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sa kimia di Sungai Klang
Shah Alam: Pembuangan sisa
disyaki bahan kimia oleh pihak
tidak bertanggungjawab dike-
san berlaku di Sungai Klang, se-
malam.
Pengarah Lembaga Urus Air

Selangor (LUAS), Datuk Hashim
Osman, berkata pihaknya mene-
rima maklumat berhubung ke-
jadian itu kira-kira jam 6 petang
semalam.

“Pihak kami sudah ke lokasi
kejadian untuk mengenal pasti
bahan kimia berkenaan dan me-
ngambil tindakan pencegahan
pencemaran.
“Setakat ini, maklumat yang

kami peroleh bahan kimia itu
dipercayai dibuang ke dalam
longkang dan mula mengalir ke
dalam Sungai Klang,” katanya.
Hashim berkata, siasatan juga

sedang dijalankan berhubung
keluasan kawasan pencemaran
dan akan memaklumkan per-
kembangan terkini apabila
memperoleh maklumat lengkap.
Terdahulu, LUAS memuat naik

maklumat dan gambar menge-
nai pembuangan sisa disyaki ba-
han kimia itu di laman sosial
Facebook miliknya petang sema-
lam. BER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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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lu Selangor: S ebuah
kilang kitar semula plas-
tik import diarahkan tu-
tup serta-merta selepas
didapati beroperasi tanpa
lesen di Kawasan Perin-
dustrian Zuhrah, Rasa, di
sini, semalam.

Kilang itu dipercayai be-
roperasi di Kuala Langat se-
belum memindahkan ak-
tiviti perniagaan ke daerah
ini tahun lalu selepas di-
kenakan tindakan pe-
nguatkuasaan oleh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di sana.

Yang Dipertua Majlis
Daerah Hulu Selangor
(MDHS) Shukri Mohamad
Hamim berkata, pengu-

saha pernah memohon
lesen daripada pihaknya
untuk menjalankan ak-
tiviti perniagaan (kilang
barangan semula import)
tetapi ditolak.

“Pengusaha didapati
masih belum mendapat-
kan sokongan daripada
Jabatan Alam Sekitar
(JAS) untuk menjalankan
operasi kitar semula plas-
tik import yang mana pe-
ngusaha perlu mengemu-
kakan terlebih dulu la-
poran Kajian Impak Alam
Sekitar (EIA) untuk ke-
lulusan itu.

“Hasil pemantauan
MDHS, kilang itu didapati

masih meneruskan ope-
rasi walaupun notis
memberhentikan aktiviti
perniagaan sudah dike-
luarkan Jabatan Penguat-
kuasaan MDHS pada 17
Januari lalu,” katanya .

Beliau berkata, jarak
yang terlalu hampir de-
ngan Sungai Selangor juga
mampu memberi anca-
man kepada penduduk di
sekitar Lembah Klang.

“Sekiranya operasi per-
niagaan kitar semula
plastik import ini masih
diteruskan dikhuatiri me-
nimbulkan kacau ganggu
bau kepada penduduk se-
tempat , ” katanya .

Tutup kilang
s erta - merta

PENGUAT kuasa MDHS menampal
notis di kilang yang ditu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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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ang kitar semula sisa plastik diserbu 
HULU SELANGOR - Majlis 
Daerah Hulu Selangor (MDHS) 
menyita sebuah kilang kitar se-
mula sisa plastik import yang 
dikesan beroperasi secara ha-
ram dalam satu serbuan di Ka-
wasan Perindustrian Zuhrah, di 
sini semalam. 

Yang Di Pertua MDHS, Shukri 
Muhamad Hamim berkata, 
pihaknya turut mengarahkan 
sebuah lagi kilang ditutup sepe-
nuhnya serta-merta. 

"Salah sebuah kilang tersebut 
dipercayai telah berpindah dari 
Kuala Langat dengan menyewa 
sebuah kilang di daerah ini dan 
didapati beroperasi tanpa lesen 
perniagaan sah. 

"Pemiliknya juga dianggap 
keras kepala apabila tetap me-
neruskan operasi walaupun no-

SHUKRI (kiri) melihat timbunan sisa plastik di kawasan kilang kitar semula 
sisa plastik import semasa mengetuai operasi bersepadu di kawasan 
perindustrian Zuhrah. di Hulu Selangor semalam. 

tis memberhentikan aktiviti te-
lah dikeluarkan pada 17 Januari 
lalu," katanya ketika ditemui se-
lepas operasi tersebut berakhir. 

Tambahnya, kilang yang di-
arahkan tutup itu pula didapati 
menjalankan aktiviti kitar semula 
plastik dengan tidak mematuhi 
syarat iaitu meletak timbunan 

plastik yang boleh menjadi tem-
pat pembiakan nyamuk.' 

Jelasnya, MDHS akan 
mengambil tindakan tegas 
dalam membanteras aktiviti ki-
tar semula sisa plastik import 
dan hanya dibenarkan selepas 
mendapat kelulusan daripada 
Jabatan Alam Seki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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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peluang kerja di Selangor Mega Job Fairg
SHAH ALAM - Kerajaan Sela-
ngor bakal menganjurkan pro-
gram Selangor Mega Job Fair 
2019 Sabtu ini bermula jam 9 pagi 
hingga 5 petang bertempat di 
Dewan A, Maeps Serdang.

Exco Jawatankuasa Tetap 
Pembangunan Modal Insan Se-
langor, Mohd Khairuddin Oth-
man berkata, program berkenaan 
mendapat kerjasama daripada 
pihaknya bersama beberapa 
agensi lain seperti JobsMalaysia, 
Jabatan Tenaga Kerja Negeri Se-
langor dan Kementerian Sumber 
Manusia.

Mohd Khairuddin berkata, 
penganjuran pada kali ini turut 
mendapat penyertaan mengga-
lakkan daripada 180 syarikat ber-
daftar dan badan berunifom de-
ngan jangkaan sebanyak 5,000 
tawaran pekerjaan disediakan 

g j
buat orang ramai.

“Sebelum ini, 
program ini di-
kenali sebagai Pro-
gram Jom Kerja 
namun ia telah 
 dijenamakan se-
mula menjadi Sela-
ngor Job Fair pada 
tahun 2015 lalu,” 
katanya dalam satu 
kenyataan.

Mengulas lan-
jut, Mohd Khairud-
din yang juga me-

g g

MOHD KHAIRUDDIN

dibuat semula, be-
liau berkata pro-
gram tersebut le-
bih memberi 
impak sekiranya 
dilaksanakan sei-
ring dengan pro-
gram berskala be-
sar serta dianjurkan 
di lokasi mempu-
nyai kepadatan 
penduduk tertinggi 
dan mudah di 
 akses.

Dalam pada y g j g
rupakan Adun Paya Jaras 
memaklumkan bahawa sebelum 
ini, program tersebut hanya di-
anjurkan dengan skala kecil serta 
dilaksanakan di daerah-daerah 
Selangor dengan kekerapan tiga 
hingga empat program setahun.

Namun begitu, setelah kajian 

itu, Mohd Khairuddin berkata, 
selain sesi temuduga, program 
tersebut akan turut disertakan 
dengan beberapa aktiviti menarik 
seperti Klinik Kerjaya, Ceramah 
Kerjaya bersama JobsMalaysia 
Selangor, Pameran Informasi dan 
Kerj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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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Sepang sasar 5 juta pelancong
SEPANG - Majlis Perbandaran 
Sepang (MPSepang) menyasar-
kan 5 juta pelancong ke daerah 
ini menjelang Tahun Melawat 
Sepang 2020 (TMS2020).

Yang Dipertua MPSepang, 
Mohd Fauzi Mohd Yatim berka-
ta, pihaknya turut menyasarkan 
hasil pendapatan sebanyak RM5 
bilion dengan kehadiran 80 pe-
ratus pelancong domestik dan 20 
peratus pelancong antarabangsa 
tersebut. 

Menurutnya, dalam usaha 
mencapai hasrat itu, MPSepang 
mengadakan promosi Pra-Pelan-
caran TMS2020 di Internationa-
le Tourismus Borse (ITB) Berlin, 
Jerman.

“Sempena majlis pelancaran 

ini, kami sasar pelancong dari 
Eropah dengan memperkenalkan 
kepada mereka lokasi tarikan pe-
lancongan dan produk industri 
kecil dan sederhana (IKS) yang 
terdapat di Sepang. 

“Selain di Eropah, MPSepang 
juga meningkatkan promosi un-
tuk menarik lebih ramai pelan-
cong dari Singapura, China, Je-
pun, Korea Selatan, Australia 
selain pelancong tempatan,” ka-
tanya. 

Beliau berkata, objektif 
TMS2020 adalah untuk mem-
perkenalkan Sepang sebagai da-
erah pelancongan Negeri Sela-
ngor selain menjana ekonomi 
masyarakat tempatan melalui 
pembangunan sebagai destinasi 

membeli-belah dan tumpuan 
pelancong.

Menurutnya, TMS2020 juga 
bagi memartabat kebudayaan 
tempatan, mensejahterakan ma-
syarakat melalui program pelan-
congan tempatan dan mewujud-
kan infrastruktur  lengkap serta 
selesa dikawasan tumpuan pelan-
congan daerah Sepang. 

Katanya, bertema ‘Sepang 
Gerbang Negara’, TMS2020 me-
nepati matlamat hala tuju kera-
jaan negeri yang mahu sektor 
pelancongan menjadi penyum-
bang kepada pendapatan negeri 
sekali gus mengembangkan pe-
luang pekerjaan dan penyelidikan 
lebih agresif pada masa akan 
da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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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PJ lancar PJ Smart Centre

Mohd Azizi mendengar penerangan mengenai PJ Smart Centre.

PETALING JAYA - Majlis Ban-
daraya Petaling Jaya (MBPJ) se-
malam, melancarkan PJ Smart 
Centre bagi menggalakkan per-
kembangan ‘Knowledge Eco-
nomy’ melalui pembangunan 
infrastrukur pintar, Smart Peop-
le dan kerajaan pintar.

