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umah kucing jadi pejabat 

J awatankuasa Pilihan Khas 
Mengenai Keupayaan, Ke-
bertanggungjawaban dan 

Ketelusan (Selcat) Selangor dige-
sa  mengadakan sesi pendengar-
an awam berhubung kes taman 
rekreasi kucing yang kini dijadi-
kan pusat khidmat DUN Bukit 
Antarabangsa. 

Aktivis Penyelamat Kucing, 
Jamil Ismail atau Jamil Kucing 
berkata, dia bersama Kumpulan 
Otai Reformis mahu sesi pende-
ngaran awam itu dilaksanakan 
segera kerana percaya berlaku 
salahguna di peringkat pihak ber-
kuasa tempatan (PBT) selain ter-
dapat campur tangan politik 

Aktivis Jamil Kucing 
gesa adakan sesi 

pendengaran awam 
rungkai isu

HASNIZA HUSSAIN

SHAH ALAM

dalam isu tersebut. 
Katanya, dia sudah beberapa 

kali sebelum ini cuba mendapat-
kan penjelasan kenapa tapak ta-
man rekreasi kucing seluas 0.8 
hektar di Jalan Kerja Lama,  Am-
pang ditukar menjadi pusat khid-
mat DUN. 

Menurutnya, jawapan diper-
oleh khususnya daripada PBT 
sangat mengecewakan kerana 
alasan diberikan terdapat bantah-
an orang awam menyebabkan 

operasi taman rekreasi itu tidak 
boleh diteruskan. 

Katanya, jika benar terdapat 
bantahan orang awam sepatutnya 
ia berlaku dalam tempoh tiga bu-
lan selepas rumah kucing yang 
dibangunkan di situ siap tahun 
lalu. 

“Tapi tiada bantahan awam 
berlaku mahupun  kain rentang 
dipasang. Malah saya terima res-
pon positif tentang taman rekre-
asi ini dari empat Facebook milik 

saya. Alasan ini sangat meragu-
kan, “ katanya. 

Terdahulu, Jamil bersama 
Setiausaha Otai Reformis, Abdul 
Razak Ismail menyerahkan me-
morandum berhubung isu itu 
kepada Speaker DUN Selangor, 
Ng Suee Lim.

Jamil berkata, usahanya me-
manjangkan perkara itu kepada 
Exco, Ng Sze Han pada Oktober 
tahun lalu juga menemui jalan 
buntu.

Jamil (kanan) bersama wakil Otai Reformis menyerahkan memorandum kepada wakil Suee Lim (tiga, kiri) meminta Selcat 
mengadakan sesi pendengaran awam berkaitan kes rumah kucing terba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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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iaga ali baba lesen disenarai hitam
PUCHONG - Peniaga 
tempatan di negeri ini ber-
depan tindakan penggan-
tungan lesen perniagaan 
sekiranya didapati menga-
libabakan atau menyewa 
lesen mereka kepada warga 
asing

Exco Kerajaan Tempat-
an, Pengangkutan Awam 
dan Pembangunan Kam-
pung Baru, Ng Sze Han 
berkata, kesemua 12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di negeri ini tidak pernah 
mengeluarkan lesen perni-
agaan kepada warga asing.

Menurutnya,pihaknya 
menerima aduan terdapat 
warga asing menjalankan 
perniagaan di pasar malam 
dan juga pasar pagi.

“Saya dah dapatkan ke-
pastian semua PBT di Se-
langor tak pernah keluar-
kan lesen penjaja kepada 

SZE HAN

warga asing.
“Berkemungkinan le-

sen diberi kepada warga 
tempatan tetapi disewa 
kepada warga asing untuk 
jalankan perniagaan,” ka-
tanya.

Sze Han berkata, tin-
dakan akan diambil tidak 
lama lagi dan pihak PBT 
akan mengambil tindakan 

penguatkuasan kepada 
warga asing yang berniaga 
di pasar malam dan pasar 
pagi.

“Kepada pemilik lesen 
warga tempatan jika dapati 
mereka sewa lesen dipero-
leh, nama mereka akan 
disenaraihitam,” katanya.

Sementara itu, pada 
perkembangan lain, Sze 
Han berkata, kerajaan ne-
geri akan mengenakan caj 
tambang bas kepada warga 
asing yang menggunakan 
kemudahan Bas Smart Se-
langor selewat-lewatnya 
tahun depan.

Beliau yang juga ADUN 
Kinrara berkata, keputusan 
itu diambil selepas mene-
rima banyak aduan berhu-
bung peningkatan jumlah 
warga asing yang menggu-
nakan kemudahan percu-
ma i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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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dai makan jijik disita

M enjijikkan! Peti ais 
berlendir, tidak di-
selenggara, ruang 

memasak kotor dan men-
jadi ‘rumah lipas’ antara 
gambaran keadaan tiga 
kedai makan di Bandar 
Saujana Putra di sini ketika 
serbuan mengejut Majlis 
Daerah Kuala Langat.

Padahnya, premis ter-
sebut dikenakan tindakan 
sita kerana mengabaikan 
aspek kebersihan semasa 
penyediaan makanan.

Timbalan Yang Diper-
tua MDKL, Mohd Yasin 
Alwi berkata, dua buah 

MDKL ambil 
tindakan tegas, 

enam warga 
asing turut 

ditahan

NUR FARHANA ABDUL 
MANAN

JENJAROM

Lipas yang ditemui di dapur memasak.

Peti sejuk menyimpan makanan tidak 
diselenggara dengan baik.

premis menjual makanan 
disita Pejabat Kesihatan 
Daerah Kuala Langat  di 
bawah Undang-Undang 
Kecil Establisymen Maka-
nan (MDKL) 2007 ma-
nakala sebuah lagi di ba-
wah Seksyen 11 Akta 

Makanan 1983 dan Pera-
turan-peraturan Makanan 
1985.

“Terdapat peniaga 
dikenakan kompaun di ba-
wah Undang-undang Kecil 
Pengendali Makanan 
(MDKL) 2007 kerana 

membuang cecair kotor 
terus ke dalam longkang.

“Secara keseluruhan, 
MDKL keluarkan  12 notis 
kesalahan iaitu enam notis 
di bawah Undang-undang 
Kecil 3, Undang-undang 
Kecil Penjaja, tiga notis di 

bawah Seksyen 46 (1)(a), 
Akta 133 dan tiga notis di 
bawah Seksyen 46 (1)(d), 
Akta 133. Manakala Peja-
bat Kesihatan Daerah Ku-
ala Langat mengeluarkan 
sebanyak 23 notis kesala-
han,“ katanya.

Keadaan tempat memasak yang terlalu kotor.

Operasi  disertai 41 
orang anggota penguat ku-
asa dari pelbagai agensi 
turut menahan enam war-
ga asing.

Mohd Yasin berkata, 
warga asing terbabit dita-
han imigresen atas kesala-
han tidak memiliki pas 
yang sah untuk berada di 
dalam Malaysia di bawah 
Seksyen 6 (1)(c) Akta Imi-
gresen 1959/63. 

Beliau berkata, ada 
warga asing melarikan diri 
apabila menyedari keha-
diran anggota penguat ku-
asa namun berjaya diber-
kas.

“Dalam  serbuan sama, 
Kementerian Perdagangan 
Dalam Negeri dan Hal Eh-
wal Pengguna  mengeluar-
kan satu kompaun di ba-
wah Akta Kawalan Harga 
dan Antipercatuan Pera-
turan 3 (1) Penandaan Har-
ga oleh Peniaga Runcit 
(PHOPR) 1993 kerana ti-
dak mempamerkan tanda 
harga makanan,“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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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a naik taraf jalan nak siap ni?
SHAH ALAM - Keada-
an jalan yang tidak sem-
purna serta sesak dise-
babkan kerja-kerja 
naiktaraf di bulatan Bukit 
Kemuning di sini menje-
jaskan keselesaan seba-
hagian besar pengguna 
jalan raya di kawasan itu.

Lebih rumit, kerja 
naik taraf yang berpan-
jangan itu mengundang 
kesesakan lalu lintas 
yang kronik terutama 
pada waktu puncak.

Penunggang motosi-
kal, Zuhdi Baharom,29, 
berkata keadaan jalan 
yang bertampal sekaligus 
memberikan kesan per-
jalanan.

“Saya tinggal di Jalan 
Kebun dan bekerja di 
Shah Alam, memang se-
tiap hari perlu lalu jalan 
ini, legalah sebab jalan 
jadi luas.

“Tapi lain pula yang 
jadi, jalan tak siap, kea-
daan jalan pula teruk, 
bertampal dan memba-
hayakan penunggang 
motosikal,” katanya.

Penduduk, Maslan 
Hassan, 34, berkata, ke-
sesakan lalu lintas di ka-
wasan tersebut amat 
teruk waktu kemuncak.

“Memang sangat 
sesak, terutamanya pada 
waktu pagi dan petang, 
kemuncak waktu orang 
pergi dan balik kerja, jadi 
kalau nak lalu sini me-
mang kena keluar awal 
dari rumah,” katanya.

Pada 2 Mac lalu, kon-
traktor bertanggungja-
wab bagi pelebaran jalan 
raya yang lewat di bula-
tan pertama di Kota Ke-
muning, Shah Alam per-
lu membayar RM715 

sehari sehingga tugas itu 
selesai.

Majlis Bandaraya 
Shah Alam (MBSA) te-
lah memutuskan untuk 
mengenakan bayaran 
kepada kontraktor den-
gan kerosakan dan ker-
osakan yang ditentukan 
(LAD) bagi projek yang 
telah ditangguhkan sela-
ma dua tahun yang lalu.

