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leh Ruwaida Md Zain
bhnews@bh.com.my

Shah Alam: Peniaga yang masih
membekalkan beg dan penyedut
minuman plastik mungkin tidak
dibenarkan memperbaharui le-
sen perniagaan pada masa de-
pan.
Kerajaan negeri merancang

untukmemperkenalkan langkah
lebih tegas secara berperingkat,
termasuk tidak memperbaharui
lesen perniagaan peniaga yang
gagal mematuhi syarat lesen ber-
kaitan pembekalan beg dan pe-
nyedut minuman plastik.
EXCO Alam Sekitar, Tekno-

logi Hijau dan Hal Ehwal Peng-
guna, Sains, Teknologi dan
Inovasi, Hee Loy Sian, berkata
kerajaan negeri bukan berniat
menakut-nakutkan peniaga atau
pelanggan, sebaliknya ia men-
cerminkan pihaknya tidak ber-
kompromi dalam mengurang-
kan penggunaan bahan plastik

di Selangor.
“Kita akan buat secara

berperingkat-peringkat, kita bu-
kan hendak menakutkan pelang-
gan dan peniaga, kita tidak terus
tarik atau tidak bagi mereka per-
baharui lesen kerana itu masih
dalam perancangan.
“Kita akan buat klausa ini

dalam pelesenan, kemudian
mendidik dan beri amaran da-
hulu supaya mereka mematuhi
dan mengikut syarat yang di-
tetapkan, kita akan bagi masa
sedikit kepada pengusaha,” ka-
tanya pada sidang media selepas
menyempurnakan Kempen Ke-
penggunaan dan Hari Terbuka
Pelesenan Peringkat MBSA 2019,
di sini, semalam.
Yang turut hadir, Datuk Ban-

dar Shah Alam, Datuk Haris Ka-
sim.
Loy Sian berkata, penguat-

kuasaan itu membabitkan pen-
gusaha berdaftar dengan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sahaja.
“Peniaga pasar malam, pasar

tani atau pasar pagi tidak ada da-
lam kategori ini. Kita akan guna
kempen berlainan untuk mendi-
dik mereka sebelum menjalan-
kan penguatkuasaan.
“Seperti di pasar malam kita

galakkan mereka guna bekas

biodegradable, pembalut kertas
atau pelanggan bawa bekas dari
rumah,” katanya.
Sementara itu, Haris pula

mengumumkan MBSA akan
menyeragamkan khemah penia-
ga di kawasan pentadbirannya,
secara berperingkat.
Katanya, untuk peringkat per-

mulaan pelaksanaan itu akan di-
kenakan terhadap peniaga bazar
Ramadan di 31 lokasi dalam ka-
wasan MBSA, yang akan wajib-
kan menggunakan khemah yang
disediakan oleh PBT itu.
“Fasa berikutnya di pasar ma-

lam, pasar pagi dan mana-mana
peniaga dalam kawasan MBSA

yang guna khemah kita tidak
mahu bermacam-macam khe-
mah digunakan.
“MBSA akan memberikan

diskaun 50 peratus untuk inisi-
atif pada peringkat awal ini bagi
meringankan beban peniaga, te-
rutama yang baru hendak berni-
aga,” katanya.

Selangor
rancang tindakan
lebih tegas

Henti gunabeg, penyedut plastik

Loy Sian (lima dari kiri) dan Haris (empat dari kiri) bersama penerima anugerah selepas menyempurnakan
Kempen Kepenggunaan danHari Terbuka Pelesenan PeringkatMBSA 2019, di Shah Alam, semalam. (Foto IhsanMB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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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ral

Oleh Humaira Azizan
bnews@bh.com.my

Selayang: Program Ceria
Kembali Ke Sekolah pe-
ringkat Majlis Perbanda-
ran Selayang (MPS) dapat
membantu 200 pelajar da-
lam kumpulan B40 dan
anak yatim membuat per-
sediaan menjelang pembu-
kaan sesi persekolahan ba-
haru bulan depan.
Menerusi program tang-

gungjawab sosial korporat
(CSR) MPS itu, pelajar ter-
babit masing-masing me-
nerima set kelengkapan
persekolahan seperti beg,
baju sekolah dan alat tulis.
Program yang mendapat

kerjasama Jabatan Perpadu-
an Gombak, Jabatan Khid-
matMasyarakat (JKM)Gom-
bak, Mydin Mall Subang Ja-
ya dan QSR Brand itu mem-
babitkanpelajardarilimaka-
wasanDewanUndanganNe-
geri (DUN) Rawang, Sungai
Tua dan Kuang.
Yang Dipertua MPS,

Shamsul Shahril Badliza
Mohd Noor, berkata prog-
ram memperuntukkan da-
na hampir RM40,000 itu ba-
gi meringankan beban per-
belanjaangolongankurang

berkemampuanmengurus-
kan kehidupan seharian.
“Kos sara hidupkianme-

ningkat dan kami ingin
menceriakan mereka de-
nganmemberi sedikit sum-
bangan seperti baju, beg
sekolah dan alat tulis,” ka-
tanya selepas majlis itu di
Pasaraya Mydin Subang
Jaya, di sini, semalam.
Shamsul berkata, pihak

korporat lain diharap da-
pat bekerjasama dalam
program seperti ini untuk
membantu lebih ramai go-
longan B40 pada masa de-
pan.
Katanya, program kali

ini berbeza dengan sebe-
lumnya kerana pelajar ber-
kenaan berpeluang mem-
beli-belah barangan keper-
luan sekolah sambil bera-
mah mesra dengan kaki-
tangan MPS.
Yang turut hadir, Penga-

rah Jabatan Pembangunan
Masyarakat MPS, Azmi Is-
mail danPengarahJabatan
Korporat, Mohammad Zin
Masoad.

200 pelajar
terima bantuan
persekolahan
MPS sedia dana
RM400,000
ringan beban
golongan
kurang mampu

Kami ingin
ceriakan

mereka dengan
beri sedikit
sumbangan seperti
baju, beg sekolah
dan alat tulis.
Shamsul Shahril Badliza
Mohd Noor,
Yang Dipertua MPS

Page 1 of 1

20 Dec 2019
Berita Harian, Malaysia

Author: Humaira Azizan • Section: Nasional • Audience : 82,252 • Page: 53
Printed Size: 226.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7,483.00 • Item ID: MY0038225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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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eh Nor AfzanMohamed Yusof
afzan@bh.com.my

Ekspresi seni lukisan mampu
mengangkat keunggulan keseni-
an warisan Islam yang kekal ber-
tahan sejak zaman berzaman.
Antara identiti seni warisan Is-

lamyangdekatdihatimasyarakat
ialah keunikan seni bina masjid
kerana ia dapat menterjemahkan
Islam sebagai agama sempurna,
indah dan sarat dengan ketenan-
gan.
Begitulah keindahan yang

terserlah dalam setiap lukisan di-
pamerkan dalam ‘Mihrab - Pame-
ran Senilukis Bertemakan Mas-
jid’ di Whitebox, Publika, Kuala
Lumpur.
Menghimpunkan 74 karya

seni daripada 38 artis tempatan,
termasuk dalam kalangan bukan
Islam, ia menampilkan tema khu-
sus, iaitu mengangkat keunikan
seni binamasjid di Selangor.
Bagi pelukis, Haron Mokht-

ar yang berkecimpung dalam
arena seni lukis sejak 30 tahun
lalu, antara cabaran terbesar
dalam pameran itu adalah me-
mastikan karyanya bukan sa-
haja berbeza, bahkan menepati
tema.
Mengulas lanjut mengenai ka-

ryanyabertajukLukisanMaghrib,
Haron berkata, ia memaparkan
keadaan ketika waktu senja di
Masjid Sultan Salahuddin Abdul
Aziz Shah.
“Idea bagi karya ini hadir se-

lepas berulang-alik beberapa kali
daripada rumah saya di Sungai
Besar ke masjid ini yang terletak
di ShahAlam.
“Antara cara untuk meraih

ilham, saya menunaikan solat
Maghrib di masjid ini dan menik-
mati suasanawaktu senja di sini,”
katanya.
Sementara itu, pelukis yang

turut mengambil bahagian, Syed
Fakaruddin Syed Jaafar cuba
lari daripada kebiasaan lukisan
bertemakan masjid yang banyak

Keunikansenibinamasjid

menonjolkan kesenian Islam da-
ripada aspek binaan kubah dan
menara.
“Saya mengambil motif pagar

yang melingkari masjid kerana
kebanyakan pengunjung masjid
akan melihatnya secara sepintas
lalu hingga kurang ambil pusing
akan keindahannya.
“Latar belakang lukisan ini di-

lukis kabur, tetapi saya mewarna-
kan bentuk geometrinya dengan
rona terang untuk membolehkan
motif dilihat lebih jelas,” katanya.
Menariknya, ‘Mihrab - Pame-

ranSenilukisBertemakanMasjid’
ini dianjurkan hasil cetusan idea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
din Idris Shah dalammerealisasi-
kan hasrat mengangkat keunikan
seni binamasjid di Selangor.
Selain Syed Fakaruddin dan

Haron, pelukis lain yang turut

Idea bagi karya
ini hadir selepas

berulang-alik
beberapa kali daripada
rumah saya di Sungai
Besar kemasjid ini yang
terletak di Shah Alam.

HaronMokhtar,
Pelukis

Sultan Selangor Sultan Sharafuddin Idris Shah bersama Tengku Permaisuri Selangor, Tengku Permaisuri Norashikin melihat lukisan pada majlis
perasmian Pameran Senilukis bertemakan Mihrab - Pameran Seni Lukis Bertemakan Masjid di Whitebox, Publika, Kuala Lumpur.