Datuk Bandar Petaling Jaya, 
Datuk Mohd Azizi Mohd Zain 
berkata, PJ Smart Centre bakal 
menjadi pusat pengkalan data 
MBPJ bagi menguruskan bandar 
raya Petaling Jaya dengan lebih 
efisyen.

Beliau berkata, PJ Smart Cen-
tre berfungsi menghasilkan pela-
poran bagi setiap papan pemuka 

(dashboard) yang dibangunkan 
di mini smart centre untuk mem-
bantu MBPJ membuat sesuatu 
keputusan dan pengurusan ban-
dar raya itu.

Dalam pada itu, Mohd Azizi 
berkata, buat masa ini MBPJ telah 
membangunkan sebanyak tiga 
mini smart centre yang mula ber-
operasi di Jabatan Perancang 
Pembangunan, Jabatan Penguat-
kuasaan dan Unit Komunikasi 
Korporat (Seksyen Aduan Aesm).

Tambah beliau, MBPJ juga 
bercadang untuk membangun-
kan 10 mini smart centre di be-
berapa jabatan lain pada tahun 
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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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 bawa 
balik sampah anda’

K ilang ditinggalkan tanpa 
pekerja manakala pintu uta-
ma pejabat dikunci ketika 

operasi penyitaan diketuai Majlis 
Daerah Hulu Selangor (MDHS), 
semalam.

Operasi pada jam 10.40 pagi 
di kilang kitar semula plastik im-
port di kawasan Perindustrian 
Zuhrah disertai 100 anggota pel-
bagai agensi.

Pintu utama pejabat dipecah-
kan dan beberapa pintu masuk 
serta keluar bangunan ditinggal-
kan dalam keadaan terbuka.

Terdapat bekas menyimpan 
plastik siap diproses difahamkan 
bernilai jutaan ringgit.

Menurut pengawal kesela-
matannya, kesemua 40 pekerja 
warga asing meninggalkan ba-
ngunan lebih awal kira-kira jam 
7 pagi.

"Semalam pekerja masih ada 
sebab mereka tinggal dalam ba-
ngunan kilang tapi pagi tadi, se-
mua dah keluar," katanya.

Operasi turut disertai Exco 

Exco maklum rakan 
dari negara itu 

proses sendiri bahan 
buangan mereka

MOHD RIDZUAN ABU HASSAN

RASA

Operasi penyitaan disertai 100 anggota pelbagai agensi penguatkuasaan.

Timbunan sampah plastik import di luar bangunan kilang.

Kerajaan Tempatan, Pengang-
kutan Awam dan Pembangunan 
Kampung Baru Selangor, Ng Sze 
dan Exco Alam Sekitar, Tekno-
logi Hijau, Sains, Teknologi dan 
Inovasi (STI) dan Hal Ehwal 
Pengguna Selangor, Hee Loy 
Sian.

Hadir sama, Orang Besar Da-
erah (OBD) Hulu Selangor, Raja 
Muzaffar Raja Redza dan ADUN 
Kuala Kubu Bharu, Lee Kee Hi-
ong.

Yang Dipertua MDHS, 
Shukri Mohamad Hamin berka-
ta, kilang tersebut didapati ber-
operasi tanpa lesen yang diper-
cayai berasal dari Kuala Langat 
dan pernah dikenakan tindakan 
oleh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di sana.

Sewa premis
Menurutnya, pengusaha ki-

lang memindahkan aktiviti per-
niagaan ke daerah ini tahun lepas 
dengan menyewa premis seluas 
3,000 meter persegi di tanah 1.19 
hektar.

"Pengusaha kilang memohon 
lesen dari MDHS tetapi ditolak 
melalui Mesyuarat Jawatankuasa 
Kawalan Perniagaan dan Kesiha-
tan tahun lalu.

"Dia juga belum mendapat-
kan sokongan Jabatan Alam Se-
kitar (JAS) atau kemukakan la-
poran Kajian Impak Alam Sekitar 
(EIA).

"MDHS mengeluarkan notis 
memberhentikan aktiviti perni-
agaan pada 17 Januari lalu namun 
kilang ini masih meneruskan 

Ng Sze (kanan) membuat tinjauan kira-kira dua jam di kilang yang disita. 

operasi,"katanya.
Shukri berkata, lokasi kilang 

terletak 500 meter dari Taman 
Keruing yang mempunyai 2,871 
penduduk dan satu kilometer 
dari Kampung Rasa Tambahan 
dengan 1,125 penduduk.

Menurutnya, jarak kilang de-
ngan Sungai Selangor  kira-kira 
770 meter.

"Pemotongan bekalan air dan 
elektrik juga dilakukan selain me-
nyita semua kelengkapan serta 
peralatannya.

"Sekiranya operasi kilang di-
teruskan, dikhuatiri menimbul-
kan kacau ganggu bau kepada 
penduduk selain pencemaran 

sungai akibat pelepasan sisa air 
basuhan.

"Jika pengusaha masih terus-
kan operasi selepas penyitaan ini, 
tindakan dakwa mahkamah akan 
dilakukan,"katanya.

 40 pekerja asing tinggalkan 
bangunan

 Penguat kuasa temui bekas 
simpan plastik bernilai jutaan 
ringgit

 lokasi kilang terletak 500 meter 
dari Taman Keruing

 Jarak kilang dengan Sungai 
Selangor kira-kira 770 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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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is penyitaan kilang dikeluarkan atas kesalahan beroperasi tanpa lesen.

SEMENTARA itu, Ng Sze 
berkata, kerajaan negeri tidak 
akan membenarkan kilang 
memproses sisa plastik tanpa 
lesen meneruskan operasi di 
negeri ini walaupun sudah 
berpindah lokasi.

Menurutnya, pengusaha 
kilang yang berbuat demikian 
pasti dapat dikesan PBT de-
ngan tindakan tegas menutup 
kilang.

"Satu jawatankuasa tin-
dakan ditubuhkan kerajaan 
negeri diketuai Exco Alam 
Sekitar bagi menangani isu 
tersebut.

"Sebab itu saya mahu be-

ritahu kawan saya dari Aus-
tralia yang hadir pada hari ini 
(semalam) supaya tolong 
bawa balik sampah mereka.

"Tolong berlaku adil ke-
pada rakyat Malaysia. Proses 
sampah mereka di negara 
mereka sendiri," katanya.

Operasi penyitaan disertai 
Lembaga Urus Air Selangor 
(Luas), JAS, Pejabat Tanah 
dan Daerah Hulu Selangor 
(PTDHS), Tenaga Nasional 
Berhad (TNB), Air Selangor, 
Kementerian Perdagangan 
Dalam Negeri dan Hal Ehwal 
Pengguna (KPDNHEP) serta 
Jabatan Imigresen.

Tidak benarkan oper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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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ct council 
closes two illegal 
plastic factories 
>4 

Two plastic factories sealed 
District council and state exco shocked to find waste 
from Australia and Germany at industrial park in Rasa 

Immigration Department officers checking identification documents of workers at one of the illegal factories in 
Rasa, Hulu Selangor. - LOW LAY PHON/The Star 

By GRACE CHEN 
gracechen@thestar.com.my 

COMPLY with the law or we will 
shut you down. This was the strong 
message sent out by Hulu Selangor 
District Council (MDHS) president 
Shukri Mohamed Hanim during a 
raid on two plastic^rocessing fac-
tories at Zuhrah Industrial Park in 
Rasa, Hulu Selangor. 

Together with media teams from 
Australia, Germany and 
Greenpeace representatives, 
authorities entered the production 
areas of the illegal factories and 
discovered the extent of pollution 
caused by the operators' disregard 
for proper containment proce-
dures specified by the 
Environment Department (DoE). 

Plastic debris littered the com-
pounds of both factories but were 
hardly discernible as they had 
mixed with the ground soil. 

At the washing areas, greyish 
flotsam, which turned out to be 
fine grounded plastic debris, was 
found on water surfaces. 
Authorities were made to under-
stand that these materials were 
flushed directly into drains. 

The discovery of plastic waste 
from Germany and Australia dur-
ing the operation was another 
cause for concern. 

State Local Government, Public 
Transport and New Village 
Development Committee chairman 
Ng Sze Han and Environment, 
Green Technology, Consumer and 
Non-Islamic Affairs Committee 
chairman Hee Loy Sian who 
accompanied the authorities, said 
it was shocking to find imported 
plastic waste being processed in 
these factories. 

Ng and Hee said while they 
could only take action against the 

local factories, the authorities need 
to find out who was responsible in 
allowing the import of plastic 
waste into the country. 

And if these plastic waste 
entered the country legally, how 

did they end up in the hands of 
illegal operators? 

Ng added that the state was con-
cerned about the plastic processing 
industry. 

As the rivers of Hulu Selangor 

are part of an important catch-
ment area to supply drinking 
water to Selangor and Putrajaya, 
pollution by plastic debris will not 
only endanger marine life but put 
the entire ecosystem at risk. 

According to MDHS, both illegal 
factories have been operating for 
no more than six months. 

One of them had moved its oper-
ations from Kuala Langat after it 
faced action by the authorities 
there last year. 

Though both factory owners had 
forwarded their applications for 
business licences to MDHS, checks 
showed that one did not have the 
necessary approval from the DoE 
and another had violated the 
guidelines by allowing mounds of 
plastic waste to pile up in the open, 
attracting vermin and serving as 
breeding grounds for Aedes mos-
quitoes. 

Citing greed for the mushroom-
ing of illegal plastic recycling facto-
ries, MDHS deputy president 
Awaluddin Zakaria said current 
market prices for plastic pellets for 
export can fetch up to RM3.000 per 
metric tonne. 

As the local cost price for plastic 
was only RM900 per metric tonne, 
profit margins for those in this 
industry were high. 

On what will happen to the thou-
sands of bags containing processed 
plastic which was confiscated, 
Awaludin said they would be taken 
to the district waste disposal site if 
the operators continue to ignore 
warnings by the authorities to 
comply with manufacturing guide-
lines. 