 Pengarah kejurute-
raan MBSA, Cheremi 
Tarman dilaporkan ber-
kata, kerja-kerja naik 
taraf tersebut hanya 75 
peratus selesai walaupun 
tarikh dipanjang hingga 
27 Februari lalu.

Keadaan jalan di bulatan Kota Kemuning yang sedang 
dinaiktar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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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bur lebih 100 tahun dialihkan

Ahli Kariah Masjid As-Sajidin menguruskan kerja mengalihkan tiga kubur lama di tanah milik 
persendirian.

T iga kubur lama berusia 
lebih seratus tahun di 
sebuah kampung me-

layu lama dialihkan ke 
Tanah Perkuburan Islam 
Taman Setia Bandar Uta-
ma Batang Kali.

Bilal Masjid Perodua 
yang juga Pengurus jena-
zah Majis As-Sajidin Ba-
tang Kali dan Hospital 

Kuala Kubu Bharu, Mu-
hammad Hafiz Amran 
berkata, kubur lama itu 
membabitkan seorang de-
wasa dan dua kanak-kanak.

Menurutnya, kubur 
berkenaan terletak di tanah 
milik persendirian dan wa-
ris meminta pihak Masjid 
As-Sajidin mengalihkan ke 
tanah perkuburan berde-
katan dengan kebenaran 
Pejabat Agama Islam Dae-
rah (Paid) Hulu Selangor.

“Dahulunya di sini ada-
lah penempatan Melayu 
lama dikenali sebagai Kam-
pung Telanai yang wujud 
sebelum kemerdekaan.

“Apabila zaman darurat 
sekitar 1940an, British me-
mindahkan penduduk 
kampung ke dua penem-
patan baharu iaitu di Kam-
pung Sentosa dan Kam-
pung Bukit Chandang.

“Mengikut kata waris 
yang sudah berusia 83 ta-

Membabitkan 
jenazah seorang 

dewasa, dua 
kanak-kanak

MOHD RIDZUAN 
ABU HASSAN

BATANG KALI

hun, kubur tersebut milik 
moyangnya dan sejak dila-
hirkan, kubur itu sudah ada 

betul-betul di depan tang-
ga rumah,” katanya.

Muhammad Hafiz ber-

kata, kerja menggali, men-
galih dan mengebumikan 
semula jenazah berkenaan 

dilakukan sembilan ahli 
kariah masjid dalam tem-
poh dua jam 30 minit.

Menurutnya, paku pa-
pan liang lahad turut 
dijumpai ketika kerja peng-
galian selain tanah hitam 
dipercayai terhasil daripa-
da pereputan tulang.

“Tanah terbabit diambil 
dan diisi dalam kain putih 
sebelum dikebumikan da-
lam satu lubang di tanah 
perkuburan Islam berde-
katan. “Batu nisan asal 
menggunakan batu sungai 
di kubur lama ini juga di-
kekalkan di kubur baharu,” 
katanya.

Kerja gali, alih dan 
kebumikan semula jenazah 
dilakukan oleh sembilan 
ahli kariah masjid 

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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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Authorities close 
three dirty eateries 
in Kuala Langat 
>4 

By PRIYA MENON 
priya@thestar.com.my 

A SURPRISE joint raid led by Kuala 
Langat District Council (MDKL) in 
Bandar Saujana Putra, Selangor, 
has led to the temporary closure 
of three dirty food premises. 

MDKL deputy president Mohd 
Yasin Alwi said 41 officers from 
various agencies conducted the 
raid on 14 eateries. 

Two of them were closed under 
the MDKL 2007 Food 
Establishment Bylaw and another 
under Section 11 of the 1983 Food 
Act and 1985 Food Rules by the 
Kuala Langat Health office. 

"We issued compounds to sever-
al traders for disposing waste into 
drains, and one for failing to use 
oil traps," said Mohd Yasin. 

During the raid at 6pm,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arrested 
six illegal foreign workers under 
Section 6 (l)(c) of the Immigration 
Act 1959/63. 

One of the illegal workers tried 
to escape as soon as he spotted the 
officers, but was caught after a 
chase ensued in the back lane. 

MDKL's enforcement depart-
ment issued 12 notices, while its 
health office issued 23 notices and 
the Domestic Trade and Consumer 
Affairs Ministry issued one com-
pound to an eatery for not display-
ing food prices. 

"Our aim is to ensure food 
premises are in tip-top condition 

MDKL shuts down 
three dirty eateries 
Enforcement officers also seize furniture in raid 

and food safety is practised, so 
that we can give the proper clean-
liness accreditation and reduce 
the number of incidents caused by 
food and waterborne diseases," he 
added. 

Mohd Yasin chided several trad-
ers who continued to encroach 
into parking bays with chairs and 

tables as this prevented motorists 
from parking their vehicles at the 
designated areas. 

"It is also dangerous for the 
patrons. We confiscated 94 chairs, 
24 tables and one tent that were 
placed on the parking lot," he said. 

Despite flouting the laws, he 
said the traders continued to fault 

the council for carrying out their 
duties and confiscating the items. 

"I hope all traders and operators 
will follow our guidelines, and we 
urge the public not to sit and eat 
at the parking lots. 

"They should also inform us of 
eateries breaking the law," he 
added. 

Patrons in Bandar 
Saujana Putra 
eating at a parking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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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 launches RM3mil community grant project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has launched a RM3mil 
Community Grant programme to 
benefit communities in the city. 

Called PJ SEED, which stands for 
Social, Environment, Economy 
Development, the programme 
allows stakeholders, residents 
associations, joint management 
bodies (JMBs) and non-govemmen-
tal organisations (NGOs) to plan 
and implement projects based on 
their proposals that will help MBPJ 
improve relevant areas. 

Petaling Jaya mayor Datuk Mohd 
Azizi Mohd Zain said grants would 
start from RM5,000 to RM50,000 for 
each project, but a higher amount 
could be considered based on tech-
nical evaluation and latest require-
ment. 

"We will look into giving higher 
grants, but the project should have 
merit and create an impact on the 
city," said Mohd Azizi. 

He hopes there will be coopera-
tion from those involved to make 

advice from the respective council-
lors. 

Mohd Azizi said grants would be 
given to projects that have the 
potential to generate positive 
impact on neighbourhoods such as 
reducing the risk of pollution, and 
saving the city council's expenses 
in urban management and devel-
opment. 

City councillor Derek Fernandez 
said a special panel would be set 
up to administer the awarding of 
the grants. 

"This is part of MBPJ's continued 
effort to encourage valued stake-
holders and relevant parties to par-
ticipate. 

"I hope they will submit their 
proposals to enhance sustainable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Petaling 
Jaya," he said. 

The closing date is Sept 30. Those 
interested to apply can log on to 
www.mbpj.gov.my — By ZAWIN 
SAKDON 

Mohd Azizi (left) and MBPJ deputy secretary Sharipah Marhaini Syed Ali 
showing the 11 segments of the community grant programme. 

Petaling Jaya a sustainable city by 
2030.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to repair 
damaged drains, for example, are 
not encouraged for SEED as that is 

MBPJ's responsibility," he said, add-
ing that schools in Petaling Jaya 
can also apply for the grant. 

He urged organisations that 
were interested to apply to s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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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g (third from left) and Invest Selangor CEO Datuk 
Hasan Azhari Idris (right).

Invest Selangor to 
hos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ummit
INVEST Selangor Berhad is set to host the third edition 
of the Selang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ummit (SIBS) at 
the Malaysia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xhibition Centre 
(MITEC) in Kuala Lumpur from Oct 10 to 13 this year. 

The premier event is the largest state-wide trade 
summit which aims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Malaysian 
and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in the trade industry to 
forge relations and exchange knowledge in business 
and product innovation. 

Speaking during a press conference to announce 
details on the 3rd SIBS, Selangor state exco for 
Investment, Industry and Trade, and Small and 
Medium Industries, Datuk Teng Chang Khim said the 
annual international event serves to position the state as 
a prominent catalyst in the South East Asian region.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Selangor continues to play 
its role as the most competitive Gateway to ASEAN and 
the Global Trading Hub – where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es can build and strengthen their presence in 
ASEAN. 

“Furthermore, SIBS is set to provide the platform, as 
not only the gateway into the Malaysian market, but 
more importantly, continue to serve as a springboard to 
tap into the broader ASEAN regional market, which is 
home to over 600 million consumers and more than 200 
of the world’s largest companies,” said Teng during the 
press conference. 

SIBS has been tagged as the largest state-wide trade 
summit which aims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Malaysian 
and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in the industry to forge 
trade relations and exchange knowledge in business 
and product innovation. 

According to Invest Selangor, a higher number of 
renowned companies are interested in collaborating 
with SIBS this year.  

