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aman Rekreasi 
Hutan Bandar tingkat 
kelestarian hijau 
SUBANG JAYA 15 Jan. - M a j -
lis Perbandaran Subang Jaya 
(MPSJ) meneruskan usaha 
mewujudkan kelestarian hi-
jau di kawasan Subang Jaya 
apabila membangiinkan se-
buah taman rekreasi berkon-
sepkan hutan bandar di Per-
siaran Setia, USJ 3C di sini. 

Yang Dipertuanya, No-
raini Roslan berkata, cadan-
gan pembangunan taman 
rekreasi awam itu bertu-
juan menjadikannya seba-
gai 'Integrated Playground 
Centre' selain mewujudkan 
persekitaran segar, nyaman 
dan selesa untuk komuniti 
setempat. 

Katanya, pelaksanaan itu 
juga selaras dengan Pelan 
Strategik MPSJ 2012 - 2030 
yang memperincikan setiap 
perancangan, pembangunan 
mampan dan mesra alam se-
bagai salah satu inisiatif ke 
arah perbandaran 'vibrant'. 

"Pembangunan rekreasi 
ini diperoleh melalui pe-
muliharaan kawasan hutan 
belukar sedia ada dengan 

keluasan 3.15 hektar kepada 
sebuah kawasan taman rek-
reasi awam untuk manfaat 
penduduk, yang siap pada 
April 2018. 

"Kawasan tapak ini ber-
potensi sebagai taman rek-
reasi awam untuk riadah 
keluarga ekoran 70 peratus 
daripada guna ta-nah seke-
liling adalah daripada ka-
wasan perumahan dan baki 
30 peratus adalah kawasan 
perindustrian dan lain-lain,"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ketika berucap dalam Pro-
gram Lawatan Tapak Ah-
li-Ahli Majlis Mesyuarat 
Kerajaan Negeri Selangor 
ke Taman Rekreasi Hutan 
Bandar MPSJ di taman ber-
kenaan, baru-baru ini. 

Noraini berkata, taman re-
kreasi itu mempunyai 8,288 
pokok daripada 29 spesies 
tanaman di lima laman uta-
ma iaitu Laman Terapi, La-
man Ilmu, Laman Herba dan 
Laman Permainan Kanak-
Kanak. 

NORAINI ROSLAN (dua dari kiri) bersama Ahli-Ahli Majlis Mesyuarat 
Kerajaan Negeri Seiangor dalam Program Lawatan Tapak Taman 
Rekreasi Hutan Bandar MPSJ di USJ 3C. Persiaran Setia. Subang Jaya. 
Selangor. baru-baru 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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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satu Selangor pilih calon

P �������� (�	��
��
�������	�����-
	�� �����
�

��
�� ���������
���
��'��������������������	-

������������!1�����������
���
���

6����)������"�	
������(�	-

��
���6���(��	�<�������	�-

��� ����	��� '����� 
�	����
�
��������	�����������'��
�����������	
����
������-

������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beri mandat 
oleh parti kenal 

pasti calon 
terbaik

ARZIANA MOHMAD 
AZAMAN

JERAM

Abu Bakar (kanan) memberi sumbangan kepada ibu tunggal, Rosnah Samad di rumah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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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gan memberontak 
jika tidak terpilih 
sebagai calon
 

info

PRK 
SEMENY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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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fe tetap kena roboh
Peniaga dakwa 

hilang punca 
pendapatan

AHMAD ISMADI ISMAIL

“S aya bukan pengemis, saya 
sendiri mengusahakan 
kafe ini sejak 20 tahun 

lalu, namun mereka buat saya ma-
cam ‘orang luar’,” itu luahan pemilik 
Cafe Al Hambra, Khuzairy Abu Has-
san apabila kafenya, dirobohkan 
oleh Majlis Perbandaran Ampang 
Jaya (MPAJ), kelmarin.

Khuzairy berkata, dia turut 
mempersoalkan tindakan MPAJ ter-
hadap peniaga warga asing yang 
beroperasi di kawasan itu.

“Mereka hanya jawab akan am-
bil tindakan, tapi bila? Saya mahu 
berniaga apa dan di mana esok. Ke-

TAMAN KERAMAT

dai dah tak ada,” katanya.
Dia berkata, pihaknya mendak-

wa telah memohon pertolongan 
daripada individu tertentu, namun 
tidak dihiraukan. 

“Lihat apa yang berlaku ke atas 
kafe saya, mereka tidak kasihan ke 
atas nasib diri dan keluarga saya,” 
katanya.

Khuzairy berkata, keuntungan 
perniagaan yang diperoleh tidak ba-
nyak kerana dia hanya menjalankan 
operasi perniagaan pada jam 5.30 
hingga 1 pagi. 

“Itu pun bergantung kepada 
jumlah pelanggan. Duit itulah yang 
saya guna untuk menyara isteri dan 
tiga anak,” katanya.

Sementara itu, pelanggannya 
Husen Manap, 60, berkata, dia turut 
simpati dengan nasib yang menim-
pa Khuzairy.

“MPAJ juga pernah merobohkan 
kedai saya di Taman Cahaya satu 
ketika dulu. Berhampiran gerai saya 
itu pula ada peniaga warga asing. 
Apakah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Khuzairy melihat kafenya yang telah dirobohkan.

sudah mengambil tindakan terha-
dap mereka?” soalnya.

Husen yang bekerja sebagai pe-
ngawal keselamatan berkata, dia 
terkilan dengan tindakan MPAJ yang 
sepatutnya menjalankan penguat-

kuasaan secara menyeluruh.
“Ramai peniaga warga asing 

yang menjalankan operasi secara 
haram, sepatutnya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turut merobohkan premis 
peniaga warga asing ini,” katanya.

Sementara itu, Pegawai Komu-
nikasi Korporat MPAJ, Norhayati 
Ahmad ketika dihubungi  memak-
lumkan tapak kafe itu adalah rizab 
dewan milik MPAJ yang kini dalam 
pembinaan.

Justeru katanya, perobohan kafe 
itu bertujuan memberi laluan kepa-
da projek berkenaan.

“Tapak tersebut adalah rizab 
dewan. Keluasan tapak adalah 1.484 
meter persegi. Dewan serba guna 
satu tingkat itu  bernilai RM1.5 juta,” 
katanya.

Norhayati berkata, pihaknya te-
lah memberi notis kepada Khuzairy 
sejak Disember lalu.

“Sepatutnya dia berpindah ke 
tempat lain, tanah tersebut tiada TOL 
(Lesen pendudukan sementara) na-
mun saya difahamkan dia telah me-
mohon kepada Pejabat Tanah dan 
Daerah Gombak.

“Kita juga telah mengadakan 
perbincangan serta menawarkan 
unit di medan selera, namun dia 
menolak tawaran tersebut,”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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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ar pagi kembali beroperasi

SUNGAI CHOH - Majlis Da-
erah Hulu Selangor (MDHS) 
dengan kerjasama NGO 
menghidupkan kembali Pa-
sar Pagi Sungai Choh yang 
menyepi sejak 30 tahun lalu.

Ahli MDHS Zon 17, Mohd 
Hafiz Idrus berkata, pihaknya 
bersama Pertubuhan Amal 
dan Usha Anak Kampung 
(Padu) mahu mengembali-
kan kegemilangan pasar pagi 
yang menjadi tumpuan satu 
ketika dahulu.

Menurutnya, pasar itu 
diadakan setiap pagi Sabtu 
dan Ahad bermula awal ta-
hun ini membabitkan 30 ta-
pak niaga.

"Dulu pasar pagi ini ter-
kenal untuk dapatkan barang 

basah dan produk tradisi na-
mun terhenti selepas pasar 
lain dibuka sekitar sini, teru-
tama di Rawang.

"Tapi apabila pemba-
ngunan kembali pesat, ada 
permintaan penduduk yang 
mahu pasar pagi ini diwujud-
kan kembali supaya pendu-
duk tidak perlu pergi jauh 
untuk membeli barang basah 
dan keperluan lain.

"Saya antara perintis ke-
pada penubuhan semula 
pasar pagi ini bersama NGO 
Padu dan kita sudah pun mu-
lakan operasi pada awal bu-
lan lalu," katanya.

Mohd Hafiz berkata, pa-
sar berkenaan memberi tum-
puan terhadap penjualan 

produk tempatan seperti in-
dustri kecil sederhana (IKS) 
dan keperluan harian terma-
suk ikan sungai serta sayur-
sayuran.

Menurutnya, ia secara 
tidak langsung menjadi pusat 
memasarkan hasil penduduk 
setempat dalam membantu 
meningkatkan ekonomi dan 
pendapatan.

"Pasar ini beroperasi sea-
wal jam 7 pagi sehingga te-
ngah hari dan setakat dua 
minggu ini, sambutan orang 
ramai amat menggalakkan.

"Pada masa akan datang, 
kita juga minta penganjur dari 
Padu menarik penyertaan 
lebih ramai petani setempat," 
katanya.

�������	
������
bertemu peniaga 
bagi 
mendapatkan 
maklum balas 
selepas dua 
minggu pasar 
pagi itu 
beroperasi.

Headline Pasar pagi kembali beroperasi
MediaTitle Sinar Harian
Date 16 Jan 2019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Selangor & KL Circulation 160,000
Page No 24 Readership 509,000
Language Malay ArticleSize 214 cm²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3,650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10,950



VALUATOR

Company(Brand) Mention Tone ROI
Majlis Daerah Hulu Selangor (Majlis Daerah Hulu Selangor) 1 0 RM 0

GIST(ENGLISH)

N/A



MOBILE COUNTER 
MBSA's Shah Alam On Wheels will 
be operating this Saturday at the 
parking lot of Tesco Setia Alam, 
Seksyen U13, Shah Alam, from 
11am to 5pm. Visitors will be able to 
lodge complaints, buy parking 
coupons, pay assessment and check 
or pay existing comp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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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 COUNTER MBSA's Shah Alam On Wheels will be operating this Saturday at the parking lot of Tesco
Setia Alam, Seksyen U13, Shah Alam, from 11am to 5pm. Visitors will be able to lodge complaints, buy parking
coupons, pay assessment and check or pay existing compounds.



Cruise control 
Boat operators offering sightseeing packages on Sungai Sepang have 
been told to first get the relevant permits from the authorities. >3 

Story and photos 
by GRACE CHEN 
gracechen@thestar.com.my 

TAKING a river cruise along 
Sungai Sepang is one of the attrac-
tions listed on Visit Sepang 2020 
calendar. 

However, many of the boats 
offering the sightseeing tours do 
not have the relevant licences -
putting the lives of those on board 
and others at risk. 

In view of the expected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opera-
tors who will be offering such 
tours, the Sepang Municipal 
Council (MPSepang) is taking 
steps to ensure they have the 
proper licence. 

Many of those organising river 
cruise trips are also fishermen 
who do not have permits to carry 
passengers. 

MPSepang Licensing 
Department director Noor Halif 
Noorzan said they are working 
together with the Marine 
Department to rectify this. 

"We are working together with 
the Marine Department to engage 
the boatmen on the licensing 
requirements. 

"The council also plans to work 
with the Negri Sembilan authori-
ties as half of Sungai Sepang is on 
their side," said Nor Halif. 

of mind Giving tourists peace 
MPSepang working with Marine Department 
to engage boatmen on licensing requirements 

There are an estimated 30 boat 
operators offering river cruises on 
Sungai Sepang. Many are fisher-
men who take passengers on 
board to earn extra income. 

Starting from RM30 per head, 
the river cruise packages range 
from a leisurely 30-minute boat 
ride to clam hunting expeditions 
along the river's mangrove 
swamps. 

Of the five million visitors the 
council is expecting next year, it is 
estimated 5% of them will go on a 
Sungai Sepang river cruise. 

"We foresee having two trips 
every 30 minutes on the river," 
said MPSepang Public Relations 
and Corporate Unit director 
Norrehan Amat Kasman. 

Norrehan said the Bagan Lalang 
beach area could become a tourist 
hotspot like Port Dickson. 

In addition to fish farms, wild-
life and nature, boat operators 

also cater to anglers. 
The latest attraction are night 

stays on raft houses built on the 
water. Rates can start from 
RM400 a night per unit. 

The usual route taken by cruise 
operators covers some 7km of 
Sungai Sepang from Sirip Biru 
Jetty to Kampung Tanjung Mas 
Batu Dua. 

The trip also includes a ride up 
Sungai Tuntung, one of the tribu-
taries in Sungai Sepang. 

Avani Sepang Goldcoast recrea-
tion manager Irwan Ishak gave 
assurance that its boats and pilots 
have obtained proper licences for 
the river cruises. 

"We have been renewing our 
licence yearly since 2009. We 
cater to international tourists and 
they are very mindful of safety," 
he said. 

Other boat operators inter-
viewed said they were still in the 

midst of obtaining information on 
the types of licences required. 

"We will be organising a dia-
logue with the Marine 
Department and Persatuan 
Nela.yan Kawasan Sepang 
(PNKSepang) members as many of 
the boat operators are also full-
time fishermen," said one opera-
tor who did not want to be 
named. 

He added that many fishermen 
were-worried about the cost of 
obtaining the licence as well as 
methods used to evaluate a helms-
man's competency as some only 
have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When contacted, Marine 
Department Corporate Unit head 
Yusnan Abdul Rani said under the 
Merchant Shipping Ordinance, 
1952 (MS01952), any boat that 
plies at any port, river or place in 
Peninsular Malaysia for the pur-
pose of business, sports, leisure or 

recreational activity must be 
licensed. 

The Merchant Shipping 
(Amendment And Extension) 
Act 2011 (Act 1393) mandates 
licensing for boats of less than 300 
gross tonnage operating in our 
waters. 

For the certificate of competen-
cy for helmsman (boat drivers), 
the basic requirement is comple-
tion of a mate course. 

Yusnan said engagement ses-
sions will be held in Sungai 
Sepang so that those offering 
such trips are aware of what is 
needed. 
• "During these engagement 
sessions, we will provide technical 
advice on vessel inspection, safety 
requirements and the require-
ments to get the certificate of 
competency," said Yusnan. 

Under Section 474 of MS01952, 
any person who uses or permits a 
boat to be used without a licence 
shall be liable to a fine not 
exceeding RM10,000 while those 
who are caught operating a boat 
without a licence shall be liable to 
a fine not exceeding RM5,000. 