(Foto Zunnur Al Shafiq/BH)

menampilkan sentuhan seni me-
reka, termasuk pelukis diraja,
Datuk Azman Yusof dan Johan
Marjonid, Khairuddin Zainuddin,
Lee Eng Beng, Yong Look Lam,
Nor Hanim Mohd Nor serta Najib
Bamadhaj. Haron bersama lukisannyaMasjid Bandar Diraja K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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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r de Selangor 2019

Oleh Jumiati Rosly
jumiati@bh.com.my

Kuala Lumpur: Pelumba Team
Sapura Cycling, Marcus Culey
terus menggunakan kekuatan-
nya di pendakian terakhir bagi
mengekalkan kemenangannya
untuk menakluki peringkat
dua Tour de Selangor 2019 dari
Sungai Buloh hingga Kajang se-
malam sekali gus mengekalkan
jersi kuning yang dimenanginya
kelmarin.
Culey yang memenangi per-

lumbaan peringkat pertama dari
Pulau Indah ke Batang Kali kel-
marin, sekali lagi melakukan
kayuhan solo menuju ke garisan
penamat apabila merekodkan
perlumbaan sejauh 159.4 kilome-
ter dengan catatan 4 jam 22 saat,
meninggalkan Shotaro Watana-
be dari Aisan Racing Team di
tempat kedua dengan perbezaan

masa 2minit 20 saat.
Pelumba Terengganu Inc Cy-

cling Team (TSG), Maral-Erdene
Batmunk pula berada di tempat
ketiga denganmencatatkanmasa
4 jam 3minit 5 saat.
“Pasukan berkayuh dengan

baik hari ini (semalam). Kami
dapat mengawal perlumbaan dan
memastikan dapat melakukan
pemecahan padamasanya.
“Apabila tiba di pendakian

terakhir (di Sungai Tekali),
kami dapat menjarakkan diri
jadi saya memutuskan untuk
melakukan kayuhan solo dan
berjaya menjarakkan diri den-
gan pelumba lain menuju ke
penamat,” kata Culey yang bera-
sal dari Australia itu.
Pelumba berumur 26 tahun itu

mengekalkan jersi kuning sela-
ku pelumba terbaik keseluruhan
apabila terus menjarakkan diri
daripada pelumba di tempat ke-
dua, Loic Desriac daripada Bike-
life DongNai dengan perbezaan 6
minit 13 saat.
Callus turut kekal menyarung

jersi hijau selaku raja pecut dan
jersi polkadot selaku raja bukit.
Rakan sepasukannya dari

Sapura, Muhamad Nur Aiman

Mohd Zariff, 22, kekal menya-
rung jersi putih selaku pelumba
muda terbaik.
“Lega sebenarnya apabila da-

pat mengekalkan jersi putih ini
biarpun dengan perbezaan empat
minit, kerana ada percubaan dar-
ipada pelumba melakukan peme-
cahan untukmembuat serangan.
“Tetapi selepas kelompok be-

sar berjaya menangkap mereka

pada pendakian kedua (Bukit
Ampang), pelumba itu semakin
ketinggalan dan membuatkan
saya terus menuju ke penamat,”
katanya.
Tour de Selangor 2019 pering-

kat ketiga hari ini akan bermu-
la dari Cyberjaya dan berakhir
dengan pendakian di Bukit Jug-
ra membabitkan perlumbaan se-
jauh 90.1km.

Jarakkan diri
bermula dari
Sungai Tekali

Culey kekal jersi kuning
Keputusan
Peringkat 2
- Sungai Buloh
ke Kajang (159.4km)

1. Marcus Culey (AUS)
Team Sapura Cycling
4 jam 22 saat;

2. ShotaroWatanabe (JPN)
Aisan Racing Team
4:02.42s;

3. Maral-Erdene
Batmunkh (MGL)
4:03.05s;

4. Kakeru Omae (JPN)
Aisan Racing Team
4:04.07s;

5. Bentley Niquet-Olden
(AUS) Carnegie Caulfield
Cycling Club 4:04.07s;

6. NikMohd Azwan
Zulkiflie (MAS) PDRM
4:04.21s;

7. Aiman Cahyadi (INA)
PGN Road Cycling Team
4:04.21s;

8. Hayato Okmoto (JPN)
Aisan Racing Team
4:04.25s;

9. Muhammad Elmi
Jumari (MAS) PDRM
4:04.25s;

10. Arin Iswan (INA) PGN
Road Cycling Team
4:04.25s

Culey berjaya menamatkanTour de Selangor 2019 dari Sungai Buloh
ke Kajang. (Foto Zulfadhli Zulkifli/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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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h Sofyan Rizal Ishak
sofyan.rizal@hme-

tro.com.my

Kuala Lumpur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melalui
Invest Selangor Bhd

(Invest Selangor) aktif
dalam mempromosikan
negeri itu kepada pelabur
domestik dan asing bagi
meningkatkan peluang
ekonomi bagi semua
penduduk di Selangor.
Langkah itu terbukti

berkesan apabila negeri itu
berjaya menghasilkan
pelaburan langsung
berjumlah RM16.4 bilion
dalam tempoh sembilan
bulan pertama tahun ini.
Menteri Besar Selangor,

Datuk Seri Amirudin Shari
berkata, keputusan
menggabungkan semua
inisiatif ekonomi dalam
pentadbirannya itu satu
lagi prestasi pelaburan yang
memecahkan rekod untuk
negeri terbabit.
“Kerajaan negeri juga

optimis untuk
meningkatkan lagi
jumlah ini pada suku
terakhir
tahun ini
berdasarkan misi
dan kempen
promosi serta
pemasaran yang
berterusan,”
katanya.
Pengumuman

prestasi pelaburan
Malaysia yang

dan tempatan terhadap
negeri Selangor,” katanya.
Beliau berkata, pelabur

menghargai ketelusan
dan kecekapan
kerajaan negeri
serta usaha
promosi yang
dilaksanakan
kerajaan
negeri
melalui
agensi
promosi
pelaburannya
iaitu Invest

Selangor.
“Di samping itu,

sokongan jabatan dan
agensi kerajaan seperti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ejabat
daerah dan agensi
teknikal lain
sangat dihargai
pelabur asing dan
domestik,”
katanya.

Inisiatif Invest Selangor promosi negeri kepada
pelabur domestik, asing bawa pulangan lumayan

Untuk tiga suku pertama
2019, Malaysia mencatatkan
nilai pelaburan diluluskan
RM149 bilion dalam sektor
perkhidmatan, pembuatan
dan sektor utama.
Keputusan luar biasa itu

mewakili peningkatan 4.4
peratus melebihi RM142.6
bilion daripada nilai
diluluskan bagi tempoh
sama pada tahun lalu
dengan 4,025 projek
diluluskan dan ia dijangka
menjana 93,841 peluang
kerja pada masa depan.
Daripada aspek

pelaburan, 55.5 peratus atau
RM82.7 bilion jumlah
pelaburan keseluruhan
daripada sumber domestik
manakala 44.5 peratus atau
RM66.3 bilion datang
daripada sumber asing.
Ketua Pegawai Eksekutif

Invest Selangor, Datuk
Hasan Azhari Idris berkata,
Selangor kekal destinasi
pelaburan paling menarik
di Malaysia apabila
mencatatkan jumlah nilai
pelaburan diluluskan
RM16.4 bilion bagi tiga suku
pertama 2019 berbanding
RM8.3 bilion bagi tempoh
masa sama bagi tahun lalu
mewakili peningkatan
hampir dua kali ganda
berbanding tahun
sebelumnya.
“Pencapaian luar biasa

ini disebabkan persekitaran
pelaburan dan tinjauan
menggalakkan di samping
misi perdagangan yang
berjaya dijalankan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Ini menunjukkan

keyakinan masyarakat
perniagaan antarabangsa

Selangor kekal
destinasi pelaburan
paling menarik
di Malaysia
Hasan Azhari

AMIRUDIN (tengah) melawat ruang pameran selepas merasmikan Majlis Wacana Perbandaran
Bandar Pintar (Smart City) Peringkat Negeri Selangor 2019 di Klang.

Pikat pelaburan
RM16.4 bilion

diumumkan baru-baru ini
menyaksikan negara
menjadi lebih selektif
dalam aspek usaha promosi
pelaburannya dengan

fokus menarik
pelaburan
berkualiti dan
bernilai tinggi
dalam industri
sasaran yang
dijangka
mempunyai
kesan ketara ke
atas ekonomi
tempatan.

AMIRUD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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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SSB harumkan nama Malaysia

K umpulan Semesta Sdn Bhd (KSSB) 
mengharumkan nama negara apa-
bila meraih tempat pertama bagi 

anugerah kategori Amalan Terbaik Da-
lam Pembangunan Mineral yang Mam-
pan (Pengedaran Mineral Bukan Logam) 
di 2nd ASEAN Mineral Awards (AMA) 
di Bangkok, Thailand.

KSSB yang mewakili Malaysia dalam 
kategori itu berjaya menewaskan syarikat-
syarikat perlombongan lain dari rantau 
ASEAN.

Ketua Pegawai Kewangan KSSB, Fariz 
Ghazali mewakili KSSB menerima anuge-
rah berprestij itu yang diadakan di Pullman 
King Power Hotel, Bangkok pada Majlis 
Makan Malam pada 13  Disember lalu.

Fariz berkata, kejayaan diperoleh itu 
membuktikan KSSB diiktiraf penggiat in-
dustri perlombongan di ASEAN sebagai 
amalan terbaik di rantau ini.

“Kami sangat bersyukur dan berbesar 
hati kerana dapat membawa pulang anu-
gerah ini ke Malaysia.

“Piawaian dan komitmen terhadap 
kecemerlangan dan integriti adalah kunci 
kejayaan kami,” katanya.

Semua finalis yang dipilih pada Ogos 
lalu perlu membuat pembentangan akhir 
di hadapan Ahli Lembaga Pengadil (BOJ) 
bersempena dengan Mesyuarat Pegawai 
Kanan ASEAN Bagi Bahan Mineral (AS-
SOM) pada 11 Disember lalu di Bangkok.

KSSB telah beroperasi sejak 2008 dan 
dipertanggungjawabkan dalam mengu-
ruskan pengekstrakan, pengeluaran dan 
pengedaran jualan pasir, bahan batuan 
dan sumber mineral dengan berobjektif 
mempromosikan operasi perlombongan 
pasir yang mampan di Selangor, negeri 

Sebahagian pemenang bergambar kenangan ketika 2nd AMA di Bangkok, Thailand pada minggu lalu.

Diiktiraf sebagai amalan 
terbaik di rantau ASEAN

MOHD IZZATUL IZUAN TAHIR

SHAH ALAM 

KSSB memperoleh sijil tempat pertama bagi anugerah kategori 
Amalan Terbaik Dalam Pembangunan Mineral yang Mampan.

KSSB membuat pembentangan akhir di hadapan BOJ bersempena dengan Mesyuarat Pegawai Kanan ASEAN Bagi Bahan Mineral (ASSOM) pada 11 
Disember lalu di Bangkok, Thailand.

KSSB meraih tempat pertama bagi anugerah kategori Amalan Terbaik Dalam 
Pembangunan Mineral yang Mampan di 2nd ASEAN Mineral Awards (AMA) di 
Bangkok, Thailand.

FARIZ

pengeluar produk pasir dan bahan batu-
an yang terbesar di Malaysia.

Dengan perancangan dan strategi 
KSSB yang kini telah diterima dan 
diiktiraf dalam industri perlombongan 
dan pengedaran, ia kini akan mengukir 
satu landskap baharu di mata komuniti 
dan kerajaan, selain berdiri teguh bersama 

visi dan misi syarikat serta nilai teras 
asasnya.

Sebuah lagi syarikat dari Malaysia 
iaitu Terengganu Silica Consortium 
turut memenangi tempat pertama di 
dalam kategori Amalan Terbaik Dalam 
Pembangunan Mineral yang Mampan 
(Pemprosesan Mineral Bukan Logam).

Kami sangat 
bersyukur dan 

berbesar hati kerana 
dapat membawa 
pulang anugerah ini 
ke Malaysia."  - Far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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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ki 11 hari daftar Skim Air Darul Ehsan

SHAH ALAM - Berbaki 11 hari sahaja lagi 
pengguna di Selangor yang layak boleh 
mendaftar Skim Air Darul Ehsan bagi me-
nikmati manfaat program pemberian air 
percuma 20 meter padu pertama itu ber-
mula Mac depan.