SIBS 2019 is also set to offer a broader range of 
opportunities and exposure with more than 700 booths 
from over 40 countries. It is expected to receive more 
than 30,000 trade visitors during the four-day event 
endorsed by the Malaysia Extern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MATRADE) and supported by Malaysia 
Airlines Berhad as the official airline p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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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6日识^)在士毛月州议 

席补选中败选的希盟候选人艾 

曼说，他不会放弃从政，日后 

会以非政府组织平台或州选区 

协调员身分，继续服务士毛月 

选民。 

他说，州选区协调员也有很多人 

选，若有机会受委，他可以这身分继 

续服务士毛月选民，但这由党领导层 

决定。 

“我现在与公正党加影市议员哈纳 

菲及公正党青年团一起服务，曰后 

也可能透过非政府组织服务士毛月人 
民。” 

仍感激選民支持 

他今日在雪州行动党署理主席欧阳 

捍华，及行动党士毛月补选副总指挥 

王诗棋带领下，到士毛月新村巴刹谢 

票时，这样指出。 

他接受自己败选，但仍感激支持他 

的1万7000多名毛月选民。 

他说，目前自己有年轻的服务队 

伍，希望未来可恢复选民对希盟的信 

心，以便迎接下届全国大选。 

谈到他认为自己败选的原因时，他 

认为，很多年轻选民可能没回乡投 

票，使年轻选票减少，他今后会举办 

更多年轻人活动。 

询及若有机会出任市议员会否接受 

时，艾曼表明没想过。 

‘诗棋认为，希盟在士 

.毛月补选中败选不是 

件坏事，这反映民主进程 

另一个阶段的进步，证明 

人民不再盲目投票。 

王詩棋：人民不再盲g投票 
“人民就算知道选的是 

反对党，也会投票给反对 

•王诗棋（右起）与艾曼到士毛月新村巴刹谢票。 

党，希盟要认真看待，不 

再抱著侥幸看待，以为希 

盟是政府，人们就肯定支 

持，这是很好的经验。” 

她认为，整个改革过程 

不容易，它必定经过改革 

的痛苦，并不断受考验； 
可能一些中央政府政策没 

达到预期效果，这也反映 

到选票上。 

“前天马大校园选举， 

第一次由学生组成选委 

会，并由学声阵线胜出， 

这是恢复校园民主新开 

端，也反映国内政治目前 
的状况。” 

谈到今次补选，希盟是 

否流失马来选票和华人选 

票时，她认为，若按巴 

仙率来说支持票并没有减 

少，只是巫统和伊斯兰党 

的票数已结合，华人票只 

是减少27�至3%,并不是大 

比数的走向，她相信支持 

希盟的依然会支持。 

，二^动党雪州署理主席欧 

1 J阳捍华说，希盟必须 

检讨金马仑国席补选和士 

毛月州席补选成绩，并找 

出部分人民透过选票表达 

讯息的原因。 

他认为，无论是希盟政 

府的施政方针、人民代议 

士表现或领袖谈话，都要 

深入分析。 

他周三陪同艾曼到士毛 

歐陽捍華：找出選票背後訊息 
月新村谢票时说，雪州希 

盟目前尚未开会检讨补选 

结果。 
口他1兑，希盟输了金马仑 

国席补选与士毛月州席补 

选，不代表选民已不支持 

希盟，只是有部分选民不 

满意希盟政府。 
“在一些地方选民还是 

愿意给希盟时间，不是说 

某族群不支持希盟，而是 

看地方，一般上补选时， 

选民会比较注重地方课 
题。” 

为此，他认为希盟必须 

了解选民动向与意愿，从 

而改善施政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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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貞黎倉(莎阿南6日讯）非法洋屋 
垃圾工厂与执法单位“玩氤 

捉迷藏”，雪州政府全力在瓜拉冷岳、巴生• 

-带打击非法科圾xn ij！者錢'转移阵， 

地到其他县偏僻地区的工业区。 

去年年中，瓜冷县一带非年年中时，面对严重的非法 

法洋垃圾工厂遭揭路后，引洋垃圾工厂，随著瓜冷县议 

起各界关注，雪州政府即指会和各单位全力打击在仁嘉 
示瓜冷县议会严厉取缔。 隆、万津一带非法洋垃圾厂 

掌管雪州地方政府、公共后，当地没再增加非法洋垃 

交通及新村发展事务行政议圾厂，也没接获新投诉。 

员黄思汉接受《中国报》 

记者专访时说，瓜冷县在去 艾觸C2 + 

•.. ~： 

他指出，至于其余11间非法洋垃圾 

厂，其清理的工作还在进行中，当局也 

给予地主或业主至今年6月的期限。 

堆积在港口的情况，并将加强 

追查，包括鉴定该批洋垃圾未 

来可能去向。 

他说，由于地方政府法令有 

限，他们必须要获得各部门包 

括环境局及移民局f配合，才 

能让取缔行动取得更大效果。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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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投訴聞到燒焦味 
輕文接 

黄思汉指出，目前，在巴生一带包 

括加埔路、中路、巴生港口及直落昂 

一带还有非法洋垃圾厂，主要是在工 

业区范围。 

“不过，在有关单位全力取缔在瓜 

冷和巴生一带的非法洋垃圾工厂后， 

非法洋垃圾工厂悄悄转移阵地。” 

他说，目前已确定他们转移到乌 

雪、士毛月位置偏僻的工业区。 

他指出，最近乌雪居民申诉，晚上 

嗅到烧焦味。 

黄思汉说，州政府除了将加强监督 

瓜冷后续情况，也会加强在巴生的取 

缔行动，同时已指示乌雪县议会和加 

影市议会，展开调查和取缔行动，一 

旦发现当地有非法洋垃圾工厂的话， 

必须即刻展开取缔。 

他说，随著瓜冷和巴生之后，接下 

来锁定的目标就是在乌雪一带。 

他指出，相信在乌雪和士毛月一带 

的非法洋垃圾工厂投入营业并不久， 

数量应该还不多，他们希望能在非法 
洋垃圾工厂在当也“扎根”或好像雨 

后春笋般林立之前就被全面处理。 
“在乌雪一带，居住在工业区附近 

的居民投诉闻到烧焦味，相信非法洋 

垃圾工厂已进入工业区一带，都是在 

位于比较偏僻的地区。” 

他说，同时希望其他地方政府也要 

提高警惕和监督，以免非法洋垃圾工 

厂进人当地。 

•在巴生港口直落昂一带的工业区，也有一些非法洋垃圾工厂已在工业区内( 

黃思漢促居民當耳目 
@思汉促请居民当地方政府耳目，一旦发现晚间出 

@现异臭的烧焦昧，或工厂附近现大量垃圾，向有 

关当局投报。 

他说，非法洋垃圾工厂确实是比较让人难于“早曰 

发现”，也较难让人追踪到它之后的去向。 

他说，当瓜冷县发生非法洋垃圾厂，之后则轮到巴 

生开始出现同样课题时，因类似情况未曾发生过，也 

让雪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耗时一段时间处理。 

他指出，在累积瓜冷和巴生的处理非法洋垃圾厂经 

验后，相信即使接下来在其他地方政府范围内发生非 

法洋垃圾厂的课题，他们也可使用之前的经验处理， 

但非洋垃圾厂现在是神出鬼没，因为都是位于比较偏 

僻地点，较难察觉。 
“当居民开始投诉有臭味、烧焦味时，可能该工厂 

已投入营业一段时间，可能洋垃圾早已堆积如山。” 

他说，因此，他们需要居民当耳目，只有居民了解 

当地情况，一旦发现有状况时，都应向地方政府或环 

境境局投报。 

夜間有燒焦味 
•新古毛区州议员李继香 

々前已接到来自叻思一带居民投诉，主 

夂要是有关夜间常有烧焦味出现，但并 

不确定臭味来自何处，不排除来自附近工 

业区。 

相信有两个工业区，可能已有非法洋垃 

圾工厂，希望着州政府和乌雪县议会能采 

取取缔或调查行动，鉴定是否有非法洋垃 

圾厂已营业。 

我们比较担心的是，一些有执照的处理 

可回收垃圾厂，混杂洋垃圾在可回收垃圾 

中，造成调查时难以鉴定是一般可回收垃 

圾还是洋垃圾。 

•视黄 
刘，泥 

永发掩 
山王见盖 
前地g 

；、 . 

垃 
圾即 
厂是 
巡用 

沒再接新投訴 
•万津区州议员刘永山 

然万津及仁嘉隆一带已没有新 

,投诉，及没新非法洋垃圾厂， 

但仍会密切监督，确保真正杜绝非 

法洋垃圾工厂，不会让非法处理洋 

垃圾的活动死灰复燃。 

M: 

目前，在监督时，已查封的非法 

洋垃圾厂已没有再运作。 

无论如何，我们也发现到一些在 

处理清空洋垃圾活动的地段，出现 
一些情况，包括一些地主使用黄泥 

掩盖洋垃圾，使用土埋的方式。 

如果有关地主要清空土地或工厂 

内的垃圾，就必须要清空，并不能 

够使用土埋的方式。 

SK 

非
法
洋
垃
圾
廠
轉
陣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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鼸 
鍾 

•莎阿南市政厅日前拆除违建在商店前泊车位上的斜 

坡。 

•莎阿南市政厅拆除违建斜坡，禁止商家在没有获得批 

准之下，把店前的泊车位当成其商业用途。 

(莎阿南6日讯）莎阿南市政厅展开 

f广除斜坡（O p e r a s i  M e m e c a h  T a n j a k a n  

(Ramp))行动，共有l4间商店业者 

因擅自在泊车位设立斜坡而受对付。 

莎阿南市政厅日前在莎阿南第15区 

的巴辖 路（ J a l a n  P a h a t  1 5  H )  

和第 3 3区的哥文宁柏丽马 F路（ J a l a n  

Kemuning Prima F)，取缔在泊车位上 

违建斜坡的商家。 

在是次行动中，共有14间商店被对 

付，当局共铲除6个违建斜坡，并发出 

6张罚单和5张通知信予业者。 

莎阿南市政厅公关主任沙林在文告 

中说，此行动主要对付没有取得市政 

厅批准，非法在泊车位违建斜坡作为 

商业用途的商家。 
他说，当局使用挖掘机铲除违建斜 

坡，该行动涉及15位来自财务组、工 

程组、执法组、执照组和建筑组官 
•口丨 

“在没获得当局批准下，违建斜坡 

作为商业用途，在道路、沟渠和建筑 

物法令（133法令）下，属于违例的行 
为。” 