(Left) The man-
grove swamps of 
Sungai Sepang 
are among the 
attractions of 
the river cruise. 

(Far left) More 
tourists are 
expected to 
enjoy the sights 
and sounds along 
Sungai Sepang in 
conjunction with 
Visit Sepang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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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ors can now stay 
overnight in raft houses 
like this on Sungai Sep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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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uise control Boat operators offering sightseeing packages on Sungai Sepang have been told to first get the
relevant permits from the authorities. >3

(Left) The mangrove swamps of Sungai Sepang are among the attractions of the river cruise. (Far left) More
tourists are expected to enjoy the sights and sounds along Sungai Sepang in conjunction with Visit Sepang
2020.



Danger at doorstep 
The sinkhole in Persiaran Meranti, Bandar Sri Damansara, is becoming deeper and residents living nearby are worried about their safety. >4 
- MUHAMAD SHAHRIL ROSLI/The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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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hing is more memorable 
than the time spent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on 

Chinese i f 
New Year 

By SHEILA SRI PRIYA 
sheilasripriya@thestar.com.my 

HUNDREDS of residents are 
having sleepless nights due 
to a large sinkhole at the 
entrance of their luxury 
semi-detached bungalows in 
Bandar Sri Damansara in 
Petaling Jaya. 

They claimed there were 
signs of the road caving in 
several metres away from 
the affected site just days 
before the incident. 

However, they said about 60m of 
Jalan Persiaran Meranti gave way 
after a downpour at the end of 
November last year. 

Airie Joint Management Body 
chairman Jason Lai said the resi-
dents had exhausted all their ave-
nues to address the problem. 

Prior to the 6pm incident, Lai 
said water from the rain streamed 
down from an elevated road near-
by, which they claimed might have 
caused the sinkhole. "Some guards 
who saw the incident said the road 
caved in within seconds. 

"Since then, workers from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have been stationed on duty 
around the clock just metres away 
from our guard house. 

Follow ourCNY SPECIAL 
supplement on Jan 18. 

"Jalan Persiaran Meranti con-
nects to SMK Bandar Sri 
Damansara (2) and visitors to the 
school can no longer use this road 
and it has also affected a Rapid KL 
bus service," said Lai. 

A check by StarMetro revealed 
that the sinkhole was much larger 
and had been cordoned off with 
road barriers and tape. Exposed 
soil and broken road debris were 
still visible at the site. 

The sinkhole had spread into 
parts of the New Klang Valley 
Expressway (NKVE) located nearby 
the The Airie gated and guarded 
neighbourhood. 

Residents said the sinkhole had 
since worsened and were worried 
that a billboard near the site may 

Large sinkhole worry residents 
Calls to quickly repair affected 
stretch in Bandar Sri Damansara 

The Airie resident Norazman Mohamed Arshad and Lai (behind Norazman) showing the severity of the sinkhole 
in Jalan Persiaran Meranti, Bandar Sri Damansara. 

topple on the NKVE. 
"MBPJ failed to give any 

constructive feedback on the repair 
work. Bukit Lanjan assemblyman 
Elizabeth Wong's representative 
also visited the site but we have not 
received any feedback. 

"It has been more than eight 

weeks and we do not see any sign 
of repairs being done," he added. 

The Airie consists of 79 bunga-
lows. 

An MBPJ spokesman said they 
were aware of the problem had 
and advertised for an open tender 
bidding for the repair work. 

"We must have an open tender 
bidding because it is a big project. 

"Submissions for the project will 
close by Jan 24," said the spokes-
man. 

The repair work will include 
slope strengthening and drainage 
re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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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ger at doorstep

The sinkhole in Persiaran Meranti, Bandar Sri Damansara, is becoming deeper and residents living nearby are
worried about their safety. >4 - MUHAMAD SHAHRIL ROSLI/The Star

Calls to quickly repair affected stretch in Bandar Sri Damansara

than HUNDREDS of residents are having sleepless nights due to a large sinkhole at the entrance of their luxury
semi-detached bungalows in Bandar Sri Damansara in Petaling Jaya.



U (right) with a waste contractor at an illegal dumping spot in Selayang. 

Councillor finds rubbish 
at no-dumping sign 
DESPITE a signboard warning 
people against illegal dumping, 
some irresponsible individuals 
in Selayang Jaya still throw their 
rubbish along Jalan Selayang 
Jaya 26, in Taman Selayang 
Jaya. 

Selayang Municipal Council 
(MPS) councillor U Chin Ong said 
the "No Dumping" signboard was 
not effective in deterring people 
from throwing their rubbish indis-
criminately. 

"They just throw domestic waste 

and all other items everywhere. 
Sometimes, old and broken furni-
ture end up along the road too," 
he said. 

He added that he would talk to 
the council's Landscape 
Department to include soft land-
scaping of flowering plants at the 
stretch of road where the dump-
ing was prevalent. 

"I hope once the area is land-
scaped, it will discourage people 
from throwing rubbish by the side 
of the road," he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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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right) with a waste contractor at an illegal dumping spot in Selayang.

DESPITE a signboard warning people against illegal dumping, some irresponsible individuals in Selayang Jaya
still throw their rubbish along Jalan Selayang Jaya 26, in Taman Selayang Jaya. Selayang Municipal Council
(MPS) councillor U Chin Ong said the "No Dumping" signboard was not effective in deterring people from
throwing their rubbish indiscriminately. "They just throw domestic waste

and all other items everywhere.



DEATH OF INCUMBENT

EC to meet on Friday over Semenyih polls
PUTRAJAYA: The Election Com-
mission (EC) will hold a meeting
on Friday regarding the Semeny-
ih by-election.

Its secretary, Datuk Mohamed
Elias Abu Bakar, said EC received
an official notification from the
Selangor State Assembly Speak-
er Ng Suee Lim on Monday over
the vacancy of the Semenyih
state seat following the death of
its incumbent Bakhtiar Mohd
Nor on Jan 11.

Elias said the meeting would be

chaired by EC chairman Azhar
Azizan Harun at EC ’s headquar-
ters here at 8.30am.

Key dates for the Semenyih by-
election would be deliberated in
the meeting, including dates for
nomination, early voting, polling
day and the electoral roll, as well
as other matters concerning the
by-election, he added.

“A press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after the me eting,” he said yes-
t e rd ay.

Last Friday, Bakhtiar, 57, suf-

fered a heart attack and was
rushed to Kajang Hospital. He
died at 4.45am.

In the 14th General Election,
Bakhtiar, from Parti Pribumi
Bersatu Malaysia, garnere d
23,428 votes to win the Semenyih
seat beating candidates from
Barisan Nasional, Pas and Parti
Sosialis Malaysia. He won with a
majority of 8,964 votes.

The late Semenyih state assem-
blyman was also the Hulu Langat
Bersatu division chief.

Datuk Mohamed Elias Abu
Bak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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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TRAJAYA: The Election Commission (EC) will hold a meeting on Friday regarding the Semenyih by-election.
Its secretary, Datuk Mohamed Elias Abu Bakar, said EC received an official notification from the Selangor State
Assembly Speaker Ng Suee Lim on Monday over the vacancy of the Semenyih state seat following the death of
its incumbent Bakhtiar Mohd Nor on Ja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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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15日讯）逾千老人 

家为了 100令吉购物礼券，拼 

了 ！ 

巴生新城区州议员拿督邓章钦今 

早配合华人农历新年，举办“走， 

去购物” （Jom Shopping)活动， 

派发100令杳购物礼券给贫困人 

士，岂料场面失控，老人家们“你 
推我挤”，惨被压成“沙丁鱼”， 

混乱场面让人担忧，活动更险告取 

消。 

据观察，柜台前方的老人家，被 
推挤向前，腰部“卡”在桌间，挤 

得“腰都快断了”，场面让人触目 

惊心。 
尽管许多老人家一早已登记，但 

他们太心急，一些人于一大清早7 

时便前来排队，加上一些没登记者 

企图浑水摸鱼，导致大家都担心名 

额被抢走，因此不断争先恐后。 

邓章钦多次当众安抚老人家，但 

是大家仍不守秩序，邓章钦最终忍 
无可忍多次“发火”，当场警告若 

是场面继续混乱就会取消活动，场 

面最终才慢慢受到控制。 

警告再亂取消活動 

最终，巴生市议员黄智荣、严 

玉梅及工作人员手拉手筑起“人 

墙”，防止老人家继续乱闯和推 
撞，经过约一个多小时“控制” 

后，场面才渐入佳境，“人挤人” 

的场面也慢慢获得纾缓。 

这场活动是于今早10时，在巴生 

百利广场底层宜康省超级市场举 

行，原本约15尺宽的走廊也不够应 

付庞大的人数，导致空间变得窄 

小，许多老人家无法人场，只能在 

停车场等候。 

工作人员准备3个报到柜台，原 

本准备充足，可惜因为场面混乱而 

难以工作，一些老人家甚至还抢夺 

购物车，令场面乱上加乱。 

据了解，今年共有1200名选区内 

60岁以上贫老、残障人士、单亲妈 

妈及低收入者受惠，他们早于一个 

月前便进行登记，分成3个时段前 

来购物，包括今早、今午及本周五 

(18 曰）。 

今早时段，原本只安排400人前 

来购物，岂料最终却来了上千人， 

•柜台前方的老人家，被挤得 

“腰都快断了”，场面让人触目 

惊心。 

mM 
f 

•Kd 

A _ :ik 

x 
氣丨 mm 麵 

r/-'i 

i 

m； 

仏-

We 

o 
•巴生市议员被逼 

与工作人贝手拉手 
筑起“人墙”，防 

止老人家继续推 

撞。 

•老人家除了你推 

我挤，也争购物 

车，结果拿到购物 

车却更占空间又出 

不去，令到场面舌L 

上加乩。 

險
擠
斷
腰 

‘先帮我！先帮我! 老人家担心名额被抢走，心急不己。 令到工作人员应付不来，人潮众 

多，才会导致场面失控。 

不聽暫__龜鐘滅應: 
“让人生气，更让人心 

疼！“ 

针对&雪州政府“关爱人民 
计划”下的“走，去购物”活 

动场面混乱一事，邓章钦虽然 

对于老人家不听劝告、争先恐 

后、缺乏耐性及怕输心理感到 

气愤，惟他更心疼老人家的处 

境。 
他说，去年一场500人的场 

面，控制良好，原本以为安排 

400人报到，场面肯定得心应 

手，岂料最终却出乎意料。 

“我们一直劝告，只要有登 

记就一定会获得礼卷，但是大 

家却很心急，他们都担心名额 
会被抢走。” 

他指出，老人家纷纷以脚 

痛、有心脏病、高血压等为借 

口，要求优先处理，一些属于 

另外时段的登记者，也在早上 

时段便前来“抢位”，甚至有 

家大小一起出动的家庭。 

他说，一些没有一早登记者 

也来“凑热闹”碰运气，希望 

可以获得购物礼卷。 

他指出，他的选区原本只有 

600份名额，惟基于大选后，他 

的选区人数从2万8000多人增加 

至5万8000多人，因此他决定与 

中路区州议席和士文达区州议 

席，各交换300份佳节礼卷。 

他说，他的选区以华裔居 

多，父换礼卷后，一•共有1200 

份名额，可使到更多华裔受 

惠。 

他指出，经过今天的经验 

后，来年或会把受惠者的购物 

曰，分成数天进行，不要放在 

同一天，避免混乱场面再度上 

演。 •经过一轮 

物。 

“精英派委任自己人沒有錯” 
对雪州行动党草根“基层派”领袖不 

T I满“精英派”，在委任5名州委全选 

自己人一事，邓章钦指出，党选成绩本来 

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作为赢家的精英派遴 

选自己人是无可厚非的事。 

他说，党选落幕后，大家应该重新整合 

出击，而非延长不满的情绪，既然输了就 

要面对现实，而不是一再把党内问题向外 

宣泄，这只会显示他们没有团队精神和纪 

律。 
~ “我虽然支持草根基层派，但是却不认 

同他们今次公开批评和泄漏会议内容的做 

法，除非不要匿名，直接实名批评。” 

雪州行动党党选于去年12月9日尘埃落 

'争夺战”后，老人家们终于如愿以偿，完成购 

定后，州领导层于约2周前委任5名被视为 
“精英派“的人选为州委，分别是班达 

马兰区州议员梁德志、万达镇区州议员 

嘉玛莉亚、武吉加区区州议员拉吉夫、 

沙亚南市议员莫哈末沙基尔（Muhammad 

Shakir)及養邦市议员西华古玛柏里亚三 

美。 
°当中，有3名竞选州委落的州议员和2名 

没竞选的巫印裔市议员，结果招致一些层 

派领袖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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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1(巴生15日讯）逾千老人 家为了 100令吉购物礼券，拼 了！ 巴生新城区州议员拿督邓章钦今
早配合华人农历新年，举办“走， 去购物” （ Jom Shopping) 活动， 派发100令杳购物礼券给贫困人
士，岂料场面失控，老人家们“你 推我挤”，惨被压成“沙丁鱼”， 混乱场面让人担忧，活动更险告取 消。
据观察，柜台前方的老人家，被 推挤向前，腰部“卡”在桌间，挤 得“腰都快断了”，场面让人触目 惊心。
尽管许多老人家一早已登记，但 他们太心急，一些人于一大清早7 时便前来排队，加上一些没登记者
企图浑水摸鱼，导致大家都担心名 额被抢走，因此不断争先恐后。 邓章钦多次当众安抚老人家，但
是大家仍不守秩序，邓章钦最终忍 无可忍多次“发火”，当场警告若 是场面继续混乱就会取消活动，场
面最终才慢慢受到控制。 警告再亂取...