Ketua Jabatan Komunikasi Korporat 
Pengurusan Air Selangor Sdn Bhd (Air 
Selangor), Abdul Halem Mat Som berka-
ta, sebelum ini pihaknya menyasarkan 
600,000 daripada keseluruhan 1.6 juta 
pengguna mendaftar skim itu namun se-
hingga kini masih belum mencapai sasa-
ran.

Menurutnya, sehingga kini tidak sam-
pai 100,000 pengguna di Selangor men-
daftar skim berkenaan meskipun tarikh 
tamat permohonan pada 31 Disember ini  
hanya tinggal beberapa hari saja lagi.

“Kami gesa penduduk di bawah kelom-
pok golongan berpendapatan ren-

dah (B40) segera daftar skim ini sebelum 
tempoh permohonan ditutup,” katanya 
kepada Sinar Harian ketika mengadakan 
kunjungan ke Kompleks Kumpulan Ka-
rangkraf di Seksyen 15 di sini semalam.

Abdul Halem berkata, pihaknya khua-
tir ada pengguna yang layak tidak mene-
rima manfaat air percuma itu sekiranya 
tiada permohonan dibuat dalam tempoh 
masa ditetapkan.

Katanya, mungkin ada yang tidak men-
daftar kerana tidak mendapat maklumat 
berhubung perkara tersebut.

Menurut Abdul Halem lagi, mereka 
yang belum mendaftar boleh berbuat de-
mikian dengan melayari laman sesawang 
www.ssipr.selangor.gov.my atau mengisi 
borang permohonan Program IPR Skim 
Air Darul Ehsan yang boleh dimuat turun 
menerusi laman sesawang www.airsela-
ngor.com.

Abdul Halem (tiga dari kiri) bergambar bersama Ketua Pengarang Kumpulan Sinar Harian, Datuk 
Baharom Mahusin (dua dari kiri) dan warga kerja Sinar Harian serta Air Selangor ketika mengadakan 
kunjungan ke Kompleks Kumpulan Karangkraf di Seksyen 15, Shah Alam sem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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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FFIC MATTERS 
• The Shah Alam City Council (MBSA) 
will partially close some roads for the 
'Mawaddah Fun Run' on Saturday, 7.30am 
to 10:30am. The roads are Jalan Platinum 
7/59, Jalan Platinum 7/60, Jalan Selasih 
U12/9, Jalan Kristal 7/64, Jalan Kristal 
7/62, and Jalan Kristal 7/63. 
• The council will also close parts of Jalan 
Plumbum T7/T, Jalan Plumbum V7/V, 
Persiaran Bestari, Jalan Plumbum 7/102, 
Jalan Kristal 7/70, Jalan Kristal 7/66, Jalan 
Pegaga U12/9, Persiaran Serai Wangi, 
Jalan Selasih U12/24, Jalan Selasih 
U12/13, Jalan Platinum 7/60, Jalan 
Platinum 7/37, Jalan Mendapan 8/21, 
Persiaran Kayangan, Persiaran Dato' 
Menteri, Persiaran Tasik, Persiaran Masjid, 
Persiaran Permai, Jalan Plumbum Z7/Z, 
and Jalan Plumbum AA7/AA on the same 
day, from 9pm to 11pm for the 'Kayuhan 
Basikal Keselamatan Kejiranan' event. For 
details, call MBSA at 03-5522 2734. 
• There will be a continuation of lane clo-
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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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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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LICENCES 
• Shah Alam City Council (MBSA) is 
accepting online applications for 
Ramadan bazaar licence until Dec 31. 
To apply, visit bazar.mbsa.gov.my. For 
details, call 03-5510 5133 ext 
1753/1317/16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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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ustri-
al licences will be imposed as activation 
fee for late renewal. A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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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gis-
ter via the Electronic Public Services sys-
tem at eps.mbsa.gov.my for updates. For 
details, call 03-5510 5133 ext 
1403/1485/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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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邦再也市议会将升格市政厅
蒲种19日讯I雪州行政议

员黄思汉透露，梳邦再也市议会 

(MPSJ )将升格为「市政厅」 

已获得内阁批准，相信当地的基 

设以及商业活动将获得进一步提 

升。

他说，内阁会议于早前开会 

通过有关建议，预计会在宪报发 

布后，便会落实。

「当梳邦再也市议会升格 

后，对当局来说也会提高动力， 

以改善当地的基本设施，以及应 

付民众诉求。」

他解释，有关当局升格后， 

对于城市发展变得更有规划和组

织性，但不会因此额外增加行政 

开销或是人手。

变得更有竞争力

「当一些外资的企业，要进 

来一个地区（投资），他们会注 

重这些（细节），且也会优先考 

虑选择有市政厅的城市。」

他指出，梳邦再也市议会继 

隆市政局、莎阿南市政厅和灵市 

政厅后，成为隆雪第4个升格为市

政厅的城市，可见巴生谷的经济 

发展愈渐蓬勃，为国内之首。

他续称，当梳邦再也市议会 

升格后，能与隆雪州内其它三大 

市政府平起平坐，亦预见在商业 

活动上变得更有竞争力，以达到 

平衡的作用。

与此同时，他表示，根 

据房屋及地方政府部设下的条 

件，有指瓜雪县议会和乌鲁雪 

兰莪县议会已符合成为市议会 

(Pembadaran )的资格；惟雪州

政府收紧地方政府的升格条件， 

加上前者目前仍面对财务管理问 

题，故有待厘清后方可进行下一 

部商议。

黄思汉也是金銮州议员。 

他是于今早巡视蒲种竞智华小新 

建的有盖走廊后，向媒体这么表 

示0

另一方面，黄思汉表7F， 

竞智华小三机构以及当地居民， 

曾向其反映该校的人行走道因缺 

乏规划，上下学道路便会变得拥

挤。加上距离校园仍有距离，故 

学生经常日晒雨淋，被迫穿行在 

马路间'很是危险。

他表示，已拨款2万令吉给 

予该校建设有盖走廊，全长约500 

公尺，方便学生出入校园，而免 

受曰晒雨淋。

据了解，蒲种竞智华小明年 

全校总人数达1555人，而新建的 

有盖人行走道已近竣工，将会在 

明年开学前启用。

出席今日记者会的人包括 

蒲种竞智华小副校长陈柃磷、家 

协主席李伟宏、副主席周月春等 

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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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顺
市
会

捭
税
收

霊

安顺1 9日讯|安

顺市议员党鞭吴家良透 

露，在希盟执政后，安 

顺的门牌税收入已提高 

至ij 900万令吉，同时也把 

赤字从2018年的450万令 

吉减至300万令吉。

他将此功劳归功于 

希盟市议员极力减少不 

必要的开销，如组办国 

外考察团及购买用不著 

的昂贵器材。

也是安顺国会议员 

倪可敏机要秘书的他，A 是周四出席安顺市议会

常月会议后，向记者如 

是指出。

另外，他提醒纳税 

人在明年2月29日前缴还 

明年度的门牌税，这除 

了履行龄纳税人责任 
▲ 外，也助地方政府通过 

收入改善市区服务。

^ 他说，据官员汇

报，安顺市议会自实行 

缴全年门牌税有幸运抽奖后，缴税 

人数有明显上升的趋势。

「除了会赠送纪念品予首 

4500名缴付全年门牌税的纳税人 

外，今年安顺市议会也耗资2万 

5000令吉，准备了超过30份大礼供 

幸运抽奖用途，以鼓励民众及早缴 

税。j

奖励准时缴税者

他续说，虽然缴交门牌税是 

纳税人的责任M旦安顺市议会为回 

馈市民准时缴税’因此近年来都提 

供抽奖环节，让民众在缴税的同时 

也有机会漏■取奖品。

较早前，他也在当地代表倪 

可敏接待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一行 

人的到访，访问团包括为雪州经济 

策划单位地方政府副主任诺丽莎及 

雪州行政议员政治秘书王俊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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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思
汉

邊梳和R也市會

^!L

'令

▼

(ilS
(蒲种19曰訊）梳邦再也 

市议会获内阁批准升格为市 

政厅，这也是今年继瓜冷县 

议会升格为市议会后第二个 

升格成功的地方政府，双喜 

临门！
雪州的12个地方政府中，目前 

梳邦市议会升格的好消息。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 

和华人新村事务及交通的行政议 

员黄思汉指出，梳邦再也市议会 

已正式获得内阁批准，升格为市 

政厅，接下来就是著手申请颁布 

宪报的程序，料在明年初会进 

行。

的基本设施，让居民可从中享 
受。

i也说，任何执照和费用都不会 

有所调整，调整费用与升格条件 

毫无关联。

“县市议会提呈升格会先获得 

雪州政府的批准，而州政府所设 
下的2大条件就是不能増加官员 雪州的12个地方政府中，目前 

有2个市政厅，即是八打灵再也 

市政厅和莎阿南市政厅，随著梳 

邦再也市议会获内阁批准升格， 
也成为雪州第3个升为市政厅的 

地方政府。

此前，在本季最后一日的雪州 

议会，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 

丁也亲自宣布瓜冷县议会已获批 

准升格为市议会，而阿米鲁丁也 
在本月17日在官邸与雪州政府各 

机构主管会面时，再为雪州捎来

行。

不會調整費用

他指出，从吉隆坡来到八打灵 

再也、梳邦再也和莎阿南，所有 

地方政府都已升格为市政厅，可 

见是全马人口最集中和城市化的 

地区。

他说，任何县市议会要升格都 

必须符合基本条件，而梳邦再也 
市议会即使已符合资格而批准升 

格，但也必须加倍努力提升现有

下的2大条件就是不能増加官员 

和开销，所以已升格的梳邦再 

也市议会和瓜冷县议会必须遵 
守〇 ”

i也今早前往巡视蒲种竞智华小 

安装遮雨棚的工程受询时，这么 

指出〇

黄k汉指出，若是从县议会升 

格为市议会，市议员的津贴会増 
加500令吉，即是从2000令吉调 

至2500令吉；至手市议会和市政 

厅的市议员津贴皆是2500令吉。

心 A

11 '

I升 梳;

a
1 ”辦卿細紅丫祕_綱;碰」v‘: 1

■会
雪升
州格
政为
府市
早议
前会
率〇

先
宣取 
布自 
瓜网 
冷站 
县^ 
议

黃思漢I烏雪縣會有資格升格

黄
I思汉指出，乌雪县议会已 

，远远超出申请升格的资 

格，同时有鼓励乌雪县议会主 

席向州政府提出升格的申请。

他指出，梳邦再也市议会升 

格前都是被八打灵再也市政 

厅、莎阿南市政厅和吉隆坡市 

政局包围，很多外资企业都会 

注重地方政府的级别，并率先 

选择市政厅，相信梳邦再也市

议会升格后就可和上述3个市政 

厅平起平坐。

他说，瓜冷县议会目前也在 

处理颁布宪报，相信瓜冷县议 

会和梳邦再也市议会将同步正 

式升格。

他说，瓜雪县议会也在去年 

提呈申请升格，不过雪州政府 

已拒绝并要求县议会先改善整 

体的财务管理，并再度提升。

“州政府是要求瓜雪县议会 

増加储备金，因一个健康完善 

的地方政府需有充足的储备 

金，否则发生状况就会影响整 

个地方政府的操作，它们在这 

段期间也作出许多改善。” 