申請租賃泊車位 

沙林说，市政厅已列出21项能租用 

泊车位作为适业用途的商业类别，包 

括汽车和摩哆维修厂、汽车和摩哆装 

饰店、家具店、私人诊疗所、汽车和 

摩哆展示厅、百货商店和杂货店，主 

要是一些需要上下货的商店。 

他说，市政厅促请一些需要使用泊 

车位的商家，可向市政厅申请租赁泊 

车位作为其商业用途。 
“一旦发现商家违建斜坡在其商店 

前的泊车位，并把泊车位当成其商业 

用途，市政厅将采取严厉的行动对付 

违建的商家，包括拆除违建斜坡和发 
ttS罚单o “ 

任何°有关租赁车位作为商店用途的 

询问，可联络莎阿南市政厅的财务小 

组的税收管理（03_55105133，分线 

1 4 7 7�  1 6 5 7和 1 6 5 8 )�  

泊車位違建斜坡 

1，_業者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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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有 

高桩舞狮 

让民众欣 

朱古纳 

因（右5 

起）、黄 

美诗及黄 

思汉，联 

同其他贵 
宾一起拐 

(吉隆坡6日讯）梳邦再也市议会配合农 

历新年，日前在金銮镇举行新春活动，藉 

此拉近社区与市议会的关系，相互交流。 

这场活动由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主持开 

幕，出席贵宾还有梳邦区国会议员黄基 

全、梳邦再也区州议员黄美诗、市议会副 

主席朱古纳因等。 

市议会希望透过活动，让民众交流想 

法，分享三大民族的文化与特色，贵宾们 

也派发红包给出席者。 

当晚也有多项活动供观赏，包括舞狮、 

扇子舞、扯铃及印度舞蹈等。 

拉
近
與
社
區
關
係 

梳
邦
再
也
市
會
新
春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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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倒垃圾霾天燒 
的非法坦圾倾倒和露天焚烧活 

动日益猖獗，安邦再也市议员 

丁杰隆呼吁村民团结一致，发 

挥守望相助精神守护美丽的家 

园，若有发现可疑垃圾罗厘行 

踪鬼祟，或公开焚烧活动，应 

马上通知安邦再也市议会，使 

垃圾虫无所遁形！ 

“过去一周，在安邦打昔村和甘 

榜安邦英达接获多宗有关非法垃圾 

丁傑隆吁村民把關投報 
倾倒和垃圾公开焚烧的投诉。” 

他说，有罗厘惯性趁夜晚或凌晨 

村民休息不发觉的时候，把建筑固 

体废料载到村内偏僻的巷子倾倒， 

而且已非第一次发生。 

他指出，同时发现多宗疑似资源 

回收业者在晚间焚烧垃圾，并已就 

此事投报市议会和雪州环境局以进 

行调查。 

�，"屬 

•罗厘惯性把建筑固体废料，载到村内偏僻的巷子倾倒, 

福州议员办公室投诉主任丘建生。 

左2为丁杰隆，右为莲花苑黎潍 

丁杰隆希望安邦区从事建筑装 

修、罗厘运输或资源回收的业者勿 

以身试法，因为雪州乌鲁冷岳土地 
局上月就在打昔村栏截并充公一辆 

疑似进行非法倾倒的罗厘，市议会 

执法组也曾按照民众提供的情报线 

索向进行露天焚烧有毒金属的资源 

回收业者开出1500令吉的罚单，而 

若被执法组捉获非法倾倒垃圾，则 

可能面对高达1000令吉的罚款。 

嚴重污染環境 

他指出，任何形式的垃圾或建筑 

固体废料都应该妥善处理，以送至 

雪州政府规划好的掩埋场，而不应 

自私自利为了节省成本把垃圾丟弃 

在住宅区，或就地焚烧，最终造成 

严重的环境污染，特别是现在正处 

炎热乾旱的季节。 

“市议会因此需要花费额外的预 

算进行善后，变相是安邦居民需为 

垃圾虫的违法行为埋单付账。” 

丁杰隆呼吁在地居民能够发挥守 

望相助精神，多加留意社区周遭 

的环境清洁，若发现可疑人士乱丟 

垃圾、非法倾倒或进行公开焚烧活 

动，可记下车牌、门牌号码或拍照 

留证，马上通过社交媒体WhatsApp 

(019-2668100)或直接拨电03-

42968100向安邦再也市议会投报。 

Page 1 of 2

07 Mar 2019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Page: C6 • Printed Size: 531.00cm²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 ASR: MYR 10,474.27
Item ID: MY0035319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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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部路段關閉3小時 
（莎阿南6日讯）为配合2010年无车曰 

丨活动，莎阿南市政厅将于3月10曰清晨6 

丨时30分至9时30分期间，暂时关闭局部路 

在上述时段，局部将关闭的路段计有城 

( P e r s  i a r a n  B a n d a r a y a  D a t a r a n  

K e m e r d e k a a n ) �市政厅大路 ( P e r s i a r a n  

P e r b a n d a r a n )�打昔大路 ( P e r s i a r a n  

T a s i k )� P e r s i a r a n  D a t o  M e n t e r i禾口 

( P e r s i a r a n  D a m a i  )�  

市政厅于当天在莎阿南的独立广场 

( D a t a r a n  K e m e r d e k a a n )举行2 0 1 9年无 

车日活动时，在活动举行期间将暂时关闭 

涉及的路段。 

莎阿南市政厅公关主任沙林促请民众 

丨在上述时段避开相关路段，并取道其他的 

交替路，以免陷人车龙之中，并遵守交通 

：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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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培才华文学校新春大团拜，前排左3起为邓诗汉、黄贵兴、郑金德、冯玉英、林家光、吴俊标、林 

怡威、潘俭伟及全体嘉宾，一起拱手贺年。 

(八打灵再也6日讯） 

八打灵培才国民型华文学 

校举办新春大团拜活动， 

获得3机构和全校师生响 

应。 

董事长丹斯里林源德分 

发压岁钱，作为对师生们 

的新年祝福与勉励。 

副董事长吴俊标说，新春团拜是培才华 

校春季的重点活动，希望全校师生在今年 

有一个美好的开始，富足的收获。 

校长冯玉英，感激董家协及所有出钱出 

力办校的贵人，长年对学校的支持，并 

希望校务可蒸蒸日上，也希望同学们在 

新的一年里，认清方向而把握时间好好学 

习，无论在学业表现或课外活动都能提升 

自B� 
出°席嘉宾包括哥打白沙罗国会议员潘俭 

伟、甘榜东姑州议员林怡威、雪隆潮州会 

馆会长兼培才董事林家光、八打灵市议员 

王绥生、家协顾问拿督邓诗汉及家协副主 

席享口淑琪等。 

新春^]拜°在醒狮表演揭开序幕，其他迎 

春节目有潮州乐队联合华乐队呈现《凤阳 

花鼓》和《青春舞曲》，蚂蚁戏剧班呈 

现《流失的年》，舞蹈组表演《齐欢唱勇 

气棒嘟嘟》，扯铃队伍《小不点来团拜》 

精彩表演及独唱等，学校铜乐队演奏传统 

《大地回春》和《大家恭喜》，三机构向 

全校学生派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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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路線系統應付發展 
兹米占说，该区迎来宜 

PHJ家陈列室及货仓计划、 

雪兰莪州生物湾的发展计 

划、西港码头扩充计划和规 

划中的第三港口等，若没有 

设法提升当地路线系统，或 

无法进一步应付未来发展需 

求。 

i也本身一直向中央反映有 

必要提升西港交通路线，因 

有关建设乃1996年所规划， 

当时预计所能应付车流量为 

每天2万车次，而在2014年 

的重新统计中发现，该区 

每天的往来车流量为6万车 

.1 也说，为发展巴生港口区 

一带，巴生国州议员于去年 

也致力向公共工程部争取 

8000万令吉的发展及提升设 

施拨款，其中，巴生港口的 

基建拨款要求为3000万令 
dbr 

U°“巴生已正式获得颁发12 

万令吉作为维修交通灯的拨 

款，其余仍在努力争取。” 

需重建運輸業地標 
、自+汉廷指出，巴生港口老城区或需要重建运输业地标形 

闵、」象，才能吸引运输领域的业者回流，以重现老城区当 

年作为运输行业据点盛况。 

他说，老城区设施不足是导致运输业这离巢原因之一， 

但是，不少业者选择在莎阿南、梳邦等地立足，也因相关 

地区拥有完善设施之余，能容易直接接触厂商客户。 

他说，巴生北港和西港可谓全马贡献国内生产总值最大 

的港口，中央政府是有义务加大力度在该区的发展，州议 

员也应加紧努力来争取拨款推动发展。 

I f f !  