Page 2 of 2

16 Jan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Page: C1 • Printed Size: 1986.00cm²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39,175.00
Item ID: MY0034856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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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 
州政府要在各县打造共长1000公里脚车道 

的目标即将达标，达成的是建车道的目 

标，但它的实效，又怎样了？ 

雪州政府是在2 0 1 T年正式开始推行打造脚 

车州计划，打算先在5年内兴建1000公里脚车 

道，以鼓励雪州子民使用脚车代步，提倡健康 

生活、节能减碳及环保等观念。 

在这项计划下，州政府规定州内12个地方政 

府需共同分担，即每个市议会或市政厅需每年 

建设至少15公里的脚车道；县议会则是至少10 

公里。 
距°离2021年还有一段时间，但雪州大臣于去 

年9月便宣布，1000公里脚车道的目标即将达 
成，想必各地方议会都“很努力”地“赶火 

车"，旨在尽快达标。 

无可否认，走在雪州的道路上，我们不时会发现蓝色 

脚车道的踪影，它就画在马路上最左边的车道上，是 
的，是画在“马路上”。 

这意味著，原本的车道被脚车道霸占了大概三分一的 
空间，形成一种“骑士和驾驶人士”共用一条车道的 
“惊险”画面。 

或许骑士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基本上，我们很 

少在脚车道上发现骑士的身影，只看到奔驰的轿车。 

如果州政府只是为了达标，脚车道要建多少则可以有 

多少，只是建好了，但没有实际作用，那兴建再多也只 

是中看不中用，不是吗？ 

更离谱的是，我还看到很多人把汽车泊在脚车道上 

建
腳
車
道
有
實
效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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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ES
雪州政府要在各县打造共长1000公里脚车道的目标即将达标，达成的是建车道的目标，但它的实效，又怎样了？雪州政
府是在2 0 1 T
年正式开始推行打造脚车州计划，打算先在5年内兴建1000公里脚车道，以鼓励雪州子民使用脚车代步，提倡健康生活、
节能减碳及环保等观念。在这项计划下，州政府规定州内12个地方政府需共同分担，即每个市议会或市政厅需每年建设至
少15公里的脚车道；县议会则是至少10公里。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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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沒提升•泥土野草淹沒 

後街禱 
fim林雁芳 (士毛月15日讯）沟渠40 

年没提升，超过百年历史 

的士毛月街上后街（Back Land) 13户住家前 

后的沟渠分别被泥土和野草淹没，几乎看不见 

沟渠和后巷，每逢下雨，雨水便排入住家。 

后街居民萧国贵指出，住家前的沟 

渠以前只有一尺深，从没提升过，后 

来慢慢被泥土 “淹没”，一些住家前 

面现在已看不见沟渠，而部分“尚存 

的沟渠”也无法排水，每逢下雨，居 

民便要扫水，以防雨水流入住家。 

另外，后街的后巷情况更糟糕，野 

草丛生，把沟渠和后巷都淹没，根本 

看不到路。 

雨水流入住家 

居民今日带领本报记者和士毛月新 

村村长颜闻昌一起巡视后街排水系统 

时，这样指出。 

根据居民叶春贵指出，后街13间住 

家已有过百年历史，但沟渠几十年没 

提升过，后巷的野草也缺乏修剪，以 

致后巷沟渠下大雨时水会溢出。 

“以前我们的老家都是临时地契， 

2008年大选雪州政权更换后，在州 

议员欧阳捍华和士毛月新村村长颜闻 

昌协助下，居民成功申请到永久地 

契，居民才安心。” 

他说，如今居民只希望市议会提供 

清理野草服务，以及提升住家前后沟 

渠，以免沟渠积水，滋生蚊子。 

•已春 
后盖贵 

街完4： 
13，鹄 
间左1| 

住起置 
家是g 

面秀肓 
的英5 
沟、 

渠叶 • 士毛月街上后街整条后巷长满野草，沟渠和路都看不到。 

爹 

•居民凌秀英 

•分住家前面已看不见沟 
1渠，但我住家前面尚留一 

小段的沟渠，每次下雨，都要 

将沟渠里的泥土挖出来，也要 

部丨 

挖出溝渠泥土 

扫水，否则雨水会流入住家， 

有3间住家会进水。 

.毛月新村村 

-长颜闻昌 

说，他将邀请诚 

信党乌冷国会议 

员哈山努丁到访 

后街，视察排水 

系统，希望国会 

议员协助提升沟 

渠。 

他说，目前 

街 上 （ J a l a n  

Besar )有4条沟 

渠需要提升，包 

括街上的后巷沟 

渠、国能前面的 

沟渠以及后街的 

前后沟渠。 
“我曾经向哈 

山努丁反映沟渠 

排水问题，后者 

也答应会到士毛 
月了解情况。” 

地點：士毛月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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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沒提升•泥土野草淹沒 後街禱fim林雁芳 (士毛月15日讯）沟渠40年没提升，超过百年历史的士毛月街上后街（Back
Land)
13户住家前后的沟渠分别被泥土和野草淹没，几乎看不见沟渠和后巷，每逢下雨，雨水便排入住家。后街居民萧国贵指出
，住家前的沟渠以前只有一尺深，从没提升过，后来慢慢被泥土
“淹没”，一些住家前面现在已看不见沟渠，而部分“尚存的沟渠”也无法排水，每逢下雨，居民便要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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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市會收集大垃圾 

良条注意地點時間 

(加影I5日讯）新年将 

近，家家户户大扫除想把旧 

家具或大件垃圾扔掉时，请 

注意加影市议会收集大件垃 

圾的地点与时间表！ 

加影市议会将从1月18曰 

至29日，在区内各个华裔住 

宅区放置大型垃圾槽，让民 

众除旧迎新时丢垃圾。 

市议会将在1月18日至22 

曰，分别在锡米山新村、无 

拉港新村、蕉赖九支新村以 

及武来岸打仑新村民众会堂 

放置大型垃圾槽，承包商会 

在22日清收垃圾。 

1月23日至28日则在首都 

镇1/8路、双溪龙镇SL7路 

(保安亭）、仙水港神庙 

大路以及士毛月新村巴刹放 

置大型垃圾槽，民众可以在 

28曰之前把大件垃圾带到那 

里。 

另外，市议会将在1月29 

日至2月2日置放垃圾槽的地 

点，包括蕉赖十一哩新村民 

众会堂、蕉赖九支万年花园 

第6路、帝皇苑11路以及皇 

冠城4/8达央路。 

公正党加影市议员李仁英 

促请民众根据时间表，把大 

件垃圾置放在上述地点。 

他说，只要是大件垃圾都 

可以扔到垃圾槽，民众受促 

把握时间，一且市议会根据 

时间表收集垃圾槽之后，便 

无法再收垃圾，居民届时必 

须自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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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ES
加影市會收集大垃圾
良条注意地點時間(加影I5日讯）新年将近，家家户户大扫除想把旧家具或大件垃圾扔掉时，请注意加影市议会收集大件垃
圾的地点与时间表！加影市议会将从1月18曰至29日，在区内各个华裔住宅区放置大型垃圾槽，让民众除旧迎新时丢垃圾
。市议会将在1月18日至22曰，分别在锡米山新村、无拉港新村、蕉赖九支新村以及武来岸打仑新村民众会堂放置大型垃
圾槽，承包商会在22日清收垃圾。1月23日至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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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許繼光I居民數年投訴多次 

安邦數棵老樹 
(安邦IS日讯）数棵逾 

60年树齢的老树，树干已 

伸展到对面房屋，导致民 

宅引来蛇类，大雨时更有 

倒塌风险，无奈树木位於 

私人地段，市议会未能派 

员来砍伐。 

以上树木在安邦新村第 

17路（九皇爷安邦南天宫 

附近），在获得市议会的 

答覆后，安邦第八区居民 

协会主席兼安邦再也市议 

员何金福便决定，联同安 

邦公正党区部执委李光富 

合资雇请承包商砍树，让 

居民放下心头大石。 

当地居民叶宝新( 8 0  

岁）指出，多年前他曾发 

动募捐活动，合资雇人斩 

树及运载树干，但一些屋 

主不愿出钱，导致该工作 

无法进行。 

巡视砍树工作。 

他在当地居住了70年， 

看著树木渐渐变成老树， 

过去多年也曾向前村长等 

人投诉，照片也拍了至少 

6次，但都石沉大海，直 

至向李光富投诉才有人砍 

树。 
“老树过去多次出现大 

蟒蛇及毒蛇，甚至有次一 

条毒蛇爬入一户惊吓整家 
人。” 

何金福指出，砍树工作 

费用约6000令吉，他感谢 

李光富协助资助，使之不 

再威胁居民。 

李光富说，原本有关承 

包商索价3000令吉，但後 

来须动用到起重机，同时 

需要逾20次的运载工作， 

最後加码到5500令吉， 

同时由他负责一辆起重机 

的租金後，才完成砍树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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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ES
1^€許繼光I居民數年投訴多次安邦數棵老樹(安邦IS日讯）数棵逾60年树齢的老树，树干已伸展到对面房屋，导致民宅引
来蛇类，大雨时更有倒塌风险，无奈树木位於私人地段，市议会未能派员来砍伐。以上树木在安邦新村第17路（九皇爷安
邦南天宫附近），在获得市议会的答覆后，安邦第八区居民协会主席兼安邦再也市议员何金福便决定，联同安邦公正党区
部执委李光富合资雇请承包商砍树，让居民放下心头大石。当地居民叶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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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登華團斥希盟政府 

拖延承認獨中統考 
(沙登IS日讯）沙登华团联合总 

会对希盟政府，拖延承认独中统考 

及把统考教育课题演变成种族与政 

治化，以期合理化其偏见及赤裸裸 

地违背希盟大选宣言及拒绝承担对 

选民的承诺是令人失望与愤概。 

沙登华团也针对雪州行政议员许 

来贤指雪州政府已批准2段校地， 

作为兴建2所新独中并促请公开宣 

布该2段独中校地的正确地点位 

置。 

丨少登华团联合总会理事会会议， 

由拿督叶炳汉主持所作上述议决。 

该华团领袖王清华、赖剑雄、蔡 

惠丰、陈国振、黄华泳、列伟志、 

叶其富、孙丽敏、汤成富、方建明 
等参；与会•议。 

$团会议°对政府将废除死刑的建 

议进行讨论，并认为废除死刑将导 

致社会治安更动荡及加剧犯罪案件 

发生是不符合大马的国情， 

而一致议决反对废除死刑的建议。 

华团会议也对沙登社会民生问题 

的交通安全、经济萎缩、道路沟渠 

破烂、水患等事项，作出讨论，同 

时促请梳邦再也市议会应寻求方案 

解决居民日常面对的问题。 
“同时市议会不应对管辖区内实 

施双重标准政策，忽视沙登社会的 

需求与发展，为此华团将拟定备忘 

录提呈给市议会及代议士，以期纠 

正沙登社会所遭受不平衡发展的对 
待 ” 

i议也议决将在农历新年期间举 

行华团成员聚餐会，共同欢渡新年 

加强华团之间的沟通与联系及拟定 

全年的活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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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ES
沙登華團斥希盟政府 拖延承認獨中統考(沙登I
S日讯）沙登华团联合总会对希盟政府，拖延承认独中统考及把统考教育课题演变成种族与政治化，以期合理化其偏见及
赤裸裸地违背希盟大选宣言及拒绝承担对选民的承诺是令人失望与愤概。沙登华团也针对雪州行政议员许来贤指雪州政府
已批准2段校地，作为兴建2所新独中并促请公开宣布该2段独中校地的正确地点位置。丨少登华团联合总会理事会会议，
由拿督叶炳汉主持所作上述议决。该

Page 2 of 2

16 Jan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Page: C4 • Printed Size: 329.00cm²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6,489.71
Item ID: MY0034856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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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影15日讯）加影市议 

会正在皇冠城及双溪龙镇展 

开道路提升工程，包括重 

铺皇冠城第9区商业中心所 

有道路、天猛公路（Jalan 

Temenggung )，以及早前遭 

网民夸张形容“路烂到胎儿 

都快震出来的双溪龙路 

(Jalan Sungai Long) 0 

公正党加影州议员许来贤说， 

两个地区的铺路工程费逾500万 

令吉，以着州政府特别拨款及大 

马道路档案局拨款进行，预计工 

程将于3月8曰之前完工。 

他说，皇冠城商业中心的道路 

重铺工程需要10周时间，承包商 

除了铺路，包括画上交通指示 

线，目前已完成重铺的道路包括 

11/9、13/9 以及 15/9 路。 

要求承包商加快進度 

“皇冠城铺路工程费约200万 

令吉，虽然工程定在3月8曰前 

完工，但我们要求承包商加快 
进度，希望能在农历新年前竣 
工。” 

i也今日在加影市议员林金瑛、 

丘钦瀚、刘佳达及市议会官员陪 

同下巡视皇冠城铺路工程时，这 

样指出。 

至于双溪龙路，他说，工程费 

约300万令吉，承包商会以特别 

方式重铺双溪龙路，确保道路可 

以比较耐用。 
“双溪龙路的重铺工程，从外 

环公路天桥底下开始直到皇冠城 
2巷。” 

林金瑛说，市议会早在去年10 

月已开始为双皇两地的铺路工程 

找拨款，拨款在2018年尾获批， 
总共逾500万令吉。” 

另方面，丘饮瀚说，市议会目 

前只有两支补路队伍，负责整个 

市议会管辖区，确实无法应付那 
麽多的道路维修。 

他会建议市议会今年增加多两 

支队伍，也希望州政府及中央政 

府可以提供资金援助。 
“我们的目标是以后每个州选 

区都有一支补路队伍。” •市议会周一已安排承包商在发生意外的路段补路 

洞。 

許來賢：耗費逾500萬 

畫8M簏綿鎮 

證實撞路洞丟命 
彳&：来贤说，早前疑 
&在皇冠城主要道 
路(Persiaran Bandar 
Mahkota Cheras 1 )撞路 

洞丢命的骑士，若警方证 

实死者因路洞而跌死，死 

者家属可向加影市议会索 

贝音。 
…i也说，意外发生后，他 

已指示市议会马上补路 

洞，而补路工程已完成。 

他认为市议会必须对这 

起意外负责任，因为意外 

发生在市议会管线的道路 

上。 
一名巫裔摩哆骑士上周 

五（11日）从吉隆坡方向 

进入皇冠城时，在主要道 
路靠近国油油站的路段跌 
死，案发后，皇冠城居协 

顾问何其隆在面子书抨击 

市议员拖延处理路洞才导 

致人命损失。 

针对此情况，许来贤解 

释，目前皇冠城内有3项 

工程都使用皇冠城主要道 

路，包括冷岳2滤水站计 

划、石厂以及皇冠城淡小 

建筑工程。 

他说，根据计划，这条 

道路应该是冷岳2滤水站 

计划完成后，由该计划承 

包商负责重铺整条道路， 

而有关计划预计今年尾完 

成。 
“这条道路不时会因为 

各项工程在进行中而被挖 

路，市议会这个时候重铺 
也没用，只会浪费。” 