黄思汉指出，目前尚未达到 

升格标准的是沙白安南县议 

会，其余的地方政府其实都达 

到基本条件可申请升格。

他说，雪州明年度的财政预 
算案为23亿令吉，而雪州12个 

县议会总拨款约为24亿令吉。

:邦再也市议会在 
t2020年将会展开大 

型的基本设施提升工程， 

料在农历新年后逐步^
J

梳邦再也市议员叶国荣 

指出，梳邦再也市议会 
2020年的财政预算案，将 

会注重于发展拨款的项 

目，以减少行政开销，让 

梳邦再也的人民可实际感 

受到梳邦再也市议会已升 

格，并为此感到自豪。

他指出，梳邦再也市议 

会主要面对街灯、垃圾和 

野狗的问题。

他也说，梳邦再也市议 
会的2020至2035年的蓝图 

中也会专注交通导向发展 
(T0D)，尤其是在已建 

设轻快铁的密集区，提升 

为高素质的城市，提供有 

品牌的服务。

Page 1 of 1

20 Dec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2
Printed Size: 1080.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1,303.60 • Item ID: MY0038225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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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斯（前 
排左4起）和许 

来贤获得表扬业 

者合照留念。

〇

来贤提醒饮食业者，别 

W再主动为食客提供塑料 

吸管，否则可能影响更新执 

照。

~他指出，这不是刁难或恐 

吓业者，州政府7月1日开始 

就推动不主动提供塑料吸管 

的政策，需要各界的配合减 

少一次性垃圾。

他强调，州政府并非严禁 

塑料吸管，而是要业者别主 

动提供和勿将

僅限隸屬市廳攤位巴剎Kiosk

小明揠早嫌粗
(莎阿南19日讯）莎阿南 

市政厅为鼓励小贩提早繳付 

2020年租金，凡是一次性繳 

付6个月或12个月租金，将享 

有租金不同的折扣优惠。

莎阿南市长拿督哈利斯指出， 

这个租金折旧优惠仅限隶属市政 
厅的摊位、巴刹和Kiosk。

他说，凡是缴付6个月租金，第 

6个月租金酱享有50%折扣，假设 

月租100令吉，一次性缴付租金只 
需缴550令吉。

統一齋戒月市集帳篷

“若缴付12个月租金，则获1个 

月租金折扣，小贩只需要缴付11 

个月租金，即1100令吉。”

缝翁,

他今日出席莎阿南市政厅执照开放曰 

时，这么指出。

出席嘉宾尚有雪州行政议员许来 

贤。

哈利斯也宣布，市政厅将会统一 
2020年的斋戒月市集小贩帐篷，

以让整体视觉更整齐和美观。

他说，这是市政厅统一区内 

小贩帐篷的第一阶段，故市政 

厅将会给予购买帐篷的小贩享 

有5〇°。津贴。

“帐篷原价200令吉，小 

贩只需要缴付100令吉，

剩余100令吉由市政厅津 

贴。”

询及巴刹和夜市小贩 

帐篷是否统一，他则 

说，市政厅尚未定下 

帐篷的规格。

“莎阿南市政厅辖 
区有约7000个使用 

帐篷的小贩，我们 

会考量一些小贩 

在不同场合做生 

意，希望不会 

对他们造成负 

担。”I:免影響更新執照

勿主動提供塑料吸管
塑料吸管放在垂手可得的地 

方。

將發出警告信

“当食客要求塑料吸管， 

业者依旧可以提供。”

他说，地方政府不

会立刻撤消业者执照，而是 

发出警告信，这或许耽搁业 

者更新执照。

另外，许来贤提及，消费 

者购物的时候索取塑料袋必 

须缴付20仙，而业者会将收 

到的塑料袋款额交给地方政 

府。

“所收到的款

额会汇入地方政府的基金 
户头（Tabung Amanah)，

并以60 (州政府）：40 

(地方政府）分配。”

他希望收到的塑料袋 

款额会逐年减少，否 

则政府会重新检讨塑

料袋政策。 _

“如果收到的款

额逐年増加，意味 

著人民仍爱使用 

塑料袋，州政府 

或考虑提局索 

取塑料袋的费
田_ ”

莎
阿
南
市
政
豳
Bm

執
昭
/i«\

開
放
丨曰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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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届时可以提供予大众筹办 

宴席，第4楼则充当会所和活 

动中心，至于第1楼至第3楼， 

则可能会考虑出租“以楼养 

会'

未達1500萬籌款目標

■新会所一共有5层楼高，不过第1层和第5层的楼面比较 
高，因此从外观看来有7层楼高。

可以筹得400万令吉至500万令顾问庄德枝、永久顾问拿督庄 

吉。” 秀春、副会长林登富、财政王

出席记者会的还有该会永久顺宝及总务拿督庄国安等。

(巴生19日訊）巴生惠 

安泉港公会辗转1 〇余年 

后，新会所计划终于提上 

日程，有望在2、3年后， 

为巴生港口迎来一座新地 

标！

该会旧会所已有逾半世纪历 

史，建筑物非常残旧、遭白蚁 

侵蚀、屋顶漏水等，若不重 

建，恐怕支撑不久，随时会有 

塌陷的风险，因此该会从1〇多 

年前开始，便积极展开重建计 

划。

该会副主席兼建委会主席拿 

督王顺和今早召开记者会指 

出，重建计划初期并不顺利， 

尤其官方程序繁杂，以致重建 

计划一拖再拖。

他说，所幸在理事们的众志 

成城下，重建计划终于取得突 

破性进展，并将于明年1月1 

曰，举行动土礼。

“新会所预料会于明年3月 

或4月开始动工，整个工程费 

用包括重建费约1200万令吉 

和装修费约300万令吉，合共 

1500万令吉，预料2、3年时 

间，便能竣工启用。”

他指出，新会所一共有5层 

楼高，不过第1层和第5层的楼 

面比较高，因此从外观看来， 

新会所的高度有T层楼高。

他说，一且新会所启用后，

5楼将是礼堂，可以容纳1〇〇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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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福美：歡迎惠安人認捐
会永久名誉主席拿督黄福美指出，除了巴生惠安 

人，该会也无任欢迎全国各地的惠安人认捐，助该
力落实新会所计划。

他说，新会所非常堂皇，届时经过巴生港口路，大 

家都可以显而易见，成为外地人“认路”地标，是该 

会的一大里程碑。

另外，工委会主席锺宝妹指出，动土礼将于1月1 
曰早上8时30分举行，欢迎各地惠安人前来见证，届 

时，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也会出席，共襄盛举。 
她说，有葸认捐者，可联络秘书处03-3371 0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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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收購案談判截止曰 

財政部再延至明年2月

(吉隆坡〗9日讯）财政 
部再度展延4条大道收购 

案的谈判截止曰！金务大 
(GAMUDA，5398，主要板建 

筑）与持有大道股权的多家 

公司已和财政部达成协议， 

同意延长收购案的谈判截止 
曰至明年2月29曰。

资料显示，这已是当局第 

三度展延截止日；有关收购 
案最初截止曰是今年8月底， 

后来延至10月31曰，以及之 

后的12月31曰。

财政部是于今年6月21曰 

透过特殊项目公司，建议以 
总值62亿令吉向金务大收购 

后者旗下4条大道特许经营 

权。这4条大道包括白蒲大 

道（LDP)、吉隆坡西部疏 

散大道（SPRINT)、莎阿南

大道（KESAS)及精明隧道 

(SMART)。

金务大今日稍晚向马证交 
所报备，财长机构（M0F 

Inc.)与各家大道特许经营 

公司已同意，把大道收购案 

的谈判及最终收购条款的截 
止曰，从12月31日延长至明 

年2月29日。

“此外，满足这项交易先 
决条款的最后截止日（Long 

Stop Date)以及完成曰，应 

延长至财长机构与各家大道 

公司彼此同意的日期。”

金务大指出，除了上述延 

期宣布，收购案的其他条款 

不变且继续生效。

除了金务大，环城公路 
(LITRAK , 6 6 4 5,主要 

板交通与物流）、马矿业 
(MMCC0RP, 2194，主要板 

交通与物流）和雪州柏朗商 
(KPS，5843，主要板公用事 

业）皆作出相同报备。

无独有偶，在这之前，有 

报导引述消息指出，内阁将 
取消收购金务大旗下4条大道 

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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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吉祥質疑納吉清真寺宣誓

不要警重查蒙女案?
(新山19日讯）行动 

党依斯干达公主城区国 

会议员林吉祥指前首相 

拿督斯里纳吉要到清真 

寺宣誓，是否意味著不 

同意其代表律师沙菲益 

所说的，还有纳吉不要 

警方重新调查阿旦都雅 

的谋杀案？

他今日在文告中说， 

若涉及阿旦都雅命案的 

前特警阿兹拉，也前往 

清真寺宣誓他的法定声 

明是真实的，那么究竟 

是纳吉，还是阿兹拉的

宣誓会胜出呢？

他认为，阿兹拉今年 

2月有否与某位重要人 

物会面的争议，并不能 

经由宣誓的方法来化 

解，唯有针对纳吉代表 

律师莫哈末沙菲益的指 

控，而加影监狱已经否 

认，进行全面和透明的 
调查，才能查明这项争 

议的真相。

他说："真法治的原 

则，以及一个真正的独 
立司法的存在，意味著 

2006年10月的阿旦都

雅谋杀事件的调查、检 

控和审讯过程，应该受 

到重新调查，就在阿兹 

拉发表他令人震惊的宣 

誓声明后。”

律师公会支持重查

他表示，马来西亚律 

师公会也已经加入呼吁 

对阿兹拉的法定声明， 

展开全新调查的阵容 
里。

I说：“唯愿所有的 

律师和好公义的马来西 

亚人，都加入呼吁重新

调查阿旦都雅谋杀案的 

调查、检控和审讯的过 

te〇

他同时指纳吉是否也 

会宣誓，否认美国证券 

委员会针对他的最新指 

控，表明他在一马公司 
丑闻里，从高盛前主管 

莱斯纳为一马公司所筹 

募的债券中收取佣金？
他指他无意挑战纳 

吉，针对美国证券委员 

会针对他的最新指控前 
往清真寺宣誓，因为他 

非穆斯林，所以不会发 

出这样的挑战。

他说：“我只是好奇 

若纳吉真的决定采取宣 

誓途径的话，他是否会 

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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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大臣被斥水災出爾
辦公室：1年前已安排.

