 yang 
menawarkan hadiah lumayan seperti tersebar 
di laman sosial Facebook dan aplikasi 
WhatsApp. 

Ketua Bahagian Korporat dan 
Perhubungan Awam MBSA, Shahrin Ahmad 
berkata, orang ramai diminta berhati-hati dan 
tidak terpedaya dengan scammer dan 
sebarang pertandingan yang tiada kelulusan. 

“MBSA juga kesal dengan penggunaan 
logo MBSA bagi tujuan mengelirukan orang 
ramai,”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di sini 
semalam. 

Sebelum ini tersebar iklan bergambar 
memaparkan logo MBSA berhubung 
penganjuran pertandingan memancing 
dengan yuran pendaftaran sebanyak RM100 
seorang. 

Menerusi iklan itu, pertandingan itu 
dijangka berlangsung di Taman Tasik Shah 
Alam pada 30 hingga 31 Disember ini bermula 
dari jam 7 pagi hingga jam 12 tengah hari. 

Iklan itu turut menyatakan johan 
pertandingan bakal membawa hadiah 
RM30,000 manakala naib johan RM15,000 
dan pemenang ketiga RM5,000.

Sementara tempat keempat hingga ke-15 
pula sebanyak RM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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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UAN MOHON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terutamanya Majlis 

Bandaraya Shah Alam (MBSA), Jabatan Kerja 
Raya (JKR) dan kontraktor menurap dan 
membaiki kerosakan jalan utama kampung 
iaitu  Jalan Utama Kampung Lombong Seksyen 
29, Shah Alam. 

Permukaan jalan yang berlubang dan tidak 
rata boleh membahayakan nyawa pengguna, 
malah boleh merosakkan kenderaan. 

Keresahan penduduk sepanjang 5 kilometer 
jalan utama kampung itu dengan kehadiran 
lori lori tanah sedikit  sebanyak membahayakan 
penduduk kampung. - Sam Teratai

PIHAK Dewan Bandaraya Kuala Lumpur (DBKL) 
perlu memasang kamera litar tertutup (CCTV) 
di setiap ceruk Taman Tasik Titiwangsa bagi 
memantau gerak-geri vandalisme di taman itu dan 
papan kenyataan denda perlu dikuatkuasakan.

Selain daripada itu, papan tanda jaga 
kebersihan perlu diletakkan di semua sudut taman 
itu berserta dengan penyediaan tong-tong sampah 
bertutup agar semua pengunjung mempunyai 
masa untuk membuang sampah secara tertib ke 

dalam tong sampah. 
- Oui Sal, Tanah Merah, Kelantan

SEBAGAI pengguna jalan di selekoh dari Jerantut 
ke Batu Embun, selekoh depan rumah Datuk 
Wan Abu Bakar, diharapkan pihak berwajib dapat 
melebarkan jalan di selekoh berkenaan kerana 
jalan dan selekoh berkenaan boleh mengundang 
bahaya kepada pengguna ke dua-dua arah. 
- Hadi Jerant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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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h Sofyan Rizal Ishak
sofyan.rizal@-
hmetro.com.my

Kuala Lumpur

GoPayz, e-dompet uni-
versal yang diba-
ngunkan U Mobile

memperkenalkan ciri pem-
bayaran zakat yang mem-
bolehkan pengguna untuk
membayar zakat kepada
Lembaga Zakat Selangor
(LZS) melalui aplikasi dan
laman webnya.
Pengenalan ciri terbaharu

itu turut menjadikan Go-
Payz sebagai jenama e-dom-
pet yang pertamamenawar-
kan perkhidmatan seumpa-
ma itu di Malaysia.
Melalui e-dompet itu,

pengguna kini boleh menu-
naikan ibadah dan memba-
yar semua jenis zakat se-
perti zakat pendapatan, per-
niagaan, simpanan, saham,
Kumpulan Wang Simpanan
Pekerja (KWSP), emas, pe-
rak, qada’ zakat, fitrah dan
harta (bayaran sekali gus)

secara lebih mudah.
Ketua Pegawai Eksekutif

UMobile, Wong Heang Tuck
berkata, pelancaran per-
khidmatan pembayaran za-
kat itu selari dengan mat-
lamat GoPayz yang bukan
saja berfungsi sebagai
e-dompet malah platform
perkhidmatankewangandi-
gital dan gaya hidup yang
mampu dimiliki pelanggan.
“Kami berbangga kerana

menjadi aplikasi e-dompet
pertama di Malaysia dilan-
tik LZS sebagai ejen kutipan
zakat rasminya,” katanya
pada majlis pelancaran per-
khidmatan terbaharu apli-

kasi GoPayz itu, semalam.
Beliau berkata, inisiatif

yang dilaksanakan U Mobile
dan LZS itu juga adalah un-
tuk membantu pelanggan
GoPayz menunaikan kewa-
jipan zakat tahunan melalui
ekosistem digital yang ku-
kuh dan selamat.
“GoPayz komited untuk

terus mengembangkan per-
khidmatan digitalnya bagi
memberikan keberkesanan
dan akses tanpa had kepada
semua pelanggan.
“Ini adalah fasa pertama

dan kami akan memperke-
nalkan lebih banyak per-
khidmatan Islamselepas ini

yang akan memanfaatkan
komuniti dengan menye-
diakan akses kepada lebih
banyak peluang,” katanya.
Pada masa ini, GoPayz

mengumpul 15,000 pelang-
gan sejak mula diperkenal-
kan pada Oktober lalu de-
ngan sekitar tujuh peratus
daripada jumlah itu adalah
terdiri daripada pelanggan
Muslim.
Sementara itu, Ketua Pe-

gawai Eksekutif LZS, Saipo-
lyazan Mat Yusop berkata,
pihaknya kini beralih ke-
pada pembayaran secara da-
lam talian yang lebih se-
lamat dan risiko rendah.

Kuala Lumpur
Bayar zakat
guna e-dompet
GoPayz paltform digital pembayar zakat LZS

WONG (tiga dari kanan) dan Saipolyazan (tengah) pada majlis pelancaran perkhidmatan terbaharu aplikasi GoPayz, semalam.WONG (tiga dari kanan) dan Saipolyazan (tengah) pada majlis pelancaran perkhidmatan terbaharu aplikasi GoPayz, se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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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 CIRCLE 

Shah Alam City 
Council plans to 
upgrade 24 
roundabouts, 
each with its 
own theme 
>4 

By BRENDA CH'NG 
brenda@thestar.com.my 

TWENTY-FOUR roundabouts in 
Shah Alam will be upgraded and 
landscaped in stages starting with 
Bulatan Bestari in Section 2. 

Upgrading works at the rounda-
bout, costing Shah Alam City 
Council (MBSA) about RM2mil, is 
underway and is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in two months. 

This upgrade will see old infra-
structure around the roundabout 
fixed as well as improvement to the 
landscaping. 

"It has been 20 years since any 
upgrade or improvement was done 
to the roundabouts and it is time we 
refurbished them to give all of them 
a new look," said Shah Alam mayor 
Datuk Haris Kasim when chairing 
the last fall board meeting for the 
year. 

He added that it cost a lot to 
upgrade one roundabout and it 
would a while before all 24 were 
fully refurbished. 

Next year, MBSA is looking at 
upgrading five roundabouts — 
Bulatan Setia Jasa, Bulatan 
Perusahaan, Bulatan Kayangan, 
Bulatan Stadium and Bulatan 
Bestari. 

"We also have five corporate 
companies on board to adopt a 
roundabout. 

"Each company will be given the 
task of landscaping and maintain-
ing the roundabouts," he said. 

MBSA plans to set a theme for 
each roundabout, said Haris. 

For example, the roundabout 
near a university would have an 
education themed landscape while 

Sprucing up city's circles 
Five Shah Alam roundabouts to have new infrastructure, landscape 

Bulatan Setia Jasa in Shah Alam is one of the roundabouts earmarked for refurbishing next year. - Filepic 

the one near the palace would 
adopt a royal design, he added. 

'.Tor the roundabout near the sta-
dium, we will get the company to 
have a sports themed landscape," 
he said. 

Haris also urged motorists to be 
mindful of traffic diversions during 
the upgrading of the roundabouts 
as construction works may result in 
some roads being closed. 

On a separate matter, it was 

announced that the city council has 
formed a public complaints moni-
toring committee to be overseen by 
the mayor, councillors and depart-
ment heads. 

The committee will meet once 

every two months to sort out com-
plaints and review proposals by res-
idents. 

"We need this committee because 
currently we are spending too 
much time discussing complaints at 
our respective committees like engi-
neering or licensing for example. 

"With this new committee, we 
will be better able to sort the com-
plaints, review proposals and brain-
storm ways to provide better, more 
efficient service to the people," he 
said. 

To date, MBSA has received 
34,000 complaints this year, of 
which 5,000 were on rubbish. 

Haris said a number of the com-
plaints received were actually pro-
posals and these were overlooked. 

He thanked residents for lodging 
complaints and proposing new 
ideas as their feedback would help 
the city council grow and improve 
the city better. 

"From Jan 1 next year, the collec-
tion of domestic waste will no 
longer be handled by MBSA but by 
Kumpulan Darul Ehsan Berhad 
(KDEB) Waste Management Sdn 
Bhd," he said, adding that all com-
plaints on rubbish collection should 
be sent directly to the company. 

Cleaning works will still be han-
dled by MBSA until middle of next 
year before it is handed over to 
KDEB Wast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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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MBS A 
Shah Alam City Council's mobile unit 
'Shah Alam On Wheels' will be 
operating at the parking area of 
Tesco Setia Alam, Seksyen U13, 
Shah Alam on Dec 21, from 11am to 
5pm. Services offered include 
checking and paying assessment 
fees and parking compounds, 
lodging complaints and purchasing 
parking coup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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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metro 
watch 

TRAFFIC MATTERS 
• Certain sections of the road medi-
an in front of Basis Bay building to 
the road median in front of Nippon 
Menard building on Persiaran 
Kerjaya (Shah Alam-bound and 
Subang/Kuala Lumpur-bound) will 
be closed to facilitate LRT3 project 
works from 9am to 4pm and 11pm 
to 5am daily (except Sunday), until 
Dec 31 next year. Works at the resi-
dential area such as Temasya 
Anggun and Temasya Kasih 
Condominium is from 9am to 7pm. 
• The 300m stretch intermittent 
full-bound closure at Sungai Besi 
Highway (Sungai Besi-bound) will 
continue to be closed until Jan 12 
from 11pm to 5am nightly. For 
details, visit www.kvmrt.com.my 
• There will be a continuation of 
lane closures and traffic diversions 
to facilitate LRT3 project works until 
Dec 31, from 10pm to 5am Monday 
to Saturday at Jalan Langat (Klang-
bound, opposite Klinik Kesihatan 
Bandar Botanik), the right-most lane 
of Jalan Langat (Kesas/Banting-
bound) and left-most lane of 
Persiaran Kasuarina flyover 
(Persiaran Botanik-bound). For 
details, call 1-800-18-2585. 
• Shah Alam City Council will be 
closing part of Bulatan Bestari, 
Section 2, Shah Alam, for upgrading 
works until Jan 4. Motorists will be 
diverted via Jalan Akik 7/3 and Jalan 
Jati 3/6. Diversion and safety signs 
will be installed at strategic locations 
around the site. For details, call 
03-5522 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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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eaner market 
Syabas to.MBPJ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on setting up a • 
proper management system for 
the wet market cum food stalls at 
the wings of Seventeen Mall at 
Section 17, PJ. The super 
cleanliness of the market gives a 
fresher and cleaner environment. 
It has also accentuated the 
market's character. - PJ Gomes 

Page 1 of 1

19 Dec 2019
The Star,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Letters • Audience : 175,986 • Page: 19
Printed Size: 21.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060.91 • Item ID: MY003821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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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hopes for 2020
VISION 2020 was introduced in 

1991. It challenged us to dream of 
becoming a modern and 
developed nation. In less than 

two weeks, we will be celebrating the 
arrival of 2020. Since coming into power, 
Pakatan Harapan has introduced reforms 
to steer Malaysia towards a new vision 
where no one is left behind.   

Here are some of things that I 
hope to see in 2020. 

  
More equitable distribution 
Twenty-eight years since 
Vision 2020 was introduced, 
Malaysians have a new 
dream, equally bold and 
ambitious. The Shared 
Prosperity Vision 2030 is not 
only about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wealth. It aims to ensure that 
development reaches all communities.  

We still have pockets of people who are 
unable to prosper on their own no matter 
how they struggle because they are trapped 
in a cycle of poverty brought about by years 
of abuse of power and unequal 
development.  