他说，在所有工程未梭 

工前，承包商只能以补路 

洞方式维修道路，希望皇 

冠城居协谅解。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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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ES
(加影15日讯）加影市议
会正在皇冠城及双溪龙镇展开道路提升工程，包括重铺皇冠城第9区商业中心所有道路、天猛公路（JalanTemenggung)，
以及早前遭网民夸张形容“路烂到胎儿都快震出来的双溪龙路(Jalan Sungai Long)
0公正党加影州议员许来贤说，两个地区的铺路工程费逾500万令吉，以着州政府特别拨款及大马道路档案局拨款进行，
预计工程将于3月8曰之前完工。他说，皇冠城商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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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事 

•拉吉夫（左）促 

居民在维修期间， 

忍耐暂时没有电供 

靈市17區多條街道 

國能維修 
(八打灵再也is日讯）国能从本 

周一至周四早上10时至下午3时， 

会在八打灵再也17区多条街道，进 

行维修电缆工作，以解决当地去年 

频频发生的停电事故。 

武吉加星区州议员拉吉夫说，当地居 

民从去年5月至9月期间，不断面对停电 

问题，尤其在9月，更是有一次连续多天 

都出现停电状况。 

他指出，上述停电虽不是维持很长时 

间，约一两个小时就会恢复电供，然而 

这种毫无预警地停电，也是会为居民带 

来不便。 

挖路破壞電纜 

他当时也要求国能与大马能源委员会 

作出调查，最终得出其中一个原因，为 

当时的发展工程及英达HI水工程，挖掘 

道路时，造成电缆损伤。 

“另一个原因就是电缆老旧，现在居 

民的用电量已经比过去高出许多，旧电 

缆可能难以负荷。” 

他今日前往巡视维修电缆工作时，如 

是指出。 

他说，国能已经在周一开始维修工 

作，预计会在周四完成所有工作。“这 

工作涵盖替换8条电柱的电缆，而涉及的 

单位则会在工作期间停电，希望居民们 
体谅。” 

他指出，工作时间在早上10时至下午3 

时，相信许多人出外工作不在家中，不 

会造成太多不便。 

拉 
吉夫促到访1 7区的民 

众，把汽车泊入当地商 

场的泊车场内，不要泊在路旁 

阻碍交通。 

“目前该商场底层泊车场， 

已经在早上开放让人进入，早 

民衆受促車勿泊路旁 
上到当地的民众，若户外已经 

没有泊车位，可以选择把车泊 
进去。” 

他说，若是中午午餐时段， 

商场的楼上泊车场也已经开 

放，这时候到来的访客没有理 

由说泊车位不足。 

“我会要求灵市政厅执法组 

在中午时段来执法，取缔违例 
泊车者。“ 

‘他指°出，至於早上的情况， 

他也会观察多两三周，在农历 

新年后才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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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ES
城事•拉吉夫（左）促居民在维修期间，忍耐暂时没有电供靈市17區多條街道國能維修(八打灵再也is日讯）国能从本周一
至周四早上10时至下午3时，会在八打灵再也17区多条街道，进行维修电缆工作，以解决当地去年频频发生的停电事故。
武吉加星区州议员拉吉夫说，当地居民从去年5月至9月期间，不断面对停电问题，尤其在9月，更是有一次连续多天都出
现停电状况。他指出，上述停电虽不是维持很长时间，约一两个小时就会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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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健南说，该局对农民遭遇感到同 

情，并对遭州议员提控的选民打抱不 

平，因此在案件过堂时，确认他正式代 

表傅伟胜，为对方抗辩。 

他认为，根据普通法律，身为一名人 

民代议士或公共机构，不应向个人采取 

诽谤行动，理应接受选民批评，以及捍 

卫与保障选民的言论自由。 

雪上加霜 

吴健南今日在记者会上指出，傅伟胜 

在捍卫农民土地上，已失去部分地段， 

甚至影响生计，如今还遭到州行政议员 

的起诉，随时被要求赔偿数万令吉，根 

本就是雪上加霜。 

吴健南促请，霹雳州政府能够向民众 

交代，有关挖沙公司是否与州政府有关 

系，以及公开相关协议。 

该案件将在1月29日过堂。 

出席者马华公民社会运动局副主任何 

国盛与财政郑慧玲。 

西华尼申在诉讼中，除了要求傅伟胜 

收回具诽谤性言论和公开道歉外，也要 

求后者支付赔偿金。 

农民代表杨武利直言，民选议员理应 

协助选民争取权益与解决问题，而非利 

用其专长提告选民，如今这名议员却提 

控农民，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他说，若傅伟胜在该案件中败诉，他 

们将发动筹款，为傅伟胜支付赔偿。 

酉吳 
華健 
尼南 
串A 
訴務 
農代 

(莎阿南15日讯）霹 

雳州行政议员西华尼申 
=3E Tm就“瓜拉美金新村农民 

口7卜jJ U 土地遭挖沙公司伊平一 
=-fV *=*事”，提控1名23岁华裔 

鮮±农民傅伟胜诽谤一案， 

TUT马华公民社会运动局主 

任吴健南以义务性质代 

表农民抗辩，并相信这是大马首宗人民 

代议士提控自己选民的案例。 

西华尼申就去年8月4日一家英文媒体 

报导，指该区部分土地遭挖沙公司铲平 

新闻，起诉《星报》、马华总会长拿督 

斯里魏家祥、傅伟胜等4造诽谤，此案今 

曰首次在高庭过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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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去购物” （J o m 
Shopping)活动魅力无限， 

令逾千老当益壮乐龄人士拼 
尽“老命” ！ 

雪州巴生新城区州议员兼 

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配 

合华人农历新年，周二（15 
日）举办“走，去购物”活 

动，逾千老人家为了 100令吉 

购物礼券拼尽老命，大家你 
推我挤压成“沙丁鱼”，场 

面失控险遭腰斩。 

原本只安排早前已登记的 

400人前来购物，却来了上千 

人，包括非登记者、非该时 

段受惠者及受惠者家人等， 

几乎都是老人家，大家企图 

混水摸鱼，结果人潮“超 

数”陷人混舌L。 

柜台前方的老人家，被 
推挤向前，腰部“卡”在 

桌间，被挤得“腰都快断 
了’’，也有一些行动不便老 

人家，坐著轮椅或手持拐杖 

邓章钦（右上图，右）被 

逼多次站在椅子上安抚老人 
家，最终更“发火”警告， 

若场面继续混乩就取消活 

动，才使场面慢慢受控制； 

期间，巴生市议员也被逼与 

工作人员手拉手筑起“人 

墙”，防止老人家继续推 

撞。经过约一个多小时后， 

场面才慢慢获得舒缓。 

•攝影：溫志傑 

^^0|_|由報选g 15/1/2019 

富馬隆綜指 1679.42( t3.26) 

_總成交量 23億9930萬股 

1 美元兒 4.10令吉 

紐約原油價 51.13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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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100元購物券 •邓章钦（红圏）站上椅子呼吁民众，若不听话将取消 

活动，但民众依然故我。 

逾千老墻 
： 1 •織-

(巴生15日讯）为了领取雪州政 

府派发的佳节100令吉免费购物券名 

额，巴生近千名乐龄民众担心“失 

去先机”或遭人捷足先登，险挤爆 

^1^^^巴生百利广场底楼的 

：！：康絲市大门！ 

選區互換名額從600增至1200 

•市议员严玉梅（中）和同僚组成“人墙”，避免人 

群失控。 -

章钦透露，其选区原本只获得600个农历新年购物 

券名额，在与隔邻加埔国席旗下，以巫裔选民居多 

的中路和士文达区州选区"交换”各300个名额后，共有 

1200个购物券名额。 

"我们是于本周内，分3次派发給符合资格的华裔选 

民。” 

他强调，这是因为在选区划分后，他的巴生新城州选 

区选民人数暴增3万人，从2万8000人增至5万8000人。 

他指出，原有的600个农历新年购物券名额根本不够， 

所以才和隔邻的选区做交换，即把本选区的部分开斋节 

购物券换出去。（T S I )  

为了控制场面，巴生新城区州议员兼雪州行政议员拿督 

邓章钦，不惜数度站上椅子用麦克风呼吁民众守秩序，甚 

至向民众放话说"你们再不听话，场面再不受控，我将取 

消活动”，可是老人们对邓章钦的警告显得无动于衷。 

配合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雪州政府“关爱人民计划” 

(IPR )下旳“走，去购物”（Jom Shopping )佳节购物 

券，今天由行动党巴生新城州选区于早上在宜康省超市 

前，循例派发。 

据知，巴生新城州选区办公室早在一个月前，已登记了 

所有符合资格者的名额。 

根据规定，只有60岁和以上贫老、残障人士、单亲妈妈 

及月入2000令吉以下的低收入群，符合领取佳节购物券资 

格，他们需先向各自的州选区办公室登记名额。 

邓章钦吁克制 

巴生新城州选区今年分3批分发农历新年购物券，即今日 

上午9时为第一批、第二批中午12时和第三批于本周五（18 

曰）。已登记的民众需亲自来到，出示身份证核对身份， 

领取限额100令吉的购物牌为佳节券，若购物超额需本身另 

付款项。 

不过，尽管这些符合资格者已登记，并安排他们在不同 

时段到来领取雪州政府派发的佳节100令吉免费购物券，但 

是今天一早约7时许，巴生近千名乐龄民众开始陆续涌至， 

包括原订今天下午12时领取礼券的第二批部分乐龄民众也 

提早到来，使到场面几乎失去控制。 

据知，在今早到来核对身份的乐龄人数过于踊跃，导致 

人群在空间有限的超市前如“挤沙丁鱼”，出现混乱。 

当时在场的3名工作人员包括巴生市议员严玉梅和两名男 

子手拉手组成人墙，以及巴生市议员党鞭黄智荣在内的其 

他工作人员进入人群中控制场面。 

除此，大会也把核对乐龄人士身份的3张桌子拉开与人群 

隔开，获得“购物牌”的老人陆续进入超市购物后，场面 

在一个多小时后终于渐渐受到控制。 

此外，根据现场观察，为了 "占得先机”，一些未领取 

购物牌的民众先“霸占"超市手推车，导致推车在拥挤的 

人群中穿梭更为添乱，当中也有老人被推挤等。（T S I )  

鄧章欽心痛不守秩序 
m生新城区州议员兼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坦言， 

D对民众不守秩序的行为感到心痛，并表示只要名字 

有被成功登记，肯定就能领取购物牌购买100令吉的物 

品，所以民众无需担心，吃了早餐才来也无妨。 

"开斋节前，分发給马来同胞的购物券，或许巫裔每 

周五去清真寺祈祷的守秩序作风养成了习惯，对比华人 

在新春时到庙宇抢插头柱香的心态，巫裔领取佳节购物 

券的场面比今天好上许多。” 

他不排除过于汹涌的人潮，除了是有领取者动员一家 

大小来购物，更有第二批中午12时的部分领取者因“怕 

输"提早来到。 

邓章钦也说，当中可能有一些是没登记的人来到现场 

“博机会"碰运气，并占住负责核对身份的工作人员时 

间，导致后方大排长龙。 

他感叹，基于今次的混乱场面，明年农历新年购物券 

的分批派发，或索性分成不同天数，以免同一天两个时 

段的分发，依然引起民众误会和争先恐后。（T S I )  

•这名坐轮椅的婆婆在家人陪 

同下领取购物牌去购物。 

•近千名民众担 
心“失去先机” 

或遭人捷足先 

登，一大早就涌 

来巴生百利广场 

底层宜康省。 

乐龄排队人龙从 

商场底楼超市门 
口，一直伸延到 

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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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议员严玉梅（中）和同僚组成“人墙”，避免人 群失控。 - 章钦透露，其选区原本只获得600个农历新年购物
券名额，在与隔邻加埔国席旗下，以巫裔选民居多 的中路和士文达区州选区"交换”各300个名额后，共有
1200个购物券名额。 "我们是于本周内，分3次派发給符合资格的华裔选 民。”
他强调，这是因为在选区划分后，他的巴生新城州选 区选民人数暴增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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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致靈市17區間歇停電 

國能更換電纜接駁器 
(八打灵再也15曰讯）八打灵 

再也17区于去年5月起面对间歇性 

停电问题，经过当局查证后，发 

现两个导致发生间歇性停电的原 

因，即受到英达丽水公司及该区 

公寓的兴建过程影响，因此国能 

公司一连5天在该区展开更换电缆 

接驳器工作，以改善问题。 

、：行动党武吉加星区州议员拉吉夫 

今日前往巡视更换电缆接驳器工作 

时说，他于去年中开始接获居民投 

诉，指他们面对间歇性停电问题。 

他指出，他在收集间歇性停电的 

时间后，分别向国能公司及马来西 

亚能源委员会做出相关投诉。 

接驳器陈旧 

11他说，除了查证发现是受到英达 

丽水公司及该区公寓旳兴建过程影 

响，导致发生间歇性停电的原因之 

外，国能公司也发现灵市17区的电 

缆接驳器已陈旧，容易出现过热情 

况，进而导致间歇性停电。 

他说，国能公司决定更换8个新 

的电缆接驳器，以避免出现间歇性 

停电问题。 

拉吉夫披露，国能公司承包商在 

本星期，即日起至星期五早上10时 

至下午3时展开更换电缆接驳器工 

作，受影响路段的用户在施工期间 
面对暂时停电。” 

他说，更换新电缆接驳器的路 

段包括，灵市17区17/4路、17/11 

路、17/13 路、17/15路、17/19 

路、17/20路、17/21 路及 17/22 

路，一旦完成更换工作后，17区旳 

电流供应将比以前更加稳定，不会 

再出现间歇性停电。（TSI)  

配合新年大掃除 

安排羅里收大型垃圾 
^A•吉夫透露，配合农历新年到来，他会依 

据时间表安排罗里在农历新年前的周末 

到选区各区收集大型垃圾，以方便居民进行 

春节大扫除。他指出，由于武吉加星州选区 

有60%华裔选民，因此他在3年前开始提供收 

集大型垃圾服务，且获得民众热烈响应。 

"尽管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也有提供收集大 

型垃圾服务，但只在特定，的地区。” 

拉吉夫说，为了让所有居民都享有该服 

务，自行聘请承包商前往选区内的住宅区收 

集大型垃圾。（TSI)  

•拉吉夫视察国能员工在更换电缆接驳器过程中是否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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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撥逾500萬 

雙溪龍皇冠城爛路重鋪 
(加影15日讯）双溪龙镇 

及蕉赖皇冠城烂路问题严重 

惹民怨，申请拨款重铺道路. 