(新山19日讯）柔佛州务大臣办公 

室指出，虽然有人针对大臣拿督萨鲁丁 

在柔佛发生水灾时出国作出指责，但大 

臣是按照一年前安排好的计划，与柔佛 

州宗教理事会到约旦和埃及进行访问， 

然而大臣会随时密切监控柔佛的水灾状 

况，并获得相关单位的直接汇报。
柔佛州务大臣办公室今日发表文告指 

出，萨鲁丁的探访工作是柔佛州伊斯兰 

研究学院与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约旦的 

数所大学，为加强柔佛州伊斯兰教育而 

安排的工作访问。

，为伊教育出国访问

文告指出，这项与埃及爱资哈尔大学 

的会面，是商讨让柔佛州伊斯兰研究学 

院的学生能继续在大学深造，两所学校 

从1997年开始就进行合作；这也是萨 
鲁丁首次率领柔佛州政府到埃及和约旦 

进行访问，以加强双方的友谊。

文告说，州政府此次到中东进行访 

问，也是为了与约旦的大学签署合作备 

忘录，而柔佛州伊斯兰宗教事务、农业 

及郊区发展委员会主席托斯林等也参与 

访问行程。

"此外，这项会面也提供机会给新任 

柔佛州政府与在两国留学的马来西亚柔 

佛州留学生见面。在这次的会面中，萨 
鲁丁和代表团成员将与柔佛子民会面， 

并且解决柔佛学生在埃及和约旦的便

利、舒适和福利问题。”

另外，萨鲁丁也将会到当地的马来西 

亚大使馆进行工作访问。

针对大臣在柔佛州水灾期间出国的指 

责，文告强调，访问是在柔佛水灾发生 
前已经商定，而萨鲁丁已到过数个舉生 

水灾的县市的救灾中心探访，同时也与 

柔佛消拯局局长拿督雅哈亚一同进行空 

中视察。
办公室表示，天灾管理委员会秘书处 

和州级和县级政府已经鉴定和确保所有 

的需求已经到位，并且随时直接向大臣 

汇报，而大臣也随时密切监控柔佛州的 

水灾情况。

文告强调，柔佛州水灾情况有所缓 

解，截至12月19日早上8时，灾民人 

数已经从16日的9151人，下降至2669 

人。 、

另外，柔佛州公共工程、交通及基设 

委员会主席莫哈末索里翰也通过视频， 

向民众解释萨鲁丁在水灾期间出国访问 

的缘由。他指出，这个会面早在一年前 

已经安排，这也是为了柔佛州学生能够 

到埃及和约旦留学。

他指出，柔佛州地方政府、城市和谐 

及环境委员会主it陈正春作为负责人， 
被赋予监控救灾中心运作的责任，目 

前所有的救灾中心都在有序的进行。 
(L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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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JX HM Shah多層停車場

222車位每日付3元
(八打灵再也19日讯）为了鼓励 

民众更善用轻快铁公交服务，位于 

胃(Taman Jay a )

附近的八打灵再也PJX HM Shah大 

厦多层停车场，为搭客提供多达 

222个停车转乘（Park and Ride ) 

停车位，每日停车费仅需付3令 

吉。 ■拉吉夫（右）希望PJX大厦停车场能够惠及更多搭轻快铁上 

班的民众。左为其助理叶金水。

行动党武吉加星州议员拉吉夫表 
示，PJX HM Shah大厦多层停车场开 

放222个停车转乘停车位已经有一段 

时间，但仍有许多民众不知道该座收 
费廉宜的停车场。

拉吉夫指出，该大厦停车场仅第7层 

与第8层楼是停车转乘停车位，其它楼 

层是以每小时收费的停车场。

拉吉夫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传上 

述讯息，希望更多泊车转搭轻快铁的 

民众善用有关停车场。出席者包括拉 

吉夫的助理叶金水。

"自推出My1 00无限搭乘公交优

惠，公交使用率已提升，尤其是在吉 

隆坡工作的八打灵再也市民都选择搭 

乘轻快铁上班，若把车停在工作地 

点，需付一笔颇高的停车费。”

鼓励民众善用轻快铁

他提醒使用PJX HM Shah大厦停车 

转乘停车场的用户，进入第7层楼的停 

车场之俞必须使用2部自动取票机，即 

在第一部取票机索取停车票后，驾驶 

至第7层楼再把停车票塞进取票机，随 

后再取回该停车票，方可泊车。

他强调，若民众把车泊在第7及第

8层楼停车转乘停车位以外的停车楼 

层，将无法享有每日3令吉的优惠。

"然而，由于停车费低廉，有些在 

这座大厦或附近工作的上班族把车停 
在这里。”

对此，拉吉夫认为，若该大厦的停 
车转乘停车位日后供不应求，管理层 

可以采用_触即通卡收费，车主同时 

也使用同一种卡搭乘轻快铁，以此来 

限制仅供轻快铁乘客使用。
PJX HM Shah大厦与阿玛广场 

(Amcorp Mall) ffltt邻，距离再也花园 

轻快铁站仅约100公尺。（TTE)

另3花園也設轉乘停車場
■吉夫同时表示，乘停车场之外，八打 

W除了再也花园灵再也其它地方还包 

轻快铁站设有停车转括幸福花园站、亚洲

再也站及格拉那再也 

站。他说，亚洲再也 
站的停车转乘露天停 

车场很宽大，可容 
纳800辆车，显示出

民众对该设施的高需 

求。“这座露天停车 

场在高压电缆塔下， 

是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向国能公司租用的地

段，由于毗邻还有空 

地，希望市政厅曰后 

能够把停车场扩大 
范围，让更多人受 

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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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憲報程序完成

梳邦再也市會准陞格
(蒲种19曰讯）梳邦再 

也市议会正式获得内阁批准 

升格为市政厅，一旦宪报工 

作完成，梳邦再也市议会就 

升格为市政厅。

行动党金銮州议员兼雪州 

行政议员黄思汉，今日巡视 

蒲种竞智华小有盖走道工程 

时透露，梳邦再也市议会是 

继八打灵再也和沙亚南市政 
厅之后，雪州第三个升格为 

市政厅的地方政府。

他说，由于目前梳邦再也 

市议会仍属市议会，当外资 

企业在投资时，会影响他们

的选择，惟当市议会升格为 

市政厅后，就有望提升商业 

活动，并达到发展平衡的目 
标。

他补充，州政府在批准市 

议会和县议会升格时附带两 

个条件，即不能增加开销及 

员工0

他说，尽管梳邦再也市议 

会目前的基设没面对大问 

题，但仍不足够，市议会必 

须加倍提升。“梳邦再也市 
议会升格后，明年2月会宣 

布有大型基本设备。”

他说，雪州政府严格监管

■黄思汉（左三）与蒲种竞智华小三机构领导巡视遮 
雨棚工程。左起为刘有福及叶国荣；右起为陈柃难、 

周月春、李伟宏、谢珊珊及陈月年。

州内的地方政府，要求他们 

必须达到一定的目标，目前 

仅沙白安南县议会仍未达 

标。
“除了瓜雪县议会符合升 

格为市议会的资格，乌雪县 

议会也符合及超越升格为市 

议会的资格，我鼓励他们提

出申请。”

他说，州政府同时也要求 

每个地方政府有健康的财务 

管理及提升储备金，其中瓜 

雪县议会的财务管理有欠理 

想，惟经过整顿，该县议会 

今年的财务管理大有改善。 
(TTE )

蓋遮雨棚

蒲種競智華小獲撥款
思汉表示，他在几个月前接获 

蒲种竞智华小三机构及居民的 

投诉，指该校前的道路拥挤且无遮雨 
棚，学生和家长在等候时必须忍受曰 

晒雨淋的痛苦。

“我动用州议员的拨款，拨出2万令 

吉给该校兴建遮雨棚，让学生与家长 

在开学时就能使用，不需要再日哂雨 

淋。”他说，州议员可分配其中30% 

拨款用于选区内的社区发展，有需要 

的学校可向其服务中心提出申请，其 

余的拨款用于小型活动。

蒲种竞智华小校长陈月年表示，该

校明年将有1555名学生，家长在等待 

孩子放学时只有一个等候区，校前唯 
一的候车亭不能容纳太多的家长和学 

生，因此需增设遮雨棚。

出席新闻发布会者包括，蒲种竞智 

华小副董事长刘有福、谢珊珊、家协 

主席李伟宏、副主席周月春及副校长 

陈柃磷。

中華中醫院28日講座
(八打灵再也19日讯）为提高民众 

的健康意识，中华中医院将于12月28 

日（星期六）下午2时30分，在半山

芭中华中医院3楼饶师泉礼堂举办"远 

离亚健康”医药专题讲座。

上述讲座遨请到该院服务医师蔡嘉 

仪主讲。他届时将与大众讲解何谓 

“亚健康”，让大家了解亚健康的严

重性及调理与锻炼的重要性。

讲座免费开放给社会大众。欲知 

详情，可致电03-2142 0263/2142 

1263，或浏览http://www.mcma. 

com.m\^W°(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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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市厅鼓励提早缴付

小醒ft租金回扣销
(莎阿南19日讯）莎阿南市政厅辖区内的小贩有好消 

息，凡一次过缴付2020年的6个月或12个月租金， 

将享有租金不同的折扣优惠！

凡是缴付6个月租金，第6个月租金将享有50% 

折扣，假设月租100令吉，一次过缴付租金只需缴

莎阿南市政厅执照开放日

550令吉。若是缴付12个月租金，则获1个月租金折 

扣，小贩只需要缴付11个月租金，即1100令吉。

莎
阿南市氏拿督哈利斯 

说，当局此举是鼓励 

小贩提旱缴付2020年租金， 

这个租金折旧优惠仅限隶属市 

政厅的摊位、巴刹和柜台 

(Kiosk) 〇

他今日出席莎阿南市政厅 

执照开放日时这么说，川席嘉 

宾尚有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

统一小贩帐篷

哈利斯也宣布，市政厅将 

会统一 2020年的斋戒月市集 

小贩帐篷，以便更整齐和美 

观。

他说，这是市政厅统^区 

内小贩帐篷的第一阶段，故市 

政厅将会给予购买帐篷的小贩

哈斯利（前排左四起）和许来贤与获表扬的业者合照留念

享有50%津贴。

“帐篷原价200令吉，小 

贩只需要缴付100令吉，剩余 

100令吉由市政厅津贴。”

勿主动提供塑料吸管
许来贤:免影响执照更新

许来贤再次提醒饮食业 

者，別冉主动为食客提供塑料 

吸管，否则可能影响更新执

昭。
>、、N

他说，这并非要刁难或恐

吓业者，州政府7月1 R开始 

就推动不主动提供塑料吸管的 

政策，需要各界配合减少一次 

性垃圾。

他强调，州政府并非严禁

询及巴刹和夜市小贩帐篷 

是否统一，他则说市政厅仍未 

定下帐篷的规格。

“莎阿南市政厅辖区有约

塑料吸管，而是要业者勿主动 

提供，以及不把塑料吸管放在 

容易拿到的地方，但若食客要 

求，业者仍可提供。

他说，地方政府不会立刻 

撤消业者执照，而是发出警告 

信，这或许耽搁业者更新执
昭o

另外，他也重申消费者购

7000个使用帐篷的小贩，我们 

会考量一些小贩在小' 同场合做 

生意，希望不会对他们造成负 

担，

物时索取塑料袋必需缴付的20 

仙，之后会由业者交给地方政 

府，并汇人地方政府的基金户 

头（Tabling Amanah) ，以 60 

(州政府）：40 (地方政府） 

分配。

他希望收到的塑料袋款额 

会逐年减少，否则政府会重新 

检讨塑料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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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公共交通打造局素质城市