Next year will se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12th Malaysia Plan. This will be the first 
Malaysia Plan under the Pakatan 
government and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has said the plan will focus heavil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ared 
Prosperity Vision 2030. 

The government must remember that to 
ensure the right communities are being 
targeted, we need to approach poverty 
differently. This can happen only if there is 
engagement with poor and marginalised 
communities. The civil service and officers 
must familiarise themselves with the 
people most affected by poverty or else the 
issues will continue to be ignored. Doing so 
will also allow aid and government 
schemes to become more focused and 
guided.   

I am glad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be 
adopting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when looking at poverty, which takes 
into account demographic factors such as 
education, healthcare and standard of 
living to present a much more 
comprehensive view of the socioeconomic 
needs of society.  

But even then, there must be a clear 
action plan on how we approach this. As 
Oxford University’s Pover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 director Sabina 
Alkire had stated, Malaysia needs to use its 
own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MPI) and not merely rely on the global 
MPI when looking at poverty and 
inequality because of differences between 
countries.  

All this also means that there must be 
indicators to gauge our progress in a 

systematic way. One way is by using the 1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develop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The government has introduced various 
initiatives under Budget 2020 to empower 
Malaysians. This includes the 
Malaysia@Work initiative that provides 
wages and hiring incentives especially to 
unemployed graduates and women 

returning to work.  
Aside from the expansion of the 

Bantuan Sara Hidup, MySalam 
and Peka B40 incentives, 
changes were also made to 
allow EPF withdrawals for 
education and healthcare and 
contributions by housewives. 

However, the government must 
also focus on improving access to 

quality education because this will 
open up opportunities for individuals 

to receive necessary training and skills. 
Although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received the highest allocation of RM64.1 
billion, we must ensure funds are used in 
the best way possible to empower students 
for 21st century challenges.  

 
Gender equality  
Pakatan Harapan will introduce a Gender 
Equality Bill next year. I hope that the law 
will not just focus on addressing 
imbalances but seek to change attitudes 
and biasness to prevent gender 
discrimination and violence.  

It is startling to know that police 
statistics on victims of sexual abuse for 
those below 18 is far lower than those 
reported by several community studies. 
Blaming victims is common and Deputy 
Minister of Women, Famil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Hannah Yeoh 
said there have been instances of 
authorities asking victims of sexual 
harassment what they were wearing when 
the incidents took place. We do not have 
enough law enforcement and healthcare 
officers trained or equipped to deal with 
sex-related crimes and this must also be 
addressed.  

There are also groups of women that 
continue to be sidelined or discriminated 
against. These include divorced women, 
who do not have adequate legal protection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payment of 
maintenance, and victims of rape and 
sexual abuse from poor communities who 
had to marry the rapists.  

Aside from this, foreign wives do not 
share the same status as male foreign 
spouses. They are unable to open 
individual bank accounts, have limited job 
opportunities and do not enjoy the social 
protection schemes we do.  

Married women must be empowered so 
that they are not completely financially 
dependent on their husbands, leaving 

them vulnerable to abuse and 
discrimination. 

 
Abolish detention without trial  
Detention without trial laws such as 
Sosma, Poca and Pota are still being used 
despite previous assurances from the 
government. Even members of the Pakatan 
Harapan government have not been 
spared. These laws are a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must go.  

There needs to be a greater push for 
integrity within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to uphold the rule of law. We must 
strengthen laws to maintain security and 
bring peace and justice.  

 
Inclusivity and better social integration  
This year saw issues of race and religion 
continuing to dominate headlines. This is a 
clear threat to our multicultural society and 
to move past this, we must focus on 
creating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among 
various communities. Marginalised 
communities must be included when we 
talk about social integration.  

We also need to consider how 
communities in Malaysia are developing 
within local communities. When it comes 
to certain areas even in Petaling Jaya such 
as Desa Mentari and Taman Medan,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integration; this is not just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but also 
among neighbours.  

As we develop our National Housing 
Policy, we should ask how we can ensure 
communities develop in a way that 
maintains racial harmony, takes care of 
elders, looks out for low-income families 
and creates community spaces that allow 
residents to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    

 
Greater protection for the environment 
Issues affecting the environment are 
becoming more important and we need to 
seek sustainable solutions.  

A report by Global Forest Watch stated 
that Malaysia had one of the highest rates 
of deforestation globally. Deforestation 
destroys wildlife and affects the livelihood 
of the orang asli. This year, a group of orang 
asli from all over Peninsular Malaysia 
gathered in front of Parliament to demand 
greater protection for the environment. 
They have been fighting illegal loggers on 
their own and receive little protection.  

I hope 2020 will be a year where we 
continue to push for reforms to ensure no 
one is left behind. With a focus on 
developmental justice, reforming existing 
laws and institutions, and achieving greater 
accessibility to services, I hope that in 2020 
Pakatan Harapan will be able to restructure 
the priorities of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to put us back on the right track.  

 
Comments: letters@thesun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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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濫用柔王室勛銜
柔王室理事會：早已收回

(新山IS日讯）柔佛 
王室理事会指出，奮州 
一名女子近期滥用柔佛 
王室勋衔，因而提醒民 
众，对方早在2010年已 
被该理事会谕令收回两 
个勋章。

因此，该理事会指 
出，该名女子目前不能 
再使用柔佛王室颁赠的 
勋衔。

柔佛苏丹依布拉欣面 
子书今午贴文，由柔佛

王室理事会主席拿督阿 
都拉欣发出文告，指来 
自雪州莎阿南的莎丽法 
玛芝丽娜，为筹募去南 
极的费用，而使用拿汀 
巴杜卡勋衔。

文告指出，柔佛王室 
理事会早在2010年6月4 
日，取消和收回SPMJ和 
DPMJ勋衔，对方无法使 

用柔佛王室勋衔处理事 
情，特此告知民众。

^
Sultan Ibrahtm Sultan Iskandar
6./JVS5 Q

■柔佛苏丹依布拉欣面子书贴文，柔佛王室理事会 
告知民众，即雪州莎阿南的莎丽法，不能使用柔佛 
王室颁布的勋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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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方提出表面证据不足，林国平（中）逃过死刑。

(槟城18日讯）咖 

啡店华裔员工涉嫌畈 
毒，高庭法官拿督阿 
兹米基于控方提出表 
面证据不足，宣判被 
告无罪释放，逃过死 
刑及终身监禁。

不过，基于被告仍 
涉及其他毒品案件，因此未能获当庭无罪 
释放。

根据马新社报导，咖啡店员工林国平 
(49岁，译音）今日面对4年前2项运毒案 

提控，法官基于控方提出林国平表面证据 
不足，而做出上述宣判。

沒傳召租客給□供

法官在判决时指出，被告在警方逮捕 
时，是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并且不在毒 
品附近或无法控制的地方。

“被告在被警方带往位于索洛登荅加住 
家时，即被发现毒品的地点，也没有该屋

的钥匙进入该屋。”
法官也说，被告的私人物品并没有在该 

屋，也没被告的脱氧核糖核酸（DXA)。

同时，法官指出，控方也无法传召该屋 
的真正租客给口供，而只是基于第三证人 
即屋主的口供，即双方互相完全不认识。

被告共面对两项控状，第一，被告及 
另一被告张友水（已故，译音），被指 
于2015年2月5日下午4时20分，在门牌 
1 - 27-B索洛登荅加，共同贩运海洛因及 
2267克的乙酿吗啡(monoacetyl 

morphines) 0

第二控状则是，两名被告被指在一样的 
g期\时间和地点，贩运1485.3克的甲基 
苯丙胺(metahmphetamine) 〇

林氏也是一名清洁工人，他俩是在1952 
年危险毒品法令第39B (1)条文下被控， 

一旦罪成，将被判死刑，或终身监禁及15 
鞭。第2被告已在狱中患癌过世。

此案由副检察官是莫哈末沙菲宜负责， 
林氏代表律师是胡山尼阿都拉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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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來賢：各州選區發放300份

_&麵闥學用品
(加影1 8日 

讯）雪州行政议 

员许来贤说，州 

政府体恤低收入 

家庭在开学前面 

对经济压力，因 

此透过几项惠民 

措施，包括雪州初生婴儿基金及分发 

100令吉现金给有需要的学生，以采 

购开学用品。

他说，州政府每年透过雪州大臣机构在 
每个州选区各发放300份100令吉的现金， 
让低收入家庭（B40)采购开学用品。

“各州议员透过社区组织或学校寻找低 

收入家庭；明年的1〇〇令吉预计会在本月尾 

或明年初发放。”

80%受惠者領取書包

他说，除了发放1〇〇令吉现金，雪州初生 

婴儿基金受惠孩童，也可在一年级开学前 
获得一个免费书包。

他今日出S蕉赖^加影大道特许经营公司 
Grand Saga主办的“重返 

校园”活动时，这样指

1 "W来贤也是加影州议 

员，他指出，其选区共有 
1468名在2013年出生的孩 

童，明年新学年开学前可 

获得免费书包，如今有 

80%受惠者已领取。

他说，雪州初生婴儿基 
金自2008年推行，虽然去 

年已停止注册，但之前 

已注册的孩童可继续莩有 
福利，直到他们18岁。

“州政府是因为此基会 

涉及庞大资金，以及中央 

政府有类似的福利而中止 

此基金，州政府考虑用其 

他方式提供福利。”

■Grand Saga为90名孤儿采购开学用品，最 

后排左5起许来贤及钱联通。 Grand Saga撥2.5萬90孤兒受惠」
PROGRAM

rolBALI EB SSKOI-AH

赖加影大道特许经营公司Grand Saga今年 

¥、拨出2万5000令吉举办“重返校园”活 

动，为3间福利中心的90名孤儿采购开学 

用品。

受惠孤儿分别来自加影国小、加影国 

民型淡小、茉莉花园国民学校、武吉 

路国中等。

该公司执行董事钱联通在活动上 
指出，该公司去年拨出2万令吉举

办“重返校园，，活动，今年则

把预算増加至2万5。〇〇令吉。

他说，这项企业社会责任
计划，主要希望能减轻低

收入家庭的开学负担。

(左2)分发开学用 

右2是钱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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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苏I 
丹的 
莫命 
哈车

非
常
繁
忙

力，口

余
gg洞社区服务中心主任余保 

T凭指出，改道计划有利有 

弊，虽是为了疏缓古晋路往蕉 

赖方向，可是却导致原本已无 

法负荷的苏丹莫哈末交通圈更 

为拥挤，一#学校开课，相信 

当地的交通会严重加剧。

他指出，未改道前，苏丹 

莫哈末交通圈已很拥挤，每 

逢中午旁晚，许多是来自坤 
成中学、大地宏图复合大楼 
(Dayabumi)、八打灵再也和 

马来西亚铁道公司（KTM)方向 

的车辆都会驶入交通圈前往陆 

佑路。

他指出，从坤成中学的赛布 
特拉路驶入交通圈前是3条车 

道，而来到交通圈后就会争先 
驶入交通圈以驶入第3个出口前 

可是目前还得容纳

■a連利元

(吉隆坡18日讯）吉隆 

坡市政局禁苏丹苏莱曼路 

直走和右转前往茨厂街和 

蕉赖路，驾驶人士需左转 

驶入苏丹莫哈末交通圈U 

转，导致所有车辆集中在 

苏丹莫哈末交通圈，形成 

另一个交通瓶颈，造成交 

通阻塞。
为了改善古晋路（Jalan 

Kuching)和京那巴鲁路 

(Jalan Kinabalu)往焦赖路 

带的交通阻塞情况，吉隆 
坡市政局在本月14日就已在马 

哈拉惹里拉路/苏丹苏莱曼路 
白勺路口 (Persimpangan Jalan 
Maharajalela / Jalan Sultan 
Ismail)实行改道。

改道后，来自古晋路或京 
那巴鲁路往陆佑路（Jalan 
Loke Yew.)及蕉赖路（Jalan 
Cheras.)，已改为自由通行 

(free flow)，并不会受到 

坐落在马哈拉惹里拉路和苏 
丹苏莱曼路（Jalan Sultan 
Sulaiman)的红绿灯的操控。

交通圏難以負荷

来自苏丹苏莱曼路的车辆， 

仅能在红绿灯处转左；原本可 

转右驶入陆佑路、蕉赖和茨厂 
街（Jalan Petaling)的车辆 

皆必须左转，再驶入苏丹莫哈

往陆佑路，

来自苏丹苏莱曼方向的车。

“也有部分来自京那巴鲁路 

的车辆会驶进交通圈，以前往# 

茨厂街方向，可是因交通圈已 

拥挤，也无形中影响京那巴鲁路和古晋 

路往蕉赖方向的交通。”