工程费用在去年10月已提呈 

给市议会，12月获得大马道 

路档案系统（MARRIS )批 

准拨款及向州政府申请特别 

拨款逾500万令吉，已于本 

月动工，重铺道路。 

雪州行政议员兼加影州议 

员许来贤今午与加影市议员 

林金琪、刘佳达及丘软激等 

坶视已修补的道路时说，2 

个工程中，以双溪龙镇路来 

回蕉加大道的高架天桥底下 

路损坏程度较严重，需采 

用石浇注式沥青技术重铺， 

成本会较高，耗资300万令 
吉° 

他透露，双溪龙路是最繁 

忙路段，出入车辆多，避免 

维修后又烂路，必须挖路重 

铺，经过讨论后而采用大道 

工程技术，承包商已动工， 

而工程耗时8周，避免影响 

交通，是在半夜施工。 

许来贤提到目前正在重 

铺道路的蕉赖皇冠城商业 

中心，共耗资207万8554令 

吉，工程为期10周，会在农 

历新年前完成6 , 

‘‘皇冠城商业中心重铺工 

作完成后，会重新画线及泊 

车位等，至于泊车位是否根 

•许来贤（左二）与刘佳达（右二起）、丘钦瀚及林 

金瑛（左）巡视已修补路洞情况。 

据之前的直式泊车位或是改 

为斜式，有关方面涉及技术 

性问题，市议员会带上市议 

会讨论。 

他说，市议会会继续关注 

烂路问题，一接获民众投诉 

会尽快安排维修。（T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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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ES
獲撥逾500萬
雙溪龍皇冠城爛路重鋪(加影15日讯）双溪龙镇及蕉赖皇冠城烂路问题严重惹民怨，申请拨款重铺道路.工程费用在去年10
月已提呈给市议会，12月获得大马道路档案系统（MARRIS
)批准拨款及向州政府申请特别拨款逾500万令吉，已于本月动工，重铺道路。雪州行政议员兼加影州议员许来贤今午与加
影市议员林金琪、刘佳达及丘软激等坶视已修补的道路时说，2个工程中，以双溪龙镇路来回蕉加大道的高架天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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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特区 

巴生 场面混乱雪政府活动险腰斩 

(巴生15日讯）近千人拼了老命为百元购物礼券， 

混乱场面导致活动险遭腰斩！ 

配合华人农历新年到来，巴生新镇州议员拿督 

邓章钦今早举办“走！一起去购物！” （ J0m 

Shopping)活动，准备派发100令吉购物礼券予贫 

困人士，不料却重演2015年的失控场面。 

一起去购 

,物！”活动是 

雪州政府“关爱人民计划” 

的活动之一，于今早10时 

在巴生百利广场底层宜康省 

超级市场举行。现场所见， 

这场活动吸引不少老人家到 

来登记参与，原木约15尺 

宽的走廊不足应付到来的大 

量人潮，不少长者甚至无法 

进人场内，只能在停车场等 

候。 

没登记者浑水摸鱼 

据了解，有些心急的长 

者，大清早7时就赶来排 

队，另外也有一些没登记者 

也混在人龙中企图浑水摸 

鱼，结果引起其他人担心名 

额被抢掉，大家争先恐后你 

推我挤，场面一度混乱。 

其中，一些站在柜台前 

方的长者，甚至被推挤到腰 

部也“卡”在桌子间，让人 

触目惊心。 

为了控制场面，巴生市 

议员黄智荣、严玉梅及丁作 

人员只好手拉手筑起“人 

墙”，防止这些长者继续乱 

闯和推撞；期间，邓章钦也 

多次拿起麦克风劝导和安 
抚° 

但是，现场一些人士却 

不听劝阻，就连邓章钦也忍 

无可忍，只好恫言若场面继 

续混乱不受控，就会取消活 

动，此话一出，最终场面才 

慢慢受控，一小时后混乱情 

况减缓 

再。 

人挤人的问题不 

邓章钦（右）苦口婆心劝阻，最终才安抚大家耐心等候 

为了百元购物礼券，大家几乎挤爆现场，场面叫人触目惊心 

仅安排400人来逾千人 
邓章钦虽气愤大家屡劝不听， 家大小到来。 仅安排400人来逾千人 

工作人员应接不暇 
据了解，今年一共有 

1200名选区内60岁以上贫 

老、残障人士、单亲妈妈及低 

收人者，通过这项活动受惠， 

他们于一个月前便巳登记，并 

分成3个时段前来购物，即今 

早、今午及本周五（18 

曰）° 

今早，当局原本只安排 

400人前来购物，岂知却来了 

上下人，使工作人员应接不 

暇。 

工作人员准备3个报到柜 

台，原以为足以应付民众，不 

料人推人的混乱场面却使登记 

工作受阻，有的长者甚至还抢 

夺购物车，令场面乱上加乱至 

最后失控。 

邓章钦屡劝不听 

眼见今日雪州政府“关爱 

人民计划”的活动场面混乱， 

不过，他坦言心疼多于生气。 

他说，去年的活动有500 

人参加因引发混乱情况，所以 

原以为今天安排400人报到， 

肯定得心应手，怎知却还是出 

了乱子。。 

“尽管已声明只要有登 

记，就一定会获得礼券，可惜 

大家完全听不进耳，就只是心 

急和担心名额会被抢走。” 

他说，这些长者纷纷以脚 

痛、有心脏病、高血压等理 

由，要求优先处理。此外，也 

有一些在其他时段登记者也提 

前来凑热闹抢位，甚至出动一 

来年或分数天进行 

邓章钦说，其选区原本只 

有600份名额，惟大选后选区 

人数从2万8000多人增加至 

5万8000多人，因此决定和 

中路州议席和士文达州议席， 

各交换300份购物券。 

“我的选区华裔居多，交 

换礼券后共有1200分名额， 

趁着农历新年前，这可让更多 

华裔受惠。无论如何，吸取今 

天的经验后，来年或把受惠者 

的购物日分成数天进行，以避 

免混乱场面再度上演。” 

现场有不少行动不便的老人家，混乱场面让人担心他们的 

安全问题。 邓章钦（右）多次拿起麦克风控制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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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面混乱雪政府活动险腰斩(巴生15日讯）近千人拼了老命为百元购物礼券，混乱场面导致活动险遭腰斩！配合华人农历
新年到来，巴生新镇州议员拿督邓章钦今早举办“走！一起去购物！” （
J0mShopping)活动，准备派发100令吉购物礼券予贫困人士，不料却重演2015年的失控场面。一起去购,物！”活动是雪州
政府“关爱人民计划”的活动之一，于今早10时在巴生百利广场底层宜康省超级市场举行

Page 2 of 2

16 Jan 2019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KL/Selangor • Page: B1
Printed Size: 1963.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4,692.00 • Item ID: MY0034856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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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值百亿中企看好东盟 

光迅国际业务移大马 
(吉隆坡15日讯）为免中美贸 

易战波及现有进出口市场的稳 

定，以及看好大马作为东盟市 

场中心的地位与影响力，市值 

达170亿人民币的中国上市公 

司武汉光迅科技拟调整其国际 

策略资产，将国际业务重心转 

移来马。 

武汉光迅科技有意来马探 

寻加工转销、设立产线、收购 

新资产及结合我国特产资源， 

创新开发新业务的潜在合作机 

会0 

武汉光迅副总裁毛浩今旱 

拜访马来两亚-巾国总商会 

时，这么表不。 

光迅科技成立于2001 

年，10年前成功登陆深圳证券 

交易所，成为中国首家上市的 

光电子器件公司。 

该公司0前最大客户为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并从美国、 

日本等地进口达5亿人民币价 

值的半导体等原料产品。 

10年局居企业榜首 

值得一提的是，光迅科技 

连续10年排名“巾国光器件 

与辅助设备和原材料最具竞争 

力企业10强”榜首。 

毛浩指出，武汉光迅所主 

攻的光通信领域市场持续繁 

荣，且该公司的财务状况良 

好。“我们总结去年的销售额 

达到50亿人民币，也看好今 

年能够取得30%增长率的表 
现。” 

他补充，该公司的全球拓 

展策略，着力于结合、善用全 

球各地的特产资源和市场需 

求，多元化开发新产品及孵化 

新业务，从而降低产品价格， 

创造多赢局面。 

0前，武汉光迅主要从事 

光通信领域内光电子器件的开 

发及制造，是一•家有能力对光 

电器件进行系统性、战略性研 

究开发的高新技术企业，也是 

一家具备光电器件芯片关键技 

术和大规模量产能力的企业， 

出席接待会的中方代表还 

有武汉光迅副总经理罗勇、供 

应商管理部高级项目经理王诚 

刚及战略市场部经理张学勇、 

中国河北济民律师事务所高级 

合伙人秦玉彬、国际法律事务 

中心合伙人顾菁、涉外行政主 

任郭珊；马方代表则包括马中 

总商会总财政戴炳煌、马中总 

商会两名中央理事李英维及颜 

海綸、开源组组长朱_滨及秘 

书助理林奕慧、奥士卡集团企 

业投资部副总裁张彬、郑与张 

律师楼律师拿督郑联荣、黄康 

贤及PESG 丁_程私人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刘善颖。 

戴炳煌（前排右四起） 

顾菁及颜海鑰。 

赠送《光辉四十载》图片集予毛浩。前排左起为郭珊与秦玉彬；右起为李英维 

戴炳煌：大马电子出口全球十大 

武汉光迅可实地考察 
负责接待武汉光迅代表I才丨 

的马中总商会总财政戴炳煌建 

议，武汉光迅可到作为木地电 

子电器产业重镇的槟城、吉隆 

坡及雪兰莪实地考察，争取与 

当地政府合作。 

可申请10年免税优惠 

“我相信，包括近年来积 

极对外招商引资的雪州政府在 

内，我国各地十分欢迎武汉光 

迅及陆续有来的优质科技中资 

落户，并且乐意为后者提供一 

站式服务。” 

他表不，马来两亚电子电 

器产业多年来不断发展，至今 

巳崛起为全球前十大电子与电 

器产品丨'1\ 口国。 

“电子电器产业作为国民 

经济中最为重要的、优先发展 

的产业之一，受到本地政府的 

高度重视。像武汉光迅的先进 

制造外资，如有意落户大马， 

即可向政府申请十年免税优惠 

措施。” 

他认为，马来西亚过去10 

年把国家资源投放在房地产及 

基础建设上。随着新政府执 

政，换来新气象、新思维，接 

下来十年将专注在更具持续发 

展潜能的科技建设、电子工业 

发展上。 

接待会期间，双方展开了 

深人交流，谈论话题涵盖马来 

两I的外汇管制、外劳政策、 

最低薪资及员工工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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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值百亿中企看好东盟
光迅国际业务移大马(吉隆坡15日讯）为免中美贸易战波及现有进出口市场的稳定，以及看好大马作为东盟市场中心的地
位与影响力，市值达170亿人民币的中国上市公司武汉光迅科技拟调整其国际策略资产，将国际业务重心转移来马。武汉
光迅科技有意来马探寻加工转销、设立产线、收购新资产及结合我国特产资源，创新开发新业务的潜在合作机会0武汉光
迅副总裁毛浩今旱拜访马来两亚-巾国总商会时，这么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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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早时，网民通过 

.社交网对双溪龙 

大路破烂+堪，如同“波浪 

路”的情况大吐苦水。 

雪州行政议员兼加影州 

议员许来贤今午召开记者会 

说，加影市议会使用道路资 

讯系统（MARRIS)和向州 

政府申请的特别拨款，以重 

铺上述路段。 

他说，目前，皇冠城商 

业区 11/9�13/9 和 15/9 路 

的重铺工程已进行。 

他说，双溪龙大路车流 

量高，市议会采用石头沥青 

(Stone Mastic Asphlat)方式 

重铺，确保马路重铺后小'易 

损坏° 

加影市议员林金瑛说， 

去年10月巳提呈申请，并 

在12刀获得批准。 

另外，受询及皇冠城商 

业区的马路重铺后，泊车位 

足否调整，即从直式改为斜 

式时，市议员丘钦瀚说因涉 

及技术问题，会把该问题带 

入市议会讨论。 

他说，皇冠城商业区已 

进行泊车收费，并在宪报颁 

布有多少个泊车位。 

皇冠城柏西亚兰 

贤、林金琪。 

路的烂路已重铺，左二起刘佳达、丘钦瀚、许来 

若证实骑士撞路洞逝世 许来贤：可诉市会 
雪州行政议员兼加影州议 

员许来贤针对日前一名摩托车 

骑十撞路洞逝世的意外新闻 

说，若警方调查报告证实死者 

是撞路洞逝世，家属可起诉加 

影市议会。 

他也表示会在近期探访死 

者家属，若家属有需要，会提 

供法律援助。 

上星期五下亇5时许，一 

名途经皇冠城主要通道柏两亚 

兰1路的摩托车骑士，误撞路 

洞后丢命。 

许来贤说，上述路段有3 

个工程在进行，包括冷岳2水 

务丁程、炸石厂的罗里来回川 

行和淡小的工程。其中，冷岳2 

水务丁程今年尾完成后，上述 

路段将全面重铺。 

“这期间，市议会只能修补 

路洞，不过，进出的罗里太 

多，路面易损坏，希望两地居 

民明白不是市议会不要重铺该 

路段。” 

皇泡城阅业区双溪龙大路 

耗500万2驢黼 
(加影15日讯）蕉赖皇冠城商业区和 

双溪龙大路的马路重铺工程已同步进 

行，两项工程耗资逾500万令吉。 

上述两项重铺工程已在1月8曰 

开始，皇冠城商业区的重铺工程为时8 

星期，费用是300万50令吉；双溪龙 

大路的重铺工程为时10个星期，费用 

是207万8554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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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早时，网民通过.社交网对双溪龙大路破烂+堪，如同“波浪路”的情况大吐苦水。雪州行政议员兼加影州议员许来贤今午
召开记者会说，加影市议会使用道路资讯系统（MARRIS)和向州政府申请的特别拨款，以重铺上述路段。他说，目前，
皇冠城商业区 11/9 13/9 和 15/9 路的重铺工程已进行。他说，双溪龙大路车流量高，市议会采用石头沥青(Stone
Mastic Asphlat)方式重铺，确保马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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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华裔过年大扫除习俗 