港韉局建1 

(巴生6日^1)为让巴生港 

口老城区浴火重生，巴生港 

务局已向雪州政府建议成立 

专案委员会，召集各方集思 

广益，以展开重建计划。 

巴生港口老城区必须改善基础 

设施，并建立运输业地标形象， 

吸引相关领域业者进驻。 

班达马兰州议员梁德志指出， 

根据建议，有关专案委员会旨在 

招揽巴生港口各领域加入行列， 

包括官方、港务局单位、商会、 

非政府组织等等。 

他说，这是为了让大家在巴生 

港口重建发展的基础建设、发展 

蓝图、交通路线等方面提供意 

见、资讯和投诉。 

先改善西港出路口 

“不过，由于港口区属于中央 

政府管辖发展区，我们希望专案 

委员会也应邀请国会议员加入， 

比如巴生和加埔国会议员。” 

梁德志今日受邀出席巴生港口 

中华商会与巴生港口和班达马兰 

州议员对话交流会时，宣布上述 

委员会的成立事项，并诚邀商会 

务必积极加入。 

出席者包括巴生港口中华商会 

会长沈庆华、副会长拿督黄福 

mm 
•巴生港口中华商会与巴生港口和班达马兰州议员进行对话交流会，坐者左起黄福美、梁德志、沈庆华、阿茲 

米占及谢汉廷。 

美、总务刘发通、财政刘春枝、雪兰莪货 

运及物流报关行协会会长拿督谢汉廷等。 

梁德志说，尽管中央政府有意在凯利岛 

(Pulau Carey)落实巴生第三港口计划， 

不过当务之急是先改善当地交通路线。 

他认为，倘若当局要加强吸引外资入驻 

巴生港口的投资计划，就务必事先改善西 

港的出路口规划，以便交通路线四通八 

达。 

他以直落昂地区发展受阻为例说，当地 

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鉴，基于交通路线不完 

善，厂商经常因交通堵塞而成本增加，最 

终不少业者被迫纷纷迁离。 

“巴生港口老城区要重新发展，就得邀 

请当地非政府组织及商会加入探讨，这样 

才能让重建规划更符合当地商家、居民的 
要求。” 

提升南港客運碼頭安全設施 
、、/+庆华建议当局重整老城区时能够充分利用设施，比如考虑在 

ifA电动火车路线提升及增加附近停车位，进一步提升巴生南港 

客运码头的安全设施，向浮罗交怡岛、瓜拉吉打码头看齐，借此 

吸引更多国内及国外游客进驻。 

他说，老城区曾经是水手聚集区，主要原因是当时货轮停留港 

口时间较长，约3、4天左右。 

“如今，货船靠港时段渐渐减少至3、4小时，希望政府设法推 

动及吸引进驻巴生港口老城区的人潮，以重新带旺有关地区的发 
展。“ 

i也也提及其他导致老城区走向没落的主要原因，包括基建不完 

善、路洞处处、外劳聚集、环境卫生恶劣、社区治安不靖、网络 

设施缓慢等。 

他强调，由于社区治安不靖导致各行业无法有效营运，尤其晚 

上时段更变为‘死城’，一些女性员工更基于安全考量，拒绝超 

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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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征福泡烏暹中華華小 

為師生隱H隱戲 
(大港6日讯）粵剧艺术工作者蔡征福 

莅临乌暹介绍粵剧表演艺术，与乌暹中华 

华小全体师生赴一趟粵剧之旅。 

此活动由雪州政府新村发展委员会（乌 

暹区）主办，红姐姐工作室协办，日前在 

该校举行，获该校95名学生参与。 

蔡征福为学生讲解粵剧的来龙去脉，介 

绍和展示的戏服、头饰和兵器，并为学生 

示范化妆，及指导简易的粵剧表演，让学 

生获益良多。 

当天出席的嘉宾有村长林俊杰、副董事 

长陈耀南、校长潘联和、副校长陈惜丽、 

谢淑蒂、家协理事、友校教师及村民等。 

•学生陈凯雯（中）化妝后的俏丽模 

样，让陈惜丽（左）及潘联和（右）也 

争相合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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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僻巷子變垃圾場 

非法傾倒焚燒猖獗 
(安邦6曰讯）安邦打昔 

村的非法坦圾倾倒和露天 

焚烧活动日益猖獗，在过 

去一周，安邦再也市议员 

曾接获多宗有关非法垃圾 

倾倒和坦圾公开焚烧的投 

诉，包括罗里惯性趁夜晚 

或凌晨村民休息睡觉的时 

候，把建筑固体废料载到 

村内偏僻的巷子倾倒、疑 

似资源回收业者在晚间进 

行坦圾公开焚烧等，因此 

市议员已对此向市议会和 

雪州环境局投报，希望介 

入调查。 

与此同时，安邦再也市议员丁杰隆 

呼吁村民团结一致，发挥守望相助精 

神守护美丽的家园，若有发现可疑罗 

里行为鬼祟，或公开焚烧活动，应马 

上通知安邦再也市议会，使垃圾虫无 

•丁杰隆（左二）及莲花苑州议员黎潍福办公室投诉主任丘建生（右） 

接获居民投诉，指有罗里趁夜晚或凌晨村民睡觉的时，把建筑固体废料 

载到村内偏僻的巷子倾例. 

所遁形。 

他透露，他们在过去一周，在安邦 

打昔村和甘榜安邦英达接获多宗有关 

非法垃圾倾倒和垃圾公开焚烧的，投 

诉。因此，他希望安邦区从事建筑装 

修、罗里运输或资源回收的业者勿以 

身试法。 

"雪州乌鲁冷岳土地局上月就在打 

昔村栏截并充公一辆疑似进行非法倾 

倒的罗里，市议会执法组也曾按照民 

众提供的情报，向进行露天焚烧有毒 

金属的资源回收业者开出1500令吉的 
罚单。” 

丁杰隆说，若被执法组捉获非法倾 

倒垃圾，则可能面对高达1000令吉罚 

款。他强调，任何形式的垃圾或建筑 

固体废料都应该妥善处理，以送至雪 

州政府规划好的土埋场，而不应自私 

自利为了节省成本把垃圾丢弃在住宅 

区，或就地焚烧。 

可罚款千元 

有鉴于此，他呼吁居民多加留意社 

区周遭的环境清洁，若发现可疑人物 

乱丢垃圾、非法倾倒或进行公开焚烧 

活动，可记下车牌、门牌号码或拍照 

留证，马上通过社交媒体WhatsApp 

(019 -266 8100)或直接拨电话： 

03-4296 8100向安邦再也市议会投 

报。（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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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专案委会集思广益 

港口老城重塑运输形象 

阿兹米占：难负荷车流量 

西港交通路线须提升 

(巴生6日讯）巴生港口老城区若要浴火重生，除了改 

善基础设施，也必须建立运输业地标形象，吸引相关 

领域业者进驻，为此，巴生港务局已向雪州政府建议 

成立专案委员会，召集各方集思广益，以展开重建计 

划 

班达马兰州议员梁德志披露，根据建议，有关专 

案委员会旨在招揽巴生港口各领域加入行列，包括官 

方、港务局单位、商会、非政府组织等等。 

“这 是为了〖丨：大家在 

巴生港口重建发 

展的基础建设、发展蓝阁、交 

通路线等方面提供意见、资 

讯，甚至投诉等。 

“不过，由于港口区也属 

于中央政府管辖发展区，我们 

希望专案委员会也应邀请国会 

议员加入，比如巴生和加埔国 

会议员，好〖丨：他们将发展建设 

的建议带入中央讨论‘” 

梁德志今日受邀出席巴生 

港口中华商会与巴生港口和班 

达马兰州议员对话交流会时， 

透露上述委员会的成立事项， 

并诚邀商会务必积极加人。 

他说，尽管巾央政府有意 

在加厘岛落实巴生第三港口计 

划，不过，作为当地州议员， 

他和巴生港口州议员阿兹米占 

皆认为，当务之急是先改善当 

地交通路线。 

“倘若当局要加强吸引外 

资人驻巴生港口的投资计划， 

那么就务必事先改善两港的出 

路口规划，以便交通路线四通 

§/vV^ ,� u - ‘ 二 .0-
ill 一， 

阿兹米占透露，木身也一 

直向中央反映有必要提升西港 

交通路线，W为有关建设乃 

1996年所规划，当时预计所能 

应付车流量为每天2万车次， 

不过在2014年的重新统计中 

发现，该区每天的往来车流量 

为6万车次，可见负担何其沉 

重。 

“目前，该区也迎来宜家 

陈列室及货仓计划、雪兰莪州 

生物湾的发展计划、两港码头 

扩充计划、还有在规划中的第 

二港口等，以便为当地制造新 

就业机会等，若没有设法提升 

当地路线系统，或无法进一步 

应付未来发展需求。” 

他也透露，为发展巴生港 

口区一带，巴生国州议员于去 

年也致力向公共工程部争取 

8000万令吉的发展及提升设施 

拨款，其巾，巴生港口的基建 

拨款要求为3000万令吉。 

“如今，巴生巳正式获得 

颁发12万令吉作为维修交通 

灯的拨款，其余仍在努力争 

取。” 

出席者包括巴生港口中华 

商会会K：沈庆华、副会长拿督 

黄福美、总务刘发通、财政刘 

春枝、雪兰莪货运及物流报关 

行协会会氏拿督谢汉廷等。 

沈庆华：改进设施治安 

巴生港口中华商会与巴生港口和班达马兰州议员进行对话交流会，坐者左起黄福美、梁德志、沈 

庆华、阿兹米占及谢汉廷。 

八达，避免堵塞及车祸引发交 

通瘫痪等问题。” 

梁德志也以直落昂地区发 

展受阻为例说，当地就是最好 

的前车之鉴，基于交通路线不 

完善，厂商经常W交通堵塞而 

成本增加，最终不少业者被迫 

纷纷迁离‘ 

“为此，巴生港口老城区 

要重新发展，就得邀请当地非 

政府组织及商会加人探讨，这 

样才能〖丨：重建规划更符合当地 

商家、居民的要求，也更加完 
善° “ 

设施不足致厂商撤离 
谢汉廷表示，巴生港口老 

城区或需要重建运输业地标形 

象，才能吸引运输领域的业者 

回流，以重现老城区当年作为 

运输行业据点盛况。 

他说，大家不得不承认， 

老城区设施不足是导致运输业 

这离巢原因之一，但是，不少 

业者选择在莎阿南、梳邦等地 

立足，也W相关地区拥有完善 

设施之余，他们能容易直接接 

触厂商客户。 

“为此，当局若要重现过 

去盛况，就必须〖丨：老城区建立 

运输业地标性形象，才能够吸 

引业者重返故地运作。” 