余保凭也坦言，他本身也是上述道路 

的道路使用者，也希望吉隆坡市政局可 

重新探讨如何改善，因担心学校开课后 

会加剧阻塞情况。

末交通圈以自行U转前往目的 

地。

《中国报》记者前往巡视上 

述路口的改道情况时，发现原 
本在高峰时段已非常拥挤的苏 

丹莫哈末交通圏，因来自苏丹 

苏莱曼路的车辆已大部分被引 

进交通圏，导致交通圏严重阻

° 每逢上下班高峰时段，来 
自赛布特拉路（Jalan Syed 
Putra)和八打灵再也方向的 

许多车辆都会驶入苏丹莫哈末 

交通圏，以取道前往甲洞和蕉 

赖方向，但因驶入两个方向的 

路口交通已很拥挤，加上来自 

苏丹苏莱曼路的车辆驶入，苏 

丹莫哈末交通圈已难以负荷。

此外，来自赛布特拉路的许 

多驾驶者，似乎未发现有许多 

轿车从苏丹苏莱曼路驶来，大 

部分都直接“忽略”右边方向 

的车辆直接驶入交通圈，非常 

危险。

--

—1.来自古晋路或京那巴鲁 

路往陆佑路及蕉赖路，已改 

为自由通行，并不会受到坐 

落在马哈拉惹里拉路和苏丹 

苏莱曼路的红绿灯的操控。

—2.来自苏丹苏莱曼路的车辆，仅 

能在红渌灯处转左；原本可转右驶 

入陆佑路、蕉赖和茨厂街的车辆皆 

必须左转，再驶入苏丹莫哈末交通 

圈以自行U转前往目的地。

日口使来自京那巴鲁路的交 

通已采用自由通行，惟 

许多车辆来自莫哈末交通圈后 

是先被引进靠近茨厂街的默迪 

卡交通圈的左则，再靠右慢行 

进入马哈拉惹里拉路，但也因 

自由通行的关系，导致车辆的 

快速行驶，左侧的车辆也难以 

驶出马哈拉惹里拉路。

现场所见，来苏丹苏莱曼路 

的红绿灯处，也有安排人员 
(flagman)指挥交通，同时

也设有道路指示牌，而右转和 

直走的方向也已安置障碍物， 

禁止驾驶者危险硬闯。

虽京那巴鲁路往蕉赖路方向 

是自由通行，但反方向依然需 

等候红绿灯，而《中国报》在 

现场试跑时，发现即使京那巴 

鲁路往蕉赖路方向已不受红绿 

灯控制，可是在苏丹苏莱曼路 

红绿灯等待左转的时间不减反 
増，并需等至少2分钟左右。

■禁止转人的方向已安置障碍物，避免有驾驶者危险硬闯。

隆坡市政局公关哈山接受《中 

口国报》记者询问时指出，苏丹 

莫哈末交通圈交通，主要是在交通 

高峰时段阻塞，市政局会在高峰时 

段安排交通督导员前去指挥交通， 

现场也会有交警。

他强调，市政局决定改道是发 

现古晋路和京那巴鲁路交通严重阻 

塞，其中一个因素是红绿灯所造 
成，所以必须关闭红绿灯而让所有 

车自由通行。

他指出，来自苏丹苏莱曼路的车 

流量并不多，平常曰甚至没有车。

他指出，改道计划也是在闭路电 

视的监控之下，而闭路电视的片段 

则是连线至吉隆坡市政局综合交通 
资讯系统（ITIS)，透过监督，市 

政局也可掌握改道后的路况。

他也明白很多道路使用者现阶段 

尚未不知上述道路会改道，而高峰 

时段的确是会塞车。

“基于上述路口才刚改道，市政局现阶段 

会先研究是否奏效，市政局的意愿是希望这 

是长远性的改道。”

在吉隆坡市政局早前发布的文告指出，为 

了有效改善市中心的交通情况，该局已在焦 

点区展开许多考察和研究，而部分道路会改 

道也是为了让市中心的交通更顺畅，让道路 

使用者顺利进出城。

■^苏丹苏莱 

曼路的红绿 

灯处，也有 

安排人员指 

挥交通。

%

■来自苏丹苏莱曼路的道路使用者只能左转，不能再直走或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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饬4
'wV

1,渺
■清理防洪沟就得出动铲机来将大型垃圾清走。

梳邦再也市會

積極清溝預防水患
(梳邦再也1S日讯）为防止 

近期雨季而引发水灾，梳邦再 
也市议会积极清理区内沟渠， 
并呼吁民众配合，保持环境卫 
生。

° 市议会日前透过发表文告指 
出，市议会承包商工人在进行 
沟渠清理工作时，面对种种困 
难，甚至冒著生命危险去进行 
工作。

文告中说，工人在清理沟渠 
时，经常面对沟渠遭非法遮 
盖，无法进入沟内清理，有 
时候甚至有非法接驳的电缆， 
工人得冒著生命危险去清理沟 
'渠。

°梳邦再也市议会主席诺莱妮 
也指出，近期雨季，所以得更

确保区内的排水系统状况良 
好，能够应付雨季时期的雨水 
量，市议会也时刻确保住宅区 
内的沟渠清理工作是根据时间 
表进行。

她说，市议会目前已清理了 
超过170条沟渠，重点也放在水 

灾黑区。
另外，她也坦言，沟渠阻塞 

物多为垃圾，导致水流不通而 
引起水灾，并举例，在史里肯 
邦安的其中一区，在完成沟渠 
清理后不足一周，沟渠又再塞 
满了各类垃圾。

为此，她呼吁民众，勿再把 
垃圾丟进沟渠，造成沟渠阻塞 
和水流不通，进而引发水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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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米占（右2)逼不及待带领官 

员来一趟“烂路之行”，让官员们亲 
身体会“国门之路”的破烂程度。

/ ■许多道路的> 

破损程度非常严 
重，因此阿茲米占 

希望尽快提升和

\维修。 A

■作为“国门之路”之_的巴 
生港口路，处处都是路洞和凹 
凸不平，犹如第3世界国家。Y議員邀工程局官員體^

(巴生I8日訊）“官员们，亲自来体验，这一条条 

‘囯门之路’，到底有多烂！”

巴生港口贵为我国第=•海港，同时也是国内外经贸的重要关 
卡之一，然而港口一带的道路却犹如第3世界国家，处处危机四 

伏，严重危胁驾车人士的安全，道路安全问题多年来一直没有获 

得关注。
当地巴生港口区州议员阿兹米占自从509大选后，也不断向公 

共工程局“施压”，1；到明年度财政预算案，才终于获得中央 j 
政府破例拨款5000万令吉，作为专属提升这个国家重镇的道路拨 一

11項目需重點提升

经过数小时勘察，当局已至少圈定了 11项需要重点提升的项 

目，包括有路段塌陷、街灯不足、处处窟窿、警示设备不足、路 

肩损坏、道路凹凸不平、树木影响视线等。

阿兹米占向媒体指出，巴生港口是我国最重要的港口，车流量 
非常高，而且重型交通工具频密使用，因此道路素质非常重要。

“但是很多路段常常面对严重破损，结果频频传出车祸意外，

甚至夺走多条宝贵生命，一*再受到工商、运输及市民等不满。’

他说，只有让官员亲身到来走一趟，才能真正体验到人民的困 ：A 苦，也希望官员经过这段勘察后，能够以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为重 

\任，未来可以采取更积极和正面的态度，确保道路安全问题。

出席陪同勘察道路者还包括有巴生市议员哈欣、诺莱查及多个 

当地乡村管理委员会的代表等。

99

/■巴生港□是 
我国第一大港、 

世界第12大港口， 

今年的货柜吐吞量 
\更首度突破千 

\万大关。/

■一些地点经常发生意外，道路还留下许多车 

祸后的痕迹。

巴生港□各路11項重點項目

1) 天桥与道路衔接处破损，导致一些路段塌陷。

2) 街灯严重不足，导致人夜后照明欠佳。

3) 各道路的清洁工作欠佳，很多道路一片脏乱。

4) 多条路段出现窟窿和损毀，最近雨季令问题进一步恶

5) 道路路牌、反光警示灯、各种道路设施损坏或遗失。

6) —些交通指示灯已经失灵。

7) —些道路积水难退，久而久之便形成路洞，例如巴生 

港口路。

8) 甘榜英达岛因太多重型车辆行驶，导致道路两旁路段 

下陷。

9) 许多重型车辆，已经把道路两旁的路肩辗坏。

10) —些机构，例如国能、雪州水供管理有限公司等，在 
挖路进行工程后，没有完善重铺所损坏的道路。 n)路旁美化树没有维护和修剪，影响道路视线和安全， 
例如甘榜本达马大桥一带。

■这条长长的道路“深坑”，让阿茲米占看了也不禁傻眼

■英达岛大道的许多街灯己经失 

灵，人夜后环境一片昏暗，是造成 
交通意外频生的肇因之一。 兹米占指出，巴生港口是国内外贸易及工业重镇，但是过\ 

』去多年来，却因道路安全问题，发生不少夺命车祸，让人 

感到痛心。
他曾于去年8月披露，英达岛大道的道路安全状况最让人担| 

优，因为过去3年来，当地平均每年发生逾千宗车祸，意即每天 k发生至少3宗交通意外，更有不少性命因此丧失“虎口”。

“这条大道繁忙，每周一至周®估计平均每天有逾 
匕 2500辆重型车辆上路，其余天数更是每天上达3500

^ 辆，作为国家重要出入口的‘国门’，巴生港口

^ 道路提升势在必行，避免影响国誉。

同时，他也不忘劝告道路使用者，在此阶 

段小心行驶，应该遵守所有交通规则和

桃a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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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阳）日前再次举办 

惠民活动，活动旨在呼 

盱大家提高公民意识，

为家园创造一个更好的 
王不境。

该°协会秉持著以民为 

本，不忘初心的宗旨，

这一路走来不断为居民 

真心服务，此次派发垃 

圾桶绐居民，希望能够 

建立居民的公民意识，

保持居住环境卫生。

一同出席派垃圾桶活动者也

包括，士拉央国会议员梁自坚 

和士拉央市议员拿督阿茲曼耶 

谷。

图为众人在活动结束前合照 

留念。前排右2为梁自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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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雪腳車賽開啟

數區封路至22日

■艾丽雅（左八起）、凯鲁丁及艾迪法依查等多位嘉宾，为“环雪州”脚 

车赛主持启跑仪式。

这次受“局部”封路 

影响的地区，包括第一 

阶段比赛从英达岛至荅 

冬加里（18日）、第二 

阶段比赛从双溪毛糯至 
加影（1 9日）、第三 

阶段比赛从赛城至蚶山 

(20日）、第四阶段比 

赛从士拉央至大港（21 

曰）以及第五阶段比赛 

从巴生至沙亚南（22 

曰）°

主办单位促请雪州人 

民多加留意，避免误闯 
赛区而受困车龙。(TTE)

(巴生1 8日讯）

“环雪兰莪州”脚车赛 

(Cycling Race Tour De 
Selangor)今早正式在巴 

生英达岛开启赛程。

掌管雪州青年和体育 

及人力资本发展事务的 

行政议员凯鲁丁、雪州 
体育理事会执行董事艾 

迪法依查、巴生市议会

代主席艾丽雅，都在今 

日一同主持赛会的开幕 

仪式。

为了配合比赛，主办 

当局从即日起在雪州数 

个地区进行“局部”封

路 直到本月2 2日

(星期日），雪州人民 

受促留意封路时段，并 

选择替代道路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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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除了不应追溯从今年7月起 
的半年摊格费，市政厅从明年1月开 