嫩2腿大賺桶 
(加影15日讯）一如往年，加影市议会将于华人农历新年前，在12个地点置 

放大型垃圾桶，供市民丢大件垃圾。 

新年前大扫除是华裔过年的习俗，为了方便市民丢弃大件垃圾如桌椅、 

床褥及电器等，加影市议会新年前都会在华裔聚居处置放大型垃圾桶。 

-kri影市议会为免市民 

/JU在大扫除后，把大 

件垃圾丟在路旁或非法垃圾 

场，从3年前开始就在辖区不 

同的地点置放大型垃圾桶，借 

此减少非法垃圾的问题。 

今年当局也不例外，加影 

市议员李仁英今日发表文告， 

公布当局置放大型垃圾桶和收 

桶的时间，希望相关地区市民 

置放垃圾桶日期 收桶曰期 地点 

1月18日 1月22曰 锡米山新村民众会堂 、无拉港新村民众会觉、蕉| 

(星期五） (S 期二） 赖9里新村K众会堂 、武来岸打色新村民众会堂 

1月23日 

(星期三） 

1 月 28 H 

(ffi 期一） 

蕉赖首都镇1/8路、 蕉赖双溪龙第7区（守卫 
1月23日 

(星期三） 

1 月 28 H 

(ffi 期一） 
亭）、锡米山仙水港村大街的神庙、士毛月新村 

巴刹 

1 月 29 H 2月2曰 蕉赖11里新村民众会堂、蕉赖万年花园6路、 

(星期二） (S期六） 蕉赖帝皇苑11路、蕉赖皇冠城达洋4/8路 

注意，在特定时段把不要的大 件垃圾载至相关地点 

Page 1 of 2

16 Jan 2019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KL/Selangor • Page: B3 • Printed Size: 324.00cm²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4,075.47
Item ID: MY0034857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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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MARIES
配合华裔过年大扫除习俗
嫩2腿大賺桶(加影15日讯）一如往年，加影市议会将于华人农历新年前，在12个地点置放大型垃圾桶，供市民丢大件垃圾
。新年前大扫除是华裔过年的习俗，为了方便市民丢弃大件垃圾如桌椅、床褥及电器等，加影市议会新年前都会在华裔聚
居处置放大型垃圾桶。-kri影市议会为免市民/JU在大扫除后，把大件垃圾丟在路旁或非法垃圾场，从3年前开始就在辖区
不同的地点置放大型垃圾桶，借此减少非法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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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17区数街道频停电 

国能展开维修电缆 
(八打灵再也15日讯）八打灵 

再也17区多条街道去年频频 

发生的停电事故，国能从本周 

一至周四上午10时至下午3 

时展开维修电缆工程。 

无预警损失大 

时说，当时也要求国能和大马 

能源委员会调查，得悉其中之 

一原因是当时的发展工程及英 

达丽水工程在挖掘道路时损毁 

电缆，此外当地电缆老旧，居 

民用电量比以前高出很多，旧 

电缆难以负荷。 

武吉加星区州议员拉吉夫 

表示，去年5月至9月期间， 

当地居民不断面对停电问题， 

尤其9月更有一次连续多天都 

停电电，虽然电供在约一两小 

时后就恢复，不过毫无预警的 

停电事故对商家居民造成不 

难负荷超额电量 

拉吉夫说，工程是于上午 

10时至下午3时进行，工程涵 

盖替换8条电柱的电缆，涉及 

的单位会在T.程期间停电，不 

过相信这时段很多人外出工作 

便 

他今R巡视维修电缆丁程 

不在家 

少o 

造成的影响相对较 

拉吉夫（左）促居民在维修期间，忍耐暂时没有电供的问题 拉吉夫（左）促居民在维修期间，忍耐暂时没有电供的问题 

拉吉夫促17区访客 

把车停商场停车场 
拉吉夫促到访17区的民众把车辆 

泊人当地商场泊车场内，切勿泊在路 

旁阻碍交通〗 

他说，目前该商场底层泊车场上 

午开放让人进入，到当地的民众若发 

现户外没泊车位，可以选择把车泊进 

去，而若是中午午餐时段，商场楼上 

泊车场巳开放，访客更没理由说泊车 

位不足。 

他会要求灵市政厅执法组在中午 

时段到来取缔违例泊车者，至于上午 

的情况则需观察多两二周，农历新年 

后才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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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17区数街道频停电
国能展开维修电缆(八打灵再也15日讯）八打灵再也17区多条街道去年频频发生的停电事故，国能从本周一至周四上午10
时至下午3时展开维修电缆工程。无预警损失大时说，当时也要求国能和大马能源委员会调查，得悉其中之一原因是当时
的发展工程及英达丽水工程在挖掘道路时损毁电缆，此外当地电缆老旧，居民用电量比以前高出很多，旧电缆难以负荷。
武吉加星区州议员拉吉夫表示，去年5月至9月期间，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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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15日讯）雪州行动党州委拿督 

邓章钦说，党选成绩本来就是少数服从 

多数，作为赢家的“精英派”遴选肖己 

人无可厚非。 

他是针对媒体询问，有关雪州行动 

党“草根基层派”领袖不满“精英派” 

委任5名州委全是自己人一事时，如此 

回应。 

雪州行动党党选于去年12月9日 

尘埃落定，州领导层于约2周前，委任 

5名被视为“精英派“的人选为州委； 

当中包括3名竞选州委落败的州议员， 

以及另2名没竞选的巫、印裔市议员， 

结果招惹一些基层派领袖非议。 

这5名州委分別是班达马兰州议员 

梁德志、万达镇区州议员嘉玛丽雅、武 

吉加星州议员拉吉夫、莎阿南市议员莫 

哈末沙基尔（Muhammad Sliakir)及雪 

邦市议员两华古马柏里亚二美。 

“输了就要面对现实” 

邓章钦也强调，党选落幕后，大家 

应重新整合出发，而不是延长不满的情 
绪° 

他坦言，本身虽然支持草根基层派，但却不认同 

他们此次公开批评和泄漏会议内容的做法。 

“除非不要匿名，直接实名批评：而且既然输了就 

要面对现实，不是一再向外宣泄党内问题，这只会显 

示他们没有丨才丨队精神和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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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ES
(莎阿南15日讯）雪州行动党州委拿督
邓章钦说，党选成绩本来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作为赢家的“精英派”遴选肖己人无可厚非。他是针对媒体询问，有关雪州行
动党“草根基层派”领袖不满“精英派”委任5名州委全是自己人一事时，如此回应。雪州行动党党选于去年12月9日尘埃落定
，州领导层于约2周前，委任5名被视为“精英派“的人选为州委；当中包括3名竞选州委落败的州议员，以及另2名没竞选的
巫、印裔市议员，结果招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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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面失控混„ 

领取购物券的人潮.争』先恐后，欠 

、(左）耐心劝告受惠者遵守秩序。• 

900人争抢 
巴生15日讯由雪州政府主办农历新年「走，一起去购物」活动今日在巴 

生区派发购物券，受惠家庭原定分成两批，即分开上午和中午前来购物，岂料 

今早却有超过卯0人一窝蜂涌到商场领取购物券，场面争先恐后一度失控！ 

•位于巴生中路的百 

利宜康省周二由雪州政 

府派发首批购物券，岂 

料涌现大批人潮，场面 

混乱。 -陈慧芸-

配合农历新年，雪州政府 

都会向已经登记的贫穷家庭， 

发出100令吉购物券，好让受 

惠华裔家庭利用购物券购买年 

货好过年。 

原本首批500人以及第二 

批400人，是分成两个时段前 

来领取购物券，即上午9时与 

中午12时，到位于巴生中路 

巴生百利宜康省领取购物券， 

不过今早却涌现超过900人前 

来，排队人龙甚至从宜康省进 

口沿伸至手扶梯通道。 

据了解，从今早7时开始 

便有受惠者前来排队等候，今 

早10时更是大排长龙。尽管 

工作人员已设好柜台，等待迎 

接人潮前来核对身分证，派发 

购物券后，便可领取手推车， 

进入广场购物，但许多受惠者 

缺乏耐心，争先恐后欲抢手推 

车，场面一度混乱。 

后来经工作人员围起人 

墙，劝说公众遵守秩序，耗费 

半句钟后，情况才平复下来， 

才开始进行柜台资料核对。 

雪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 

指出，由于上届大选其选区范 

围已扩大，因此今年农历新年 

「走，一起去购物」活动，受 

惠者人数总计会增至1200人， 

并分三批派发，包括今日会派 

发2批，最后一批300人则将会 

在周五分发。 

派1200购物券 

他表示，为平衡其选区 

购物券的人口结构派发比例， 

他以本身州选区的开斋节购物 

券，与加埔国席的中路和士文 

达州选区「对换」各别300张 

的购物券，并在今年的农历新 

年派发总计1200张的购物券。 

「购物券的数量，是根据 

州选区选民的比例来制定，巴 

生新城州选区在第14届大选前 

的选区划分，选区范围扩大， 

人口也从原来的2万8000人增 

至5万8000人，而其选区在人 

口扩大后，农历新年购物券则 

派发增至600张。」 

他说，新增至600张的新 

年购物券，加上经「对换」的 

两个州选区各别300张的购物 

券，总计派出1200张购物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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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ES
场面失控混„ 领取购物券的人潮.争』先恐后，欠、(左）耐心劝告受惠者遵守秩序。•
 900人争抢
巴生15日讯由雪州政府主办农历新年「走，一起去购物」活动今日在巴生区派发购物券，受惠家庭原定分成两批，即分开
上午和中午前来购物，岂料今早却有超过卯0人一窝蜂涌到商场领取购物券，场面争先恐后一度失控！•位于巴生中路的百
利宜康省周二由雪州政府派发首批购物券，岂料涌现大批人潮，场面混乱。 -陈慧芸-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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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 

巫青促派年轻人上阵士毛月 

巫统受促派出年轻候选人上阵士毛月补选，以带 

领该选区未来迈入新时代。 

雪州巫青团助理秘书拿督诺来兹利雅亚敦促巫统 

派出新人。雪州巫青团团长兼雪州反对党领袖利詹依斯 

迈曾提到，希望有年轻的候选人在该议席上阵，以带来 

改变。「这是现实的问题，选民要我们关注，因为这是 

他们决定（投选人民代议士）。」 

巫统较早前受促在这次补选派出新人，因为该选 

区以年轻人为主，该党应做好准备，以让有素质的领导 

人领导当地的未来。 

随著土著团结党士毛月州议员巴迪亚莫哈末诺因 

心脏病发，送院后不治，让雪州迎来第4场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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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
巫青促派年轻人上阵士毛月巫统受促派出年轻候选人上阵士毛月补选，以带领该选区未来迈入新时代。雪州巫青团助理秘
书拿督诺来兹利雅亚敦促巫统派出新人。雪州巫青团团长兼雪州反对党领袖利詹依斯迈曾提到，希望有年轻的候选人在该
议席上阵，以带来改变。「这是现实的问题，选民要我们关注，因为这是他们决定（投选人民代议士）。」巫统较早前受
促在这次补选派出新人，因为该选区以年轻人为主，该党应做好准备，以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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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章钦促基层派光明磊落说出不满 
巴生15日讯j雪州行动党 

领导层今年初，委任精英派人 

选加入州委，惹来一些领导的 

非议，雪州行动党州委兼雪州 

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表示，为 

此感到不满者不要匿名，大可 

光明磊落讲出不满，但不要把 

开会情况说出来，而让团队失 

去纪律。 

据悉，雪州行动党领导层 

今年初委任精英派人选加入州 

委，当中包括竞选州委落败州 

议员和没竞选的市议员，共计5 

人，而惹来一些领导的非议。 

雪州行动党州委兼雪州 

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指出，雪 

州行动党已经完成了州选，胜 

方委任人选加入州委是理所当 

的，少数服从多数，遵守游戏 

规则，否则党不能运作。 

「我虽支持基层派，但不 

能认同基层派做法，可以光明 

晶洛讲出不满，不要匿名。」 

邓章钦是今早出席位于巴 

生中路雪州政府举办农历新年 

一起去购物活动，回应记者提 

问时指出，若有人认为委任标 

准不对，可以批评，但不要把 

开会情况讲出来，这是没团队 

精神的做法。 

上述委任加入州委的5人， 

分别是班达马兰州议员梁德 

志、万达镇州议员嘉玛莉亚、 

武吉加星州议员拉吉夫、莎阿 

南市议员莫哈末沙基尔和雪邦 

市议员西华古玛。 

雪州行动党在去年12月完 

成州选，白沙罗国会议员潘俭 

无缘进入州委，也被当作党基 

层反击高层的「牺牲品•，当 

中视为潘俭伟阵营的梁德志以 

及嘉玛莉亚，为上阵第十四届 

大选的新人并于大选中胜选， 

但两人连同拉吉夫，皆在竞选 

州委中落败。 

雪州行动党山头林立， 

至少出现5个派系，包括以潘 

检伟为首的「当权精英派」、 

州秘书欧阳捍华的「当权基层 

派_、邓章钦派、刘天球派及 

「草根派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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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ES
邓章钦促基层派光明磊落说出不满
巴生15日讯j雪州行动党领导层今年初，委任精英派人选加入州委，惹来一些领导的非议，雪州行动党州委兼雪州行政议
员拿督邓章钦表示，为此感到不满者不要匿名，大可光明磊落讲出不满，但不要把开会情况说出来，而让团队失去纪律。
据悉，雪州行动党领导层今年初委任精英派人选加入州委，当中包括竞选州委落败州议员和没竞选的市议员，共计5人，
而惹来一些领导的非议。雪州行动党州委兼雪州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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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輸”錯過100令吉購物券 