他说，巴生北港和西港可 

谓全马贡献同内生产总值最大 

的港口，中央政府足有义务加 

大力度在该区的发展的，作为 

该区两州议员也责无旁贷，加 

紧努力来争取拨款推动发展， 

沈庆华建议当局重整老城 

区时能够充分利用设施，比如 

考虑在电动火车路线提升及增 

加附近停车位，进一步提升巴 

生南港客运码头的安全设施， 

尤其向浮罗交怡岛、瓜拉吉打 

码头看齐，借此吸引更多国内 

及国外游客进驻。 

“老城区曾经足水手聚集 

区，主要原因是当时货轮停留 

港口时间较&，约3、4天左 

右，如今，货船设施提升，船 

靠港时段也渐渐减少至3、4 

小时而巳，希望政府设法推动 

及吸引进驻巴生港口老城区的 

人潮，以重新带旺有关地区的 

发展。： 

另外，他反映老城区走向 

没落的主要原W包括基建不完 

善、路洞处处、外劳聚集、环 

境卫生恶劣、社区治安不靖、 

网络设施缓慢等，尤其网络设 

施缓慢影响商务作业，让运输 

行业纷纷出走。 

“由于社区治安不靖也导 

致各行业无法有效营运，尤其 

晚上时段更变为‘死城’，一 

些女性员工更基于安全考量， 

拒绝接受加班超时工作。” 

黄福美则建议当局重新规 

划老城区的发展蓝图，尤其在 

中央与州政府统一阵线的情况 

下，得以改善过去相互推搪现 

象，重新考量土地用途规划的 

问题，特别是原木规划作为政 

府部门建设发展的保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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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管破裂巴生黄梨路无雨也淹水 
黄梨路无雨成灾 

叫人看了心疼。 

水源无端端浪费 
(巴生6日讯）无雨也成灾， 

巴生市区黄梨路地下水管破 

裂，导致整条路皆浸水！ 

该路商家于今旱7时许开 

店时，发现该道路突然淹水， 

经查看发现相信一节地下水管 

破裂所致，生水从地面不断涌 

出，以致整排店前的道路和小 

巷皆淹水，形成小水灾。 

天气燥热，用水必须谨慎 

之际，水管破裂无疑浪费水 

源。无论如何，庆幸水管破裂 

没对商家营运造成太大影响， 

经投诉，雪州水供公司也及时 

派员前来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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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兹（左起）、罗烈汉、西华、刘天球、蔡志雄、雅兹、张联成及刘咏蓁敲响 

二十四节令鼓，为雪邦己亥2019新春大团拜开幕。 

刘天球：补选失守当教训 

希盟须努力完成承诺 
(雪邦6日讯）双溪比力 

州议员刘天球说，希盟 

要把士毛月补选失守当 

成“场教训，未来务必 

要努力完成许下的承 

诺，获得人民的支持。 

他闩前为雪邦市议 

会主办，雪邦村委会联 

办的己亥年新春大I才丨拜 

致开幕词时这么表示。 

他指出，马来西亚 

人民是幸运的，我们有 

多元种族和文化，也W 

此有许多民族庆典，大 

家都可以放假一起欢 

庆 

刘天球强调，雪邦 

区有一支强而有力的I才丨 

队为民服务，将促使雪 

邦区迅速发展，成为先 

进的亲善城镇。 

雪邦市议会主席华 

兹指出，雪邦市议会议 

决每年分别拨款3万令 

吉给雪邦、沙叻、双溪 

比力和国际机场居民治 

安与协商委员会轮流主 

办四大佳节庆典，即农 

历新年、开斋节、印度 

丰收节和圣诞节。 

除了人人喜爱的幸 

运抽奖和美食，大会也 

呈现醒狮闹新春、魔术 

变脸、二十四节令鼓、 

扯铃表演、歌舞表演 

等 

出席嘉宾有雪邦县 

土地局长莫哈末雅兹、 

雪邦市议员张联成、朱 

可奈、蔡志雄、维再也 

和黄耀亮，雪邦村长戴 

祖兴、双溪比力村长余 

东发等各村村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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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CC荣获最佳服务奖 
ODN 3075091 307S 

莎阿南6日讯|莎阿南会展 

中心（SACC )日前于「201 8年 

马来西亚卓越企业奖」颁奖典礼 

中，3度于展览会议领域（简称 

MICE )奖项中获颁最佳卓越奖， 

彰显该中心迈向新里程碑。 

该中心首席营运员纳斯如汀 

指出，荣获该奖项证明所有相关 

工作人员致力提高该中心形象及 

服务，并承诺将继续秉持提供最 

佳服务予公众的态度。 

他指出，该中心由雪州发展 

机构（PKNS )所拥有，旨在为客 

户提供一个展览平台，进行各种 

活动管理、餐饮和展览活动。 

他认为，莎阿南会展中心扮 

演著极其重要的角色，致力提供 

方案，解决活动服务及餐饮方面 

等问题。 

网址：www.pkns.gov.my 

联邦直辖区部长卡立沙末 

(左）颁发奖状予纳斯如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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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5 
城鄕大棄 

父 
通 

丁傑隆 
雪州安邦再也市议员 

大 马 
来西亚晚近十年的城市空间发展有 

呈现高速且无序往郊外扩张的迹 

m 
|S| 圖 
的 

要 
性 

象，学术上一般称之为“城市蔓延”（urban 

sprawl )，是一种未经妥当规划而不规则地从城 

市向外扩张至城郊，且维持着低密度的空间形 

态和居住生活模式„ 

从上周末出席由房地部和房地产发展商会 

在吉隆坡举行的房屋展中，可观察到更多房屋 

计划将会在我国城郊展开，从槟城威省的害都 

加湾到雪州的万绕、双溪毛糯、瓜拉冷岳、士 

毛月,万宜至森美兰的达城，以及前几年备受 

瞩目的柔佛依斯干达经济特区和边佳兰。 

但是，n前在各大城市周遭林立的新城 

镇，尽管已拥有完善生活机能，但却尚未能够 

实现独立自主，充其量只是扮演支援核心城市 

的角色，成为典型晚上或周六日才有人在生活 

的“卧城’ （commuter town )� 
“卧城”的困境在于居民的移动必须高度 

依赖汽车和高速公路，以便能够一早前往城市上班，并在 

晚上赶冋与家人相聚。此外，居民若不想离开“卧城”， 

只打算到附近享坩餐点或到邻近商业区办事，也往往需要 

依赖汽车，因为缺乏其他移动选项，特别是公共交通。 

另•缺点是高速公路和周边的出人口单一或有限，刚 

搬进去住时可能不会察觉，但随着周边不同房屋发展商的 

开发计划逐渐完工，人口迅速暴增之后，再加上之前缺乏 

妥当监管，没有为未来保留足够的马路扩张空间，以及准 

确的车流量预测，就会发现塞车现象在每天高峰时段司空 

见惯，以至来回通勤时间往往须耗上一至两小时a讀州更 

早落成的新城镇如皇冠城、实达阿南和哥打哥文宁即是典 

型例子。这时候民众就会更多怪责当地县市政府当初为什 

么没有把巧路做宽做美，而非房屋发展商。 

同时，这类新城镇的规划和居住生活模式，其实尚无 

法称之为低碳和宜居，且不具包容性，因为将会使没有汽 

车的中低收人家庭排除在外，或造成孩童、长者及身心障 

碍者的移动不变a 

所以，地方政府作为在地规划者，以及各大发展项目 

的把关者，制定地方交通大蓝图乃是有其必要，否则塞车 

梦魇只会在不同新城镇一再复制。许多时候当我们翻阅各 

县市厚达几百页的地方发展大蓝图时，就会骇然发现有关 

交通的规划愿景和落实政策其实着墨很少，更别谈是公共 

交通。 

地方交通大蓝图的重要性在于协调土地使用，确保区 

内不问房屋发展商的步伐趋向同调，且更具有企业朴会责 

任，如周边统一的人行道、脚车道，马路保留地，以及准 

备基本的公共设施，如有盖巴士站、休闲公园和商业区充 

足的公共停车位，时非各自为政，只看重自己的社区和屋 

价。 

另•方面，联邦和州政府必顼下放权力，让地方县市 

政府有更多权限和空间以规划适合在地的公共交通网络、 

移动选项和营业执照的颁布。 

地方上的交通规划事务，不应该全权常握在联邦和州 

政府的单位，他们往往并不清楚在地，也可能无法作出正 

确的观察和情势判断。惟有因地制宜，地尽其利，才能更 

充分地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以及让弱势者能够更容 

易融人在地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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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在柏林国际旅游展（ITB )获得“全球最宜居城市”奖。（取自倪可敏 

推特帐号） 

柏林旅遊展與兩市同獲殊榮 

太平膺全球最宜居城市 
(八打灵再也6日讯）霹雳州太 

平、斯洛维尼亚首都卢布尔雅娜和加 

拿大的温哥华，在德国柏林举行的 

全球最大旅游展一柏林国际旅游展 
(ITB )获得“全球最宜居城市”奖， 

排名不分先后。 

我国史上最高排名 

据了解，这是我国史上最高的排 

国会下议院副议长倪可敏今晚在 

社交网推特公布这项消息。 

也是行动党后廊区州议员的他贴 

文说，希盟州政府矢言将太平市打造 

成一个更绿色、更干净、更具智慧型 

及更伟大的宜居地区。 

今次代表太平市远赴柏林，代表 

领奖的是太平市议会主席拿督拉欣、 

秘书波汉及市议员刘长一。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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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亚南6日讯）沙亚南哥打哥文宁柏西兰安格列瓦尼 