始计算的摊格费，也应分成每半年收 

取，才不会造成小贩们的负担。

询及若市厅强行收取18个月的摊格 

费，黄福全无奈道，小贩只能遵从， 

否则无法获得市政厅更新明年度的营 

业执照。他透露，梳邦及八打灵再也 

流动夜市小贩公会已致函灵市政厅， 

要求进行对话，但迄今未有回应，随 
著更新明年度执照的限期逼近，小贩

(巴生18日訊）梳邦及八打靈再也流動夜市小販公會主 

席黃福全針對八打靈再也市政應將向夜市小販徵收一次 

過18個月攤格費，要求靈市政靡考慮好有關決策，並建 

議改從明年1月起才徵收小販的每日3令吉攤格費，而非 

從今年7月開始“追溯”。

商販被指違例擴建 
陳秀溪要求新年後才執法

隆販商公會聯合會顧 

問陳秀溪向雪州各地 

方政府要求，以便能夠在針 

對商販被指違例擴建、在後 

巷清洗碗碟以及在住家經營 

熟食生意的課題通融，並待 

明年農層新年之後才展開執

法行動。
他指出，州内各县市议会 

近来发出通告，表明将从明 

年起展开执法行动对付上述 

商贩造成的情况，联合会同 

时接获投诉，指经营数十年 
来都没有问题，因此希望地

方政府能给予通融。

陈秀溪昨晚出席贩商联合 

会第九届理事首次会议后， 

在新闻发布会上促请执法单 

位一视同仁，不要选择性只 
对付一部分小贩。在场者副 

会长洪本丰、总务张云轩和 

财政郭文滨。

“执法人员需依照程序， 
发出公函和指南让小贩知道 

该怎么做，而不是强行拆

除，对待小贩要有一套标准 

作业方式。”

联合会主席陈联发透露， 

该会将于明年2月22日晚上 
7时，把巴生共和小学大礼 

堂举办会庆暨筹募购置会所 

基金联欢晚宴，筹款目标是 
35令吉，目标是买下巴生仙 

特拉一带的店面单位，呼吁 

各界支持。(TTE)

都希望此事会有转机。

贩商联合会顾问杜来发批评，灵市 

政厅在开会时没有邀请夜市小贩参与 

讨论，试问是否还有当小贩公会存 

在，他也不满自今年6月小贩接获市政 

厅派传单通知后，3个代表小贩的公会 

便要求与市政厅对话，市政厅却要小 

贩签名认同，小贩都不愿签署。

指已議決無從更改

"我有跟市议员了解，他们说市 

政厅会议已作出议决，所以无从更 

改

他透露，今年七、八月时曾求助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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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 
安排其助理约市议员协调解决，市议 

员要小贩直接写信给市长要求对话， 

同时致函多位国州议员，却无人愿出 

来协助。”他强调，小贩不是不配合 

市政厅的政策，只是难以接受从今年7 

月开始收摊格费做法。(TTE)

黃福全：徵18個月攤格費

靈市廳應體恤夜市小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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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雪腳車賽次階段

加影今分階段封路
(加影1 8日讯）由 

雪州体育理事会主办， 

警方、加影市议会以及 

乌鲁冷岳土地局协办的 
201 9年环游雪州脚车赛 

第二阶段（Perlumbaan 
巳asikal Tour De Selangor 
2019 Peringkat Ke- 

2)，加影警方将于明曰 

下午分阶段封路。

加影警区主任扎菲 

说，这场脚车赛将分成 
四个区域来进行，整个 

赛程路段长达159.4公 

里，从双溪毛糯路段开 

始至加影路段，其中有. 
32公里是在加影路段进 

行。对此，警方将于明 

曰下午2时至5时分阶 

段封路^受影响路段如 

下：

民众受促在上述时段 

期间使用替代路线，若 

有任何疑问，可拨电03- 

89114242到加影警区总

部控制室询问详情。

A区域：

安邦了望台（Bukit' 

Tinjau ).-乌鲁冷岳 

安邦路（Jin H/Langat 
Ampang)-十四英里新 

村（Pekan BU4 )-双 

溪德卡里（Sg Tekali) 
-武吉汉都（Bukit 
Hantu )-十四英里□/ 

双溪拉郎（Simpang Bt 
14/Sg Lalang )

B区域：

十四英里□/双溪拉郎 

(Simpang Bt 14 / Sg 
Lalang )-双溪德卡拉 

(Sg Tekala )-双溪拉 

郎路（Jin Sg Lalang ) 

-甘榜巴西（Kg Pasir)

-甘榜斯里丹绒（Kg Sri 
Tanjung )

C区域：

士毛月清真寺交通灯 

□ ( Simpang L/lsyarat 
Masjid Semenyih ) .— P奎

芙路前往士毛月路（Jin 
K/Lumpur/Sban (Jin 
Semenyih)-八打灵再也 

交通灯（L/lsyarat Paling 
Jaya )-双威交通灯 

(L/lsyarat Sunway )- 

科技城交通灯（L/lsyarat 
Bdr Teknologi )-威拉 

拉也交通灯（L/lsyarat 
VHIa Raya )-雅沙再也 

交通灯（L/ Isyarat Asa 
Jaya )-乐苏园交通灯 

(L/lsyarat Tmn Restu ) 

-美华山庄交通灯（L/ 

Isyarat Bukit Mewah ) 

-老港交通灯（L/lsyarat 
Sg Jelok )-热水湖交 

通灯（L/lsyarat Kolam 
Air)

D区域：

热水湖交通灯（L/ 

Isyarat Koiam Air)-武 

吉路交通灯（L/lsyarat 
Jin Bukit)-终点（加影 

市镇Domino Rzza前面路 

段）Penamat (Hadapan 
Domino Pizza Pekan 
Kaj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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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保18日讯）人力资源部发表文告 

指出，配合2020年财政预算案，内阁决定 

在57个主要城市地区实施每月1200令吉 

最低工资。
文告表示，最低工资令将于2020年1 

月1日开始生效，除了主要城市地区外，

其他地区维持11◦◦令吉的最低工资。

文告指出，至于时薪和日薪最低工资 

率，以及根据佣金和每一个工作来计算的 

工资，将会在新的“最低工资令”中详细 

说明。

“内阁是在12月6日的会议上，依据 

2020年财政预算案，做出这项决定。”

文告说，最新的最低工资令是涵盖全 

部私人界，而2018年最低工资令列明的女 

佣则除外。

文告表示，如1955年劳工法令第2条 

文、沙巴劳工法及砂拉越劳工法所阐明 

般，主要城市的1200令吉，还有非主要城 

市的11◦◦令吉最低薪资，是根据员工为雇 

主履行职务的地点来定夺。

文告指出，针对主要城市地区提高最 

低工资是为了减轻劳工在该地区面对 

的高消费生活，而且是逐步实现希盟 

执政首5年要提高最低工资达1500 

令吉的宣言。

最低工资将根据需求进行检讨，

这也符合希盟政府希望在执政首5年内达到1500令吉最低工资 

的意愿。

57个主要城市为柔佛新山、依斯干达公主城 
六甲、槟岛市政庁、威省市政厅、怡保、莎阿南 

瓜拉登嘉楼、古晋北市、古晋南市、美里、亚庇 

巴辖、居銮、古来、麻坡、昔加末、巴西古当 

年、浮罗交怡、古邦巴素、哥打苔鲁、亚罗牙也 

再也、芙蓉、汝来、波德申、仁保、关丹 

绒、江沙、太平、安顺、加央、安邦再也

1200
亚罗士打、马 

八打灵再也、 

吉隆坡、苔株 

居林、双溪大 

野新、汉都亚 

淡马鲁、文冬、曼 

加影、巴生、士拉

央、梳邦再也、雪邦、甘马挽、龙运、巴达旺 

汉、民都鲁、山打根、斗湖、纳闽、布城。#

诗巫、三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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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午来贤i (左2起）_在钱联通陪同派发校 

服、校鞋、包和学校用冗给名孤儿1

雷初生嬰基金眢停
加影18日讯|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表示，雪州初生婴儿基金 

(TAWAS)自2018年暂停接纳申请后，目前暂无替代方案，雪州政府待 

中央政府持续推出惠民政策，减轻州政府负担。

许来贤表示，雪州初生婴儿 

基金每年斥资超过2000万令吉， 

加上申请人数愈发积极，相信金 

额将逐年提高，恐会超过州政府 

的能力范围。

「据悉，中央政府有意推行 

类似的福利政策，所以雪州政府 

将会探讨其它褐利计划。」

他说，为了避免与中央政府 

推出的福利计划重叠，当局才会 

调整惠民政策。

他坦言，雪州政府每年的财 

政预算案，只有逾20亿令吉的总 

拨款，不过往年单单在关爱计划 

上的支出就达到逾亿令吉。

有鉴于此，许来贤说，雪州 

初生婴儿基金（TAWAS )的申请截 

至2018年的年末便暂停，而雪州 

政府至今仍未推出其它新方案。

无论如何，他强调，在2018 

年及之前符合资格并成功申请的

人士，则能持续享有每年100令吉 

的福利直到18岁。

根据媒体报导显示，雪州政 

府于2018年拨款2500万令吉用于 

支付雪州初生婴儿基金。截至今 

年1月31日，符合资格的申请者 

达33万8446人。

领取免费书包

另外，许来贤今日出席大 

道公司举办的「返校活动」时表 

示，其选区明年共有1468名出生 

于2013年的准一年级生，符合资 

格领取免费书包。

他说，目前已超过800人已 

领取免费书包，故他也呼吁其它 

符合资格的学生，尽快到其服务 

中心领取书包。

他补充，雪州政府体恤子 

民，故给予每个州选区300份100

令吉的购物金，好让贫苦家庭可 

以购买开学用品。这笔费用相信 

会在今年底至明年出发给符合资 

格的民众。

Grand Saga大道董事经理钱 

联通也说，今年该公司总共出资 

2万5000令吉，用于赞助90名孤儿 

的斗父园物品。

他说，受惠的90名孤儿来自 

于3个福利中心，分别就读于加影 

国小、加影泰小、贾斯敏花园国 

小、贾斯敏花园国中二校、武吉 

路国中、雀柏花园国小、9英里华 

小和柏林本国中。

雪兰莪子民基金会（YAWAS ) 

主席颜贝倪接受《东方曰报》访 

问时指出，雪州初生婴儿基金已 

于2018年12月31日截停申请。

她补充，该计划自2008年至 

2018年间，总共有逾33万名合格 

会员，预料斥资约5亿2800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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祟光百货商城（SOGO)日前为邀会员举办派对活动，现场 

热闹，充满愉快的佳节气氛。

达鲁益山免费水计划反应欠佳
莎阿南18日讯|达鲁益山

免费水计划将于明年3月正式开 

跑，惟截至本月15日，仅有8万 

3832名用户提出申请。

雪州水务管理公司企业 

通讯主任阿都哈林向《当今雪 

州》表示，提出申请的8万3832 

名用户中，只有4万6941名用户 

提供完整资料，另外2万7415名 

用户的资料不完整，因此当局 

无法协助处理。

「剩下的9026名用户，他 

们的申请仍在处理中。」

阿都哈林也说，雪州政府 

为达鲁益山免费水计划设下的 

目标是70万名用户，目前用户 

的反应明显仍未达标。

有鉴于此，他呼吁符合资 

格的用户赶在12月31日的截止 

曰期前提出申请，以继续享有 

首20立方米免费水的优惠。

符合资格的用户可以 

通过 www.ssipr.selangor.g 

〇v.my.提出申请，或通过 

www.airselangor.com 下载申请表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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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地价收入破10亿
莎阿南18日讯I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 

米鲁丁透露，2019年截至11月，雪州政府 

的地价收入（Kutipan premium ) E经突破 

10亿6600万令吉。

他说，这项成绩比雪州政府原订的目 

标，即10亿令吉税收来的更高。「我刚被 

告知，2019年截至11月，雪州政府的土地 

收入就已经达到10亿6600万令吉，这比雪 

州政府订下10亿令吉的目标来的更高。」

阿米鲁丁是于周二晚上出席与雪州政 

府机构主任的聚餐活动时，向出席者透露 

这项好消息。他赞扬雪州各机构的努力不 

懈，致力提高雪州政府的收入。

另外，阿米鲁丁也说雪州政府调整惠 

民政策已逐渐获得雪州子民的认同。

「当政府宣布调整惠民政策时，确实 

对人民负面的反应感到担忧。但经过我们 

不断的向人民解释，我相信人民已理解雪

州政府调整惠民政策用意。」

他强调，尽管雪州政府一些决定不受 

到欢迎，但只要是正确的事情，而且雪州 

政府透明化处理，最终人民会接受。

梳邦升格为市政厅

阿米鲁丁也宣布，内阁已经批准梳邦 

再也市议会升格为市政厅。梳邦再也也是 

继八打灵再也及莎阿南之后，雪州第三个 

市政厅。

「我曰前会晤房地部长祖莱达，她向 

我传达这项好消息，并出示内阁批准的公 

函。此外，内阁也同意瓜拉冷岳县议会升 

格为市议会。」

大臣说，随著两个地方政府成功升 

格，这也符合雪州政府2019年的愿景，即 

提升及加强地方政府的服务素质。

他补充，雪州政府未来也有意推动瓜 

拉雪兰莪县议会升格为市议会，目前瓜雪

县议会努力尝试满足升格市议会的条件， 

之后就会正式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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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明年提升5交通圈
莎阿南18日讯I为提升与美