Headline Two plastic factories sealed
MediaTitle The Star
Date 15 Mar 2019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Metro Circulation 201,943
Page No 1,4 Readership 605,829
Language English ArticleSize 498 cm²
Journalist GRACE CHEN AdValue RM 26,566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79,698



小巷垃圾髒亂 

他补充，部分餐饮业者在没有得 

到合法批准之下，搭棚强行霸占泊 

车位，还有汽车维修中心与饮食业 

者没有妥善处理汽油及污水，导致 

这些污水直接侵蚀路面，对路面造 

成伤害o 

“由¥之前已修补路面，我们很 

难再拨款进行第二次修补道路，所 

以恳请违规业者能配合，联手将逸 

福园提升至美丽、干净的社区。” 

此外，餐饮业漠视店面后巷的卫 

生，造成小巷垃圾脏乱、散发异 

味，也是今日行动中关注的事项。 

他说，今日只会向这些违规的店 

家发出书面通知，希望他们能在2 

星期内改正错误， 

否则将在2个星期 

后米取取缔彳了动， 

直接开罚单。 

黄伟强说，第一 

次的社区激活提升 

行动，是于2017年 

在士拉央市进行并 

获得成功。 

“是次行动后， 

士拉央市变得更加 

干净，且小贩违规 

摆摊等问题大大减 

少，今曰是第二次 
行动。” 

他说，第三次的 

社区整合激活提升 

行动可能将于5月 

或6月，在甲洞逸 

福园二区进行。 

•餐饮业业者违规捂棚， 强行霸占泊车位。 

•摩哆车残骸被丟在一旁，有碍市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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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拉央市會限兩週處理 

拆違建帳篷濃 
(吉隆坡14日讯）为整合 

激活及提升甲洞老区，士拉 

央市议会限期甲洞逸福园第 

一区的业者，在两周内处理 

违例搭建的帐篷和随处乱丢 

的汽车零件残骸。 

行动党士拉央支部主席兼 

市议员黄伟强，今日联同市 

议会各相关部门到当地展开 

视察。 

Si韦强受访时说，业者违 

规事项包括一些汽车维护中 

心把摩哆零件残骸直接丢弃 

在一旁，大大影响市容。 

Is 

解
今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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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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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瑞林吁國州議員 

與官員加強聯繫 
(莎阿南I4日讯）雪州 

议长黄瑞林呼吁国！议 

员，多认识各级政府官员 

与加强彼此联系，确保 

为民服务时更有效率，毕 

竟无论政府制定多好的政 

策，都需要政府官员和人 

民代议士合作推行。 
“如果国州议员认识越 

多政府官员，除了能掌握 

各级政府的运作模式，找 

出最好的合作方式，关键 

是推动各式政策，或协助 

人民争取福利时，也能更 

具效率，加快解决问题的 
速度。” 

他强调，即使各部长或 

行政议员制定立意良善的 

政策，但如果缺乏政府官 

员的配合，导致无法上情 

下达，国州议员也等同缺 

了左臂右膀，为民服务时 

也会面对诸多障碍，因此 

与政府官员进行更密切的 

交流和联系，也是人民代 

议.士的责任。 

他曰前出席由雪州议会 
主办的“雪州议员与政府 

官员保齢球友谊赛时， 

这么指出，出席者包括雪 

州议会秘书长嘉亚迪、21 
名雪州议员和近30名各级 

•精彩刺激的保龄球赛，让参与的州议员盯著比分目不转睛，左起为 

王诗棋和李继香，右为莫哈末赛罗斯里。 

•黄瑞林（左）呼吁国州议员与政府官员保 

持良好的沟通，为民服务才能事半功倍，右 

为嘉亚迪。 

政府官员。 

黄瑞林补充，本届州议员有不少新科议员， 

加上雪州已迎来4场补选，几乎各政党都有新 

血加入，因此为了让州议员与政府官员的关系 

更密切，今年特意主办以团体 

赛为主的保龄球友谊赛，达到 
“交流第一，成绩第二”的宗 

旨 

i也指出，反对党领袖利詹依 

斯迈也抽空参与保龄球友谊 

赛，展现议会的和谐团结精 

神，值得嘉奖，尽管今年共有 

21名州议员报名参与，已算是 

相当不错的结果，惟希望未来 

主办类似的交流活动时，可以 

获得议员们更高的参与度。 

在这场保齢球友谊赛，由政 

府官员夺下最佳球手殊荣，而 

榄州议员莫哈末赛罗斯里领导 

的队伍，成功拿下团体赛第一 

名，最佳州议员球手则是班达 

马兰州议员梁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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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1 4日 

讯）加影市议3丰 

员丘钦瀚说，挪 
截至昨天，加$人 

影市议会依然 

没收到加影新/别'J BXZ1 

城华小建委会 • 曰 
提呈附带21项 ’ 

文件的g表格，t /SZ 
因此华小建竣i  n  

年未能启用， 能壬 

是因为建委会 g g  

一直没完成相 I ]  

关程序和准证^ ， 

的申请。 用 
“按照一般K  

工程的标准作 

业程序，有关 i  

单 位 必 须 先 获 丨 大 |  i i i  

得地方政府的 

发展准证，之 — 

后提呈建筑物 

图测，接著呈 

交附有2 1项结 

构与基建文件 

图测的G表格（B o r a n g  G ) �” 

他说，G表格经过市议会审核 

后，建筑师提虽完工和规格表 

格 （Borang F)，市议会才作 

最后审核工作。 

他今日与教育部副部长特别 

官员陈劲晖发表联合声明时， 

促请建委会慎重其事，以双溪 

龙华小迟迟未能开校一例为借 

镜，勿再重蹈覆辙，尽快提呈 

新城华小G表格，包括最重要的 

建筑物图测、校内基建图测以 

及园艺图测等。 

“待市议会批准图测后， 

由建委会委任的建筑师提呈 

F表格给相关单位，市议会 

才可以审核和确保符合规 

格，学校方可正式启用。 

有关声明指出，副部长办 

公室在去年11月15日召开新 

城华小特别会议，要是为 

了审视新城华小建校进度， 

与会者包括教育部相关单 

位、加影市议会工程组、市 

议员和建委会代表。 
声明指出，在会议一周 

后，加影市议会就发出建委 

会申请水表所需的“注册地 

址批文”，但雪州水供公司 

在3个月后，即今年2月20曰 

才接获建委会申请水表的相 

关文件和付款，水供公司在 

3月1日就已经完成水表安装 

工作。 
如°今，建委会还需要消拯 

局进行例行检查和发出批文 

后，才能向市议会申请建筑 

落成与完工准证 C C C )�  

99 

对拨款问题，该声明指 

T I出，过去的特别拨款使 

用支票发放给所有学校，但 

在2018年发放的特别拨款， 

就必须是通过电子转账来进 

行汇款给已注册的学校，但 

加影新城华小至今并没向教 

育部注册，也没有任何汇款 

的E- Vendor号码。 

声明强调，副部长办公室 

和加影市议会了解到建委会 

面对的问题后，就已经著手 

安排相关人士协助建委会， 
并一一跟进处理他们问题。 

“去年11月的会议中双方 

已达共识，希望加影新城华 

小能在2 0 1 9年6月后顺利启 

用，希望建委会能高度配 

合，积极完成相关程序和准 

证的申请。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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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市長：錯誤資訊引疑慮 

需媒體I專達正確訊扇 
(八打灵再也14日讯）八打 

灵再也市长拿督阿兹兹说，如 

今是资讯发达的时代，会有许 

多不同消息散播，一旦民众接 

收到错误讯息，会引起很多疑 

虑，因此需要媒体协助他们把 

正确讯息传达给公众。 
“我们需要媒体协助，把我 

们的工作及正确讯息，传达给 
民众知道。” 

他指出，市政厅是个需要服 

务民众的机构，也肯定无法让 

所有市民都满意。 

他说，他们需要知道不足之 

并尽力让更多人感到满 

意。 

“灵市政厅也不是一个只愿 

意媒体报导正面消息，而不想 

出现负面新闻的机构，我希望 

让灵市子民，知道市政厅发生 
的事及政策。” 

他昨日出席感谢媒体宴及媒 

体报导颁奖礼时，这么指出。 

灵市政厅从过去1年有关市 

政厅活动的新闻中，按照纸 

媒、电子媒体组别，遴选出得 

奖#。 
前。三名得奖者将分别获得 

3000令吉、2000令吉及1000令 

吉的现金奖，同时还有3名安 

慰奖，获得500令吉。 •阿茲茲阅读过去有关市政厅的新闻报导。 

里
，
与
得
奖
的
媒
体
记
者
。 

•
阿
茲
茲(

右
5
起)

与
副
市
长
佐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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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文丹I4日讯）瓜冷县议会 

去年严厉打击洋垃圾工厂，疑当 

地一家业者转移至乌雪，意图东 

山再起，然而业者申请营业执照 

失败后仍偷偷营运。 

上述工厂位于口力思Zuhrah工业区，业 

者是在去年租用一片2. 97亩的土地设 

厂，并向县议会申请营业执照，进行入 

口塑胶废料再循环工作。 

县议会主席苏克里说，上述业者在去 

年尾申请营业执照，不过当局已在12月 

的卫生与商业会议上拒绝其申请。 

“业者要进行洋垃圾再循环活动，必 

须提呈环境冲击报告给雪州环境局，并 

要取得后者的批准，但我们查知业者并 

没有取得批准。” 

他说，县议会拒绝对方申请后，还有 

持续观察，且发现对方偷偷营运，而在 

1月17曰发出警告给对方。 

取締2違例營業工廠 

他指出，业者没有遵守停工令，还继 

续营业，根据县议会贸易、商业与工业 

地方法令，当局有权充公单位内的一切 

东西。 

“我们昨日已勒令封厂，今曰前来充 
公其物品。” 

他今日带队取缔当地2家违例营业工 

厂后，这么指出。出席者有雪州行政议 

员黄思汉、行政议员许来贤、新古毛区 

州议员李继香及县议会秘书阿瓦鲁丁。 

rjJL 丨 柏伽 

@上述没有执照的洋垃圾工厂外，乌雪 

IW县议会也查封一家获得营业执照的洋 

垃圾工厂，勒令业者需在14天内，填补所 

需文件，否则将吊销其执照。 

阿瓦鲁丁说，该工厂业者是在今年1月获 

得营业执照，作为塑胶再循环中心。 

“然而，我们经过调查后，发现业者并 

没有按照执照设下的条件营运，对环境带 

来影响，及滋生蚊虫。” 