拉（Persiaran Anggerik Vanilla )交通圈提升计划进行龟 

速，惟在新的工程承包商接手后，将在其中两个方向增设交 

通灯，并有望在今年5月完工！ 

该交通圈自2017年9月展开第一阶段的提升计划，并预 

计在去年9月竣工，惟工程承包商中途撤离，以致工程耽误 

至今，道路加宽工程也迟迟未竣工。 

由于哥打哥文宁的屋业发展蓬勃，车流量激增，毗邻林 

省尤镇（Bandar Rimbayu )的居民也是取道哥打哥文宁前 

往哥文宁沙亚南大道（LKSA )及沙亚南大道，以致主要交 

通圈——柏西兰安格列瓦尼拉交通圈在上下班繁忙时间出现 

交通拥堵情况。 

已設立未啓用 
(I +都会》社区报记者走 

、乂访该区时，发现道路 

加宽工程被搁置，路面上已经铺上砂 

石，却未铺上柏油，同时交通圈的其 

中两个方向已设立交通灯，但仍未启 

用。 

受访居民皆希望当局在提升交通 

圈和设立交通灯后，有助于纾缓交通 

流量。 

他们表示，该道路加宽工程早在 

去年开始进行，惟进展缓慢，只见砍 

伐树木，加宽道路及铺上砂石，就迟 

迟没有下•步行动铺上柏油，以致加 

宽的道路迟迟无法启用。 

有者指出，交通灯启用后，必须 

控制好绿灯时间，因为不同方向的车 

流量不同，否则将会加剧车辆阻塞在 

交通圈的情况。 

江世荣： 

新委承包商上个月动工 
他们也说，该交通圈的拥堵情 

况并不是完全动弹不得，而是行驶缓 

慢，车辆互不相让，导致车辆塞在交 

通圈约5至10分钟时间。 

雪州行政议员兼哥打哥文宁州 

议员甘纳巴迪劳助理江世荣指出，之 

前提升交通圈的承包商已经撤离，新 

委聘的承包商已于上个月开始动工， 

将在整个提升工程完工后才启用交通 

灯，并预计可在今年5月完工6 

他表示，居民在上周六（23日） 

召开的市民会议（Town Hall)上提出 

承包商的机器不足，没有依据标准进 

仃等问题后，他们将会联同承包商前 

往视察。 

他指出，承包商在农历新年前安 

装的电缆及交通灯只设在其屮两个方 

向，即来自哥打哥文宁及沙亚南大道 

方向，其他方向则不受交通灯影响D 

他说，早上6时至7时及傍晚7时 

的时间是繁忙时段，而州议员服务中 

心也建议在丁作日的繁忙时间，要求 

交警安排人手驻守交通圈指挥交通， 

他也说，居民也建议将哥打哥文 

宁的第3座交通圈，即通往林答尤镇 

和绍嘉纳太子城的交通圈废除，他将 

前往巡视，了解该交通圈的车流量0 

哥打哥文宁柏西兰安格列瓦尼拉交通圈是该区主要路段，也是出入该区的必经之路，上下班的繁忙时间就会出现交 

小图：工程告示牌显示，交通圈提升计划于2017年9月展开，并在去年9月竣工，惟至今仍未完工。 

須控制綠燈時間 
鄺海燕（居民） 

擁堵問題致不遷入 
錢先生（41歲） 

盼助改善情況 
楊寶容（42歲，居民） 

交通圏道路加宽计划进展缓慢，在政伐树木铺上砂石后，迟 完成提升计划后，车辆可直接左转，无需驶入交通團。 

迟未铺上柏油。 

“我希望交 

通圈安装交通灯后 

可纾缓交通，惟不 

同方向的车流量不 

同，交通灯启用后 

必须依据车流量来 

控制绿灯时间，否 

则我担心交通灯将 

加剧拥堵情况。 

该交通圈的拥 

堵情况已多年，近 

来屋业发展蓬勃，再加上毗邻新城镇的居 

民都需经过该交通圈，增加车流量。而且 

该交通圈是主要路段，居民出人哥打哥文 

宁必会经过。 

我在上下班时间都会经过该交通圈， 

曾试过在雨天塞车而塞了 10分钟d 

我不晓得该提升工程的具体计划，但 

在农历新年前已发现安装了交通灯 

“我虽不是居 

住在哥打哥文宁， 

但每天都会载送孩 

子到该区上学。 

我发现该交通 

圏的道路提升计划 

进行已久，早在去 

年已经砍树及铺上 

砂石，但迟迟未铺 

上柏油。 

当局在道路加 

宽工程时，让车辆 

可直接左转，而无需进人交通圈，惟至 

今仍未启用a 

我们曾考虑为了方便孩子上学，搬 

迁至哥打哥文宁，惟也因为该交通圈的 

拥堵问题，让我们不敢迁人该区。 

我希望在安装交通灯后，有助纾缓 
交遞况P” 

“我们 

已发现交通 

圈的其中两 

个方向安装 

交通灯，但 

仍未开始启 

用。 

该交通 

圈在上下班 

时间的交通 

非常繁忙， 

尤其部分路 

口的车流量也很高，但交通圈的 

拥堵情况不是动弹不得，而是行 

驶缓慢。 
虽°然去年就开始进行提升 

工程，但我认为该工程需要时间 

进行，希望当局在提升该交通圈 

后，有助改善交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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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傑隆：發現非法傾倒露天焚燒 

村民應及時通知市會 

#鬱@學安邦打昔村 
(安邦6日讯）安邦打昔村的非法垃圾丨®倒和露天焚烧 

活动日益猖獗，安邦再也市议员丁杰隆呼吁村民团结一致， 

发挥守望相助精神守护美丽的家园，若有发现可疑垃圾罗里 

行踪鬼祟，或公开焚烧活动，应马上通知安邦再也市议会， 

使垃圾虫无所遁形！ 

“过去•周，我们在安邦打昔村和甘榜安邦英达接获多 

宗有关非法垃圾倾倒和垃圾公开焚烧的投诉•：有罗里惯性趁 

夜晚或凌晨村民休息不发觉的时候，把建筑同体废料载到村 

内偏僻的巷子丨頃倒，而且已非第一次发生。 

另外，我们也发现多宗疑似资源回收业者在晚间进行垃 

圾公开焚烧，并已就此事投报市议会和雪州环境局以进行调 
So “ 

丁杰隆希望安邦区从事建筑装修、罗里运输或资源回收 

的业者勿以身试法，因为雪州乌鲁冷岳土地局上月就在打昔 

村栏截并充公一辆疑似进行非法倾倒的 

罗里，市议会执法组也曾按照民众提供 

的情报，向进行露天焚烧有毒金属的资 

源回收业者开出1500令吉的罚单，而若 

被执法组捉获非法倾倒垃圾，则可能面 

对高达1000令吉的罚款。. 

“任何形式的垃圾或建筑固体废 

料都应该妥善处理，以送至雪州政府规 

划好的土埋场，而不应自私自利为了节 

省成本把垃圾丢弃在住宅区，或就地焚 ” 
/PXj o 

因此，丁杰隆也呼吁居民能够发 

挥守望相助精神，多加留意社区周遭的 

环境清洁。 

若发现可疑人物乱丢垃圾、非法 

倾倒或进行公开焚烧活动，可记下车 

牌、门牌号码或拍照留证，马上通过社 

交媒体 WhatsApp ( 019-266 8100 )或 

直接拨电话：03-42% 8100向安邦再也 

市议会投报。 

誦 

‘嚷辦s母 

有罗里趁夜晚或凌晨村民睡觉的时，把建筑固体废料载到 

村内偏僻的巷子倾倒。左二为丁杰隆，右一为莲花苑州议员黎 

雄福办公室投诉主任丘建生。 

疑似资源同收业者在安邦打昔柏迈D路进行垃圾公开焚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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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市局收回會所活動中心管理權 

受影響_，s要求對話 mu 丨 

ft 

©©©© 
甲洞和增江一帶 

報道•陳詩蕙 

(圖由余保憑提供） 

(八打灵再也6日讯） 

曱洞和增江一带受吉隆坡 

市政局收回政府地段上会 

所和活动中心管理权影响 

的非政府组织 

余保凭：甲洞 

议决在近和增江一f的非政 

P, w , « fc. 府组织坚持自行管 
曰致函社区发展与城平和理会以方便各 

谐组要求对话，以深入了 阶层人士能自由善 

解事件缘由！ 用空间。 

据悉，当地有许多非政府 

组织，包括居民协会、醒狮团体和乐龄组织等， 

过去都在政府地段上兴建小型的会所或活动中 

心，但隆市政局本月1日却无预警发出通知，限当 

地非政府组织于14天内，交出有关会所和活动中 

心的管理权、 

受影响的团体周二晚已召开会议商讨对策， 

并议决要求当局安排对话会，让他们了解收回管 

理权的原因，同时给予他们反映心声的机会。 

Wi-UHMAa T沾M 

•S-v<BI,T T^B，OH [p�‘ 

以•’叫 AKTA MUMi PJU&Y CWii 
l«i 

甲洞大都会公园附近一处涉及建筑废料掉落事故的高楼工地，已接获 

吉隆坡市政局发出的停工令。 

—甲洞 
和增江一带受 

吉隆坡市政局 

收回政府地段 
上会所和活动 
中心管理权影 

响的非政府组 

织，周二晚已 
召开会议商讨 

对策。 

建築廢料砸破公園走道屋頂 

高摟工地承包商接停工令 
士 P 
p=r ： 

余保憑：要求保持原狀利惠居民 

田 洞社区服务中心主任 

余保凭受询时表示， 

据他所知，当地共有18个团体 

收到上述通知，而昨晚也有约 

12个组织的代表出席会议。 

他说，他们会在近日致函 

社区发展与城市和谐组主任安 

华表达上述要求，并希望当局 

尽快安排一个对话的日期。 

“如果有任何会所牵涉 

个人利益，我们不反对当局收 

回；但若是为公众利益的，我 

们要坚持在原地。” 