化市区交通系统，莎阿南市政厅 

明年起将逐步提升5个交通圈， 

并已征求私人企业领养和美化 

工作。提升工作将会进行短暂封 

路，民众受促选择替代路线避开 

堵车。

莎阿南市长拿督哈里斯披 

露，市政厅明年主要关注市区内 

的道路和基建设施，并会根据阶 

段性进行提升工程。首个工程 

的乃提升靠近玛拉工艺大学，莎 

阿南第二区的交通圈（Bulatan 

Bestari ) °

他指出，工程预计耗资200 

万令吉，交通圈处于第2区、3区 

和7区的交界处，是繁忙交通要道 

之一。因此，施工期间将进行封 

路，民众受促寻找替代路线，驶 

入住宅区道路时请放缓速度。

他透露，每个交通圈的时限 

为20年，过后将进行提升工程。 

目前负责领养第2区交通圈美化 

工程的企业为绿色盛世集团（Era 

world )，美化设计图将由玛拉工

艺大学负责。

哈里斯于今早主持莎阿南市 

政厅今年最后一次常月会议，在 

新闻发布会上向媒体作出以上宣 

布。同时，他亦透露，明年将会 

提升总共5个交通圈，整个莎阿南 

区共有24个交通圈。

他补充，如果明年能够在 

预期内完成上述5个交通圈提升 

工程，市政厅将提升其余的交通 

圈，一旦获得州政府允准，也就 

按部就班展开工作。

哈里斯也透露，市政厅明 

年起将整合投诉机制，投诉部 

门将负责为民众投诉进行分类， 

包括民生投诉（Aduan )、政策 

建议（Cadangan )和政策看法 

(Pandangan )等，以更有效处理 

和解决民生问题。

另一方面，莎阿南市政厅公 

关主任沙林披露，明年1月起， 

莎阿南区内的住家垃圾工程将由 

达鲁益山集团(KDEB)全面接管。 

民众若有垃圾卫生问题，可直接 

向达鲁益山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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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冒睑家莎丽法 
禁使用柔王室勋衔

新山18曰讯|柔佛王室理事会主席阿都拉欣 

发表文告指出，大马女性远征南极团（AWETA) 

主席兼国家冒险家莎丽法博士，已无杈再使用 

柔州王室颁出的「拿汀巴杜卡」勋衔，因其勋 

衔已在2010年被柔佛王室褫夺。

「因此，莎丽法禁止在 

处理远征事务时使用有关勋 

衔。」

阿都拉欣在文告指出， 

柔佛王室理事会被告知- 

名居住在雪州莎阿南的女士 

莎丽法，在组队远征南极计 

划的过程使用拿汀巴杜卡勋 

衔。

他说，理事会查询记 

录确认’莎_法先在2004年 

3月27日获册封柔佛王室拿 

督巴杜卡勋章（DPMJ )， 

并在2005年1 1月6日获册封 

王室拿督斯里巴杜卡勋章 

(SPMJ ) °

「不过，柔佛苏丹依布 

拉欣陛下已在2010年6月4曰 

褫夺莎丽法的两项励衔，因 

此她不能再使用拿汀巴杜卡 

的头衔称呼。』

曾远征南极

这篇文告是于今日上午 

张贴在柔佛苏丹依布拉欣官 

方面子书，并展示2010年褫 

夺勋衔的王室公函，莎丽法 

本人也签名回函。

莎丽法曾在2004年远征 

南极，并埋下一颗时间嚢， 

去年她发起「大马女性远征

5少刚法®囯家冒险家

南极团」，企图重新带回该 

时间囊，惟外界评估该目标 

不切实际。

莎丽法也表示，从南极 

洲研究队发回的报告显示， 

时间囊或许已沉入海中，或 

者身处于美国南极洲研究基 

地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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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18日讯| _名涉及

毒品案的华裔男被告被高庭宣 

判无罪释放，原因是被告并无 

持有被发现毒品住家单位的钥 

匙0

高庭法官拿督阿兹敏解 

释，基于被告并没持有该住家 

单位的钥匙，因此，无法「掌 

控j住家内所发生的事情。

被告林国彬（40岁，清 

洁工，译音）是于2015年2月 

5日于东北县一个公寓单位被 

捕，当时与他一起被捕的还 

有另一名华裔男子张育崔（译 

音）。不过，后者被捕后不幸 

在扣留所因癌症去世。

林国彬在该公寓被捕 

后，带领警方到另一个藏毒的 

住家，不过，当时被告并没有

涉毒被告无罪
该住家的钥匙，最终警方以破 

门的方式进入该住家捜查，并 

捜出2.2公斤的海洛英及1.4公 

斤的安非他命。

因此，警方以危险毒品 

法令第39 ( B )条文提控他们 

两人，_旦罪成，唯一的刑罚 

为死刑。

不过，法官阿兹敏今曰 

表示，调查报告指捜出毒品的 

住家并非被告所拥有，屋主也 

表不不认识被告。该住家是租 

借给一名名叫张文文（译音） 

的人士。

林国彬的代表律师胡赛 

尼也说，主控官并没传召张文 

文上庭供证。

因此，在证据不足的情

被告林囯彬（右）被判无 

罪释放，惟他还需返回扣 

留所，以等待另一宗案件 

的审判。 -蔡升国-

没钥匙成关键
况下，高庭判被告无罪释放。

惟，警方当时也在另- 

个住家单位捜出毒品，因此， 

以两项危险毒品法令提控被 

告。所以，即使被告今日在此 

案无罪释放，他还必须回扣留 

所，以等待另一宗于明年1月 

15曰审判的案件。

随后，胡赛尼也在庭外 

向记者表示，被告除了没有该 

住家的钥匙外，警方也未在该 

住家内捜出属于被告的物品及 

脱氧核糖核酸（DNA )。

至于被告与张育崔之间 

有何关系M也表不不清楚’因 

为当后者在扣留所去世后’警 

方也未提呈有关死者的口供予 

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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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贩商公会吁展延取缔
巴生18日讯|雪隆贩商公

会吁请八打灵市政厅体恤小贩之 

苦，明年度执照费和垃圾费能够 

：斟酌；此外，年关将近盼巴生市 

议会展延取缔，让小贩过完年才 

安心进彳T大整顿！

雪隆贩商公会会长陈联发 

表示，有小贩抱怨生意在逐年减 

少，尤其年关将近，这次农历新 

年来得太早，这期间若不断进行 

严厉取缔，贩商市民肯定叫苦连 

天。

他希望政府体恤贩商和民间 

困境，同时不要耗时间于内斗， 

应该专注招商引资搞好经济。

陈联发是于周二出席雪隆贩 

商公会年终会议后，在记者会上 

作出上述发言。

他透露，雪隆贩商公会将 

在巴生中路巴士站附近物色新会 

所，为此，将于明年2月22日，傍 

晚7点在巴生共和小学举办会庆和 

筹募购置会所基金，目标是35万 

令吉，希望各界慷慨支持。

另外，该会顾问陈秀溪披 

露，雪州各地方政府相继发文 

告！ 2020年将米取彳了动！对付在 

工商业和住宅区非法扩建、卖熟 

食或在后巷洗碗问题。许多同业 

抱怨，指经营者都说经营了几十 

年不曾如此为难。

他说，希望地方政府通融， 

在执法上依照程序，给予公函 

和指南让小贩知道要怎么做，而

不是强行拆除，要有标准作业方 

式给小贩，促请执法单位一视同 

仁，不要选择性执法。

同时，鉴于明年农历新年落 

在一月，他认为，地方政府的取 

缔行动最好能够延期到新年后进 

行。同时也希望业者能配合地方 

政府，改善卫生、在五脚基和阻 

碍交通问题。

出席者包括顾问杜来发、顾 

问陈忠民、副会长洪本丰、财政 

郭文滨、总务张云轩、副总务叶 

金发和交际黄福全等。

雪州贩商公会呼吁政府体恤小贩之苦。左起为叶金发、郭文 

滨、杜来发、陈联发、陈秀溪、陈忠民、张云轩、洪本丰和 

黄福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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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地探险家莎莉法玛芝娜

柔颁勋衔早被褫夺
(新山18日讯）柔佛州王室理

事会披露，柔佛苏丹依布拉欣 

陛下于2010年6月已褫夺极 

地探险家莎莉法玛芝娜的“拿 

汀巴杜卡”勋衔。

陛下面簿今R上载由柔州 

王室理事会主席拿督阿都拉欣 

发出的通告，指柔州王室理事 

会接到通知，据说莎莉法玛芝 

娜正在筹备南极探险团，在处 

理相义活动时仍使用“拿汀巴 

杜卡”头衔。

通告提到，该理事会已确 

定，2004年曾赐封予该探险家 

的第二级拿督（DPMJ)及

2005年赐封的高级拿督勋衔 

(SPMJ)(两个勋衔予女士的 

头衔，皆称拿汀巴杜卡），经 

已在2010年6月4 R被褫 

夺，对方不准及无权在业务上 

使用“拿汀巴杜卡”头衔。

首位征服南极亚洲女性

据知，2004年4月，莎莉 

法玛芝娜是第一名征服南极的 

亚洲女性，也曾于2007年完 

成终级探险大满贳。

她也是一名南极洲女性探 

险导师，准备本月组团到南极 

探险。

洲
女
性
。
【档
案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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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来贤：免与中央政策重叠

雪初生婴儿基金
(加影18日讯）掌管雪州自然环境、绿色科技及消 金（TAWAS)拨款庞大，每年需逾2亿令吉，因 

费人事务的行政议员许来贤说，为了避免和中央政此这项惠民政策已于2018年停止。

府推动的初生婴儿基金重叠，加上雪州初生婴儿基

来贤说，虽然如 

此，从2008年至 

2018年申请成为雪州初生婴 

儿基金的会员仍有效，他们 

可在18岁时提出该笔基金。

在雪州初生婴儿基金受 

惠的成员，从出世到18岁， 

每年有100令吉存款，他们 

可在18岁时提出作为升学或 

丁作之用。

许来贤今R在蕉赖敦胡 

申翁镇Aeon Big超市出席 

“重返校园”活动后，受媒体 

询问时这么说。

款项庞大维持不易

他说，既然中央政府已 

推动初生婴儿基金，就无需 

重复，况且该笔款项庞大， 

要维持也不易…

“州政府每年要拨款逾2 

亿令吉作为该基金的款项， 

而州政府每年的拨款只有20 

多亿令吉，不可能把大笔拨 

款投注在初生婴儿基金内。”

许来贤（左二起）、钱联通与受惠学生在选校服

他说，登记成为初生婴 

儿基金的会员，在一年级新 

学年开学前，他们还会获得 

书包。

他说，在加影州选区， 

2013年登记的初生婴儿有 

1468人，他们将在明年人 

学，目前，逾半的会员已领

取书包。

根据资料，雪州大臣阿 

米鲁丁去年12月在士拉央花 

园国中二校派发上学用品给 

雪州初生婴儿基金的会员时 

说，雪州初生婴儿基金有近 

33万4000名会员。

蕉赖加影大道特许经营

公司Grand Saga拨款2万 

5000令吉进行“返回校园” 

活动，受惠的孤儿有90人， 

来自3间孤儿院。

Grand Saga大道公司执行 

董事钱联通说，这是该公司 

的一项社会责任，以协助家 

境贫穷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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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大臣捎来佳音

梳邦再也升格市政厅

阿米鲁丁宣布梳邦再也市议 

会正式获准升格为市政厅。

(莎阿南18日讯）雪兰莪州双

喜临门，随着瓜拉冷岳县议会 

成功升格，如今梳邦再也市议 

会也获得内阁批准升格为市政 

厅。

这意味着，继莎阿南市政 

厅和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后，梳 

邦再也将成为雪州第二个达到 

市政厅地位的地方政府。

雪兰莪州务大臣拿督斯里

阿米鲁丁是于咋晚在官邸会晤 

3州政府机构主管时当场宣布 

这项好消息。

瓜拉冷岳升格市议会

他说，本身今天会见房屋 

及地方政府部长祖莱达，对方 

亲口证实内阁已正式发函，批 

准梳邦再也市议会升格为市政 

厅的申请。

他说，除了梳邦再也市议 

会获准升格，内阁会议当天也 

正式批准瓜拉冷岳县议会升格 

为市议会。

他促请获准升格的地方政 

府再接再厉，致力提高工作效 

率，为纳税人提供更优质服 

务。

此外，阿米鲁丁说，瓜拉 

雪兰莪县议会0前也在检丨寸和 

整顿，一旦符合条件，将重新 

向当局提呈升格为市议会的申 

请。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瓜雪 

县议会也能晋升为市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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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洞乌鲁新村管委会