近干銀 
(巴生is曰讯）就是不能“执输”（动作比人 .it ；. ’0Y V 

慢） 

尽管领取雪州政府派发的佳节100令吉免费购物券 

名额，早在一个月前已登记在先，但基于担心“失去先 

机”或遭人捷足先登，巴生近千名乐龄人士今日一早， 

约上午8时许便挤爆巴生百利广场底楼的宜康省超市大 

门。配合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行动党巴生新城州选区 

今早在宜康省超市前，循例派发雪州政府“关爱人民计 

划”（IPR )下的“走，去购物”（Jom Shopping )佳 

节购物蒡。 

提早湧至7時就排隊 

但 
连原定今午12时领取礼券的第二批部分乐龄民众 

也提早涌至，大量人潮几乎令场 

面失控。 

尽管该州选区办公室一早已登 

记了所有符合资格者的名额，但 

因到来核对身分的乐龄人数过于 

踊跃，估计近千人在场，甚至€ 

有人上午7时便来到排队，导 ； 

致人群在空间有限的超市前 ’ j 
如同“挤沙丁鱼”，出现混 

乱。 

“再不聽話取消活動” 

鄧章欽放話沒效果 

主; -人家巴生新城区州议员_ 

、州行政议员拿督邓章钦， 

了控制场面，数度站上椅子用麦克风f 

呼吁民众守秩序保持克制，不惜向民 

众放话“你们再不听话”，他将取消 

活动，惟老人对邓章钦的警告显得无 

动于衷。 

在3名工作人员，包括巴生市议员 

严玉梅和2名男子手拉手组成人墙，以 

及巴生市议员党鞭黄智荣在内的其他丁 

作人员进人人群中控制场面，大会也把 

核对乐龄人士身分的3张桌子拉开与人 

群隔开，获得“购物牌”的老人陆续进 

人超市购物后，场面在—个多小时后终 

于渐渐受到控制。 

为了 “占得先机”，-些未领取购 

物牌的民众先“霸占”超市手推车，导 

致推车在拥挤的人群中穿梭更为添乱， 

过程中有老人被推挤，群众“怕输”的 

人性面展露无遗。 

根据规定，只有60岁和以上贫老、 

残障人士，单亲妈妈及月人2000令吉以 

下的低收人群，符合领取佳节购物券资 

格，他们需先向各自的州选区办公室登 

记名额： 

巴生新城州选区今年分3批分发农 

历新年购物券，即今日上午9时为第--

批、第二批中午12时和第三批于本周五 

(18日）巳登记的民众需亲自来到， 

出示身分证核对身分，领取限额100令 

吉的购物牌为佳节券，若购物超额需本 

身另付款项。 

尽管行动不便，.这名坐轮椅的老妇依然在家人陪 

同下领取购物牌开心物去 

邓章钦（红圈）数度站上椅子，呼吁民众克制守秩序，并恫言民众若不听话将取消 

活动，唯民众对邓章钦的警告显得无动于衷， 

上圖：严玉 

梅（中）和2名 

男同僚是手拉手 
组成“人墙”， 

避免人群一拥而 

上，严格放行向 

前核对身份领取 

购物牌的每一名 

民众a 

下圖：眼 

见越多人涌入， 

邓章钦和助理赶 

紧把核对身分的 

3张桌子拉远距 

离，和人群隔 

民众争先恐后询问和核对身分证以领取 

购物牌，邓章钦极尽劝说（右）和安抚，情 

况仍难以受控，一名老妇（左二）明显因后 

方人群的挤压，不禁露出痛苦表情。 

痛心民眾不守秩序 
章钦较后受访时强调，只要名字有 

被成功登记，肯定就能领取购物牌 

购买100令吉的物品，所以民众无需担心，吃 

了早餐才来也无妨 

他坦言，对民众不守秩序的行为感到痛 

心，争先恐后不听劝的怕输心态显露无疑； 

比起他于开斋节前分发给马来同胞的购物 

券，他认为，巫裔或许每周五去清真寺祈祷 

的守秩序作风养成了习惯，对比华人在新春 

时到庙宇抢插头柱香的心态，巫裔领取佳节 

购物券的场面比今天好上许多。 

他不排除过于汹涌的人潮，除了是有领 

取者动员一"家大小来购物，更有第_•批中午 

12时的部分领取者因“怕输”提早来到。 

“也有一些是没登记的人来到现场‘博 

机会’碰运气，并占住负责核对身分的工作 

人员时间，导致后方大排长龙。” 

明年分批派发购物券 

邓章钦感叹，基于今次的混乱场面，明 

年农历新年购物券的分批派发，或索性分成 

不同天数，以免同•天2个时段的分发，依然 

引起民众误会和争先恐后。 

他透露，其选区原本只获得600个农历新 

年购物券名额，在与隔邻加埔国席旗下，以 

巫裔选民居多的中路和士文达区州选区“交 

换”各300个名额后，共有1200个购物券名 

额，于本周内分3次派发给符合资格的华裔选 

民。 

“这是因为在选区划分后，我的巴生 

新城州选区选民人数暴增3万人，从2万8000 

人增至5万8000人，原有的600个农历新年购 

物券名额根本不够，所以才和隔邻的选区做 

交换，即把本选区的部分开斋节购物券换出 
去。” 

Page 1 of 2

16 Jan 2019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Page: 1
Printed Size: 1062.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33,195.00 • Item ID: MY0034857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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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MARIES
“怕輸”錯過100令吉購物券 近干銀(巴生is曰讯）就是不能“执输”（动作比人 .it ；. ’0Y
V慢）尽管领取雪州政府派发的佳节100令吉免费购物券名额，早在一个月前已登记在先，但基于担心“失去先机”或遭人捷
足先登，巴生近千名乐龄人士今日一早，约上午8时许便挤爆巴生百利广场底楼的宜康省超市大门。配合即将到来的农历
新年，行动党巴生新城州选区今早在宜康省超市前，循例派发雪州政府“关爱人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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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隆（左二）不满市议员林金瑛（右一）对他投诉路洞 

问题超过3个月都无回应，要求对方作解释，右二是许来贤。 

许来贤（左二）巡视已修补的路洞情况。右二起为 

刘佳达及丘钦输，左一是林金琪。 

(加影15日讯）双溪龙镇 

及蕉赖皇冠城两地烂路问题 

严重惹民怨，加影市议会去 

年底获得大马道路档案系统 

(MARRIS )拨款及向州政府 

申请特别拨款逾500万令吉， 

同时进行重铺道路工程。 

雪州行政议员兼加影州议员许 

来贤今午在加影市议员林金瑛、刘 

佳达及丘钦瀚等，巡视已修补的道 

路时向媒体表示，申请拨款重铺道 

路工程费用在去年10月已提呈给市 

议会，12月才获得批准，今年1月 

初才开始动工， 

挖路重铺避免修了又烂 

他披露，两个工程当中，以 

双溪龙镇路来回蕉加大道的高架天 

桥底下路段，道路损坏程度比较 

严重，因此需采用石浇注式沥青 

(Stone Mastic Asphalt )技术重铺， 

成本会较局，耗费300万令吉。 

“双溪龙路是最繁忙的路段， 

出人车辆多，避免维修后又烂路情 

况，必须挖路重铺，经过讨论后而 

采用大道道路工程技术，承包商已 

开始动工，而Ti程耗时8个星期， 

避免影响交通，铺路工作是在半夜 
进行。” 

“至于目前正在进行重铺道 

路的蕉赖皇冠城商业中心，共耗费 

207万8554令吉，工程为期10个星 

期，会在华人新年前完成。” 

他说，皇冠城商业中心重铺 

T.作完成后，会重新画线及泊车位 

等，至于泊车位是否根据之前的直 

式泊车位，或是改为斜式泊车位， 

有关方面涉及技术性问题，市议员 

会将这个课题带上市议会进行讨 

论 d  

他披露，市议会关注烂路问 

题，_ •旦接获民众的投诉后，会尽 

快安排维修丁作。 

若是路洞造成意外死亡 

家屬可起訴市會索賠 
来贤说，疑因路洞造成意外死亡事 

故的柏西兰玛哥打1路，如果警方 

的调査报告证实是路洞造成，家属可起诉市 

议会索赔。 

他强调，只要能够证明是道路损坏造成 

有关骑士死亡，市议会责无旁贷，必须承担 

责任。 

“我会在近期内造成死者家属，如果家 

属有需要，会提供援助。” 

他也解释，有关路段迟迟不维修，并非 

市议会不重视民众投诉，而是市议会面对拨 

款不足。 

他说，当局暂时不能重铺有关路段，-

方面仍有冷岳2滤水站安装排水管及淡小的 

工程在进行，又有炸石场的重型罗里出人， 

修铺后又损坏，这做法只会浪费金钱。 

他指出，冷岳2滤水站安装排水管的小 

程完成后，柏西兰玛哥打1路的重铺工作是 

由冷岳2滤水站负责，但最快要今年年底。 

何其隆质问市议员迟迟不补路 

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后，皇冠城居协顾 

问何其隆针对路洞夺命事件，要求在场加影 

市议员林金瑛解释，为何他投诉上述道路路 

洞至少3个月却没有回应一事，场面顿时趟 

尬d 

何其隆表示，如果他没有作出投诉而提 

出质问，是他不对，可是他投诉了很久不见 

有任何维修工作，他不满有骑士出事了才修 

补路洞，以往他向前市议员投诉路洞，两星 

期内可以解决，为何这次拖了三四个月都不 

见有所反应。 

许来贤回应说，市议员并非没有处理投 

诉，只是市议会缺乏资金，无法立刻修补道 

路^ 

此外，加影市议员丘钦瀚补充，目前 

市议会只有两支补路洞队伍共12人，未来希 

望可以增多两支队伍，加速处理修补路洞工 

作。 

近
半
，
预
计
工
程
在
华
人
新
年
前
完
成
。 

皇
冠
城
商
业
中
心
重
铺
道
路
工
作
已
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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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隆（左二）不满市议员林金瑛（右一）对他投诉路洞
问题超过3个月都无回应，要求对方作解释，右二是许来贤。许来贤（左二）巡视已修补的路洞情况。右二起为刘佳达及
丘钦输，左一是林金琪。(加影15日讯）双溪龙镇及蕉赖皇冠城两地烂路问题严重惹民怨，加影市议会去年底获得大马道
路档案系统(MAR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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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登华团会议进行中，由叶炳汉（左四）主持。左起为陈 

国振、蔡惠丰、王清华及黄华泳；右起为戴日来及赖剑雄办 

口 

(沙登15日讯）沙 

登华团联合总会发表文 

告表示，该会不满希盟 

政府拖延承认独中统考 

及把统考教育课题演变 

成种族与政治化，以期 

合理化其偏见及赤裸裸 

地违背希盟大选宣言。 

丽敏、汤成富及方建明等参与会议。 

此外，会议上也对政府将废除死 

刑的建议进行讨论，并认为废除死刑 

将导致社会治安更动荡及加剧犯罪案 

件发生是不符合大马的国情，而-致 

议决反对废除死刑的建议。 

促市会应解决民生问题 

促许来贤公开2独中校地地点 

沙登华团也针对雪州行政议员许 

来贤披露雪州政府已批准2段校地作为 

兴建2所新独中一事，促请对方公开宣 

布该2段独屮校地的正确地点位置在哪 

里，而不应仿效黄洁冰、欧阳捍华在 

担任雪州行政议员时期也曾宣布雪州 

政府批准6段华小校地，但都没有下 

文。 

沙登华团联合总会理事会会议由 

拿督叶炳汉主持所作上述议决。该华 

团领袖王清华、赖剑雄、蔡惠丰、陈 

国振、黄华泳、列伟志、叶其富、孙 

会议也对沙登社会民生问题的交 

通安全、经济萎缩、道路沟渠破烂、 

水患等事项作出讨论，促请梳邦再也 

市议会应寻求方案解决居民日常面对 

的问题，同时认为市议会不应对管辖 

区内实施双重标准政策，忽视沙登社 

会的需求与发展〔 

为此，该团将拟定备忘录提呈给 

市议会及代议士，以期纠正沙登社会 

所遭受不平衡发展的对待。 

会议也议决将在农历新年期间举 

行华团成员聚餐会，共同欢度新年加 

强华团之间的沟通与联系及拟定全年 

的活动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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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振、蔡惠丰、王清华及黄华泳；右起为戴日来及赖剑雄办口(沙登15日讯）沙登华团联合总会发表文告表示，该会不满
希盟政府拖延承认独中统考及把统考教育课题演变成种族与政治化，以期合理化其偏见及赤裸裸地违背希盟大选宣言。丽
敏、汤成富及方建明等参与会议。此外，会议上也对政府将废除死刑的建议进行讨论，并认为废除死刑将导致社会治安更
动荡及加剧犯罪案件发生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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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德志：爭取更多撥款 

打造新面貌帶旺班村 
(巴生15日讯）班达马兰区州议员梁德志表 

示，班达马兰巴板路早市的升工程，将从本月21日开 

始展开，预料在3个月内完下。 

“在这当儿，我也已向雪州政府和巴生市议会 

争取更多拨款，来维修班达马兰早市美食中心，打造 

新面貌。” 

他日前出席班达马兰商业公会举办的“第44届 

施赠贫老活动”致开幕词时说，待所有工程完成后， 

他也会尽力争取，让雪州精明巴士开进班达马兰新 

村，以带旺班村经济。 

“基于班村经济慢慢地开始起飞，班村人其实 

也可鼓励年轻一代留守在村内经营小本生意赚钱，之 

后再加人商业公会，成为会员。” 

他以适耕庄为例指出，以前适耕庄是个不起眼 

的渔村，惟在雪州议会议长黄瑞林极力的打造下，已 

将渔村变成一个扬名海外的旅游景点，成功大改造。 

“所以，我们暂且期待班村的蜕变，吸引国内 

外游客前来观光消费，留下好印象。” 

刘守仁：施赠贫老136人受惠 

同时，班达马兰商业公会会长刘守仁表示，该 

会成立至今已迈人第44年，也是村内最早成立的社 

团，带头举办施赠贫老活动，主要为了感恩长者对家 

庭、社会及国家的付出。 

“本会一丑以来都非常关心居民，尤其弱势群 

体，今年共有136名贫苦老人受惠。.” 