梳邦再也升歸动纏
M:潘丽婷 
摄影：姚春显

(蒲种19日讯）梳邦再也市议会获准升 

格为市政厅，未来将与吉隆坡市政厅、 

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及莎阿南再也市政厅 

接轨成为更繁华的城市，预计地区将有 

更多经济发展！

同时，梳邦再也市议会2020至 

2035年的地方规划将专注在交通导向发 

展（TOD)，尤其是在已建设轻快铁的 

密集增长区，以打造更完善的公共交通 

服务，改善为高素质的城市。

C3外，地方政府全 

t体上下也受促重 

于民生处理和服务，突显 

市议会升格为市政厅后的 

品牌服务转变。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 

公共交通和新村发展事务 

的行政议员黄思汉说，过 

去，梳邦再也市议会各方 

服务和基建皆已符合市政 

厅标准，R前正式获得内 

阁同意，使围绕在隆灵和 

莎之间的梳邦再也，可一 

并晋身为市政厅，朝城市 

化前进。

“以往因为名称上为市 

议会，所以在吸引投资方 

面，难免较隆灵莎略逊一 

筹，如今将正式升格，名 

称的改变也为投资者带来 

信心，可带动商业发展。” 

他今早巡视竞智华小 

遮阳棚建竣丁后时，询及 

梳邦再也市议会正式获得 

内阁同意升为市政厅^事 

时如此回应。

垃圾问题是梳邦再也市议会的挑战之一。

路灯垃圾野狗

叶国荣：市会3挑战
梳邦再也市议 

员叶国荣说，尽管 

梳邦再也市议会即 

将升格，惟不会增 

大行政开销，反之 

积极专注在发展开 

销。

他举例，明年 

的财政预算案就严 

管行政开销，包括 

降低电费、削减员 

工超时费用等，关 

注在发展方面的事 

项；尤其是2020

叶国荣：不会增大行 

政开销。

至2035年的地方规划，着重 野狗问题， 

交通导向发展，来提高密集城 的改善。”

市的素质生活。

他说，升格的 

服务效率也需要加 

强，丨丨:市民感受到 

品牌升格后的转 

变；尤其是市议会 

目前面对的挑战有 

三，即路灯N电线 

问题常故障。

“二是垃圾问 

题，尤其是在住宅 

区常见人为的垃圾 

出现，特別是装修 

房屋的垃圾，三是 

以期升格后有更大

雪大臣捎来佳音

梳邦再也升格市政厅

瓜拉冷岳升格市诅会

會开雨

龜 A t 篇 f 匾KMdUtlU

M 试爾m鳶麝议会n申

雪大臣宣布梳邦再也市议会获准升格为市政厅。

执照费门牌税不变
黄思汉强调，在升为市政厅后，所有收费服 

务，包括执照与门牌税维持不变，一切皆有地方法 

令管制，不可随意调整。

“虽然市议会是基于符合条件而升格，但不代 

表原地停顿，反而我希望在未来服务与基建方面， 

比居民看到及感受到服务变得更好，相信也会在明 

年有一些大的基建项目会展开。”

他认为，升格也可为职员带来动力，激励他们 

要比现在做得更好。

他相信升格的宪报颁布程序将会在明年展开及 

正式宣布升格。

黄思汉：升格可为职 

员带来动力。

若改善财务管理 乌雪瓜雪符升格条件
雪州政府旗下乌雪县议会也符合 

条件升格为市议会，包括早前被拒升 

为市议会的瓜雪县议会，只要财务管 

理方面取得更佳进步，即可获得州政 

府点头同意升格。

黄思汉指出，雪州旗下共有12个 

地方政府，随着瓜冷县议会及梳邦再 

也市议会陆续获得内阁同意升格为市 

议会及市政厅后，还有其他县议会近 

年表现满意，已达到房屋与地方政府

部制定的市议会资格。

“但州政府有本身更高条件希望各 

地方政府遵守，目前让人满意的是乌 

雪县议会，州政府希望他们继续努 

力，争取升为市议会。”

不可增人手开销

针对去年提出升市要求被拒的瓜 

雪县议会，黄思汉说该县议会也达到 

升市条件，惟州政府基于财务管理方

面不理想，希望该县再加更多储备 

金，以利于升格为市议会后的长远发 

展。

至于沙白县议会，黄思汉则认为 

表现尚小达升格理想。

他也强调，州政府在允许地方政 

府升格时，也制定条件须遵守，即升 

格后不可增加人手及开销；所以除了 

从县议员升为市议员的津贴从2000增 

至2500令吉外，其余皆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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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安泉港公会耗资1500万

新会所大廈下月动土
巴生惠安泉港公会记者会

(巴生19日讯）巴生惠安 

泉港公会耗资1500万令 

吉建设的五层楼新会所大 

厦，将于明年1月1日举 

行动土礼，一旦建竣启 

用*将成为巴生新地标。

该会副主席兼建委会 

主席拿督王顺和今早召开 

记者会说，动土礼将于当 

天上午8时30分举行， 

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 

受邀为动土礼主宾。

#4

it at__

巴生惠安泉港公会呼吁惠安 

人慷慨认捐，为新会所大厦 

前排左起钟宝 

、黄福美、王顺 

、王顺宝、庄国

王
顺和说，该会成立以 

来已逾半个世纪，会 

员人教亦达1500，会所如今已 

老旧不堪，乂受白蚂蚁蛀蚀， 

导致漏水不断，因此理事会决 

议筹建新会所。

“重建计划初期并不顺 

利，尤其官方程序繁杂，以致 

重建计划一拖再拖。”

他说，该公会是在1946年 

9月3日成立，并于1975年在

贡献力量， 

妹、庄德枝 

和、林登富 

安及庄秀春*

呀将成巴生新地标

及理事庄德枝的极力推动下， 

购得巴生与港口之间的一座宽 

阔洋房连同空地，作为新会 

所，同时在1978年9月3日 

举行32周年纪念暨会所落成 

典礼。

只是因年久失修，因此理 

事会重建为一栋5层楼的新会 

所大厦，新会所的设计包括大 

礼堂、会议厅、办公室、展览

王顺和说，该会占地约2 

亩，新会所大厦建成后，相信 

会是继巴生福建会馆后，全巴 

生最堂皇的乡团会所，成为巴 

生的新地标。

他说，新会所完成后，也 

将为会员同乡提供一所更宽敞 

与舒造的活动空间，会务得以 

更进一步的推展。

“新会所一共有5层楼 

高，不过第1层和第5层的楼 

面比较高，因此从外观看来， 

新会所的高度有足足7层楼

高。”

“新会所预料会于明年3 

月或4月开始动工，整个工程 

费用包括重建费约1200万令 

吉和装修费约300万令吉，合 

共1500万令吉，预料两二年 

时间，便能竣工启用。”

他说，一旦新会所启用后， 

5楼将是礼堂，可以容纳100桌 

席，届时可以提供予大众筹办宴 

席，第4楼则充当会所和活动中 

心，至于第1楼至第3楼，则保 

留出租“以楼养会”。

当年会长庄荣发、财政张金木 厅及小讲堂等

欠800万经费
欢迎惠安人认捐

王顺和说，重建新会所所 

需的工程经费数額庞大，希望 

同乡慷慨解囊，共囊义举，使 

这项工程能够如期完成。

“目前我们已筹得约700 

万令吉，惟距离1500万令吉 

的0标还不到一半，因此希望 

惠安人继续响应认捐。”

他说，1月1日的动土礼 

当天，凡是认捐10万令吉或 

以上者便受邀为动土嘉宾，参 

与拿锄头动土仪式，希望当天 

有40至50名乡亲参与动土 

礼，届时便可以筹得400万至 

500万令吉。

该会永久名誉主席拿督黄 

福美指出，除了巴生惠安人， 

该会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惠安人 

认捐，助力落实新会所计划。

他说，新会所大厦非常堂 

皇，届时经过巴生港口路，大 

家都可以显而易见，成为外地 

人“认路”地标，使该会迈人 

另一里程碑。

另外，筹委会主席锺宝妹 

则欢迎各地惠安人前来见证新 

会所的动土礼。

出席记者会者包括该会永 

久顾问庄德枝、永久顾问拿督 

庄秀春、副会长林登富、财政 

王顺宝及总务拿督庄国安等 

人。有意认捐者，可联络秘书 

处（03-3371 0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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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进宝:吸引新血

青年入会仅付5元会费

乌鲁音峑鲁福建会馆周年宴

(乌鲁音峑鲁19日讯）乌鲁音

昏鲁福建会馆盛设千人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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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主持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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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崎ill区不平的道 

路，在先贤们无私的付出及努 

力下，会馆奠下稳固的基础。

他说，为了引进更多年轻 

的乡贤加人会馆成为未来的接 

班人，该会特设定优惠计划， 

凡年龄18至30岁的本地乡贤 

申请加人，只需付5令吉（原

木收费105令吉）。

明年5月30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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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5 

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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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俱乐部主席吕沐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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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总务王添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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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福山（右三）及黄思汉（左三）为乌鲁音峑鲁福建会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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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福山：争取更多权益
林福山致词时说，福联会 

经过一年磨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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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强大的组 

织力量，以争取更多的权益。

社I才丨代表吕沐阳致词时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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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喜可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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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是国家经济增 

长的火车头，为了配合工业 

4.0计划，决定在一年内为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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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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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汉（左三）与蒲种竞智华小三机构巡视该校遮雨棚 

工程。左起为刘有福及叶国荣；右起为陈柃燐、周月春、李伟 

宏、谢珊珊及陈月年:，

(蒲种19日讯）雪州行政议员黄思 

汉表示，梳邦再也市议会正式获得内阁批 

准升格为市政厅，-旦宪报T.作完成后， 

梳邦再也市议会即将升格为市政厅。

也是行动党金銮州议员的他今日巡 
视蒲种竞智华小有盖走道T.程时表示，梳 

邦再也市议会是继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及沙 

亚南市政厅后，在雪州内第三个升格为市 

政厅的地方政府，他相信梳邦再也市议会 

-旦升格为市政厅后，更有利于发展。

“梳邦再也市议会与八打灵再也市 

政厅及沙亚南市政厅毗邻，-旦市议会升 

格为市政厅后，巴生河流域从吉隆坡市政 

局开始至首邦市，地方政府都是市政局及 

市政厅的级别。”

不能增开销及员工
黄思汉说，由于目前梳邦再也市议 

会仍属市议会，当外资企业在投资时，会 

影响他们的选择，惟当市议会升格为市政 

厅后，就有望提升商业活动，并达到发展 

平衡的目标。

“梳邦再也市议会在升格为市政厅 

是符合升格为市政厅的条件，收费仍保持 

-样，但会提升及改善基本设备。”