获逾万元修会所
向来活跃的甲洞乌鲁新村 

管理委员会，因会所年久设 

施失修，近期获雪州政府拨 

款1万9781令吉更换屋顶及 

拉电工程，预计本月内完 

工。

黄思汉到场跟进会所工程

进度后说，甲洞乌鲁新村毗邻 

马来西亚森林研究院（FRIM) 

以及吉隆坡，位于城市及绿林 

边界，地理及环境都占了优 

势，因此他鼓励村委设法再改 

进新村居住环境，相信能吸引 

更多人尤其游客来该村。

美丽村篮球场工程近竣工
拟办大团拜见证幵幕

(鹅麦18日讯）美丽村耗费30

万令吉改善的篮球场工程近乎 

完工，该村管理委员会计划明 

年鼠年举办盛大新年团拜，凝 

聚居民及见证篮球场的开幕…

篮球场由3州政府新村发 

展事务委员会拨款打造，由于 

公开招标，省下3万3590令 

吉，改善部分包括加盖、增建 

计分台、遮雨棚、球场照明 

灯、围篱，以及重新划上球界 

线等。

掌管新村发展事务委员会 

的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日前在 

鹅麦县新村协调官潘佩玲和美 

丽村管理委员会主席（村长） 

吴沓骏陪同下，巡视工程进 

度。黄思汉当日也巡视多个邻 

近新村建设。

黄思汉指出，州内许多新 

村设有篮球场，州政府向来积

极改善篮球场设施，除了让喜 

欢篮球运动的村民有一个练球 

场所，也提供舒适场地给村委 

办活动。

他希望雪州其他新村积极 

办各项活动，除了节丨火，也可

办环保、亲子及文创等活动， 

带动新村凝聚力，丨丨:新村更有 

活力及动力迈进。

轰埠新村获拨款防洪

怎埠新村获得汚州政府拨 

出10万3830令吉，以加宽新 

村车头路（Jalan Stesen)排水 

道，告别逢雨必淹问题。该村 

曾于去年10月肇大水灾，今 

年8月22日一场大雨，导致 

附近华小淹水，影响教学。

该村管理委员会通过潘佩 

玲向雪州政府新村发展委员会 

提出申请，获批拨款加宽氏约 

200公尺的排水道至直径达 

900毫米及1200毫米的U型 

沟，解决了淹水的问题。

黄思汉在该村管理委员会 

翁才顺陪同巡视丁程后说，之 

前排水道设计不够好以及垃圾 

堵塞造成淹水，如今排水道虽 

加宽，但民众勿再乱丟垃圾， 

以免再次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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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重镇交通繁忙

新闻特区 

巴生港口 记下11破损重点

议员邀官员滕棚之)|
(巴生18日讯）巴生港口州议员阿兹米占与公共工程局官员走_趟“破路之旅”，并__记下11项破损重 

点，好让官员亲身体验通往世界第12大港口的路况有多险象环生！

尽管巴生港口是我国重要港口，也是工业产品输送出国必经之路，惟此车流量高且重型车辆多的路段， 

却常常发生严重破损、路灯不亮等问题。

这
使该区成车祸黑区， 

车祸事故频传，包括 

夺走多条宝贵生命，进而让工 

商业界、运输业者及市民大吐 

槽0

预算案拨5000万修路

巴生港口州议员阿兹米占 

更以此为使命，多次在州议会 

炮轰，为民请命，最终，获财 

政部宣布于明年财政预算案中 

拨出5000万令吉，用作改善和 

维修巴生港口道路，包括维修 

路灯。

接获此拨款喜讯后，阿兹 

米占于周二（17日）亲自接待 

公共工程局官员，实地考察和 

走访巴生港口多条破烂路线， 

以便让官员深人了解市民面对 

的问题。

他强调，只有让官员亲身 

行走，才能真正体会人民疾 

苦，也希望他们能够以道路使 

用者的安全和舒适为重任，未 

来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以解决 

国内道路维修工作，

：

::繞冗'Y
.考:觸:

道路出现的路洞，容易形成积水

“巴生港口州选区可说是国 

内工业重镇，然而，过去多年 

却N路况不佳，以致频传交通 

意外的发生，尤其夺命车祸， 

更是丨丨:人痛心疾首。”

他也不忘苦口婆心劝告道 

路使用者务必小心行驶，就算 

路况不佳是导致意外发生的主 

要原因，但是，驾驶人士和摩 

托车骑士也应谨记遵守交通规

?鹩(逢

则，尤其雨季期间更要多注意 

行驶安全。

陪同出席的包括市议员哈 

欣、诺莱查及多个乡村社区管 

理理事会代表《

巴生港口“破路之旅”的11项投诉

1. 天桥与路段衔接处损坏，导致行驶路段塌下

2. 夜间时段，路灯不亮，驾驶者被迫摸黑行驶

3. 道路没有进行完善清洁工作

4. 多条路段出现路洞和损毁，尤其雨季期间，损坏问题更加 

严重。

5. 道路路牌、反光警示灯及各种设施不见或损坏。

6. 交通指示灯没有运作。

7. 一些道路出现积水问题，比如拉惹穆达慕沙路因路洞而出 

现严重积水情况。

8. 英达岛甘榜区因重型车辆行驶关系，导致道路左右两旁路 

段下陷。

9. 重型车辆碾坏路肩。

10. 公共设施公司，如国家能源公司或雪州水供管理有限公司 

在完成工程后，却没有完善铺设或修补所损坏的道路。

11. 没有维护和修剪路旁美化树，如位于甘榜本达马大桥一
-H+
市0

阿兹米占向官员指出，天桥与道路衔接处已损坏，轿车行驶 

时，容易感受下塌情况。

路况不佳，驾驶者经过凹凸不平路段时，轿车明显摇晃不 

定。重
毁
坏
现

有
完
善
修

阿
兹
米

平均每天3交通意外
巴生港口贵为国内外贸易 

及工业重镇，却因路况欠佳引 

担忧，其中，英达岛大道过去 

2015至2017的3年里，平均 

每年发生逾T宗车祸，意即每 

天发生至少发生3宗交通意 

外0

阿兹米占表示，本身于去 

年8月就提出上述数据，旨在 

提醒政府要关注问题的严重

性，毕竟道路安全也多次引发 

夺命车祸，让人痛心疾首。

“这是一条繁忙大道，根据 

统计，每周一至周三估计平均 

每天有逾2500辆重型车辆上 

路，其余天数则是每天有高达 

3500辆上路，巴生港口作为国 

家商品出人口的重要关口，其 

道路设施必须得到完善提升及 

维护，才不会让国人蒙羞。”

现
象
。

修
补
，在
重
型
车
辆
碾
过
后
，出
现
严
 

占

{

右

)
向
官
员
说
明
，路
段
因
为
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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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5交删改进美化
(巴生18日讯）莎阿南市政厅将于明年分阶段改 

进5个交通圈，同时交由私人企业“领养”及美 

化。

莎阿南市长拿督哈利斯表示，市政厅改进的

首个交通圈是靠近玛拉工艺大学，莎阿南第二区 

的交通圈（Bulatan Bestari)，工程预计耗资200 

万令吉，而该交通圈位于第2区、3区和7区的 

交界处，是繁忙交通要道之一。

哈利斯表不，该工程已在 

12月14日展开，丁程展 

开期间会封路，以便承包商能顺利 

进行工程，预计在2个月内竣工-

他希望莎阿南市民在工程期 

间，避免使用该交通圈及选择使用 

其他道路，以避免交通阻塞。

哈利斯是出席莎阿南常月会议 

时这么说他表示，莎阿南交通圈 

20年期限已到，故市政厅会陆续 

分阶段改进市内24个交通圈，而 

明年将会改进至少5个交通圈。

依不同主题美化交通圈

另外，他指出，市政厅也在美 

化交通圈，此活动将会交由私人企 

业来“领养”，包括美化、保养及 

清洁的，这可为市政厅省下不少费 

用，而每个交通圈的美化设计会根 

据不同的主题来进行。

“目前已有5间企业同意领养 

交通圈，包括绿色盛世集团、 

SimeDai.by、LBS、Toyota 以 及 

Worldwide 〇 n

他透露，目前负责领养第2区 

交通圈美化工程的企业为绿色盛世 

集团，美化设计图将由玛拉工艺大 

学负责。

他说，市政厅将会先改进交通 

圈的道路，之后私人企业才会美 

化。

•M

置議
哈利斯（右）指市政厅会分阶段改进市内的交通圈。右二为莫哈末拉希迪及彻勒米

分类处理提高效率

莎市厅明年设投诉部
莎阿南市政厅明年起 

将成立投诉部门，以整合 

及分类公众的投诉，让市 

政厅更有效率地解决问 

题。

他说，以往民众的投 

诉会牵涉到许多不同的部 

门，加上以往的投诉未有 

经过分类，即使是建议和 

意见都会被归类在投诉方

面，这让市政厅耽误了解 

决民生问题的时间。

“今年3万4000宗的 

投诉，其实一部分都是市 

民的意见和建议，总数才 

会这么高。”

他表示，借由成立该 

部门，市政厅将会审视和 

监督，将民生投诉、政策 

建议和政策意见分类，以

il:市政厅更有效地解决民 

生问题，不会浪费时间。

莎阿南市政厅公关小 

组主任沙林表示，达鲁益 

山公司将于明年1月1 FI 

接手莎阿南的家居垃圾清 

洁工作，而公共空间清洁 

工作，包括草场、道路和 

沟渠，要等到清洁工承包 

商的合约结束，预计将在 

明年年中交由达鲁益山公 

司负责。

出席者包括副市长莫 

哈末拉希迪，以及莎阿南 

市政厅副秘书彻勒米。

工程期间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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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工人清沟挖出摩托车残骇
(梳邦再也18日讯）史里肯邦安的大沟变成公共垃圾场，甚至挖出摩托车残骇，梳邦再也 

市议会惊讶不已。

新闻特区 

梳邦史里肯邦安

市议会惊讶不已。

梳邦再也市议会主席诺莱妮发文告说，当局日前展开清沟行动疏通排水系统，以防范 

水灾来袭时淹水，不料垃圾承包商在史里肯邦安一条大沟内，挖出沙发、园艺垃圾、摩托

车残骇和各类垃圾-

她说，垃圾丁_人在清理大沟面对大挑战，包 她说，垃圾丁_人在清理大沟面对大挑战，包 

括没通道进人大沟内，大沟内违例建筑、非法电 

缆等等，工人有电殛风险。

她相信是周遭居民所为，并表示将会清理辖 

区逾170条沟渠，尤其是坐落水灾黑区的沟渠。

“市议会清理辖区的排水系统，包括拟定时 

间表清理大沟内的垃圾，以确保沟渠顺畅排水， 

小'会对民众造成影响。”

从大沟内挖出的摩托车残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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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秀溪：禁住家卖吃后巷洗碗

“请给小贩一口饭吃”
(巴生18日讯）雪隆贩商联合会顾问陈秀溪说，雪州地方政府频 

发文告，2020年将采取行动，对付在工商业住宅区非法扩建、

卖吃或在后巷洗碗小贩。

“我们接到同业投诉，指经营了几十年都没这种事情，希望地方政府通融。”