他指出，县议会根据19T6地方政府法 

令，封锁该工厂2周，即曰起生效不能运 

作。 
。“其营业执照也会冻结30日，直到业者 

提呈环境冲击报告给环境局，并满足县议 

会其他条件后，才考虑恢复操作。” 

他说，若30日仍无法满足条件，其营业 

执照将被吊销。 

他指出，他们封锁工厂后，也不会允许 

工人继续在内工作，会先疏散工人。 

“若吊销业者执照，业者也需把垃圾清 

理，否则清理费会从业者的1万令吉抵押金 
扣除。” 

Utt 一 J r»fS 
_ i 1 

k .- • ••應 

：.M 
1 

•非法营运的洋垃圾厂内囤满塑料废料。 

黃思漢：査是否丨鹽眉邏H涯證〗 

M思汉说，他们会通知国家固 
体废料管理局，检查业者是 

否滥用入口准证UP)� 
他指出，雪州政府不会允许任 

何没有执照的洋垃圾厂营运。 
“即使是搬迁至另一个地方， 

我们也会找到。” 

他呼吁各地方政府，若发现有 

如此的工厂，必须在还未造成严 

重危害前就取缔，关闭工厂。 
“在目前法令下，最严重的 

惩罚是监禁5年或罚款50万令 
士 
口 O 
此外，他说，州政府最近成立 

一个新的委员会，主要针对洋垃 

圾厂事务，该委员会由许来贤担 

任主席o 
““州°政府严厉拒绝外国垃圾进 

来。” 

•县议会前往第二家工厂取缔时，现场仍有多名 

工人在把垃圾分类。 

洋垃圾廠從瓜冷轉至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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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衛生不達標 

1工廠查封1關2週 
(吉隆坡14日讯）非法进口及处理 

洋垃圾，叻思一家废塑料工厂被查封， 

另一间持有准证的废塑料工厂则因不符 

合当局环境卫生条件而被勒令关闭14 

天，若无改善执照将被吊销。 

取缔行动是由雪州乌雪县议会所展 

开，遭取缔的非法洋垃圾处理厂原址是 

在瓜拉冷岳县，因遭到取缔，因此在 

2018年搬迁至乌雪县重操旧业，在无 

准证的情况下进口国外废塑料并加工成 

塑料颗粒外售至国外，牟取暴利。 

乌雪县议会主席苏克里指出，上述工 

厂业者是以租赁方式在占地3000平方 

尺的工厂建筑内进行洋垃圾处理，同时 

在2018年杪向县议会申请“进口废塑 

料品工厂”准证，但基于无法提呈环境 

冲击评估报告(EIA)而遭到拒绝。 

他说，县议会早在今年1月已发出过 

指示要求工厂停工，但业者仍视若无 

睹，今日执法人员强制充公工厂内所有 

涉及非法活动的财物及查封该工厂，若 

业者随后被发现仍继续营业，将会被提 

控上庭。 

他说，这家工厂与住宅区仅有500公 

尺至1000公尺，加上该工厂距离雪兰 

莪河只有770公尺，存在环境和河流污 

染的隐忧。 

此次的非法洋垃圾处理厂取缔行动也 

因为洋垃圾源头包括澳洲和德国的废塑 

料而吸引了关注环境课题的澳洲及德国 

媒体前来采访。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也趁机促请澳、 

德两国不应该将洋垃圾扔到其他国家。 

“请对我们公平一些，你们的人民需 

要新鲜的空气，我们的人民也需要新鲜 

空气，你们国家的废塑料应自行消化解 

决，我们一律不允许这类非法工厂在雪 

州出现，我们会逐一将它们关闭。” 

黄思汉随后对本地媒体表示，雪州政 

府的立场非常明确，即绝对不允许任何 

没有执照的废塑料处理厂运作，未来也 

将持续在雪州各地严厉执法，即便业者 

搬迁工厂当局都会将他们揪出来。 

此外，州政府也会通知国家固体废料 

管理局(JPSPN )以便鉴定其他拥有执 

照的合法废塑料处理厂是否有滥用准证 

之嫌，同时也要厘清这些工厂是否有按 

照程序及把废塑料运送至哪里。 

据悉，处理过的废塑料颗粒销售至国 

外每公吨可达300令吉至上千令吉，胥 

视塑料颗粒的质量。 

参与取缔行动的执法人员和相关机构 

约有100人，其中包括掌管雪州环境、 

绿色工艺、消费人、科学、工艺及革新 

事务的行政议员许来贤、雪州水供管理 

局（LUAS )�雪州环境局（JAS )� 
国能公司等单位代表。 

廢塑料廠須呈環評報告 
• 一家废塑料工厂被揭没有妥善处 

力理废塑料导致臭味和蚊虫滋生， 

而遭勒令关闭厂14天及冻结执照， 

需在期限内呈交环境冲击评估报告 

(EIA)，否则将吊销执照。 

县议会执法人员于今日向工厂业者发 

出警告信，没宥充公财物，但当场勒令 

停工及关闭，所有员工和轿车都被撤出 

工厂外。 

县议会秘书阿旺鲁丁指出，这间废塑 

料工厂于201 8年获得县议会发出的准 

证，进行废塑料回收，然而，执法人员 

发现，该工厂没有遵守条例，将塑料随 

处堆放形成蚊虫滋生的温床。（L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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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安邦太子园坍沟 
(安邦14日讯）安邦太子同茉莉花1路的沟渠 

坍塌2个月后，今天才抢修，莲花苑州议员黎 

潍福有话说。 

黎潍福说，由于重型车辆tc：期停在该沟渠 

路旁，它在无法负荷下2个月前坍塌。 

他是与蔡耀宗及投诉组主任FF.健生陪同下 

巡视工程地点。 

他说，接获沟渠坍塌的投诉后，他即刻向 

市议会反映要求抢修，不过，基于时值农历新 

年而且市议会的财务尚未稳定，W而拖延修复 

工程。 

他说，经过一些居民及居协向市议员蔡耀 

宗要求协助下，市议会终于在3月拨款和委任 

承包商维修，上述小型工程预算约2万令吉 

黎潍福说，该服务中心收到不少居民针对 

沟渠坍塌的投诉，投诉都一一记录在投诉系统 

及都已向市议会报备。 

“无论如何，沟渠坍塌的投诉都需时间处 

理，包括安排拨款，才能修复。 

“民众若遇到该问题，可直接向市议员、服 

蔡耀宗（左起）、黎潍福、丘健生视察沟渠抢 

修工程。 

务巾心和我本人投诉，不过，希望居民在投诉 

后给予一些时间我们及市议员去处理程序上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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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部副部长办公室在2018年11月15日召开加影新城华小特别会议，主要是为了审视 

新城华小建校进度。与会者包括教育部相关单位、加影市议会工程部、加影市议员和学校建 

校委员会代表。 

2.在会议结束后的一个星期，加影市议会就已经发出建委会申请水表所需的“注册地址批 

文，’。 

3.然而，在去年2018年11月获得注册地址后，雪州水供公司在3个月后即2019年2月20 

日才接获建委会申请水表的相关文件和付款。随后，雪州水供公司在2019年3月1日就已 

经完成水表的安装工作。 

4.目前，建委会还需要消防拯救局进行例行检查和发出批文后，才能向市议会提呈审核“建 

筑落成与完工准证”。 

5.按照一般工程的标准作业程序，有关单位必须先获得地方政府的“发展准证”后提呈建筑 

物图测，接着呈交21项结构与基建文件图测的G表格。G表格经过市议会审核后，建筑师 

提呈“完工和规格证"的F表格，市议会作最后的审核工作。 

6.截至昨天，建委会还是没有提呈G表格给市议会。因此，媒体报道新城华小虽然已经完 

工，但其实建委会一直没有完成相关的程序和准证的申请。 

7.在此，教育部吁请建委会一众成员慎重其事，以双溪龙华小迟迟未能开校一例为借镜，勿 

再重蹈覆辙，尽快提呈加影新城华小的G表格。待市议会批准图测后，由建委会委任的建筑 

师提呈F表格给相关单位，市议会才可以审核和确保符合规格，学校方可正式启用。 

加影新城华小建委会 

未呈建筑完工证申请 
(加影14日讯）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 

政务官陈劲晖和加影市议员丘钦滿今 

曰说，截至咋日，加影新城华小建委 

合沈土向+in m/j 7T7 合:t巨S挂结范比t= 

完工准证的申请。 

多方在2018年11月的会议中也 

已经达成共识，希望加影新城华小能 

在2019年6月后顺利启用。 

陈劲晖丘钦瀚发表声明 

陈
劲
晖
和
丘
钦
瀚
的
联
合
声
明 

针对30万令吉拨款的声明： 

•过去的特别拨款是使用支票的模式发放给所有学校，但在2018年发放的特别拨款，就必须是通过 

电子转帐来汇款给已注册学校。加影新城华小至今并没向教育部注册，也没汇款的E-Vendor号码。 

•副部长办公室和加影市议会了解到建委会面对的问题后，已着手安排相关人士协助建委会，并一一 

跟进处理他们的问题。多方在2018年11月的会议中也已经达成共识，希望加影新城华小能在2019 

年6月后顺利启用，我们借此希望建委会能给予高度的配合，积极完成相关的程序和准证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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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聽餘奸力_辦轉 