他也补充，州政府在批准梳邦再也 

市议会升格为市政厅及瓜冷县议会升格为 
市议会时，附上2个条件，即不能增加开 

销及员工。

他说，尽管梳邦再也市议会目前的 

基设并没面对大问题，但仍未足够，市议 

会必须加倍努力提升至更高水平。

“梳邦再也市议会在升格为市政厅 
后，将会于明年2月宣布将有大型基本设 

备，

要求地方政府须达目标
另外，他说，雪州政府严格监管州 

内的地方政府，要求他们必须达到一定的 

目标，目前仅有沙白安南县议会仍未达到 

H标。

“除了瓜雪县议会符合升格为市议 

会的资格外，乌雪县议会也已符合及超越 

升格为市议会的资格，我鼓励他们提出升 

格为市议会的申请a v
他说，州政府同时也要求每个地方 

政府有健康的财务管理及提升储备金，其 

中瓜雪县议会的财务管理有欠理想，惟经 

过改善后，该县议会的财务管理今年已大 

有改善。

叶国荣：迈向高素质城市动力
梳邦再也市议员叶国荣表示，梳邦 

再也市议会升格为市政厅是一个品牌的改 
变及推动力。他说，市议会在策划2020至 

2035年的蓝图时，要迈向高素质的城市。

“市议会目前面对的常见问题为路 

灯、垃圾及野狗。”

他也说，市议会明年的财政预算案 

中注重发展开销，同时也增加员工的工作 

效率。

竞智华小获拨2万建遮雨棚

黄思汉表示，他在几个月前接获蒲 
种竞智华小二机构及居民的投诉，指该校 

前的道路拥挤且无遮雨棚，学生及家长在 

等候时必须忍受日晒雨淋的痛苦。
“我动用州议员的拨款，拨出2万令 

吉给该校兴建遮雨棚，让学生及家长在开 

学后就能使用，告别日晒雨淋的日子。”

他说，州议员可分配州议员的其中 

30%拨款用于选区内的社区发展，有需要 

维修的学校，都可向其服务中心提出申 

请，其余的拨款则用于小型活动。

该校校长陈月年表示，该校明年将 

有1555名学生，家长在等候孩子放学时只 

有一个等候区，但校前仅有一个候车亭， 

不能容纳太多的家长及学生，因此需要增 

设遮雨棚。

出席新闻发布会者包括蒲种竞智华 

小副董事长刘有福、谢珊珊、家协主席李 

伟宏、副主席周月春及副校长陈柃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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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興:若有合理需求

重探討邦咯島酒免稅

他说，他也被相关机构告 
知，有些基础设施已100%完成 

提升工作，有些已完成95%以 

上，•切准备.T作都走在正轨

保明年元旦时，邦咯岛内所有基 

础设施都能使用，即无论是码头 

或店铺都已做好免税的准备。

千万提升邦咯岛基设

他说，这个委员会共有14 

名来自联邦和州政府机构的成 

员，并定时召开会议以确保邦咯 

岛达致免税区的目标，而且州政 

府也已获得1000万令吉拨款提升 

邦咯岛的基础设施，包括道路、 

告示牌、码头及景观等。

上。

掌管雪州文化和旅游、马 

来习俗及遗产事务的行政议员拿 

督阿都拉昔表示，雪州政府通过 

雪州旅游局举办的雪兰莪州人物 
志巡回展共造访国内3个州属， 

首站于11月26日至28日在吉打亚 

罗士打、第二站于12月15日至17 

日在柔佛新山，而12月18日至20 

日最后一■站则在怡保举行。

出席者包括雪州旅游机构 

代总经理莫哈末再因、大马旅游 

同业协会霹州分会主席张耀权。

--

(怡保19日讯）掌管霹雳 

州旅游、文化和艺术事务的行政 

议员陈家兴强调，截至H前为 

止，在明年落实为免税区的邦咯 

岛，所有酒精饮料仍属非免税 

品，但霹州政府会重新探讨这项 

政策，若有合理的需求，不排除 

未来将在特定的地点允准酒类免 

税。

“州政府尚需探讨相关政 

策，视当地业者的需求而定，相 

反地如果当地没有出现对酒类免 

税的需求，州政府也就不用允准 

酒类免税。”

他说，邦咯岛上所有物品 

都将被列为免税品包括香烟、食 

物、巧克力及服饰等，除了酒精 

饮料，但州政府也不排除未来让 

酒类免税的可能性。

他今天出席雪兰莪州人物 

志巡回展霹雳怡保站后，在新闻 

发布会上受媒体询及邦咯岛上有 

旅游业者听闻香烟及酒类皆免税 

的消息，如是回应。

针对距离邦咯岛列为免税 

区仅剩2个星期，陈家兴表示， 

-个由霹州秘书领导的委员会向 

来有监督准备丁作的进展，以确
陈家兴（左三起）在阿都拉昔的陪同下，参观现场的参展 

单位和了解雪州的旅游产品。左二为张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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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玛指出，市政局是基于多次 

接获来n工地四周范围的市民 
投诉，怀疑丁地造成蚊子繁殖及滋生，加 

上官员在此前多次要求进\检查遭拒下， 

因而决定展开这项取缔tT动。
她说，执法队伍今日是分成5个不同 

的组别，分别在不同的区域进行检查，最 
后也在共20积水处找到孑孓繁殖的迹象。

她说，根据他们在丁地的检查发 

现，工程所进行的防范工作并不足够，以 

致于工地沦为繁殖蚊子的温床，包括该工 

地虽然每两个星期喷蚊雾•次，但却无法 

起着太大作用

她也提醒发展商有需要找出导致蚊 

子繁殖的主因，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同时 

也表示当局乐意指点他们如何进行全面的 

灭蚊及防范工作。

她也说，当局已发出通知，指示有 

关工程于明日起关闭停工以进行清理丁 

作，期限为14天，惟若清理丁作提早完成 

并通过当局的检查，即可提早恢复施工。

发展商方面则表示将会重新整顿工 

地的清理及防蚊工作。

全國蚊症病例增65%

诺

市政局及卫生局出动多名官员参与行动，检查工地是否成为繁殖蚊子的温床。

阿玛透露，截至本月14日为止，全国的骨痛热症 

丨病例局达12万4777宗，死亡病例占174宗，相比起 

去年的7万5612宗病例，死亡病例有135宗，提升了65%。

她说，其中吉隆坡的病例则有1万3683宗，相比于去年 

的6566宗病例，是提升了108.4 %;惟7宗死亡病例则比去年 

9宗减少。

她补充，吉隆坡也是继雪州之后，为全国骨痛热症第二 

高的地区，排在第一.的则是柔佛州。

诺阿玛表示，当局一直持续展开取缔行动，以对付繁殖 

蚊子的工地；其中在去年就曾联同吉隆坡卫生局取缔及关闭 

了87个工地，今年则有31及77个工地分别被市政局及卫生局 

谕令关闭。
她也说，建筑丁地是主要蚊子繁殖的温床，而其他繁殖 

蚊子之处也包括了游乐场、休闲公园、搁置工程、空地及坟 

场等。

士布爹蚊症最严重

此外，她透露，隆市内面对骨痛热症情况最严重的地区 

为士布爹，依序则是崙都及泗岩沫区。
“如果一个地区连续30天都出现疫情，将会被列为骨痛 

热症黑区。其中位于斯迪亚旺沙的拿督敦胡先翁组屋，已经 

连续61天出现病例。”

(吉隆坡19日讯）吉隆坡市政局 

卫生与环境组联同卫生局展开取缔行 

动，率队突击检查位于吉隆坡广播大厦 

(Angkasapuri )的媒体城工程，并在 

工地发现多处成为繁殖蚊子的温床。

联合取缔行动是于今早在卫生 

与环境组主任拿汀诺阿玛的带队下展 

开，执法队伍在约1小时的行动中发现 

孑孓滋长的踪影。

当局也在援引1975年消灭携带 

传染病昆虫法令第8 ( 3 ) ( aa )法令 

下，谕令有关工程停工14天以进行清 

理，同时也会将发展商提控上庭，届时 

或会面对最高10万令吉的罚款。

惟市政局这次也给予宽容，将不 

会对发展商开出罚单。

感

r

诺阿玛贴上通告，谕令有关工程必须停工，以进行清理工作。
行动中一共发现了 

20个繁殖蚊虫的温床。

媒體城工地
:命令工程停工14天清理

子窩 执法官员抽取积水以检查是否有孑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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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诗棋为迎接金鼠年来临，率先推出6 
款个人肖像红包封派群众。

報道►李景志

(加影19日讯）继金猪年 

之后，无拉港区州议员王诗棋 

为迎接金鼠年来临，率先推出 

6款个人肖像红包封派群众。

这6款红包封以身穿汉服 

造型为主，每款正面各有一个 

祝福语，而红包封后面则印有 

其中6项雪州政府惠民政策， 

卫诗棋要透过派红包封向民众 

传达有关讯息。而这6项政策 

讯息包括乐龄慈善基金、大学 

深造辅助金、我的雪州房屋计 

划、雪州综合微型贷款计划、 

妇女健康计划及青年结婚津 

贴。

6万红包封派民众

王诗棋向《大都会》社 

区报指出，这是她第二次推出 

个人肖像红包封，并准备6万 

个红包封，在12月18至22日期 

间，分别在首都镇、美佳花 

园、蕉赖十-里、无拉港新村 

及锡米山新村派送给民众。

她说，她在金猪年的红包 

封有宣扬捐发慈善活动，反应 

不俗，因此她计划在即将来临 

的金鼠年，延续传达讯息的概 

念，当民众收到红包封的祝福 

语，亦能了解雪州政府惠民政

策，-举两得。

“这6项惠民政策是一般 

普罗大众都能惠及，虽然州政 

府已推广，迄今仍有不少民众 

对这些政策不了解，甚至不清 

楚他们是受惠的一群，我想透 

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 

州政府这些惠民政策，是供有 

资格人士申请。”

有责任让民众知惠民政策

王诗棋说，红包封可以有 

不同的意义，除了送别大家祝 

福，州政府送给人民的祝福更 

加要宣扬，所以她就把州政府 

的政策印在红包封后面，让更 

多人知道。

“我举例，仍有不少 

龄乐人士尚未注册州政府 

推出已10年的乐龄慈善基金 

(SMUE )，作为州议员更加 

有责任让不知道的民众有这项 

惠民政策，也让民众可在新年 

期间互相传递有关讯息。”

她指出，民众也可以前往 

其服务中心查询有关惠民政策 

更多的资料。

她披露，这是她一手包办 

筹备该红包封的概念，她将这 

个概念传达给设计师，再由设 

计师制作红包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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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巧雙:對廣告用詞感羞恥