雪隆贩商联合会记者会

雪隆贩商联合会召开记者会，前排坐者左起叶金发、郭文滨、杜来发、陈联发、陈秀溪、陈忠 

明、张云轩、洪本丰及黄福全。

叶金发盼交通罚款折扣

秀溪说，当局在执法 
时须依照程序，根据 

标准作业方式，给小贩公函和 

指南，丨丨:小贩知道要怎么做， 

而不是强行拆除，他促请执法 

单位一视同仁，不要选择性只 

对付一部分小贩。

他说，明年的华人农历新 

年落在1月，盼当局延期到新 

年后执行，希望业者配合地方 

政府，改善卫生问题、避免在 

店屋前五脚基营业和阻碍交 

迪。

他咋晚在该会召开理事会 

议后的记者会这样宣布

出席者有该联合会会氏陈 

联发和陈忠明、副会氏洪本 

丰、财政郭文滨、总务张云 

轩、副总务叶金发及交际黄福 

全等。

明年2月办会庆晚宴

雪隆贩商联合会定于2020 

年2月22日晚上7时，在共 

和华小礼堂举办会庆和筹募购 

置会所基金晚宴，目标为35 

万令吉|

会氏陈联发说，该联合会 

计划在巴生中环巴士总站一带 

购买一层店面充作会所，以便

雪隆贩商联合会交际黄福 

全指出，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于 

今年6月，突然通知夜市小贩 

业者，需在7月起缴清7月到 

2020年12月共18个月的清洁 

费，否则不能更新明年执照， 

令小贩们吃不消。

黄福企也是梳邦及八打灵 

再也流动夜市小贩公会主席， 

他说，该会发出公函，要求和

日后推广业务。

此外，他表示，农历新年 

即将来临，但贩商生意年年减 

少，市民也叫苦连天。为此， 

他呼叮政府不要再搞政治把 

戏，反之应多招商1资，搞好 

国家经济，助提高人民的收 

入。

顾问陈忠明则说，年饼标 

签注册事件引起市场混乱，家 

庭主妇每年一次做年饼自卖赚 

外快，并非批发给商店，促请 

政府深人考虑，不要给市民增 

加负扭。

灵市政厅对话会，以及豁免今 

年下半年垃圾费，明年才开始 

实行清洁费，惟迄今未有回 

应。

他说，在2016年前，时任 

大臣曾宣布灵市小贩执照，包 

括垃圾费免费，一个位的年执 

照费约208令吉，今年小贩要 

更新执照时，市议员却说要追 

回今年7月起的清洁费，令小

雪隆贩商联合会副总务 

叶金发说，基于交通罚款高 

昂，呼吁交通部长陆兆福考 

量市民负担，给予交通罚单 

折扣。

他也是巴生市区流动小 

贩公会主席。

他说，最近常下雨，频 

频发生交通意外，车辆路滑

贩觉得不公平。

盼半年征收一次

“我们被要求从明年1月 

开始，一次过缴清。夜市一个 

摊位3令吉，一年52星期共 

156令吉，若一星期摆摊4 

次，有4个摊位，要付3744 

令吉。”

他说，行情不好，每晚下

撞石墩，报警索赔车险之 

余，也接交通罚单。

“巴生市议会交即R起 

至今年杪也提供罚单折扣， 

每张罚单扣15令吉，希望 

民众尽快缴还，W明年起巴 

生市议会将绑定罚单和不给 

折扣，小贩无法更新执
昭0 ”

雨，夜市生意受影响，学校开 

学和过年，生活费用高，希望 

州政府体恤人民，改为每6个 

月收一次，减轻人民负担。

该会顾问杜来发指曾就此 

事，向市议员和州议员求助， 

惟不被理睬包括于七八月，联 

络行政议员黄思汉，对方促他 

向市议员及市氏反映。

他说，政府只豁免小贩执 

照费到2018年，小贩不是不愿 

配合，只是要求豁免今年下半 

年垃圾费，明年才开始实行-

黄福全：欲晤灵市厅谈清洁费无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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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斯：更有效分門別類

設管委會處理投訴
(沙亚南is日讯）沙亚 

南市长拿督哈利斯表示，沙 

亚南市政厅将成立-•个投诉 

管理委员会，以更有效处理 

民众投诉及将投诉分门别类 

处理。

他今日主持沙亚南市政 

厅常月会议时表示，市政厅 

过去由-个部门监管投诉T 

作，每年平均接获3万4000宗 

个案，惟在这些个案当中， 

除了投诉个案外，另外也有 

部份个案是属于建议或个人 

意见。

“这也导致市政厅的

投诉个案数据偏高，尽管市 

政厅在接获投诉后有采取行 
动及展开监管丁作，但没 

有专门的部门去处理投诉个
安 ”

〇

他说，•旦成立投诉委 

员会后，市政厅将会把接获 

的投诉个案、建议及意见等 

分门别类，再将投诉反映至 

相关的部门，让他们在最短 

时间内采取行动。

“无论如何，我们只是 

进行内部调整，民众还是可 

如常进行投诉，没有影响他 

们进行投诉。”

哈;
市政厅目 

前展开提升基本设施 
T程，包括提升管辖范围内的24 

个交通圈。他说，在工程进行期 

间，必须暂时关闭进行工程的路 

段，驾驶人士必须根据交通指示 

行驶
“基本设施已有20年未提 

升，大部分已非常陈旧，市政厅 

希望经过这次的提升后，可耐20 
年〇 ’’

他说，市政厅目前在提升柏 

斯达利交通圈，该交通圈附近的 
路段已暂时关闭，直到工程竣T 

为止。他说，提升T.程预计在两 

个月内完成，驾驶人士受促在这 

段期间遵守交通指示使用替代路 

线或暂时避免使用该交通圈c 

“由于部分替代路线路段位

提升24交通圈
于花园路段，驾驶人士受促放缓 

车速行驶。”

每个工程耗200万令吉
他说，每个交通圈提升工程 

需耗资200万令吉，因此市政厅 

将分阶段进行提升工程，预计明 
年将提升5个交通圈。.

“市政厅完成交通圈提升T 

程后，将开放给私人企业公司领 

养，并由领养的公司负责交通圈 
的美化T.作。”

他说，目前已有5间私人企 

业公司领养交通圈的美化丁作， 

包括绿盛世（Ec。World )、森 

那美、林木生集团及丰田汽车 

等。

“我们将会要求领养的公 

司配合主题为交通圈进行美化工 

作，如位于玛拉工艺大学附近的 

交通圈以知识为主题及沙亚南美 
拉华蒂室内体育馆附近的交通圈 

将以体育为主题。”

达鲁益山集团 
明年接管垃圾收集
另-方面，哈利斯表示，达 

鲁益山集团将于明年1月1日正式 

接管市政厅固体垃圾收集工作及 

预计明年中开始接管公共卫生清 

理工作。

“市政厅已透过媒体、户外 

告示牌及网络等方式通知民众， 

告知他们该消息，并要求他们日 

后向达鲁益山公司投诉关于垃圾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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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學習輔導教育學會培訓營啓發青少年潛能

众嘉宾与营员及工委们合照。

(蒲种18日讯）全民学习辅导教 

育学会日前与梳邦再也市议会第十区 
居委会，联办3天2夜的第二届“潜能 

无限2.0”青少年潜能培训营。

该营会课程和活动旨在激发青少 

年的各种潜能，包括想像力、创意、 

探索、准确地理解、感受、表达、选 

择、勇敢和智慧，以让青少年能确认 

自己的价值，对自己有正面的评价。

上述培训营邀请到雪州行政议员 

暨金銮区州议员黄思汉和梳邦再也市

议员黄小真主持开幕。

黄思汉在致词时，不忘鼓励在座 

的青少年多关心时事，随着国会通过 
18岁投票修宪后，部分在座的营员在 

下一届大选即将成为首投族，履行公 

民的责任。

他也提醒，在网络及社交媒体上 

阅读新闻，不要只停留在标题，反之 

是要阅读整篇新闻报道，才能获得正 
石龟的讯自

培ijif营的课程多元又精彩，营

会的课程内容包括“生涯规划”、 

“关爱社会，关你什么事”、“我是 

谁？ ”及“社会礼仪”。主办单位邀 

请到尊孔独中教公民教育的黄翠妮老 

师，通过小游戏让营员发觉社会是多 

元的，只有互相尊敬与容纳才能达到 

和睦共处。

有兴趣参与全民学习辅导教育 
学会的活动，可浏览脸书https://www. 

facebook.com/lfamalaysia，或联络 

(012-346 0903/012-558 880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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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路環遊雪州腳車賽 多II分階段封路
(八打灵再也18日讯）配合2019年环游雪 

州脚车赛第二阶段的进行，警方将于明日下午 

分阶段封路。

加影警区主任扎菲助理总监指出，第二阶 

段的赛事由雪州体育理事会主办，警方、加影 

市议会及乌鲁冷岳土地局协办的脚车赛，赛程 
路段长达159.4公里，从双溪毛糯路段开始至加 

影路段，其中有32公里是在加影地域进行^

他说，民众受促在上述时段期间使用替 
代路线，若有任何疑问，可拨电：03- 8911 

4242,到加影警区总部行动室询问详情。

扎菲指出，警方把赛程划分成4个区域，并 

将分区域于明日下午2时至5时阶段性封路；受 

影响路段如下：
A区：

安邦瞭望台-乌冷安邦路-呀吃14里新村- 

双溪德卡里（Sg. Tekali )-武吉汉都（Bukit 

Hantu)-呀吃14英里新村路口 /双溪拉郎

巳区：

呀吃14英里路口/双溪拉郎-双溪德卡拉- 

双溪拉郎路-甘榜巴西-甘榜斯里丹绒
C区：

士毛月清真寺交通灯口-隆芙路往士毛月 

路-八打灵再也交通灯-双威交通灯-科技城交 

通灯-威拉拉也交通灯-雅沙再也交通灯-乐苏 

园交通灯-美华山庄交通灯-老港交通灯-水塘 

交通灯
D区：

热水湖交通灯-武吉路交通灯-终点（加影 
市镇Domino Pizza前面路段）

丽
八
凯
艾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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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艾
左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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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讯）由U Mobile开发运营之GoPayz多用途电子钱包，即日起授权雪 

州慈善机构（Lembaga Zakat Selangor-LZS )为托收代理，让该州的穆斯林得以 

通过GoPayz应用程式或网页，使用电子钱包领域首创之伊斯兰慈善事业服务。

GoPayz電子錢包

LZS慈善托收服务适用范 

围包括所得税、公积金、慈善 

商务、慈善事业、慈善股份、 
黄金、白银、Qadha Zakat、 

Zakat Fitrah及慈善机构（-次 

过支付）.〇.
U Mobile集团首席 

执行员黄显德指出， 
GoPayz并非单纯的电 

f钱包，而是-个

无障碍数字金融与 

现代化生活方式服 

务平台，随着与 

LZS达致双向合作 

协议，■州的穆 

斯林可通过安全 

有效的数字生态系 

随时随地行善Q 

黄显德强调，与LZS 

的协作仅是无现金慈善

服务的开通阶段，该品牌将 

承诺继续扩大服务范畴，进 

而为庞大客户群提供无限的 

便利。
通过GoPayz无现金方式而 

履行穆斯林慈善义务的方法很 
简单，仅需通过GoPayz应用程 

式或登录 www.gopayz.com.my， 

点击LZS伊斯兰慈善服务网 
页，再填写详细信息即可晋人 

慈善意向页面，选择付款方式 

之后即完成交易。

值得•提的是，GoPayz数 

字生态系统的开发，不仅服务 
于U Mobile用户，也开放予其 

他数据网络品牌。

LZS首席执行员赛波尔雅 

山出席了 GoPayz电子钱包新服 

务推展礼〇_ (JM)

10 http://bit.ly/GoPayz

穆斯林隨時隨地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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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貨攤租RM2500
狂飆2.5倍儺販咋舌

■-

-

@黄:賴皇冠城

報道►李景志

(加影18日讯） 

多名摊贩申诉，蕉赖 

皇冠城唯——个年货 

市集被一"主办单位 

承办后，租金忽然狂 

飙，令摊贩咋舌，慨 

叹迫不得已要“非法 

摆摊”。

这些摊贩在1 1月

t皇冠
城唯----- ■个有
准证的年货市 

集，摆摊期从 
12月15日开始 

至明年1月24 

曰，目前暂不 
见任何摊贩做 

年货生意3

底向市议会申请年货 

摊位，近期却获通知 

有关申请并无问题， 

只是他们要租摊位卖 

年货，必须向有关主 

办单位租用，而摊贩 

从网上知悉一个摊位 

租金收费2500令吉， 

比起他们过去向市议 

会申请的费用高出2.5

申訴租金高擺攤期短

摊贩李赐发（左起）及陈相如对年货市 

集租金过高问题，向李文彬（右）反映。

倍

名摊贩就有关问题向万宜社 

青团团长李文彬作出投诉， 

他们反映过去数年未有年货市集之 

前，他们向市议会申请年货摊位，- 

个摊位收费约1000令吉，如今改由- 

个主办单位承办年货市集，他们除了 

面对高租金，摆摊期又短。

他们向《大都会》社区报说， 

市道情况一年比•年差，年货生意不 

容易做，租金太高只会增加摊贩的成 

本，他们不反对由谁承办年货市集， 

可是租金方面不该飙升太高，如此高

租金，摊贩生意怎样做。

他们说，其中两名摊贩合共4个 

摊位，专卖年饼、肉乾及礼篮等，以 
往只需4000令吉的费用，如果参加年 

货市集就要1万令吉，还未计算年货成 

本，生意好不好也无法估计。

摊贩扬言“非法摆摊”