未向教育部注册及提供汇款号码， 

因此无法碰職。•!-档案照-

丨广丄二^ 

丨加影新城华小 

需注册霣荛鏊文件 
吉隆坡14日讯针对加影新城华小因为拨款及批文问题而迟迟 

无法正式启用，教育部表示，该校仍未向教育部注册及提供汇款号 

码，并且还没呈交获得完工和符合证（CCC)所需的相关表格。 

教育部副部长政务官陈劲 

暉和加影市议员丘饮激今日联合 

发表文告指出，政府须通过电子 

转帐来进行汇款给已经注册的学 

校，因政府去年发放的特别拨款 

和往年以支票的方式发放有所不 
同° 

文告指出，该校至今仍未向 

教育部注册，也没有提供任何汇 

款的E-Vendo「号码。 

另外，有关批文的问题，新 

城华小董事长拿督李万行早前表 

示该校已获得水供及安装水表， 

尚欠消防署的检验报告。惟文告 

中表明，该校建委会一直没有完 

成相关的程序和准证的申请。 

「按照一般工程的标准作业 

程序，有关单位必须先获得地方 

政府的『发展准证」后提呈建筑 

物图测(Building Plan )，接著 

呈交21项结构与基建文件图测的 

G表格（Borang G )�� 

去年11月达成共识 

「截至昨天，建委会还是没 

有提呈G表格给市议会。」 

文告中继续指出，G表格经 

过审核后，建筑师须提呈「完 

工和规格证」的F表格（Borang 

F)，以让市议作最后审核工作， 

并确保该校符合相关规格，学校 

方可正式启用。 

文告最后强调，教育部已在 

2018年11月15日针对此事召开特 

别会议，与会者包括教育部相关 

单位、加影市议会工程部、加影 

市议员和学校建校委员会代表。 

「多方（上述与会者）在 

2018年11月的会议中也已经达 

成共识，希望加影新城华小能在 

2019年6月后顺利启用。」 

「我们借此希望建委会能给 

予高度的配合，积极完成相关的 

程序和准证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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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雪兰莪14日讯|雪州政 

府打击非法洋垃圾工厂不手软！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及许来贤今 

曰亲自率队取缔2间位于Zuhrah工 

业区的非法经营的洋垃圾工厂， 

同时下令有关工厂立即停工 

乌鲁雪兰莪县议会主席苏基 

里表示，其中一家工厂因无法提 

呈所需的环境评估报告，而被环 

境局拒绝了营业执照的申请。 

尽管县议会执法部门早已1 

月17日向工厂发出了停业通知， 

但该工厂还是静悄悄地营业至 

今o 

而此举已经抵触2007年《乌 

鲁雪兰莪县议会工业、商业，以 

及贸易执照》地方法令附则UUK38 

(1 )条文，并勒令今天起即日 

关闭和停止一切营业活动。 

无论如何，执法单位取缔该 

雪政府关闭2洋垃圾厂 
非法洋垃圾工厂时，并没有工厂 

代表在场，现场只有塑料加工物 

以及机械。 

执法单位现场充公4台叉式 

起重机、一台闭路电视电脑、3副 

对讲机、一个气桶、一喷水装置 

(Water Jet)�一台混凝土搞碎 

机，以及三台切割机等等。 

苏基里说，县议会将给予业 

主1个月的时间申请赎回上述所 

有充公物，否则将业者将被控上 

庭。 

县议会秘书扎卡利亚则表 

7F ‘另一家被勒令关闭的工厂也 

有著类似的问题，就是未能提供 

环境评估报告。 

当局已经发出通知，业主 

必须停业且关闭14天，若无法遵 

守这项条件，其营业执照将被吊 

销。 

他说，根据1976年地方政府 

法令第82条文，业主必须在7天 

内，解决营运而堆积塑料堆，以 

免成为蚊虫和苍姆滋生温床的问 

题。 

今天的取缔行动共动员百 

人，包括来自雪州环境局、水 

务管理机构（LUAS)�乌鲁雪兰 

莪土地局、移民局，以及国能公 

司o 

新古毛州议员李继香及多名 

县议员亦参与这次行动。 

另外，黄思汉表ZF，国家固 

体废料管理局现握有一份完整的 

黄思汉（左）亲自参与取缔洋垃圾工 

厂的行动，并仔细检查工厂内的洋垃 

圾。右为许来贤，左2为李继香。 

工厂名单，可以遵从既定的条件 

展开行动，以遏制更糟的情况发 
生° 

他强调，雪州政府坚决反对 

任何塑料废物处理工厂在州内营 

运。他说，雪州政府将追究所有 

非法所料废物处理活动，并呼吁 

地方的执法当局，在乌鲁雪兰莪 

地区的情况越发严重之前，采取 

果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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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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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議 
長 

m 
公正党武吉美拉华帝州议员 

祖瓦依莉雅出任雪州副议长 

呼声极高。 

吉隆坡14曰讯| 

fO第14届第2季第1次的雪 

7=r州议会将于下周一（is 
lMj日）复会，预料公正党 

iTfc武吉美拉华帝州议员袓 

11A瓦依莉雅将获雪州政府 

$fr推荐，以填补雪州议会 

副议长的空缺。 

原任雪州副议长兼 

巴也加拉斯州议员莫哈 

末凯鲁丁，于去年12月 

.10日已宣誓出任雪州行 

1-f-政议员，其遗留下来的 
|J"雪州副议长一职便悬空 

至今。根据雪州希盟的 

共识，雪州副议长将保 

留给公正党，因此新任 

雪州副议长相信将由公 

正党州议员填补。消息 

指出，雪州公正党倾向 

推荐一名女性出任填补 

副议长的空缺。 

雪州公正党目前共有5名女 

性后座议员，包括武吉美拉华 

帝州议员袓瓦依莉雅、武吉兰 

樟州议员黄洁冰、荅都知甲州 

议员罗茲雅、士文达州议员达 

罗雅及伯马登州议员罗扎娜。 

消息人士向《东方日报》 

指出，目前袓瓦依莉雅的呼 

声最高，惟一切仍可能存在变 

数。曾出任行政议员的黄洁冰 

及达罗雅也有望出线。 

「其实公正党内部，也是 

各个虎视眈眈于雪州副议长的 

位子，所以最终究竟是鹿死谁 

手，还是得等到雪州议会正式 

复会后，方能见分晓。」 

料復會首曰提名 

雪州议会复会首日，预计便 

会呈上希盟讨论且属意的副议长人 

选名字，以进行提名，在所有州议 

员投票表决之后，若过半数州议员 

附议，将会即日宣誓就职。 

另外，黄瑞林向《东方曰 

报》透露，本届州议会共接获441 

题的口头及书面提问，其中过半 

关于地方发展的课题、30$关于施 

政方面的课题，其余则是关于政 

府官联公司等的其他课题。 

「而且9个特别遴选委员 

会，包括消除贫穷遴选委员会， 

以及政府机构、法定机构及政府 

子公司特别遴选委员会等等，将 

在本次雪州议会提呈报告。」 

黄瑞林也补充，本次雪州 

议会主要将会针对雪州苏丹沙拉 

夫丁殿下发表的御词进行辩论。 

同时也将迎来新科巫统士毛月州 

议员扎卡利亚的宣誓就任。 

黄瑞林：本届州议会共接获 

441题的口头及书面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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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邦再也市會主席 

諾萊妮獲特殊女性獎 
(首邦市14日讯） 

梳邦再也市议会主席诺 

莱妮荣获房屋及地方政 

府部颁发的地方政府特 

殊女性奖！ 

该部门是配合2019 

年国际妇女节，而于本 

月8日在其位于布城的总 

部举办地方政府部奖， 

而诺莱妮是在该奖项设 

立的地方政府官员组别 

中脱颖而出，从房屋及 

地方政府部长拿督祖莱 

达手中接领有关奖项。 

这项奖励是为了 

表扬诺莱妮在执掌梳邦 

再也市议会期间所作出 

的贡献，以感谢她在任 

时推动城市妇女亲善活 

动，以及透过在恩岗 

组屋复新计划（Projek 
Rejuvenasi Pangsapuri 
Enggang)与蒲种富吉镇 

组屋(Pangsapuri Bandar 

Bukit Puchong )推行地 

方社区活动。 

诺莱妮（右）从祖莱达手中接过表扬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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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違例移走障礙物 
甲洞逸福園推動整合激活 

(士拉央14日讯）士拉央市 

议会将在甲洞逸福园(Desa Aman 

Puri)进行社区整合激活计划，以通 

过整顿工作解决该区违建、卫生、 

阻碍民众等问题。 

领养该区的士拉央市议员也配 

合这项计划，于今日联同市议会各 

部门及垃圾承包商前往该区巡视， 

同时在了解当地的各项问题后发出 

通知，要求有关业者进行处理及作 

出改善u 

黄伟强指出，市议会早前在士 

拉央新镇展开这项社区整合激活计 

划并取得成功，因此他也要求市议 

会将此计划带到甲洞逸福园，以协 

助解决当地所面对的问题，包括违 

例扩建、霸占公共地段、卫生情况 

糟糕等问题。 

他说，经过与市议会各部门开 

会讨论下，这项计划在当地将分两 

个阶段进行，既是率先在甲洞逸福 

园第二期商业区进行，在获得成果 

后才移师到第一期商业区。 

“相较之下，第一期商业区将 

面对更多挑战，包括街边小贩等问 
题。” 

商业区的后巷也存在违例扩建、阻碍交通及引发卫生等问题c 

黃偉強：給違例業者2周處理 

黄 
伟强也说，整合计划需要各部门的参与，而这次也获 

得约40名来自执法组、执照组、固体废料及公共卫生 

组、园艺组、建筑组、工程组、法律组、产业管理等部门的官 

员参与巡视，并针对违例的业者发出通知。 

他说，整合计划将会分数个阶段进行，而这次的巡视主要 

是了解情况及发出通知，并给予2个星期时间让业者自行处理 

问题，包括拆除违例建设、移走障碍物等；若业者依然冥顽不 

灵，当局将会在2星期后回来检査及执法。 

他呼吁业者珍惜市议会给予的宽限期及给予配合，勿等到 

当局采取更严厉的取缔行动。 

此外，他透露，根据市议会的统计，该区共设有150间食 

肆，汽车及摩哆维修中心则有约16至20间，而这两类都是造成 

环境破坏的主要商业活动；在这次的巡视下也发现其中-间海 

鲜餐馆违例扩建棚架霸占停车位，还有维修中心将损坏的摩哆 

残骸随意丢弃在路边。 

他说，由于当局过往没有严厉执法，导致商家抱有取巧的 

态度，而他强调在该区进行整合下，是绝对不容许类似的违例 

问题继续发生。 

熟食档口卫生糟糕 

另-方面，黄伟强表示，设在甲洞逸福园第二期商业区的 

-排私人与市议会联营的档口，同样面对违例扩建以及卫生情 

况糟糕的问题。 

“商家在档口后方违例加建经营食肆，烹煮所流出的污水 

也污染了环境，包括新铺的柏油路也被破坏。” 