出席者包括该公会副会长廖文智、总务郑振 

为、理事张亚兴、蔡火祥及颜声国等。 

班达马兰 

商业公会办施 

赠贫老活动。 

左起为张亚 

兴、蔡火祥、 

郑振为、梁德 

志、刘守仁、 

廖文智及颜声 

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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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ES
梁德志：爭取更多撥款
打造新面貌帶旺班村(巴生15日讯）班达马兰区州议员梁德志表示，班达马兰巴板路早市的升工程，将从本月21日开始展
开，预料在3个月内完下。“在这当儿，我也已向雪州政府和巴生市议会争取更多拨款，来维修班达马兰早市美食中心，打
造新面貌。”他日前出席班达马兰商业公会举办的“第44届施赠贫老活动”致开幕词时说，待所有工程完成后，他也会尽力争
取，让雪州精明巴士开进班达马兰新村，以带旺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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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装秀以“绽放光芒”为主题 

该慈善晚宴将以千人宴的形式进 
行，当晚脑麻患者会以“绽放光芒” 

为主题的时装走秀，绽放他们在舞台 

上的天赋。筹款目标是30万令吉，所 

有款项将用于该中心的脑麻之家常年 

经费，让该中心有足够的资金来面对 

日常庞大的开销。另一方面，也为该 

中心未来的扩展计划筹备，并征求3英 

亩空地以兴建一所能把所有服务聚在 

-个屋檐下的一站式中心，以便更有 

效的帮助更多有需要的患者和家庭。 

这次的慈善晚宴也很邀请到3名爱 

心大使，包括凤凰卫视中华环球小姐 

2004年世界冠军李诗琪、大马著名主 

持人兼明星企业家王翠玲和脑麻生命 

斗士曾志龙，协助推动这次慈善晚宴 

的筹款活动和脑性麻痹的醒觉。 

王翠玲：障友有权活出精彩 

王翠玲表示，每个孩子来到这世 

界上无论任何情况下都有权利活出精 

彩和有意义的人生。 

同为脑麻患者的大马国际知名超 

级马拉松选手曾志龙希望透过本身的 

嘉玛莉亚在出席推介礼时表示， 

政府认同残障社群的心声有必要被听 

到，也委任残障人士为市议员，让市 

政府能听到残障人士的需求。她也指 

出慈善晚宴不单为了筹款，通过脑麻 

患者服装秀，也传达患者不管多艰辛 

都要努力生存下去的正面生活态度: 

林怡威：患者家属也需关爱 

林怡威指出，爱•关怀脑麻之家 

的存在非常重要，除了协助脑麻患者 

提升生活技能之外，还顾及常被大众 

忽略的患者家属，他们一样也需要给 

予关注及关爱。 

潘俭伟指出爱•关怀之家每次举 

办的节目都很有特点，加上这次以富 

有创意的服装秀慈善晚宴，相信能够 

吸引更多捐款者。 

出席推介礼活动的人士包括爱• 

关怀之家创办人林国强、晚宴筹委会 

主席黄家盛、众筹委，以及患者和家 

属都到场支持。 

有意捐款或出席慈善晚宴的善心 

人士，可联络爱•关怀之家（03-7873 
9622 )或网页 www.lovelydisabledhome. 

com 了解更多详情。 

愛•關懷腦麻之家 

6月辦千人宴盼籌30萬 

众出席者 

大合照。 

(八打灵再也15日讯）爱•关 

怀之家将于6月8日（星期六）在吉隆 

坡王岳海大礼堂举办“NOW(脑)绽放 

光芒”慈善晚宴，为今年开始运作的 

脑麻之家日间看护所常年经费和未来 

的扩展计划筹款。该中心日前举办慈 

善晚宴推介礼，宣布筹款活动正式开 

启o 

故事鼓励和告诉大家，残障人士也可 

以公平的追求梦想。 

推介礼现场也邀请多名嘉宾参 

与，包括白沙罗国会议员潘俭伟、甘 

榜东姑州议员林怡威，以及万达镇州 

议员嘉玛莉亚。 

嘉玛莉亚：需聆听障友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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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ES
时装秀以“绽放光芒”为主题
该慈善晚宴将以千人宴的形式进行，当晚脑麻患者会以“绽放光芒”为主题的时装走秀，绽放他们在舞台上的天赋。筹款目
标是30万令吉，所有款项将用于该中心的脑麻之家常年经费，让该中心有足够的资金来面对日常庞大的开销。另一方面，
也为该中心未来的扩展计划筹备，并征求3英亩空地以兴建一所能把所有服务聚在-个屋檐下的一站式中心，以便更有效的
帮助更多有需要的患者和家庭。这次的慈善晚宴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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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生兴华 
中学校 

长苏进存相信，每 

-所学校都会在放 

学时段，面对交通 

塞车的问题，该校 

的电子布告板至今 

仍张贴着告示，呼 

吁家长勿乱泊车。 

他受询时说， 

由于学校外的道路 

是要道，加上附近 

正进行提升沟渠工 

程，塞车在所难 

免；其实家长都已 

经很配合了，乱泊 

车的情况已有所改 

善。 

“学校通过 

宣导、聘请交通指 

挥员维持交通等措 

施来改善有关时段 

道路塞车或拥挤问 

题，已取得改善成 

效，但我们仍希望 

家长及驾驶人士在 

放学时间能减速行 

驶，以策安全。” 

梁德志表 

示，将通知交警 

前来执法，继续 

监督路况。 

g动党班达马兰 

1T区p议员梁德 

志受询时表示，他不时 

会接到居民的投诉，指 

家长胡乱泊车造成车辆 

难以行驶，造成大塞车 

而深感无奈。 

他对《大都会》社 

区报说，为了阻止家长 

胡乱泊车，他曾通知交 

警前来执法，确保父母 

可在安全的地方，以及 

不抵触交通法令的情形 

下，接送孩子。 

询及交警前来执法后是否有改善情况 

时，他说，之前当局有派3至4名的交警前来 

执法，发现违规泊车就开罚单，而情况也因 

此改善不少；不过，交警还是会继续监督该 

路况。 

“我还为此向校方反映与协调，惟校方 

表示已在该校的电子布告板上呼吁家长勿胡 

乱泊车，只是家长皆视若无睹。” 

他透露，在2017年3月份时，他曾以市 

议员的身分向南北大道公司（Hus)要求在 

该道路上划上减速红线，防止使用者高速行 

驶。他呼吁，家长-•定要为自己和孩子的生 

命着想，别为了贪_ •时之便，随意停车接送 

孩子，对其他道路使用者造成不便。 

家长勿因一时的方便，而把车停在路旁，以免对其他道路 

使用者造成困扰。 

r该rl 

通& 

适逢放学时段，校门前路段就会大阻塞，让道路使用者 

头疼不已。 

礞柏 

_惹 
慕 
达 
慕 
沙 
路 

— 

w cpii pX. E炎3 • ‘ % % # /n 豕本明札>曰午，付席尽a，二衆午道艾 

m Finn •jjj： U|-| jnr 成-条车道，导致学钱安全受威胁。 

编泊車阻交通 
家长胡乱泊车，将原本的三条车道变 

報道•張淑媚 

(巴生15日讯）兴华中学家长受促在上学和 

下学时段，勿为载送孩子而把车子停在柏西兰拉 

惹慕达慕沙路（Persiaran Raja Muda Musa),以 

免使到道路阻塞，甚至很可能让高架天桥驶下的 

车辆来不及停车或闪避而酿车祸。 

虽然班达马兰区州议员梁德志不久前有通知 

交警前来执法，但“好景”只维持了数日，驾驶 

者又再罔顾自己和孩子的安全，明知故犯。 
适逢上课时间，兴华中学外的道路出现塞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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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1 5日 

讯）-名巫裔男子今日 

骑摩哆载1名外甥和儿 

子上学途中，不慎遭到 

-辆罗里从后方撞倒， 

酿成2死1伤悲剧！ 

据瓜雪警区主任 

莫哈末阿斯里警监指 

出，车祸事故发生在直 

落碧雅路（Jalan Telok 
Piak )，涉案死者为 

巫裔莫哈末阿炎（1 

岁)，车祸发生后，其 

胸部遭受撞击；舅舅 

莫哈末罗再尼（47岁） 

也因头部受创而当场死 

亡。 

他说，不过，莫 

哈末再尼的孩子赛富害 

哈里（7岁）则头部和 

左肩受伤。他表示，上 

述事件发生于今日清晨 

6时40分，事发时死者 

莫哈末再尼骑着摩哆载 

着2名孩童，从瓜雪本 

达拉哈拉花园住家前往 

学校时，在距离5公里 

处遇上车祸。 

“车祸发生时， 

相信罗里从后方撞倒摩 

哆尾部，当时也只有莫 

哈末再尼1人戴头盜； 

死伤者都被送往丹绒加 

弄医院急救。” 

他披露，警方已 

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 

令第41 ( 1 )条文下， 

调查此案。 

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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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ES
E生兴华中学校长苏进存相信，每-所学校都会在放学时段，面对交通塞车的问题，该校的电子布告板至今仍张贴着告示，
呼吁家长勿乱泊车。他受询时说，由于学校外的道路是要道，加上附近正进行提升沟渠工程，塞车在所难免；其实家长都
已经很配合了，乱泊车的情况已有所改善。“学校通过宣导、聘请交通指挥员维持交通等措施来改善有关时段道路塞车或
拥挤问题，已取得改善成效，但我们仍希望家长及驾驶人士在放学时间能减速行驶，以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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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15日讯）由领养八打 

灵再也第二区的陈百强市议员，与万 

达镇第二，一…四、六、十…，十二 

区居民协会联办，“万达镇新春嘉年 

华会”日前于万达镇顺利举行。 

佐哈里：130萬提升八打靈最大 

萬達鎭民衆會堂籃球場啓用 

万达镇新春嘉年华 

受邀嘉宾八打灵冉也副市长佐哈 

里也在大会上宣布，位于万达镇八打 

灵再也民众会堂外的有盖篮球场兼排 

球场已正式启用，市政厅共耗资130 

万令吉将其提升为八打灵地区最大的 

有盖球场。 

社区图书馆年内开放 

此外，他也表示，位于万达镇 

八打灵再也民众会堂底层的社区图书 

馆，也将于今年内开放给民众使用。 

陈百强表示，2018年是充满挑战 

的一年，在雪州民众的鼎力协助下， 

希盟才能顺利继续执政雪州并人主中 

央政府，新的一年新的希望，他也期 

许能在万达镇居民协会的协助下，将 

‘万达镇新春嘉年华会”于万达镇举办，右六起为陈百强、佐哈里及嘉玛莉亚:: 

该地区发展为一个更安全、干净及环保的 

城镇。 
°大会节目内容丰富，除了培才二校 

学生特别演出二十四节令鼓，现场也有舞 

狮、财神爷、歌唱表演，以及书法比赛、 

红包环保灯笼设计比赛等。大会除了提供 

美味自助餐招待出席民众，也有龙须糖、 

剪纸艺术及益智游戏等摊位。出席者包括 

万达镇州议员嘉玛丽雅，与万达镇多位居 

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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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ES
(八打灵再也15日讯）由领养八打
灵再也第二区的陈百强市议员，与万达镇第二，一…四、六、十…，十二区居民协会联办，“万达镇新春嘉年华会”日前于
万达镇顺利举行。佐哈里：130萬提升八打靈最大萬達鎭民衆會堂籃球場啓用万达镇新春嘉年华受邀嘉宾八打灵冉也副市
长佐哈里也在大会上宣布，位于万达镇八打灵再也民众会堂外的有盖篮球场兼排球场已正式启用，市政厅共耗资130万令
吉将其提升为八打灵地区最大的有盖球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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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吉夫（右）巡视国能公司承包商更换灵市17区陈旧的电缆接驳器的工 

程，并吁请民众给予更多耐心 

禾悬定靈巾17區電流供應 

換8接駁器改善停電 
(八打灵再也15日讯）八打灵再 

也17区于去年5月起面对间歇性停电问 

题，国能公司一连5天在该区展开更换 

电缆接驳器工作，以改善该问题。 

行动党武吉加星区州议员拉吉 

夫今日前往巡视更换电缆接驳器工作 

时表示，他于去年中开始接获居民投 

诉，指他们面对间歇性停电问题，他 

在收集间歇性停电的时间后，分别向 

国能公司及马来西亚能源委员会做出 

相关投诉。 
“经过当局査证后，发现2个导 

致发生间歇性停电的原因，即受到英 

达丽水公司及该区公寓的兴建过程影 
响。” 

用户在施工期间面对暂时停电。” 

他说，更换新电缆接驳器的路 

段包括，灵市17区17/4路、17/11路、 

17/13路、17/15 路、17/19 路、17/20 

路、17/21路及17/22路。 

“一旦完成更换工作后，17区的 

电流供应将比以前更加稳定，不会再 

出现间歇性停电。” 

拉吉夫： 

安排罗里到各区收垃圾 

接驳器陈旧易过热 

无论如何，他说，国能公司也发 

现灵市17区的电缆接驳器已陈旧，容 

易出现过热情况，进而导致间歇性停 

电。 

他说，国能公司决定更换8个新的 

电缆接驳器，以避免出现间歇性停电 

问题。 

“国能公司承包商在本星期，即 

日起至星期五早上10时至下午3时展开 

更换电缆接驳器工作，受影响路段的 

另-方面，拉吉夫表示，配合农 

历新年到来，他会依据时间表安排罗 

里在农历新年前的周末到选区各区收 

集大型垃圾，以方便居民进行春节大 

扫除。 

“由于武吉加星州选区有60%华 

裔选民，因此我在3年前开始提供收 

集大型垃圾服务，且获得民众热烈响 

o 

他说，尽管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也 

有提供收集大型垃圾服务，但只在特 

定的地区。 

他为让所有居民都享有该服务， 

自行聘请承包商前往选区内的住宅区 

收集大型垃圾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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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IES
拉吉夫（右）巡视国能公司承包商更换灵市17区陈旧的电缆接驳器的工
程，并吁请民众给予更多耐心禾悬定靈巾17區電流供應換8接駁器改善停電(八打灵再也15日讯）八打灵再也17区于去年5
月起面对间歇性停电问题，国能公司一连5天在该区展开更换电缆接驳器工作，以改善该问题。行动党武吉加星区州议员
拉吉夫今日前往巡视更换电缆接驳器工作时表示，他于去年中开始接获居民投诉，指他们面对间歇性停电问题，他在收集
间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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