他们表示，他们无法应付庞大 

的摊位租金，此举迫他们“非法摆 

摊”，他们不要做赔本生意。

“我们做摊贩的，也是住在皇

冠城十多年的居民，顾客以当地人为 

主，但这里不是非常旺区，生意不好 

做。”

他们披露，当地市议员已透过报 

章说明，如果在路边非法摆摊会面对 

市议会执法组征收一定的费用，如此 

-来，他们宁可被执法组征收所谓的 

-定费用，也不要支付过高租金。

该年货市集在上星期已设帐篷， 

至目前为止，未见任何摊贩做生意， 
据悉至少5名摊贩有意做年货生意，但 

被高租金吓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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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贩商公会联合会召开第九届理事首次会议，讨论多项攸关小贩的课题。前左起叶金发、

郭文滨、杜来发、陈联发、陈秀溪、陈忠民、张云轩、洪本丰及黄福全。

雪隆販商聯會盼縣市議會通融雪隆販商聯會盼縣市議會通融

“藝■後才取鏞
(巴生18日讯）雪隆贩商公会联合 

会顾问陈秀溪要求雪州各地方政府， 

能通融展延至明年农历新年后，才针 

对小贩小商被指违例扩建、在后巷洗 

碗或在住区售卖熟食的课题展开执法 

行动，并促请业者多配合地方政府规 

定，改善环境卫生、在五脚基摆桌椅 

和阻碍交通问题^

他指出，随着各县市议会近来频发文 

告，表明将从明年起采取行动，执法对付小 

贩在住宅区售卖熟食、非法扩建和后巷洗碗 

现象，联合会接获了同业投诉，指经营数十 

年来都没有问题，因此促请地方政府能多加 

通融。

他昨晚出席贩商联合会第九届理事首次 

会议后，在新闻发布会上促请促请执法单位 

-视同仁，不要选择性只对付•部分小贩。

“执法人员需在执法上依照程序，给 

予公函和指南让小贩知道要怎么做，而不是 

强行拆除，对待小贩要有一套标准作业方 

式。”

出席者有联合会副会长洪本丰，总务张 

云轩和财政郭文滨》

葉金發：盼交通罰單打折

联
合会副总务兼巴生市区流动小贩公会主席叶金发表示，基 

于最近常下雨，雨天车辆容易打滑撞上路堤，车主为了向 

车险公司索偿不得已报警，却被开交通罚单造成负担，有者的罚款额 

甚至“千千声”，促请交通部长陆兆福能给予交通罚单折扣。

他呼吁，市民把握巴生市议会近来配合圣诞节和岁末推出，交 
通罚单低至15令吉罚款额的偿还优惠，把手上积欠的罚单全数还清， 

否则市议会从明年起把所有罚单同营业执照绑定后，届时拖欠罚款的 

小贩不能获更新年度执照。

黃福全：反對一次徵18個月攤格費

灵市政厅要向夜市小贩收 
-次性18个月摊格费， 

小贩吁市厅好好考虑决策，并尽 

快与小贩进行对话。

黄福全：要求 

灵市厅从明年1月 

起，才开始收每日3 

令吉夜市摊格费， 

且分每半年收，而 

非预收整年。

促应改成每半年收费

梳邦及八打灵再也流动夜市 

小贩公会主席黄福全要求八打灵 

再也市政厅，从明年1月起才征收 

夜市小贩的每日3令吉摊格费，而 

非“追溯”从今年7月开始，-次 

过收取18个月到明年12月的摊格 

费，否则拥有多个摊格的夜市小 

贩，将需承担数千令吉的额外开 

支。

也是雪隆贩商公会联合会交 

际的他，以本身每周在灵市各区 
摆夜市4天为例，表明他需承担的 

18个月摊格费总额为3744令吉， 

促请灵市厅能体恤小贩辛苦。

“由于拥有4个摊格，我在-- 

晚的夜市摊格费为12令吉，-个 

星期在不同地方摆4天的费用为48 

令吉，•年52周即2496令吉，半 

年则1248令吉。”

他认为，除了不应追溯从今 
年7月起的半年摊格费，市厅从明 

年1月开始计算的摊格费，也应分 

成至少每半年收取，才不会造成 

夜市小贩负担。

陳忠民：

年餅貼標籤困擾主婦
g合会顾问陈忠民表示，该会支持董总的 

M反对爪夷文教学立场，但基于没有受 

邀，所以不会出席由董总号召的1228华团大会。

他促请政府应考虑年饼要注册标签的措施， 

因年饼通常是家庭主妇为了赚外快帮补家用，- 

旦强制要标签，将会形成混乱，除非是大规模批 

发给店家售卖则不同。

杜來發：市廳沒邀小販商討

贩
;商联合会顾问杜来 

-发批评，灵市厅在 

召开会议时没邀请夜市小贩参 

与讨论，试问是否还有当小贩 
公会存在，并不满自今年6月 

小贩接获市厅派传单通知后，

3个代表小贩的公会便要求与 

市厅洽商，市厅却要小贩签名 

认同，所以小贩不愿签署。

“我有跟市议员了解，他

们说市厅会议已作议决，所以 

无从改变。”

他透露，今年七八月时求 
助于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 

交通及华人新村发展事务的行 

政议员黄思汉，后者安排其助 

理约市议员协调解决，市议员 

要小贩直接写信给市长要求对 

话，但同时致函给国州议员， 

却无人出来协助。”

陳聯發：

明年2月22辦

联

丨款宴
合会主席陈联发透露， 
该会将于明年2月22日晚 

上7时，在巴生共和小学大礼堂举 

办会庆暨筹募购置会所基金联欢晚 
宴，筹款目标是35万令吉，目标是 

买下巴生仙特拉•带的店面单位， 

呼吁各界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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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大掃除簡報
&俊雄透露，该巴刹将于本 

月23日进行大扫除，同时灵 

市政厅官员也将在当天给予小贩一次 

简报，告诉大家如何处理垃圾问题、 

摊位该如何摆设、若小贩没有营业时 

该如何成交表格向当局解释休息原因 

等。
他说，小贩将于24日大清早迁人 

新巴刹，并立即开始营业。

報道►伍思薇

(八打灵再也18日讯）灵市 

SS2/62路早市巴刹小贩确定于圣 

诞节前夕（24日）迁入新巴刹！ 

灵市SS2/62路早市巴刹第二阶段 

的增设有盖走廊及美化工程按照原定 
计划竣工后，小贩们也在本月16日到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公民礼堂进行摊位 

抽签仪式。1

許俊雄：
16小販處待定狀態

林敬發:可在周内自由換位

许俊雄：尽 
管灵市SS2/62路 

j市巴刹大部分 

小贩已完成摊位 

抽签仪式，目前 
还有16名小贩处 

于4定状态，未 

能抽签。

早市巴刹小贩 

小商公会总务 

林敬发表示，距离所有小贩 

迁人新巴刹还剩 '个星期的时 

间，但还有许多事情未安排 

好，其中也包括巴刹的水管设 

置。

他说，摊位抽签仪式结束 

后，有约40%的小贩不满意自 

己抽到的位置，因此接下来数

日大家都会忙着更换位置。

“官员给大家一个星期的 

时间来自由换位，只要双方协 
商好并填写表格，就可交换摊 

位位置：”

他表示，小贩们为了换位 
-事忙得一团乱，因为大家都 

不知道自己心仪的位置被哪位 

小贩抽中，需要多方询问才可 

确定。

小販想與“鄰居”一起擺檔

林Iw都想要与互相熟悉 

及相处了好几年的“邻居”- 

起摆档，因互相了解对方货品 

的价格，若有…方有急事需暂 

时离开摊位，还有邻居可协助

顾档口及帮忙与顾客交易。

“还有…些小贩曾吵架 

或感情不好，偏偏抽签时抽到 

了一起，他们就吵着要换位， 

以免未来营、丨丨(时经常发生口 

角c ”

林敬发：摊 
位抽签仪式结束 

后，有约40%的 

小贩不满意自己 

抽到的位置，因 

此接下来数日大 

家都会忙着更换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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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售南北大道須公開透明

废；
:除大道收费，全面 

，检讨收费大道合 

约，乃是希盟政府竞选宣言里 

的主要承诺。自希盟上台执政 

以后，有关政府欲脱售南北大 

道的传闻不绝于耳。脱售南北 

大道的主因，旨在期望降低现 

有过路费，以减轻大道使用者 

的生活负担，同时亦可减缓政 

府债务

尽管如此，内阁至今对脱 

售南北大道与否并没有一致对 

外立场：首相马哈迪和负责全 

国大道收费站的工程部长巴鲁 

比安倾向脱售，经济事务部长 

阿兹敏则持反对立场并嘲讽除 

非收购公司愿意废除过路费， 

否则脱售后向人民征收更高过 

路费，则有违希盟竞选宣言。
拥有51%的国库控股和 

49%的雇员公积金早前则表示 

没有兴趣脱售南北大道股权， 

甚至更传出财政部正考虑收购 

国库控股的南北大道股权。

如果政府无意脱售，则应 

尽快对外宣布政府在短期内并 

无意脱售南北大道，以便一劳 

永逸解决过去两年大众对于脱 

售南北大道的揣测，以及影响 

市场的不稳定性6

倘若政府有意脱售南北大 

道，则应在公开透明的招标机 

制下进行，由政府先说明脱售 

的缘由和条件，如愿意释出的 

股权数、融资担保方式、大道 

特许经营权可否延长、过路费 

必须降低多少，以及其他附带 
条件象

为°什么公开招标乃至统 

-说明并审核脱售的程序很重 

要？因为截至目前，T程部共 

收到4家公司或联盟提出收购 

南北大道的献议，但是四者提 

出的献购条件并不•致，这难 

于让大众进行评估，有者着重 

在收费和特许经营权，有者聚 

焦降低大道的维护成本和照明

城鄕大桌1

丁傑隆
雪州安邦再也市议员

设备，那政府到最后是依赖什 

么正当基础来决定转售对象？

再来则是为什么只有这 

几家公司获得邀请提出献购， 

而非其他能力更好的企业？毕 

竟其中•方献购者兼土著企业 
家哈林沙辖（Halim Saad )被 

视为是马哈迪和前财长敦达因 
的亲信，也在90年代亚洲金融 

风暴以前曾透过其辖下公司掌 

控南北大道，这不禁会让人猜 

疑0

更重要的是，脱售南北大 

道的核心主旨必须回到希盟的 

竞选宣言，即检讨大道收费合 

约乃是要降低人民生活负担， 

以人民利益为依归
不管是谁掌控南北大道，

-般民众最关心的是过路费的 

调整、大道特许经营权期限是 

否延长，以及南北大道的基本 

设施是否获得提升？如果转售 

对象没有履行承诺，政府可否 

采取对付行动？而非重蹈前朝 

政府落实私营化计划的苦果， 

暴利由私人财团和朋党瓜分， 

损失则由国家和社会大众来承 

担。

据闻内阁已经委任独立 

顾问团对脱售南北大道进行全 

面研究，此报告也应向国会提 

呈，或者对于政府任何大型计 

划的采购或释出，理应由国会 

成立跨党派委员会来审核程序 

与条件，再向内阁提呈，才能 

体现问责精神，向大众有所交 

代，以赢回选民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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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人和民族乐团凭藉高超的演奏水平，摘下“2019马来西亚华乐合奏大赛”第一奖宝座。

(吉隆坡18日讯）由雪隆海南会馆主办，雪隆 

海南会馆青年团为执行单位的“2019马来西亚华乐 

合奏大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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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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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上述赛事的第二奖和第=奖分别为马来

西亚世纪华乐团，以及来自柔佛州的新山南艺华乐 

团；安慰奖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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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团及公教中学华乐团。
这项睽违7年的本地华乐盛事，集合了来自全 

马各地的华乐爱好者及表演者，集聚•堂，共襄 

盛举：大赛邀请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主持开幕 

礼，惟他未克出席，由万津区州议员刘永山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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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才榮盼繼推動華樂文化
i隆海南会馆会长丁才荣博士在开幕礼 

致词时指出，在大赛中夺冠的队伍， 

将受邀参加该会的大型活动，并担任表演嘉宾， 

如该会的会庆；而费用由该会负责，以示奖励， 

同时借此发挥继续推动华乐的抛砖引玉作用。

另外，筹委会主席邢福集表示，青年团是累 
积6届12年的经验，以及母会的重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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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及透明的赛制，初赛和决赛总和作 

为决定:

该会邀请5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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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赵俊毅 

(马来西亚）：，

参赛队伍全神贯注，呈献最完美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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