他说，市议会是在2年前完成当地的道路提升工作，短时 

间内是不会进行任何提升，也希望商家能珍惜及体会市议会为 

整个地区所进行的环境提升及维护的用心。 

他也说，他也将会了解有关联营档口的执照条件，不排除 

将会要求当局取消相关执照。 

摩哆残骸被随意丢弃在路边，对环境卫生及美观造成影 黄伟强（右一）联同市议会各部门官员巡视甲洞逸福 

响。 园第二期商业区，并对违例的业者发出通知，并给予宽限 

期以自行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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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珍珠坊1路经营水果店的女东主潘丽 

舜申诉，由于其店是角头间，所以被 

污水面夹攻”，即店前店旁和店后均有积 

水不去，使客人投诉太臭和却步，即便是榴裢 

季节进行大减价，进店来啖果王的人依然是寥 

寥可数，生意受到明显的打击。 

“大热天时在烈阳的曝晒下，污水是臭上 

加臭，下雨天则大水淹起，我们害怕装盛水果 

的纸盒会被泡坏，唯有不住的搬进搬出:客人 

也因害怕脚沾到臭水而不来，我与工人为了生 

计只能在此嗅臭看守店面，实在苦不堪言： 

“店后排水沟积满的澄黄色油渍，几乎 

快溢出路面，附近商民均投诉其臭无比，把客 

人都臭跑0我们虽然有尝试挖通沟渠但却不见 

效，恐怕是马路底下的排水道有所阻塞。” 

污水長出青苔 

潘丽舜说，如此状况已发生近半年，污水 

中甚至长出了青苔，让大家深感无奈^ “店后 

的小巷亦被大水冲出多个积水大洞，路人和轿 

车行经此处均需十分小心，以免撞人洞中。” 

潘丽舜指虽然向士拉央市议会投诉后，有 

官员前来拍照，但却久久未有行动。 

“我在农历新年前到万挠州议员服务中心 

投诉，获•名女职员接待，她指将向当局反映 

本区商民所面对的状况。不过，迄今我仍未接 

获任何回复0 ” 

蔡偉傑：將親自到現場巡視 

挠区州议员蔡伟杰在受询时，承诺将 

尽速亲往珍珠坊1路做巡视。“我的助 

理兼林旦村村长陈清吉，已在较早前到投诉地 

点了解民困，并已向相关单位做出投报。” 

“该路与我的服务中心仅有一路之隔， 

我并未意料到情况比我所接获的投报更严重许 

多，又鉴于当局迄今仍未有行动，我决定亲穴 

去了解状况后再对症下药，包括向士拉央市议 

会施压，” 

停车位满积的污水，已经长满青苔，让客人 

望而却步，影响生意。 

•逢大雨， 

#路面满 

积约5吋深的乌黑 

污水时，大洞便会 

从视线上“消失无 

踪”，若有驾驶人 

士因不知情而停 

车，恐会在下车时 

直接摔人洞中。 

早前，便有公 

众为了拍照佐证以 

向当局投诉时，因 

不慎而_脚误踩人 

洞中，幸由路人及 

时拉起而仅受皮外 

伤。 

根据《大都 

会》社区报记者的 

观察，下起大雨时 

无法及时排走的大 

水，倾泻而下地势 

更低的隆怡大道， 

使珍珠坊路口一段 

长约60公尺的车道 

崩出多个大洞，路 

况恶劣。 

原位，露出大洞。 

潘丽舜对沟内满积ii圾、食物残 

渣和油渍，以致臭气冲天的状况深表无 

奈。 

溝蓋也沖走公 

報道•林淑敏 

(万挠14日讯）排水沟塞满 

厨余油渍与垃圾，导致污水倒淹 

至万挠珍珠坊1路的多个停车位 

与马路半年也不消退，众人闻之 

作呕！ 

无法排出的脏水甚至将停车 

位上的4呎深排污沟盖冲得偏离 

?’_4:f 

大水从珍珠坊1路1玛而下隆怡大道.，使该路段出现多个大窟窿，危及道路使用者尤其是摩哆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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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兹（右二）为八打灵再也精明中心大厦推介礼进行剪彩。左起为 

再因阿兹里、佐哈里及莎丽法。 

靈精明大廈充數據中心 
更有效監督管理地區 

(八打灵再也14日讯）八打灵 

再也市政厅将把八打灵再也精明中 

心大厦作为数据中心，利用数据存 

储“自动化”分析数据和处理综合 

数据，以更有效地监督与管理八打 

灵再也地区。 

该精明中心大厦的作用是为每 

家迷你精明中心（mini smart centre ) 
开发的各个仪表板生产报告，并帮 

助市政厅决定八打灵再也一带管理 

与规划，而迷你精明中心产生的数 

据将在该大厦里显示，并遭到监 

控。 

八打灵再也市长拿督阿兹兹今 

早到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出席与见证 

市政厅签署有关“Smart lo T"解决 

方案展示橱窗的备忘录（M0U )及 

该精明中心大厦的推介礼。 

今年再建10迷你精明中心 

据悉，八打灵再也市政厅目前 

已有正在运作的3家迷你精明中心， 

而今年计划再兴建10家迷你精明中 

心。 

该项目是通过“地理资讯系 

统”（GIS)管理该区的“综合解决 

方案”平台，共开发了64个仪表板 

来涵盖五大主要部门，分别是城市 

规划和发展，城市社区发展，城市 

商业，城市管理和执法发展及城市 

服务a 

出席该推介礼者包括八打灵再 

也副市长佐哈里、八打灵再也市政 

厅发展与规划组主任莎丽法及八打 

灵再也市政厅发展与规划组副主任 

再因阿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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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瑞林：更有效率爲民服務 

議員官員應加強聯繫 
(沙亚南14日讯）雪州议长黄瑞林呼吁国州议 

员，多认识各级政府官员与加强彼此联系，确保为民 

服务时更有效率，毕竟无论政府制定多好的政策，都 

需要政府官员和人民代议士合作推行。 

“如果国州议员认识越多政府官员，除了能掌 

握各级政府的运作模式，找出最好的合作方式，也能 

推动各式政策，或协助人民争取福利时，加快解决问 
题。” 

他强调，即使各部长或行政议员制定立意良善 

的政策，但如果缺乏政府官员配合，导致无法上情下 

达，国州议员等同缺了左臂右膀，为民服务时也会面 

对诸多障碍，因此与政府官员进行更密切的交流和联 

系，也是人民代议士的责任。 

他日前出席由雪州议会主办的“雪州议员与政府 

官员保龄球友谊赛”时，如此表示。出席者包括雪州 

议会秘书长嘉亚迪、21名雪州议员和近30名各级政府 

官员。 

黄瑞林补充，每年州议会开幕之前，都会主办球 

类友谊赛，邀请州议员和各政府官员一起打球，透过 

此平台切磋球艺，达到交流和凝聚工作士气目的。 

他指出，反对党领袖利詹依斯迈也抽空参与保龄 

球友谊赛，展现议会的和谐团结精神，值得嘉奖，尽 

管今年共有21名州议员报名参与，已算是相当不错的 

结果，惟希望未来主办类似的交流活动时，可以获得 

议员更高的参与度。 

在这场保龄球友谊赛，由政府官员夺下最佳球手 

殊荣，而榄州议员莫哈末赛罗斯里领衔的队伍，成功 

拿下团体赛第一名，最佳州议员球手则是班达马兰州 

议员梁德志。 

考瑞林（左）呼吁国州议员与 精彩刺激的保龄球赛，让参与的州议员盯着比分 

政府官员保持良好的沟通，为民服 目不转睛，左起为无拉港州议员王诗棋和新古毛州议 

务才能事半功倍。 员李继香，右为而榄州议员莫哈末赛罗斯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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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灵再也14日讯）教育部副部长政 

务官陈劲晖和加影市议员丘钦瀚发表联合声 

明，促请加影新城华小建校委员会尽速完成 

所有建校程序和准证申请，并让有关单位审 

核及确保符合规格，才能正式启用学校。 

确保合格才能正式启用 

声明说，建委会目前还需要消拯局进 

行例行检査和发出批文后，才能向市议会提 

呈审核“建筑落成与完工准证” （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 and Compliance ； CCC ) 0 

声明指出，按照一般丁程的标准作业程 

序，有关单位必须先获得地方政府的“发展 

准证”（Kelulusan Merancang )，之后提呈 

建筑物图测（Building Plan )，接着再呈交 

21项结构与基建文件图测的G表格。 

声明表示，市议会审核G表格后，建筑 

师会提呈“完工和规格证”的F表格（Borang 
F)，再由市议会进行最后审核工作。 

陈劲晖和丘钦瀚是针对昨天媒体报道指 

在今年6月开学的加影新城华小历经波折重 

重，除了遭遇学校电线被窃贼剪断盗走，而 

拨款也迟迟未兑现，导致校内配置和设备未 

有著落，发表声明做出回应。 

建委会未向市会呈G表格 

声明表示，截至昨天，建委会还没有向市议会提呈 

G表格。因此，根据媒体报导新城华小虽然已经完工，但 

实际上建委会一直没有完成相关的程序和准证的申请。 

声明说，教育部副部长办公室已经于2018年11月 

15日召开加影新城华小特别会议，审视新城华小建校进 

度。参与会议者包括教育部相关单位、加影市议会工程 

部、加影市议员及学校建校委员会代表。 

声明指出，在会议结束后的•个星期，加影市议会 

就已经发出建委会申请水表所需的“注册地址批文” _ 

“然而，在去年2018年11月获得注册地址后，雪州 

水务局在3个月后即今年2月20日才接获建委会申请水表 

的相关文件和付款。随后，雪州水务局在3月1日就已经 

完成水表的安装工作。” 