須徹查廣告牌如何獲批
(八打灵再也19日讯） 

妇女及家庭发展部副部长 

杨巧双认为，Sugarbook应 

用程序（APP )创建者标记 

Sugarbook为赋权女性的工 

具是极为糟糕的，也为他感 

到羞耻。

她今日在脸书贴文支持 

班底谷区国会议员法米的呼 

吁，即调查Sugarbook广告 

牌批准事件的来龙去脉：

她认为，Sugarbook广 

告牌的批准理应由吉隆坡市 

政局做最后的批准，非联邦 

直辖区基金会或其他公司， 

而来自州属的土地或资产理

应重归州属拥有。

质问为何没审核内容

她质问，为何国家语文 

出版局在批准广告牌文字前 

没有审核内容？

她认为，这种“我不知 

道我的银行户头发生了什4 

事”或“我不知道我批准了」 

什么”的综合症需要停止。

“根据我们与国家语5 

文出版局的往来，他们 

核）很严格，所以在这起事 

件发生了什么事？我支持法 

米对此采取调查的呼吁。

.1!行

Where 
beautiful 
successful 
people meet

Sugarbook

隆市政局已下令管理公司必须撤

_指“甜心寶貝”Ji現 下Sugarbook的广告。

反映拜金價值觀盛行 “为什么他们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每个人需要

加倍努力，而政府需要处理根本问题，而非消除表

q -方面，杨巧双获知网络上有许多类似 

W “甜心宝贝”的网站和应用程式后，提 

出一个真正的问题，即为何现今许多年轻人有金钱 

至上的错误价值观？

“这应该是每位父母现在育儿的挑战与警钟， 

我相信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面症状。”

她认为，宗教团体需要停止活在否认中，父母 

也需停止把育儿职责委派他人。

该部通过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LPPKN) 

协助家庭来解决他们的挑战，并通过httP://kelUarga. 

lppkn.gov.my/directory/ 给予他们协助。

直轄區基金會證實

孟沙區廣告牌全撤

邦直辖 

区 基 

金会日前发文告 

证实，在孟沙和 

满家乐-•代有关 

Sugarbook的广告牌 

已完全撤下，也采 

取行动要求电子广 

告商提出解释。

Sugarbook创 

办人兼f丸行长陈 

达任（首译Darren

Chan )表7K，该公 

司是受到广告商的 

误导，以为国家语 

n出版局是官方的 

唯一认证。

国家语言 

出版局证实签核 

Sugarbook广告牌的 

广告词，并表示， 

官员仅审核了马来 

文版本，没有审核 

英文版本，以为其

内容是为••本书。

Sugarbook是 

马来西亚提供甜 

心爹地（S u g a r 

Daddy)、甜 

心妈味（S u g a r 

Mummy )及甜心宝 

贝（Sugar Baby ) 

的网络服务平台， 

其目的是赋权女 

性，让他们自由选 

择自己要的理想关 

系，而选择不是非 

法的性丁作或身体 

交易来换取金钱， 

他们都是真实背景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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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隨

畜魯
辦丁

I密

按S原監
I-4-! ■ ■ ■ ■

S視 
S水
國災

(新山19日讯） 

柔佛州务大臣办公室 

指出，被指责在州内 

发生水灾时出国的大 
臣拿督萨鲁丁是按照 

原定计划，与柔州宗 

教理事会到约旦和埃 

及访问，而他随时密 

切监控州内的水灾状 

况，并获相关单位直 

接汇报。

大臣办公室今 

日发文告指出，萨鲁 

丁的这项探访工作， 

是柔州伊斯兰研究学 

院与埃及爱资哈尔大 

学、约口1的数所大 

学，为加强柔州伊斯 

兰教育而安排的工作 

访问。

“与埃及爱资哈

讨让柔州伊斯兰研究 

学院的学生能继续在 
该大学深造，而两所学校从1997年开 

始就进行合作；这也是萨鲁丁首次率 

领柔佛州政府成员到埃及和约A进行 

访问，以加强双方的友谊。”

另外，文告也指出，州政府此次 

到中东进行访问，也是为了与约旦的 

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而柔州伊斯兰 

宗教事务、农业及郊区发展委员会主 

席托斯林等也参与访问行程。

“此外，这项会面也提供机会给 

新任柔州政府，与在两国留学的柔州 

留学生见面3在这次的会面中，萨鲁 

丁和代表团成员将与他们会面，并且 

解决他们在埃及和约旦留学的便利、 

舒适和福利问题。”

另外，萨鲁丁也将会到当地的马 
来西亚大使馆进行Ti作访问Q

针对大臣在水灾期间出国的指 

责，文告强调，有关访问是在水灾发 

生前就已商定，而萨鲁丁也已到数个 

发生水灾的县巡视救灾中心，同时也 

与柔州消防与拯救局局长拿督雅哈亚 

-同进行空中视察。^

通过视频解释出国缘由

大臣办公室表示，天灾管理委员 

会秘书处、州级和县级政府已鉴定和 

确保所有需求已经到位，并且随时直 

接向大臣汇报，大臣也随时密切监控 

柔州的水灾情况。

文告提及，柔州水灾状况有所缓 
解，截至12月19日早上8时，灾民人数 

已经从12月16日的9151人，下降至2669 

人。

另外，柔州公共工程、交通及基 

设委员会主席莫哈末索里翰也通过视 

频，向民众解释萨鲁丁在水灾期间出 

国访问的缘由。

他指出，有关的会面早在•年前 

就已经安排，而这也是为了柔州学生 

能到埃及和约旦留学。

他说，柔州地方政府、城市和谐 

及环境委员会主席陈正春作为相关的 

负责人，被赋予了监控救灾中心运作 

的责任，目前所有的救灾工作都有序 

进行。

Page 1 of 1

20 Dec 2019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 • Audience : 288,920 • Page: 15
Printed Size: 178.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5,393.94 • Item ID: MY003822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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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隆坡19日讯）财政部副部 

长拿督阿米鲁丁指出，随着国会上 

议院昨日通过2019年雇员公积金局 

(EPF)修正法案，有关允许丈夫 

选择以自愿方式从公积金户头转移 

2%的存款给其合法妻子的户头的做 

法，也同时开放给非公民申请，条 

件是其妻子必须是大马公民。

“至于妻子方面的条件，不管是有 

丁.作的妇女或家庭主妇都可申请，条件 

同样为需是大马公民。”

夫须有固定工作雇主

阿米鲁丁今日在国会上议院联同妇 

女及家庭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召开新闻 

发布会说，这项选择的条件必须是有关 

缴纳者要有固定的丁作，同时有雇主。

“不管是他是不是大马公民，我们 

都鼓励丈夫这么做，只要他的妻子是大

马公民。至于在妻子的要求方面，同样 

必须是公民才符合资格，妻子是否有工 

作并不重要。”

他指出，这是政府给予妇女的•项 

认可，主要保障本地家庭主妇的未来。

i-Suri 须先登记 e-Kasih
“这做法跟妇女部的主妇公积金计 

划（i-Suri )稍微不同，那个需要先登记 

e-Kasih，财政部的只需要获得丈夫的同 

意即可，不管申请人的家庭收人状况， 
只要丈夫同意就可以每月扣2%给太太 

了。”

阿米鲁丁说，这项计划只有在丈夫 

突然去世或与太太离婚才会终止。

“至于穆斯林有多名合法妻子的情 
况，丈夫就得公平扣2%给每名妻子，以 

示公平。”

杨巧双：3阶段逐步落实i-Suri
他强调，此项计划为自愿性计划，

政府并非强迫所有已婚男性雇员都要这 

么做。_
另外，杨巧双也透露，妇女部将分3 

个阶段逐步落实主妇公积金计划。

她说，第…阶段是若妇女在登记时 
选择每个月缴纳5令吉，政府将额外增加 

多40令吉作为她的公积金存款。

“这也表7K,有关妇女一年可获得 
政府给予480令吉存款这不包括本身缴 

纳一年的60令吉：这只限于已经登记主 

妇公积金计划或已在e-Kasih下注册的主 

妇a ”

另外的两个阶段尚在讨论中，还未 

正式落实，包括第二阶段该部正与社险 

机构讨论有关提供保护妇女的建议。

杨巧双说，第三阶段是有关允许丈 

夫从其公积金户头扣除2%的缴纳金进人 

妻子的户头。

“这个也还未正式落实，但昨天在 

国会上议院已经通过。”

：广• ...

•—阿米鲁丁 Ti)与4务 

双在土议院向记者汇报有 

关雇员公积金局修正法案通 
过后，职业丈夫可选择自愿 

扣除2%缴纳金给太太的•户 

头。

■J財長：2%EPF轉移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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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民衆善用輕快鐵

停車轉乘只需RM3
©©©© PJX HM Shah大廈多層停車場

(八打灵再也19日讯）为了方 

便与鼓励民众善用轻快铁公交服 

务，位于再也花园（Taman Jaya) 

轻快铁站附近的八打灵再也PJX 

HM Shah大厦多层停车场，提供多 

达222个停车转乘（Park and Ride ) 

它楼层则是以每小时收费的停车场。
他表示，虽然该大厦开放222个停 

车转乘停车位已有一段时间，但仍有许 

多人士不晓得这座每日收费只需3令吉 

的停车场。

拉吉夫今日特别召开新闻发布会宣 

传，以让更多泊车转搭轻快铁的民众善 

停车位，每日停车费只需3令吉。

拉吉夫：提供222停车位

行动党武吉加星州议员拉吉夫表 
示，P】XHM Shah大厦多层停车场仅限 

第7层及第8层楼是停车转乘停车位，其

須使用2部取票機

用有关停车转乘停车场。
“政府推出Mv 100无限搭乘公交的 

优惠，公交使用率提升，尤其是在吉隆 

坡工作的八打灵再也市民，都选择搭乘 

轻快铁上班，如把车停在吉隆坡丁作地 

点，停车费相当高。”

拉吉夫：停车转乘停车场已开放一段时间，希望能够惠及更 

多搭轻快铁上班的民众。左为叶金水。

拉
吉夫提醒使用PJX HM Shah大厦停车转 

乘停车场的用户，进人第7层楼的停车 

场之前必须使用2部自动取票机，即在第•部取 

票机索取停车票后，驾驶至第7层楼再把停车票 

塞人取票机，随后再取回该停车票，便可泊车。

他表示，若民众把车停泊在第7及第8层楼停 

车转乘停车位以外的停车楼层，则无法享有每日 

3令吉的优惠

“无论如何，这是为了鼓励民众停车转乘。 

停车费低廉，这也导致有些在这座大厦或附近工 

作的上班族把车停在这里。”

对此，拉吉夫认为，要是该大厦的停车转乘 

停车位在日后供不应求，管理层可以选择采用一 

触即通卡收费，车主同时也使用同一种卡搭乘轻 

快铁，如此来限制仅有轻快铁乘客使用^
PJX HM Shah大厦位于阿玛广场（Amcorp 

Mall)毗邻，距离再也花园轻快铁站只有大约100 

公尺。

拉
吉夫表示，除了再也花园轻快铁站 

设有停车转乘停车场以外，八打 
灵再也其它地方还包括幸福花园站（Taman 

Bahagia )、亚洲再也站（Asia Jaya )及格拉那 

再也站

他说，亚洲再也站的停车转乘露天停车场 

非常宽大，可容纳800辆车，显示出民众对该设 

施的高需求。

“这座露天停车场在高压电缆塔下，是 

由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向国能公司租用而来的地 

段，由于毗邻还有空地，我希望市政厅日后能 

够把停车场扩大范围，让更多人受惠。”

出席者包括拉吉夫的助理叶金水。

车主在底层拿取停车票后，驾驶至第7层 

楼再把票根塞入取票机，随即取回弹出的票根 

即可进入停车转乘停车场。

民
衆
對
停
車
轉
乘
需
求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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