他说，众代表坚持捍卫 

“家园”，因为有关会所或活 

动中心都是让各阶层人士进行 

各种用途，包括健身、休闲和 

娱乐的公共场所。 

“我们要市政局保持原 

状，让各组织自行管理会所， 

以便有自由的空间，继续利惠 

各阶层人士的用途。” 

-隆坡市政局已发 

出停工令给涉及 

“建筑废料从天降，砸破甲 

洞大都会公园走道屋顶”事 

件的高楼工地承包商！ 

余保凭表示，随着停 

工令的发出，有关工程已经 

暂停，直至当局完成调査为 

止。 

甲洞大都会公园附近 

的高楼工地日前发生建筑废 

料从高处掉落，砸破公园走 

道屋顶事故，虽没有酿成意 

外，却让晨运客捏了一把冷 

汗。 

在余保凭向联邦直辖区 

工地建築麽料 
播喵公19走进Jit油澳迷眘M筚昉 

.ran邏 0辦i 
S"i"lU3SI5 It*，•髡>1 •.•klJHI.'IkU. 

mwrnrniw^ 。：: • • afn-i, 
1 •丨 »-• 

部长卡立沙末、吉隆坡市长 

拿督诺希山、执行总监拿督 

马哈迪和那吉等造反映后， 

当局于今日已发出停工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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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AMAN RESIDENSI 
金務大全面旧S建造項目 

雪州大臣阿米鲁丁日前在雪州网络谷（Selangor 
Cyber Valley)推介“我的讀兰莪房屋计划” 

(Rumah Selangorku )旗下的数码工业化建筑系统 

(digital IBS )项目，即第6区的Idaman Residensi� 
Idaman Residensi为雪州发展机构（PKNS )子公 

司PKNS Property的项目，并由金务大IBS私人有限公 

mJ通过我国首个数码工业化建筑系统厂房建造。该计划也象 

征了金务大IBS继去年8月完成的Gapura Bayu RSKU公寓后， 

首次以全面的工业化建筑系统完成外部项目。 

金务大IBS执行董事拿督阿都沙哈克表示，金务大IBS透 

过公开招标方式获得建设Idaman Residensi的工程，但工程内 

容并非如同•般项目。他指出，夺标的公司必须确保一次性 

融资支付、严管品质和准时狻]： 

“我很光荣得说，全赖数码工业化建筑系统、机器人建 

设及优质的最终加工，让我们顺利进行所赋予的工作，以提 

旱完成该计划：” Idaman Residensi预计在2020年抄完成，并 

十2021年移交销匙：（JM) 
n GamudaB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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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米占指出，鉴于英 

达岛大道是巴生区衔接 

西港和英达岛工业区的唯-要 

道，来冋仅4条车道根本无法 

承受每日6万辆车次的交通负 

荷。 
“若要兴建高速公路则 

会征收过路费，而希盟政府不 

允许出现新收费站，因此只能 

循序渐进探讨，看有什么方式 

疏解英达岛大道饱和的交通状 
况o “ 

他坦言，由于英达岛大道 

业，包括前阵子邀请外国艺术家，在港 

口军营路与大路的十字路口，绘上两幅 

大型壁画后，未来会继续推动艺术街的 

概念，如与空置店面的店主商谈，看用 

什么方式来呈现公共艺术促进旅游业： 

他矢言，会与阿兹米占两人，继 

续在州议会内为民请命，以提升港口市 

区和港口基设的发展，促请居民若有 

投诉可直接面对市议会，除非不受理 

才找领养当地的市议员谢秀（016-696 

9838)出面a 

另外，他透露，尽管州政府于去 

年杪，已向丁程部申请了8000万令吉拨 

重振巴生港口市區輝煌 

雪將成立官民特工隊 

参与交流会的众人合照。前左一起黄福美、梁德志、沈庆华、阿兹米占及 

谢汉廷。后左四巴生市议员谢秀。 

沈庆华： 市区基建卫生待提升 

让巴生港口 港口市区“千疮百孔” 

中华商会连连叹息！ 

会长沈庆华指出，港口大街的拉惹 

慕达慕沙要道，就算出现路洞也长期无修 

补，商业区的基建和沟渠也应提升，住在 

店屋2楼的外劳随地把垃圾往沟渠抛掷，引 

发环境卫生和沟渠堵塞问题，促请地方政 

府需严厉整顿外劳。 

他形容，基于人口外移，当地商业活 

动失色，居民于天黑后不敢出门逛街，若 

物流公司要员工加班到晚上，即便出高薪 

也无人要做：、 

“当地网速比巴生河流域的八打灵再 

也和首邦市•带慢，造成许多物流和船运 

公司迁出巴生港口区，宁愿选择租金昂贵 
的城市区落户。” 

他表示，巴生港口原处于-•个策略 

性位置，外海有吉胆岛，在旅游经济价值 

上，跟吉打港口与浮罗交怡的关系相似， 

政府若肯用拨款提升地方基建，相信港口 

市区会成为很好的旅游景点。 

谢汉廷：可打造成物流枢纽 

雪兰莪货运及物流报关行协会会长拿 

督谢汉廷指出，只要港口市区的基设能健 

全完善，他有信心号召到已外迁的船运同 

业，在港口市区设立代办办事处，同时把 

报关行集中起来，把港口市区打造成结合 

船运、报关行及物流领域的一站式枢纽， 

带动商机。 

(巴生6日讯）为了让巴生港口市 

区重现昔日光辉，加强衔接西港和北港 

的基础设施尤其是大道路况，解决各种 

奇难杂症，雪州地方政府、公共交通及 

华人新村发展事务委员会主席黄思汉将 

建议由州政府成立一支囊括各政府部门 

和港口市区商会华团等非政府组织的 

“特工队” (special task force )，作为 

改善港口和周遭城镇基设发展的协调单 

位。 

特工队属协调机制 

巴生班达马兰区州议员梁德志今 

日与巴生港口区州议员阿兹米占，在由 

巴生港口中华商会举办的对话会上指 

出，预计这支特工队，将于本月或最迟 

下月投人运作，届时将为港口和港口市 

区的基设发展出谋划策、传达民间投诉 

和看法，唯并非政策制定和执行单位， 

属协调机制。 

他透露，特工队成员除了有巴生 

港口中华商会等本地非政府组织，尚有 

巴生港务局、雪州城乡规划局、巴生市 

议会、公共工程局等官方机构和部门代 

表，同时将邀请巴生国会议员査尔斯和 

加埔国会议员拿督阿都拉沙尼的加人， 

将触及地方、州及联邦政府的广泛层 

面。 

他表示，成立特工队的缘起，来 

自于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于今年1月， 

巡视西港和北港与港务局代表交流后达 

致的建议，港务局并邀请民间组织参与 

特工队，共同探讨发展港口设施和商讨 

大蓝图等，以吸引外资。 

阿
茲
米
佔.
.

探
討
疏
解
英
達
島
交
通 

两旁都是沼泽地，难以增设紧 

急车道，使得上下班时间严重 

堵塞。根据巴生警方的统计数 

据，该大道每年平均发生1200 

宗车祸，3天前则发生一宗死 

亡车祸。 

年杪，已向丁程部申请了8000万令吉拨 

款，包括用于港口市区的3000万令吉， 

以作为雪州公共工程局维修与提升巴生 

区各项公共基设用途，但迄今没有回 

音，只获得用于交通灯保养维修的12万 
八士 
n o 

黄福美：缺乏土地发展受限 

巴生港口中华商会副会长拿督黄福 

美认为，政府应善加利用南港旁荒置的估 

计逾100英亩，属于马来亚铁道公司、关 

税局、海事局和森林局等政府机构的保留 

地，开发成新城区，打造出港口市区新 

活力。 

他指出，港口市区的问题是缺乏土 

地，使得发展受局限，就连停车位也不 

足。 

大蓝图等，以吸引外资。 

梁德志：续推动港口市区旅业 

梁德志强调，民间组织如商会对 

地方上的变化最能感知，扮演重要角 

色，而他会继续推动港口市区的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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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罗氏公会庆祝40周年，全体理事联同嘉宾共唱生日歌欢庆，站者 

(右九）是会长罗夫；右八是总会总会长罗德旺博士以及右十是罗志祥D 

羅夫：大家指望新政府 

經濟民生問題須速解決 

(吉隆坡6日讯）马 

来西亚罗氏公会会长罗夫 

指出，大马人民既已作出 

改变选出新政府，希望新 

政府能迅速解决经济与民 

生问题，应对全球原油价 

格偏低、棕油受抵制及马 

中大型计划受阻的问题。 

吁捐教育发展基金 

他在出席马来西亚罗 

氏公会庆祝40周年活动上 

致词时，这么表示。 

大马罗氏公会庆祝40 

周年，同时筹募教育发展 

基金，为栽培贫困学子。 

罗夫说，教育发展 

基金现已筹得超过10万令 

吉，他呼吁大家继续慷慨 

解囊，作出捐献。 

此筹募获得雪州行政 

议员拿督邓章钦的赞赏， 

同时邓章钦呼吁罗氏公会 

联合其他姓氏公会，共同 

承担传承及孕育中华文化 

的工作。 

大马罗氏联合总会长 

罗德旺博士说，罗氏公会 

先贤不辞劳苦，任劳任怨 

的精神，以及历届主席及 

理事无私奉献的精神，是 

总会及各属会领导的学习 

典范c 

他指出，作为全国 

组织的联合总会，不仅需 

要维护会员福利，培养人 

才，友谊交流，慎终追 

远，缅怀先祖，还须宣扬 

孝道及提倡中华文化习俗 

发展。 

他说，总会也积极与 

国内华团、乡团、姓氏宗 

亲会及民间组织保持密切 

联系，共同为建立多元民 

族，多元文化，宗亲和谐 

以及自由民主的新马来西 

亚尽点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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