声明说，教育部吁请建委会慎重其事，并以双溪龙 

华小迟迟未能开校一例为借镜，劝勉勿再重蹈覆辙，尽 

快提呈加影新城华小的G表格。 

指学校未注册也没汇款号码 

另一方面，声明也指加影新城华小至今并没有向教 

育部注册，也没有任何汇款的E-Vendor号码，因此没有 

透过电子转账获得汇款。 

声明表示，过去的特别拨款是使用支票的模式发放 

给所有学校，但在2018年发放的特别拨款，是要通过电 

子转帐来进行汇款给已经注册的学校。 

声明说，副部长办公室和加影市议会了解到建委会 

面对的问题后，已经著手安排相关人士协助建委会，并 

跟进处理问题。多方在2018年11月的会议中也已经达成 

共识，希望加影新城华小能在今年6月后顺利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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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橫幅能有第二生命嗎？ 
广告横幅能有第二生命吗？张贴在路 

旁或公众地方的广告横幅有宣传及传达资讯 

用途，故许多政府及非政府组织都会在举办 

活动时张贴广告横幅，以达到传达资讯的用 

途，吸引民众注目。 

然而，这些广告横幅在活动结束后，就 

会失去传达资讯的用途，同时也必须将其拆 

下。这时，原本是背负传达用途的广告横幅 

顿时失去原有的用途，如处理不当就会变成 

垃圾。 

但是，要如何协助这些逾期的广告 

横幅逃过成为i立圾的一劫呢？只要适当 

的资源回收，赋予它们第二生命即 

可。 

雪州有数个地方政府在数个月 

前开始将回收的逾期广告横幅，并 

经过裁缝处理，将其变成环保袋，让 

广告横幅的生命得以延续。 

我在不久前前往八打灵再也市政厅工作 

时，就得到这个利用逾期广告横幅制成的环 

保袋。 

同时，我也在梳邦再也市议会的官方脸 

书看到缝纫工作坊，开放让民众报名参与学 

习如何利用逾期广告横幅缝纫环保袋。 

雪州各地方政府的小小举动，不仅为逾 

期广告横幅延续生命，同时也为地球出一分 

力，减少ii圾量。 

尽管现阶段仍属于初阶段，但我希望有 

更多地方政府加入该行列，制做更多以环保 

材料制成的环保袋，真正达到环保的目的。 

同时，我认为，地方政府除了回收各 

自的逾期广告横幅作为制做环保袋的原材料 

外，也能将充公的非法广告横幅制成环保 

袋，以有效解决非法广告横幅的问题。 

鍾
可
筹 

^
"
{
2_

_lUJ
^
i
=
t口 

k
h
e
r
t
h
e
e
n
@
s
i
n
c
h
e
w
.
c
o
m
.
m
y
 

Page 1 of 2

15 Mar 2019
Sin Chew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Metro Edition A • Page: 2
Printed Size: 134.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4,188.00 • Item ID: MY003540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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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板 

巴生永安鎮 

一>•有目击者 

拍到一辆黄色油 

槽车，擅自打开 

没上锁的国能高 

压电缆保留地篱 

笆门，于光天化 

日下把罗里开入 

倾倒工业废水。 

15. 3. 2019 

(巴生14日讯）柔佛 

巴西古当毒废料污染事件 

异常严重，在这个时候， 

巴生却有不法业者于今午 

1时30分雇用油槽罗里把 

散发类似臭油味、令人欲 

作呕的黄褐色疑似工业废 

水，倾倒于巴生永安镇住 

宅区的大沟内，令当地人 

心惶惶！ 

揭露此事的巴生社会工 

编辑：黃靜怡 

直接把不明废水倒人大、？勾： 

后，流经住宅区和保留地的 

两个滞洪池，使得沟水呈颜 

色浓重的黄褐色，再顺势流 

人巴生河，散发的气味足以 

令人感到头昏脑胀。 

他透露，事件是由-名 

住在永安镇的前市议员发现 

和通知，由于他人在外头， 

之后便接获记者的询问，赶 
紧从外头“飞车”赶回，意 

图栏截破坏环境的油槽车切 

—整条沟 

渠在工业废水 

流经后，成了 

黄褐色一片， 

情况骇人。 

味道很重不敢開窗 • 

醒金(74M,絲鎮郎)mUjk 
家_ .路来开着窗n li(便 

"JXI通风，但今天闻起来味 

舰重，不敢开窗口，觀以为是t.A I"-

細漆醜;t� 

我会担心被倒人沟渠随水，毕竟 

巴西古当的环境公害已造成多人受伤， 

我会担心自己住的社K也不安全。“ 

擔心影響小孩健康陳金蓮（65歲） 

：: ' - _居说起 

mj ̂ ^ ̂h|有人来倒废水进沟渠的 

•FcP' ？ M 她.體郷： 
哥哥的孙女让她睡午 

M 、好侧fi小孩同 

仵，就连大人闻到都很 

不舒服，更何况是身体 

t 抵抗力不足的小孩，力口 
‘；废細异味吹 

人屋里，我担心会影响 

，刚細身体聽。“ 

許來賢：環境公害決不妥協 

‘管雪州环境、绿色工艺、科学、工艺、革新及消费 

-人事务的行政议员许来贤受询时透露，他已指示雪 

州环境局主任调査此事，并矢言州政府对所有环境公害事件 

决不妥协。 

揭露此事的巴生社会工 

作者陈彼得，第-时间把事 

发经过和照片及视频，上传 

至其管理的“人民之声行动 

队”脸书专页，引起网民争 

相转发和留言谴责，陆续引 

起多家媒体跟进报道，显示 

环境公害成了全民公敌。 

陈彼得：已是第二宗 

也是永安镇居民的他， 

今午在住家旁召集邻里召开 

新闻发布会指出，不法业者 

往永安镇沟渠倾倒丁业废水 

其实已是第二宗，第-•宗估 

计于两周前的2月28日晚上或3 

月1日凌晨发生，因其邻居于 

1日上午8时许，向他申诉沟 

渠出现黄褐色液体，唯异味 

不浓烈，相信经过一段时间 

后已淡化。 

陈彼得怀疑，连续两 

宗事件都在同个地点发生， 

有理由是同一名不良业者所 

为。 

废水气味令人头昏脑胀 

他说，目击者今午发现 

倾倒废水的油槽车司机，貌 

似约40多岁的华裔中年，把 

罗里开人没有上锁的国能高 

压电缆下的一段保留空地， 

机，唯油槽车早已离开，他 

唯有循着油槽车胎痕和透过 

逻辑推算，往该油槽车有可 

能而去的方向而追，可惜没 

有收获。_ 
“我通知了雪州行政 

议员黄思汉此事，希望有关 

当局迅速采取行动，当地国 

州议员也应深切关注和跟 
进。” 

他不排除，在希盟政府 

上台后，官员对非法化学废 

料严厉执法，特别是巴西古 

当毒废料污染事件的发生， 

使得暗藏有关废料的业者担 

心遭取缔对付，而赶紧悄悄 

把丁业废料用不正当手法倒 

掉。 

污染源头抽沟水调查 

在接获投报后，雪州水 

务管理机构（LUAS)于4小 

时后的下午约5时30分，派 

出人员到污染源头现场展开 

调査，抽取沟水样本进行化 

验。 

陈彼得感谢州政府对 

民声的即刻关注，希望当局 

加紧调査，尽快采取行动和 

揪出始作俑者，以便杀鸡儆 

猴，杜绝环境公害 

一>•陈彼得指不 

法业者倾倒的工业 

废水将污染环境， 
尤其巴西古当的毒 
废料污染事件为前 

车之鉴，导致人心 

惶惶。 

雪州水务管理机构人员派员调查被污染水源，抽取样 

本进行化验。小图为水源样本。 

怕廢料污染事件上演 
謝潤蓮（67歲，巴生永安鎮居民） 

今天下午接到儿子打来电 

K话，通知陈彼得告知屋子后 

方有人倒油，我马上开住家后门，发现到沟 

渠内的油很多，而且闻起来很臭。我于下午 

1时32分发现到_ •辆正准备离开的油槽车，但 

来不及栏下司机。 

我很怕巴西古当的毒废料污染事件在巴 

生住宅区上演，现在这事情弄得人心惶惶 

我发现，在沟渠被倒了不明废水后，空气中一直有一股难 

闻和不舒服的味道，只好赶紧把家里的门窗紧闭，不让外头的 

异味飘人屋内。 

这里的邻里居民都和陈彼得保持紧密联系，-有事情大家 

便会马上照会，互相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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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洋垃圾厂的规模庞大，县议会估计 

市值达到3000万令吉。 

mm 

P̂ELLET 
Made 似 wauaysi^ 

赞|肩“-::::窄. 

. . . . . �  

外国塑料被处理成塑胶 本地塑料回收厂的垃圾堆积如山，衍生扰民的卫生问题。 
颗粒，被标上“大马出品” 

的标签后出口牟利。 

烏雪縣會斷水切電 

(乌雪14日讯）断水切电、即时查封、 

赶尽杀绝总值千万的非法洋垃圾厂！ 

乌雪县议会今日展开雷霆行动，联同雪州环 

境局、水务管理机构（LUAS)、乌雪土地局、移 

民局、国能公司等各造约100人，先取缔乌雪叻思 

Zuhrah工业区一家占地2.97英亩的无牌洋垃圾厂 

后，再对付另一家占地10英亩的持牌塑料回收厂， 

并且切断其水电供应，宣布即时查封两厂。 

这两家工厂距离有2871人口的可如灵花园住宅 

区仅分别有316和500公尺，距离有1125人口的叻思 

马来村亦只有1公里。 

更让人感到担忧的是，这两家工厂距离提供巴 

生河流域、布城以及吉隆坡水供的雪河，仅有770 

公尺. 

蘇基里： 

塑料碾成粉末恐污染食水 

塑料回收厂被即时查封 

持行动的县议会主席苏基里强调，有关工厂“ 

内的碾磨机械配备齐全，但被碾成粉末的 

塑料却会飞扬到空气中和随着水沟排人河域，污染食 

水，所以为了保护水源和环境，将不惜提控违法业者 

上庭和吊销执照^ 

根据县议会的记录，乌雪共有43间塑料回收厂和4 

间洋垃圾厂，大多分布在叻思Zhurah和MIEL工、Ik区、 

双文丹、双溪珠和武吉柏伦东一带。当中，有执照者 

是17间，非法操作的则有26间。当局也不排除仍有暗 

中操作的洋垃圾未被察觉，因此需要居民通风报信， 

将类似工厂从雪州连根拔起。 

由于事态严重，雪州两名行政议员即掌管雪州地 

方政府、公共交通及新村发展事务的黄思汉，以及掌 

管科学、T；艺及革新事务的许来贤也亲临乌雪随队出 

发。县议会秘书阿瓦努丁、新古毛州议员李继香和多 

名县议员亦有出席行动。 

非法洋垃圾厂内的碾磨厂配备 现场所见，被碾成粉末的塑胶已 

齐全，但碾成粉末的塑料却会飞扬排入沟中，难保河域不受污染。 

到空气中和随着水沟排入河域，污 

染食水。 

阿瓦努汀（左起）、苏基里、黄思汉、 

许来贤和李继香在门户深锁的非法洋垃圾厂 

前合摄。 

疑走漏风声人去楼空 

疑是走漏风声，洋垃圾厂业者预早清理办公 

室，人去楼空和大门深锁，仅是留下满山满谷的 

塑料、大型机械和•只被系上狗炼的黑狗看守门 

户。 

大队被迫从边门进厂，随后县议会执法组亦 

破开工厂玻璃门执行任务，充公多部起货机和机 

械，并即时切断水电供应和査封工厂。 

据了解，业主本在乌鲁冷岳处理洋垃圾，被 

取缔后悄悄移师乌雪地区重操旧业。 

塑膠廢料加工出口中國 

办i 
rfr基里估计工厂与塑料制成品的价值， 

‘约为3000万令吉。 

他说，该名业者曾在去年12月向县议会申请 

营业执照，但因无法出示环境局的支持文件而遭 

拒，不料对方却暗中租用T厂非法操作，并在3 

个月内迅速发展至如斯规模，让人咋舌。 

露天堆积塑料养蚊遭对付 

“县议会在今年1月发出警告，指示T.厂停 

X,但业者却阳奉阴违，我们唯有援引微型法令 

第38 ( 1 )项条文、2007年县议会执照、商业与 

T.业微型法令充公•切可移动的物品。” 

据现场所见，满厂堆积如山的货物中有来自 

曰本、德国、澳洲等国家的塑胶废料。大批已经 

处理成塑胶颗粒的制成品，更被标签为“大马出 

品”，预备出口到屮国。 

苏基里说，业者将不值•文的垃圾焚烧、碾 

碎和重新处理后，视等级而定，塑料颗粒的市价 

每吨介于300至3000令吉，由于有利可图，以致 

大量业者不顾地方政府律法，如雨后春笋般越开 

越多。 

他说，另一所遭査封的本地塑料回收厂虽持 

有县议会发出的执照，但却因未妥善处理原料而 

遭对付。 

“厂主露天堆积塑料，导致积水和滋生蚊 

虫，必须在7天内给予改善。此外，1；厂如无法 

在14天内依法提呈环境评估报告，其执照将被撤 

销，所缴付的1万令吉执照抵押金会被充公，以 

处理满厂的塑胶垃圾。” 

“大馬不是垃圾場！ ” 
黃思漢：應帶回原產國處理 

•u 
I 

来西亚不是你们 

、勺垃圾场！ ” 

看见塑胶废料堆积如山， 

黄思汉语带激动的向随队报道 

外媒强调，我国需要西方国家 

有责任感，将本身所制造的垃 

圾带回原产国去处理。 

在外媒反问他是不是要求 

西方国家带走自己的垃圾时， 

他提高声量：“是的是的，马 

来西亚不是你们的垃圾场！ ” 

“你们要保护国家环境， 

我们也要保护自己的国家，你 

们想要空气清新，我们也要让 

人民吸取清新的空气，请对我 

们公平，把你们的垃圾带回 

去。别把垃圾带到亚洲，别带 

到雪兰莪，我们绝对不允许这 

类非法垃圾进侵！ ” 

成立委會嚴厲執法 

[ft外，黄思汉也宣布，雪州政府已成立--

力个由许来贤为首的行动委员会，以解决 

州内的无牌洋垃圾回收处理厂的问题。 

他强调，政府绝不允许此类非法活动危害环 

境和居民，他也要求州内全部12个地方政府采取 

严厉的执法行动对付违法者。 

在回答问题时，黄思汉同意再循环的塑料粉 

末-口.流入河域，将进人人类的食物炼，对人体 

造成危害。 

“有鉴于此，我们采取严厉的执法行动。我 

们将通过房屋部管辖的国家固体废料局（JSPN) 
追踪这些工厂，该局可追溯到塑料垃圾被送至何 

处。尽管业者从•处搬迁至另外一处，但我们绝 

不妥协，定会追踪而至并依法行事。” 

据了解，•旦被控罪成，违法业者可被判监 

禁5年或罚款50万令吉。 

遭查封的本地塑胶回收厂正在扩建中。 疑是收到风声，叻思非法洋垃圾厂的办 

公室一早已清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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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水务管理机构人员 

派员调查被污染水源，抽取 

样本进行化验。 

陈彼得指不法业者 

倾倒的工业废水将污染环 

境，尤其巴西古当的毒废 

料污染事件为前车之鉴， 

导致人心惶惶。 

油槽車_ 
溝渠現黃褐色液體人$ 

(巴生14日讯）柔佛 

巴西古当毒废料污染事件 

异常严重，在这个时候， 

巴生却有不法业者于今午 

1时30分雇用油槽罗里把 

散发类似臭油味、令人欲 

作呕的黄褐色疑似工业废 

水，倾倒于巴生永安镇住 

宅区的大沟内，令当地人 

心惶惶！ 

揭露此事的巴生社会工作 

者陈彼得，第_ •时间把事发经 

过和照片及视频，上传至其管 

理的“人民之声行动队”脸书 

专页，引起网民争相转发和留 

言谴责，陆续引起多家媒体跟 

进报道，显示环境公害成了全 

民公敌9 

陈彼得：已是第二宗 

也是永安镇居民的他，今 

午在住家旁召集邻里召开新闻 

发布会指出，不法业者往永安 

镇沟渠倾倒丁业废水其实已是 

第二宗，第-宗估计于两周前 

的2月28日晚上或3月1日凌晨 

发生，因其邻居于1日上午8时 

许，向他申诉沟渠出现黄褐色 

液体，唯异味不浓烈，相信经 

过一段时间后已淡化。 

陈彼得怀疑，连续两宗事 

件都在同个地点发生，有理由 

是同_ •名不良业者所为。 

废水气味令人头昏脑胀 

他说，目击者今午发现倾 

倒废水的油槽车司机，貌似约 

40多岁的华裔中年，把罗里开 

人没有上锁的国能高压电缆下 

的一段保留空地，直接把不明 

废水倒人大沟后，流经住宅区 

和保留地的两个滞洪池，使得 

沟水呈颜色浓重的黄褐色，再 

顺势流人巴生河，散发的气味 

足以令人感到头昏脑胀。 

他透露，事件是由一名住 

在永安镇的前市议员发现和通 

知，由于他人在外头，之后便 

接获记者的询问，赶紧从外头 

“飞车”赶回，意图栏截破坏 

环境的油槽车司机，唯油槽车 

早已离开，他唯有循着油槽车 

胎痕和透过逻辑推算，往该油 

槽车有可能而去的方向而追， 

可惜没有收获。 

“我通知了雪州行政议员 

黄思汉此事，希望有关当局迅 

速采取行动，当地国州议员也 

应深切关注和跟进。” 

他不排除，在希盟政府上 

台后，官员对非法化学废料严 

厉执法，特别是巴西古当毒废 

料污染事件的发生，使得暗藏 

有关废料的业者担心遭取缔对 

付，而赶紧悄悄把丁业废料用 

不正当手法倒掉。 

污染源头抽沟水调查 

在接获投报后，雪州水务 

管理机构（LUAS )于4小时后 

的下午约5时30分，派出人员 

到污染源头现场展开调查，抽 

取沟水样本进行化验。 

陈彼得感谢州政府对民声 

的即刻关注，希望当局加紧调 

査，尽快采取行动和揪出始作 

俑者，以便杀鸡儆猴，杜绝环 

境公害。 

味道很重不敢開窗 
鄧麗金（74歲，永安鎮居民） 

家一路来开着窗口以便 

M通风，但今天闻起来味 

道很重，不敢开窗口，我还以为是工人 

在油漆的味道。 

我会担心被倒人沟渠的废水，毕竟 

巴西古当的环境公害已造成多人受伤， 

我会担心自己住的社区也不安全。” 

陳金蓮（65歲） 

有听邻 

#居说起 

有人来倒废水进沟渠的 

事情，但当时我要照顾 

哥哥的孙女让她睡午 

觉，不懂屋子后方发生 

什幺事， 

由于家里有小孩同 

住，就连大人闻到都很 

不舒服，更何况是身体 

抵抗力不足的小孩，加 

上风向把废水的异味吹 

人屋里，我担心会影响 

小朋友的身体健康。” 

許來賢：環境公害決不妥協 
^^管雪州环境、绿色工艺、科学、工艺、革新及消费 

#人事务的行政议员许来贤受询时透露，他已指示雪 

州环境局主任调查此事，并矢言州政府对所有环境公害事件 

决不妥协。 

怕廢料污染事件上演 
謝潤蓮（67歲，巴生永安鎮居民） 

<4 今天下午接到 

#儿子打来电 

话，通知陈彼得告知屋子后方 

有人倒油，我马上开住家后 

门，发现到沟渠内的油很多， 

而且闻起来很臭&我于下午1 

时32分发现到一辆正准备离开 

的油槽车，但来不及栏下司 

机。 

我很怕巴西古当的毒废料 

污染事件在巴生住宅区上演， 

现在这事情弄得人心惶惶。 

我发现，在沟渠被倒了不 

明废水后，空气中一直有一股 

难闻和不舒服的味道，只好赶 

紧把家里的门窗紧闭，不让外 

头的异味飘人屋内a 

这里的邻里居民都和陈 

彼得保持紧密联系，一有事情 

大家便会马上照会，互相通 
报。” 

擔心影響小孩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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